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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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煲
來
飽
去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綜合報導）迪士尼宣布，計劃
7月17日重新開放加州的迪士尼樂園
和迪士尼冒險樂園，但將限制容量。

在迪士尼宣布這一決定後，美國
網友很快在請願網站Change.org上發
起了一項請願活動，呼籲該公司推遲
加州樂園的重新開放。

請願書中寫道：“很多人因為這
場大流行病而失去了親人，重新開放
樂園會使演員和遊客暴露於 COV-
ID-19病毒，危及他們的生命安全。
”

請願書還指出，人們現在越來越
擔心爆發第二波疫情的可能性。

自請願活動發起以來，已有近
9000 人在請願書上簽名。很多人還
在推特上發帖，對下月就重開迪士尼
樂園的風險表達擔憂之情。

一位網友稱：“迪斯尼樂園重新
開放的時間表看起來是有史以來最不
安全的事情。”

美多地疫情反彈美多地疫情反彈 萬人要求迪士尼推遲開放萬人要求迪士尼推遲開放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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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客超市

BAKERY
PRODUCE
MEAT MARKET
SEAFOOD
GROCERY

1525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面包店
蔬菜部
肉部

海鮮部
雜貨部

(832) 680-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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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位于休斯敦國際區百利大道和柯武街交叉
口之艾力夫社區中心已正式破土， 斥資六千萬
美元興建之多功能社區中心，將爲國際區帶來
更多彩多姿之文藝社區活動。

早在六年之前，經過多任市議員及社區領
袖之極力爭取，終于在年前通過了市政府之
2020 年度預算。

艾利夫社區中心位于國際區公園內，佔地
近百英畝，多年來就是區民們休息和體育活動
場地，但因年久失修，建築物及設備早已陳舊
不堪，早巳不敷使用，過去十年來，社區人士

透過議會表達了爭取重建之強烈意願，最終總
算得到市議會及市長之同意，中心才能在日前
動工興建。

這座美輪美奂之建築物，除了周邊之各種
體育設施外，還有室內圖書文化走廊，大小型
集會廳一應俱全。

我們正在籌備一座時代走廊，將把近五十
年來從世界各地來到美利堅共和國，視此如家
的奮鬥故事， 銘刻在紀念碑上 ，以記念他們對
國家之貢獻。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1212//20202020

Located at Bellaire Blvd. and Kirkwood Road,
ground has been broken for the new Alief
Community Center. This center will cost sixty
million dollars and has been the result of hard
work by many city council membe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After almost ten years, the
City of Houston has finally approved the project.

The old community center has been there for
decades. The outside pool and other sport
facilities are
already out of
date. We have so
many local
residents that still
want to enjoy the
Alief Park.

Today we are so
glad that this
state-of the-art
center will bring a
new look and
cultural education
to our community.
Local citizens will
have a new home
for their functions
and activities.

We have also

been talking to many community leaders about
building a historical wall where the story can be
told about how the newcomers came to this
beautiful land they now call home.

Even in this difficult pandemic time, we are so
very excited that this new center will bring much
joy to our people.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Alief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Alief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Breaks GroundBreaks Ground

休斯敦國際區艾力夫社區中心破土休斯敦國際區艾力夫社區中心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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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正式告知歐盟不會延長過渡期

（綜合報導）南韓《朝鮮日報》指出，北韓官媒 8
日報導稱，前一天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主持勞動黨政
治局會議，會上討論了 「提高人民生活」的相關問題。
而由於金正恩的胞妹、勞動黨第一副部長金與正的談話
，連日來北韓媒體充斥著有關 「脫北者」團體散發對朝
傳單的內容，但政治局會議上對此卻隻字未提。有分析
認為： 「是否金正恩與金與正已經明確分工，金正恩負
責勞動黨工作和民生經濟等內政，金與正專門負責對韓
和對外事務。」

4日，《勞動新聞》報導金與正當天發表談話，強烈
譴責南韓 「脫北者」團體散布反朝傳單，並強調韓方若
不採取相應措施，將面臨拆除開城工業園區、關閉朝韓
聯絡辦公室、解除《關於落實板門店宣言中軍事領域共
識的協議》等一系列後果。8日，金與正和黨中央副委員
長金英哲在對韓工作總結會議上強調，將 「對韓工作」
改為 「對敵工作」，並下達全面關閉朝韓之間所有通信
聯絡管道的指示。

北韓勞動黨統一戰線部發言人 5 日曾稱，金與正
「全權負責對韓事務」。3月，金與正發表譴責青瓦台的

談話時，也曾出現其 「參與對韓事務」的傳聞，但北韓
當局予以證實尚屬首次。

另有分析認為，金與正的工作範圍還包括對美事務
。這一分析的依據是3月，金與正曾發表談話稱： 「美
國總統致信金正恩表示有意支持北韓抗疫。」而她在4
日的談話中聲稱要拆除和關閉的開城工業園和韓朝共同
聯絡辦公室等，也與對朝制裁有關，可以認為是 「廣義
上的對美熱點問題」。

去年，金與正兩次陪同金正恩 「登頂白頭山」後，
政治地位出現了明顯的改變。曾任黨第一副部長的她在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再次被任命為黨第
一副部長，並透過今年4月的政治局會議，時隔一年恢
復了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分。對此有分析認為，金與正
有望從勞動黨宣傳煽動部榮升至勞動黨的核心部門——
組織指導部。

如果金與正確實隸屬於組織指導部，可以認為與金
正日在接班人時期擔任組織指導部部長，主導對韓工作
的情況相類似。

有分析認為，她在相當於青瓦台秘書室的 「金正恩
書記室」，全權負責協調黨和軍方的對韓政策。南韓安
全部門有關人士稱： 「過去北韓處理 『傳單』的組織是
軍方」， 「由此看來，金與正的對韓工作不區分黨和軍
方。」

朝鮮對韓、對美事務
金與正發言分量大增

（綜合報導）英國政府12日表示，已正式
告知歐盟，將不會尋求把脫歐過渡期延長至
2020年12月31日之後。

英國今年1月31日正式脫離歐盟，自此進
入脫歐過渡期，預計2020年底結束。英歐雙邊
貿易關係暫時維持現狀，並展開談判敲定未來

的雙邊貿易協定。
英國內閣辦公廳大臣戈夫（Michael Gove）

今天主持了與歐盟領導人的會談，正式聲明了
英國的立場。他推文表示： 「我正式確認，英
國不會延長過渡期，而且延長過渡期的時刻已
經過了。在2021年1月1日，我們將取回控制權

，重拾我國政經的獨立性。」
英國首相強森將在15日與歐盟執委會主席

馮德萊恩展開磋商，評估四輪貿易談判的進展
。稍早英歐結束了第四輪談判，但未取得重大
進展，雙方在漁業問題和其他事務上的意見仍
相距甚遠。

儘管英歐雙方在關鍵領域的談判陷入僵局
，倫敦仍堅持不需要更多時間，來確保雙方達
成自由貿易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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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刑事：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服務德州46年服務德州46年

281-889-1886(中文)
281-617-0921(ENG)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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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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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組織新總幹事
遴選程序正式啟動

綜合報導 世貿組織正式啟動新總幹事遴選程序。即日起至7月8日

，世貿組織成員可提名新總幹事人選。候選人將與世貿組織所有成員會

面，發表見解並回答提問。之後將展開多輪評估，直至確認壹名最終候

選人後，再進行最終表決。

8日，墨西哥宣布提名該國官員赫蘇斯· 塞亞德參選世貿組織新壹任

總幹事，成為首個提名新總幹事候選人的世貿組織成員。

根據世貿組織官網當天發布的個人簡歷，塞亞德曾擔任世貿組織副

總幹事以及世貿組織前身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副總幹事，曾在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任職。他是“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美墨加協定)

的墨方首席談判代表。

據報道，阿澤維多5月14日宣布，將於8月31日正式離任，提前壹

年結束任期。世貿組織總理事會主席、新西蘭駐世貿組織大使戴維· 沃

克5月20日向成員表示，自6月8日起，世貿組織各成員將有壹個月時

間，向總理事會提名各自的總幹事候選人。

按照規定，如果到8月31日無法確認新總幹事人選，總理事會須指

定壹名現任副總幹事擔任代理總幹事，直至任命新總幹事。

目前，世貿組織共有四名副總幹事在任，分別是來自尼日利亞的約

諾夫· 弗雷德裏克· 阿加、德國的卡爾· 布勞納、美國的艾倫· 沃爾夫和中

國的易小準。

加拿大官方承諾變革警察系統
將加快配備執法記錄儀

綜合報導 隨著警方不當乃至暴力執

法行為受到輿論越來越多批評，加拿大

政府承諾，警察系統需要變革。其中力

圖盡快推行的壹項措施，是讓警察配備

記錄執法過程的可穿戴攝像設備。

加拿大總理賈斯廷· 特魯多當地時間

8日對媒體表態，認為警察應佩戴記錄執

法過程的攝像設備。他表示，這將是提

高透明度的重要壹步。

特魯多說，已與內閣、皇家騎警討

論此事，須共同努力，加快皇家騎警內

部的變革。他表示，本周將與各省和地

區商議配備執法記錄儀之事，以盡快推

進。當局也將關註改進原住民社區警務

工作的事宜。

美國非裔男子喬治· 弗洛伊德遭白人

警察“跪殺”引發的抗議浪潮近日也波

及加拿大各城市。抗議民眾在聲討種族

主義和歧視的同時，也批評警察的不當

執法等行為。

近期加拿大媒體和社交網絡平臺曝

光多起黑人或原住民涉嫌遭遇警方不公

平對待的事件。譬如，在阿爾伯塔省，

壹名原住民酋長稱自己因車牌過期而遭

到警察毆打；在努納武特，壹原住民男

子遭皇家騎警駕車撞倒後拘捕；在新不

倫瑞克省，壹原住

民女子被登門調查

的警員開槍射殺；

在魁北克省拉瓦爾

，壹名黑人男子遭

查案警員揪住頭發

拽出汽車並毆打；

在多倫多，壹名居

住在高層公寓的黑

人女子在警員入室

調查時莫名墜樓身

亡。

特魯多表示，

在反對種族主義和

無意識的偏見的同時，加拿大的現實情

況是，很多人並未受到警察保護，反而

害怕他們。他再次承諾努力修正長期以

來存在的不公正、排斥和暴力行為。

加拿大皇家騎警8日晚表示，將為

警員逐步配備執法記錄攝像儀。

多倫多市長莊德利(John Tory)當天

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預計該市警察最

早今年夏天開始配備執法記錄儀。

加拿大各地警察普遍沒有配備執法

記錄儀。卡爾加裏是個例外，該市大約

1100名前線警員從去年8月開始佩戴執

法記錄儀。加媒的報道認為，不菲的成

本是推行執法記錄儀的主要障礙。

另外，多倫多警察總長馬克· 桑德

斯(Mark Saunders)在 8日宣布將於7月底

結束任期。已在警隊工作37年、原計

劃明年卸任的他解釋稱，希望有更多

時間陪伴家人。牙買加裔的桑德斯是

多倫多首位黑人警察總長。6月 5日，

多倫多出現反種族主義示威遊行時，

桑德斯等警隊高層在街頭與遊行人士

壹起單膝跪地，表達支持，此舉引發

媒體普遍關註。

疫情過後想放暑假？
法教育部為學生推出“學習假期”

綜合報導 法國教育部宣布今夏推出“學習假期”，撥款2億歐元，

為100萬學生補回防疫隔離期間缺席的課程。

法國教育部長布朗蓋說：“我們將在4個行動項目中撥款2億歐

元，讓100萬學生和青少年度過壹個開心和可以學習的假期，低收入家

庭的小孩優先，並且項目完全免費。”

法國青年事務國務秘書阿塔爾(Gabriel Attal)在同壹篇采訪文

章中說，政府希望資助“25 萬個小孩到各地‘學習’夏令營度

假”，其中 20 萬個保留給“來自城市‘優先街區’(貧困街區)

的小孩”。

教育部指出，這些夏令營針為3歲至 17歲的小孩而設。阿塔爾

說，在小學生的假日“學習”托兒中心，也將設立“教學遊戲”

