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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儘管原油龐大庫存持續
威脅油市，不過市場樂觀期待減產效應和
需求回溫，國際油價驚驚漲，累計本週狂
飆逾25%，兩週以來更大漲超過4成，從目
前的市佔率來看，沙烏地已成為這場石油
大戰的大贏家。

石油輸出國組織及盟國（OPEC+）5
月起每日減產970萬桶，沙烏地也宣布調漲
原油銷售價格，與此同時，美國產量不斷
下滑，各種因素都提供油價有利的支撐。

美國油田服務公司指出，至5月8日當
週，美國石油鑽井數下降 33 口，至 292 口
，創 2009 年 9 月以來新低；美國天然氣鑽
井總數下降 34 口，至 374 口，也創歷史新
低。

沙國國營石油公司沙烏地阿美（Saudi
Aramco）調高各地區6月原油出口售價，其
中，對歐洲的石油售價調幅最大，部分品

項上漲超過了7.2美元，亞洲出口的輕質原
油調漲1.4美元，為3個月來首次調漲。

金融時報報導，儘管沙國6月原油折扣
較5月份減少，但相較其他中東產油國和俄
羅斯，仍有很大的競爭力。

沙國、俄羅斯3月掀起石油大戰，導致
過去1個多月來油價崩跌，沙國雖然承受損
失，卻也搶下更多市佔率，成為這場石油
大戰的大贏家。 4月，沙國對大陸的原油出
口暴增1倍，來到每日220 萬桶，創下2017
年以來新高；對美國的原油出口升至每日
100 萬桶，來到2018年8月最大量；沙國也
取代伊拉克，成為印度最大的原油供應國
。

週五（8日）紐約6月期油大漲5.05%，
收在每桶 24.74 美元，單週累計狂飆 25.1%
；布蘭特 7 月期油大漲 5.13%，收在每桶
30.97美元，單週累計上漲17.1%。

油價逆市反彈油價逆市反彈 最大贏家曝光最大贏家曝光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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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母親節，當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
之時，打亂了我們生活之節奏，連一頓要和
母親共進的晚餐，也變得是不可能的奢求。
由於疫情之不斷擴散，大部分學校停課改為
網路教學，數以億計的學生都得呆在家中，
我們看到無數的媽媽在工作之余要分出更多
的時間為孩子們陪讀，擔負起教育之重大責
任。

自從三月下旬美國全國疫情愈趨嚴重，
我們的工作夥伴仍然要在編輯室、電視房、
印刷廠之最前線為我們的讀者和觀眾提供最
新最快的服務，我們對他們的犧牲奉獻萬分

的感謝。
在我們大家生長之過程中，

大部分人都和母親有著極其親密
的關係，我們在母親的懷中及搖
籃中成長，我們在母親拿手的家
常菜中聞到家鄉的味道，我們會
在外邊受到欺負之後回來向母親
訴苦， 我們在事業或工作上遭遇
挫折時向母親傾訴， 我們看到多
少偉大的母親為子女而犧牲在所
不惜。

大時代已經在銳變中，人類
文明進步使整個大氣層及天然資

源不斷侵蝕，因為帶來諸如新冠病毒之侵害
，也直接對每個家庭帶來了禍患，成為家庭
中堅的媽媽們也面臨更多更大之挑戰。

在我們的人生中，從嬰孩時代到成長過
程，母親是我們有形及無形之支柱，她們對
孩子之愛絕對是無私的。

值此母親節前夕，我們要代表美南新聞
傳媒集團，對數十年來支持愛護和我們一路
走來的讀者、觀眾、客戶表示由衷的感激，
不論主客觀之情勢多麽險峻，我們一定會在
新聞傳媒之崗位上繼續奮進。

感恩大家，祝福天下母親萬事順遂。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99//20202020

Tomorrow is Mother’s Day.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e cannot even have
a celebration dinner with mom.

We are facing such huge changes in our
history. Millions of students now have to stay
home. Many mothers have to spend time with
their kids learning on internet.

Since mid-March of this year,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most people have to stay home,
but our team still has to stay at the editorial
room, the TV studio and press room to
continue their work to serve our readers and
viewers every day.

We want to express our deepest
appreciation for their sacrifice and
hard work.

Mother is the one who has the most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all of us.
We all grow up at the hands of our
moms. We all teased mom’s
home cooking. We always go to
mom and let her know when we are
facing any difficult situation in the
outside world. Moms could be the
greatest protectors in our life.

Today the world is changing also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and over-development of
lands all over the globe. The unexpected
pandemic has now changed the very
structure of our families, including the
important duty of mother.

Happy Mother’s Day. Thank you to all the
many amazing folks who have given their
support to Southern News Group over the
past for so many decades.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we will continue to grow our
audience and bring more news and
interviews and continue working for all of you.

Feeling Deeply Grateful OnFeeling Deeply Grateful On
MotherMother’’s Days Day感恩感恩---- 獻給天下的母親獻給天下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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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法國《巴黎人報》8日報導，德國政府6日宣布進一步“解封”計劃後，
多地暴發規模超百人的集體感染，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已經宣布恢復封鎖措施，另有兩州
的確診人數也在不斷增加，可能也會重啟封鎖。

報導稱，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科斯菲爾德市的一家肉類加工廠暴發集體感染，約1200
名員工中已有超過100人確診，該工廠已經暫時關閉。為了防止疫情擴散，該州已決定重啟
封鎖，要求民眾保持社交距離減少接觸，餐館和公園等設施則將關閉至5月18日。

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的一家屠宰場也暴發集體感染，已經累計報告109例確診病
例，德國肉類加工行業的安全性也引發了擔憂；德國東部圖林根州的格萊茨市也出現了疫情
，多家老年護理中心暴發了集體感染，該州州長施韋斯伯格表示，從下週開始將要求部分地區民
眾繼續待在家中。

當地時間6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與各州州長會商後達成決議，將允許不分面積大小的各類商

舖重新營業，德甲也將在本月復賽，但“口罩強制令”仍繼續有效，人際接觸禁令亦將繼續實施
至6月5日。

德國政府當天還建立一項應急機制，若一個縣市“解封”後連續七天時間內新增確診超過50(
以平均每10萬人計算)，則將再度實施一系列“封城”措施以遏制病毒傳播。

（綜合報導）韓國男子一夜逛5家夜店後被確診
產生的影響仍在不斷擴大。據韓聯社消息，韓國首
爾市市長樸元淳9日在市廳召開緊急記者會表示，首
爾夜店發生群體感染事件。截至當地時間9日中午12
時，已經出現40例與該男子有關的病例，而且感染
人數可能進一步增加。更令人擔憂的是，樸元淳還
表示，當晚和確診男子同在夜店的近兩千人中，有
1309人無法取得聯繫。

