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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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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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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David ChenDavid Chen
專精住宅及商業管理專精住宅及商業管理
1515年以上地產買賣租賃經驗年以上地產買賣租賃經驗
專業使用專業使用Loopnet/HAR/ZillowLoopnet/HAR/Zillow
成功幫您的商業或房產訊息散播出去成功幫您的商業或房產訊息散播出去
電話電話:: 713713--240240--8899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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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港為中國與希臘合作註入新活力

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港口管理局日前發

表聲明稱，2019年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完成集

裝箱吞吐量565萬標準集裝箱（TEU），成

為地中海第壹大港口。2019年營業額同比增

長12.3%，達到1.49億歐元，稅前營業利潤

增長12.5%，達到4760萬歐元，凈利潤增長

27%，達到3540萬歐元。

從2010年瀕臨破產到如今的地中海

第壹大港、歐洲第四大港，中遠海運比

雷埃夫斯港項目已脫胎換骨，成為中希

兩國合作互利共贏的典範，並為“壹帶

壹路”合作註入新的活力。

疫情沖擊嚴重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和歐洲肆

虐，希臘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自

3月份起，希臘政府實行“禁足”限令

，除了超市、藥店等必需行業正常運營

外，其余所有工商業活動均已停滯，旅

遊和商業運輸也在停業之列。

在希臘疫情暴發後，中遠海運便與希

臘政府積極溝通，堅決落實希臘政府的防

控政策，主動出擊，第壹時間成立疫情防

控應急指揮領導小組，全面落實疫情防控

工作，制定周密可行的應急預案，結合希

臘港口的工作特點，出臺具有針對性的防

控疫情措施，團結全體中外員工，統壹思

想、共同抗疫。通過開會通知、群發郵件

、公告欄宣傳、港口顯示屏等方式宣傳病

毒防控基礎知識及防疫工作重點。中外員

工從思想上高度重視，整個疫情防控工作

紮實有序。通過壹系列卓有成效的防疫措

施，公司近千名中外員工“零感染”，有

效保障了公司的日常經營生產。

然而，由於歐洲各國普遍采取嚴格

的限制措施抗擊疫情，使得途經歐洲各

港口轉運的貨物需求量減少。亞洲的集

裝箱船到達歐洲後發現需求已經不足，

進口商和貨商又無法及時簽收，導致歐

洲港口及倉庫面臨著不同程度的集裝箱

暴增和堆積等問題。有分析人士指出，

港口集裝箱堆積使歐洲返回亞洲的返航

過程也受到影響，這使中歐貿易受到沖

擊，未來歐洲企業在歐洲經濟急劇衰退

形勢下，仍將面臨壹段更艱難的時期。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希臘實施控制措施

影響，比港各業務板塊相繼受到不同程度的

沖擊。比港受影響最大的是與旅遊密切相關

的郵輪和渡輪板塊。在疫情影響下，世界郵

輪公司相繼采取停運計劃，郵輪旅遊市場陷

入冰點，疫情肆虐對旅遊市場和遊客的信心

打擊嚴重，預計今年郵輪市場將會比較慘淡

，業務恢復仍需要壹段時間。

確保正常運營
盡管新冠肺炎疫情給比港帶來了極

大沖擊，但中遠海運仍努力兩手抓，邊

抗疫、邊經營，保證港口正常運營。公

司主動調整港口施工保養計劃，積極實

施設備保養和基礎設施修理等，為今後

生產夯實基礎。同時，不斷強化成本控

制意識，要求各業務板塊合理用工，依

法合規，精準實施工班調度等。除此之

外，通過實施應急預案輪班工作制，合

理有效安排港口各項工作計劃，通過安

排居家辦公模式，減少辦公樓人員聚集

，所有會議采用視頻、電話模式，客戶

拜訪等商務活動采用郵件電話等溝通模

式。通過安排重點區域，如郵輪客運大

廳、渡輪公共衛生間、港口內擺渡車、

接駁車等定期消毒，進壹步降低病毒的

傳染風險，保證了港口日常經營生產。

疫情期間，中遠海運仍積極落實比

港項目總體投資規劃。當地時間2月25

日，比港郵輪碼頭深水新泊位開工儀式

成功舉行，這也是比港港口總體規劃中

強制性投資的第壹項內容，建成後的兩

個新泊位均可靠泊目前全球最大的長

360米、載客量為6000人的郵輪。這對

希臘深度開發旅遊資源、做好基礎建設

、提升比港地中海郵輪母港地位、帶動

希臘旅遊經濟具有廣泛、深遠的影響。

比雷埃夫斯港發言人Nektarios Den-

menoloulos日前表示，雖然疫情導致國際

貿易出現問題，但港口業務今年繼續增

長。今年1月份至4月份，港口3個碼頭

的集裝箱吞吐量同比增長超過2%，5月

份的數據可能與去年同期持平。該發言

人認為，希臘港口的持續增長在很大程

度上要歸功於其母公司的大力支持，並

指出中國貿易在今年壹季度後再次增長

，這顯然有利於比港的發展。

