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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粵菜  特惠和菜  鍋氣小炒  精美點心

每天上午十一點至下午三點，
所有點心一律$4.99!

Our fifth-anniversary celebration 
Dim Sun special EVERYDAY starts from

11:00am to 3:00pm all Dim Sum is $4.99

慶祝開業五週年！
每天上午十一點至下午三點，

所有點心一律$4.99!

五週年慶典，感謝一路有您五週年慶典，感謝一路有您
R03-REGAL 名門金宴B_16

(281) 494-8888

地址：12350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綜合報導）陸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於
美國時間14日正式生效，兩國分別按協議下
調針對對方部分進口商品的懲罰性關稅。此
為美陸自兩年前爆發貿易戰以來，首度相互
下調關稅。美國貿易代表署同日宣布，組建
「雙邊評估與爭端解決辦公室」，並設熱線

美陸兩國政府於上月15日簽署了第一階
段經貿協議，陸方在協議中承諾，將在未來
兩年增加進口不少於200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
品等商品，並採取措施保護智慧財產權等。

基於該協議，美方14日起對包括液晶電
視、鐘表及家具等1200億美元大陸輸美商品
下調關稅，將去年 9 月開始徵收的 15％加徵
稅率減半。陸方則對從美國進口的約750億美
元商品下調關稅，將最高10％的加徵關稅減
半，其中包括葡萄、草莓在內的水果及原油
等1717個品類。不過，兩國已經啟動的大部
分徵稅措施仍然有效。

美國貿易代表署同日宣布，依照陸美第
一階段經貿協議，成立一個新的 「雙邊評估
與爭端解決辦公室」，其功能是監督陸方在
協議中相關承諾的落實，並與陸方相對應的
辦公室共同解決實施時出現的問題。該新機

構由美國副貿易代表格里什（Jeffrey Gerrish）
負責，領導處理協議執行的投訴，並設立熱
線電話讓公眾提出相關疑難。

正在德國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大陸外
長王毅14日接受路透專訪，指陸方已準備好
履行陸美貿易協議，並會承擔應盡的義務，
惟美國現時因新冠肺炎疫情全面限制兩國之
間的人員往來，會對執行協議帶來不便，希
望美方尊重世衛組織建議，避免採取不必要
的旅行和貿易限制，並切實履行協議中對陸
方的承諾。

日本NHK則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不斷
蔓延的影響，如果大陸經濟持續衰退，陸方
可能無法按計畫執行第一階段協議，落實增
加進口美國農產品等承諾。今後，美陸能否
消除對立，前景並不明朗。

另外，美貿易代表署14日也宣布，對進
口歐盟大型民用飛機的加徵關稅由之前的
10％上調至15％，同時對加徵25％關稅的其
他產品清單進行微調。根據世貿組織（WTO
）對空中巴士公司補貼案的裁決結果和正式
授權，美國於去年10月18日正式對價值75億
美元歐盟輸美產品加徵關稅。

互降關稅互降關稅 陸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生效陸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生效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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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這就像是一個可怕的噩夢，也
是一個驚人的公共衛生危機：“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郵輪上爆發了中國大陸以
外最大規模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1月25日，郵輪上一名80歲的乘客在香港
下船，隨後出現發燒症狀，2月1日病毒檢測呈
陽性，確認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2月4日，郵輪
上剩餘的3700多名乘客和船員被要求留在船上
接受隔離檢疫。目前郵輪停靠在日本港口城市
橫濱。

截至2月15日傍晚，“鑽石公主號”上患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人數激增
到285，並且還有可能繼續增加。這些患病的人
中，還包括了一名日本衛生官員和一名負責搬
運病人的日本消防員。病毒檢測呈陽性的人可
以離開郵輪接受治療，但剩下的人至少要在船
上呆到2月19日。

他們不是唯一被困在亞洲海域郵輪上的人
。最近，泰國也禁止另一艘郵輪“威士特丹號
”（MS Westerdam）靠岸，儘管這艘郵輪上並
沒有確診的冠狀病毒病例。新冠肺炎疫情還在
延續，截至2月15日，全球有超過5.7萬的現存
病例，1526人死亡，其中絕大部分發生在中國
大陸。郵輪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演。

冠狀病毒引起的恐慌席捲郵輪行業，越來
越多的人開始質疑，為遏制病毒，對船上人員
進行隔離是否是一種安全甚至道德的策略。其
中最主要的一個問題是，這樣做是否利大於弊
？

讓我們看看目前所知道的情況。
郵輪檢疫，乘客被困在船上
自從這名 80 歲的乘客病毒檢測陽性後，

“鑽石公主號”郵輪已經變成了一個大規模的
公共衛生實驗基地。據世界衛生組織（WHO）
的消息，病毒檢測陽性的乘客已經下了船，並
被送往橫濱地區的醫院。而根據日本厚生勞動
省的命令，其他人在船上隔離。

一個多星期以來，船上的乘客被要求呆在
自己的房間裡，戴上口罩，每天只能在甲板上
行走幾分鐘，並與其他乘客保持2米左右的距離
。三餐會送到乘客的房間裡，並且有電視、電
影和報紙等多種選擇供他們消遣。

日本官方稱，郵輪隔離的目的是防止病毒
在陸地上進一步傳播，尤其是在7月東京夏季奧
運會開幕之前。

公主郵輪公司總裁簡斯沃茨（Jan Swartz）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這是前所未有的情況，日
本衛生部門正在與我們合作，進一步加強檢疫
工作，同時批准新的規章，以適應當下的獨特
挑戰。”

另一方面,約克大學全球衛生學教授史蒂文.霍夫
曼（Steven Hoffman）說：“相比於大規模郵輪
隔離檢疫對乘客造成更大傷害的風險，日本政
府可能更重視阻止新型冠狀病毒傳播到他們國
家。”

公主郵輪公司表示，除非有其他意外情況
，隔離期將於2月19日結束。所以目前還不清
楚隔離是否會在那時結束。

船上的隔離可能會導致更多的感染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醫生和健康研究人員

越來越質疑這種隔離。 “這相當於是把一群人
困在一個裝有病毒的大容器裡。”多倫多大學
流行病學教授大衛費子曼（David Fisman）說，
“所以我認為這種'隔離'正在促進病毒的傳播。
”