在9日下午的記者會上，樸元淳下令，即時起，
首爾市所有夜店、酒吧等停止營業，違者將受重罰
。報導稱，這一命令並沒有明確具體期限。此前一
天（8日），韓國政府也決定向全國娛樂設施下達建
議暫停營業的行政命令，為期一個月。

樸元淳透露，截至當地時間9日中午12時，首

爾已經有27例相關確診病例、京畿道7例、仁川5例
、釜山1例，總計出現40例與逛夜店男子有關的病
例。樸元淳預測，未來相關感染人數有可能進一步
增加。

樸元淳還表示，夜店提供的顧客信息有相當一
部分不准確，名單上的近 2000 人，只聯繫上了 637
人，剩餘1309人無法取得聯繫。

這名29歲的確診男子居住在京畿道龍仁市，1日
深夜至2日凌晨先後去過首爾市龍山區梨泰院地區5
家夜店遊玩，當時政府尚未宣布放鬆防疫限制措施
，但是該男子以及大部分顧客在夜店裡沒有戴口罩
。韓聯社稱，由於當時夜店處於人員密集空間密閉
的情況，加上大部分顧客都沒戴口罩，韓國防疫部
門認為還會有接觸人員確診感染。

新冠疫情摧毀經濟復甦機會新冠疫情摧毀經濟復甦機會，，
日本走上深度衰退道路日本走上深度衰退道路

德國德國““解封解封””後多地暴發集體感染後多地暴發集體感染 部分地區恢復封鎖部分地區恢復封鎖

韓國“夜店疫情”已致40人確診，1300餘名逛夜店者聯繫不上

（綜合報導）日本3月份
家庭支出大幅下降，4月份服
務業活動以創紀錄的速度萎縮
，這增強了外界預期，即新冠
病毒疫情正在將全球第三大經
濟體（日本）推入深度衰退。

數據顯示，3月份，加班
費總額（日本企業活動強弱的
晴雨表）也以創紀錄的速度暴
跌，這表明，即使在4月初日
本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之前
，日本企業就已受到業務萎縮

的衝擊。
報導指出，疲弱的數據幾

乎可以肯定，日本經濟在1-3
月連續第二個季度出現萎縮，
這是經濟衰退的技術定義，而
且隨著公共衛生危機使購物者
待在家裡，並讓企業停工，本
季度日本經濟可能進一步下滑
。

日本NLI研究所研究員齊
藤太郎說：“即使沒有新冠病
毒，由於去年消費稅上調的打

擊，日本經濟也非常虛弱。而
這場疫情徹底摧毀了復甦的機
會。”

另外，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經濟學家湯姆 利爾
茅斯預計，日本就業市場在未
來幾個月將急劇惡化，並推低
受疫情衝擊的零售商的工資。
他說:“展望未來，主要指標
顯示失業率將大幅上升，我們
認為日本的失業率將在年底前
攀升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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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將在約旦河西岸猶太人定居點
新建約7000套住房

綜合報導 以色列國防部長辦公室發表聲明說，以色列將在約旦河

西岸埃弗拉特猶太人定居點新建約7000套住房。

根據聲明，埃弗拉特猶太人定居點新建面積約1100杜納畝(110萬平

方米)。聲明未透露新建計劃何時開工。

以色列國防部長納夫塔利· 貝內特當天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以色

列政府已批準在約旦河西岸埃弗拉特猶太人定居點新建“數千套”住房

的計劃。

據以色列媒體報道，新建計劃將使埃弗拉特猶太人定居點向約旦河

西岸主要城市伯利恒方向擴展。

今年以來，以色列多次宣布在約旦河西岸猶太人定居點新建住房

的計劃。4月20日，以色列利庫德集團領導人、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

與新任議會議長甘茨就組建聯合政府簽署協議，協議涉及內塔尼亞

胡所提把約旦河西岸壹些地區納入以色列版圖的方案。內塔尼亞胡4月

26日表示，以色列將在未來數月內對約旦河谷和約旦河西岸猶太人定居

點實施主權。

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4月 22日發表電視講話說，如果以色列吞

並約旦河西岸“任何壹塊土地”，巴勒斯坦“決不會袖手旁觀”

。巴勒斯坦將把與以色列和美國迄今達成的所有協議視為“完全

無效”。

猶太人定居點問題是巴以和談主要障礙之壹。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

次中東戰爭中占領東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此後開始在這些地區興建

猶太人定居點。巴方堅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猶太人定居點建設，否則

拒絕恢復和談。

歐洲壹些國家和機構領導人呼籲
加強國際合作應對新冠疫情

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府向外界發布壹份由歐洲壹些國家和機構領導

人共同簽署的聯合聲明，呼籲國際社會加強在新冠病毒疫苗研發等領域

合作，並支持世界衛生組織及其他全球衛生機構的抗疫行動。

這份聲明由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意大利總理孔特、

挪威首相索爾貝格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共同簽署。

聲明強調，各方在應對新冠疫情方面有著共同利益，在緊密相連的世

界，只有所有國家、地區和城鎮都控制住疫情，才能實現真正安全。新冠

疫情是全球挑戰，必須齊心協力尋找針對新冠病毒的疫苗和診療方法。

聲明說：“我們正在履行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

的承諾，組織大規模協調壹致的行動。我們支持世界衛生組織及其他全

球衛生機構的抗疫行動，並與其建立全球合作平臺，以支持和加快疫苗

研發以及尋找有效的診療方法。”

聲明說，由歐盟發起的大型在線募捐會議將在4日舉行。此次會議計

劃籌集80億美元，以彌補全球抗疫資金缺口。這筆資金將用於支持科學家

、衛生專業人員、各國政府和各有關國際組織等在全球範圍展開合作。

聲明最後說：“當前是國際社會共同抗擊新冠疫情的關鍵時刻，本

著科學與合作的精神，我們將為明天更大的團結奠定基礎。在聯合國可

持續發展目標引領下，我們壹定能重新喚起社區、社會和全球力量，不

讓任何人掉隊。”

