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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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21日 星期二
Tuesday, July 21, 2020

（綜合五日電）大陸與印
度近日在有主權爭議的邊境拉
達克地區爆發衝突，造成區域
緊張升高。近日在南海演習的
美軍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轉往
印度洋，並於20及21日在安達
曼-尼科巴群島附近與印度海軍
展開聯合軍演，此舉向北京釋
出強烈的戰略訊號。

美國和印度海軍已完成馬
拉巴爾（Malabar）聯合軍演等
一系列演習，建立起 「互操作
性」，而本次演習將是一次交
匯演習（PASSEX）。與雷根號
航母戰鬥群在南海完成雙航母

演練後，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
18 日穿越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
洋。美軍目前擁有 10 艘排水量
達 10 萬噸的尼米茲級核動力航
母，每艘都能搭載80至90架戰
機，其中2艘目前在印太地區執
行部署任務。

印度亦在安達曼-尼科巴群
島附近舉行另1場大型海軍演習
，派出包括驅逐艦、護衞艦、
潛艇等多艘艦艇參與，由海軍
東部艦隊司令指揮。印度與日
本的艦隊上月下旬也在麻六甲
海峽附近，舉行了1場小型聯合
軍演。

南海局勢南海局勢 印海軍與美航母聯合軍演印海軍與美航母聯合軍演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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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調：六成受訪者不滿抗疫
自民黨支持者對安倍認可下滑

（綜合報導）日本一項民意調查顯示，
隨著日本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增加，當地民眾
對政府疫情應對措施不滿者的比例也比一個
月前更高，達到60%。另外，日媒民調最新顯
示，自民黨支持者認可原自民黨總裁石破茂
擔任首相的比例超過現任首相安倍晉三躍居
首位，是自2019年5月以來首次。

據彭博社7月19日報導，日本每日新聞和
社會調查研究中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約
60%受訪者表示對首相安倍晉三政府應對疫情
舉措感到不滿。 6月所做的上一次調查中，表
示不滿受訪者約為50%，不滿受訪者比例一個
月內增高約10%。

大約67%受訪者表示，防疫應放在比經濟
更重要的位置上，15%的人則表態相反。 64%
受訪者表示政府應宣佈局部緊急狀態，20%受
訪者表示政府應宣布全國范圍緊張狀態，12%
受訪者反對任何形式的緊急狀態。

據彭博社報導，調查還顯示，安倍晉三
內閣支持率下降了4個百分點，降至32%，不
支持率則上升到60%。

另據日經中文網報導，日本經濟新聞以

“誰適合擔任下一任首相”為問題展開了民
意調查。分析結果顯示，自民黨支持者認可
原自民黨總裁石破茂擔任首相的比例超過安
倍晉三躍居首位，是自2019年5月開始實施這
項調查以來石破首次超過安倍。

受訪的自民黨支持者中，22％推選石破。
此前，安倍一直以 25％至30％左右的支持率
保持首位，此次僅為21％，比6月進行的上次
調查下降了7個百分點。日本環境相、前首相
小泉純一郎之子小泉進次郎以 17％的支持率
位列第三。

從全體受訪者（包括自民黨支持者）來
看，石破支持率同樣排在第一位，達到 26％
，比6月份上升了3個百分點，從2019年11月
開始一直位居首位。小泉排在第二位，支持
率與6月份持平，為15％。安倍自身排在第三
位，下降2個百分點，降至12％。

另外，主張放棄部署“陸基宙斯盾”反
導系統的日本防衛相河野太郎以9％支持率位
居第四。他在6月的支持率為8％。自民黨政
務調查會長岸田文雄基本與上次持平，支持
率為5％。

曾經是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年代最年輕的民
權先驅”六巨頭”之一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
不幸因癌症逝世，享年八十歲,這是民權運動巨
大的損失,尤其是在黑人佛洛伊德死後所掀起的
反歧視運動之際，約翰路易斯的離世特別令人
感傷, 因為佛洛伊德是個人遭到白人警察歧視
霸凌無法呼吸而死亡, 路易斯則是一生都在為
黑人爭民權,爭到最後一口氣無法呼吸才告別人
世!