出於同樣的原因，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邁
克爾.米娜(Michael Mina)在推特上稱這種隔離是
不仁道的: “把乘客和船員留在船上的決定是不
道德的，而且完全不正確。已經有10名船員被
感染了，而船員們住在一起，不能自我隔離。
顯然，病毒已在他們之間傳播，使所有人面臨
無法接受的危險。”

船上的一些情況引起了研究人員們的擔憂
。據《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截至2月10日
，日本官方僅對船上 3700 多名乘客中的 439 人
進行了冠狀病毒檢測，並稱檢測用品短缺。而
截至2月12日，船上也才一共檢測了492人，目
前還有大約 3000 人沒有接受病毒檢測。這意味
著，在剩下的數千名乘客中，至少有一部分可
能攜帶病毒，但他們並不知情。

最近檢測呈陽性的人中，有10名是船員。
據《紐約時報》報導：“據員工稱，確認感染
的船員一直在食堂和同事一起吃飯。”

2 月 12 日，一名負責檢查船上乘客的日本
衛生官員也被檢測出病毒陽性。

考慮到病毒在船員以及他們服務的乘客中
進一步傳播的風險，對“鑽石公主號”郵輪的
隔離，似乎愈發造成一種“不可接受的風險”
。

船上的人怎麼樣了?
乘客和船員通過文字和視頻分享他們的隔

離生活。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被確診，他們每天
會訴說更多的恐懼和焦慮，這是他們的聲音:

患有糖尿病的乘客大衛.阿貝爾在推特上說
，10名乘客新型冠狀病毒檢測陽性之後，他在
“鑽石公主號”郵輪上已經17個小時沒吃東西
了.

“這一刻，我們非常害怕。”由於仍然滯
留在橫濱，被隔離在郵輪上的印度籍船員們甚
至向總理尋求幫助。

“在這裡，我們
感覺像坐以待斃一樣
。”一些乘客病毒檢
測陽性後，小說家蓋
伊.科特這樣描述郵
輪上的隔離生活。
譚恩娜和她的家人被
困在船艙裡。她說，
那些和孩子訂了不同
房間的家庭現在不能
見面了。

其實不是郵輪公
司在隔離旅客，是日
本政府。

“（船上的人）
在日本海域，管理此事的是日本公共衛生官員
”多倫多大學教授艾薩克.博格奇(Isaac Bogoch)
說。船上的乘客來自世界各地，但作為日本的
遊客，他們要遵守日本的檢疫要求。

這種隔離檢疫道德嗎?
對於已經患病的人來說，隔離可能是遏制

疾病傳播的有效手段。英國基爾大學全球衛生
法研究員馬克.埃克萊斯頓-特納（Mark Ec-
cleston-Turner）表示:“我們所掌握的所有證據
都是基於對感染者的隔離。”他還說，在沒有
科學依據的情況下隨意進行隔離，不符合人權
。

不過，郵輪檢疫不只是人權或司法問題，
也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尚未
患病的人、沒有接觸過新型冠狀病毒的人，可
能與那些已經感染的人近距離接觸。

最重要的是，我們還不知道這種病毒的全
部傳播方式，我們所知道的是，SARS和MERS
這樣的呼吸道病毒主要通過咳嗽或打噴嚏產生
的飛沫傳播。

但就像SARS一樣，已經有一些跡象表明，
新型冠狀病毒可能會通過建築物內的管道進行
遠距離傳播，也可能通過糞便傳播。

病毒還有可能通過郵輪的通風系統傳播，
儘管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在給乘
客和船員的信中表示，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這
一點。

考慮到部分乘客的健康狀況和防控壓力，2
月13日，日本厚生勞動省表示，有基礎疾病的
人、80歲以上的高齡者如果有意願且病毒檢測
陰性，可以選擇離船前往指定地點進行隔離。 2
月14日下午，首批11人已下船，去往臨時隔離
點。目前船上還有3400多人。

郵輪事件是不幸的，
但可能有助於了解病毒

雖說郵輪上發生這種事是不幸的，但它可
能有助於了解新型冠狀病毒。博格奇教授說:
“這可能有助於了解這種疾病的潛伏期、傳播
動態和臨床疾病譜。”

研究新發傳染病的馬里恩.庫普曼斯（Mar-
ion Koopmans）認為，當我們弄清楚病毒是如
何在船上傳播開來的時候，我們就能更多地了
解疾病是如何擴散的。 “郵輪上有演出，有晚
宴——那麼是否存在一個感染者周圍有很多人
的密切接觸場景呢？”庫普曼斯很想知道。

檢疫工作如何進行也是一個問題：乘客和
船員是否會因被迫留在船上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 “這些新的感染病例是在隔離後感染的嗎？
還是說這些人已經感染了病毒，而這只是正常
的潛伏期?” 博格奇問道。一旦我們找到了這些
問題的答案，可能會對更大範圍的疫情有所幫
助。

有類似的暴發風險時，
郵輪應該被禁止嗎?
郵輪上的疾病傳播，確實有科學依據——

尤其是具有高度傳染性的、可通過糞-口途徑或
接觸污染物表面傳播的諾如病毒。

庫普曼斯廣泛研究了郵輪上諾如病毒的暴
發，並在一篇論文中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發現：
研究人員分析了諾如病毒隨時間的爆發，發現
每當一種新的、傳播迅速的病毒變種出現時，
往往伴隨著郵輪上的一波大暴發。換句話說，
船上發生的事情是一個信號，表明陸地上有更
大規模的疫情。 “對於一種喜歡在人群中傳播
的病毒來說，郵輪是臭名昭著的，”她補充道
。