德國被隔離郵輪2900人已檢出8例陽性
中國籍船員暫無確診

綜合報導 正在德國庫克斯港停靠隔

離的郵輪“邁希夫三號”截至當地時間4

日晚已對船上約2900人中的三分之二進行

新冠病毒檢測，目前共8人檢測結果為陽

性。對於船上58名中國籍船員的健康狀況

，中國駐漢堡總領館當晚向中新社記者表

示，經與該郵輪中國籍船員確認，到目前

為止，尚未出現中國公民確診病例。

運營“邁希夫三號”的德國途易

(TUI)郵輪公司4日晚間公布了上述信息

。途易郵輪表示，“邁希夫三號”自3

月23日送走最後壹批乘客之後與外界再

無接觸。據北德廣播報道，途易隨後將

該公司行駛在地中海和西班牙加納利群

島等地郵輪船隊的船員們集中到“邁希

夫三號”上，再將他們送回國。

4月28日，載有約3000名途易船員

的“邁希夫三號”抵達德國北部庫克斯

港。4月30日，壹名船員被檢出新冠病

毒陽性，該郵輪在港口被隔離。同壹天

，約110名船員已先期下船，啟程回國

。當局已與他們取得聯系，並要求他們

必須在家隔離兩周。

4日晚間，途易郵輪發表聲明稱，船

上現有2900名船員中三分之二的檢測結

果已經公布，除

新增 7 例陽性外

，其余均為陰性

。剩余的三分之

壹船員的檢測結

果預計將在壹天

後公布。已確診的

七人目前只有輕度

癥狀或無癥狀，

均已在各自的船

艙內隔離。4 月

30日確診的第壹

名船員目前仍在

庫克斯港的醫院

隔離治療，病情

穩定。

途易郵輪表示，為減少“邁希夫三號”

上感染風險、避免庫克斯港當地醫療資源承

壓，決定從5日起將現載有254名船員的

“邁希夫六號”停靠至“邁希夫三號”旁，

並將截至目前檢測結果為陰性的船員轉移至

“六號”上的單人客艙進行隔離。

“邁希夫三號”上載有包括中國在

內的多國船員，途易公司表示，由於目

前各國實行的旅行限制措施，原定讓船

員盡快返回各自祖國的方案無法實施。

不過，從5月8日起，仍將有約900名檢

測結果為陰性的船員乘包機陸續返回烏

克蘭和印度尼西亞。

中國駐漢堡總領事館有關負責人當

晚向中新社記者表示，德方此前已答應

如有中國籍船員確診將第壹時間通報，

目前總領館方面尚未接到德官方通報消

息。“經與中國籍船員確認，到目前為

止，尚未出現我方人員確診病例。”

希臘迎來逐步解封
佩戴口罩成復工復產“標配”

綜合報導 希臘在5月4

日按下了“重啟鍵”，迎來

了解禁的第壹天，人們出行

無需再提前發送申請。而隨

著解禁的逐步進行，佩戴口

罩則成了希臘民眾復工復產

的“標配”。

伴隨書店、花店、電子

產品店、體育用品店等小型

零售商，以及理發店、美容

院等重新開放，可以明顯看

到公交車、地鐵上的乘客逐

漸多了起來。而乘客們都按

要求佩戴口罩，並保持壹定

的安全距離。

盡管人們並沒有被要求

戴上手套，但是許多市民仍

然擔心在乘坐公交和電梯時

，因觸摸扶手或按鈕而沾染

上病毒，從而選擇戴上手套

防護。據悉，按照規定，在

公交車、地鐵、出租車、醫

院等封閉空間內，工作人員

和市民都必須戴口罩。違反

規定者將被罰款150歐元。

此外，不少理發師表示

，早在“解禁”前，他們就

收到了顧客的大量預約，有

的理發師收到的預約甚至已

經多達300個。由於店內接待

的顧客人數有嚴格限制，顧

客們只能在店外排隊等候。

希臘政府壹直強調，放

松封鎖措施是“困難階段的

開始，需要特別註意”，以

防止新冠病毒在此階段的大

規模暴發。

隨著下周更多的企業的

“重啟”，希臘社會、經濟

活動的恢復將進入下壹階段

。不過，希臘政府發言人佩

薩斯在4日的新聞例會上也

警告稱：“困難的部分才剛

剛開始，重新回到正常狀態

的過程就像走出迷宮。”

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

，佩薩斯還闡述了政府制定

的支持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的

家庭和企業的壹系列措施。

這些措施包括進壹步將對主

要住宅的保護延長3個月。

同時，政府也在啟動破產法

的新框架。此外，以較低的

特別消費稅稅率出售取暖油

的時間延長至5月15日。

由於醫護人員在本次抗

疫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政府還決定向沒有獲得復

活節獎金的醫護工作者提供

壹定的財政補助。

隨著“解禁”措施的逐

步推進，有報道稱，希臘政府

目前正在研究是否需要加快解

除各項限制措施的速度。

《每日報》報道稱，如

果壹切順利，並且疫情在未

來幾天內沒有出現反彈跡象，

在禁令措施取消的第壹階段

後，即5月25日左右，或可

實現各島嶼間的自由流動，

以及咖啡館、餐館、全年性

經營酒店的重新營業。

羅馬再次發生私立醫院院內感染
衛生當局介入調查

綜合報導 意大利羅馬聖

盧西亞基金會專科醫院發生

了壹起新冠病毒院內感染事

件，造成2名護士和2名接受

其它疾病康復治療的患者被

感染。事件已引起羅馬衛生

當局的高度重視。

據報道，這是壹周內羅馬私

立醫療機構第二次發生院內感染

事件，衛生當局已經下令對該院

展開地毯式篩查。目前對院內患

者和醫務工作者已進行了70份核

酸檢測，正在等待檢測結果。

當地時間3日，羅馬聖盧

西亞基金會專科醫院收治的2

名接受其它疾病康復治療的患

者，經核酸檢測呈陽性反應，

同時該院2名護士也被確診感

染新冠病毒。目前，2名被感

染的患者已被轉院治療，2名

護士正在居家隔離，衛生當局

對感染事件展開了調查。

羅馬聖盧西亞基金會專

科醫院是首都羅馬最重要的

私人醫療機構之壹，專門從

事康復治療，也是壹所醫療

科研研究中心。此次院內新

冠病毒感染發生在神經康復

病房。該醫療機構並不屬於

新冠肺炎疾病定點醫院。

5月2日，羅馬聖喬瓦尼地

區的拉蒂娜(Latina)診所有醫務

人員和病人被檢測出感染新冠

病毒，目前該診所已被封鎖隔

離。衛生部門初步調查結果顯

示，該診所出現機構內感染的

原因，主要是未能遵守大區衛

生條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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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艙服務艙
提供飛船的提供飛船的
動力和能源動力和能源