據介紹，比雷埃夫斯港港口管理局已

經啟動了壹項數百萬歐元的希臘主要港口投

資計劃，該計劃將進壹步擴大港口容量。

贏得當地點贊
希臘海運部部長普拉基奧塔基斯表

示，比港總體投資規劃是比雷埃夫斯港

未來發展的目標和藍圖，也是比港提

升碼頭競爭力的必要條件。在希臘政

府領導下，海運部將繼續支持、協助

港口總體規劃的推進，希臘政府有信

心將比港郵輪碼頭建設成為地中海地

區郵輪碼頭的樞紐。

中遠海運在疫情期間不僅通過出色的

科學管理和計劃安排保證了港口各項板塊

正常生產經營，而且根據當地的國情、社

情與民情，積極回饋當地社會，先後向希

臘海運與島嶼政策部、比雷埃夫斯公立醫

院“TZANEIO”和“METAXA”提供口罩、

防護服、護目鏡等防疫物資，以支持希臘

政府和公共醫療機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充分展現了海外中國企業在當地履行社會

責任的良好品牌形象。

中遠海運比港項目的成功典範既證明

了在共建“壹帶壹路”合作中，中國企業

有能力通過自身專業運營管理經驗幫助當

地企業轉危為安，又彰顯了積極履行企業

社會責任、回饋當地社會的中國企業良好

品牌形象，這對於“壹帶壹路”合作的推

廣和共建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連日來，隨著希臘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數穩定處於低水平，希臘也積極推進復工

復產，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眾生活逐步恢復

。6月6日起，希臘餐館、咖啡館、酒吧重

新開業，6月15日起，希臘全國博物館也

將重新開放，健身室、休閑活動場所、溫

泉水療以及其他健康中心等將恢復營業。

隨著希臘重新向世界敞開大門，比雷埃夫

斯港也變得更加忙碌起來。

股價漲了296.4% 瑞幸咖啡為何暴跌暴漲
瑞幸咖啡繼前壹個交易日大漲超56%後，6月5

日晚開盤後再度大漲，不久即觸發熔斷機制。恢復

交易後漲勢仍然不減。

截至美股當日收盤，瑞幸咖啡收漲36.05%，報

5.51美元，盤中最高漲幅壹度達到67.65%。

記者了解到，如果以當地時間6月3日收盤價

2.58美元計算連續兩日大漲的瑞幸咖啡，股價已經

漲超113.56%。

4月2日瑞幸22億造假案之後，股價自26.2美

元跌至6美元左右，跌幅超75%。隨後兩個交易日

，瑞幸咖啡繼續大跌16%、18.4%。在4月7日停牌

前，股價暫時定格在4.39美元。在瑞幸咖啡於5月

20日恢復交易後，股票跌至2.82美元。隨後，瑞幸

咖啡經歷了大漲大跌，最低的收盤價壹度達到1.39美

元。到今日收盤的5.51美元，股價上漲了296.4%。

與此同時，連漲兩日的瑞幸咖啡換手率也頗為驚

人，從3日的20%左右次日壹躍達到116.6%，5日也保

持了92.6%的高位。也就是說，瑞幸咖啡的流通總股數

在這兩天被交易了兩遍，可見買賣的劇烈。

5月19日，瑞幸咖啡發布公告稱，收到納斯達

克交易所的退市通知，將舉行聽證會希望繼續保住

上市公司資格。這也代表瑞幸咖啡是否會退市要相

當壹段時間才能塵埃落定。

那麼到底是誰在買賣壹個有退市風險的股

票呢？分析人士認為，引發瑞幸咖啡股

價大漲的原因，可能是空頭需要平倉導

致的。空頭獲利了結時需要在二級市場

買入股票平倉，俗稱“空頭回補”。北青報記者了

解到，空頭回補是指空頭在高位賣出開倉，並且價

格下跌到壹定的程度時因為多頭反撲被迫平倉甚至

反手做多，此時造成價格暫時反彈上漲，但不能反

彈到原來的高度，相當於空頭獲利出局。

此外，對於瑞幸咖啡此次大漲，有分析人士稱

是源於部分投資者認為瑞幸被嚴重低估，因為該股

每股賬上還有4.7美元的現金，以及每股6美元的

股東權益。此外，分析人士認為，圍繞瑞幸咖啡可

能將迎來壹場收購戰。

不過，瑞幸咖啡在股價沈寂了數日後再度暴漲

，也不乏遊資炒作的情況。該股的關註度較高，想

象空間較大，遊資拉升炒作後出貨相對較為容易。

此外，在沒有利好消息的背景下，瑞幸咖啡

出現如此高的漲幅，也有可能是機構在後面操作

。壹般情況，大股東和機構莊家會花壹部分資金

把個股連續拉升出漲停後，吸引投資者投資，然

後他們再趁機賣出股票，也就是俗稱的“割韭

菜”。而瑞幸咖啡的董事長，也是大股東之壹的

陸正耀此前發文稱，正在盡全力維持門店運營，

挽回損失。

此前，瑞幸咖啡回復北青報記者稱，在獨立

法律顧問和法務會計顧問的協助下，瑞幸咖啡董

事會特別委員會正繼續全力推進內部調查。其也

正在評估財務造假行為對公司此前發布的季度財

報的影響，並積極配合和回應來自中美監管部門

的問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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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中央社）因貪污案被判重刑的前立
委林正二須入監，昨天是報到的最後截止
日，但代執行的台東地檢署無法聯絡到林
正二，已逕行拘提而未獲。台中地檢署待
收到東檢正式回函後，將發布通緝。

林正二被控擔任立委期間，指示助理
替多個鄉鎮市公所爭取補助款，從中收取
回扣。最高法院3日駁回林正二針對其中8
罪的上訴定讞，各判刑 1 年 6 月至 14 年不
等，須入監服刑。

另外，時任林正二的國會助理徐文保
、前花蓮市長蔡啟塔及前花蓮市公所秘書

宋家興都捲入工程弊案，收回扣圖利廠商
，徐文保被判12年10月、蔡啟塔15年、宋
家興12年徒刑定讞。

林正二案由台中地檢署負責執行，中
檢今天表示，林正二案先前已函請台東地
檢署啟動防逃及代執行，東檢今天下午拘
提未獲，待收到東檢正式回函後，將依法
對林正二發布通緝。