路易斯是阿拉巴馬州一名農夫之子，年輕
時代的他正值1960年代黑人遭受歧視非常嚴重
的時期, 他曾經到圖書館申請借書證因為膚色
而被拒絕，他也因為使用了白人專用的廁所而
遭到暴打, 因此激發了他要為黑人爭取民權的
心志, 才21歲就投入了民權運動以挑戰嚴峻的
種族隔離政策,正因為他的勇武之風受到金恩博
士的倚重而成為一起推動黑人民權運動的夥伴
, 當時黑人的處境十分艱險, 與今日不可同日而
語, 路易斯在街頭參與的各項抗爭運動中曾經

遭受白人至上主義者以及三K黨的恫嚇毆打，
他更被白人警察鎮壓逮捕過四十餘次, 1965年
在塞爾瑪的佩特斯橋（Pettus Bridge）抗爭遊行
時他竟被打至頭骨碎裂，而成為他一生中磨滅
不去的記憶,他為黑人抗爭的歷史深刻的烙印在
他的臉上。

路易斯於1981年從民權運動者轉身從政，
在擔任完亞特蘭大市議員後，於1986年當選為
喬治亞州的國會議員,表現相當傑出不凡,總是
在國會大聲疾呼反對種族主義,發出良心的聲音
,為黑人爭取和捍衛權利,各種民權與人權法案
他都據理力爭, 還擔任了民主黨眾議院的副黨
鞭,講話非常具有份量, 被視為黑人的正直與良
知, 還被歐巴馬總統頒授了美國最高平民榮譽
“總統自由勳章獎”, 他的貢獻卓著, 所以能夠
一直連任眾議員到逝世為止, 現在這位民權英
雄走了，他的一生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啟示與覺
醒，但願美國真正能夠成為一個族群融合又和
諧的國家！

李著華觀點: 民權鬥士告別人世
--路易斯為黑人民權抗爭到最後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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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總統大選的日子
漸漸逼近了， 世界第
一強國由何人入主白
宮，事實上是今後世
界前途之所系，不管
你喜不喜歡，強權軍
事及經濟實力將決定
全球之命運。

各位弟兄姐妹們
，這是我們大家要發
聲的時候了，尤其是
在移民社區，過去由
于我們對政治之泠漠
，不管誰來做總統一
樣過日子做生意， 但
是我們目前的處境可
說是人人自危了。

首先之新冠病毒
對我們之肆虐，政府目前是處于束手無策之窘
境，聯邦和地方政府無法協調，就連是否戴口
罩都意見分歧，專家意見得不到遵重，叁位前
任疾管中心主任皆共同譴責白宮不遵重專業，
造成不可收失之後果。

我們的移民政策在民粹主義之猖狂下正在
激烈轉變中，尤其對我們移民社區影響最大，
親友團聚、 國外留學生及優秀人才之留用，對
我們絕對不利。

我們的外交經貿政策 ，上自總統到國務卿
國防部長及檢察總長，近週來都發表了激烈言
論，並可能在南海及台海和中國大陸掀起戰火
。

民主共和兩黨下月即將召開各黨之總統候
選人提名大會，我們要積極呼籲兩黨在政綱中
表明對移、 外交政策之立場。

這是我們大家共同表達意見的時候了，請
你捐款給總統候選人，投下自己神聖的一票 ，
事關我們自己及國家甚至世界之命運。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77//2020//20202020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coming close. We as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will chose
whoever will be the next U.S. president, not only for
our nation, but also a leader who will relate to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o you like or not,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will still control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s is the time we
need to speak out especially in our immigrant
community. We really do not care which party is in
power or who is the president, because we care
about our own livelihoods. But now, all of us are
facing big challenges.

Whe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ttacked us six months ago, we
thought we could overcome the
crisis, but until today we are out
of control. We can’t even
agree on whether we should we
wear masks or not. Even th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can’t even agree on this.

Our immigration policy is
changing to close our door.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ban more
foreign students coming to study
in the U.S., while also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refusing to let
the talented students stay in
America.

Our foreign policy is also changing. From the
Preside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ll have issued very strong statements
challenging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could create the chance that we could go to war.

This is the time that both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S.
will hold their conventions to nominate their
respectiv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We urge both
parties to spell out exactly what their immigration
and foreign policies will be in the future.

For sure, we don’t want war. We want peace.