返回艙返回艙
是指令中心是指令中心
以及航天員以及航天員
生活起居的生活起居的
地方地方

軌道艙

返回艙

推進艙

試驗船返回艙抵家試驗船返回艙抵家
中國太空巴士具雛形中國太空巴士具雛形

在軌飛行在軌飛行6767小時小時 回收艙體結構完好回收艙體結構完好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劉凝哲劉凝哲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20202020年年55月月88日日1313時時4949分分，，中國新一中國新一

代載人飛船試驗船代載人飛船試驗船（（簡稱簡稱，，試驗船試驗船））返回艙在東風着陸場預定區域成功着陸返回艙在東風着陸場預定區域成功着陸，，試驗取試驗取

得圓滿成功得圓滿成功。。試驗船在軌飛行試驗船在軌飛行6767個小時個小時，，完成了多項空間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完成了多項空間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驗驗

證了中國新一代載人飛船高速再入返回防熱證了中國新一代載人飛船高速再入返回防熱、、控制控制、、群傘回收及部分重複使用等關鍵群傘回收及部分重複使用等關鍵

技術技術。。中國版的中國版的““太空巴士太空巴士””已初具雛形已初具雛形，，開啟載人航天工程的新篇章開啟載人航天工程的新篇章。。

新飛船新飛船VSVS神舟飛船神舟飛船

來自黑龍江的雪鶴天然蘇
打水和人善米良大米、小米8

日隨返回艙返回，完成了太空之旅。
據天祥至誠飲品有限公司總經理

孫宏偉介紹，為使兩種產品順利完成
搭載任務，該企業此前做了充足的準
備工作，今後將對搭載產品進行研
究，觀察變異及是否適應太空環境，
同時根據結果再決定改造升級等。

中國航天員中心相關人員表示，

中心選擇合作夥伴非常嚴格，必須從
企業實力、品牌形象、產品品質等方
面作綜合考察。航天員中心用水必須
天然。

據了解天然蘇打水在全世界只有
五個國家擁有，目前中國僅在黑龍江
拜泉縣附近有少量水源，雪鶴天然蘇
打水曾代表中國在高端會議上服務過
各國政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哈爾濱報道

首次採用國際上推力最大的單組元無毒發動機首次採用國際上推力最大的單組元無毒發動機
該發動機使用的HAN推進劑具有無毒、無污染、低

冰點、密度大、比衝高和使用維護成本低等優點，後續將全
面替代現有推進劑，進一步提高航天員的安全性。

首次採用中國目前太空飛行器用的最大容積
表面張力貯箱

這一貯箱採用鋁合金內襯+複合材料纏繞結構，裝載量更
多，能為試驗船提供更大的軌道機動能力。在軌飛行期間，
試驗船輕鬆完成了多次變軌，進入了大橢圓軌道，為大再入
角高速再入返回創造了充分條件。

更加全面的綜合電子系統
任務過程中，該系統出色完成了整船總線管理、時間

系統管理、數據存儲、觸點信號處理，以及熱控管理等功
能，讓飛船的運行更高效。

更加智能的自主軌控技術
在軌運行期間，姿控發動機進行姿態控制，保持了三

軸對地姿態以及變軌和制動期間的姿態穩定性；軌控發動機
實現多次變軌，並成功執行返回制動，精準操控着試驗船完
成太空飛行。

首次採用新型防熱結構與材料
整個防熱結構在重量同比降低超過30%的基礎上，保持

了極高的防熱效率。防熱結構首次採用可拆卸更換設計，能夠
有效提高可重複使用率。返回後只需進行一次“體檢”，更換
一套新的防熱結構，返回艙就又能投入下一次任務。

首次採用群傘氣動減速和氣囊着陸緩衝技術
返回艙進入大氣層，到達指定高度後，2具減速傘和

3 具主傘依次打開，成功將返回艙的速度從“飛機飛行速
度”降為“汽車市區行駛速度”，最大程度保證了返回艙的
安全、完整回收。

在軌數據獲取系統為未來研製提供科學支撐
任務期間，該系統通過多種傳感器網絡，獲取了船箭分

離衝擊載荷，以及運載發射、在軌飛行和返回着陸過程的載荷
環境等數據，將為新飛船後繼型號研製優化提供重要參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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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米與水完成太空之旅�*&

5月5日18時00分，試驗船搭乘長征五號B
運載火箭，從文昌航天發射場升空開啟太

空之旅。完成多項太空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後，北
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在8日12時21分控制試驗船完
成返回制動，進入返回軌道。13時33分，服務艙與
返回艙成功分離。13時49分，試驗船返回艙安全着
陸。搜救分隊第一時間發現目標並到達着陸現場開
展處置，經現場確認，試驗船的艙體結構完好。這
也是在中國太空站建設階段，東風着陸場承擔的航
天搜索回收任務首戰告捷。

載人載物本領巨大
新一代載人飛船是面向中國載人月球探測、太

空站運營等任務需求而論證的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
新一代天地往返運輸飛行器。相比現役的神舟飛
船，新飛船不僅運送航天員往返離地球近400公里
的中國太空站，還能完成38萬公里外的載人登月甚
至去更遠的星球探險；相比現役的天舟飛船，新飛
船能夠從近地太空站下行運輸貨物，有着二者兼具
的“載人+載物”的強大本領。

突破回收重用技術
據介紹，新飛船在可靠性、安全性、舒適

性、經濟性以及智能化程度等方面有了大幅提
升，可重複使用的返回艙是一大設計特點。科研
人員將星敏感器、計算機等一些高價值的設備，
經過優化設計由服務艙調整至返回艙安裝，這樣
就可隨返回艙返回地球後進行回收利用。在返回
艙外包覆中國自主研製的新型輕質防熱結構，執
行完任務後只需更換輕質防熱結構，經過規範嚴
格的檢測，就可再次執行載人航天飛行任務。

在此次任務中，新飛船試驗船突破了多個“首
次”，包括返回艙結構首次採用密封艙和非密封艙
設計，防熱結構首次採用新型輕質耐燒蝕的碳基防
熱材料滿足高速再入熱防護需求，首次採用國際上
推力最大的新型單組元無毒推進系統，首次使用中
國國內航天器最大的表面張力貯箱等。專家們認
為，這次飛行試驗的成功可實現中國載人天地往返
運輸技術由跟跑到並跑的跨越，為載人登月飛船奠
定堅實的基礎。

