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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美國《華盛頓郵報》6月25日以此為題發表
分析文章稱，就“要不要戴口罩”，美國曾在此問題上的180
度大轉彎、以及國內隨後圍繞口罩產生的政治分歧，象徵著美
國在應對新冠疫情時的混亂。

文章提到，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曾在1月份表
示，不建議“身體健康的人”戴口罩。 2月29日，美國公共衛
生局局長杰羅姆•亞當斯更是在推特上發出警告：“停止購買
口罩。”

然而，幾週後，這個建議就被推翻了。隨著美國新冠死亡
病例激增至7000多人，美疾控中心4月3日一改此前表態稱，
當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應戴口罩。

報導稱，儘管衛生專家建議戴口罩，但川普在宣布有關指

導方針時卻表示，他本人不會這麼做。不僅如此，一些共和黨
議員還嘲笑戴口罩的做法，而在一些地方，要求佩戴口罩的規
定也在遭到強烈反對後被取消。

《華盛頓郵報》說，未來幾週，隨著經濟重啟，美國新冠
病例激增，有關是否要戴口罩的爭議可能會加劇。一些州政府
近日要求在公共場合戴口罩，但是包括總統及其支持者在內的
很多人，仍然很少戴口罩。

“(但)在其他國家，則沒有這樣的分歧。在許多亞洲國家
，早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醫用)外科口罩就已為社會所接
受，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過去疾病大流行的經驗，比如2003
年的SARS。”《華盛頓郵報》稱。

戴口罩分歧戴口罩分歧 美國防疫不同調美國防疫不同調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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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部今天公佈全國六月份就業人數增加
了480萬人，全國失業率下降至百分之十一點
一， 共有一千七百八十萬人仍在待業狀態。

全國疫情目前以徳州最爲嚴峻，昨天單日
就有八千零七十六人確診，目前在大休斯敦地
區之醫療床位已呈飽和狀態，州長及市長皆重
申停止進一步開放歩驟，並立即關閉全州之酒
吧行業。

自從五月初大部分州開放經濟活動以來，
全國各地之商業餐廳海岸重啓，是就業人數激
增的原因 ，對于開放後立即導致疫情之反彈，

更是公衞專家們最擔
心的變化，並且提出
嚴重警告，時間已經
不多，如此下去可能
會變成無法收拾之慘
局。

經濟是否在近月內
好轉，絕對是川普可
否連任之最大關鍵所
在，目前他已落後對
手拜登十五個百分點
，世衛組織日前也說
新冠疫情目前在全世
界許多地區仍然猖狂
而無法全面控制中，
其中百分之二十五疫
情是在美國。

就目前看來，聯邦
政府並無全面性之措施來對付病毒，而各州地
方政府採取之措施也不盡相同， 實在也無法做
到中央統一領導來貫徹措施。

非常不幸的是我們種族矛盾在社會中不斷
激增，治安預算、警察守則都是急待解決之事
，許多城市諸如西雅圖市民劃地爲營，擾亂市
政及居民，也是最壞的示範。

我們欣見美國經濟複甦在望， 也更憂心疫
情擴散，真是魚與熊掌，如何兼得？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77//0202//20202020

Th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reported today
that total non-farm employment rose by 4.8 million
in Jun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declined to
11.1 percent with ten million eighty thousand
people still out of a job. But it is a good sign for the
economy.

In Texas we now have the highest number of
confirmed COVID-19 cases at 8,076 and fifty-
seven people have passed away. In the Harris
County area we have almost run out of hospital
beds. This is a very serious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ern states.

Texas was a very early state to
open for business because we
let the beaches, bars and
restaurants open. People did
not care about wearing a mask
or keeping social distance and
the virus came back to spread
out again. As Dr. Fauci warned
us, if we don’t control this
pandemic, we might have 100,
000 confirmed cases per day in
the coming months in America.
Such an horrific situation may
happen to us.

Whether or not President
Trump could be re-elected
partly depends on the
economy. The latest poll shows
he is behind challenger Biden
by 15 points.

The CDC today also warned that the coronavirus is
still out of control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America.

Today we are facing so many problems. The racial
issues are creating unrest in the cities. Cases like
in Seattle, Washington, have seriously interrupted
the local people’s lives.

We are also very glad to see that our economy is
improving. But how can we balance the pandemic
and the economy? This is a big problem for all of
us.

How To Balance The EconomyHow To Balance The Economy
During The PandemicDuring The Pandemic

魚與熊掌魚與熊掌 不可得兼不可得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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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俄羅斯衛星通訊社7月2日消息，由於印度空軍老一輩戰機退役後軍機短缺，印
度政府已採納一項“雙管齊下”的策略，在對現有飛機進行維護的同時採購新戰機。

7月2日，印度國防部批准了一項長期擱置的價值52億美元的採購計劃，為印度空軍和陸軍更
新裝備。

據報導，印度國防採購委員會批准了斥資 9.9 億美元採購 21 架米格-29、升級 59 架現有米
格-29，以及花費14.3億美元採購12架蘇-30 MKI的計劃。

此外，該委員會還決定買入更多皮納卡多管火箭炮及軟件無線電等裝備，總計價值27億美元
左右。

（綜合報導)近一個月來，印度和巴基斯坦外交關
係大為惡化。在克什米爾實控線附近，兩國因領土爭
端頻頻交火。截至22日一名印軍士兵在交火中被打死
，6月以來，已有4名印軍士兵在與巴方衝突中喪生。