中檢指出，徐文保因另案在逃，通緝
中；蔡啟塔與宋家興已囑託花蓮地檢署代
執行，2人都已到案、發監執行。

前立委林正二須入監失聯 檢方拘提不到將通緝

（中央社）廉政官張普智看到有考生
考完後哭泣，他不捨考生哭泣，動了惻隱
之心，因而破獲國營事業等槍手代考集團
弊案。

高雄檢、廉查獲是的國營事業及專科
警員班等代考槍手舞弊集團，深入追查的
廉政官張普智是在看到有考生考完後坐在
階梯哭泣，曾失業的他動了惻隱之心，一
查揪出大案。

高雄地檢署與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
偵辦這起國營事業考試代考舞弊集團案，
查出集團至少代考29次，犯罪所得約新台
幣5300萬元，今天偵結起訴6人、緩起訴
46人。另有39名委託槍手代考的考生也因
使用代號及電腦資料已毀損仍待清查。

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表示，由於仍
有39名委託槍手代考的考生待清查，可能
是有史來查獲的最大規模槍手舞弊集團案

，細心的張普智立下大功。
張普智曾是物理治療師，後來因故失

業，但不氣餒，努力用功考上廉政署廉政
官，因執行考場監控任務，發現自認考試
成績不理想的考生哭泣，如果有槍手代考
將是一場不公平的競賽，對於其他考生十
分不公平。

抱著打擊不法及維護考試公平的決心
，張普智與長官張茂泉聯手一路追查，抽
絲剝繭，查獲這個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規
模的國營事業及專科警員班等槍手舞弊集
團案，讓真正以實力參加相關考試的考生
大快人心。

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已將相關涉案
順利錄取的考生12人資料，通報中油、中
鋼等國營事業和大型企業及警專清查，還
給其他考生公道。

廉政官不捨考生哭泣 破獲槍手代考集團弊案

（中央社）橋頭地院法官柯盛益被指開庭時批訴訟代理人 「把法院的話當成放屁囉」、 「你沒有嘴巴嗎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今天決議，將柯盛益移送監察院審查。

柯盛益為司法官訓練所第38期結業，曾因開庭態度不當，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處分休職1年。
柯盛益被指於去年9月間開庭審理某民事事件時，因前次庭期命原告訴訟代理人於兩週內提出書狀，並

將繕本寄送被告，但原告訴訟代理人未在法院定的期限內提出書狀，引起柯盛益不悅，柯就以 「那你們就是
把法院的話當成放屁囉」、 「這樣問一下會死人嗎？阿你沒有嘴巴嗎？」等言語辱罵這名訴訟代理人。

這名訴訟代理人於今年3月向司法院政風處檢舉柯盛益，司法院政風處函轉橋頭地院政風室調查。橋頭
地院自律委員會決議，建議司法院依法官法第51條第2項規定逕行移送監察院審查。

司法院人審會審議後，認為柯盛益開庭態度不佳，涉有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3條、第12條第1項及第2
項等規定，決議由司法院依法官法第51條第2項規定逕行移送監察院審查。

法官態度不佳 司法院送監察院審查

（中央社）苗栗縣議員鄭聚然、頭份市民代表
劉文照涉賄選，檢方等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審判
決，鄭聚然的當選無效之訴遭駁回，劉文照則被判
當選無效。台中高分院今天維持原判，全案定讞。

民國107年底選舉，鄭聚然、劉文照分別當選苗
栗縣議員及頭份市民代表。兩人遭檢舉於選舉期間
搭檔競選並涉嫌共同以現金買票，苗栗地檢署檢察
官及縣議員落選人李貴富、頭份市民代表落選人羅
文豐，分別對鄭、劉員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原告指控鄭聚然競選團隊的某不詳人士於前年9
月底，交付現金新台幣2萬8000元給林姓女子協助
買票央求支持鄭員；又於前年10月初，交付2萬元
給鍾姓男子，扣除部分對價，其餘金額作為替鄭員
買票所用，隨後劉文照帶著鍾男前往一名林姓友人
住處，以每票 500 元代價，交付 3500 元給林姓友人
賣票。

苗栗地院法官認為，參照鍾男與林姓友人說法

，劉文照先詢問林姓友人家中票數，再由鍾男交付
現金，賄款來源是劉文照所出，認定劉文照實際參
與交付賄賂買票行為，判決當選無效。

至於鄭聚然部分，原告無法舉證證明林女所收
受現金來源、所稱鄭聚然競選團隊的 「某不詳人士
」究竟為何人，無法認定確屬鄭聚然競選團隊的成
員，且鍾男所收現金為劉文照所出，劉文照也非鄭
聚然競選團隊成員，一審駁回告訴。

案件經上訴台中高分院，合議庭認為，鄭聚然
與林女並不認識，鄭聚然應無可能由不認識的人幫
忙賄選；鍾男的賄款來自劉文照，並非鄭聚然的競
選團隊成員；搭檔競選通常僅是一起掃街拜票、宣
傳造勢，劉文照雖有賄選行為，但不能因此認定鄭
聚然與劉文照有犯意聯絡。

台中高分院今天判決，駁回鄭聚然的當選無效
之訴，劉文照則判當選無效。全案定讞。

苗縣議員鄭聚然被提當選無效二審駁回定讞

（中央社）育有 1 歲半幼女的台灣女
子小C與新加坡同志伴侶美蘋，向戶政事
務所辦理婚姻登記遭拒而興訟，法院今天
開庭，律師主張同婚專法未顧及跨國同婚
，請求法官考慮裁定停審並聲請釋憲。