■ 中國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船返
回艙5月8日13時49分在東風着
陸場預定區域成功着陸。 新華社

■■東風着陸東風着陸
場工作人員場工作人員
進行返回艙進行返回艙
艙體狀態檢艙體狀態檢
查查。。 新華社新華社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新飛船試驗船 神舟飛船

8.8米 全 長 約9米
21.6噸 重 量 約8噸
6-7名 運送航天員 3名
兩艙結構，包含返回艙、 結 構 三艙結構，包含軌道艙、
服務艙 返回艙、推進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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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美南人語

美國至今已經有 127 萬多
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個案逾
77000 多宗。面對疫情仍然肆
虐， 可是白宮卻計劃解散成立
兩個月的抗疫專責組，交由聯
邦部門接手；而 「大話總統」
特朗普更聲言：即使會有更多
國民染疫甚至死亡，美國也必
須立即重啟經濟。

特朗普 本週週三在社交網
上宣布，白宮抗疫專責組，今
後集中在如何安全復市、疫苗
及療法，必要時增減人手。領
導專責組的副總統彭斯前一天
證實，正討論何時解散小組並
與聯邦應急管理局交接，暫定
五月二十五日國殤日前後或六
月初；有指他想外出視察更多
，無法兼顧幾乎每天召開的會
議，交由衞生及公共服務部等
部門領導較好。

消息指，特朗普沒有提議
解散專責組，但對此不反對。
他周二視察亞利桑那州鳳凰城
一間口罩工廠時，指國家進入

第二階段抗疫，因此專責
組將逐步淡出，稱不能讓
國家關閉五年，但否認代

表任務己完成： 「要待一切結
束才算是。」惟專責組成員、
過敏與感染疾病中心主管福奇
，似乎蒙在鼓裏，他同日受訪
時稱，從未聽過解散一事。

《紐約時報》指白宮解散
專責組近日有迹可尋，上周六
及周一沒有開會，特朗普亦減
少讓小組成員陪他出席記者會
。知情人士稱，財長姆紐欽等
主理經濟高官，近日在抗疫的
角色更顯著，而特朗普女婿兼
高級顧問庫斯納領導研發研苗
及擴大檢測的工作，猶如組成
了影子專責組，而專責組解散
意味庫斯納、姆紐欽等人的角
色更大。

同時，特朗普受訪時承認
，復市或令更多人病歿，但指
「我們將實行社交距離、洗手

及做很多我們過去學會要做的
事」，強調必須盡快讓國家復
市；又稱不論是否有疫苗，都
會有更多人死，而疫情將過去
。對於預測模擬顯示每天病死

人 數 六 月 時
會 倍 增 至
3000， 全 國
八 月 四 日 或

累計135000人病歿，他反駁指
這些 只是模擬數據，一開始就
錯。

是誰才是錯呢？5 月 5 日
下午，特朗普飛到亞歷桑那州
視察 Honeywell 公司生產 N95
口罩的工廠視察口罩時，有戴
上護目鏡，但卻沒有戴上口罩
，沒有按政府指示一定要戴上
口罩來外出。而他在飛往當地
途中曾表明，若現場環境需要
戴口罩會照做；官員事後辯稱
，廠方指白宮訪客毋須戴口罩
。此外，特朗普讚揚廠房生產
的N95口罩質素很好，而非如
其他國家向美國提供劣質口罩
。

另一方面，生物醫學高級
研究與發展管理局（BARDA
）局長布賴特（Rick Bright）
於四月二十二日表示，疑因反
對特朗普推介以氯喹及羥氯喹
等治療瘧疾的藥物，作為新冠
肺炎特效藥而被調職；他周二
向美國特別顧問辦公室投訴，
聲稱遭政治打壓。

在全美多州紛紛復工之際

，新冠病毒仍持續擴散，不僅
國內確診突破 127 萬例，近一
個禮拜內死亡人數 又多達1萬
人，使得已有超過7700名美國
民眾受到感染病故，疫情模型
更預測 8 月死亡人數會翻倍，
特別是在重災區紐約以外地區
，復工後單日感染人數反而增
加；特朗普總統 5 日受訪時表
示：他愛美國人，疫情讓他夜
不成眠，他也認為會有更多人
死亡，但疫情終究會過去。

美國 5 日新冠肺炎確診人
數累計至少 1203892 例，死亡
人數 77000 例；當晚 特朗普在
接 受 美 國 廣 播 公 司 新 聞 網
(ABC News)訪問時向全民喊話
： 「我想說我愛你們；對於痛
失親友的人，沒人能比我感到
更難過，想到此我就輾轉難眠
。」

特朗普受訪時談到疫情恐
使更多人喪命，但此時許多州
也陸續復工並放寬防疫措施；
根據美聯社 5 日分析，若不計
入紐約都會區，美國其他地方
的疫情反變嚴重，已知感染人
數也持續攀升。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統計
，美國單日新增感染人數超過

20000 人 ， 單 日 死 亡 人 數 逾
1000人；公衛官員警告，若無
法平緩疫情曲線並降低感染率
，恐有數萬人會因此死亡。

堪薩斯州地方衛生主任琳
達．歐區斯(Linda Ochs)表示：
「別犯錯：病毒仍在我們社區

傳播，可能比前幾周更猖獗。
」

美聯社分析指出，全國至
少三分之一新冠肺炎死亡案例
在紐約都會區，而目前紐約都
會區仍維持居家避疫令，美國
新增感染人數雖說似乎持續下
降；可是一旦將紐約區排除在
分析之外，同期其他地區新增
案例，就從每 10 萬人 6.2 人增
加至7.5人。

該分析指出，紐約都會區
近幾周新增死亡案例大幅趨緩
，有效平緩美國曲線；若不計
入大紐約區，連五天新增死亡
平均從每50萬人1.86人死亡微
降至1.82人。

另外，紐約州 4 日晚間新
數據指出，紐約州療養院疫情
持續延燒，至少已有4813人確
診和預測因新冠肺炎死亡，其
中一間療養院甚至有71人染疫
；而在4月22日該州療養院死
亡人數為3505人。