除了領土爭端外，6月15日，外媒報導稱有2名印
度駐巴基斯坦高級專員署工作人員，在巴基斯坦街頭
駕車撞傷一名路人，在肇事逃逸後被巴警方扣押。

針對巴方的處理結果，印度外交部聲明稱，這2名
印方工作人員是被巴基斯坦官方“強行綁架”，並被
“非法拘禁10多小時”。聲明還稱，印度已傳喚巴基
斯坦高級專員公署海德爾•沙阿（Haider Shah），並
“強烈抗議巴方嚴刑拷打2名印度工作人員”。
此前，也曾有2名巴基斯坦駐新德里代表團官員，被印

度執法機構指控“參與間諜活動”，並於5月31日以
“不受歡迎人士”被要求離開印度。

因此，印度此次要求巴基斯坦削減外交人員的決
定，很可能是基於上述的爭議和外交衝突而做出的。
印度稱已向巴基斯坦駐印高級專員署臨時代辦通告這
一決定，並要求巴方在7天內執行。目前，該聲明已在
印度外交部官網公示。

對於印度這一決定，巴基斯坦發布聲明，強烈譴
責印度的“不實指控”，巴方宣布以對等原則，要求
印度同樣在7天內，將本國駐巴基斯坦外交人員減半。

據法新社等媒體報導稱，巴基斯坦駐印外交人員
一度最多有106人。但在近幾個月來，隨著兩國關係的
變化，巴基斯坦政府已將駐印人員減少至約80人。

日本反對韓國加入日本反對韓國加入GG77
緊張的雙邊關係再蒙陰影緊張的雙邊關係再蒙陰影

印度批准印度批准2525億美元從俄羅斯買入億美元從俄羅斯買入3333架戰機架戰機，，包括蘇包括蘇--3030MKIMKI

印度發難印度發難，，巴基斯坦對等回應巴基斯坦對等回應！！

（綜合報導）近日，日本反對韓國加入
G7領導人峰會的消息傳開後，給本來就緊
張的雙邊關係再蒙上一層陰影。

共同社引述多名日本政府官員的話報導
，日本已通知美國，反對韓國參與G7，聲
稱韓國與G7成員國在某些問題上無法“步
調一致”。

對此，韓國總統府官員譴責，“日本不
斷地'傷害'鄰國，對於反對韓國加入G7也好
，或者日後再反對韓國俞明希競選世界貿易
組織（WTO）下一任總幹事也罷，日本一
貫不承認且不彌補其不法行為的態度已不足
為奇了，日本的無恥水平一直是世界最高水
平。”

據了解，5月30日，特朗普表示，目前
的G7結構已經過時，併計劃邀請俄、韓、
澳、印四國參加。之後，特朗普6月1日與
韓國總統文在寅通電話時提出參加G7峰會

的邀請。 《韓民族日報》指出，日本認為
文在寅政府保持親朝和親中態度，這和G7
成員國的立場不同。但日本反對的真正理由
是，安倍為提高冠病疫情應對不力不斷下滑
的支持率，所以製造反韓情緒，試圖刺激並
拉攏保守派。

聖公會大學教授梁起豪指出，雖然日本
聲稱韓國是重要的鄰國，但日本似乎不樂見
韓國國際地位上升，擔心韓國和美國等發達
國家直接溝通對日本不利，並希望守住日本
身為亞洲唯一G7成員國的外交優勢。

去年7月，日本宣布禁止日本企業向韓
國出口半導體核心零部件後，導致韓國社會
出現全方位的“抵制日貨運動”。這場持續
一年的抵制運動，令朝日啤酒損失約197億
韓元、優衣庫關掉了 15 家門店、日產汽車
決定將完全退出經營 16 年之久的韓國市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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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 古特雷斯

日前在接受西班牙《國家報》采訪時

指出，這個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

需要強有力的領導。“我們需要全球

性的領導，帶領我們更加有效地面對

全球性的挑戰。”

自 2017 年 1 月就職以來，古特

雷斯及他所領導的聯合國遇到了很

多挑戰。先是唐納德· 特朗普宣布

美國退出《巴黎協定》，隨後是大

國間摩擦的不斷升級，難民危機以

及新冠肺炎在全球範圍內的流行。

他希望全球各國能夠在世衛組織的

帶領下對抗新冠疫情，並且希望歐

盟能夠在全球多邊主義框架中發揮

更重要的作用。

全球各國必須合作面對新冠疫情

當被問及新冠肺炎流行所造成

的影響到底是什麽時，聯合國秘書

長古特雷斯表示：“我們並不知道

新冠疫情將會如何發展。從樂觀的

角度來看，發達國家會協調應對病

毒的策略，並與全球各國政府壹起

成功控制住病毒，這樣發展中國家

至少可以避免經歷嚴重的災難。兩

三年後，壹切都將恢復正常。但如

果從悲觀的角度看待疫情發展的話

，我們會發現，由於國與國之間缺

乏協調，疫情將在南半球國家造成

嚴重的災難，並在北方國家引起第

二撥重大沖擊，引發可怕的經濟衰

退及 5 年到 7 年的全球性經濟蕭條

。但現在預測未來的全球疫情發展

還為時尚早。我希望這次危機能夠

引起人們的註意。我們需要共同面

對全球挑戰。雖然分裂是正在發生

的現實，但我們需要改變這種情況

。”