全案緣於，小 C、美蘋去年 10 月 8 日
赴台北巿信義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遭拒，
經台北巿政府駁回訴願後，向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今天開庭，小
C、美蘋帶著幼女在律師陪同下出庭，被
告信義戶政所及內政部（參與訴訟）則派
代表出庭。

美蘋表示，與小C交往13年，2018年
在澳洲結婚，組成家庭，另透過國外捐精
人工生殖方式，由小C生下女兒，因為自
己與女兒在法律上沒有關係，她希望能夠
在台灣結婚並收養女兒，為了婚姻與小孩
的保障，促使她今天願意站出來，為跨國
同婚做努力，還有幾百對跨國同志在等著
配套，讓他們在台灣可以結婚。

小C表示，她和美蘋在台灣都有工作
，也努力照顧孩子，但她如果發生什麼事
，孩子怎麼辦，可能無法託付給美蘋。

小C等人委任律師許秀雯表示，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6條規定，婚姻之成立
，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所以台灣人跟
新加坡人要結婚，台灣承認同婚、新加坡
不承認的狀況，解釋上就變成雙方無法在
台灣結婚，請求法官考慮本件裁定停審並
聲請釋憲，之前的同婚釋憲大法官已經作
成解釋，認為同性二人結婚是基本權利，
本件已涉國籍歧視以及性傾向歧視。

法官張瑜鳳指出，跨國同婚登記案，
不止她受理這一件，陸陸續續會進來法院
，可以理解戶政單位依法行政，本件涉及
法律適用，聲請釋憲通常一案須費時3 年
，可能立法修法配套較快有效益，後續合
議庭會評議有無聲請釋憲必要，也請小C
及美蘋好好生活及照顧孩子，她可以想見
他們在社會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壓力。

許秀雯庭外受訪表示，律師團希望以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8條排除第46條規
定，因為涉民法適用外國法，但適用結果
違反台灣公序良俗，可以排除外國法適用
，在狀紙裡援引許多實務上見解及外國相
關判決給法院參考。如果本案勝訴的話，
相信也會促成政府改革的腳步。

台星同志婚登記遭拒案 律師請求法官聲請釋憲

侯友宜出席瑞芳運動公園啟用典禮侯友宜出席瑞芳運動公園啟用典禮
新北市長侯友宜新北市長侯友宜（（前右前右））99日出席瑞芳運動公園啟用典禮日出席瑞芳運動公園啟用典禮，，與學生進行籃球遊戲與學生進行籃球遊戲，，相互擊掌鼓勵相互擊掌鼓勵。。

韓國瑜主持最後一次市政會議韓國瑜主持最後一次市政會議
罷韓過關後罷韓過關後，，高雄市長韓國瑜高雄市長韓國瑜（（後後））99日上午在市府四維行政中心主持任內最後日上午在市府四維行政中心主持任內最後

一次市政會議一次市政會議，，希望大家對高雄有什麼建言儘量提出希望大家對高雄有什麼建言儘量提出。。

立委為立委為TRFTRF受害者發聲受害者發聲
目標可贖回遠期合約目標可贖回遠期合約（（TRFTRF））爭議多年爭議多年，，時代力量立委陳椒華時代力量立委陳椒華（（右右））99日在立法院與日在立法院與TRFTRF受害聯盟受害聯盟

共同舉行記者會共同舉行記者會，，邀請相關單位交換意見邀請相關單位交換意見，，釐清爭議情況釐清爭議情況，，保護受害者權益保護受害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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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野外求生課程疫情期間需求增長

近日，澳大利亞悉尼北部郊區，報名野外求生課程的學員跟隨老師在森林裏學習生存技巧。據悉，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間，戶外求生課程的報名人數明顯增長。

瑞士藝術家打造無死角露天觀景房瑞士藝術家打造無死角露天觀景房
與山水融為壹體與山水融為壹體

瑞士瓦倫施塔特瑞士瓦倫施塔特，，
概 念 藝 術 家概 念 藝 術 家 FrankFrank 和和
Patrik RiklinPatrik Riklin打造了壹所打造了壹所
““露天露天””酒店酒店。。與其說與其說
是酒店是酒店，，不如說只是在不如說只是在
風景宜人的阿爾卑斯山風景宜人的阿爾卑斯山
上擺了壹張床和兩個床上擺了壹張床和兩個床
頭櫃頭櫃，，既沒有窗戶也沒既沒有窗戶也沒
有墻壁有墻壁。。

希臘辦駕車節希臘辦駕車節
民眾車上排排坐聽演唱會民眾車上排排坐聽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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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9最新疫情報告 德州醫院住院人數創下記錄
截止到週

三 上 午, 大 休
斯敦地區病毒
感 染 人 數
23029 人, 476
人 死 亡,8858
人痊癒.德州感
染 人 數 75616
人，1836 人死
亡。

隨著全美
復工潮啟動以
及大規模示威
人群的出現，
美國22州出現
確診人數大幅
上升的趨勢，
德州報告稱，
本週一隨著德
州州長第三階
段的複工令的
頒布，德州醫
院住院人數創
下記錄。

目前一共有1935人住院，打破五
月五日1888人的記錄。

大休斯頓地區的感染人員今天大
幅增長，提醒民眾做好防範，警惕第
二波確診人數的上升，做好社交距離
和避免聚會。

本週溫度繼續以高溫天氣為主，

最高溫度位於中午12點至下午3點，
100華氏度，並且空氣濕度較大，建議
早晚出行或鍛煉，避免中暑。

今年第一例西尼羅河病毒 West
Nile virus 在 Montgomery County 的蚊
子身上發現。

當地的滅蚊機構公佈了這一消息
，6月5日，該成員在當地蚊子身上發
現了今年第一起西尼羅河病毒

6月9日中午，被警察暴力執法致死的美國非裔
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葬禮在美國得克
薩斯州休斯敦市的讚美之泉教堂（Fountain of Praise
Church）舉行。

