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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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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移民暨海關執法局（ICE）宣布
，持有學生簽證的國際學生，若就讀的學
校採全線上課程，除非轉學至有當面授課
的學輔，否則將不准停留美國境內，國務
院不會對上述學生發放學生簽證，海關也
不會准許他們入境。哈佛大學校長巴柯
(Lawrence S. Bacow)表示，該校與麻省理
工學院，已在8日在波士頓地方法院，控
告國土安全部和ICE。

這項訴訟尋求暫時禁制令，以及初步
和永久禁令，目的在於禁止國土安全部、
ICE執行聯邦政府的規定，以避免透過線
上課程就學的國際學生被驅逐出境。

巴柯在內部電郵中指出， 「這項命令
未先告知就生效，既魯莽又殘忍。我們認

為這是糟糕的公共政策，也認為此舉不合
法。」哈佛認為，該規定違法《行政程序
法》，因為在發布前未考慮到問題的嚴重
性，沒有為政策提供合理依據，也沒有充
分告知公眾。

巴柯指出，校方當然希望並打算，在
安全和負責的情況下，儘快恢復全面的面
授教學，但在那之前，該校無法袖手旁觀
，眼睜睜看著國際學生的夢想，被一個遭
嚴重誤導的命令所破滅， 「我們將會站出
來為他們奮鬥。」

哈佛大學已公布，大學部秋季班將全
部採取線上授課，引發川普總統不滿，認
為太過荒謬。川普一直希望能盡快重新開
放美國。

不滿新規不滿新規 哈佛哈佛MITMIT告川普政府告川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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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國土安全部昨日宣佈，在美國留學及
已獲得F1 學生簽證之所有外國學生，如果上的
是網路課程之大學，他們將被驅逐回國，得到
簽證者也無法來美，在此同時，川普政府也正
式照會聯合國，美國將從即日起退出世界衛生
組織。

這些舉措讓我們質問這種毫無人道的做法
，我們還是人權自由的國家嗎？

在我們的群體中，許
多人都是經由留學方式到
了美國，在此落葉生根，
奉獻終生，我們對美國科
技、經濟帶來的貢獻是巨
大的，今天政府要實施這
種趕盡殺絕之殺手锏，我
們是堅決反對。

在同一時間，川普總
統也正式宣布美國要退出
聯合國屬下的國際衛生組
織，在此世界各國遭到新
冠病毒虐肆之時， 這項決
定到底是爲什麽？我們已
經有近叁百萬人感染，未
來之人數一定更多，十多

萬人喪命，難道他們不是我們的同胞兄弟姐妹
嗎？這種毫無人性又拿不出對策的政府，難道
我們還能忍受嗎？

我們呼籲大家向白宮表達憤怒和不滿，也
更希望大家簽名致電白宮，表達對海內海外留
學生之支持，大家更要體認到事態之嚴重性，
我們決不能走在曆史的逆流中。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77//0808//20202020

The U.S. government
announced yesterday a
temporary exemption
for non-immigrant
students taking online
classes due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Starting with the Fall
2020 semester, F-1
and M-1 student
attending schools
operating entirely
online may not take a
full online course load
and re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ate Department will
not issue visas to
student enrolled in
schools that are fully
online.

At the same time, the White House also announced
that the U.S. government has formally withdrawn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 are so angry and don’t understand why at
such a critical pandemic time we are cutting ties
with and getting out of WHO! The coronavirus is a
worldwide problem. We still have our own people
suffer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We can blame other
countries, but this is almost six months of suffering
with the viru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no
effective measure to stop it. We should work with
WHO and the all countries to find a solution. Not

just abandon and leave. Is this the America that is
still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We have almost
reached close to three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now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 need your support to write a letter to the White
House, to sign a petition to our government to
express our anger and anxiet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s is the time we all
need to wake up. We cannot swim against the tide
of history.

We Cannot Swim Against TheWe Cannot Swim Against The
Tide Of HistoryTide Of History

我們走在曆史的逆流我們走在曆史的逆流
反對驅返留美學生反對驅返留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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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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川普政府通告美國國會與
聯合國，美國正式退出隸屬於
聯 合 國 的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HO),這也是川普在今年宣
佈退出《開放天空條約》
（Open Skies Treaty）後又
一撤出國際組織的不尋常舉動

, 世衛組織有194個成員國, 天空條
約有35個締約國, 川普從這兩個重要
的世界組織撤退, 充分顯露出其狹義
的單邊主義和孤立思維, 顯然不符合
美國的國家利益, 川普的一意孤行將
使美國陷入走不出去的困境。

世事詭譎多變, 極難逆料,老子李
耳曾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政治人物在一念之間所做的決
定往往會產生不同的結局與後果, 川
普認為俄羅斯違反協議而退出了天
空條約，先前他也是以相同理由撤
下了與俄羅斯所簽定的《聯合全面
行動方案》以及《中程核飛彈條約
》, 現在美國已完全退出這三個軍備
限制的協議, 將來在國際上還能產生
什麼軍備影響力呢？

這次川普因質疑WHO立場傾向

中國，在全球抵抗新冠病毒之際冷
酷退出，退出的理由令人啼笑皆非
。

世衛組織長久以來推動人類健
康貢獻卓著，不僅在抗擊新冠肺炎
，更致力於解決麻疹、瘧疾、埃博
拉、愛滋病、癌症等其他疾病，為
全人類服務，始終履行向世界發佈
預警、為各國提供醫療和保護的職
責，豈是川普所可抹煞的!

其實川普自2017年上任總統以
來領導美國所退出的各種條約和組
織都有相同的偏見與思考就是:必須
要由美國主導掌控大局,並且寧可我
負人,不可人負我, 否則就會退出這個
組織，從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
伙伴關係協議（TPP）”、巴黎氣候
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核問
題全面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
及萬國郵政聯盟等等, 都是川普侷限
於自私自利的謬思，已使美國喪失
全球戰略位置的優勢, 如果下一步再
退出聯合國的話, 將使美國喪失自二
次大戰以來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與
大國風範！

川普的單邊主義讓美國陷入困境李
著
華
觀
點
︰

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發生警民衝突，上
萬人上街反對周末宵禁，其中激進民眾試圖闖
入議會，與看守的警方發生衝突，警察與示威
者各有受傷，現在警方已逮捕23人。

美聯社報導，警察局長弗拉基米爾‧雷比
奇（Vladimir Rebic）表示，警察正在努力確定
貝爾格勒滋事分子的身分，該騷亂造戶43名警
察和17名示威者受傷。

週二晚上，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
(Aleksandar Vucic)宣布，因為新冠病毒疫情，
貝爾格勒的周末將實行宵禁，結果引發眾怒，
成千上萬的人湧上街頭。

塞爾維亞週二報導，出現299例新的COV-
ID-19病例，另有13人不治身亡，是單日死亡
人數最高紀錄。

武契奇認為貝爾格勒的疫情已 「危險」 ，
醫院已經客滿，不得不出此下策。但是許多塞
爾維亞人不信任他，認為這是武契奇的藉口，
是他在議會選舉後，鞏固權力的手段。武契奇
否認了這些說法。