美國總統特朗普曾經發布言論，

妄稱世衛組織是“中國傀儡”。他還

聲稱美國將終止與世衛組織的關系，

因為世衛組織在阻止新冠病毒最初傳

播方面，沒有起到足夠的作用，古特

雷斯並不這麽認為。

“我們需要調查新冠肺炎的根源

，病毒飛速傳播的原因以及世衛組織

和各國政府是如何做出反應的。但我

了解世衛組織，他們不受任何國家的

控制。世衛組織的成員總是出於本心

做事，尋求與會員國之間的合作。雖

然有時他們會犯錯，但我認為他們不

會偏袒中國。他們只是希望能夠與中

國保持良好的關系，確保與中國的合

作。世衛組織此前也贊揚了美國政府

在防治新冠疫情方面做出的大量工作

，所以我不認為世衛組織站在任何特

定的國家壹邊。“他說。

堅持多邊主義
歐盟將發揮關鍵作用

古特雷斯認為，在全球背景下，

歐盟作為多邊主義的倡導者能夠發揮

更大的作用。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

級代表博雷利也表示，世界需要通過

多邊主義機制繼續合作，抗擊新冠疫

情。同時，他承諾將動用更多的資源

支持世衛組織。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除

了新冠疫情外，氣候變化問題也是聯

合國關註的主題，他認為，歐盟以及

其他國家能夠在這些問題上發揮重要

的作用。

“我堅信，歐盟能夠發揮關鍵性

作用。我們需要壹個多邊治理的多極

世界。在全球氣候變化等方面，歐盟

正在帶頭采取行動，爭取在2030年之

前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我相信，

他們的舉動會影響並鼓勵其他國家也

做出同樣的事情。”古特雷斯說。

聯合國秘書長
我們需要共同面對全球性的挑戰

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28日表示

，已擬定“事關英國國運”的經濟刺激

計劃，將在新冠病毒疫情結束後投入數

百億英鎊巨額資金，“快速恢復英國經

濟”。

約翰遜於當日接受英國《每日郵報

》采訪時表示，“新冠疫情給英國經濟

帶來了巨大沖擊，但我們將恢復得很好

，我們已找到了壹條回歸健康狀態的道

路。”政府已制定了經濟刺激計劃，他

將於下周二宣布該計劃細節。

約翰遜稱，這是壹個重要的時刻。

“核心是要迅速采取行動，我們將確保

有計劃地幫助那些失業者獲得重新工作

的機會。我們絕不會回到10年前的緊

縮政策。”

據悉，英國財政大臣裏希· 蘇納克

(Rishi Sunak)將宣布相關財政預算案，

並領銜擔綱成立“項目速度”工作組，

強力推進各項工程進程，以縮短交付

“高質量基礎設施”所需時間。

英國內政大臣普裏蒂 · 帕特爾

(Priti Patel)在當日的另壹新聞節目中

，“策應”了首相公布的上述信息。

帕特爾稱，“當擺脫新冠病毒這種可

怕病魔後，我們希望英國再次行動。

我們正邁向復蘇之路。目前側重於基

礎設施，在全國範圍內升級建設。建

設熱潮將有效幫助創造就業機會，全

面恢復經濟。”