幾乎所有美國媒體都對這場備受關注的葬禮進
行了現場直播。弗洛伊德家人此前發表的聲明表示
，由於社交隔離準則，週二的活動僅限500人參加，
參與者也包括喬治•弗洛伊德的親友。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6月9日的現
場畫面顯示，每一位參加現場活動的人都佩戴了口

罩，僅是在發表演講的時候才摘下。且值得注意的
是，這場葬禮現場並不是完全被淚水和悲傷的氣氛
所籠罩，嘉賓們通過曲調歡快的歌唱、情緒激昂的
演講以及惟妙惟肖的弗洛伊德現場藝術畫像製作，
表達著自己的心情以及對弗洛伊德的追思。

葬禮剛剛開始，現場主持的一位牧師表示，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不是為了悲傷，而是為了一場
對生命的慶祝，以弗洛伊德生命的名義慶祝。這是
聯結的時刻。”此話引得台下陣陣掌聲。他也介紹
稱整場葬禮將以嘉賓演講和演唱穿插的形式組成。

弗洛伊德葬禮在休斯敦舉行
採用“嘉賓演講+演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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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时，在教皇的召唤下，一大

支基督教军队闯入了地中海东部的伊斯

兰世界，占领了两种信仰都奉为圣城的

耶路撒冷。在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

200多年间，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为争夺

圣地的统治权而争斗，双方都坚信他们

在为自己的神服务。

《战争的试炼：十字军东征史》

不仅描述了各次十字军东征的大量军事

细节，作者托马斯· 阿斯布里奇还从政

治、社会、宗教动机和人物入手，剖析

了这段超过两个世纪的冲突。尤其是，

他从基督徒和穆斯林双方的视角讲述这

段史诗般的斗争，这在至今所有的十字

军史著作中还是头一次。

1187年夏末，海外之地尚未从哈丁

的灾难中恢复元气，萨拉丁正迅速地肢

解法兰克巴勒斯坦，提尔大主教乔西乌

斯（ Archbishop Joscius of Tyre ）起航

前往西方。他将基督教世界惨败的消息

带给了身体虚弱的教皇乌尔班三世（Ur-

ban Ⅲ），后者很快因震惊与悲伤而去

世了。在随后的数周、数月中，噩耗传

遍了欧洲，激起了恐慌、痛苦和愤怒，

这引发了一场新的武装召唤，要求发动

历史上所谓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

运动。从强大的德意志皇帝腓特烈· 巴

巴罗萨到年轻、精明的法国国王腓力二

世· 奥古斯特（ PhilipⅡ Augustus ），

拉丁世界最具权势的人领取了十字。但

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中世纪最伟

大的勇士之一——脱颖而出，成为这项

基督教事业的捍卫者，挑战了萨拉丁对

圣地的统治。最重要的是，第三次十字

军东征演变为了两位“巨人”——国王

与苏丹、十字军战士与圣战者——之间

的博弈。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圣地之

战把这些英雄领入了一场史诗般的对决

：它考验着双方的极限，铸造了传奇，

也令梦想破灭。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布道

1187年，基督教世界在哈丁和耶路

撒冷蒙受的伤害促使拉丁西方采取行动

，并重新点燃了已熄灭数十年的十字军

狂热。在12世纪40年代末的第二次十字

军东征失败后，基督教欧洲对圣战的热

情急剧衰退。在那段时间里，一些人开

始质疑教廷与十字军运动的纯洁性。一

位德意志编年史家谴责第二次十字军东

征道：“由于西方教会的罪孽，上帝令

其遭受打击。的确出现了某些伪先知、

恶魔之子和敌基督的见证者，他们用空

洞的字眼诱惑基督徒。”甚至明谷的伯

尔纳（十字军运动的主要宣传家和狂热

拥护者）也无法提供多少安慰，他仅仅

评论说，法兰克人经历的挫败属于上帝

对人类无法揣摩的安排。基督徒的罪孽

也被用来作为神罚的一种解释，并且生

活在黎凡特的法兰克人在更多的时候被

推定为道德沦丧的罪人。

不出所料，1149年后，发动大规模

十字军远征的尝试都失败了。在努尔丁

和萨拉丁的领导下，近东穆斯林的力量

与团结得到了增强，而海外之地则面临

着一连串危机：安条克亲王雷蒙在伊奈

卜之战中阵亡、1164年在哈里姆失利、

麻风国王鲍德温丧失身体机能。自始至

终，黎凡特的法兰克人更加绝望和频繁

地向西方吁请援助，但尽管在一些小战

役中有少数人前来保卫圣地，大体上这

些呼吁都没有得到回应。

与此同时，西方君主们（如今对任

何重大的十字军冒险都至关重要）有自

己的王国需要维护和保卫，因此，人们

普遍认为，这才是他们的天职。考虑到

政治、战争、贸易、经济等因素，以及

需要在东方耗费数月甚至数年的前景，

十字军东征常常显得缺乏吸引力。消极

保守而非积极进取占据了上风。

由于拉丁欧洲主要政权间的敌对状

况加剧，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了。1152

年，德意志的权力转移到了霍亨斯陶芬

家族的腓特烈· 巴巴罗萨（“红胡子

”）手中，他是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东