庫普曼斯說，她不確定這是因為郵輪本身
更有風險，還是因為“監測偏倚”——相比小
旅館或餐館，我們可能更關注大型郵輪上發生
的事情。

隔離檢疫下的“鑽石公主號”郵輪
已成為另一個疫情爆發中心



AA33要聞速讀
星期日       2020年2月16日       Sunday, February 16, 2020

（綜合報導)土耳其國防部2月
14 日宣稱，過去的 24 小時內，土
耳其軍隊在伊德利卜至少消滅了63
名敘利亞軍人。

俄羅斯軍方隨即指責土耳其方
面“歪曲”伊德利卜局勢的數據，
有關襲擊造成敘利亞軍隊損失的說
法“不屬實”。

俄羅斯駐敘利亞衝突各方調解
中心說：“提請土耳其國防部官員

注意，要對向本國領導人提供有關
伊德利卜降級區局勢的虛假信息負
責任”。 “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論只
會助長局勢升級，並作出不符合俄
羅斯和土耳其共同利益的倉促決定
。”

該調解中心發布聲明指出，
“有關土耳其武裝部隊對敘利亞政
府軍的砲擊，以及敘利亞軍人因此
喪生的說法，都是不正確的”，特

別是關於最近一天所謂消滅63名敘
利亞軍人的信息。

同一天，俄軍少將奧列格.朱拉
夫列夫(Oleg Zhuravlev)透露，在伊
德利卜降級區內，非法武裝仍未停
止敵對行動。在過去的24小時內發
生18起砲擊定居點事件，極端分子
向阿勒頗、拉塔基亞和哈馬等地的
15個定居點開火。

土耳其宣稱一天內土耳其宣稱一天內
““消滅消滅””6363名敘利亞軍人名敘利亞軍人！！

（綜合報導）美國一名高級官員在德國參加慕尼
黑安全會議期間對媒體表示，美國與阿富汗塔利班已
就“減少暴力活動”達成協議，這也被認為是雙方簽
署和平協議前的“第一階段協議”。

分析人士指出，這份協議對於美國從阿富汗撤軍
以及阿國內各方啟動對話具有重要意義，但“減暴”
能否真正得到落實尚有疑問。
邁出第一步

這名不願公開姓名的美國高官沒有透露協議具體
內容，也沒有說明“減暴期”何時開始，只是表示
“減暴”有效期為7天。他說，若該協議得到嚴格執
行，將有助於美國與阿富汗塔利班建立互信，雙方下
一步將簽署和平協議。

有媒體援引塔利班人士的話說，和平協議可能本
月29日簽署，主要內容將包括在阿富汗全國范圍內
實現停火、阿國內各方舉行談判、塔利班承諾不再庇
護恐怖分子以及美軍從阿富汗撤離的時間表。
將外國軍隊趕出阿富汗是塔利班的主要目標之一，而
與美國達成“減暴”協議無疑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第一
步。

對美國而言，達成“減暴”協議有助於美國總統
特朗普實現從阿富汗撤軍的競選承諾，將為他競選連
任加分。自美國2001年發動阿富汗戰爭以來，已有
超過2400名美軍士兵在阿陣亡。阿富汗戰爭已成為
美國歷史上耗時最久的一場戰爭。

目前，美國官方沒有公開提及從阿富汗撤軍的時
間表，但美國媒體預計，在美方與塔利班簽署和平協

議後，美國在阿駐軍規模將從現在的約1.3萬人下降
至8600人，這部分撤軍或將在數周至數月內完成。
而塔利班方面曾說，全部外國軍隊的撤出應在18個
月內完成。
協議如何執行？

然而，由於“減暴”協議具體內容尚未正式公佈
，阿富汗國內普遍對這項協議持謹慎態度。阿富汗黎
明電視台14日援引阿國防部消息人士的話說，阿政
府軍前線部隊尚不了解如何減少暴力活動。

阿富汗代理國防部長阿薩杜拉.哈立德在參加慕
尼黑安全會議期間表示，阿富汗安全部隊近來加大了
對塔利班的打擊力度，目的是迫使塔利班坐到談判桌
前。

阿富汗軍事專家阿提庫拉.阿馬爾希勒在接受新
華社記者採訪時說，由於塔利班方面和阿富汗政府都
未明確定義如何減少暴力活動，因此這種說法是“沒
有意義的文字遊戲”，將使前線部隊在遭到襲擊時無
所適從。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塔利班武裝原本在冬季活動
就少，因此安然度過7天“減暴期”是有可能的。但
塔利班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少數強硬派擅自行動的可
能性仍然存在。

美國《華爾街日報》援引一名美國國防部高官的
話說，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動將繼續進行，不受
“減暴”協議影響，因此這一協議不能被稱為“停火
協議”。但這名官員也無法詳細說明各方應如何實現
“減暴”。

美與塔利班同意“減暴”
阿富汗和平是否迎來曙光 英國正與中國討論讓中國企業參與該國高鐵建設英國正與中國討論讓中國企業參與該國高鐵建設

（綜合報導）據英國廣播公司（BBC
）15 日最新報導，英國正在與中國就讓
中國國有鐵路建設企業參建英國高鐵二號
線（HS2）進行討論。

BBC 稱，英國政府官員表示，已經
進行了“初步討論”，但尚未作出“具體
承諾”。本週早些時候，英國首相鮑里斯
.約翰遜剛剛批准了這項具有爭議的高鐵
建設計劃。

BBC 援引英國《建築》（Building）
雜誌報導稱，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
（CRCC）上月致信英國高鐵二號線公司
首席執行官，稱該公司可以在本世紀中葉
前以低得多的成本建成這條高鐵線。

據此前報導，約翰遜本週二（11 日

）批准了建造一個連接倫敦和英國北部地
區的巨額高鐵項目HS2。項目預計將耗資
1000億英鎊。

據英國媒體消息，去年5月，英國高
鐵二號線公司首席執行官馬克 瑟斯頓
（Mark Thurston）就曾飛往北京，與5家
中國國有企業商討高鐵修建事宜。該消息
後來也得到了中方的證實。中國國家發展
改革委網站顯示，4月11日，該部門外資
司會見英國高鐵二號線公司 CEO，雙方
就英國高鐵二號線最新進展情況、下一步
招標安排等進行了深入交流。英國駐華使
館、中鐵總、中國中車、中鐵建、中國中
鐵、中國通號等相關企業代表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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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醫生稱吃瓜子可以美容
但當心攝入過多卡路裏