英國政府同時制定了名為“夏季消

費者信心運動”計劃，撥款2000萬英

鎊用於政府部門制作宣傳廣告，首相、

內政大臣、財政大臣等親自當代言人，

鼓勵民眾到餐廳、酒吧、理發店、美容

店等場所消費。

英國計劃斥巨資
刺激恢復疫後經濟

據希臘《中希時報》報道，近期

，壹項新的研究調查顯示，隨著新冠

疫情影響，希臘人在超市閑逛，或者

在餐館酒吧外出用餐的次數大幅度減

少。線上消費呈現增長態勢。

據報道，目前，希臘經濟生活和

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過渡井然有序。然

而，即使大多數限制措施已取消，在

線超市銷售額仍展現出異乎尋常的高

增長，這絕非巧合。

根據Convert Group創始人兼首席

執行官PanayiotisGezerlis近期提交的數

據：5月1日-24日期間，在線超市銷

售額年增長率超過180%。雖然不及3

月份(307%)那麽高，但可以表明線上

超市依舊以驚人的速度在增長。對比

疫情暴發前，在線超市的增長率遠低

於2019年12月的35%和2020年1月的

29%，2月份則猛增至62%。

調查結果還顯示，線上訂單的平

均客單價依舊偏高，為96歐元，而在

疫情暴發前為86歐元。疫情期間，客

單價曾壹度飆升至123歐元。與此同

時，線上超市的顧客數量也大幅增加

，5月份網上雜貨店的平均日訪問量

為136000人次，而疫情前的該數字僅

為71000人次。

研究人員弗洛羅斯近日表示，在

希臘，22%的線上買家是在隔離期間

開始網購的。值得關註的是，即使

在大多數限制取消後，他們仍繼續

從網上超市購買基本商品，其中有

42%的人購買個人護理產品，28%的

人購買家居用品，24%的人購買包

裝食品，19%的人會購買飲料類商

品。

此前IRI Hellas的數據顯示，在過

去三個月裏，希臘超市的總營業額超

過了15億歐元，同比增長4億歐元。

而根據零售消費品研究所(IELKA)的測

算，同壹家連鎖店，其實體店客流量

則減少了8240萬。

疫情之下，希臘民眾消費習慣
在悄然發生改變

美國總統特朗普最近不是壹點兒

煩。《紐約時報》27日爆料稱，俄羅

斯軍事情報部門向阿富汗塔利班武裝

分子秘密提供賞金，鼓勵他們襲擊駐

阿富汗美軍，而對此知情數月的特朗

普竟然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美國2月底與阿富汗塔利班好不容

易簽訂和平協議後，和談進程依舊磕

磕絆絆，時不時還是有交火發生。直

到本月中旬，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終

於同意，將多哈作為首輪和談地點。

而《紐約時報》這篇報道，似乎想

“揭曉”阿富汗和談進展緩慢的原因

。

報道援引美國情報官員的話稱，

在和談過程中俄羅斯壹直“暗中破壞

”，秘密給襲擊美軍的塔利班武裝分

子提供賞金。這項“殺美軍有賞”項

目由俄羅斯聯邦武裝部隊總參謀部發

起，該部門還與前俄羅斯間諜斯克裏

帕爾2018年在英國中毒壹事有關。

《紐約時報》說，2019年共有20

名美軍士兵在阿富汗喪生，美國情報

部門“已經認定有壹些武裝人員收取

了賞金”。

據說，這些情報調查結果早就通

報給了特朗普，國家安全委員會也討

論過這個問題，制定了壹系列方案，

包括向莫斯科表達不滿、要求叫停賞

金以及升級對俄羅斯制裁等。但是，

白宮沒有批準采取任何行動。

有關三方都否認

如果《紐約時報》的指控屬實，

這顯然是樁大事，但當事方給出了不

壹樣的說法。

俄羅斯駐美國大使館在推特說：

“《紐約時報》將莫斯科描述為殺害

駐阿美軍幕後策劃者的報道是毫無根

據的指控，這已經直接威脅到在華盛

頓和倫敦工作的俄羅斯大使館員工的

生命。”俄羅斯大使館要求《紐約時

報》“停止制造假新聞”，並要求美

國國務院、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

采取有效措施。

塔利班也否認與俄羅斯情報部門

有此類交易。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

說，塔利班的暗殺和襲擊向來都是

“依靠自己的資源完成”，並且在2月

簽訂和平協議後已經停止攻擊美軍和

北約部隊，也不允許極端主義團體在

塔利班控制地區活動。

而最頭疼的應該是特朗普。白宮

新聞秘書麥克納尼回應稱，特朗普和

副總統彭斯“都沒有收到過所謂俄羅

斯提供賞金襲擊美軍的情報”。有意

思的是她又補了壹句：“我不是在評

論這是否有情報價值，而是針對《紐

約時報》錯誤地暗示總統已獲得這件

事的簡報，中情局局長、國家安全顧

問和參謀長都可以確認他們沒有收到

簡報。”

美國大選水攪渾

正是麥克納尼的後壹句話給特朗

普惹了更大麻煩。她的話似乎意味著

情報屬實，只是想幫總統撇清“明知

故犯”的鍋。

聯想起“通俄門”，以及近來特

朗普邀請俄羅斯加入七國峰會的表

態，加上俄羅斯聯邦武裝部隊總參

謀部曾入侵美國民主黨服務器、幹

擾 2016 年美國大選的傳聞，美國媒

體壹片嘩然，認定“賞金”事件必

有貓膩。

參議員格雷厄姆說，當務之急是

獲得答案，特朗普應向國會說明他對

俄羅斯“殺美軍有賞”項目究竟知道

多少。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民主黨

領袖梅嫩德斯也火上澆油，稱如果特

朗普為普京開脫，“那麽國會必須再

次加緊努力”，對俄羅斯采取新制裁

。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更是趕忙

踩壹腳特朗普：“我必須再次強調，

特朗普總統，在戰爭威脅中就任的美

軍總司令，根據《紐約時報》報道，

已經知道此事幾個月，他做的壹切比

什麽都不做還要糟糕。”“他的整個

總統任期都是普京的禮物。”

《紐約時報》這篇報道就像扔進

美國大選這個大魚缸裏的壹把飼料，

再次攪渾了魚缸裏的水。

俄羅斯懸賞讓塔利班殺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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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新加坡總理

李顯龍表示，面對新冠病毒，需要各國協調科

學研究和政府行動方面的國際應對方案，推動

多方合作的“疫苗多邊主義”對抗擊疫情至關

重要。

據報道，李顯龍日前在全球目標承諾峰會

(Global Goal Pledging Summit)上表示，在研發

出疫苗之前，“我們不太可能回到新冠疫情前

的生活方式”。

他說，“疫苗多邊主義”(vaccine multilater-

alism)對於協調國際應對方案至關重要。“新加

坡期待與歐洲委員會和誌同道合的國家，以及

世界衛生組織、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和全

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合作研發疫苗，並且公

平迅速地把疫苗分發給所有國家的人民。”

李顯龍稱，尋找疫苗可能還需要壹些時間

，但“只要齊心協力，我們壹定能克服這壹代

人的危機，變得更強大。”

據此前報道，世衛組織首席科學家蘇米婭·

斯瓦米納坦日前表示，疫苗研發壹般需要8至

10年，世衛組織希望盡可能縮短時間，在12-18

個月(從2020年1月開始研發算起)內研發成功。

她表示，這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只有通過全球

合作才能實現。

斯瓦米納坦還強調，新冠疫苗應作為全球

公共產品，許多公司已分享其科研知識和資源

。目前全球已有超過200個候選疫苗，其中15

個正在進行人體臨床試驗。

新加坡總理：應以“疫苗多邊主義”
協調國際抗疫方案

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KBS)29日报道，6

月18日和19日，韩国检察厅“世越号”惨案

特别调查团对法务部和大检察厅进行了查抄调

查。

报道称，预计“世越号”特别调查团将根

据资料，调查“世越号”沉船事故发生后，检

察厅调查组向时任法务部长官黄教安汇报的调

查内容范围，以及之后调查方向是否发生变化

等。

此前，“世越号”惨案家族协议会以妨碍

光州地方检察厅调查组调查为由，向检方检举

黄教安。

2014年“世越号”沉船事故发生后，韩国

检警联合调查本部在光州地方检察厅成立“海

警调查专责组”，但有人怀疑在申请海警干部等人逮捕令的过

程中，黄教安通过大检察厅持续传达反对意见。检方计划在分

析此次确保的资料后，若有必要，传唤黄教安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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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韓媒報道，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