征的老兵。腓特烈在3年后获得了皇帝

头衔，但花费了数十年时间试图制服自

己国内的敌对派系，并试图稳固对意大

利北部的控制，这始终伴随着与教皇国

和诺曼人的西西里的激烈冲突。在法国

，卡佩王朝保持着王权，但在领土统治

和政治掌控方面，路易七世国王和他的

儿子、继承人腓力二世· 奥古斯特（1180

年继位）的真正权威依旧受到严重制约

。安茹伯爵的崛起尤其让卡佩王朝遭受

了挑战。

1152年，在令人失望的第二次十字

军东征之后不过数年，路易七世的妻子

阿基坦的埃莉诺强烈要求解除他们的婚

姻关系二人已育有两个女儿，但没有子

嗣，埃莉诺嘲笑路易性冷淡，将他比作

修士。8周以后，她与更加朝气蓬勃的

安茹伯爵亨利结婚，后者较她年轻12岁

，并已将诺曼底公国收入囊中。到了

1154年，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是为亨

利二世国王，二人共同打造了一个崭新

、幅员广阔的安茹“帝国”，将英格兰

、诺曼底、安茹与阿基坦合并在了一起

。由于控制了现代法国的大部分地区，

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远胜法国国王，尽管

如此，由于其大陆领地，他们至少在名

义上还是卡佩君主的封臣。在这种情况

下，安茹家族与卡佩家族变得势同水火

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从12世纪中期至后

期，两大王朝之间越来越深的仇怨严重

限制了西方对圣地之战的参与。英格兰

的亨利二世身陷这场争斗之中，无意或

无法兑现自己多次承诺的要继续进行十

字军东征，他通常只能向海外之地提供

资金上的支持。

只有1187年的划时代事件打破了这

一僵局，促成了承诺的兑现。古老的纷

争并没有被遗忘实际上，安茹卡佩王朝

的不和对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进程产生

了深远影响。然而，来自近东的可怕消

息引起了极大的骚动：拉丁基督教世界

的统治者们不仅听到了战斗的号召；这

一次，他们兑现了诺言，真的参战了。

哀悼的理由

教皇乌尔班三世于1187年 10月 20

日去世后，格里高利八世（ Gregory

Ⅷ ）继承了他的职务，到了这个月底

，他发布了一份新的教皇通谕《闻讯战

栗》，号召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如

往常一样，它小心谨慎地为圣战正名。

哈丁的灾难被形容为“令整个基督教民

众肝肠寸断的原因”；据说，海外之地

遭受了“严重和可怕的天谴”；穆斯林

“异教徒”被描述成“渴望基督徒鲜血

并［亵渎］圣地的野蛮人”。通谕认定

，“任何神志正常的人若没有为此哭泣

”，那么他必然已失去了他的信仰和人

性。

两个新的主题被纳入了这篇看似

老套但激情澎湃的通谕。邪恶第一次

被人格化了。早先的战争号召将穆斯

林塑造为虐杀成性但面目模糊的对手

。如今，萨拉丁被专门指定为敌人，

并被与魔鬼相提并论。这一举动表明

了人们对伊斯兰教更加熟悉了，以及

苏丹的“罪行”造成了巨大冲击。

《闻讯战栗》还开始解释为何上帝会

让他的子民“为面对如此巨大的恐惧

而困惑”。答案是，拉丁人之所以

“被上帝之手重击”，是因为上帝要

惩戒他们的罪孽。生活在黎凡特的法

兰克人被认定为主要的罪人，他们在

埃德萨陷落后并没有痛改前非，但欧

洲的基督徒也有罪过。“我们所有人

都［应该］改过自新……用忏悔和虔

诚的修行面对我们的主，上帝，”通

谕宣称，“［只有］在这以后，才能

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敌人的背叛和恶

意。”与这种忏悔主题相吻合的是，

它鼓励十字军战士“不要为了金钱或

世俗的荣耀，而是遵从上帝的旨意”

入伍，衣着朴素地行军，勿携带“猎

犬和鹰隼”，准备苦修，而非“为了

空虚的浮华”。

《闻讯战栗》提到：“近来不幸降

临耶路撒冷和圣地”，然而可能是因为

萨拉丁征服圣城的确凿消息尚未抵达西

方，其中特别强调了真十字架（基督十

字架的圣髑）在哈丁被夺走。由此出发

，夺回这一受人尊崇的信仰标志成了十

字军东征的主要目标之一。

与早先的十字军通谕一样，1187年

公告的结尾部分详述了参与者在精神和

世俗层面的回报。他们将被赦免所有坦

白的罪孽，战死者则有望获得“永生”

。远征期间，他们将免于法律起诉及支

付债务利息，其财产和家庭将得到教会

的庇护。

战争的试炼：十字军东征史 上

23andMe 發現證據表明O型血似乎對COVID-19具有保護作用
【美南新聞記者泉

深報道】2020 年 6 月 8
日，來自23andMe 正在
進行的COVID-19遺傳
研究的初步數據似乎證
明一個人的血型（由
ABO 基因決定）在對
病毒感染的敏感性差異
中起著重要作用。

23andMe 是關於真
實的科學，真實的數據
和遺傳學的研究機構，
它可以幫助您更輕鬆地
對健康的了解和採取必
要的行動。

23andMe 研究了來
自超過 750,000 名志願
者的初步數據表明，與
所有其他血型相比，O
型血似乎對病毒具有保
護作用。 O型血的人是
ABO 四種血型中最多
的人群，中國O型血人
佔總人口的 47.7%，美
國O型血人佔總人口的
37.4%，世界上 O 型血
人佔總人口的 36.4 %。
O型血人口基數最高，
感染率也應該高，但
23andMe 的研究數據表
明 ， Covid-19 呈 陽 性
的O型血人數比其他血
型 的 人 數 感 染 率 低
9-18％。