綜合報導 俄羅斯預算科學機構營養和生物工程學聯邦試驗中心的

營養科醫生塔瑪拉· 普倫采娃表示，合理食用曬幹的葵花籽(瓜子)對身體

有益。

廣告宣傳說，葵花籽不僅可口而且對身體有好處，這很接近真相了

。關於葵花籽是否可口可以爭論很久，但是有好處卻是毫無疑問的。秘

決就在於維生素E，葵花籽中的維生素E含量極高。

普倫采娃指出，維生素E(或稱生育酚)有助於美容，足夠數量的維生

素E可以保護人體細胞對抗衰老。

她解釋稱：“葵花籽是對身體有益的食物。我建議大家吃它，因為

葵花籽含有大量的維生素E，可以幫助我們美容。可以改善皮膚、頭發

和指甲的狀況。此外，它還對骨組織有益，因為葵花籽含有對骨骼有好

處的銅。”

不過，這裏有個“但是”，因為葵花籽是熱量極高的食物。

普倫采娃警告稱：“100克生葵花籽就有600大卡的熱量，而100克

熟葵花籽的熱量可以達到700大卡。由於熱量和脂肪含量太高，所以過

多食用葵花籽會長胖，因此吃瓜子時非常需要小心，不能吃太多。”

此外，如果吃瓜子太多，可能還會對健康造成打擊——急性胰腺炎

患者不建議吃葵花籽。由於瓜子含銅量高，因而罹患威爾森式癥的病人

也不能吃它。

摩根大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制造業影響不大

綜合報導 近日，美國摩根大通表示，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雖然很

嚴重，但是對中國制造業造成的風險可能比人們擔心的要小。

據報道，分析人士表示，疫情暴發的中心地帶武漢市、或者湖北省

的生產設備並不算很多，而且壹些大型行業，比如汽車和醫療保險等對

時間都不是特別敏感。

摩根大通指出：“在這方面(時間敏感和復雜的供應鏈)，科技行業

仍需要受到監控，以發現混亂的狀況。迄今為止，供應在逐步恢復，情

況看起來似乎已進入正軌。壹些新產品可能會推遲，但現有產品看起來

有足夠的庫存。因此，我們的分析師更擔心的是需求，而不是供應。”

他們寫道，疫情對消費者情緒造成的潛在壓力是關鍵問題。在這次

疫情暴發之前，全球經濟數據良好，只有債券和大宗商品市場有壹些緊

張。

分析報告稱：“在某種程度的周期性論證中，重要的是市場保持堅

挺。因為與普遍看法相反，我們發現，價格走勢堅挺能夠穩定人們的情

緒。”

報告說，這次疫情的暴發引發了3種類型的投資者反應。

大多數投資者看起來只能選擇見招拆招，因為他們認為市場的反應

會是臨時的，而且很難預測。

分析報告中指出，第二類投資者預計情況會突然惡化，並且對經濟

周期的觀點提出質疑。

而第三類少數投資者認為，疫情的蔓延已經得到控制，這或許讓他

們面臨更高的風險。分析師指出，這批人認為供應中斷將是短暫的，因

為壹旦感染的風險降低，工廠就可以恢復百分百的產能。

摩根大通預計，亞洲市場不會像非典時期那樣在疫情結束後經濟反

而快速增長。當時亞洲在度過非典危機後經濟出現更強勁的增長，擺脫

了之前長達6年的低迷。

報告中說：“雖然可能會出現短暫的超出預計的情況，但是我們相

信今年大部分時間市場的波動都會在預計區間內，與適度的周期性增長

吻合。”