等節目，為“失學”的小孩“重新動員學習”，這些中心可接待

30萬人。

布朗蓋說，今夏也將召請大約5000名 17歲以下的青少年，“在

鄉村或沿海地帶”參加“戶外學校”，“體驗大自然和認識地方文化遺

產”。

另外，夏季期間在法國城市和鄉村地區將開放2500所學校，自小學

至高中，以便向40萬學生提供支持學業的活動。

法國總統馬克龍5月初在隔離期間，曾呼籲“重新發掘思路”，為

不能去度假的小孩，例如因新冠病毒疫情不能返回其原籍國的移民家庭

的小孩，提供“壹個不同的夏季”。

報道稱，法國政府與願意參與的大區議會合作，預定向25萬個低收

入家庭每家發放300歐元的度假券。

巴黎聖母院腳手架拆除工程正式展開
綜合報導 巴黎聖母院腳

手架拆除工程當地時間 8 日

正式展開。作為巴黎聖母院

修復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項工程預計將持續至少3個

月時間。

巴黎聖母院腳手架拆除工

程被認為是壹項艱巨任務，拆

除過程中腳手架的零部件可能

掉落並損壞聖母院的墻壁。同

時，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罷

工、天氣等原因，該工程已經

延遲了近6個月，導致整個修

復工期也變得緊張。

記者當天在現場看到，工

人小心翼翼地靠近位於原來的

巴黎聖母院塔尖位置四周的金

屬腳手架並進行相關作業，起

重機不斷從聖母院頂部吊裝物

品。有很多民眾在巴黎聖母院

附近圍觀。

按照官方通報，有兩組工

人團隊共10人將輪番作業。為

了保證工人作業安全，現場安

裝了防護網。記者看到至少6

名工人同時在現場作業。

2019 年 4 月 15 日巴黎聖

母院遭遇大火，當時聖母院

正進行維修，已經在塔尖四

周安裝了重達200噸、由4萬

個零部件構成的腳手架。大

火燒毀了聖母院的塔尖和大

部分屋頂，腳手架也被燒焦

，嚴重變形。

經過評估，官方確定腳手

架必須拆除，這是由於腳手架

有坍塌的危險，嚴重威脅聖母

院的安全，同時只有拆除腳手

架，專家才能進壹步評估聖母

院的建築結構受損情況。巴黎

聖母院基金會方面表示，腳手

架拆除工程需要“非常復雜而

精細的操作”，專家已經為此

準備了很長時間。除了有起重

機在現場作業，還安裝了兩臺

臨時升降機。

腳手架拆除之後，更耐

用的臨時屋頂將會搭建起來

，不過有官員表示有關工作

可能要延期至 2021 年。巴黎

聖母院修復工程挑戰重重，

在清除鉛汙染及應對疫情的

管制措施放寬之後，巴黎聖

母院前廣場於 5月 31 日才恢

復開放。

法國總統馬克龍承諾在五

年內重建巴黎聖母院。法國教

會方面希望巴黎聖母院能夠在

2024年巴黎奧運會舉辦時向民

眾重新開放。

造假冒領失業金？
法國勞工部將核查“部分失業”情況

綜合報導 法國勞工部長

佩尼戈宣布，9日將與勞資雙

方討論停止“部分失業”措

施的問題，同時將對冒領部

分失業金的情況進行核查，

並對涉事者進行懲處。

佩尼戈宣布，“4月底，(

法國)全國有 860萬員工部分

失業。夏季結束以前，將對

采取部分失業措施的5萬多家

企業進行核查。”

他說，“如果在部分失業

措施上舞弊造假，這是非法工

作的行為，因此將受到嚴重的

行政、財務及刑事懲罰。如果

確實有舞弊，將施以懲罰。”

她提到某些行業“引起

舞弊的因素略微多壹點”。

有些公司“員工完全在家工

作，卻申報部分失業”。她

對這樣的企業老板說，“妳

們還有時間申報錯誤。現在

恢復理性還來得急，否則幾

周之後將會面臨懲罰。”

報道稱，佩尼戈9日將與

法國工會和雇主協會領導人

舉行工作會議，討論法國和

歐洲的就業形勢。本周整整

壹周時間，勞工部負責人和

每家工會的代表也將舉行雙

邊會議，討論停止部分失業

措施的問題。

佩尼戈說，“部分失業

措施勢必要轉變。我們將

設立員工長期部分工作的

措施，員工不再是全月處

於部分失業的情況，而是

能夠減少工作時數，由國

家對減少的工作報酬提供

部分補償。”

她說，“這樣員工將可

保存自己的就業崗位。這將

在企業內部協商解決。這個

機制應持續壹年或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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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周四簽署行政
命令，授權制裁國際刑事法庭（ICC）人員，
並限制他們的簽證。而這是川普政府強勢施壓
，要他們別再調查美軍與情報官員可能涉嫌虐
囚等戰爭罪的最新嘗試。

據CNN新聞網11日報導，國際刑事法庭
說，這是一連串對它空前攻擊的最新行動。它
指出，這升高了干預法治，還有司法程序的嘗
試，令人無法接受。

在川普的新行政命令下，任何未經美國同

意，便直接參與國際刑事法庭調查、逮捕，羈
押，或起訴任何美國人員，還有未經美方許許
可，便對美國盟友採取同樣行動的人，都可能
會受到美方包括凍結在美資產，以及禁止家屬
入境等的經濟與旅遊制裁。

事實上，就在幾個月前，國際刑事法庭才
授權，調查美國和阿富汗部隊在阿富汗涉嫌犯
下的戰爭罪行，還有塔利班（Taliban）涉嫌大
規模殺害平民的違反人道罪。

此外，國際刑事法庭首席檢察官班索達

（Fatou Bensouda）力促調查以色列涉嫌對巴
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已表示，華府對此 「嚴重關
切」。

由於川普點頭，容許美方制裁國際刑事法
庭官員，已引發國際官員和人權組織的關切。
事實上，川普政府官員早就不甩國際刑事法庭
，直指美國並非它的當事方，並已採取行動，
阻止相關調查。例如，去年美國就取消了班索
達的入境簽證。

白 宮 新 聞 秘 書 麥 肯 雅 妮 （Kayleigh
McEnany）在聲明中說，國際刑事法庭的行動
是對美國人民權利的攻擊，並有侵犯美方國家
主權之虞。她指出，猶如總統行政命令中所明
言的，美國將繼續運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來保
護公民和盟友，以免受國際刑事法庭不公正的
起訴。

（綜合報導）美國解封後，新冠肺炎確診人數隨經濟重啟
和反種族主義抗爭四起而持續攀升，12日確診更跨越2百萬大
關。德州和亞歷桑那等州情況嚴重，休士頓當局坦言，當地已
處於災難邊緣。亞歷桑那解封不滿1個月，病例暴增近一倍。
就連堅持重開經濟的川普總統也不敢大意，下周造勢大會要求
入場者簽署免責聲明，意即若因參加而染疫，也不可控告川普
和主辦單位。

估9月死亡人數將達20萬
川普19日將在奧克拉荷馬州土沙市，舉行3個月以來首場

連任大會。由於川氏造勢場子通常可吸引數萬人潮，公衛專家
憂心，大型群聚恐觸發另一波大流行。

川普陣營在競選官網的免費入場券網頁上，附帶免責書，

也就是說，領到門票者，即使染上新冠肺炎，也不可控告川普
，大會地點BOK中心或相關單位與工作人員。

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數據，美國12日累計確診已逾202萬
，死亡逼近11萬4千例。專家指出，第二波疫情將捲土重來，
期望病例大幅下降只是一廂情願，預估9月全美死亡人數將達
20萬。

衛生部醫務總監亞當斯12日向上街抗議的民眾喊話，表示
他理解大家的憤怒與挫折，但希望他們示威時做好安全防護，
「試著與他人保持6呎，臉上要有遮蔽物，勤洗手。」

亞歷桑那州暴增1500確診
在亞歷桑那州，解封加上示威，11日暴增近1500確診，該

州民主黨議員致函共和黨籍的州長杜西，痛批解封時未正告民

眾疫情再起，以及衛生緊急風險升高的嚴重性。杜西則表示，
他的重點在醫院治療能量，而非延緩病毒蔓延，因為確診升高
，勢必導致需要入院的重症患者增加。

亞歷桑那是美國解封後，確診攀升最快的區域，解封前平
均每天不到4百例，解封不到1個月確診以每日上千例扶搖直
上。德州情況同樣嚴峻，全美第4大城休士頓官員指出，疫情
已 「瀕臨災難」，他們考慮重新執行居家令。在第一波疫情爆
發後，德州是主張解封最力的區域之一。但另一方面，包括田
納西州的納許維爾，以及奧勒岡州，則因確診數再起，已決定
延後解封時間表。

破2百萬人中鏢 美多州瀕災難

（綜合報導）美國媒體今天（12日）披露，美國總統川普
的政府面對疫情衝擊經濟，正在考慮多項可能措施，如暫停核
發數種就業類移民簽證，包括炙手可熱的H-1B高技術工作簽
證。報導指，這項提案也可能適用於H-2B短期季節性勞工簽
證及L-1公司內部調派簽證等。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根據熟
悉情況的官員表示，依據提案，川普政府暫停核發簽證措施可
能延續至10月1日開始的新財政年度。許多新簽證一般都是新
財年伊始核發。

如此一來，在當局解除暫停核發措施之前，任何H-1B簽

證的新持有人都可能被禁止赴美工作。但已在美國境內的簽證
持有人不太可能受影響。

上述提案是川普考慮在幾週內公布的行政措施中，對合法
移民設下的一系列限制之一。川普政府主張因為2019冠狀病毒
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大流行，必須限制移民，來防
止染病人士入境美國，同時確保美國人能在經濟復甦之際優先
取得工作。

政府官員表示，川普還沒正式同意這項計畫，且計畫可能
隨高階顧問持續討論而變動。

白宮發言人吉德里（Hogan Gidley）透過聲明表示： 「政

府正在評估職業專家構想的多種選項，以保護美國勞工與待業
人士，特別是弱勢、就業不足的公民。但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形
式的決定。」

除了H-1B簽證，這項簽證暫停提案也可能適用於H-2B
短期季節性勞工簽證、J-1營隊輔導員和互惠生（au pair）等短
期勞工簽證、L-1公司內部調派簽證等。

川普政府也計劃讓部分行業豁免限制，例如直接參與治療
2019冠狀病毒疾病患者的醫護人員，以及對食品供應鏈至關重
要的勞工。

疫情衝擊經濟 傳美政府考慮暫停核發H-1B等簽證

（綜合報導）全美反種族歧視示威持續多日，其中西雅圖
巿的國會山區域在爆發多日警民衝突後，示威者宣布成立 「自
治區」，警方也於周一（6/8）全面撤離。總統川普對此不滿
，指責該區域遭 「民主黨恐怖份子」佔領，揚言要 「收回」，
西雅圖巿長則嚴詞要求川普不要介入當地事務， 「回你的碉堡
去」。

《華盛頓郵報》 報導，西雅圖巿警局東區分局外的國會山
區域，先前經歷多日警民暴力衝突後，示威者已劃地自稱為
「國會山自治區」（Capitol Hill Autonomous Zone，CHAZ）

，在自治區內免費共享食物，夜晚會放映紀錄片。
巿府周一已將這幾個街區圍起來，移除拒馬，也撤除警力

。
對部分示威者而言，這是終結種族不正義的第一步。自治

區佔領者列出的訴求包括解散警察部門、禁止動用武裝部隊、
要求警察撤出學校、關閉少年監獄、向警察暴力受害者作出賠
償等。

在多名保守派知名人士對 「示威者自治區」一事表示震驚
後，川普周三、周四接連在推特砲轟，未引述證據就指責 「民
主黨恐怖份子」已佔領西雅圖。川普也指責西雅圖巿長德肯與
華盛頓州州長英斯利（Jay Inslee）是 「激進左派」，被示威者
「辱罵與玩弄」。

川普要求 「現在就把你們的城巿奪回來。如果你們不做，

我會做，這不是遊戲，醜陋的無政府主義者必須立刻被阻止。
動作快點！」川普還將阻止（stop）錯拼成stoop。

德肯與英斯利先後推文反擊川普的威脅。德肯推文嘲弄川
普： 「為了讓大家都安全，回你的碉堡去吧。」推文嘲諷的是
，先前報導指川普在反種族歧視示威者逼近白宮時，由隨扈陪
同躲進白宮地下碉堡。

英斯利則要求川普離華盛頓州遠一點， 「一個完全沒有治
理能力的人，應該別插手華盛頓州的事。」他要川普 「停止推
文」，故意將Stop拼成stoop。英斯利表示，示威者自治區大致
平靜，他希望能找到和平的解決方案。

川普授權制裁國際刑事法庭官員川普授權制裁國際刑事法庭官員 美虐囚又怎樣美虐囚又怎樣

川普揚言奪回西雅圖示威者 「自治區」 巿長稱示威和平要川普 「回碉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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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重

創泰國旅遊業。為防控疫情，

泰國政府實行全國封鎖，禁

止旅行，各地包括以往熙熙

攘攘的熱門旅遊勝地均難見

遊客蹤影。失去收入的酒店業

者無法維持經營，紛紛拋售轉

讓酒店。

以旅遊業為支柱的普吉島

，僅芭東海灘地區近期就有50

多家酒店通過房產中介或相關

平臺掛牌出售或轉讓，包括3星

級至6星級酒店。壹些酒店經營

者稱，近幾個月受新冠肺炎疫

情及封城措施影響，酒店沒有

遊客入住，已經難以為繼。

普吉島現有3000多家各等

級酒店約12萬間客房。過去，

該地壹直以旖旎的海島風光吸

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泰國

疫情暴發特別是3月底當地實行

“封島”之後，以往遍地遊客

的普吉島顯得冷冷清清，旅遊

業陷入困境。

有當地房產中介表示，近

期還會有更多的酒店出售，因

為業內認為新冠肺炎疫情結束

後，其後遺癥可能還將延續數

年，因此不少酒店業者萌生

“退意”。而許多已經掛牌出

讓的酒店也是問津者寥寥，價

格被買方壓得很低。

蘇梅島的情形基本類似，

島上酒店因“封島”被迫暫停

營業，斷了收入，目前已有近

百家酒店的經營者掛牌出售酒

店。

該島旅遊促進協會相關負

責人表示，蘇梅島的酒店從去

年開始經營狀況就不太理想。

今年疫情發生後，許多酒店停

業了3個月，停業期間還需支付

員工工資及各項費用。重壓之

下，酒店經營者紛紛出售酒店

維持生計。

在泰國首都曼谷及鄰近城

市芭堤雅，也有不少酒店因長

時間沒有收入而不堪重負，業

者尋求盡早脫手。

泰國旅遊部門表示，今年

前 4個月來泰外國遊客累計約

670萬人次，同比減少52%。由

於實施緊急狀態法及外國航班

入境禁令，4月份抵泰外籍遊客

為零。而泰國的緊急狀態法和

“禁飛令”實施時間已延長至6

月底。

為重振旅遊業，泰國旅遊

部門正與疫情已得到較好控制

的國家協商共推“旅行泡泡”