美國其他地方疫情恐每況
愈下；愛阿華州 5 日單日死亡
人數19例創新高，堪薩斯州復
工同日肖尼郡(Shawnee County)
感染人數比上周倍增成長。

華盛頓大學模型 4 日預測
，8 月初美國新冠肺炎死亡人
數將翻倍至約13萬4000人；負
責該模型的研究所所長穆瑞
(Christopher Murray) 表 示 ， 上
修死亡人數主因是多州預計下
周開始放寬防疫限制，不過民
眾配合度也開始下降，復工前
民眾早已更頻繁外出。

美國歷史上罕見的荒謬總
統特朗普為何在疫情仍然猖獗
的情況下，堅持 「死人都要復
市」呢？原因 「一字咁淺」，
為的是眼前美國經濟，乃是受
到自上世紀二十年代大蕭條以
來，最為嚴重的打擊，失業人
口3300 萬。封城令若再不重新
，受挫的經濟會更加深，失業
人口會更增添。在這種情況下
，特朗普總統欲再次連任 4 年
，難以哉也！ 最新民調顯示，
百分之四十三註冊選民表示美
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前副總
統拜登；百分之四十一支持特
朗普，雙方支持度收窄至兩個
百分點。

(((

美
南
人
語

美
南
人
語

美
南
人
語
）））

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
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

特朗普 堅持 「死人都要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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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中美翻譯大師冀朝鑄

中國著名外交家 及翻譯大師、聯
合國原副秘書冀朝鑄，於上周三（四
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
九十一歲。

冀朝鑄一九二九年出生於山西汾
陽縣，九歲時為逃避戰亂，隨父母到
美國，就讀哈佛大學，精通英語和熟
悉中美關係。新中國成立後，冀朝鑄
毅然放棄哈佛大學的學業，並在 「韓
戰」中,加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在 「開
城工業區談判」時, 表現出色，獲得
中朝兩國的表彰。

抗美援朝一役後，冀朝鑄被分配
到外交部工作，並自一九五七年起,
為周恩來總理擔任了十七年的英文翻
譯。一九七二年，中美建交磋商，美
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冀朝鑄為尼克遜

翻譯出了那句名言： 「我跨越了遼闊
的太平洋與中國人民握手。」

生在中國、長在美國的冀朝鑄,
口譯能力出色，曾長期擔任毛澤東、
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的翻譯，並
見證了朝鮮停戰談判、中美建交談判
等歷史性時刻，被譽為 「中國紅牆第
一翻譯」。冀朝鑄曾任駐斐濟大使、
駐英國大使，他曾談到當外交官的體
會，稱 「關鍵的關鍵，是要忠於自己
的國家」。

冀朝鑄逝世消息傳出之後，國內
外交圈、外交學界高度關注，紛紛刊
文追憶。

他還曾為毛澤東、鄧小平等黨和
國家領導人當過翻譯。一九七九年中
美建交，鄧小平首度訪美，仍是由冀
朝鑄擔任全程翻譯工作。當時《紐約
時報》更以《不可或缺的冀先生》為
題發表社論，感歎 「美國缺少這樣的
人才」。

冀朝鑄長期工作在外交戰線，於
一九九一年被任命為聯合國副秘書長
，一九九六年卸任。二〇一二年，冀
朝鑄的著作《從紅牆翻譯到外交官
——冀朝鑄口述回憶錄》由山西人民

出版社出版。該書以率真的
敍事風格，回顧了冀朝鑄一
生的傳奇經歷及其長達四十
四年的翻譯和外交生涯。

據悉，冀朝鑄與其父親
冀貢泉、兄長冀朝鼎均享有極高的聲
譽，被稱為 「冀氏三傑」。其父曾任
山西省司法廳和山西省教育廳廳長，
其哥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董事長，被
譽為 「中國最幹練的經濟學家」。冀
朝鼎是中共秘密黨員，在上世紀四十
年代初受命回國，擔任國民黨政府中
央銀行稽核處處長等職，成為經濟間
諜，建議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使
其爆發了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
經濟崩潰，加速了國民黨統治的覆滅
。

一自冀朝鑄以九十一歲高齡去世
，隨即引起中美兩國外交人員一番漣
影，事情追渤到49 年一段政治史話。

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於一九七
一年先飛巴基斯坦訪問，期間他佯稱
肚痛，閉門謝客，卻原來是秘密飛到
中國大陸首都北京訪華、為當年美國
總統尼克遜於一九七二年官式訪華搭
橋舖路。在這段神祕外交過程中，冀
朝鑄都是主要的翻譯官員。之後的一
九七九年鄧小平訪問美國，貼身翻譯
也是冀朝鑄。因此中美外交史肘上，
說他是當代中美關係的見證人，絕對
準確。

本週週一，是 「五四運動」101
周年。同在 「五四」這一天，聽到曾
替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當翻譯的
冀朝鑄逝世的消息，令我感慨良多。
因為他剛好是一九五四年加入外交部
工作的。這一連串的 「五四」，的是
巧合。我想向時下老中青華人請教一
下，今天究竟還有多少人是真正領會
「五四運動」的精神？我斷言： 一定

是太少了！ 「五四精神」是科學與民
主，兩者並重，但今時今日的中國官
方，只著重科學兩字而貶低民主兩字
；民主自由，被官方視為 「外來的普
世價值」，屬於 「七不講」的範圍之
內，不單止不能說、不應說、而且不
許說。假如你不聽話去說、去爭取說
、去大聲說。那麼，對不起，請你去
「坐花廳」（入獄好了）。去年 「五

四」100 周年的重要日子，官方還扭
曲 「五四精神」是 「愛國(指政權)」
，跟黨走就行。

這種歪曲歷史、為今天的政權所
用的語言偽術，令到海內海外很多真
正愛國的人士，無限欷歔。一位香港
朋友為此曾寫下這樣一首詩：

詩中的 「德賽」和 「先生兩位」
，是指 「五四運動」提出的 「德先生
」 (Democracy，民主)和 「賽先生」
(Science，科學)。我即興也寫下一首
打油詩，並和其韻。如下：

中共不談 「德」，只談 「賽」。

武漢爆發肺炎(大陸稱 「新冠狀病毒
」)後，迎來了與中國同聲同氣的世界
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世事之玄，
何其巧合！

這令我想到冀朝鑄。他在文革時
受壓，被胡作妄為的紅衛兵小將視為
「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正要向他