英歐就海上捕魚問題談判：
鷸蚌相爭 漁翁失利？

英國脫歐後與歐盟就海上捕魚問

題的談判成為焦點問題。英國首相約

翰遜表示，在今年年底以前，誓要奪

回對英國專屬經濟區的控制權。他還

表示，英國將成為壹個“獨立的沿海

國家”，要像挪威壹樣，每年與歐盟

進行談判，而歐盟則尋求繼續進入英國

海域捕魚的權利。

歐盟尋求進入英國海域捕魚
據歐盟消息人士稱，部分歐盟的沿

海國家要求，歐盟負責英國脫歐事務的

首席談判員巴尼耶需要在貿易協議文本

中更加明確，歐盟將尋求保持進入英國

海域的權利，以及對在共同海域生活的

100種魚類有相同的配額。

歐盟希望其成員國能夠從英國水域

中獲得35%的捕魚量，其中法國、荷蘭

和丹麥的收獲量最多。

歐盟還表示，除非在今年 7 月底

就繼續廣泛準入英國海域達成協議，

否則就不會有對英國有利的貿易協議

，無論是在捕魚業還是其他領域。而

且，英歐協議必須建立在現有協議的基

礎上達成。

歐洲議會領導歐英談判的官員大衛·

麥阿裏士達表示，歐盟進入英國水域、

英國進入歐盟漁業市場的問題與整個貿

易協議密不可分。

英國漁業發展依賴歐盟
《衛報》分析認為， 英國漁業的很

大壹部分是由小規模貿易組成，主要依

賴於與歐盟之間沒有阻隔的隔夜漁業產

品貿易，尤其是貝類和甲殼類。漁民捕

獲的貝類、龍蝦、螃蟹數量的2/3都銷往

歐洲大陸。

暢通的貿易只有在歐盟單壹市場

體制下才能夠完成。也正是因為大規

模的、繁榮的英國捕魚業，推動了人

們對在英國海域獲得更大份額的願望

與要求。

需要明確的是，根據國際法，英

國在脫歐後即成為壹個獨立的沿海國

家，對其 200 海裏具有控制權。但

“控制”不是絕對的，根據《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英國有義務管理

與挪威及歐盟共享的北海和大西洋部

分海域。

分析還稱，當英國與歐盟真正坐下

來討論漁業的政治價值時，公平的準入

和配額協議是可以達成的。不管英國是

否脫歐，於1983年制定的捕魚份額也是

時候加以調整了——畢竟由於氣候危機

和其他相關因素，魚不會這37年裏壹直

在同壹個地方生存繁殖。

強風暴“西婭拉”肆虐歐洲多國
已致至少7人死亡

綜合報導 強風暴“西婭拉”在歐洲

西北部肆虐，陸續襲擊了愛爾蘭、英國

、法國、比利時、瑞士、荷蘭、德國等

地，《巴黎人報》消息稱，風暴已經造

成至少7人死亡和多人受傷。

報道稱，風暴導致大量航班被取消

，城市之間的交通受到影響，公共設施

遭到破壞。壹些體育賽事、文化演出也

被迫取消。數百萬歐洲居民在家躲避風

暴。

有三名波蘭女性因被狂風卷起的屋

頂砸中而死亡；而在倫敦、斯洛伐克和

捷克，分別有壹名司機死於被連根拔起

的樹木；在瑞典則有壹名船夫死亡。

在英國，狂風令大量鐵路基建受損

，鐵路服務嚴重延誤，至當地時間10日

早上繁忙時段仍未恢復，倫敦多個主要

車站都出現長長的人龍。英吉利海峽主

要港口多佛爾港及法國的加萊港9日晚

也壹度暫停運作。

英國2萬多戶家庭因暴風雨斷電，

部分地區10日遭遇暴風雪和大雪。風暴

過後，英國仍有大約180起洪水警報未

解除。交通網絡受到嚴重破壞，航班、

渡輪和火車被迫取消或延誤。

德國主要鐵路服務亦受“西婭拉”

影響暫停，法蘭克福機場約180班航班

取消。德國

鐵路公司壹

列來往荷蘭

阿姆斯特丹

及德國柏林

的列車在行

駛期間，在

路軌上撞上

倒塌樹枝，

行程壹度受

阻兩小時。

公 用 事

業公司 10 日

努力恢復巴

伐利亞北部約5萬戶家庭的電力供應。

風暴造成各地機場數百架次航班取消、

部分鐵路運輸暫停、長途電話服務

受到嚴重影響。包括德國北萊茵-威

斯特伐利亞州在內的多地學校暫時

關閉。

荷蘭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爾機場約

240班航班取消，壹班從馬德裏飛往當地

載有300人的客機，在強風中5度嘗試降

落失敗，最終折返馬德裏。

比利時貝爾加通訊社報道，比利時

海岸小鎮米德爾克的風速達到每小時115

公裏。壹些地區的樹木被刮倒，堵塞道

路，有屋頂被掀掉瓦片。

瑞士部分地區風速達到每小時148

公裏，導致鐵路、山間索道和學校關

閉。

捷克全國大約9.6萬戶家庭斷電，至

少7架航班被取消，數十條鐵路線遭封

鎖，多趟列車延誤。

波蘭超過5.5萬戶家庭10日早上沒

有電力供應。德新社報道，截至10日早

上6點，1100多名消防員出動清除倒下

的樹木。

氣象部門警告，丹麥、挪威、瑞典

和芬蘭沿海水位非常高。

40天堆了38.04米！
世界最高雪人在奧地利“誕生”

綜合報導 近日，奧地利壹座高38.04米

的雪人“巨人”打破了最高雪人的吉尼斯世

界紀錄，據悉，此前的紀錄由2008年美國緬

因州壹座名叫“奧林匹亞”的雪人創下，為

37.21米。

據報道，雪人“巨人”誕生於奧地利中

部滑雪勝地多內爾巴赫瓦爾德。52歲的房管

員佩爾與滑雪索道經理佩茨合力完成了雪人

的搭建工程。

他們原先設定的目標高度是40米，不過

最終達到的38.04米也足以打破新的世界紀錄

。整個打造工程持續了40天，期間他們還使

用了滑雪場的造雪機，堆成了壹個直徑30米

的雪人。

佩爾在接受奧地利媒體采訪時說：“我造這

個雪人是為了孩子們，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都不知

道有很多雪的冬天是什麼樣子了，也沒有經歷過

家家戶戶門前都有堆雪人的場景。”

2月1日下午，吉尼斯世界紀錄的認證官

在現場確認了雪人高度的測量結果之後，當

地居民開始燃放焰火慶祝這壹成功。人們希

望，雪人“巨人”能夠在這裏的山坡上持續

矗立，吸引更多遊客前來，直到夏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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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綜合報導)美國前駐烏克蘭大使約瓦諾維奇近日直言不諱
地批評了國務院及美國的外交政策。

法國24電視台報導稱，約瓦諾維奇在喬治城大學接受該校
外交學院的頒獎時發表了講話，講話中她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
是“不道德的”，基於威脅。

長安街知事注意到，就在約瓦諾維奇發表上述言論時，美
國中央情報局（CIA）被曝竊取多國加密文件，連“盟國”都
難倖免。事件曝光後，與這一行動相關的德國和瑞士都出現了

要求調查和表達擔憂的聲音。
“無法奏效”

約瓦諾維奇2016年開始擔任美國駐烏克蘭大
使，去年5月突遭總統特朗普解職。

報導稱，她的離職是因為特朗普的私人律師
魯迪朱利安尼認為她“阻礙”了對特朗普的政治
對手、民主黨總統競選人拜登及其兒子亨特的貪
腐調查。

約瓦諾維奇在演講中開門見山，“國務院現
在陷入困境。高階領袖缺乏政策眼光、明確的道
德觀和領導技巧。”

約瓦諾維奇表示：“恕我直言，（採用）一
種不道德且讓人不停猜測的外交政策，以威脅、
恐懼和混淆來代替信任，無法長久奏效。”

作為彈劾調查的關鍵人物，約瓦諾維奇曾不
顧白宮禁令前往眾議院作證。她對眾議院彈劾調
查委員會表示，特朗普曾向國務院施加壓力，要
求其離職。

約瓦諾維奇本月從美國國務院退休。自去年
5月從烏克蘭返回美國後，她一直在喬治城大學

任教。這次她獲得了喬治城大學頒發的“特納獎”，該獎項每
年頒發給有傑出貢獻的外交人物。

好在約瓦諾維奇已經退休，不然她的命運很難預料。
綜合美媒報導，特朗普彈劾案告一段落，可是在彈劾案中

作證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亞歷山大 維德曼和美國駐歐盟大使
戈登 桑德蘭，先後遭特朗普解僱。