策本部28日公布“有關保持社交距離的各

階段標準及實施方案”，將分階段實施社

交距離限制措施。根據韓國目前疫情形勢

，觀眾最早於本周將被允許進入賽場觀看

體育賽事，但前提是要遵守防疫措施。

報道稱，韓國將根據疫情形勢及防疫

措施，分三個階段實施社交距離限制措施

。目前，韓國屬於第壹階段。在該階段，

公眾遵守佩戴口罩等防疫守可聚集或舉行

活動，也可利用公眾聚集設施，還可在限

制名額的情況下現場觀看體育比賽。

據報道，韓國體育部打算開放30%的球

場看臺，然後逐漸增加規模。

韓國政府稱，如果疫情形勢惡化，進

入第二階段，體育場將關閉。根據規定，

在第二階段，防疫部門將禁止公眾舉行室

內50人以上、室外100人以上聚集的活動，

公共設施原則上被禁止運營，學校需將線

上和線下授課並行。

在第三階段，除必要的經濟活動外，

壹切活動原則上被禁止，10人以上聚集的

活動也被禁止，各級學校和幼兒園停止線

下授課。

韓國擬分階段實施限制措施
將有限度允許球迷進賽場

阿富汗政府官員28日說，阿安全部隊

近兩日在多地展開行動，打死至少64名武

裝分子。

阿富汗東部加茲尼省政府發言人瓦西

杜拉· 朱馬紮達28日證實，阿安全部隊戰機

當天在該省代赫亞克地區對壹場塔利班集

會活動實施空中打擊，打死10名武裝分子

、打傷6人。

同壹天，阿富汗安全部隊發表聲明說

，安全部隊位於東部帕克蒂亞省的壹處哨

所當天遭塔利班武裝分子襲擊。安全部隊

隨後展開清剿行動，打死13名武裝分子。

安全部隊還在東部卡皮薩省打死7名武裝分

子、打傷7人。

據阿富汗內政部28日發表的聲明，阿

安全部隊27日在西部古爾省莎加爾地區對

塔利班展開清剿行動，打死14名武裝分子

、打傷15人。

另據來自阿富汗北部法裏亞布省和朱

茲詹省的消息，阿富汗安全部隊過去24小

時在這兩個省共打死20名武裝分子、打傷

13人。

阿富汗塔利班開齋節前曾宣布實施為

期3天的停火。但隨著開齋節結束，塔利班

武裝人員恢復了對阿富汗安全部隊的襲擊

，阿安全部隊也加大了對塔利班武裝的打

擊力度。

阿富汗安全部隊在多地
展開行動打死64名武裝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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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疫情爆發的2003年，時年37歲的
吳桂春南下東莞打工，在工廠做

雜工。後來換工到東莞南城區的一家鞋廠做流水
線工人，月薪最高達7,000元人民幣。但在新冠肺
炎疫情來襲後，工廠停產，他失去了工作。

從閱報到讀《春秋》留言紀念
據悉，只有小學文化的吳桂春，因為愛書，

更因為東莞圖書館提供了絕佳的閱讀條件，在打
工之餘看了十多年的書。從最初看報紙、路邊小
說，到研讀《春秋》、《資治通鑒》等著作。
24日，打點好返鄉的行囊，吳桂春去東莞圖

書館辦退用了12年的借書證。排隊時，他和另外
一名讀者說起了與東莞圖書館的故事，並表示即
將離開，十分不捨得圖書館閱讀的時光。
他們的對話被圖書館一名細心的館員聽到，

希望他在讀者留言簿上寫下幾句話。
於是，吳桂春滿懷感情地寫下一段，“我來

東莞十七年，其中來圖書館看書有十二年。書能
明理，對人百益無一害的唯書也……想起這些年
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圖書館了。雖萬般不
捨，然生活所迫，餘生永不忘你，東莞圖書館。
願你越辦越興旺。識惠東莞，識惠外來民工。”

為讀書可“忘食”網友：尊敬
看到這段留言，這名館員十分感動，拍照將

它發到網上。
沒想到，該段照片和文字迅速在各大網絡平

台轉發，網友評論如潮。“太勵志了，感
動！”、“作為一名大學生，我年紀輕輕就靜不
下心去看書，慚愧！”、“讀書人值得尊
敬！”、“有關部門幫幫忙，他值得留下來。”

吳桂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來東莞之
初，他喜歡買地攤書來看，後因同事一句“為啥
不去東莞圖書館，那裏不用花錢，書也多”，與
東莞圖書館結緣。
“第一次進圖書館，空調很涼快，書很多，

而且讀書真的不要錢。”吳桂春說，這些年只要
手頭沒有工作，他就“泡”在這裏閱讀，從《紅
樓夢》開始，各類史書成了他的最愛。為了有更
多時間看書，休息日他甚至不吃午飯，從圖書館
開館一直待到晚上閉館。

“讀書對我的性格、心態和眼光都很有幫
助，我現在遇事不會那麼暴躁，也不會動不動和
人抬槓，能平常心看待任何事情。知識豐富了我
的精神生活，也點亮了自己的知識人生。”吳桂
春說，讀書正面塑造了他。
在東莞打工和閱讀，也影響了吳桂春的家