在抗議期間，一些右翼組織的支持者衝進
議會，與員警爆發了衝突，警察以催淚瓦斯來
驅趕抗議者，而抗議者也用向警察投擲石塊、
瓶子和其他物品，並放火燒毀了5輛警車。

塞爾維亞下令疫情宵禁塞爾維亞下令疫情宵禁萬人上街抗爭引爆衝突萬人上街抗爭引爆衝突

日本前法務大臣河井克行與妻子、參議員
河井案里涉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法的買票罪嫌
，8日被東京地檢起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8日
再度向日本民眾道歉，並表示 「痛感任命河井
為法相的責任」 ， 「曾是我黨(自民黨)所屬議員
、現任國會議員被起訴，深感遺憾。」

有關案里在廣島選區首度出馬競選參議員
前，自民黨總部曾提供1億5千萬日圓的選舉資
金一事，安倍表示， 「自民黨的政治資金是在
嚴格的規定下運用的」 、 「至於用途，黨必須
負起說明責任」 。

東京地檢特搜部指出，河井克行去年3月

下旬在案里表明參選7月的參議院大選後，至8
月上旬共向約百位地方議員及後援會幹部發放
逾2千900萬日圓現金，拜託他們支持案里。案
里也涉與夫共謀，發給5位地方議員170萬日圓
的現金。兩人都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法的買票
罪嫌。

兩人於6月18日被東京地檢特搜部依違反

公職人員選舉法罪嫌逮捕，7月8日被起訴，但
兩人都矢口否認行賄。兩人日前已宣布退黨，
但仍各自有眾議員、參議員的身分。

今後河井若被判罰金以上的刑，則將被停
止公民權，失去眾議員身分，即使案里被判無
罪，檢方也將要求適用連座法，案里將被判參
議員當選無效。

日前法相、議員夫妻檔因賄選被起訴 安倍因任命責任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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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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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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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給歐盟輪值主席期劃重點
抗擊疫情成首要任務

綜合報導 “默克爾進入歐盟時間！”據報道，德國將於7月1日起

擔任為期半年的歐盟輪值主席國。總理默克爾18日在德國聯邦議院“動

員”會議上表示，抗擊疫情將是歐盟輪值主席國任期內的首要任務，並

呼籲歐盟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對抗危機。

德國將在歐盟遭受史上最嚴重挑戰之時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默克

爾說，“‘團結起來，讓歐洲再次強大’，就是德國在擔任主席國期間

的座右銘。”“新冠疫情表明歐洲是多麽的脆弱，因此歐洲保持團結壹

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她呼籲歐盟成員國在疫情面前更緊密地合

作，沒有哪個國家能在這場危機面前獨善其身。除了抗擊疫情外，默克

爾還說，氣候變化、經濟和社會的數字化以及歐非和歐中關系也將是德

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的重點。

19日，歐盟成員國領導人召開了歐洲理事會視頻會議，討論歐盟未

來多年預算框架，以及歐盟委員會提出的7500億歐元的“恢復基金”方

案。尤其是後者，包括援助款項5000億歐元和貸款2500億歐元，以保護

意大利、西班牙等疫情嚴重國家免於經濟崩潰。但這壹計劃遭到奧地利

、荷蘭等國家反對。默克爾表示，歐洲正面臨“最大的經濟挑戰”，歐

盟成員國必須迅速就歐盟多年預算框架和歐盟“恢復基金”達成協議。

德國《世界報》說，新冠危機及歐洲經濟刺激計劃是默克爾擔任“歐盟

總理”的序幕。

“德國的計劃大大減少”，德新社19日表示，德國曾希望在擔任歐

盟輪值主席國期間開展雄心勃勃的計劃。但德國壹份將於24日公布的24

頁文件顯示，德國大大減少了之前提出的計劃，任期內將主要關註財政

、貿易政策、衛生、英國“脫歐”等問題。

消息稱意大利教師人數嚴重不足
缺口將達8.5萬人

綜合報導 意大利中學學校工會(Cisl-scuola)日前向媒體通報稱，意

大利的教師崗位面臨嚴重空缺，師資力量亟待補充。

報道稱，2019年，意大利教師崗位已經出現64149空缺，2020年9月

的新學年復課正面臨著師資隊伍嚴重不足問題。2020至2021學年，教師

崗位將有85150個空缺。

意大利中學學校工會秘書長吉西表示，我們即將迎來壹個非常復雜

的新學年，教育機構亟待尋找替補教師資源，尤其是在北部地區已不像

過去四年那樣，只是進行簡單地尋找代課老師。學校需按照公共機構和

歐洲司法機構對教育工作的要求，進行教師公開招聘和建立教師隊伍穩

定機制。

吉西強調，造成意大利師資隊伍人員匱乏，主要是教育部在過去四

年中進行非持續的規劃的結果。

吉西表示，事實上，在過去教師配額的分配和招聘中，由於沒有足

夠的候選人參加競聘，使得意大利經濟財政部批準的4500個教師職位無

法填補，從而使計劃教師招聘的配額減少了1000多個。

吉西指出，學校應該像公務員制度壹樣，必須制定招聘方案，既要

考慮到未來的競爭，也要考慮到成千上萬教職員工養老金問題，而不是

讓成千上萬的代課老師來管理日常教學。

挪威考古家將挖掘古老維京船只

或有數千年歷史

綜合報導 近日，挪威考古學家開始挖掘

壹個100年以來在該國發現的維京船只。

這只船是兩年前在該國東南部的壹處墓地

被發現的。盡管這艘船的狀況不佳，但這壹發

現仍具有重要意義。因為除了這壹船只外，在

挪威只發現了三艘保存完好的維京船只。

挪威文化遺產研究所的專家克努特· 帕什

說，只有部分木材被保存了下來，但他補充

說，現代技術可能會讓考古學家發現它最初

的形狀。

報道稱，船只長約20米，是專家在2018

年使用探地雷達發現的，同時還發現了大量

的土冢和長屋。

雖然無法確定確切的年代，但研究小組估

計，這艘船可能是在7世紀末到9世紀初之間建

造的。考古學家希望盡快完成挖掘工作的原因

是，擔心真菌會進壹步破壞船體結構。在第壹

階段，團隊將移除表層土壤。在第二階段，他

們將挖掘船尾，然後是船頭。該團隊希望在搜

索的最後階段，找到有趣的發現。

德國接任歐盟輪值主席國
盤點默克爾的“任務清單”