特朗普先後開除兩名彈劾案關鍵證人，前後僅僅間隔數個
小時，美國媒體和民主黨人稱這是特朗普的“報復”。 《紐約

時報》評論稱，這只是特朗普“進一步算賬”的開始。
約瓦諾維奇在批評中沒有直接指名道姓，但她具體指向誰

，大家心知肚明。
聽到這些批評，約瓦諾維奇曾經的上司，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不知作何感想？
去年4月，身為前CIA局長的蓬佩奧，在一次演講活動現

場談起了CIA如何訓練特工時承認，“我們撒謊、我們欺騙、
我們偷竊，這是美國不斷探索前進的榮耀。”

蓬佩奧：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
這一說法被俄羅斯媒體曝光，俄媒諷刺他說，這是“罕見

的誠實”。
英國媒體評論說，蓬佩奧公開承認CIA代表華盛頓從事非

法行動，他的言論完全凸顯了美國指責其他國家違法的偽善。
說來很應景。就在約瓦諾維奇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不道

德”時，CIA日前被曝出經由瑞士一家加密設備製造商（“克
里普托AG”公司）竊取和破譯120國加密文件，時間持續長達
數十年，且被竊取文件的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國”。

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公佈的這家公司的客戶名單顯示，
全球62個國家、地區以及機構，包括聯合國、日本、意大利、
土耳其、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都在其中。

美國的這一情報竊取醜聞被媒體曝光後，輿論嘩然，在德
國，多名聯邦議院議員要求政府徹查此事。在瑞士，有媒體認
為這起事件恐怕將影響瑞士作為“永久中立國”今後在國際事
件中的“中立性”。

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國素來以“網絡安全衛士”自居，頻
頻指責他國發起網絡攻擊，卻無視自身的斑斑劣跡。這種雙標
行為凸顯了美國的霸權思維。

威脅恐嚇甚至竊聽威脅恐嚇甚至竊聽，，美國前大使炮轟自家外交政策美國前大使炮轟自家外交政策

（綜合報導）在即將於3月3日到來的美國“超級星期二
”選舉中，將有14個州的初選在這一天登場，其中包括加利佛
尼亞州和得克薩斯州兩個“大票倉”。因此，這裡也成為了各
位民主黨參選人必爭之地。

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首戰——艾奧瓦州黨團會議初選投票
在該州1678個選區舉行。中新社記者 陳孟統 攝
布隆伯格盯准得州“大票倉”

據報導，布隆伯格近日在得州非裔士兵博物館展開“為非
裔美國人服務”(Mike for Black America)競選活動，設法讓非裔
選民相信，他是合適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能在11月的大選上
與現任總統特朗普一較高下。非裔選民在得州選舉投票中扮演
著重要角色。

法新社稱，這是布隆伯格參與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以來，第6度造訪得州。

據悉，布隆伯格在得州設有19個競選辦公室，並在此區僱
用150名員工。因此，相較於其他候選人，布隆伯格在得州有
更多曝光機會。

布隆伯格是左右民主黨黨內初選結果的關鍵，因為得州有
228張黨代表票，比2月舉行初選的州所加起來的黨代表票總數
還多。布隆伯格選擇不參與2月總統初選。

要獲得民主黨總統提名，參選人必須獲得3979張黨代表票
過半的1990張。

桑德斯在加州、得州民調領先
然而，據報導，民主黨總統參

選人、佛蒙特州聯邦參議員伯尼•
桑德斯目前在加州和得州民調中領
先。

一項新的得州大學和得州《論
壇報》的民調顯示，近期桑德斯的
支持率大幅上升。這位佛蒙特州參
議員的支持率自2019年秋天以來增
加了 12 個百分點，最高達到 24%，
超過了前副總統拜登的22%。

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
倫則以 15%的得票率排在第三位。
前紐約市市長佈隆伯格支持率為
10%，前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市長佈
蒂吉格和明尼蘇達州參議員克洛布
徹的支持率暫為個位數。

上週早些時候，國會周刊(Cap-
itol Weekly)對加州的民意調查顯示，2月6日至9日，桑德斯以
29%的得票率領先沃倫13個百分點。拜登、布蒂吉格和布隆伯
格的支持率都低於15%。

FiveThirtyEight網站的調查也顯示桑德斯在兩個代表人數

較多的州都處於領先地位。在加州，桑德斯目前以27.3%的優
勢輕鬆領先14個百分點，布隆伯格和沃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
。在得州，桑德斯的支持率比拜登(18.5%)高出一個百分點，布
隆伯格以17.6%的得票率位居第三。

美將迎“超級星期二”初選
布隆伯格盯准得州大票倉

美商界歡迎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相關措施落實
（綜合報導）中美第一階段經貿

協議相關措施於14日落實生效。美國
商界對此表示歡迎，認為這有利於緩
和經貿摩擦，穩定雙邊關係，為美中
貿易帶來更多確定性。

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發佈
公告說，自2020年2月14日13時01分
起調整對原產於美國約 750 億美元進
口商品的加徵關稅措施，2019年9月1
日起已加徵 10%關稅的商品，加徵稅
率調整為 5%；已加徵 5%關稅的商品
，加徵稅率調整為2.5%。同時，美方
14日起對12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的
加徵關稅從15%下調為7.5%。

支持自由貿易美國人聯盟發言人

喬納森.戈爾德14日發表聲明說，第一
階段協議的部分內容得到落實“令人
鼓舞”，美國企業、農民、消費者和
工人“當然需要”加徵關稅的削減，
自經貿摩擦開始以來，他們一直在為
這些關稅買單。

美國大豆協會理事蒙特.彼得森認
為，經過數月談判，美中兩國達成並
落實第一階段協議展現了兩國在推進
貿易談判上的真誠努力，對美國多數
大豆生產商和價值鏈上的所有人來說
都是令人鼓舞的。

擁有超過 200 家美國會員企業的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13日發布的問卷
調查結果顯示，78%的受訪會員企業