庭。吳桂春只讀過小學，而他的兒子上了大學，
還是一名碩士畢業生。

東莞政府助尋工 重圓“書夢”
吳桂春的故事感動了很多人，也引起了當地

政府的注意。其後，東莞人社局與他取得聯繫，
表示願意幫助他重新找工作，繼續留在東莞，多
家企業也表示願意提供工作崗位給他。當天，人
社部門迅速多渠道聯繫企業，進行崗位匹配。

消息很快傳來，吳桂春日前通過了東莞市光
大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面試，將在位於東莞圖書
館附近一個小區從事綠化養護工作。
新工作落實後，吳桂春高興地來到東莞圖書

館，重新辦理了一張讀者證。“很高興，又可以
看書了。”

東莞外來務工人員
眾多，且分布在各個鎮
街，包括外來工在內，
讀者都可以輕鬆借閱書
籍。圖書館進入工業
區，也正成為趨勢。

黃埔區是廣州工業重鎮，外來人口
眾多。9日，黃埔區圖書館人才小鎮分
館啟用，該館位於工業區，將直接服務
於當地的工廠、園區的外來人才和一線
工人。

事實上，廣州作為全省文化中心，
在公共圖書館方面創新不斷，比如白
雲、海珠等地，均建有專門的外來務工
人員圖書館。在珠三角服裝行業打工多
年的江西人姚先生表示，他先後在廣
州、東莞、中山工作多年。他的牛仔服
裝洗水技術，之前是通過師傅教授學來
的。“有一次，我和同事逛街，恰巧進
入增城當地一家圖書館，我當時嘗試找
我們牛仔服裝行業的書籍，沒想到找到
了四五本，非常有針對性，當天就看了
一下午。”

之後，姚先生經常到該圖書館看
書，不僅學到了專業知識，還學到了更
多歷史、文學方面的書籍，受益很大。

粵圖書館全民開放
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前沿，是中國最

早將圖書館向全民開放的省份，除了
省、市、區縣，幾乎每個街道、鄉鎮都
有自己的圖書館。目前，在廣東公共圖
書館已基本向全民開放，不論是否有本
地戶籍。廣東高校圖書館，亦是全國最
早對外開放，只要辦一張臨時讀者證，
便可以入內閱讀。

根據東莞公共圖書館此前發布的消
息，該館已經建立起市、鎮（街）、村
的三級架構，形成 1 個總館、52 個分
館、102個服務站的地區圖書館網群。
通過總館、分館、服務站、圖書流動
車、24小時自助圖書館五種形態布局，
市民在圖書館辦證之後能夠實現全市公
共圖書館書籍的通借通還。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書能明理，對人百益無一害唯

書也……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

就是圖書館了。”來自湖北的農民工

吳桂春因疫情衝擊失業，返鄉之際在

東莞圖書館留言簿上寫下離別告白。

無數網友表示感動，紛紛留言“留下

他”。令人欣慰的是，在社會各界和

當地政府的推動和幫助下，吳桂春在

東莞圖書館附近的一家物業公司找到

了一份新工作。“疫情無情‘城’有

情 ， 一 個 溫 暖 的 故 事 ， 未 完 待

續……”有網友這樣說。

湖北外來工吳桂春
的故事引起廣泛關注，
大 概 是 因 為 兩 個 “ 反
差”，一個低學歷農民
身份帶有的“讀書人”

印記，一個是讀書人和刻板印象的東莞
之間的情感碰撞。事實上，東莞作為製
造業大市，正在逐漸改變和塑造着它的
形象。能夠培育讀書人，留住讀書人的
身和心，本身已經是軟實力的提升。

吳桂春在打工之餘，能夠堅持12年
閱讀，特別是與東莞圖書館擦出火花
後，為了能夠盡量多看書，甚至不吃中
午飯，從開館看到閉館，真正達到了
“廢寢忘食”的境界。

借閱書籍 一視同仁
不得不說，除了吳桂春愛書，東莞

以及東莞圖書館對外來工敞開胸懷的開
放姿態，以及在這個基礎之上所採取的
一系列便利措施，起到重要的作用。筆
者記得，當年東莞圖書館位於南城區的
新館開放，成為當時全城的大事，市民
爭相追捧。作為外來工輸入大市，公共

圖書館服務廣大外來工，是應有之義。
近年來，為了服務好這個群體，東莞圖
書館還舉辦了專場活動。外來工在圖書
館借閱書籍，也和當地市民同等待遇。
如今，東莞圖書館還在各鎮街設有分館
以及服務站，外來工能夠輕鬆借到書、
讀到書。

東莞作為享譽世界的工廠，機器轉
動和不斷流動的生產線是很多人對其的
想像，曾經大熱的夜店、會所現象亦被
指是枯燥製造業的衍生品。然而，東莞
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在公共文化和民
生保障方面，常年保持大投入。

近年，圖書館之城、博物館之城、
音樂劇之城等一個個彰顯城市氣質與精
神內涵的“文化品牌”，相繼成為“世
界工廠”的新標籤。

同時東莞積極打造“文化周末”
“茶園遊會”“花燈文化節”“油菜花
節”“非遺墟市”等文化品牌，在不斷
挖掘本土文化元素的同時，讓 “莞味文
化”與時俱進、重煥生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圖書館入工業區
面向廣州外來工