新冠疫情危機、歐盟預算問題、脫

歐問題……德國接任歐盟輪值主席國後

，總理默克爾就拿到了壹份長長的“任

務清單”。而疫情下的許多特殊規定，

使完成這些任務顯得難上加難。

“復蘇基金計劃”能否帶領歐盟擺
脫疫情危機？

報道稱，德國和歐盟必須為今年秋

天可能來襲的第二波疫情，做好應對措

施，並且應當提前做好預案，防止邊境

再次暴發第壹次疫情期間的混亂。

德國要想帶領歐洲走出危機，就要

談及此前公布的7500億歐元的“復蘇基

金計劃”。德國希望接下來在布魯塞爾

召開的峰會中，讓所有成員國就該救助

計劃問題達成壹致。

但目前幾乎所有的討論點都存在爭

執，尤其是各國份額分配的制定標準上

，爭吵聲尤為強烈。

協調歐盟預算和復蘇基金
除了“復蘇基金計劃”，歐盟七月

份還將對下壹個七年預算案進行磋商。

這項所謂2021年至2027年進行的“長期

財政框架”共計1.1萬億歐元，布魯塞爾

期望，德國能夠承擔比現在更多的份

額。

若在平時，六個月的輪值主席國任

期完全可以用於討論七年預算案。但柏

林現在必須將歐盟預算案和復蘇基金計

劃兩者有機結合在壹起，這意味著德國

壹方面要主持歐盟大局，另壹方面又要

保持自己的預算份額交付折扣，因為歐

盟很有可能取消這筆份額折扣。

兩手準備應對脫歐
英歐貿易協定談判停滯不前。和英

國達成協議，或是做好硬脫歐的準備，

將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同時發生。對於

英歐雙方來說都是雙層負擔。關於脫歐

談判的問題將在9、10月份密集襲來，

柏林須對此做好應對。報道稱，默克爾

應當冷靜應對約翰遜，不能被其激怒。

報道指出，歐盟在德國擔任輪值

主席國期間，仍需要對英國保持強硬

態度，因為這能震懾那些其他潛在的

脫歐者。

提出適用於全歐的難民法案
報道認為，雖然默克爾最關註的問

題是歐盟多年預算案和復蘇基金計劃，

但她不能擱置其他問題。如果德國不能

提供商討適用於全歐洲的難民法案的平

臺，那麼在其它問題上德國則不可能和

歐盟成員國達成壹致。

德國聯邦政府應當制定新法，加速

遣返非法難民的流程，並在邊境開展難

民資格的預審。此外，截至2022年向歐

洲邊境和海岸警衛局增派至少壹萬名警

力，並且和歐盟達成壹個各方均接受的

難民分配比例。而這兩步，都令德國政

府倍感壓力。

與中東歐國家展開新對話
過去幾年，歐盟內部的分裂明顯加

劇。這不僅僅是由於難民分配比例的問

題而導致的，也是由於很多中東歐國家

被邊緣化。

來自波蘭的歐盟議會議員Krasnodeb-

ski表示，“人們應當將波蘭等其他中東

歐國家看作夥伴而不是問題對待。歐盟

需要在精神層面上的改革，這樣他們才

能認真傾聽我們在移民、主權和文化上

的訴求。”

他表示，默克爾接下來應當到中東

歐國家進行訪問，並且和當地政府進行

新的談話。

如何開會也是個難題
在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六個月時

間裏，德國必須明顯控制出席會議的人

數。德國駐歐盟大使克勞斯說，“由於

新冠疫情以及相應的社交距離規定，歐

盟會議預計只有在控制參會人數的前提

下才可召開。”

歐盟議會秘書處正在加緊制定會議

室的布置方案，以便所有成員國能遵守

在“社交距離”的規定下召開會議。克

勞斯說，“如果方案成功的話，我們會

讓出席人數升高至平時的30%。與此同

時我們會充分考慮到所有健康方面的規

定。”

今年上半年克羅地亞擔任歐盟輪值

主席國時，出席會議的人數不足計劃的

10%。

俄中選委：修憲全俄投票數據可靠
合法性無可爭議

綜合報導 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主

席帕姆菲洛娃3日在莫斯科對媒體宣布

，此次修憲全俄投票數據可靠，合法性

無可爭議。

帕姆菲洛娃說，監督投票的觀察員

由18個政黨、1600多個公共組織、30多

個非政府組織的代表組成。此次投票過

程盡最大可能公開，大量觀察員能夠證

明這壹點。民眾的投票權從時間、地點

、投票方式等方面獲得了保障。

帕姆菲洛娃強調，投票是以最大程

度民主的方式進行的，投票程序本身也

是直接民主的壹種表現。目前沒有相關

投訴需要中選委工作組審議。

修憲全俄投票從6月25日至7月1日

舉行。結果顯示，投票者中77.92%的人

支持修憲，21.27%的人反對。

對於此次俄羅斯修憲，美國等西方

國家表示了批評，稱修憲內容淩駕於國

際法之上並對新憲法通過後允許俄現總

統普京執政至2036年表示了擔憂。

對此，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當

天回應稱，俄羅

斯當然會壹直保

持對國際法的承

諾，但同時俄方

也將致力於自

身主權，這(修

憲)並不違反國

際法，(修憲內

容)在許多國家

中也有類似規定

。俄方不會考慮

西方國家的所謂

“擔憂”。

俄外交部發言人紮哈羅娃表示，美

國應該首先管好自己的事情。當美國對

其他國家發表看法時，所說的不是評論

，而是教化或者呵斥。

俄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國際事務

委員會主席科薩切夫則表示，美國對俄

修憲投票表示擔憂是因為俄羅斯獨立決

定了自身的政治制度。

修憲是今年俄羅斯重要政治事件。

普京於1月15日在發表的國情咨文中提

議修改憲法。修憲內容包括加強國家杜

馬在政府組閣中的權力；賦予聯邦委員

會任命最高法院院長和法官的權力；禁

止高級官員擁有雙重國籍或外國長期居

留許可；明確聯邦國務委員會地位等。

此後，在國家杜馬對修憲草案進行二讀

時，加入了允許俄現任總統再次參加

2024年總統大選的修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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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他 「和金正恩的關係
很好」 。對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再次舉行峰會
持開放態度，儘管平壤已經表明不願再和美國
重啟棄核談判。

美國之音報導指出，南韓總統文在寅最近
表示他樂見川普總統和金正恩在美國11月的大
選前再次會面。美國朝鮮問題特使比根目前還
在南韓訪問，和南韓討論如何重啟已停滯的北
韓棄核談判。預計雙方還會提出美朝峰會的可
能性。他稍早曾經表示，由於對新冠病毒疫情
的擔憂，在大選前舉行面對面的峰會不太可能
。

一般認為，目前距離美國大選不到4個月
，川普優先考慮的不會是朝鮮棄核進程。民意
調查顯示，朝鮮已不是選民關注的一個問題。

不過，如果川普能夠重啟與北韓的談判，也將
凸顯出他的外交政策能夠成功解決由來已久的
難題，這將會給他連任競選的一長串成績單上
再添一筆。

美國特使訪問南韓之際，近來甚少公開露
面的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身影透過官媒曝光，前
往錦繡山太陽宮紀念國父金日成26周年祭。北
韓《朝中社》8日報導，金正恩在金日成逝世
26周年的 「民族最大追慕之日」 赴錦繡山太陽
宮祭拜。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報導，金
正恩前往供奉祖父金日成及父親金正日遺體的
永生廳，虔心祭拜他們。文中未公布確切日期
及時間，但考慮到北韓官媒過往多在金正恩行
程隔天刊文報導，推測金正恩是在7日深夜或
8日午夜前往。