計劃，即雙方互相開放國際旅

行，且不必隔離14天。泰國旅

遊和體育部部長披帕日前表示

，預計該計劃將在今年下半年

實施。

與此同時，泰國計劃推出

國內旅遊刺激政策，向400萬18

歲以上的國內民眾發放3000泰

銖現金或禮券用於國內旅遊，

另外向120萬名在壹線抗擊疫情

的醫護人員提供免費旅遊。泰

國國家旅遊局局長育塔薩稱，

該方案即將提交內閣討論，預

計在7月至10月份實施。

泰國壹些研究機構認為，

隨著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政府

采取重振旅遊業措施以及國際

遊客重返泰國，泰國酒店業的

經營狀況預計從三季度開始將

有所起色，第四季度逐漸恢復

。不過，如果全球疫情繼續蔓

延影響國際旅行，將有更多的

泰國酒店因面臨財務問題而被

迫拋售。

馬來西亞行動限制令再“松綁” 冀8月底恢復正常生活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7日

宣布，馬來西亞將從本月10日到8月31

日實施“復蘇期的行動限制令”，進壹

步放寬對經濟、社會生活的限制，逐步

開放絕大多數經濟、社會領域活動。他

並希望新的防控措施能得到社會各界配

合，從而令馬來西亞能在8月31日後實

現經濟、社會生活全面正常化。

針對馬來西亞社會普遍關心的熱

點，穆希丁當日表示，在進壹步放寬的

行動限制令下，馬來西亞學校將逐步復

課；國內旅遊業將“重啟”，民眾將被

允許在國內跨州旅行，但仍不允許出國

旅行；逐步恢復大部分社交、休閑、宗

教、經濟活動。此外，馬官方也宣布，

頗受關註的理發業也將從本月10日起恢

復運營。

但他強調，大型宗教集會、大型宴

會等多人聚集活動依然受到限制；酒吧

、卡拉OK等娛樂場所也仍維持暫停營

業；籃球、足球等身體接觸運動亦被禁

止。

他表示，馬來西亞政府將在中央和

地方都組建相關委員會，從強化公共衛

生、加強相關法律制定和執行、加強邊

境管制、開放經濟領域、培養民眾新的

習慣、加強社區責任、照顧高風險群體

等七個方面來落實相關防控策略。

馬來西亞是在疫情暴發後，於3月

18日開始實施行動限制令，禁止大部分

社會、經濟活動；5月4日，政府又將行

動限制令放寬為有條件行動限制令，恢

復部分社會、經濟活動。

在按下“暫停鍵”近3個月後，馬

來西亞決定逐步全面“重啟”社會、經

濟生活，壹方面是政府認為疫情已基本

得到控制，壹方面也是經濟和民生壓力

所致。

近來，馬來西亞每日新增確診病例

雖然有所起伏，但馬官方認為，大部分

新增病例來自入境病例和被留置於移民

局拘留中心的非法移民、無證件外籍勞

工，本地社區感染病例壹直維持在較低

的水平，個位數增長成為常態。穆希丁

當日表示，根據衛生部數據，馬來西亞

民眾感染率正在下降並得到控制。“馬

來西亞已成功遏制疫情，並進入復蘇階

段。”

馬來西亞近日陸續公布的經濟數據

則顯示，今年以來，馬來西亞經濟增長

率、就業率和對外貿易都出現不同程度

下滑，很多數據創下十年或二十年來新

低。馬來西亞多個商會組織、企業團體

都已呼籲政府盡快放松管控，協助企業

和民生紓困。

穆希丁在講話中也警告，如果新舉

措實施期間確診病例大幅回升，政府將

有可能恢復更嚴厲的控制措施；“若壹

切情況良好，8月31日以後，馬來西亞

將進入正常化階段”

疫情下遊客無蹤影
泰國多地現酒店拋售潮泰國多地現酒店拋售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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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構檢測收費
化驗機構 收費

養和醫院 2,000元（包括醫生診症一次、
深喉唾液測試、測試報告）

仁安醫院 3,500元（另加330元至1,300
元醫生費），長者可以用醫療
券

港怡醫院 1,600元起（未包括醫生診症費
及樣本收集費用）

荃灣港安 深喉唾液測試：1,500元；鼻咽
拭子測試：1,970元；鼻咽拭子
快速測試2,270元（所有測試
均未包括醫生診症費）

香港港安醫院 深喉唾液測試/鼻咽拭子測試：
1,500元至 2,000元； 鼻咽拭
子快速測試：1,800元至2,000

元（所有測試均未包括醫生診
症費）

栢立醫學化驗所 1,500元
有限公司

香港分子 只接受醫診機構提交
病理檢驗中心 樣本，檢測者需付費
有限公司 用，視乎個別醫生收費而有所

不同

基因檢測公司 985元
Prenetics

注：上表所列價格為現行收費，未知健康碼推出
後會否有變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資料來源：各化驗機構網頁資料及

電話查詢

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何佩珊

初期可申請：內地設廠港商
跨境貨車司機 醫療服務需要者

隨着粵港澳三地的新冠肺炎疫情漸見穩定，三地政府正積極研究恢復經貿往來。據了解，香港特區政府最快於周內推出“港版健康碼”制度，讓通過新冠病毒檢測的入境者豁免接受 14天的檢疫。據悉，健康碼設有配額，有效期7天，推出初期可能

只會容許在內地設廠的港商、跨境貨車司機，及有醫療服務等有需要者申請，一般旅客及跨境家庭暫時未能受惠。香港八間私營化驗所將負責檢測的工作，政府 11
日與化驗所代表開會，討論計劃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粵港澳三地將互認“健康碼”，持
有效新冠病毒檢測報告者往來三地時毋
須再進行強制檢疫，身兼香港政府抗疫
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成員的香港大學醫
學院院長梁卓偉，及醫學會傳染病顧問

委員會主席梁子超等多名專家同意，須恢復與其他地方
的交通往來，但認為現有的檢測方式有局限性，故健康
碼應只適用於傳播風險低的地區，及必須設有配額。

梁卓偉表示，防疫措施需要張弛有道，如果一個地
區能提出可信數據證明當地新冠肺炎第一波疫情已過

去，且控疫有成效，病毒傳播風險非常低的話，可以考
慮在旅遊方面設立互認檢疫安排，但有關安排亦需要有
配額，及在風險增加時應該停止接受檢疫申請。

梁子超接受電台訪問時，亦認同推出健康碼讓市民
免檢疫往返三地的安排。他說，粵港澳的疫情風險現時
較低，恢復經貿、民生往來活動是正確方向，但同時提
醒新冠病毒的潛伏期長，加上潛伏期初段傳染性高，單
靠檢測結果未必可以有效排除病毒傳播，故有關做法應
只適用於來自低風險地區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專家：支持粵港澳恢復來往
�
�/

居深港人嘆檢測貴
港商讚利處理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有

不少人因工作等關係要往返香港及內地，
而香港特區政府將公布推出“港版健康
碼”，但暫只有部分人可獲豁免檢疫，香
港文匯報訪問了包括港商、在內地居住的
港人和跨境學童家長。有港商歡迎出台新
措施，表示方便北上處理業務，但有居於
深圳的港人暫未受惠，更認為就算有資格
申請，也因檢測費用高昂，難以負擔，倘
沒有港府足夠資助，現階段也不打算返回
深圳。

在深圳開設加工廠的美味棧董事總經
理佘瓊峰表示：“等這個健康碼等了好
久”，他指出很多內地公務都無法以視訊
處理，譬如銀行操作、牌照續牌等，都要
他親身到內地實名認證：“封關封了幾個
月，好多牌都過了期，其他公司事務，我
還可以派員工回內地處理，他們可能隔離
14天、28天，但我是老闆，還要處理香港
這邊的事務，沒可能隔離28天。”

他續說，得悉很多廠商都會在實施健
康碼後第一時間回內地，故擔心香港檢測
機構有否足夠能力處理眾多檢測。事實
上，在內地設廠港商早前可向想過工業貿
易署申請豁免檢疫，署方截至6月5日共接
到8,160宗申請，暫批出約4,990宗，涉及
約8,800人，反映極多廠商要到內地。

至於檢測費用或高達二三千元
（港元，下同），佘先生直言“貴貴都要
給”，但笑言“最多給一次”，因之後可

以在深圳檢測機構進行檢測：“那個認證
可以用7天，那只要我在7天內再到深圳
做多次檢測就得，深圳一次兩三百蚊
（元），加車費都比香港便宜七八成。”

7天兩三千元 失業港人：付不起
不過，在香港工作但與女友在深圳同

居的港人朱先生，則暫時未受惠此措施。
他過往每天“兩邊走”，惟遇上疫情，這
幾個月都無法回深圳與女友見面。對“港
版健康碼”未有涵蓋居於內地的港人，他
直言未感失望，並指檢測費用太高昂，即
使在涵蓋範圍也不會檢測：“我失業了三
個月，7 天要給兩三千元？真的付不
起。”朱先生現已覓得一份廚師工作，在
重慶大廈租房月租只要2,700元，故會待
香港與內地開關後才返深圳，以解其相思
之苦。

跨境童家長：負擔好大
跨境學童家長尹女士的兒子就讀中

三，本月中復課，由於是港人身份，未知
在內地檢測中心的檢測費用為何：“內地
人就150幾元，但不知會不會貴一些，7天
要驗一次，一個月要四五次；還有他跨境
上學，又說要專門校巴接送，要 1,900
元，加起來每個月多了兩三千元，負擔好
大。”她希望特區政府可全數資助相關費
用。尹女士以往也間中到港出席家長會
等，但暫亦未能受惠於健康碼措施。

“港版健康碼”
最快周內推出

■浙江杭州一地鐵站進站口早已經豎立健康碼。

資料圖片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日前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港版健康碼”

的設計已經大致完成，技術問題亦已解決。中
央廣播電視總台11日報道，“港版健康碼”最
快可以在周內推出，並與廣東及澳門的健康碼
互通，港人在獲得衞生署認可的私營化驗所完
成病毒檢測後，可以在網上取得自己的“港版
健康碼”，之後只需填寫一份電子表格，並取
得驗證後就能取得廣東及澳門的健康碼，穿梭
三地時就能豁免14天強制檢疫。

有效期僅7天 超過需再檢測
不過，健康碼的有效期只有7天，一旦在

內地或澳門逗留的時間超過7天，相關人士返
港時或需要再次進行檢測，以取得新的健康
碼，返港時才可以豁免檢疫。

消息指，衞生署11日曾與獲認可的八間私
營化驗機構代表開會，介紹健康碼電子平台的
具體資料，如上載測試結果到指定平台的技術
操作等，相關部門之後會憑相關資料確定申請
人能否豁免14天強制檢疫。

除將化驗結果上載到電子平台外，化驗機
構亦要為檢測者提供列明檢測結果的紙本證

明，讓他們帶同過關作核實，特區政府將向化
驗機構提供證明的範本。

持有效健康碼者日後進出粵港澳三地
時，可免卻14天檢疫要求，但消息指，三地
健康碼互認屬粵港澳聯防聯控抗疫機制，涉
及多個不同部門，政府傾向設立使用健康碼
的配額，“港版健康碼”推出初期可能只會
容許在內地設廠的港商、跨境貨車司機，及
有醫療服務等有需要者申請，一般旅客及
兩地家庭或暫時未能受惠。

8私營化驗所每日名額共千個
養和醫院、仁安醫院、港怡醫院、荃

灣港安和香港港安醫院、栢立醫學化驗
所有限公司、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有
限公司，以及基因檢測公司Prenetics均
是認可的檢測機構，他們現時的新冠病
毒檢測收費最便宜的也近 1,000 元
（港元，下同），而最貴的仁安醫院更
要3,500元。

不過，八間私營化驗所的檢測能
力有限，每日合共只能提供約1,000個
檢測名額。

貨幣：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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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11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同

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視頻會晤。李克強表

示，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德交往

與合作造成衝擊，但雙方合作沒有也不會

因為疫情停步，將繼續向前發展。中方高

度重視中德關係，前不久習近平主席同你

通了電話。中方願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

基礎上同德方深化政治和戰略互信，保持

對話和磋商，推進經貿、投資、科技等各

領域合作，推動中德關係取得新進展。

中德共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李克強默克爾視頻會晤 強調兩國要擴大雙向開放

▲▶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1日下午在人
民大會堂同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視頻會晤。
王毅、何立峰等出席會晤。 網上圖片

李克強應詢介紹了中國疫情防控工作，讚賞德
方疫情防控取得的積極成效，表示願同德方

深化抗疫經驗交流，加強疫苗和藥物研發合作，更
好惠及兩國人民。

中方：願為德企提供良好營商環境
李克強指出，疫情過後要實現經濟恢復發展，

中德應當共同維護多邊主義，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
便利化。中國正在進一步擴大開放，願為包括德國
在內的各國企業提供良好營商環境。中德要擴大雙