踏上一腳，叫他永不翻身。幸好在千
鈞一髮之際，得到周恩來總理力保，
才能過關。一九八七年，他出任中國
駐英大使，我有友人當上香港記者，
當年從北京到英國公幹，曾到大使館
拜訪他。他跟冀朝鑄並不熟悉，只是
慕名拜訪。但當他知道吾友來自香港
，談的話題就更多更廣了。

當天的談話，除了工作的內容外
，很多細節都已淡忘。不過，有一點
印象深刻，記憶至今。他跟那個年代
很多人一樣，要把過去(指 「反右」和
文革)失去的時間搶回來。他有半句話
仍在我友人耳際迴響： 「……(那些瘋
狂的日子)都過去了，都過去了。」

那個年代的 「外交觀」和外交官
，視角廣闊，戰略全面，策略高明，
可稱得上真的 「戰狼」。回看今天的
中國外交政策(尤其是疫情爆發以來)
，到處樹敵，夜郎自大，思維狹隘，
頂多只能稱為野狼。冀朝鑄和他名字
警醒我們──冀望有朝一日鑄成真鋼
，中國才能建設萬丈高樓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週四獲悉，作為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個人服
侍之一的美國海軍成員對冠狀病毒的檢測呈陽性
，這引起了人們對總統可能接觸該病毒的擔憂。

總統服侍是致力於白宮的精銳軍事部隊的成
員，通常與總統和第一家庭非常接近。消息人士
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當特朗普週叁被告知
服侍化驗呈陽性時，他很沮喪，隨後白宮醫師再
次對總統進行了化驗。

白宮在一份聲明中證實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的報道，其中一位總統工作人員的測試呈陽性
。

白宮新聞部副部長霍根·吉德利（Hogan Gid-
ley）在一份聲明中說：“白宮醫療隊最近通知我
們，在白宮園區工作的一名美國軍人的冠狀病毒
檢測呈陽性。” “此後，對總統和副總統的冠狀
病毒進行了測試呈陰性，他們仍然身體健康。”

服侍協助總統和第一家庭執行各種個人任務
。他們不僅負責總統在西翼的餐飲，而且還負責
總統在旅途中或出國旅行時的餐飲服務。過去的

總統不僅在這些問題上依靠他們，而且還作為知
己。與其他人一樣，服侍對總統的個人生活有內
在的看法。

白宮消息人士稱，一名尚未被查明的服侍在
周叁早上表現出“症狀”，並表示與特朗普關系
密切的人對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的消息正在西翼
“整驚粉絲”。

特朗普是個自稱是細菌中的細菌，只要有人
在他面前咳嗽或打噴嚏，他都會嚴厲批評他們，
他聲稱自己很少生病。

兩名知情人士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特
朗普、副總統邁克·彭斯和與他們定期互動的高級
職員仍在每週接受冠狀病毒檢查。

白宮將繼續使用快速的雅培實驗室測試，該
測試將在大約15分鍾內提供結果。接受測試的幾
名官員表示，該測試通常在白宮西翼大樓附近的
艾森豪威爾行政辦公大樓進行。醫務人員擦拭職
員的鼻孔，並通知他們，如果情況肯定，醫務人
員會在接下來的幾分鍾內通知他們。

特朗普沮喪特朗普沮喪，，總統一位私人總統一位私人
服侍測試冠狀病毒呈陽性服侍測試冠狀病毒呈陽性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白宮新聞秘書麥凱尼（Kayleigh
McEnany）週五（5月8日）證實，副總統邁克·彭斯的工作人員的
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

該消息發布是在彭斯週五上午飛往愛荷
華州的航班延誤了一個小時之後進行的，當
時人們被視為從空軍二號撤離，然後飛機從
華盛頓郊外的安德魯斯聯合基地的停機坪上
起飛。

一位高級政府官員在空軍二號的新聞發
布會上說，一名彭斯的工作人員週四檢測冠
狀病毒陰性，週五早上檢測陽性。據一位高
級行政官員說，這名未上飛機上的人可能已
經與計劃在旅途中飛行的六人接觸，他們在
起飛前被隔離。

領導白宮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的副總統
前往愛荷華州得梅因（Des Moines ）市，與
宗教領袖就宗教和精神聚會進行了討論，隨
後舉行了圓桌會議，以確保糧食供應。

農業部長桑尼·珀杜（Sonny Perdue）
以及愛荷華州共和黨參議員查克·格拉斯利
（Chuck Grassley）和喬尼·恩斯特（Joni
Ernst）也在與彭斯一起坐上了空軍二號。

這位高級行政官員對新聞界說，每天大
約有10名彭斯的工作人員接受檢查，並補充

說：“副總統和總統最近沒有與這個人接觸。”
這位官員說，彭斯於上週五早上接受了測試。
週五的案例標誌著白宮第二次表示，彭斯的工作人員冠狀病毒

檢測呈陽性，叁月份首次測試呈陽性。
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一位私人服侍對冠狀病毒呈陽性測試後的

第二天，就出現了副總統職員中新的冠狀病毒病例。
服侍是奉獻給白宮的精銳軍事部隊的成員，這些成員經常與總

統和第一家庭非常接近，協助他們完成各種個人任務。他們不僅負
責總統在西翼的飲食，而且還負責總統在旅途中或出國旅行時的各
項活動。

消息人士說，當特朗普週叁被告知服侍化驗呈陽性時，他感到
不安，隨後白宮醫師再次對總統進行了化驗。

總統還說，他與這名男子“幾乎沒有個人接觸”。
接到服侍患病的消息後，特朗普說他將每天接受冠狀病毒檢查

。彭斯、白宮工作人員和與總統接觸的個人也將每天接受測試。
特朗普在本週早些時候登上“空軍一號”旅行之前說，他不擔

心與他人相距很近，因為他周圍的人都受到定期測試。
但是陰性測試和缺乏症狀並不能確定他們不傳播該病毒。
醫生說，冠狀病毒的潛伏期有所不同。潛伏期是從您接觸該病

毒到出現症狀所需的時間。範圍從2天到14天不等。根據美國疾病
控制和預防中心的估計，平均潛伏期為5天。

在最近一次去梅奧診所的旅行中，彭斯並未戴口罩，盡管被告
知診所的政策要求他們這樣做。彭斯告訴記者，他沒有戴口罩，因
為他經常接受過冠狀病毒檢測。但是幾天後，彭斯說他應該戴口罩
。

特朗普本週在亞利桑那州的一個口罩製造工廠之旅的部分行程
中也拒絕戴口罩。

繼美國總統服侍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後 副總統的工作人員檢測又呈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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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1.《2019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