3度會金正恩 川普稱OK

川普年底面臨嚴苛的連任考驗，但在關鍵
時刻，他的前國安顧問波頓和姪女瑪麗，先後
出版大爆他醜事的新書，未上市就轟動武林。
川普和白宮為反駁書中陳述，堪稱左支右絀。
川普2017年1月上任以來，已有多本關於他的
專書問世。作者有資深媒體人、被拔烏紗帽的
大官，無論以政治或扒糞角度，都凸顯川普德
不配位、不適任總統的殘酷真相。

第1本讓川普跳腳的爆料書，是作家沃爾
夫執筆，2018年1月出版的《烈焰與怒火》。
書中把川普描繪成 「被一群丑角圍繞的蠢材」
，更指他身邊幕僚認為，川普 「就像小孩」 。

該書揭露川普當選之際，一副不敢置信的
模樣。第一夫人梅蘭妮亞甚至淚崩（不是喜極
而泣）；另外指控川普只把老婆當炫耀用的花
瓶，長期對她不忠。《烈焰與怒火》令川普暴
跳如雷。該書一出版就衝上排行榜冠軍。

同在2018年出版，由揭發水門案的《華盛
頓郵報》資深記者伍華德撰寫的《恐懼》更具
公信力。伍華德直指，川普入主白宮 「不僅是
行政上的政變，是世上最強大國家行政權的神
經崩潰。」

書中指出，通俄門調查，是川普和律師團
焦慮的來源；川普對重大議題缺乏興趣與了解

，令顧問瞠目結舌。《恐懼》透露了川普開會
時大罵將軍和內閣成員，時任國務卿提勒森火
冒三丈，在川普離開後直言他是 「白癡」 。川
普則批評該書 「只是又一本爛書而已。作者有
許多可信度問題。」

前聯邦調查局長柯米同年出版的《更高的
忠誠》，堪稱第1本川普政府圈內人撰寫的回
憶錄，被視為更有說服力。柯米以第1人稱視
角，描繪川記白宮的怪事。柯米指出，川普缺
乏道德，無視真相，當總統如森林大火，對美
國釀成重大災情。川普則發推特痛罵柯米騙子
， 「開除他是我的榮耀。」

曾任白宮對外聯絡辦公室公關主任的紐曼
女士，在被川普開鍘後，從愛將變身爆料者。
她的《精神錯亂》揭露川普的種族歧視黑歷史
，以及川普不尊重女性，只要老婆不在就像
「沒人管的狗」 等行徑。不過紐曼自身是爭議

人物，該書未掀起太大回響。
最讓川普抓狂的，莫過於前國安顧問波頓

的《事發之室》，該書對川普的外交政策著墨
甚多，包括台海關係，陸美緊張，朝鮮半島風
雲等。波頓直言 「我覺得他不適任（總統），
沒能力治國。」 這本書問世不到1個月，已經
成為洛陽紙貴的搶手貨。

專書連環爆 轟川普不配當總統

愛滋病可吃藥治癒了嗎?一名巴西的愛滋病
患者，在經過強烈實驗性藥物治療後，已停藥了
一年，重新檢驗後，仍沒有發現愛滋病毒(HIV)跡
象。雖然其他同行科學家警告說，這個病例還需
要再反覆驗證，但是也有科學家相信，值得進一
步研究。

醫療訊息(MedicalxPress)報導，這位不具名
的35歲的男子說： 「我非常感動，因為這是數
百萬人都期望得到的結果，這是生命的禮物，是
人生的第二次機會。」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
nia, San Francisco)的艾滋病專家莫妮卡·甘迪博
士(Dr. Monica Gandhi)說： 「這項發現確實令人
興奮，但也別忘了只能算是初步成果。」

她補充說： 「接受相同試驗的有5人，但是
只有1人查無病毒，其他4人沒有成功。」

另一位專家史蒂文·迪克斯博士(Dr. Steven
Deeks)說： 「這可能還不是確定的治愈方法，不
過，絕對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有趣案例。」

愛滋病毒一直被視為20世紀的傳染病難題
，因為這種病毒有很長的潛伏期，而且會侵入造
血幹細胞的骨髓裡，使得新造的血也會被汙染。
雖然已研發出有效的仰制劑，可以控制感染不再
惡化，但是一旦患者停止服用，潛伏的病毒就會
活化，然後疾病惡化。

正因為如此，因此有一種清除愛滋病毒的方
法，那就是骨髓移植，將有問題的骨髓以強烈放
射線全部殺死，然後移植乾淨的骨髓。這個方法
在一2006年的一位柏林患者上使用，成功的清
除所有愛滋病毒，他停藥了很多年，也沒有再復
發。

然而骨髓移植配對機率很低，而且通常是用
以治療白血病的。如果巴西人的病例得到證實，
那麼這將是首次在沒有骨髓或幹細胞移植的治療
成功案例。

巴西聖保羅大學里卡多·迪亞茲（Ricardo
Diaz）博士，是這次研究的主持人，他測試了一
組抗愛滋病療程，先是試著活化潛伏的愛滋病毒
，然後以增加免疫系統的藥物，消滅病毒。

迪亞茲解釋說： 「我們先喚醒病毒，使它們
現形，然後增強人體免疫系統，再來殲滅它們。
這位巴西男子一直在服用3種藥物組合(雞尾酒療
法)，分別是dolutegravir和maraviroc，這兩種是
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再加上菸鹼醯胺(Nicotin-
amide)，它是一種維生素B3的形式，有助於暴
露休眠中病毒。

在將近一年後的療程，患者又使用了三種標
準藥物治療了2年，然後於2019年3月停止了所
有HIV藥物治療，此後，在許多血液和組織樣本
中均未檢測到該病毒。

迪亞茲說： 「我們當然無法搜索整個身體，
但是目前的證據，確實沒有被感染的細胞。我認
為這非常有前途。這意味著其他病人也可以治愈
。」

但是，接受相同療法的其他4名患者，以及
國際上其他30種相似方法的治療中，就沒有這
樣好的效果，也就是說，他是個孤證，而在學術
上，孤證是難立的。

在愛滋病研究學會上發表了這一病例，倫敦
西敏寺醫院的病毒專家安東·波茲尼亞克博士
(Dr. Anton Pozniak)說，還需要更多時間來觀察
病毒是否反撲。

愛滋病有解？ 實驗藥物治療一年已無病毒

日本、美國、澳洲的國防部長8日上午（台北時間）舉行視
訊會議，會上一致強烈反對大陸採取威逼壓制的單方面行動，
試圖改變現狀。會後還發表了美日澳防相聯合聲明，對大陸制
定《香港國安法》表 「深刻擔憂」 。

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8日與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培（Mark
Thomas Esper）、澳洲國防部長雷諾茲（Linda Reynolds）舉
行視訊會議後發表聯合宣言，除擔心《香港國安法》及大陸日
漸頻繁的海洋行動外，也對北韓發射彈道飛彈表示強烈擔憂。

NHK報導，大陸至7月6日止，同一時期在東海、南海、黃
海3個海域舉行軍事演習。美日澳3方都強烈反對其在東海、南
海以威逼壓制的行動企圖改變現狀。3國將提高部隊相互運用性
，持續緊密加強合作，以確保航行與飛行的自由。

美日澳國外長聯合聲明中
首度提及，有關大陸在南海的
擴張主義行動，包括武裝漁民
等的 「海上民兵」 的危險性。
強調，反對為改變現狀而行使
武力，強調確保航行自由的重
要性。