向開放，用好已開通的人員往來“快捷通道”，為
企業合作和復工復產提供便利，共同維護產業鏈供
應鏈安全穩定。

李克強表示，中國一貫支持歐洲一體化進程，
樂見歐盟保持團結和繁榮。中德、中歐加強開放合
作不是權宜之計，而是符合彼此共同利益，可以實
現互利雙贏多贏。今年下半年德國將擔任歐盟輪值
主席國，期待德方為促進中歐關係發展發揮積極作
用。我們願同歐方保持高層交往和機制性對話，爭
取早日完成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推進各領域合作取

得積極成果。

德方：加快歐中投資協定談判
默克爾表示，德中保持着密切的高層溝通。

中方為防控疫情作出巨大努力，兩國在抗擊疫情
方面開展了良好合作。德方歡迎中國堅持擴大對
外開放，將繼續致力於促進德中各領域合作，讚
賞中方將疫苗作為國際公共產品，支持兩國疫苗
研發機構加強合作。德中兩國都主張加強多邊主
義，願進一步密切在世界貿易組織事務中的溝通

協調。德方願以今年下半年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
為契機，同中方共同籌備好歐中高層交往，推進
既有機制性對話，加快歐中投資協定談判，加強
歐中非抗疫三方合作，推動德中、歐中關係取得
更大發展。

會晤前，雙方舉行了中德開展中小企業經營管
理人員培訓、江淮汽車集團與大眾汽車開展投資合
作、中國電投與西門子關於重型燃氣輪機試驗電站
項目等雙邊合作文件的“雲簽約”儀式。
王毅、何立峰等出席會晤。

習近平分別同菲律賓和白俄羅斯總統通電話

東盟成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 商務部：鼓勵企業雙向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有媒體報道美國一架

C-40A軍用運輸機9日飛越台灣上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1
日應詢表示，美方此舉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
方對此堅決反對、予以強烈譴責。

“我們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立即停止此類非法、挑釁行徑。”她說。華春瑩表示，中方
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另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11日在北京強
調，美軍機飛越台灣，損害我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違反國際
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是一宗非法行徑和嚴重挑釁事件。我們
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朱鳳蓮指出，民進黨當局勾結外部勢力侵犯中國主權安全，

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禍患島內民眾安全福祉。我們對此表示強烈
譴責。我們有決心、有意志、有能力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我們嚴正警告民進黨當局不要誤判形勢，不要低估全
體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立
即停止上述行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琳北京報道）中
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11日在例會介紹，
根據海關數據，今年前5個月，中國與東盟
進出口1.7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
長4.2%，其中中國對東盟出口9,366.2億元，
增長2.8%，自東盟進口7,598.6億元，增長
6%，均高於中國同期外貿進出口整體增速。
高峰指出，東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
這充分體現了雙方貿易發展的潛力和韌性。

對美日進出口額下降
根據海關數據，前五個月，中國對美

出口下降11.4%，貿易順差減少14.5%，對
歐盟和日本的進出口也有所下降，但對東
盟的貿易總值出現提升。
高峰表示，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互補性

強，長期以來，有關國家發揮各自優勢，本

地區經濟合作日益加深。特別是中國—東盟
自貿區建立以來，雙方不斷擴大市場開放，
持續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產業鏈供
應鏈合作不斷加深。
高峰稱，中方願與東盟國家在貿易投資

和經濟合作領域進一步加強合作，充分用好
有關區域自由貿易安排，支持企業擴大貿易
往來，鼓勵企業開展雙向投資，共同維護本
地區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安全和發展。

中國擴大原油大豆進口
值得注意的是，前5月，中國原油、大

豆進口分別增長5.2%、6.8%；5月當月進口
分別增長達到19.3%和27.7%。對此，高峰指
出，這是中國企業根據國際市場變化和國內
生產需要、按照市場化原則開展的進口。
高峰表示，在當前世界經濟下行壓力

不斷加大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積極擴大進
口，有助提振世界經濟發展信心。

望澳方保障外國投資者權益
近日澳洲宣布將修改外國投資法以加大

國家安全審查力度，這是40年來對此法規最
大規模的改革。有觀點認為，此舉可能對中
國對澳洲投資造成消極影響。
高峰對此表示，中方將予以關注，並

評估其影響。中方鼓勵有實力的中企在遵
循市場原則和國際慣例的基礎上，合法、
合規開展對澳投資。希望澳洲政府秉持開
放務實的投資政策，加強與外國投資者的
溝通，保持相關政策的透明度和延續性，
為外國投資者創造公平、非歧視的投資環
境，保障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所有外國投
資者的合法權益。

中方譴責美軍機飛越台灣上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11日晚分別同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白俄
羅斯總統盧卡申科通電話。
習近平與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通電話時強調，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菲兩國政府和人民互施
援手、共同抗疫，詮釋了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誼。我
很高興看到，在你領導下，菲方出台一系列強有力
的防控舉措，取得積極成效。相信菲律賓人民一定
能夠發揚團結協作精神，早日成功戰勝疫情，恢復
生產生活秩序。中方願根據菲方需要，繼續向菲方
提供堅定支持。中方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
全球防控提供資金、經驗、信心，向有需要的國家
伸出援助之手。中方願同菲方密切合作，支持國際
社會團結抗疫，支持世衛組織更好發揮領導作用，
共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習近平強調，這次疫情是一場危機，但我們
要勇於在危機中抓住新機，在變局中開創新局。中
菲雙方要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情況下，創新思路和方
法，逐步恢復必要人員往來，統籌推進各領域務實
合作，助力各自經濟社會發展，造福兩國人民。相
信在抗疫和恢復發展的進程中，中菲傳統友誼和互
信將日久彌深，兩國全面戰略合作關係將迎來更廣
闊的發展前景。中菲兩國堅持友好，完全符合兩國
人民根本利益、長遠利益，歷史一定會證明這一
點。
杜特爾特表示，今年是菲中建交45周年，這

是兩國關係中的重要里程碑。在你堅強領導下，中
國不僅自己成功控制疫情，而且向菲律賓等夥伴慷
慨伸出了援助之手，特別是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疫
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這

將使全人類受益。菲方將永遠做中國人民的朋友，
不會允許任何人利用菲律賓從事反華活動。菲方致
力於不斷深化兩國人民友誼，希望同中方拓展各領
域交流合作，推動盡快復工復產。菲方願繼續同中
方和世衛組織加強合作。

中白共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習近平與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通電話時指

出，中方堅定支持白方採取符合本國國情的防控舉
措，願繼續毫無保留同白方分享防控經驗和診療方
案。相信在你堅強領導下，白俄羅斯人民一定能夠
盡快戰勝疫情。中方願同包括白俄羅斯在內的國際
社會一道，加強合作，共同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
體。
習近平強調，中方將一如既往支持白方根據

本國國情選擇的發展道路。疫情不可避免對兩國雙
邊往來和務實合作造成影響，但中白關係基礎牢
固，合作潛力巨大。雙方要化挑戰為機遇，深化共
建“一帶一路”合作，加快推動中白工業園建設以
及各領域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推動雙邊關係不
斷邁上新台階。

盧卡申科表示，中方一貫尊重白方自主選擇
的發展道路，為白方抗擊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持，分
享了寶貴經驗，對白疫情防控發揮了重要作用，白
方對此深表感謝。白中是好朋友、好兄弟。白方堅
決反對將病毒政治化、標籤化，將在涉及中方核心
利益問題上繼續堅定站在中方一邊。白方願同中方
一道，充分利用中歐班列擴大雙邊貿易，共建“一
帶一路”，推進各領域務實合作。我熱切期待疫情
過後能夠盡快再次歡迎你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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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在焦虑什么，但无外