認為第一階段協議會給商業環境和雙
邊關係帶來積極效應。

問卷還顯示，擴大貿易、知識產
權保護、技術轉讓等協議內容對受訪
企業的影響最為顯著。還有一些企業
表示，加徵關稅的削減和商業機遇的
擴大對企業運營產生“關鍵影響”。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克雷格.
艾倫表示，希望美中雙方能繼續保持
良好態勢，逐步推進下一步談判進程
。戈爾德也表示，第一階段協議是良
好的開端，他希望雙方能夠繼續談判
，取消所有加徵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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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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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防衛省表示，由於三菱

電機公司遭到網絡攻擊，與試制自衛隊裝備

品有關的競標信息有可能已經外泄，其中包

括試制品所需性能及競標評估標準這些

需要謹慎處理的“註意信息”。三菱電

機未能中標，由其他企業簽約。主管競

標的防衛裝備廳稱：“根據開發的不同階

段，性能可能發生變化，正在詳查對安全保

障方面的影響。”

據報道，防衛省回應稱：“發生這種事

件，非常遺憾。”三菱電機1月20日發布消

息稱，遭到大規模網絡攻擊時，曾否認有關

防衛及電力等社會基礎設施的信息發生泄露

，但防衛裝備廳就註意信息的外泄認為，

“可能起因於當時的攻擊”。

防衛裝備廳透露稱，該廳2018年10月

30日曾向三菱電機出借寫有關於試制裝備

品信息的3份紙質文件，之後回收。該公司

雖提交了徹底保全信息的誓約書，但卻將文

件電子化後保管在與外部接通的網絡。

三菱電機2月7日向防衛省報告了信息

泄露的可能性，並為管理不徹底致歉。該公

司推定多達200MB的大量信息發生外泄，

防衛裝備廳正在推進確認，是否包括其他敏

感信息。

2019年6月，三菱電機的國內服務器等發現可疑動作，

此後的調查發現遭到了網絡攻擊。圍繞針對防衛相關企業的

網絡攻擊問題，防衛省透露稱，NEC、神戶制鋼所及航空測

量巨頭PASCO曾遭到網絡攻擊。

泰國槍擊案：陸軍總司令下令
軍營嚴管軍火庫強化管理

綜合報導 泰國日前發生壹名士兵從軍營

中劫槍掃射殺害無辜民眾事件，造成數十人

死傷。對此，陸軍總司令阿披叻下令所有預

備作戰軍營禁止庫存子彈和機關槍，防止發

生劫槍事件再度發生。

據報道，陸軍總司令阿披叻發出緊急命

令，下令所有各預備作戰軍營嚴格管理槍支

子彈等軍械，包括預備作戰軍營內禁止有子

彈和機關槍等重型軍備，對於其它的高殺傷

力槍械，要把槍中的關鍵部位卸下來異地保

管，並按照軍營內軍火庫管理規章制度嚴格

管理。

阿披叻還要求各軍營的主管軍官對軍火庫

強化管理制度親自過問，負有最高責任。陸軍

第二軍區司令探亞中將指出，必須承認在其管

轄的軍營內發生劫槍事件存在管理松懈的疏忽

大意，因為肇事的士兵與軍火庫的工作人員認

識，誰也沒有想到他會跑來劫槍。

此外，為泰黨領導人素妲叻表示，她對

死難者家屬表示慰問，同時也對及時到場維

護秩序、追繳兇徒的軍警人員表示感謝，對

諸多誌願者和當地民眾以及醫院對傷者給予

的及時救助表示感謝。

素妲叻還表示，政府有必要針對此次事

件吸取經驗教訓，因為此前已多次發生惡性

案件，包括持槍搶劫金店並槍殺無辜路人、

用搶劫到的槍支在各地作案等。政府有必要

加強保護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軍方也應該

加強對槍械的管理規範。

“壹馬”貪汙案：
馬來西亞反貪會要求國際刑警逮捕3人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反貪汙委

員會發表聲明稱，反貪會10日已

訴請法院指控劉特佐等3人涉嫌壹

個馬來西亞發展公司(1MDB)貪汙

案，此外還要求國際刑警發出紅色

警報逮捕這3人。

馬來西亞反貪會主席拉蒂花

(Latheefa Beebi Koya)發表聲明說，

反貪會10日訴請吉隆坡法院，指

控3名嫌疑人涉及壹馬發展公司高

達6900萬美元貪汙罪名。遭指控者

除了馬來西亞富商劉特佐外，還有

兩名沙烏地石油國際公司董事馬洪

尼 (Patrick Mahony) 與 歐 貝 (Tarek

Obaid)。

聲明表示，這3人涉嫌在2011

年2月24日和6月14日，與馬來西

亞前總理納吉布利用職位共謀貪汙

，觸犯2009年反貪汙委員會法令和

2001年反洗黑錢及反恐融資法令。

另外，馬洪尼與歐貝也因觸犯

反洗黑錢相關條文而遭指控，主要

是他們在2009年9月30日，接收壹

筆來自壹馬發展公司的款項，涉嫌

參與洗錢。

由於這3人目前在馬來西亞境

外，反貪會已經要求國際刑警提供

援助，發出紅色警報逮捕這3人回

馬來西亞協助調查。

2019年 11月，壹馬發展公司

前執行長沙羅爾曾在納吉布洗錢案

中出庭供稱，劉特佐如同納吉布的

“軍師”，並串通派馬洪尼與歐貝

來誤導納吉布，導致其做出錯誤判

斷，間接讓壹馬發展公司陷入龐大

虧損的困境。

馬來西亞再現2頭野象屍體暫未發現外傷
當局展開調查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沙巴東海岸的蘇高