日媒指，中國海警船持續
侵入釣魚台周邊海域的日本領海，對日本漁船做出威逼的行為
。3國防長一致同意，3國將合作遏止加劇東海緊張局勢的單方
面行動。

會上還譴責北韓違反多數的聯合國安全保障理事會決議。

聯合聲明中要求北韓應完全、可驗證、不可逆的撤除所有大規
模殺傷性武器及彈道飛彈計畫，停止使緊張情勢升溫、有損區
域安全的行動，遵守國際義務，為完全履行聯合國安理會的決
議案，採取明確的措施，並回到談判桌重啟對話。

美日澳共同聲明 憂心香港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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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合
肥報道）受強降雨影響，安徽省黃
山市歙縣考區2020年高考7日並未
如期開考。據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試
院當日中午通報，經研究並報國家
教育部，該考區原定 7月 7日語
文、數學科目考試延期舉行，7月8
日綜合、外語科目考試正常舉行。

歙縣今年報名參加高考的考生
有2,769人，共設置了2個考點84
個考場。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試院通
報指，7月7日凌晨，該省黃山市
歙縣遭遇50年一遇的洪澇災害，縣
城多處洪水上路、嚴重積水、道路
受阻。截至7月7日上午9時（高考
開考時間），歙縣考區歙縣中學、
歙縣二中2個高考考點大部分考生
均未進入考點。據悉，截至7日上
午10時，該縣2,000多名考生只有
500多名抵達考場。

城區低窪處積水深度約1米
香港文匯報記者致電安徽省教

育招生考試院提供的該單位新聞發
言人電話，當報出記者身份時電話
被直接掛斷，後重撥無人接聽。
據歙縣人民政府官網發布的汛

情通報，受連續強降雨影響，7月7
日5時，該縣啟動城區防洪Ⅱ級響
應。7日早上6時許，該縣城區多處
重要交通路口已經出現積水上路，
部分地勢低窪的居民小區和路段積
水深度達1米左右，許多來不及撤離
的車輛被積水浸泡。

外地調運衝鋒舟護送考生
據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試院通

報，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
主要負責同志已在歙縣查看災情和
考點情況，調度指揮高考工作。另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7日中午
歙縣已從外地緊急調運衝鋒舟等，
以保證8日護送考生進入考場。

每年高考，穿紅色上衣、穿旗
袍、舉標語到現場為考生打氣的家
長都是考場外最獨特的一道風景
線。延遲一個月舉行的全國高考7日
啟幕，向來重視“好意頭”的廣東

人當日也不例外，在廣州市第七中學門口，穿着紅
色上衣的老師和家長圍着一團，目送着考生進入
考場。有幾位家長更是別出心裁，每人手持一根
如人一般高的甘蔗，還特意在每根甘蔗上用紅繩
綁上三根香蕉，取粵語俚語諧音，寓意“有蕉
（朝）一日，掂過碌蔗（事情進展非常順利）！”

戴“高考必勝”口罩助威
而在執信中學門口，有一位考生媽媽特意穿上

旗袍來為孩子送行，象徵着“旗開得勝 ”。這位媽
媽表示，她早上5點起床，給孩子做了紫薯粥、核
桃包和粽子。“粥是象徵‘紫氣東來’，包子和粽

子則寓意‘包中’。”
今年高考與往年不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考生的必備品增加了口罩。在廣州多個考場門口，
一款寫着“高考必勝”的紅口罩悄然走紅，成為這
屆特殊高考的應援物，不少家長不約而同地戴上這
款“應節”口罩為孩子助威打氣。

有一對穿着紅色T恤的父母戴着淺藍色口罩，
上面畫着一張笑臉和粉色愛心，雖然畫工稚嫩，卻
別有一番真情。說到這個DIY的口罩，這位考生爸
爸笑瞇瞇地說：“今年比較特別，每個人都戴着口
罩，看不到表情。所以我們就想到在口罩畫一個笑
臉，讓孩子別那麼緊張。”

考生：非常溫暖
對於這道風景線，不少考生都感到非常溫暖。

“老師和父母都來打氣，覺得很有儀式感。”參加
考試的陳同學說，“心情會有些緊張，第一天考的

科目都是我比較擅長的，希望可以正常發揮。”考
生林同學說，家裏準備了豐盛的早餐，回家後媽媽
也會煲湯。“考完試之後希望可以蒙頭大睡幾
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

��$

家長持甘蔗香蕉打氣：“有蕉一日，掂過碌蔗！”

7日早晨，當大部分地區考生
奔赴考場時，安徽、湖北等地考生受暴雨

洪災影響，需“乘風破浪”赴考，有考生將船、鏟
車等變成了臨時交通工具。其中，安徽歙縣的學子
們更是被大暴雨擋住了去路——強降雨引發嚴重內
澇，導致當地部分考點積水、交通大面積受阻，語
文和數學兩門考試均被延期。根據最新預報，8日
歙縣還會有大雨，不排除局地仍有出現短時強降水
的可能。
面臨着強降雨兇猛威脅的地區還不止安徽南

部，據氣象專家介紹，8日在安徽南部、浙江北
部、江西北部、湖北東部、湖南西部、貴州東部等
地仍會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有網友直呼，“南
方的考生太難了。”

助加強關鍵能力考查
關於社會普遍關注的高考作文題，教育考試中

心表示，今年全國高考語文共有10套試卷，教育部
考試中心命制5套，分別為全國Ⅰ卷、全國II卷、
全國III卷、新高考Ⅰ卷（今年山東使用）、新高考
II卷（今年海南使用），北京、天津、上海、浙
江、江蘇自主命制5套。試題把握時代精神，落實

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依託高考評價體系，加強關鍵
能力考查，對接課程標準，與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同
向同行，助力高考綜合改革平穩實施。比如北京卷
作文“每一顆都有自己的功用”以北斗三號最後一
顆衛星成功發射為切入口，引導學生思考個人在集
體、社會、國家、世界發展中的責任和使命。

考生：題目太對口了
多名受訪北京考生表示，考寫作時選擇了上述

題目。來自北航實驗學校中學部的考生楊嘉南表
示，自己的目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航空動力相關
專業，這個作文題目真是“太對口了”。他說，
“我從北斗衛星的發展故事入手，闡述了雖然北斗
一號、二號落後於三號，但它們都有自己的特長。
隨後，又延展到每個人都能在各自崗位上發揮獨特
作用，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
在上海曹楊二中考點，很多考生坦言，拿到題

目開始有點懵——要求圍繞“世上許多重要的轉折
是在意想不到時發生的，這是否意味着人對事物發

展進程無能為力？”這一命題展開思考。相對於前
兩年考題的舉例分析，今年的題目似乎更加“務
虛”，不過專家們普遍表示，考題不僅延續了上海
的“思辨”風格，也能夠較好與實際相結合入手。
“重要轉折”、“意想不到”、“無能為力”是關
鍵詞，看似與疫情無關，其實也有關，重在探討如
何處理好“人力與命運”的關係。