乎一个人安静的时候，在想那些别人

有但你没有的。

和钱有关？可你并不至于买不起

三餐。

和情有关？可貌似你在世上并非

孤立无援。

梁晓声在《忐忑的中国人》一书

中说到：

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农村

和城市，不分贫富，不分官民，总而

言之集体陷入了一个焦虑、忐忑年代

。

人心介于有盼头与放弃了盼头的

无为的焦虑与忐忑之中。

真是越看越想死啊，可实际上，

越看越没有用。

没用的焦虑总是千篇一律

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不

服输的，把自己的人生看成是一张白

纸，等着走进社会后，一点一点，把

当初的那些梦想变成现实。

可过了30岁，又因为现实太难，

生活太不容易，开始一件一件脱掉梦

想的外衣。

我曾以为，年轻的时候只要足够

努力，攒足了资本，就可以在跨过那

道坎的时候，让自己轻松一点。

到了长大的年纪才发现，生活中

多的是要你应付的事情，你撑过了一

件，却躲不过另一件，你能靠自己的

实力得到一些，也必然因为自己的无

力，不得不错过一些。

抓住了梦想的人抓不住事业，抓

住了事业的人抓不住婚姻，抓住了婚

姻的人又抓不住梦想。

这些本该是在我们很长的一生中

慢慢去争取的东西，就因为这一道坎

，硬生生被压缩在了25岁后的5年。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什么都想

得到又注定得到很少的，什么都必须

占上又经常会因为看走眼而占错的，

需要一条道走到黑又在眼前满是岔路

的30岁。

你明明是要活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的，可人群太过拥挤了，在推推搡搡

的环境里，一不小心就成了千篇一律

。

知乎上有个问题是：25 岁做什么

，可在 5 年后受益匪浅？

一个高赞的回答是站在30岁的年

纪，说起了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史蒂文说：

25岁时，没人跟我说，知识或者

技能这种东西，学到了就跟你一辈子

。

25岁时，有人跟我说，习惯很重

要，但没人跟我说重要到深度影响自

己生活、人生选择和生命质量的程度

。

5岁时，没人跟我说，真诚和诚

信有多么重要。

25岁时，没人跟我说，父母正在

逼近死亡。

25岁时，没人跟我说，睡眠其实

真正决定了生命的效率。

25岁时，没人跟我说，保持自我

，并不断变得更好，其实在一段感情

里，远比委曲求全，一味地宠溺对方

，更重要。

你看，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那

些年为了让自己不焦虑拼命努力的日

子，没人会跟你说这些。

等30岁开始后知后觉了，这些后

悔积攒下来，当初一个个特立独行的

人，都被挤成了差不多的一个模样。

王小波曾说，生活就是一个缓慢

受锤的过程。

可被锤了那么多下，受了那么多

苦，为什么还要被塑造成同一件作品

。

你可以后悔，可为什么要沉迷过去？

你可以妥协，可为什么要放弃自

己？

你可以失败，可为什么要一蹶不

振？

你可以焦虑，可为什么要丢了个

性？

当有人冲你喊叫，“你还真把自

己当根葱了！”的时候，为什么不能

换个角度想想，越是把自己当根葱的

人，才越容易被炒成一锅好菜。

越是轻易否定自己的人，越容易

在被生活磨平了所有棱角之后，成了

别人捡都不愿捡的石头。

小时候我常听别人说，你要努力

，不要放弃，因为是金子总会发光，

终有一天你会实现自己的价值。

可前提，是你在过了好几年之后

，还能记得自己曾是金子。

如果落在沙子里你拼命要成为最

好的沙子，冲到了岸上又拼命要成为

最好的石子，一不小心被碾成了尘埃

，又拼命不让自己落下，想成为最优

秀的尘埃。

到最后，又因为没有成为那个最

好，在那自怨自艾的，把自己曾是个

金子的事忘的一干二净，那又怎么会

有发光的可能。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双一流

的名牌大学毕业，本科是计算机专业

，工作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土木工程。

因为专业不对口，大学的时候也

没给自己攒下多少特长，上班不到一

周就被公司派到了工地现场。

这在当时是一种让人想死的安排

，他并不喜欢，但为了能早点调回公

司，又不得不把工作干好。

听他说，外派的那几年，他经常

会在梦里看见自己坐在办公室里工作

的场景，可起床后又必须提着包子豆

浆往工地飞奔。

工作四年，他好不容易适应了这

种公司-工地两头跑的生活，积累了不

少在一线工作的经验，也终于把英语

忘到了小学水平，把口才降到了初中

的程度。

然后，公司为了培养新人，在四

年后终于用一纸调令把他拉回了办公

室里。

这在当时又是一种让他想死的安

排，你要做方案，你要跑业务，你要

丢掉那些在工地里养成的习惯，重新

把大学的那些本事拿出来。

可在这些面前，他干净的就像一

张白纸。

之后的三年，他又在晚上熬夜加

班写方案的时候开始向往过去那种在

工地里无拘无束的日子，然后在第二

天早上的部门会上，被骂到体无完肤

。

30岁，当初懂工程的同事开始独

自承包项目，精通业务的同事已经有

了自己的团队，而他，看起来一路都

在努力拼命，可还是像个新人一样，

应对着层出不穷的问题，又对自己的

将来满是焦虑。

其实刚毕业的时候，他和其他人

并没有多少区别，只是别人把对现状

的不满放在了培养哪怕一种可以在跳

出现状之后，让自己生存下去的能力

上，而他却把对现状的不满，放在了

努力去适应现状上。

同样是努力，有的人知道自己要

的是什么，然后用行动让闪光的一面

越来越亮，而有的人，就像我的朋友

一样，只是在不停的模仿，低效的努

力中，越来越找不到自己，让成长的

焦虑，都看起来没什么特长。

把销售做到金牌的人，不一定干

的了管理，但一定能在销售这条路上

越走越远，也只会因为搞不定更大的

客户而焦虑。

但问题是，对于很多刚进社会的

人来说，外界的干扰总是大于我们自

身的定力的。

你明明可以在年轻的时候把自己

的兴趣做成一个副业，又因为上班太

辛苦，把休息的时间拿来放松娱乐；

你明明可以在现在的岗位上做出

更大的成绩，又因为觉得不太适合自

己，原地踏步了快半个世纪。

最初的几年，因为忙着工作，忙

着恋爱，忙着还债，你多半不会去考

虑自己十年之后的样子，表面上奔波

忙碌，内心里居无定所。

等年少的劲头过了，越是适应不

了眼前生活的人，越是不知道该往哪

个地方努力才能更好。

周国平曾在《我喜欢生命本来的

样子》中说：

因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看

看别人，他有我没有，就焦虑了。一

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他要的一定

是符合自己性情、秉性的，追求这些

东西，他才会平静，从容。

30岁，别让自己的焦虑都没什么个性

喜欢盯着别人看的人，总是在羡慕嫉

妒恨的情绪里，越焦虑越没有办法控

制自己。

也许刚进职场的时候，因为自己

将要走怎样的路还没有确定，你可以

在反复试错的过程中给自己的压力大

一点。

但是过了这么多年，等到了 30+

的年纪了，就应该给自己做一些减法

，把那些长开了的枝桠该剪的剪，该

扔的就扔了。

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然后

拼命去走的更远，而这条路一定是和

别人都不一样的，你越走，同行的人

就会越少。

到那个时候，可能别人还在拥挤

的赛道上因为超不过身边的人而焦虑

，而你已经在很远的地方开始清除路

面上横亘的障碍了。

也许你在排除困难的过程中，看

上去和那些你追我赶的人一样满脸愁

苦，叫苦连天。

但你不再会找不到方向，不再会

想着转行又不忍心放弃之前的努力，

不再会看到有人成功就跟风一样一头

扎进去。

当你找到了自己的赛道的时候，

连焦虑都会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有

些张扬。

30岁，别让自己的焦虑都没什么个性

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國國家航天

局、自然資源部獲悉，11日2時31分，

中國在太原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二號丙運

載火箭成功發射海洋一號D星。這顆衛星

將與海洋一號C星組成中國首個海洋民用

業務衛星星座，大幅提升中國對全球海洋

水色、海岸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有效觀測

能力。這對開展全球氣候變化研究、應對

人類共同面臨的全球氣候變暖和生態文明

建設等具有重要意義，將開啟中國自然資

源衛星陸海統籌發展新時代，助力海洋強

國建設。

海洋一號D星太原升空
觀測海水海岸生態環境 助力海洋強國建設

海洋一號D星是中國第四顆海洋水色系列衛
星，是國家民用空間基礎設施規劃的首批海

洋業務衛星之一。據介紹，該星將與2018年成功
發射的海洋一號C星進行上午、下午組網觀測，填
補中國海洋水色衛星下午無觀測數據的空白，每
天可獲取兩幅全球海洋水色、植被指數遙感圖和
四次海面溫度產品，大幅提高對全球海洋水色、
海岸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有效觀測能力，使中國
在海洋水色遙感領域躋身國際前列，有力推動中
國邁向航天強國的步伐。

採國產平台 配置五載荷
據介紹，衛星採用中國自主研發的CAST2000

衛星平台，配置與海洋一號C星性能相同的五個有
效載荷，其中海洋水色水溫掃描儀用於探測全球
海洋水色要素和海面溫度場，空間分辨率1.1千
米，幅寬大於2,900千米，探測覆蓋周期為一天；
海岸帶成像儀用於獲取近岸水體環境、海岸帶、
江河湖泊生態環境信息，空間分辨率50米，幅寬
大於950千米，探測覆蓋周期為三天；紫外成像儀
用於近岸高渾濁水體大氣校正；定標光譜儀用於
監測水色水溫掃描儀和紫外成像儀在軌輻射精度

和穩定性；船舶自動識別系統用於獲取大洋船舶
位置信息。
載荷探測的海洋水色要素可用於開展水色環

境、水質、大洋漁業、海溫、海水、赤潮、綠
潮、海岸帶以及極地科考業務化監測與科學研
究，使海洋衛星數據在海洋環境監測、海洋災害
監測、海洋資源開發與管理、海洋科學研究以及

國際與地區合作等多個領域得到廣泛深入應用。
專家表示，海洋一號D星將為全球大洋水色

水溫業務化監測，為中國近海海域與海島海岸帶
資源環境調查、海洋防災減災、海洋資源可持續
利用、海洋生態預警與環境保護提供數據服務，
並為氣象、環境生態、農業、水利、交通等行業
應用提供支持。

嫦
娥
四
號
三
科
學
家
首
獲
﹁世
界
航
天
獎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據
中國國家航天局探月與航天工程中心
消息，由中國宇航學會推薦，經過國
際宇航聯合會兩輪投票表決，嫦娥四
號任務團隊優秀代表中國探月工程總
設計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吳偉仁，中
國探月工程副總設計師、中國航天科
技集團有限公司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
任于登雲，嫦娥四號任務探測器系統
總設計師、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研究
員孫澤洲，獲得國際宇航聯合會2020
年度最高獎——“世界航天獎”。這
也是該國際組織成立70年來首次把這
一獎項授予中國航天科學家。

探測器踏上月背
國際宇航聯合會成立於1951年，

總部設在法國巴黎。“世界航天獎”
是國際宇航聯合會設置的航天最高
獎，旨在表彰在航天科學、航天技
術、航天醫學、航天工程管理等領域
取得傑出成就的航天科技人員。其主
要條件是取得的成就對世界航天發展
產生重要和深遠的影響。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號探測器
成功踏上月球背面。嫦娥四號任務創
造了多個世界第一：第一次實現人類
探測器月球背面着陸和巡視探測；第
一次利用運行在地—月拉格朗日L2點
的中繼通信衛星，實現月球背面與地
球的連續可靠中繼通信；第一次在月
球背面開展月球科學探測和低頻射電
天文觀測，填補了世界月球科學探測
領域多項空白。

產生重大國際影響
目前，嫦娥四號已經高效工作十

八個月晝，月面生存超過500天，成為
世界上在月球表面工作時間最長的人
類探測器。
此前，嫦娥四號任務團隊獲英國

皇家航空學會成立153年來首次頒發給
中國項目的2019年度唯一團隊金獎；
並被美國航天基金會授予2020年度航
天唯一金獎；國際月球村協會授予自
成立以來的首個優秀探月任務獎。

來自中國國家航天局探月與航天
工程中心的消息稱，此次嫦娥四號任
務團隊優秀代表獲得國際宇航聯合會
“世界航天獎”這一最高獎項，再次
說明中國在月球探測領域取得的成就
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得到了國際權
威航天機構的充分肯定，產生了重大
國際影響。

中國海洋水色衛星家族
海洋一號A衛星：

2002年5月15日升空，實現了中
國海洋衛星“零”的突破，獲取大量水
色遙感探測數據，探測範圍覆蓋了全球
海域，在中國海洋權益維護、海洋資源
開發、海洋環境監測、海洋災害預報等
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海洋一號B衛星：

2007年4月11日升空，與海洋一
號A衛星相比，B衛星的觀測能力和探
測精度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其實際在
軌壽命達到了9年零10個月，是小衛星
領域有名的“壽星”。

海洋一號C衛星：

2018年9月7日升空，衛星可實現
對全球海洋水色的長期、連續、穩定探
測，並支撐海洋環境信息保障、海洋預
報減災、海島海岸帶動態監測與海域使
用管理、全球變化數據服務等業務。

海洋一號D衛星：

2020年6月11日升空，海洋一號
D衛星將與C衛星組成中國首個海洋民
用業務衛星星座，大幅提高對全球海洋
水色、海岸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有效觀
測能力。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1111日日，，中國在太原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二號中國在太原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二號
丙運載火箭成功發射海洋一號丙運載火箭成功發射海洋一號DD星星。。該星將與海該星將與海
洋一號洋一號CC星組成中國首個海洋民用業務衛星星星組成中國首個海洋民用業務衛星星
座座。。圖為長征二號丙運載火箭點火發射圖為長征二號丙運載火箭點火發射。。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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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曾听说过女巫和吸血鬼的故

事。过去，愚昧和迷信使人们认为吸血

鬼和女巫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爆发了一

场捕捉他们的残酷斗争；而今天，科学

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向人们提供对此类

怪异现象的科学解释。

现在让我们共同追溯发生在17世纪

末至18世纪的诸多著名事件中的两件，

并对事实的真相和由此而产生的误解进

行分析和研究。这两件事情中的五件是

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吸血鬼现象的"传播

"事件，另一件是发生在新英格兰的追捕

塞勒姆女巫的事件。

吸血鬼现象的真实面目

在爱尔兰作家布拉姆· 斯托克的著

名小说《德拉库拉》以及很多电影中所

表现和描述的吸血鬼，以今天的眼光来

看完全是虚幻的人物。然而在18世纪这

个被认为是历史上非常理性化的世纪里

，在巴尔干地区曾多次出现过吸血鬼现

象的"蔓延"，这些事件见诸当时各大报

纸的报端，把整个欧洲闹得沸沸扬扬，

令人惊恐不安。很多人盲目地相信那些

事是真实的，只有少数哲学家把它看成

迷信的产物而加以抵制。直到不久前进

行的一些历史性和科学性分析才把这些

事件背后的真相搞清楚并公之于众。

根据西方国家传统的说法，人所共

知的吸血鬼是指那种已经死了却在夜间

又复活的人。他们到处游逛去寻找受害

者，以便吸吮他们的血，这样就使受害

者也变成了吸血鬼。当吸血鬼躺在坟墓

里时，他的身躯完好无损，而一旦被发

现，就要被人们毁掉，以此阻止他重返

人间。受东欧有关吸血鬼神话和民间传

说的启发，西班牙维哥的克塞劳尔医院

神经科医生胡安· 戈麦斯--阿隆索从医学

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他指出，在狂犬

病与假想的吸血鬼现象之间，存在着惊

人的相似之处。正当欧洲各国报刊报道

在巴尔干地区的村庄里"传播与流行"吸

血鬼现象之际，在匈牙利的新闻中也出

现了有关狗、狼和其它野兽狂犬病发作

的报道。但由于缺乏识别狂犬病症状的

常识而导致的一系列错误的判断，加上

完全错误的联想，使得巴尔干地区的乡

村居民们相信他们就是吸血鬼的受害者

。

在我们将狂犬病病症同吸血鬼神话

联系起来之前，让我们先试着分析一下

在识别病症方面发生的错误。1731年冬

至1732年春，在靠近贝尔格莱德的梅德

维佳村，一个士兵从希腊返回后很快死

亡，死前他说在希腊时自己曾被一个吸

血鬼咬过。之后不久，该村的很多村民

声称看到他在夜间出没，并且都抱怨说

感觉自己浑身乏力。这样，人们把士兵

的尸体从坟墓中挖了出来，在尸体上发

现有被吸血鬼的血口吸吮过的痕迹。作

为补救措施，人们在他的心脏上插上了

木桩。尽管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几

年之后，村子里仍然继续出现吸血鬼现

象的流行和传播，接着又发生了多起挖

墓掘尸事件，有14具尸体在找到"一点

都不容置疑的吸血鬼痕迹"之后被焚毁。

这种疯狂行为的根本错误在于：人们不

知道尸体在自然条件的作用下也会出现

这种迹象，从而将这些尸体同假想中的

复活后寻找受害者的吸血鬼等同起来。

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法国神甫奥古斯

丁· 卡尔梅在他的一篇论文中对这种现

象进行了分析，他将"坟墓中的吸血鬼"

同村民们声称看到或梦见的所谓"到处游

逛的吸血鬼"加以区别。他指出，在保存

尸体时可能会有温度偏低或在潮湿地区

可能发生所谓"皂化"的过程，在这种情

况下，皮下组织会转变为像蜡一样的物

质，从而可以使尸体保存很多年。

一些尸体体内有液体，口中有泡沫

和血，如果不说它是吸血鬼现象，而将

其看成是狂犬病的病症，那将更容易被

人们理解。狂犬病是一种由动物传染的

病毒性疾病，80%的人会发展为脑炎。

它损伤控制感情和行为的大脑神经系统

。这种狂犬病被称为狂躁性狂犬病，由

于接种疫苗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导致了

狂犬病侵害性的下降，今天已不大容易

看到这类病症。然而在18世纪，巴尔干

地区的贫困状况使得狂犬病的发病率极

高。根据戈麦斯--阿隆索的观点，在这

种特殊情况下，虽然我们现代人很难想

象，但还是能够想象出人与人之间狂犬

病传染的情况。如果不打防疫针进行预

防，这种病的后果将是致命的。在经过

2周到2个月的潜伏期后，病症集中表现

为焦躁不安、浑浑沌沌地东游西逛、过

分敏感、恐惧、失眠和痉挛，从而导致

瘫痪，最后因昏迷和窒息而死。正是这

最后的结果才说明，在假想吸血鬼的尸

体里存在液体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在

休克、衰竭和窒息而死的情况下，血液

在尸体中会存留较长的时间，这种情况

就可能使人陷入误区，即用狂犬病急性

发作阶段的病症来描述"吸血鬼的特征"