2.《2019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

3.《2019年運貨貨櫃（安全）（修訂）條例草案》

4.《2019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條例草案》

5.《2019年道路交通法例(泊車位)（修訂）條例草案》

6.《2019年漁業保護（修訂）條例草案》

7.《2019年稅務（修訂）（與保險有關的業務的利得稅寬
減）條例草案》

8.《法院程序（電子科技）條例草案》

9.《2019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

10.《2020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

特
別
內
會
通
過
14
個
項
目

1.《2018年旅館業（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2.《消防安全（修訂）條例
草案》委員會報告

3.《2018年歧視法例（雜項
（修訂）條例草案》委員
會報告

4.《2019年職業退休計劃
（修訂）條例草案》委員
會報告

■ 4個法案委員會提交報
告，同意將有關草案
提交大會恢復二讀

■成立委員會處理的條例草案

建制派企硬反擊 攬炒派敗走離場
李慧琼掌內會逐11人 1小時通過14項議程

立法會法律顧問在攬炒派擾攘期間解釋
法律意見時，工黨主席郭永健突然在3樓公
眾席叫囂，更將大量與《議事規則》有關的
文件擲向建制派議員的座位。內會主席李慧
琼隨即要求保安驅逐郭永健，及宣佈暫停會
議5分鐘。
大批保安制服郭永健，自稱沒有參與拋

紙的3名議員助理亦被制服，並報警處理。
其間，一名保安在混亂期間懷疑被郭永健推
跌及報稱後腦受傷，須由救護員送院治理。

陸頌雄其後在facebook發帖：“立法會
突發，本人遭工黨郭永健襲擊，將大疊文件
掟向本人頭部。”網民批評郭永健行為可
恥，促請警方嚴厲執法。

郭永健搗亂保安傷後腦

■香港文匯報記者雨航、鄭治祖

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事宜擾攘近7個月，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和攬炒派分別外聘法律意見，爭論現任內會主席李慧琼的權責。內會8

日早晨舉行本年度第十七次會議，繼續由公民黨郭榮鏗主持選舉主席程

序；8日下午則由李慧琼召開特別會議，跟進外聘法律意見等事宜。

攬炒派為癱瘓議會運作，在上午會議中不斷拉布，導致即使加時仍未

能選出主席；在下午，攬炒派不斷叫囂，更圍堵、衝擊主席台，粗暴干擾

會議秩序，更有公眾席的攬炒分子將大量文件從3樓擲向下層建制派議員

的座位，令現場一片混亂。

最後，攬炒派在建制派議員同心協力下全數敗走，會議即通過就 10

條草案成立法案委員會，而4個法案委員會的主席分別作出報告，並同意

政府將有關草案提交大會恢復二讀，向回到正軌踏出了第一步。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8日下午舉行
特別會議期間，內會主席李慧琼邀請
立法會法律顧問解答攬炒派的質疑。
法律顧問表明，會議已延誤近7個
月，秘書處同意李慧琼應出來解決問
題，又強調不論哪位議員主持會議，
秘書處都會把持同一原則。法律界人
士8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立法會法律顧問是根據實際情況提出
適切的法律意見，攬炒派不應選擇性
接受。

“目前已非正常情況”
原定下午2時半開始的特別內

會，在混亂下擾攘逾一小時後，李慧
琼讓法律顧問馮秀娟解釋法律觀點。
馮秀娟表示，雖然秘書處去年10月曾
表明，內會的首項事務是選舉內會主
席，在選舉完成前不得處理其他事
務，但秘書處當初擬備文件時，內會
未有出現不正常情況，惟半年過去，
內會仍未選出主席，可見目前已非正
常情況，坦言“秘書處無預期選舉會
出現咁長嘅延誤”。
她舉例說，議員有權在財務委員

會中提出37A議案（無約束力的臨時
動議），但在正常情況，秘書處從無
預期有議員提出數以千計的37A議
案，今次內會情況與財會類似，因此
要解決的是問題根本，而非不停針對
《議事規則》的條文原意。

馮秀娟強調，現任內會主席李慧
琼過往已多次解決選舉延誤的問題，
例如決定會議日期，當時各議員亦沒
有異議，若李慧琼認為8日需開會再

解決有關問題，秘書處同意並認為做
法適當。
她總結道，秘書處就解讀《議事

規則》及應用上，考慮了三大原則，
包括：一、選舉主席的重要性；二、
選舉公平的問題；三、解讀時不能癱
瘓議會，並強調無論由哪一位議員主
持會議，秘書處都是把持同一原則。

陳曼琪：合時合理令人信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

創會會長陳曼琪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立法會法律顧問去年10月
所提出的法律意見，主要基於當時先
行處理正副主席選舉事宜，但選舉已
拖延了7個多月，令形勢出現變化，
法律顧問根據當前的情況再提出法律
意見，是合時、合理及令人信服，攬
炒派不應持雙重標準，合心意的意見
就欣然接受，不合心意就惡意批評。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
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傅健慈歡迎立法會
法律顧問清晰指出，李慧琼有權有責
執行內會主席的職能，以解決問題直
到選出新主席為止。
他批評，郭榮鏗的職權只局限於

主持主席選舉，現時刻意違反議事規
則和內會守則，繼續容許攬炒派議員
拉布，已涉嫌觸犯普通法的“公職人
員行為失當罪”，證據確鑿，並譴責
攬炒派議員故意阻撓內會會議及破壞
其秩序，癱瘓立法會的運作，罔顧公
眾利益，可能觸犯《立法會（權力及
特權）條例》的第十七C條的“藐視
罪”。

法
律
顧
問
確
認
李
慧
琼
權
力

譴 責 郭 榮 鏗

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成
員聯同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及
多名北區市民8日到金鐘政總外
集會，強烈譴責公民黨議員郭
榮鏗濫權和癱瘓內會運作，罔
顧民生，並強烈要求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立即懲處郭榮鏗，讓
內會盡快恢復正常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內會亂象內會亂象

■尹兆堅被自己人絆倒，之後召喚救護員到場。 ■陳志全（右下）脫下鞋襪衝撞，後來倒地。

■陳志全手持凳子衝向主席台，被建制派阻止。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尹兆堅被擔架床送走尹兆堅被擔架床送走
了了，，李慧琼恢復會議李慧琼恢復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朱凱迪作狀上牆衝向主席位，製造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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