時事入題是應有之義
教育部考試中心認為，將重大的社會生活事件

有機融入試題，是語文命題的應有之義，新高考Ⅰ
卷作文題“疫情中的距離與聯繫”選取中國抗疫行
動中最具代表性的場景和特定的視角提出寫作任
務，引導學生結合自己參與全民抗疫的切身體
驗，深入思考在人民生命安全面臨重大威脅的關
鍵時刻，中國所作出的回答和取得的戰略成果，
從中發現和闡述中國抗疫行動所顯示出來的制度
優勢、綜合國力、文化底色，意在引發學生深入思
考中國青年的歷史使命、責任擔當、價值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張帆

北京、上海報道）全國高考 7 日正式開

幕，1,071萬考生迎來了人生“大考”。新

冠肺炎疫情尚存，又遇暴雨洪災，多地考

生排難除險，“乘風破浪”去趕考。另

外，第一科考試語文的作文題目因為緊扣

疫情和北斗衛星等熱門話題，一出爐就引

起各方關注。中國教育部考試中心分析

稱，今年的高考作文題目把握時代精神，

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依託高考評價體

系，與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同向同行。

■ 2020 年高
考7日開幕。
圖為在湖北省
襄陽市保康縣
第一中學考
點，考生在進
入考場前和老
師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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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家長別出心裁，帶來了甘蔗和香蕉為考生打

氣。 網上圖片

2020年高考語文作文題
全國Ⅰ卷：對齊桓公、管仲和鮑叔哪個感觸最深
全國Ⅱ卷：寫一篇“攜手同一世界，青年共創未來”演講稿全國III卷：給高一新生寫一封“如何為自己畫好像”的信全國新高考Ⅰ卷：疫情中的距離與聯繫
全國新高考Ⅱ卷：寫一篇主持詞“帶你走近________ ”（補充一個地名，使題目完整）。北京卷：①從“每一顆北斗衛星都有自己的功用”出發寫一篇議論文

②以“一條信息”為題寫一篇記敘文
天津卷：對“中國面孔”的新思考和感悟
江蘇卷：同時相應，同氣相求
上海卷：對“人對事物發展進程是否無能為力”認識和思考
浙江卷：人生坐標與現實變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疫情尚存又遇暴雨洪災 高考生排難除險赴考

抗疫北斗入卷
思考責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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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7日16時46分，中國

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在青島首航。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國衛

通獲悉，這架青島航空QW9771航班，與使用傳統Ku波段衛星的互

聯網飛機不同，適配有高速互聯系统基於中國首顆且唯一一顆Ka頻

段高通量衛星——中星16號。本次飛行中，飛機實現了百兆以上的

高速率聯網，乘客可感受如地面上網一樣的網絡衝浪體驗，並完成

了中國民航史上第一次在萬米高空中進行的空中直播。

中國高速衛星互聯網客機首航
乘客上網與地面無異 萬米高空直播音畫清晰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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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青島航空
QW9771航班在青島舉行首航儀式。7日16

時46分，飛機由青島流亭國際機場起飛，於19時
21分降落在成都雙流國際機場。這架航班的不同
之處，在於適配了中星16號衛星。

空中信息孤島被打通
據介紹，2017年升空的中星16號，是中國首

顆也是目前唯一一顆高通量通信衛星，通信總容
量超過20G，真正意義上實現了自主通信衛星的
寬帶應用。依託高通量通信衛星技術，可以構建
衛星寬帶通信網絡，無論身處萬米高空的飛機、
急速飛馳的高鐵，還是茫茫大海的輪船上，以及
沒有人煙的荒漠、深山、海島，都可以高速瀏覽
網絡，視頻通話。
7日，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的首航，就

驗證了上述技術。在平飛階段，機上旅客使用個
人手機連接空中互聯網，從2,000多個優質互娛內
容中挑選喜歡的類型，體驗數字生態客艙帶來的

內容豐富、品質穩定的機上娛樂體驗。儘管中國
已有多家航空公司布局機上互聯網，但在最核心
的空地連接技術上，多數航班仍使用傳統Ku波段
衛星，有的甚至僅為機上局域網。這類互聯網飛
機網速慢、成本高，乘客體驗比較差。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航班還實現了中國民航史

上第一次空中直播，飛行中的空中信息孤島被打
通。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直播中看到，中國衛通董事
長、黨委書記李忠寶，與青島航空副總裁進行了空
地連線，通過抖音進行實時直播，實時分享了空中
畫面，萬米高空中傳來的畫面和聲音十分清晰。

加速網絡化機上新基建
中國衛通是中國唯一擁有通信衛星資源且自主

可控的基礎電信運營商，為本次首航提供高通量衛
星資源。中國衛通表示，這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
利用數字化航空娛樂服務系統及數字客艙一站式軟
件解決方案，構建了包括移動端空中內容娛樂、航
旅出行服務、空中電商新零售等多元空中互聯網生

態，成為支持疫後民航業結構重塑和數字化轉型的
優秀範例。目前，該公司還計劃將高速衛星互聯網
飛機方案推廣到更多航空公司。
今年，全球遭受前所未有的疫情衝擊，民航

業則是“受災”最嚴重的行業之一。為推動疫後
生產恢復及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出台新基建政
策，加快數字及信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為
經濟發展注入數字經濟新動能。作為國家重要戰
略產業之一，民航業的疫後恢復及新基建，成為
全國關注的焦點。
4月20日，中國國家發改委明確新型基礎設

施範圍，“衛星互聯網”被正式納入新基建範
疇。機上互聯網作為衛星互聯網的重要應用場
景，是衛星互聯網的重要構成部分。加速其建
設，將助力航空公司深度挖掘現有機隊增收潛
能、提質增效。現階段，新基建戰略給航空公司
提供了好的機遇期，產業各方一起協同，通過推
進機載系統的加裝率和降低整體運營成本，加速
數字化網絡化機上新基建。

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 實現高精度影像接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7日從中

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獲悉，該院下屬的
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日前已成功實現了高分辨率
多模綜合成像衛星的數據接收。
高分多模衛星是具備亞米級分辨率的民用光

學遙感衛星，可實現多種成像模式切換。該衛星

於7月3日發射，當天22點07分至22點16分，中
國遙感衛星地面站密雲站按計劃成功跟蹤、接收
到該衛星首軌下行數據。

之後，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喀什站、三亞
站、北極站先後按計劃成功完成了該衛星的數據
接收任務。

截至6日，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總計完成高分
多模衛星數據接收任務12條軌道，接收數據量
1,012GB，所有接收數據均處理正常。
據了解，高分多模衛星的在軌應用將進一步

提升中國遙感衛星技術水平，滿足相關行業用戶
部門對高精度遙感影像數據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紀念
全民族抗戰爆發83周年儀式7日上午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主持
紀念儀式。日中友好團體就“七七事
變”發表共同聲明，日本必須認清侵略
戰爭的本質。只有切實地認識和反省歷
史，才能實現鄰國之間真正的和平。四
團體表示今後將繼續為守護日本和世界
的和平、為維護日中友好而攜手努力。
盧溝橋畔，氣氛莊重。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紀念館巍然矗立、莊嚴肅穆。上
午10時，紀念儀式在全場高唱國歌聲中
開始。隨後，各界代表緩步拾階而上，
依次來到抗戰館序廳，手捧由紅色石
竹、黃色菊花、綠色小菊組成的花束，
在象徵着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大型浮雕
《銅牆鐵壁》前，向在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中英勇犧牲的烈士獻花並鞠躬致敬。
紀念儀式由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和