��$

提升軟實力 留住讀書人
�
/=

■■吳桂春說吳桂春說，，
讀書正面地塑讀書正面地塑
造 了 他 的 性造 了 他 的 性
格格。。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因為一條在東莞圖書館的留言
被轉發，吳桂春得到了網友的力
挺。圖為該條留言。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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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6月30日晚正式刊憲實施，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1日率領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舉行記者會作解說，特區政府主要官員亦列席以展現團結及支

持。林鄭月娥表示，中央今次為香港制定香港國安法，體現了

中央決心恢復香港穩定，決心讓香港市民能享有依法應有的權利和自由，決心貫徹

落實及完善“一國兩制”。特區政府一定會竭盡所能達至立法的目的，完善“一國

兩制”這個制度的體系，令香港可以長治久安。

立法體現中央護港決心特
首： 停亂局復穩定 保護守法市民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保
安局局長李家超在1日的記者會上表示，香
港國安法賦予警方國安處的權力，包括拘
捕、調查、搜證，均為現有法例即《有組織
及嚴重罪行條例》的延伸，而有關國家安全
的截取通訊的問題，在其他國家及地區均為
行政機關去授權的。香港國安法訂下的四類
罪行均屬嚴重罪行，“大家都可以看到刑罰
是很重，所以在執法的角度，很合邏輯是要
將這個權力引用在新訂立的四類罪行中。”
警務人員會根據實際情況，憑執法經驗、觀
察去採取按照法律要求他們採取的行動。

李家超指出，新成立的警務處國家安全
處的職能包括收集和分析情報、部署及執行
行動、調查有關案件、培訓、開展國家安全
審查以及協調的工作。該處將由警務處副處
長出任主管，現時正物色人選，稍後會由行
政長官任命。

他強調，特區政府承擔處理國家安全的
主體責任，絕大部分工作都由特區處理及完
成，絕大部分案件由特區調查、檢控，但倘
特區在某些情況下沒有能力處理，為確保案
件可以適當地由有關單位處理，保安局會積
極建立一個聯絡及聯繫機制以協調各方，
“這個協調機制將會是保安局主要的工
作。”

對香港國安法賦予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
的各項權力，李家超表示，香港現行法例列
明，警方在得到律政司批准後，可由律政司向
法庭申請證人令或提供物料令，而有關權力將
延伸到香港國安法下的四個行為和罪行，“是
一個現有權力的延伸。”

他續說，執法的警務人員若合理相信有
人違反香港國安法的一些罪行，可按這個法
律採取行動、拘捕、調查、搜證，如果有足
夠證據會作出檢控。他重申，相關法律條文
已經刊憲、公布、生效。在決定是否有違反
這些罪行，執法的警務人員會按實際情況，
憑執法經驗、觀察去採取按照法律要求採取
的行動。

針對香港國安法有關截取通訊的條文，
李家超形容該做法跟很多西方國家相同，即
涉及國家安全的截取通訊由行政機關授權再
進行。他表示，若執法部門發現有人涉嫌違
反香港國安法相關罪行，便構成理由向行政
長官申請授權，並容許行政長官按法例授權
進行截聽。

李家超並呼籲市民“不要以身試法，不
要嘗試測試底線”。他指出，若定罪是必須
坐監的，而實際刑期則按案情由法庭判處，
“希望大家明白到危害國家安全的嚴重
性。”

在回應傳媒問及何謂“特區政府很難處
理或處理不到的情況”，中央將行使管轄權
時，李家超舉例說，有些情況如“看電影”
般，即假設政府發覺被人高度滲透，導致其
對辦案者失去信心，“那我相信這是其中一
個我們覺得沒能力處理的情況”，但他強調
“不相信會發生”，這只是非常特殊、萬中
無一的情況。不過，他警告，香港目前所要
面對、針對的某一些單位，他們在情報工
作、做顛覆工作或滲透工作有豐富經驗，
“這些亦在歷史中看見，有時新聞都有報
道”，所以必須有高度警惕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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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讓香港市
民更了解香港國安法的目的和主要法律內容，
特區政府極速製作了一本小冊子，並趕及在1日
的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的活動派發。有興
趣的市民可到 https://www.isd.gov.hk/nationalse-
curity/chi/pdf/NSL_QnA_Book.pdf閱讀電子版。

林鄭感謝同事極速製成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1日晚在facebook撰文指，有

賴新聞處和物流服務署人員的專業精神，讓首批小冊
子可以極速製好，“我剛去到物流署的印務部向各位
同事致謝。”她強調，國家安全是每個國家的頭等
大事，與市民的福祉息息相關，而今次中央從國家
層面制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更加是回應港
人在經歷了一年惶恐生活後對穩定的渴求。她並特
別提到小冊子封面的兩句話，強調香港國安法將
“保‘一國兩制’，還香港穩定”，並承諾她與特
區政府會竭盡所能，無畏無懼，切實執行法律，維
護國家安全。

小冊子簡述了立法的背景，羅列立法的依據，
並回顧了香港近年危害國家安全的事件。小冊子並

簡介了法律的主要內容，列出“人權自由受到保
障”、“法治原則充分體現”、“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和機構”等，並列明“四類危
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和處罰”、“案件管轄、法律適
用和程序”及“中央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機構”等社會關注的問題。

小冊子最後還有10條常見問題，釋除市民對
人權保障、警權、立法與“一國兩制”有無牴觸等
疑問。

趕印小冊子助民釋疑慮

林鄭月娥表示，是次立法展現了中央對於“一國
兩制”的堅持，但同時亦有需要改善“一國兩

制”實踐的決心。她坦言，過去23年在香港推行
“一國兩制”有未完善的地方，一是未能認真處理
好“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二是未能按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就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立法；三是
未能做好推廣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宣傳和教育，
特別在年輕一代；四是未能有效促進、深化中央和
特區關係的發展。