在其它血型之間，
感染率似乎沒有明顯的
差異。

調整年齡、性別、
體重指數、種族和合並
症後，這些發現仍然成
立。

在暴露於病毒的那
些人中（醫療保健和其
它前線工作人員），
23andMe發現O型血具
有類似的保護作用。

為了更好地了解獲
得感染的風險，我們將
數據限制為極有可能暴

露的數據。其中包括專
業的衛生保健工作者，
與已知病例有密切聯繫
的人員以及基本工作者
。正如您在下面看到的
那樣，O型血顯示出與
上圖類似的模式，但是
正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
，分層中的病例比例更
高。
血型與初步遺傳相關性

盡管這項研究還處
於初期階段，但23and-
Me 對遺傳學的初步研
究似乎支持了這些發現
。比較報告稱對COV-
ID-19 測試呈陽性的志
願者與測試呈陰性的志
願者，他們的研究人員
發現了 ABO 基因的變
異與較低的風險相關
。 ABO 基因中的單核
苷酸多態性為 rs505922
，該位置的T與較低風
險相關。相關系數的 P
值 為 1.4e-8， OR =
0.88。

血型數據和初步的
遺傳發現似乎也支持至
少兩項最近發表的預印
本研究（一項是中國研
究人員的研究，另一項
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研究
人員的最新研究），他
們研究了 ABO 基因在
Covid -19 中的作用。
在中國的這項研究著眼
於易感性，而意大利和
西班牙的研究發現其與
血型和疾病嚴重程度有
關。

大量其它研究報道
， ABO 血 型 在 COV-
ID-19 的易感性和嚴重
性中均起著作用。從其
它研究中知道，ABO
血型可以通過充當微生
物、寄生蟲和病毒的受
體或共同受體在感染中

發揮直接作用。
23andMe 研究人員

想研究 Covid-19 感染
引起的血液凝固和心血
管疾病與血型之間的聯
繫，因此他們通過將每
種血型與其它血型進行
比較來估計對風險的預
測。由於差異很小，因
此需要非常大的樣本量
來探索各組之間的差異
。在23andMe的研究中
，該研究現已包括75萬
多人，他們調查了按血
液 類 型 自 我 報 告 的
COVID-19的累積發生
率，按血液類型住院的
情況以及已知的按血液
類型接觸後感染者的比
例。

那些屬於 A，B 和
AB 血型的人群之間沒
有統計學差異（下表 1
）。在調整了年齡、性
別、體重指數、種族、
種族和合並症之後，這
種關系成立。
尋找那些更有可能接觸
COVID-19的人

為了更好地了解獲
得感染的風險，他們將
數據限制為極有可能暴
露的數據，其中包括專
業的衛生保健工作者，
與已知病例有密切聯繫
的人員以及基本工作者
。正如您在下面看到的
那樣，O型血顯示出與
上圖類似的模式，但是
正如他們所期望的，
AB 型血病例的比例最
高。

在整個人群中，O
血型人群與其他人群相
比，測試陽性的可能性
低 9-18％。僅看暴露
個體時，血型為O的人
測試陽性的可能性要低
13-26％。

2323andMeandMe 研究的志願者按血型檢測研究的志願者按血型檢測COVID-COVID-1919陽性的百分比陽性的百分比

按血型分類的人群中有高暴露可能性的人群（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基本工
作人員以及與診斷病例有個人接觸的人群）報告COVID-19呈陽性測試

調整後的比值比調整後的比值比（（OROR））和和9595％的置信區間％的置信區間（（CICI））估計了與所有其他血型估計了與所有其他血型
相比相比，，OO型血對感染型血對感染（（病例對照病例對照））或住院風險的影響或住院風險的影響。。 OROR是一種統計數是一種統計數
據據，，用于量化度量和結果之間的關聯強度用于量化度量和結果之間的關聯強度，，而置信區間是可能包含真實未而置信區間是可能包含真實未
知值的一系列值知值的一系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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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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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示
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康養勝地 中國·石柱——·聖克拉拉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敬請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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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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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華人故事  (重播)

04:3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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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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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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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帶領民
主黨人在美國國會大廈訪客中心的地板上穿了由國會黑人核心小組分發的肯特布裙
，跪了8分46秒，是警察德里克•喬文（Derek Chauvin）的膝蓋跪在弗洛伊德的脖
子上的時間。 宣布擬議的“警務法”。國會黑人核心小組的主席眾議員卡倫•巴斯
（Karen Bass）為MSNBC辯護時選擇了服裝選擇。巴斯在新聞發布會上說：“肯特
布的意義在於我們的非洲遺產，對於那些沒有這種遺產的人們來說，它們是團結一
致的。” “這就是Kente布的意義。我們的起源和對我們過去的尊重。”

Ekeocha表示：“我確信他們會以某種標誌或與黑人團結或團結的方式擺在脖子
上。” “因此，換句話說，……他們脖子上有這種彩色的織物，作為某種舒適的象
徵，表明他們不是種族主義者，與黑人在一起。” 肯特佈在1960年代民權運動期
間流行後已經在美國廣泛使用，並且是黑人散居者的一部分。 當代的大學畢業生將
認識到週一國會議員和女性所穿的披肩與那些為了紀念自己的歷史而向她們致敬的
入學學生相似。 根據2012年的一項研究，許多教堂牧師還穿著Kente披肩，以此
“表明他們和（他們）祖先之間的精神聯繫”。