。狂躁性狂犬病的其它表现同吸血鬼的

现象有着惊人的吻合之处：吸血鬼一般

为男性，这种类型的狂犬病对男人的伤

害比对女人的伤害高7倍；面部痉挛、

厌光、怕水、性欲过强，这些现象使人

把对吸血鬼的笃信同临床上对狂犬病人

的某些描述对应起来。事实上，这种病

是一种"动物等同症状传染病"，也就是

说它在人和某些动物身上的病症相同，

表现也一样，这些现象更增强了吸血鬼

能变成狼、狗和蝙蝠等种种神话的"可信

性"。家畜被传染上疾病之后就会发展为

没有侵害性的狂犬病，它能直接导致家

畜瘫痪，而在民间传说中却把它说成是

吸血鬼的受害者，并且这些家畜永远也

不会成为人的化身。

1700年，关于吸血鬼现象的争论十

分激烈，一些理性主义的维护者也犯过

大的错误。法国哲学家卢梭就曾声明说

，"如果说世界上存在着有完好文献记录

的历史的化，那么这就是吸血鬼的历史

。它史料齐备：有口头传说的证明，有

可信赖的人的证明，还有外科医生、神

甫和法官的见证。总之，谁还能不相信

有吸血鬼呢？"鉴于这种说法，那些认为

吸血鬼现象纯粹是迷信的人并没有拿出

更明智的解释。这些情况应当使我们在

将这种现象一般化并对它作出结论之前

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我们不要忘记，

人类哲学家收集吸血鬼现象的资料随着

时间而后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变化。比如

，在东欧的许多神话中，当吸血鬼传染

给他的受害者或者使他死亡时，并不需

要去咬，而只需简单触摸一下或瞥一眼

就行了。

看上去确有其事的一个吸血鬼事件

发生在1770年，当时巴尔干地区流行狂

犬病，于是当地居民就把它同最古老的

有关吸血鬼的民间传说混为一谈了。如

果没有这些不祥的事件，那种穿着黑衣

服的吸血鬼（他们咬受害者的脖子，吮

吸他们的血，并把他们也变成了吸血鬼

）也就不大可能至今还吸引与惊吓着一

代又一代的电影爱好者了。

塞勒姆女巫事件

1692年，在欧洲开始担忧吸血鬼现

象前几十年，在被殖民化不久的北美的

塞勒姆城，一群小女孩突然出现了怪异

行为，他们哭泣，说感到难受并且四肢

着地爬行。其中一人称她受到了女巫的

威胁。还有一位是基督教牧师的女儿

。

在讯问她们时，女孩子们指责巴巴

多斯的一个女奴，还有一个丑陋的老妇

女和一个妓女。说她们施用妖术和"魔术

"把戏来吸引和诱惑她们。这件事发生后

不久，便刮起了审判、绞刑和火刑的旋

风，高峰时，被逮捕者达到了200人之

多，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

州长宣布大赦之前，当时就连殖民当局

的上层都处于危险之中。这一令人难以

置信的"追捕女巫"事件，被传统地看称

是集体狂热的事例。尽管当时清教徒的

生活十分严格，清规戒律使得他们的感

情与躯体倍受压抑，但学者们曾以论文

告知世人：把这一事件解释为出现了一

种集体的歇斯底里现象是不够的，因为

即便心里上的刺激能够造成焦虑与兴奋

，但不会导致神经不适的流行和传播，

以致引起人们的死亡。

一种比较令人信服的假说是：假设

中的妖术受害者都显示出一种病症，或

者显示出中毒现象，这种毒性能够损害

她们的神经功能。在一些可能被怀疑发

生的病症和中毒中，美国人J.B.马丁指

出了亨廷顿式舞蹈病,这是一种遗传性神

经病,基因缺陷在4号染色体的短臂上。

1872年，亨廷顿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描写了一个家族的病例，完善了对本病

的认识，故此得名。这种病严重时，患

者会出现更为强烈的症状：全身不由自

主地无规律的舞动，特别是四肢颤动、

摇动，面部表情怪诞，舌头坚硬，说话

困难。所有这些症状都会被误认为是鬼

怪缠身，或者是一种超自然的特异现象

。马丁赞同这种观点，他发现，70年前

，乘坐"五月花"号轮船来到新英格兰沿

岸定居的许多清教徒家庭都患有舞蹈症

，并带来遗传缺陷。第一批殖民者家庭

之间的联姻，就导致了这种病的传播与

流行。这种假说的不足是受害者的年龄

问题，因为这种病一般发生在成年人身

上，而在塞拉姆，受害者却是不足10岁

的小女孩。

另一种假说看来也是合乎情理的。

它于1976年由心里学家琳达· 卡波雷欧

提出。她认为，所谓鬼怪缠身的受害者

是因为集体食物中毒造成的。塞勒姆事

件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

最终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家玛丽

马托西安所著《往日的毒害》一书中得

到了阐明。书中指出：造成这种怪异行

为的罪魁祸首是紫红色麦角菌，它是寄

生在黑麦上的一种微型毒蕈，毒性很大

。来自黑麦的产品是塞勒姆地区居民有

限食谱中的主要食品。麦角菌污染过的

食品呈些许红色，但是当时人们食用的

粗制黑麦粉却呈黑灰色，这就将能给人

以警示的微红色遮盖住了。由麦角菌产

生的毒素特别顽固，它可以抗烹调，要

煮沸三个小时才能除掉它。

要想知道麦角菌释放出的毒素是何

种特殊类型的，它的作用如何，就需要

了解多种因素，其中就有当地气候和其

他条件。麦角菌中毒症是一种公认的

很难诊断出来的疾病，因为它在不同地

区和不同时间表现出来的症状各异。一

旦确定了麦角菌中毒的症状和过程，这

种病就成为一度发生在欧美的许多鬼魔

缠身现象的最佳科学解释。那时在欧美

没有食物监督机制，食物中毒事件屡见

不鲜。麦角菌的一些毒性效应很可能被

人们误解为鬼怪缠身或由超自然的东西

所引起。麦角胺是麦角衍生物，它能引

起错觉和幻觉，还能导致皮肤过敏和关

节变形；另外一种成分叫赤霉烯酮，它

的作用如同雌性激素，能够引起流产和

不育，并且能够打乱女性的生育周期；

还有麦角酰胺、麦角新碱和其他类似物

质，它们均与麦角酸联姻，作用类似致

幻药。

麦角菌中毒的主要表现还可能是坏

疽性的，即指甲脱落，指头和关节脱落

；或者是痉挛性的，它使神经功能紊乱

，使人产生错觉，幻觉，另外还有颤抖

、抽搐和间接性的高烧。有40%的中毒

者最终难以逃脱死亡。塞勒姆"追捕女巫

"事件只持续了10个月，最后政府下达

法令果断禁止。尽管如此，对当时生活

环境的分析来看，麦角菌中毒的解释较

为可信。这种病爆发的高潮时期，恰好

同当时各地各村居民仓库中带病菌的储

备粮相吻合，而且根据树木生长年轮收

集到的气候变化数据也表明，那个时期

的气候很适于这种毒蕈的生长。另外，

随着塞勒姆地区居民人数的增长，在沼

泽地区大量开荒种地，并种植黑麦这种

有极大风险感染麦角菌的作物。

神经系统的疾病对任何形态的社会

都会带来冲击和威胁。塞勒姆追捕女巫

事件至今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

的舆论和当局不知道如何从自然方面对

这种现象进行解释，而只能寻求做出当

时社会能够接受的解释，也就是超自然

现象的解释 。

女巫和吸血鬼：传说与事实

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3 經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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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政府6月1 日公布的《海

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中，推出多項自由

便利措施，全島封關、零關稅、個人所得稅封頂

15%等措施受到關注。有消息指，在金融開放領

域也有望實現突破。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海南新創建資產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已註冊成立並向銀保監會提交牌照申請，有望

近期獲批。
報道引述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稱，一旦獲批，海南新創建

資產有望成為首家外資控股的地方資產管理公司(AMC)。

或成首家外資控股AMC
上述資產管理公司發起者新創建集團隸屬香港新世界發

展集團旗下。中國在年初達成的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
承諾允許外資申請內地資產管理公司牌照，並從地方資產管
理公司開始，這為包括港資在內的境外資本深入布局內地逾
2萬億元人民幣級別的不良資產市場帶來了機遇。
公開信息顯示，海南省目前已有一家持牌地方

AMC——海南聯合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海南新創建資產若
能在近期拿下海南省第二家地方AMC牌照，將有望實現境

外資金控股的境內金融資產管理業務牌照零的突破。目前尚
不清楚是否會有其他股東入股。
據公開資料顯示，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

額已升至2.61萬億元人民幣，創歷史新高。
四大國有AMC之一的東方資產管理公司上月發布的

《中國金融不良資產市場調查報告2020》顯示，接近83%
的受訪人士認為，當前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公開數據與實
際情況相比低估。而市場普遍預期，疫情衝擊將使這一規模
大幅攀升。央行副行長潘功勝日前公開表示，要作好準備，
為防止今年、明年甚至後年信貸資產質量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 中證監辦公廳副主任李鋼11日
在上海透露，當前創業板改革並試點註
冊制主要制度規則已經完成公開徵求意
見，將盡快向市場發布，在及時總結評
估科創板、創業板註冊制改革經驗的基
礎上，中證監將穩步在全市場實行股票
發行註冊制。

科創板股票一年平均漲159%
李鋼在“第十二屆陸家嘴論壇”籌

備工作介紹會上提到，設立科創板並試
點註冊制一年來開局良好，截至6月5
日，106隻科創板股票較發行價平均上
漲159%，科創板交易活躍度較高，開
通科創板交易權限的投資者527萬人。
下一步中證監將穩步推進註冊制改

革，主要工作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持續
推進制度創新，完善制度規則，優化工
作程序；二是推進創業板試點存量市場
註冊制改革的平穩落地；三是穩步在全

市場實行股票發行註冊制。
11日大市低開低走，截至收市，滬

綜指報2,920點，跌22點或0.78%；深
成指報11,243點，跌92點或0.81%；創
業板指報2,195點，跌6點或0.29%。兩
市共成交 7,209 億元（人民幣，下
同），其中滬市成交2,890億元，北向
資金淨流入近14億元。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介紹，
5月份內地乘用車銷量160.9萬輛，環比
增長12.6%，同比增長1.8%，比2月份
回升近80個百分點，實現11個月以來
的首次同比正增長。

A股汽車板塊逆市升逾1%
汽車股亦“煥發生機”，逆市走

強，板塊整體升逾1%，力帆股份、江
淮汽車等漲停。特斯拉市值超越豐田成
為全球第一大車企，A股特斯拉概念板
塊升近2%。雞肉概念、乳業、豬肉概
念等板塊領跌兩市，下挫超2%。

傳新世界涉足金融
海南申請AMC牌照

中證監：穩步推進註冊制改革

■■新世界主新世界主
席及執行董席及執行董
事鄭家純事鄭家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大劉”劉鑾雄2017年
3月1日因病重為由，就其持有華人置業股權進行分身家
後，股權再現大變動。市場消息指，劉鑾雄長子、持有
24.97%股權的華人置業第二大股東及主席劉鳴煒，將全數股
權轉讓大股東陳凱韻（甘比，亦是劉鑾雄現任妻子）的三名
未成年子女劉秀樺、劉仲學及劉秀兒，市值約23.6億元
（港元，下同），劉鳴煒仍續擔任主席。甘比連同其三名子
女將合共持有華置74.99%股權，市值約70.81億元，連同大
劉早年送贈的尖沙咀The ONE商場等物業，估計其身家近
700億元，成為香港第二女首富。
華人置業集團表示，是次股權變動是基於劉鳴煒的個人

投資分布，而劉氏家族續看好香港及華置前景因而其他家族

成員增持，劉鳴煒仍然繼續擔任集團主席，集團整體運作及
方針將一切如常，大家不用有任何揣測。
根據華置最新股權披露顯示，非執行董事兼主席劉鳴

煒申報於11日將他手上原持有的逾4.76億股，以及擁有
逾9.54億股優先購買權的公司Century Frontier Ltd全數權
益，轉讓予執行董事陳凱韻（甘比）名下間接控制公司
Solar Bright Ltd。完成交易後，劉鳴煒不再於華置持有任
何權益，持股水平降至零，而Century Frontier Ltd的優先
購買權權利亦將予撤銷。

與此同時，甘比及大劉同步申報，承購劉鳴煒名下的公
司權益後，繼續以未滿18歲的子女名義代為持有華置，在華
置持股水平維持在74.9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京
東11日截止認購，市場消息指其發行
價定為每股226元（港元，下同），在
港公開發售募集約301億元，有望成為
年初至今的第二大IPO。

定價較美股折讓3.9%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稱，京東將1.33

億股新股發行價定在每股226元，因一
份ADR代表兩股普通股，與美股周三
收市價60.7美元相比，港股定價約折讓
3.9%。消息指，京東公開發售超購近
180倍，按回撥機制，若超購達 100
倍，公開發售股份部分將由原本的5%
增至12%。

與此同時，港交所 也宣布京東掛
牌當日（6月18日）提供期貨、期權、
窩輪權證及沽空等產品，與京東股份相
關的衍生權證可於該股上市當日掛牌。
彭博數據顯示，京東上市集資規模創
出今年全球第二高位，年初在A股上市
的京滬高鐵以43億美元暫列全球第
一。