她續說，在這四方面尚未完善下，加上本地
的激進分子、反政府思維的傳播及外部勢力，令
香港社會形成了一觸即發的張力，也因此出現去
年6月起的暴亂，並令到中央覺得需要出手。

林鄭月娥指出，是次從國家層面立法，展示
了中央三方面的決心：

第一是決心要讓一年亂局停止，恢復香港穩
定。

第二是決心要保護香港絕大多數奉公守法的
市民，令絕大多數香港市民能夠安然享有屬於他
們依法的權利和自由。自去年6月起，很多市民
有意見也不敢說，有些商業組織不敢和政府一起
共事，只因懼怕會被私刑、攻擊等，絕大部分香
港市民在過去一年的暴亂間，其實是失去了應該
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第三是決心貫徹落實“一國兩制”，令23
年來未完善的四個方面得以改善。

體現中央高度信任
林鄭月娥強調，是次立法工作體現了中央對

於特區的高度信任。她說，全國性法律關乎國家
14億人民及香港750萬市民福祉，亦牽涉國際錯
綜複雜的形勢，但香港國安法主體由香港特區執
法，除極少數情形外，案件的偵查均由香港特區
警務處及其他執法部門負責、檢控由香港特區律
政司負責、審理亦由香港特區獨立的司法機構負

責，體現中央高度信任香港特區。
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獲得中央的高度信

任，被賦予一個如此重要的任務，一定會竭盡所
能達至立法的目的，希望能夠完善“一國兩制”
這個制度的體系，令香港可以長治久安。

予契機作推廣宣傳
她認為，是次立法給予特區政府契機在全社

會推廣宣傳，讓市民更好地認識“一國兩制”這
個憲制秩序，“至少有兩條條款要我們做很多宣
傳、指導、監督、管理的工作，才能夠令國家安
全的概念在香港社會落地生根，令我們的學校、
社會團體等各方面都能夠更好地掌握。”

被問到駐港國安公署會行使管轄權的3個情
況，林鄭月娥舉例指，涉及外國機構和組織深度
介入的案件，或者國防、軍事等複雜情況，及可
能引起外交交涉的情況，僅特區的力量難以查清
和辦理。不過，她認為這和基本法第十八條第四
款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相似，“保留有這一種
管轄就是可以確保萬無一失，但我們相信它出現
的機會是極小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律政司司
長鄭若驊在1日的記者會上，多次就香港國安法的
具體條文作出解說。她表示，香港國安法條文並無
說明喪失參選資格或出任公職的期限，但表示有關
情況只會在很嚴重的犯罪才引致。個別行為會否觸
犯香港國安法，需要整體考慮事發時的情境、背
景，其行為的意圖，及證據上能否證明相關的行為
及犯罪意圖。

鄭若驊當日被問到違反香港國安法會否被“剝
奪政治權利終身”時表示，香港國安法條文並無說
明喪失資格、出任公職的期限，“所以是否可以被
看成終身的情況？我們要記住這是一個危害國家安
全、分裂國家、顛覆政權的恐怖活動，或勾結外國
勢力，都是涉及國家安全的事情，所以我們理解第
三十五條的時候，都要注意主體是因為一些很嚴重
的犯罪情況，才引致這個懲罰。”

至於有議員在立法會拉布會否觸犯顛覆國家政
權的相關罪行，鄭若驊表示，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
條提及顛覆國家政權罪，重點提及“組織、策劃、
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

非法手段”，故嚴重干擾、阻撓、破壞政權機關依
法履行職能才會構成有關罪行。

被問及單高叫“港獨”口號是否已觸犯香港國
安法，鄭若驊表示，執法機關會在搜證後將資料交
律政司，律政司會根據相關的證據、法律、《檢控
守則》等作出檢控或不檢控的決定，“不可以單單
看到口號就說他是否犯罪，……而是看整件事，即
是我們叫context、整個background，要整體去看。
我們要知道其行為，亦就着他的犯罪意圖去理解究
竟能否成立，……我們再要看證據上能否證明相關
的行為及犯罪意圖。所以要整體來看。”

對條例列明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人員執行職
務時不受特區管轄，鄭若驊解釋，香港國安法第五
十條與第六十條是相輔相成，當中規定公署人員除
要遵守全國性法律，還要遵守香港特區的法律，而
公署及其人員依據香港國安法執行職務時，雖然不
受特區管轄，但不等於不需依法。公署人員仍須遵
守法律，“依法與否的重點是在第五十條。”

鄭若驊又形容，香港國安法非常獨特
“unique”和具開創性“groundbreaking”，同時
兼具三大類法律，第一是“組織法”，有關在第二
章規定香港成立、行政長官提及的國家安全委員
會；第二是“實體法”“substantive law”，有關
在第三章訂明的四類犯罪行為及活動；第三是“程
序法”“procedural law”，包括第四十條提及絕大
部分案件，除了第五十五條規定的該類案件之外，
都會受香港管轄，案件的檢控、司法程序都在香港
進行，會依照香港法例中的上訴機制等處理，是按
照香港熟悉的程序進行。

鄭若驊：違法或終身失參選資格

▲林鄭月娥（中）1日率領鄭若驊（左）及李家超（右）舉行記者會解說香港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國安法小冊子香港國安法小冊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香
港
律
政
司
司
長
鄭
若
驊

香
港
律
政
司
司
長
鄭
若
驊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攝攝

■■主要官員列席記者會展現團結及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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