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聯合主辦，中央有
關部門、北京市和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
負責同志，在京參加過抗日戰爭的抗戰
將領親屬代表、抗戰烈士遺屬代表，首
都學生、部隊官兵、幹部群眾等各界代
表200餘人參加。

日中友好團體發表共同聲明
也是在同一日，“撫順奇跡繼承

會”等四個日中友好團體就“七七事
變”發表共同聲明，呼籲人們勿忘歷
史、反對戰爭、熱愛和平，共同維護日
中友好。
“撫順奇跡繼承會”“關東日中和平

友好會”“不戰士兵市民之會”及由日本
老兵為主體發起的“日中友好8．15之
會”往年會在這一天舉辦集會活動，今年
受新冠疫情影響變為發表共同聲明。
聲明說，日本必須認清侵略戰爭的

本質。只有切實地認識和反省歷史，才
能實現鄰國之間真正的和平。四團體表
示今後將繼續為守護日本和世界的和
平、為維護日中友好而攜手努力。

“撫順奇跡繼承會”負責人姬田光
義當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承認、
正視歷史是日中兩國人民加深理解、增
強互信的重要前提。“日中友好8．15之
會”代表幹事、現年95歲的沖松信夫指
出，日本人應認真學習歷史，樹立正確
的歷史觀。日本發動的對華侵略戰爭給
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如果不能坦誠
地承認這一事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日
中友好。

■7日，中國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青島航空QW9771航班
在山東青島舉行首航儀式。飛機由青島流亭國際機場起飛，降落在成
都雙流國際機場。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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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6月11日, 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街道东南社区，社区居民准备将厨余垃圾投入
智能红外感应厨余垃圾桶。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6月23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南门小学湖畔花园校区，学生将垃圾分类
投放至不同的垃圾桶中。 葛传红摄（人民视觉）

从从““不会分不会分””到到““分得清分得清”“”“愿意分愿意分””

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开启新时尚开启新时尚
叶晓楠叶晓楠 朱润华朱润华

“没喝完的珍珠奶茶应该怎么处理？”“没吃
完的汤面和一次性餐盒，属于厨余垃圾、可回收
物还是其他垃圾？”近期，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垃圾分类”再次成为
热议话题。

不仅是在北京，在中国多个地方，垃圾分类
正在成为新风尚，扔垃圾从一件“随手的事儿”
变成“需要好好琢磨一下的事儿”。在推进垃圾
分类的过程中，各地不断探索新办法，引导民众
从“嫌麻烦”“分不好”到“分得清”“愿意
分”，让大家成为参与者和受益者。

“分不清”怎么办

分类“神器”来助力

时下，“垃圾分类”的理念已经获得了广大
居民的认可，但是，垃圾到底应该怎么分类，这
仍然是件费思量的事儿，并非所有人都能完全分
得清“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

“其他垃圾”等。那么，分不清时怎么办？各种
形式的宣传活动纷纷举办，多款分类“神器”不
断出现，帮助普及分类知识。

面对“垃圾分类知晓率低、投放准确率低”
这个难题，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从多角度开展垃
圾分类主题教育活动，以主题街道、社区活动和
教育基地等方式，向居民传播垃圾分类的环保思
想。

在青羊区的四道街社区，有一条绵延150多
米的彩色画廊：几只熊猫宝宝面对4种颜色、不
同标识的垃圾桶抓耳挠腮，提出各种问题。四道
街小课堂的主讲小鹿老师，耐心地一一解答他们
的疑问。在这个150多米长的“课堂”上，小熊
猫们了解了“什么是垃圾分类”“为何需要垃圾
分类”，还学会了“回收物的环保应用”“厨余垃
圾及果蔬垃圾的堆肥育苗”等实用小技巧，收获
多多。

这是四道街社区的垃圾分类主题街道。不同
于一般的街道墙绘，四道街社区的主题街道融合
了熊猫等当地特色元素，巧妙运用街道、社区院
落的边角空间，以生动活泼的漫画形式吸引了居
民的目光。

“很可爱，又一目了然”，四道街社区居民对
本报这样评价说。

除了垃圾分类主题街道，送垃圾回家模拟游

戏墙、垃圾分类我参与等不同形式的垃圾分类体
验，也引来不少四道街居民的参与。孩子们甚至
可以把模拟“垃圾桶”穿在身上，让自己的爸爸
妈妈“投放垃圾”。寓教于乐、亲子互动的教育
形式，将生活垃圾分类宣传融入居民生活中，让
大家在潜移默化中成为绿色环保理念的践行者。

四道街社区垃圾督导员熊飞越向本报表示，
经过社区的宣传，目前居民垃圾分类的情况有了
明显改善。

在北京，市妇联采取了“小手拉大手”的推
广方式，让垃圾分类走进家庭。今年3月，北京
市妇联开展“美丽北京家行动，垃圾分类我先
行”的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垃圾分类学生创意作
品征集、孩子和家长共同开展项目制学习、发布

“分类Boys”漫画等多种形式，普及北京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内容。

“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
类我参与，美丽通州我受益。垃圾分类四只桶，
红色来把有害投，蓝色投放可回收……”北京市
通州区玉桥小学的刘咏涵写了一首朗朗上口的打
油诗。北京市安外三条小学的冯逸臣更是写了一
个“垃圾分类小帮手”的小编程，过期的药品、
火锅底料的包装袋等容易让人“傻傻分不清”的
垃圾，这个小编程都能帮助分清。

百度联合北京等多个城市上线了一款“垃圾
分类神器”——AI垃圾分类小程序。市民可以通
过语音、视觉和文本等形式，随时随地全场景地
完成垃圾分类检索查询，垃圾分类查询不再是难
题。

“垃圾分类需要做好长期的宣传工作。”湖南
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袁兴中认为，“前
期做好鼓励、倡导和宣传，后期建立规章制度，
才能树立生活垃圾合理分类的社会共识。”

参与度怎么提升

“绿色账户”可变现

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让民众主动参与进来，
提升他们的参与感、获得感很重要。

每天晚上8时许，家住成都市青羊区四道街
社区的巫先生收拾干净碗筷，将厨余垃圾仔细地
分拣出来，走到小区垃圾集中投放点，把一小袋
厨余垃圾扔进绿色垃圾桶内。此时，他只要拿出
手机，用“益起分”App扫描垃圾集中投放点的

二维码，即可获得这次垃圾投放的积分。有了这
些积分，巫先生可在附近商超兑换环保垃圾袋和
日用物品，“甚至吃点东西都行，很方便”。

“以前我们也有简单的垃圾分类习惯，但是
分得没那么仔细。”巫先生表示，“现在，有害垃
圾也有专门的垃圾桶了，分类投放还可以积分，
非常实用。”

不只是在成都市青羊区，全国其他城市也纷
纷推行“绿色账户”“绿色积分”等举措，让居
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垃圾分类的实惠，真正变废
为宝。