“我認為，看到老年人穿著傳統的非洲圖案，跪著八分四十六秒，喬治•弗洛伊德被殺的時
間段，是警察跪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的時間。”他解釋說。如果獲得通過，《警務法》將禁止諸
如導致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亡和禁止爆破手令之類的扼殺分子，就像布雷娜•泰勒

（Breonna Taylor）致命射擊之前所使用的那樣。據NBC新聞報導，該立法還將要求地方警察部門
向聯邦政府發送有關使用武力的數據，並製定一項撥款計劃，允許州檢察長建立一個獨立的程序
來調查不當行為或過度使用武力。 該法案還將使私刑變成聯邦仇恨罪。

民主黨人在美國國會大廈宣布擬議的“警務法”
《警務法》將禁止爆破手令之類的扼殺作法

民主黨人在美國國會大廈訪客中心的地板上穿了由國會黑民主黨人在美國國會大廈訪客中心的地板上穿了由國會黑
人核心小組分發的肯特布裙人核心小組分發的肯特布裙，，跪了跪了88分分4646秒秒，，當時警察德當時警察德
里克里克••喬文喬文（（Derek ChauvinDerek Chauvin））的膝蓋在喬治的膝蓋在喬治••弗洛伊德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George Floyd））脖子上的時間脖子上的時間。。

民主黨人在美國國會大廈宣布擬議的民主黨人在美國國會大廈宣布擬議的““警警
務法務法”” ,,《《警務法警務法》》將禁止爆破手令之類的將禁止爆破手令之類的
扼殺作法扼殺作法。。

休士頓市議會J區市議員愛德華·波拉德給休士頓警察局改革信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與休

士頓僑界關係緊密的休士頓市議會J
區市議員愛德華·波拉德（Edward
Pollard ) 針對近期黑人喬治·弗洛伊
德慘遭殺害事件，和安理會成員戴
維斯（Davis ),托馬斯（Thomas)，
，埃文斯·沙巴茲（Evans-Shabazz )
和 卡 斯 特 克 斯 塔 圖 姆 （Castex -
Tatum )共同寫了一封聯合信，表示
我們必須制定政策，在警察和社區
之間建立信任，從而提高透明度和

問責制。為了向休士頓特納市長提
出社區知情和數據驅動的建議，我
們共同同意邀請公眾參加即將於
2020年6月25日上午十時舉行的公
共安全和國土安全委員會會議，討
論合理的治安，以及獨立警察監督
委員會的效力。並希望在未來90天
內進行以下調查：
（一 ）對於社區：
·訪問查看在線儀表板平台的權限
，針對高級職員和其他與 HPD 相

關的重要數據進行投訴，並每天
進行更新，以提高透明度和問責
制。
·重組現有的獨立警察監督委員
會（IPOB ),並向休士頓人發送
公開電子郵件，報告 HPD 培訓
課程和完成率。
（二 ）對於休士頓警察局：
·HPD 總監必須應要求坐在公
共安全和國土安全委員會的面前
。
·採取“ 干預政策義務” ，以
防止在全國各地的執法機構中普
遍存在的濫用行為。

·在24小時內向市議會簡要介紹與
官員有關的槍擊和大規模逮捕事件
。
·根據家庭的要求發佈人體攝像機
鏡頭，並等待行政和調查工作的完
成。
·在涉及犯罪或可能的調查互動過
程中，制定和執行有關人體攝像機
的政策，並提出有關不使用的紀律
建議。
（三 ）對於特納市長：
·接受每個市議員的提名，提名市長
的警察改革工作隊。
·對於在社交媒體上張貼種族或文
化貶損言論的HPD附屬機構的任何
人，將採取自動紀律處分。
·發布行政命令，在城市組織和協
調的公眾抗議活動期間使 HPD 非
軍事化。
·要求將要調查的所有有關警察不
當行為的投訴都必須由報告方進行
公證。
·要求HPD 更新有關使用武力的一
般命令和其他相關政策，並予以公
佈。

僑胞卡無使用期限僑胞卡無使用期限
近日有僑胞詢問所持僑胞卡背面印有 「卡片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字樣，

擔心使用期限受限，僑務委員會已於前2年透過駐外館處及FB專頁周知各界，僑
胞卡得繼續使用，使用效期不受影響；倘有使用疑慮，可至駐外館處、文教中心
或僑務委員會(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3樓)補辦實體卡，或至僑胞卡特約商店網
站(http://ocacocc.net/cht/index.php)線上申辦僑胞卡虛擬卡。

圖為休士頓市議會圖為休士頓市議會 JJ 區市議員愛德區市議員愛德
華華··波拉德波拉德(Edward Pollard )(Edward Pollard )。。

多家銀行多家銀行、、商舖玻璃被砸商舖玻璃被砸，，中國城治安亮紅燈中國城治安亮紅燈
從周一凌晨至本報發稿止，休士

頓中國城多家銀行、商舖門口玻璃被
砸，歹徒未進入，只是憤而用巨石砸
破玻璃門，上週也有停車場整排汽車
玻璃被砸。上月 21 日還有歹徒在中
國城大通銀行行搶，雖該華裔男子迅
速入車內持槍反擊，還是給該歹徒逃
脫。附近的銀行聽聞槍響，也都暫停
營業。圖為中國城的大通銀行，被歹
徒打破大門玻璃的畫面。附近也有銀
行及商舖同遭巨石砸破大門玻璃，但
為了生意，拒絕記者刊登店名。中國
城治安亮紅燈，人人有責，應提醒眾
人提高警覺，眾志成城，而非息事寧人，裝聾作啞，一再給歹徒以可乘之機。

圖文：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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