另一方面，網易11日在香港掛牌
上市，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丁磊錄製視
頻稱香港上市為“全新起點”，感謝香
港監管機構的開放和創新，並為新經濟
領域帶來更多機會。他相信上市後“市
場更了解網易，網易也會更了解市
場”。

網易首日掛牌升5.7%
網易盤前報133元，較招股價高升

8%，開市後最高見135.2元，但受大市
影響回吐部分升幅，全日收報130元，
升5.7%或 7元，成交股數約5,455萬
股，成交額72.3億元。不計手續費，每
手100股賺700元。

相比周三收市的美股 424.98 美
元，以每ADR相當於25股普通股來
計，折讓美股約1.3%。

360金融傳年底到港
另據路透消息指，360金融或於12

月到港啟動上市程序，此公司亦是在美
上市的中概股之一。

劉鳴煒華置股權 全數轉讓甘比子女

京東集資301億 穩坐年內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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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自付差額醫材上限惹議，目前有
外界衍伸為全自費醫材，對此衛福部部長陳時中
今下午表示，這次爭議當然不是指全自費醫材，
但發現有人以此延伸，目前自付差額醫材爭議應
是以健保署公告的8大類醫材為主，尤其是健保署
已公告自付差額醫材的類別、價格、品項，所以
明天下午與醫界的討論，就針對這部分來談就好
。

陳時中表示，現在健保署公布的醫材上限價
格，並非單一價，上限價以下還是有彈性，醫院
或業者可以自行訂價，若醫院或業者覺得價格不
合理、被低估，或品項被忽略，可以一項一項來
談，要增加品項也沒問題，但精神面上一定要有
透明的規則及收費上限。

此外，陳時中認為，感覺這次醫材爭議的背
後有黑手在弄，所謂黑手就是相關利害者，觀察
現在反對一方的背景，如這次列入的醫材包括心
臟科、骨科等，其他出來講的不多，因為這些手
術都在大醫院開，進價有一定程序管理，但相對
眼科因開業醫較多，有比較多的反對問題，不過
健保署也與眼科界也溝通很久。

陳時中直說，這次訂出上限，主要是消費者
個人及團體投訴很多，健保署注意到醫材差額問
題，且部分醫材價格差異性大得有些離譜，要做
一點收斂，不能太離譜，如果衛福部不管，也站

不住腳，因此雖然不容易管，但就是不要讓它越
加發散。

至於明天下午會後是否要出面說明，陳時中
說，目前考慮會議現場是否開放記者入場，讓大
家覺得公平、公開，不要會議後打開門，大家都
講不一樣的話，現在正在想這問題，但這有優缺
點，他傾向開放，不要讓大家各說各話。

不具名眼科醫師表示，黑手這種說法實在不
好，感覺是指對這次健保大砍價感到不愉快的人
，認這這是看到總統蔡英文出面，一時心急才說
這樣的話。

該醫師認為，眼科醫師也吃了很多虧，心臟
科、骨科醫師都在大醫院居多，但眼科大多數自
行開業，在醫材購買難比醫院大量，價格上難免
比較高，自付差額有天花板，砍下去會比醫院還
痛，而且在醫院的醫師多半有顧忌，不敢大放厥
詞，但眼科較多開業醫師，也比較敢講，相形下
才會讓外界覺得好像都是眼科反對意見多，如今
再被陳時中提出，實在擔心風向全指向眼科。

另一不具名的開業眼科醫師則說，自付差額
設上限，就是直接讓利潤下降，這很明顯，直接
收入被砍，當然會出面反對，健保署此舉挑明了
直指眼科利潤高才大砍價，現在也似乎讓眼科成
為箭靶，實在不太公平。

【醫材風暴】陳時中質疑 「背後黑手」 操弄！

價差大到離譜 「衛福部不能不管」 琢磨但別固執

（中央社）大甲媽遶境活動昨天（11日）
晚間11時起駕，展開9天8夜、全程約340公里
的進香行程，如何兼顧防疫成為各縣市宗教活
動關注借鏡，新北市長侯友宜今天（12日）上
午表示，配合中央政策放寬宗教集會活動，開
放定點舉辦集會人數在1000人以下規模，但仍
未開放 「跨縣市」辦理，要求民政局多加宣導
，滿足信仰的需求外，也要兼顧 「新型態安全
生活模式」務必保持社交距離或戴上口罩，且
保持良好手部衛生勿隨意觸摸掩口鼻，才能降
低感染機會。

「不僅拚防疫、也要拚經濟！」侯友宜會
中表示，鑒於國內疫情逐漸穩定，振興國內經
濟為當前首要目標。消費信心方面，透過與超

商、外送平台合作創造新商機，業者享有補助
或免運費、免上架費、免設備租賃費、降低抽
成費用等優惠；另串聯商圈、夜市等提供優惠
及加碼抽獎等方案吸引民眾消費。

營運信心方面，防疫物資產業在疫情期間
做出重大貢獻；將於7月28、29日兩天，針對
防疫產品及健康產業，辦理新北市國際視訊採
購商洽會。還有在產業轉型部分，責由經發局
成立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團，提供免費專業服務
、整合中央資源介接，加速產業轉型升級。

在投資信心方面，要更努力協助企業投資
，仍以1500億元為招商目標。近期已陸續協助
業者落實的投資，如興富發結合凱悅集團在金
山投資觀光旅館、華固建設在新莊投資廠辦、

南亞科持續投資泰山增加產能，臺灣尖端科生
醫將進駐汐止廠辦研發新冠肺炎快篩試劑套組
等，全力招商拚經濟。

會中，侯友宜也肯定社會局結合觀光產業
、民間福利單位和弱勢家庭共同辦理新北市觀
光產業體驗之旅的巧思，增廣知能之餘，同時
達到刺激觀光旅遊、餐飲和商品店等消費及促
進親子互動的循環福利經濟。

另外，擴大紓困案截至 6 月 11 日受理 8 萬
1520 案，核定 7 萬 9525 案，核定累計 9 億 4269
萬5000元，核定率97.55%。目前每天一千多件
，到六月底還有二十天左右，感謝同仁日夜加
班的辛苦，也請區長持續關心民眾。

侯也提到，6月10日調整17區區長的職務

，新的區長上任後，時時需深入地方宣導、視
察，走訪瞭解民情外，相關防疫作為還是要積
極的處理。有觀光景點的區公所，區長要多多
到現場去看看，指揮調度並隨時回報市府，防
疫不能鬆懈。

侯友宜強調，國內疫情趨緩，但國外中南
美洲成為疫情流行中心，尤其巴西每日新增確
診個案超過3萬，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東
南亞、南亞、中東及非洲疫情亦持續上升。市
府團隊隨時關注全球疫情，不可因國內疫情平
穩而鬆懈。持續宣導 「新型態安全生活模式」
，同時做好恢復管制措施的準備，防疫只有過
、沒有不及，要積極全面備戰，以保護民眾健
康。

新北宗教活動解封千人以下集會 「跨縣市」 辦理仍禁止

【三倍券搶客】北市超殺省4千！首推50元玩7館 北北基聯票高鐵6.5折
（中央社）三倍券將於 7月15日啟用，各

縣市出招搶客，北市府今公布暑期限定的專案
，以銅板價50元暢遊士林官邸北美館等七大場
館 「一票玩到底」，但須線上購票；入住北市
合法旅宿，可獲贈雙層觀巴兌換券並加碼送溫
泉抵用券；登101觀景台送雙層觀巴券。北市府
估算，高雄到台北玩一趟至少省4千元，盼創造
200億元商機。

台北市推安心旅遊專案，銅板價門票搭配
高鐵專案遊台北，最少省4千元。郭美瑜攝
台北市推安心旅遊專案，銅板價門票搭配高鐵
專案遊台北，最少省4千元。郭美瑜攝
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觀傳局長劉奕霆與旅宿業
者今早聯袂促銷暑期遊台北。黃珊珊說，因疫
情許多民眾無法出國，反而促進國內觀光，但
以往假日台北民眾往外縣市跑，台北成了空城
，現在希望不僅北市民的三倍券可以留在台北
，外縣市的民眾也可以北上遊台北，並在台北
用餐遊玩。

觀傳局試算，若高雄民眾搭高鐵遊台北以
北北基聯票可省2480元，入住安心旅館可獲贈

價值600元的24小時觀光巴士票券，再登101觀
景台可獲贈單趟價值150元的觀巴票券，並購買
永康商圈套票可省300元，再購買七大場館優惠
聯票可省280元，再到兒童新樂園遊玩可省150
元，各項優惠加總可省近4千元。

七大場館一票玩到底、貓空纜車單程票
統統50元

觀傳局推出安心旅遊專案，活動期間從7月
15日至8月31日，但限定在北北基好玩卡官網
或 KLOOK 官網購票才享 「銅板價」，內容包
括：50元購買 「一票玩到底」專案，7/15-8/31
能暢遊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士林官邸正館、台北當代藝術館、草山行館、
李國鼎故居、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等7大景點
，但每館限去1次。7大場館聯票原價330元，
十分划算。

此外，20元可參觀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
館；貓空纜車單程票從120元降至50元；購買
台北市立動物園 60 元套票就贈送好禮，限量
2000份。兒童新樂園 「一日歡樂票」（含21項
遊樂設施）只要200元（原價350元）。7月1日

至7月31日自來水園區門票從80元降至50元。
觀傳局另推出17條安心旅遊路線，包含10

條台北經典遊程、4條芬多精休閒步道、3條河
濱單車輕旅行路線，希望民眾到戶外健康遊；
結合 40 處商圈、夜市等鼓勵民眾安心 GO。14
家旅行業者響應北市安心旅遊，包含雄獅旅行
社、東南旅行社、宏祥旅行社、富友旅行社、
康福旅行社、佳瑛旅行社、KKday、五福旅行社
、鼎運旅行社、三盛旅行社、大島台灣、
KLOOK等，都推出豐富的台北遊程。

觀傳局也於6月8日起公開招募 「安心旅宿
」，民眾在安心旅宿住宿消費滿千，將限量加
碼贈送價值600元的雙層觀光巴士24小時乘車
兌換券，每人限領1張，7月15日至8月31日憑
台北市合法旅宿消費滿額的發票，還可周周抽
電動機車，後續還將加碼贈送限量溫泉抵用券
。另配合台北101觀景台國人優惠購票活動，北
市也推加贈雙層觀光巴士單次票兌換券，每日
限量600張。

加碼推兩大旅遊套票
觀傳局局長劉奕霆說，此次北市安心旅遊

專案誠意十足，還推出2大旅遊套票，優惠期間
直接下殺半價，包含結合永康商圈的 「安心旅
遊，祈願永康」套票，8月底前 「北北基好玩卡
高鐵聯票」的高鐵車票只要6.5折等，民眾可以
上北北基好玩卡官網查看多重好康優惠。

黃珊珊說，若台北市民可將三倍券留在台
北，再吸引外縣市民眾及背包客來台北旅宿，
暑假的台北就不會變空城，估可為北市帶來近
200億元商機。

黃珊珊也說，北市老人卡及愛心卡綁定三
倍券將加碼發給1千元，這是因為本就有預算，
但因疫情期間持有者減少使用，因此可以補助
。北市還將推無現金交易，若在台北旅宿飲食
消費，還可三重抽獎。北市也構想加碼補助高
中職學生綁定三倍券，但黃珊珊說，還要找經
費，市府已辦理追加預算，待議會通過再公布
。

劉奕霆說，台北市6至9月也將有一連串的
夏季大型活動，包含2020親水體驗活動、台北
親水節、台北河岸童樂會、大稻埕情人節等，
歡迎民眾一起來台北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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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是一家团圆的日子，可偏偏

有人不能和家人团聚。这不，叶博是一

家小公司的老板，原本正准备回家过年

，突然接到一个大客户张总的电话，让

叶博在除夕夜陪他喝酒。叶博心中有气

，却又无可奈何。要知道，自己和张总

明年的合同还没有签，得罪不起啊。

叶博知道张总喝白酒特厉害，而自

己酒量不行，他决定找个人陪酒。很快

，叶博找到了一个叫阿水的民工，双方

谈妥，酬劳五百元。

到了除夕夜，叶博、阿水和张总坐

在了一家饭店的包间里。

叶博点了一桌山珍海味，介绍道：

“张总，这是我朋友阿水！今晚，咱三

个不醉不归！”

张总哈哈大笑道：“既然是叶老板

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来，咱俩先

走一个！”话音未落，一杯白酒就下肚

了。阿水毫不含糊，端起酒杯立马也干

了。就这样，三人推杯换盏，喝得不亦

乐乎。

很快，叶博就退居幕后，担当起了

斟酒的角色。还别说，阿水和张总的酒

量旗鼓相当，不知不觉，各自八两白酒

下了肚。这时，气氛也上来了，两人开

始称兄道弟。

突然，门外传来敲门声，一个卖啤

酒的女孩走进来，微笑着说：“三位老

板，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你们要不

要喝点啤酒？”

张总点点头说：“刚好，白酒喝得

嗓子冒烟，先来几瓶漱漱口吧！”女孩

很高兴，兴冲冲地拎了几瓶啤酒过来。

张总兴致盎然地对阿水说：“大哥

，我先干为敬！”话音未落，就连干了

三瓶，看得叶博瞠目结舌。阿水不甘落

后，也一下子干了三瓶。张总哈哈大笑

：“真是痛快！”