在重庆，九龙坡区九龙镇桥湾小区采用“一
户一卡、一分一角”的制度，垃圾分类的积分，
可在小区垃圾分类服务站的便利店里兑换柴米油
盐等商品。

垃圾变积分，兑换小米、珍珠米……近日，
北京市西长安街街道联合第三方公司，开展垃圾
分类主题宣传活动。在活动中，居民可以用垃圾
分类获得的积分兑换扶贫产品。当听说垃圾分类
还能帮助扶贫时，居民们打心眼里高兴，为街道
这一举措点赞。街道方面也表示，将会引入更多
扶贫农副产品，让居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
兑换，实现便民惠民。

为了让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行动，江苏省
苏州市姑苏区白洋湾街道宝邻社区向居民广发

“邀请函”，征集垃圾分类“金点子”。
首期被推选出的“金点子”由手工达人徐宏

伟提供。徐宏伟发现，自从实行垃圾分类之后，
家中的垃圾桶不够用了，而多个垃圾桶又会挤占
空间。于是，他将家中垃圾桶进行简单改造，让
一个垃圾桶能挂两个不同颜色的垃圾袋。这样，

“一分为二”之后的垃圾桶既节省空间，又能实
现分类。

宝邻社区党支部书记曹履芳表示，在实行垃
圾分类的过程中，应该让居民唱“主角”。倾听
民声，收集民意，集中民智，凝聚民心，才能更
好地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展开。

清运如何防混装

摄像头全都“看在眼里”

生活垃圾分类，不仅在前端的市民要做好分
类投放，中端清运环节也很关键。

“我辛辛苦苦地把垃圾分类投放了，会不会

垃圾车又都倒在一起了呢？”有市民提出这样的
疑问。为了对清运过程进行有效监督，浙江省杭
州市江干区创新研发了城市垃圾智慧管理系统，
用城市“智慧大脑”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垃圾装车方面，每辆清运车尾部的挂钩内
侧都有“半个鞋盒大小”的称重传感器，自垃圾
桶被挂上挂钩到倾倒过程结束空桶落地，传感器
能进行50余次称重，通过计算和对比得到本次
清运的垃圾重量，精度可控制在 1%以内。同
时，清运车上还安装了取证摄像头，垃圾桶的颜
色、垃圾桶表层垃圾的成分和作业人员操作场景
等情况都会被摄像头“看在眼里”，实时传入数
据库，为分类执法和行业监管固定证据链。

垃圾运输过程也有讲究。城市垃圾智慧管理
系统借鉴了公交车运行的监控方式，通过安装车
载定位系统，实时获取车辆当前位置，将其与预
置在系统内的垃圾清运路线进行对比，从而监控
每条路线的垃圾清运进度。

垃圾处置精确科学。在进入垃圾处置场地
前，清运车辆都会进行过磅，系统协同了处置场
地的地磅数据，与实时称重的系统数据进行对
比，相互补偿，以达到修正垃圾清运量的目的。

“有了这些数据，就有了垃圾分类执法的证
据链，系统记录的时间、照片及集运点位等是不
可更改的客观证据，可以有效避免执法过程中的
纠纷，方便了监管。”杭州市江干区城管局有关
人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当一袋生活垃圾走过居民分类、垃圾车分装
清运等环节后，等待它的是处理与资源再生的末
端环节。作为垃圾处理全链条的最后一个关卡，
末端资源的再生利用同样备受关注。

6 条湿垃圾处理线“火力全开”，每天处理
1200吨湿垃圾；再生建材中心建成后，预计每天
可产出5.6万块免烧砖……这是上海老港再生能
源利用中心二期的末端处理能力。

据悉，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在建
设中引进了先进设备，运送到这里的垃圾在烈焰
中转化为电能，炉渣则将变身为砖、水泥等建筑
材料，将大幅提升上海市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资源
化、无害化、减量化水平。

“垃圾分类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全链条工程。”
袁兴中认为，“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等都要做到位，才能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分
类成效。”袁兴中建议，利用循环再生资源生产
的商品，可以在醒目位置进行标注，使百姓真切
地感受到垃圾分类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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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暨金城銀行於七月
七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捐贈口罩給多家療養院。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在全世界流行蔓延
，這波疫情對於耆老的傷害力更加嚴峻。為響應
《台灣能幫忙，台灣正在幫忙》(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以及發揮台裔美人在
社區的影響力和回饋，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號召全美國各地台灣商會及企業捐款訂購由台灣
企業所製造的醫療用口罩用以捐贈給療養院、弱
勢團體及第一線工作人員。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由美國和加拿大三
十四個地區台灣商會聯合組成，其共同目標即是
促進會員與北美洲工商界的經貿交流與合作關係
並促進會員間的工商聯繫及聯誼，遵循台灣商會
的傳統精神，發揮救急救難，人饑已饑的精神。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共
募集超過百萬美元，也訂購近千萬個口罩。休士
頓台灣商會多家會員企業，包括金城銀行、Tel-
co International Corp., 已退休台塑公司墨西哥總
代理方台生先生、亞洲化學公司等亦響應募款，
為休士頓地區耆老盡份心力。

在接獲分配給休士頓地區的口罩之後，經過
審慎評詁，決定捐贈多家療養院、社區中心和團
體；同時為感謝第一線工作人員，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協調並連繫捐贈口罩贈予休士
頓市政府、國會議員和警消人員等，以感謝第一
線工作人員在疫情期間中的辛苦。陳家彥處長、
吳光宜董事長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何組長和張
副組長等亦專程於七月六日將共五萬份醫療口罩
送至休士頓市政府，由市長Sylvester Turner代表
接受。

為避免群聚造成疫情擴散，特別感謝休士頓
僑教中心提供場地方便口罩得以車道領取方式捐
贈。國會議 Al Green 和 笫五區警長 Ted Heap、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陳奕芳主任、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名譽總會長暨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 、休頓台
灣商會會長張智嘉、顧問周政賢、西南管理委員
會主席李雄、老人協會會長趙婉兒及老人協會義
工和僑教中心員工等在現場協助捐贈口罩。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暨金城銀行董事長吳
光宜表示，配戴口罩絕對是避免傳染的最重要方法之一，為保
護自己和親友，請大家一定配合各項防疫措施，希望所有人都
能平安健康渡過此次災難。這次捐贈口罩的行動代表在美國的
臺灣僑胞對社區的關懷，也是證明臺灣的防疫實力；除了對耆
老和弱勢團體提供協助，更希望能對消除種族對歭做出貢獻。

金城銀行在疫情蔓延期間，也贊助《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
雄》(Asian Americans Salute Frontline Heroes) 的活動，希望經
由這些活動，傳達台裔美人對於耆老、弱勢團體及第一線工作
人員的支持與愛心。

因為德州疫情非常嚴峻，並未舉行群聚捐贈儀式，療養院
代表和其他受贈代表以車道領取口罩，代表們均感受到這份愛
心和關懷。經由捐贈口罩的行動，不但有助强化防疫工作，相
信可呼籲更多人參與防疫，為社會帶來安定與和諧。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暨金城銀行捐贈醫療口罩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暨金城銀行捐贈醫療口罩 回饋社區回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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