和山打根油棕園接連發現2頭野象屍體。

這意味著從2019年至今已有28只野象喪生

。目前，當局已經就此展開調查。

據報道，該州州內受保護的小矮象

死於非命的現象似乎沒有消停的跡象，

上周六蘇高壹座園坵內發現壹具象屍，

而近日在山打根德拉馬葛(Deramakot)森林

保護區邊界的種植集團園坵，又發現另壹

具死象。

沙巴野生動物局總監奧古斯丁證實了

2只野象死亡事件，均為成年雌象。奧古

斯丁說，該局調查隊已經為此前發現死亡

的小矮象解剖，至於新發現的另壹具象屍

，調查隊已動身前往發現地點。目前手上

還沒有詳細的調查報告，不過兩具屍體沒

有外傷。

另壹方面，1月杪京那巴當岸壹座油

棕園管理層曾隱瞞壹只野象死亡，私自挖

洞埋屍。奧古斯丁表示，調查發現該園坵

經理的1名助理，沒有向管理層報告有野

象死亡。

據報道，

2019年有 3至

4頭野象在該

園坵附近死亡

，大多數被認

為是中毒致死

。詢及是否查

出多宗小矮象

中毒死亡的毒

藥來源，奧古

斯丁說，即使

化學分析也得

不出任何結論

，該局會找其

他專業化驗單位協助。

奧古斯丁指出，2019年共有25只野象

被發現死亡，這意味著，截至2020年1月

至今已有28只野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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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黑潮，沿著東亞島弧流動
，由南向北流經菲律賓、台灣、中國大陸
、韓國、日本，與自北往南的親潮在北太
平洋西側交會，孕育了無數生命與生機，
為西太平洋帶來了溫暖的生命。本次展覽
以湧動黑潮為名，除指跨越國家與國家界
線的交流，也指東亞水墨畫壇的深刻觀摩
，期許此國際藝術交流，能如黑潮般湧動
海內藝壇，為台灣當代水墨注入嶄新生命
力。

由台灣的元墨畫會與韓國新墨會共同
籌劃已久的《湧動黑潮－2020 中韓當代水
墨國際交流展》即日起至2月24日於新北市
藝文中心第一展覽室展出。此次參展藝術
家除了兩會會員外，為了擴大交流的深度
、廣度和力度，特別邀請了海內外近百位

優秀的藝術家共同參與。
如教學、創作近70年之台灣現代版畫

之父廖修平，用台灣民間廟會看得到的色
彩及元素創作出用色大膽搶眼的版畫創作
；來自中國淮安的翟明帥，以及細膩的工
筆畫描繪出如夢似幻的當代青綠山水畫；
本展另有現代新表現主義畫家廖繼英、知
名粉彩畫家洪秀敏、中國大陸西安美瑗的
焦永峰教授、滿足畫家張玉瀛、篆刻名家
霍正斌，以及韓國新墨會多位優秀藝術家
匯聚一堂。

交流以作品的質為主軸，不以媒材來
做為規範的藩籬，以此來展開探詢水墨畫
的時代意義與歷史定位。歡迎大家來到新
北市藝文中心，欣賞湧動黑潮激盪出的浪
花。

（中央社）桃園國際機場致
力推動綠能環保機場，成效獲國
際肯定。國際機場協會(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ACI)於日前
公布桃園國際機場以 「整體水資
源管理建置計畫」專案獲得評審
團青睞，一舉榮獲3,500萬以上旅
客運量分組冠軍 「白金獎Platinum
」，此分組第二名(金獎)為印度拉
吉夫甘地國際機場，第三名(銀獎)
為印度賈特拉帕蒂希瓦吉機場。

每年機場協會都設定不同主
題，目標在於減少航空業對環境
的影響，今年的主題為水資源管
理，機場協會亞太區共有49國家
、113 位成員、602 個機場，本次

競賽3,500萬以上旅客運量分組一
共遞交16份優秀的綠能方案，桃
園國際機場獲得該分組冠軍。水
資源管理計畫推行後，當年度機
場單位旅客用水量下降約 1.3%，
另每日監測桃園機場廢水放流水
質，遠低於國家排放標準，除了
省水更為淨水。

機場公司積極推動給水及污
排水設施之智慧化管理作業，有
效提升設備可靠性及處理效能，
並藉由整合協力廠商資源、提供
完整教育訓練等措施，達成精進
機場水務設施如飲水盤之生飲水
設備、污水處理廠、給水加壓站
等，同時檢視設備維護管理規範

、落實事前預防維護、提升巡檢
效率等三大目標。

除建置智慧化管理系統有效
管控設備外，機場廁所包括省水
龍頭、馬桶、給水幫浦等全面換
裝省水器材，並透過流量調節減
少用水量，所產生之廢水經處理
後亦回收於園藝澆灌使用。

全球各機場目前均致力於發
展環保節能，桃園機場獲此殊榮
，未來亦將持續精進以善盡社會
責任。該綠機場認證獎座預計於4
月下旬在日本舉行的國際機場協
會世界及亞太區年會中頒發。

綠機場省水更淨水！
桃園機場奪亞太水資源管理冠軍

20202020中韓當代水墨國際交流展中韓當代水墨國際交流展
「「湧動黑潮湧動黑潮」」 即日起登場即日起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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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BLING PROBLEM? PLEASE CALL 800.522.4700.

Must be 21 years of age or older. Gambling problem? Call 800.522.4700.
©2019 Penn National Gaming,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LAubergeLC @LAubergeLC/LAubergeLC

WE’RE 
READY.
A R E YOU ?

C O M E  A N D  G E T  I T

We know table players don’t take their games lightly, 
and neither do we. At L’Auberge, we’re bringing the 

greatness back to tables, with 20X odds, $20,000 
limits and the most generous comps in town.

火熱招租中!
Now Leasing!
休 斯 顿 高 端 生 活 護 理 和
失 智 照 護 養 老 社 區  
HOUSTON'S PREMIER ASSISTED LIVING
AND MEMORY CARE COMMUNITY

Exclusively Managed By:
Tarantino Properties, Inc. www.pinesatbellaire.com 12420 Bellaire Boulevard • Houston, Texas 77072

火熱招租中
CALL TODAY TO SCHEDULE A TOUR!

346.220.5452
我們是亞洲文化風格社區，為老年人提供
量身定制的家庭生活方式。
We are an Asian Inspired Community That Offers a
Family Focused Lifestyle Tailored to Seniors.

每日社交活動
Daily Social Events

7天24小時照護
24/7 Care

傳統亞洲美食
Traditional Asian Cuisine

度假式生活
Resort Style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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