这时，女孩开了一瓶啤酒，朝张总

走过去，说：“这位老板，我敬你！多

照顾我生意哦！”说完，咕嘟咕嘟喝了

个底朝天。

张总见了，非常高兴。叶博也乐了

：“小姐，你真是好眼力啊！一眼就看

出，他是我今晚最重要的客人！不如这

样，大家难得这么高兴，我把话撂这儿

了，你只要喝一瓶，我就买一打！”

女孩不禁欣喜若狂：“真的？”

叶博点点头说：“我说话算话！”

他搬来一把椅子，让女孩坐下：“先吃

点菜，慢慢喝！”

女孩吃了

两口菜，又开

了一瓶，敬了

叶博。最后，

女孩开了第三

瓶，对阿水说

：“这位老板

，我再敬敬你

！”

阿水有些

尴尬，点点头

说：“谢谢！

”说罢，两人

碰了碰酒瓶，

同时一饮而尽

。连喝三瓶啤

酒，女孩的脸涨得通红，分明有些喝多

了。

突然，张总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

。叶博赶紧递过去一张纸巾，关心地问

：“张总，你怎么了？”

张总擦了擦眼泪，说：“没事！今

晚，我太高兴了！兄弟，我对不起你啊

！今天是除夕夜，我还把你叫出来。可

是，我找不到别人吃年夜饭啊！我虽然

有钱，可越热闹的日子却越孤单。你这

个人实在，跟你喝酒，我心里舒坦！放

心吧，明年的合同继续签！合同呢？”

刹那间，叶博感慨万千。说实话，

刚才他还在心里不停地埋怨，要不是为

了生意，他才不会来赴约。此刻，他的

包里就放着合同呢，就等着阿水把张总

灌醉了好签字。但现在，张总说得没错

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能喊自己出来

，那是真拿他当朋友啊。

想到这里，叶博感动地说：“张总

，啥也不说了！合同签不签不重要，以

后，你只要想喝酒，随时都可以喊我出

来！”

这时，桌上又传来了抽泣声。只见

阿水和女孩各自靠在椅子上哭得上气不

接下气。叶博顿时明白了，阿水和女孩

都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谁还会除夕

夜出来挣钱啊？

叶博赶紧安慰那个女孩说：“小姐

，你放心！我一定说话算话，买你的酒

！”说着，又转过头拍拍阿水的肩说：

“阿水，你也放心……”

话音未落，阿水大着舌头说：“叶

……叶老板，今天的工钱我不……不要

了！”

叶博看了看张总，冲阿水小声说道

：“你……你瞎说什么呢？”

此时，阿水已是满脸泪水：“叶老

板，谢谢你！一年了，我终于和女儿坐

在一起，吃上团圆饭了……”

听到这里，叶博惊呆了。原来，阿

水和女孩竟然是父女俩。阿水早年丧妻

，独自艰难地将女儿养大。如今，女儿

在城里上大学，阿水也跟来打零工，平

日里，根本见不着面。年关将近，阿水

为了给女儿多攒点学费，便揽下了喝酒

的活，对女儿说，今年除夕就不一起吃

团圆饭了，能挣五百元呢。而懂事的女

儿背着父亲，悄悄做起了啤酒促销，想

分担一下父亲的重担。巧的是，父女俩

竟然在同一家饭店相遇了。

进门时，女孩就认出了父亲，她知

道，父亲在喝酒挣钱。可是，父亲一瓶

瓶地喝，女孩十分心疼，这才上前给张

总敬酒，希望能替父亲抵挡一下。阿水

看着女儿像自己一样喝酒挣钱，却又无

能为力，只能不停地喝酒。喝着喝着就

醉了，吐露了一切……

知道了这一切，张总反倒清醒了：

“原来是这样啊！”

叶博羞得满脸通红：“对不起，张

总！我……我很想把你陪好，但酒量有

限，就雇了阿水……”

张总叹了口气，说：“别说了！除

夕夜你能出来陪我，就说明你真把我当

朋友！不怕你笑话，几个月前，老婆跟

我分居了，我无家可归，才死皮赖脸地

把你喊出来。老婆离开我，就因为我每

天喝得醉醺醺的。谢谢你，让我看到了

这么温情的一幕，有家才有爱啊！”

叶博点点头，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

在了一起……

酒话连篇

这天，有一只鸭子在村外的河

里游泳，一直游到太阳下山，月亮

升起才慢悠悠地上岸。

鸭子刚上路，就碰见一只狐狸

，狐狸立刻蹿上去扑倒鸭子，张嘴

就要吃。

眼看狐狸就要把鸭子吃掉啦，

但鸭子没有害怕，也没有惊慌，他

突然想出个主意来，问狐狸说：

“你是要吃了我吧？”

“当然啦！”

“那好，我问你，我没你跑得

快，是不是？”

“是的。”

“我没你力气大，是不是？”

“是的。”

“算我倒霉，遇上你，我就逃

不掉了，是不是？”

“是的。”

“反正我逃不了啦，反正我是

一定要被你吃掉的，难道你还不放

心吗？”

“当然放心啦！”

“既然是这样，那就请你先放

开我，让我办完一件事情，然后再

来给你吃掉，你准会答应吧？”

“什么事？你说吧！”

“我有一种本领，会学狐狸叫

。我要是真叫起来，说不定比你叫

得还好听呢！”

“得了吧，鸭子哪能会学狐狸

叫呢？”

“不信？不信你就把我放开，

我学给你听听。”

“反正你是逃不掉的，我倒要

看看这件新鲜事。”狐狸说着，就

把鸭子放了。

鸭子离开狐狸，拍拍翅膀，立

刻叫起来。

狐狸一听，连连摇头：“这哪

像我们狐狸叫哇？你听着，我们狐

狸是这样叫的——”狐狸说完，就

叫起来。

鸭子听了也连连摇头：“不像

不像，这哪像狐狸叫？一点儿也不

像！”

狐狸生气了：“我们就是这样

叫的嘛，怎么不像？不信我再叫给

你听听！”狐狸说完，又大声叫了

起来。

正在狐狸张嘴大叫的时候，从

村子里蹿出一只狗来。原来，鸭子

知道村头住的那家养着一只狗，狗

的耳朵特灵，听见狐狸叫，准会追

出来。

果然，狐狸最怕狗，一见狗来

了，吓得不敢再叫了，也顾不上咬

鸭子了，忙撒腿逃命去啦！

鸭子斗狐狸

（中央社）國內武漢肺炎疫情趨穩，解封後
首場大型宗教盛事 「大甲媽遶境」昨晚起駕，由
於隨香信眾大減，鑾轎有如急行軍，今天(12日)
不到中午就進入彰化縣境，往年屢次因搶轎發生
「媽祖盃街頭格鬥賽」的彰化市民生地下道，彰

化縣警察局就安排近400名警力重兵管制，維護
鑾轎於傍晚5點平和通過。日前內政部長徐國勇
撂重話，搶轎開打將以《刑法》聚眾鬥毆罪送辦
，彰警今年對搶轎暴力事件零容忍，沿途佈署逾
千名警力，確保繞境第一天過程順利。

大甲媽鑾轎12日、13日南下行程行經彰化
分局、員林分局、北斗分局3個分局轄區，彰化
縣警察局指出沿途已規劃佈署1249名警力，去
年同時段部署警力1248名，其中常傳爭端的彰
化分局轄區，今年就動用757名警力，預防再傳
暴力事件。

往年鑾轎去程南下必經的彰化市民生地下道
、三民路段，是 「媽祖盃街頭格鬥賽」熱區。今
年鑾轎傍晚5時許就通過民生地下道，現場除規
劃隨轎警力150名，更額外佈署200名警力，加
上由局長方仰寧直接指揮的29人快打部隊壓轎

，此熱區就佈署近400名警力，要展現強勢執法
決心。

彰化縣警察局局長方仰寧更對千名警力下達
遶境期間三大任務： 「清道路、除障礙、堵破口
」，也呼籲信徒和平、理性參與遶境，強調《刑
法》第149條、150條今年1月修正施行後，3人
以上聚眾鬥毆已非告訴乃論，滋事者將據此嚴辦
。

方仰寧也強調，未與主辦單位協調所設的香
案、陣頭表演以及燃放鞭炮，往往是遶境過程產
生衝突的導火線，所以警方也會強力排除，同時
警方也事先拜會地方角頭溝通並進行約制，預計
陣頭也會減少三分之一，警方也會埋伏便衣警力
在群眾中防止宵小。

彰化民生地下道及三民路段搶轎 「衝突熱區
」，今年在彰化縣警察局長方仰寧親自坐鎮指揮
下，先行在周邊築起人牆，路口派員進行交管，
並安排快打部隊在現場待命。媽祖鑾轎於17點
10分抵達地下道口，17點15分就穿過地下道，
僅花了5分鐘就平和通過，足足比去年提早6個
多小時。

【【大甲媽出巡大甲媽出巡】】方仰寧親自坐鎮防搶轎滋事方仰寧親自坐鎮防搶轎滋事
彰化彰化 「「媽祖盃格鬥賽媽祖盃格鬥賽」」 今年絕跡今年絕跡

（中央社）投審會日前通過國巨（2327）以美金16億4000
萬元(約491.3億台幣)，間接投資美國KEMET CORPORATION(
基美)股權，將國巨推升為全球第3大被動元件廠，但國巨集團董
事長陳泰銘的寶貝兒子陳少威，卻因為2名正妹在KTV吵架，陳
少威還為了維護自己的妹，動手傷人，被台北地檢署依傷害罪起
訴，原本不認罪的他，到法院才與被害人和解，和另4名被告一
起賠償50萬元換撤告，台北地院判公訴不受理。

時常名列台灣十大富豪排行榜、有台灣 「電子業大王」之稱
的陳泰銘，共有兩段婚姻，也都已離婚，他與原配李慧真育有陳
少威、陳少喬、陳少曼3名子女，另外1段婚姻則是與港星關之
琳。2015年關之琳曾在公開場合自曝已和陳泰銘離婚，外界才曉
得他們早已密婚又離婚，但陳泰銘否認2人曾經結婚，兩人關係
令人好奇。

外界對於陳泰銘的子女，似乎只認識擅長馬術的那對雙胞胎
女兒，2人都是台灣2006年杜哈亞運馬術國手，當時姊姊陳少喬
第4、妹妹陳少曼奪銀，後來陳少喬改練衝浪，還參加了世界衝
浪錦標賽替台灣爭光，讓陳泰銘引以為傲。但是對於他的唯一兒
子陳少威，似乎甚少聽他提及，直到台北地院的判決書出爐，才
意外洩露陳少威多彩多姿的生活。

去年7月19日深夜，陳少威與天道盟不倒會的邱麒睿及一群
友人到東區夜店狂歡，結束後又續攤前往忠孝東路的錢櫃KTV
訂了801包廂，陳男還帶了剛認識、身材火辣的王姓正妹前往，
同行的人也找了自己的友人一同前往狂歡。

20日凌晨5點左右，801包廂已經HIGH到炸鍋，當時陳少
威邀約前往的王姓正妹不知何故與另1名同樣身材火辣的正妹吵
了起來，2名正妹都有各自的擁護者，其中參加的1名林姓男子
聽到2女在吵架，就要2人不要吵。

沒想到林男的這句話卻意外引發一場混仗，有人質問林男，
「你到底挺誰」，林男還沒說話，一個酒瓶就朝他的頭砸了過來

，顯然王女有陳少威撐腰，支持王女的佔大多數，包括陳少威、
邱麒睿等7人，或以徒手或用酒瓶、酒杯攻擊林男，雙方從包廂
打到走廊，再從走廊打到大廳櫃台。

林男1人寡不敵眾，鼻子、嘴唇有穿透性傷口長達7公分，
頭皮6處撕裂傷，右頸撕裂傷4公分，右手掌撕裂傷4公分，右
手肘撕裂傷3公分，左大腿及膝蓋撕裂傷4處，左腳踝撕裂傷3
公分，經緊急送往國泰醫院急救，才撿回一命。

台北地檢署一開始將先動手的邱麒睿及另名簡姓男子依傷害
罪起訴，但林男指控陳少威等5人也有動手，雖然陳男到案後否

認動手打人，律師也替他辯護稱陳男當時剛認識王女，小倆口你
濃我濃、濃情密意都來不及，怎麼可能有時間動手打人。

但檢察官調閱現場監視畫面，發現陳少威一群人打完林男，
搭乘電梯準備離開時，陳男身上所穿著的衣服染有血跡，邱麒睿
還要他換掉衣服，再加上現場目擊者也都指認陳男動手打人，檢
察官最後依傷害罪將陳少威等5人追加起訴。

沒想到檢察官起訴後不久，雙方就達成和解，林男具狀撤回
告訴，台北地院判決全案公訴不受理。對此，國巨表示： 「涉及
個人私事，公司不便評論。」

一名與陳少威熟識的友人透露，其實陳少威本性不壞，只是
愛玩，愛泡夜店，加上富少背景，他每次去夜店都受到王子般侍
奉，而案發當天陳少威從夜店到KTV續攤，雖然包廂是他開的
，但在裡面歡唱的人他幾乎都不熟識，引發鬥毆的正妹，也只是
剛在夜店認識陳少威，發生鬥毆事件後，陳少威本來就有意盡快
和解，無奈因為不認識其他動手打人的人，才難以達成共識，不
過最後陳少威和其他4名被告決定一起賠償傷者50萬元，終獲撤
告。

國巨陳泰銘兒KTV打傷人！為正妹爆衝突7打1 從包廂打到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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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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