This Is The Time ToThis Is The Time To
Speak OutSpeak Out

這是我們發聲的時候了這是我們發聲的時候了

韓國政府推千億美元“新政”促疫後經濟轉型

綜合報導 韩国政府14日发布

被称作“新政”的经济发展规划，

计划今后5年内投入逾千亿美元，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以

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并推动韩国经济

转型升级。

韩国总统文在寅当天在政策发

布仪式上表示，期望通过“新政”

系列措施把韩国从经济追随者转变

为引领者，从能源依赖型经济转变

为低碳经济，从不平等社会转变为

包容性社会，继而从根本上改变韩

国经济和社会结构。

韩国政府这次推出的措施主要

聚焦“数字”和“绿色”两大方面

，重点涉及10个领域，包括“数据

大坝”、人工智能政府、智能医疗

基础设施等。

韩国政府表示，将以史无前例

的力度推动“新政”实施，计划至

2025年投入114万亿韩元(1美元约

合1205韩元)，加上地方政府和私

营企业参与，总投入将达到160万

亿韩元。

关于具体措施，韩国企划财政

部长官洪楠基表示，今后5年将在

“数字新政”方面投入58.2万亿韩

元，重视发展人工智能和5G通信

，包括建设全国范围的5G网络、

培养10万名人工智能人才等。

“绿色新政”方面，韩国政府

计划投入73.4万亿韩元，措施包括

改造23万处节能型住宅和公共建筑

、向市场供应113万台电动汽车、

打造智能绿色城市、增加可持续能

源供应以及建设更低碳的工业园区

等。

韩国政府希望通过“新政”增

加就业、改善民生，政府预期“新

政”系列措施最终将创造190万个

就业岗位。

韩国政府还计划至2025年投入

28.4万亿韩元，强化社会保障网络

。政府计划把就业保险参保人数从

去年的1367万人增加至2100万人，

并逐渐使自由职业者和兼职工作者

从这一保险项目中受益。

洪楠基说，“新政”相关项目

目前主要由政府投入推动，但政府

将改革相关规定，激励私营企业参

与其中。

文在寅政府将在2022年结束执

政，这意味着“新政”规划将跨两

届政府。文在寅表示，希望“新

政”措施可以不断推进和改进，不

受政府换届影响。

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国内生产总

值环比萎缩1.3%，为2008年第四季

度以来最差表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预测，韩国经济今年将萎缩2.1%。

日
本
政
府
認
定7

月
份
暴
雨
為

﹁特
定
緊
急
災
害
﹂

綜合報導 受活躍的梅雨鋒面影響

，7月初以來日本九州地區及長野、岐

阜兩縣大範圍地區持續遭遇暴雨天氣，

截至目前已導致75人死亡、14人失蹤。

日本政府14日在內閣會議上將這場暴雨

認定為“特定緊急災害”。

日本政府當天還決定支出2020年度

預算中的預備費用22億日元，以減輕災

民負擔、推動災區重建。

日本政府認定“特定緊急災害”時

通常會根據死亡及失蹤人數、住宅受損

等情況進行綜合判斷。認定“特定緊急

災害”後，政府部門會采取壹些特別措

施，以幫助災區居民渡過難關。

以九州地區為中心的強降雨截至14

日已持續12天。據日本氣象廳消息，包

括九州在內的多個地區3日至14日總降

水量超過1000毫米。

日本農林水產省的統計顯示，截至

14日上午，暴雨給35個道府縣農林水產

業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91億日元。另據

總務省消防廳消息，截至目前，日本24

個縣14842處房屋因暴雨受損。

據日本國土交通省統計，14日14個

縣106條河流泛濫，29個府縣378處出現

塌方等災害。氣象廳預告說，日本東部

地區暴雨恐將持續到15日，因此呼籲該

地區居民提高警惕。

調查稱日本 35%醫療機構減少夏季獎金

數百護士欲離職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

調查獲悉，日本醫療工會聯合

會旗下組織消息顯示，在354

家醫療機構中，約35%向工會

方面表示，護士等今夏獎金將

低於2019年夏季。東京女子醫

科大學教職員組成的工會稱，

校方將不發放獎金，已有數百

名護士希望離職。

據報道，東京都2家醫療機

構也表示，將不發放獎金。日媒

分析稱，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者產生的成本增加，加上對普通

患者就診的限制等，醫療機構的

經營惡化。醫勞聯負責人表示：

“需要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援，以

維持醫療提供體制”。

東京女子醫科大學教職員

組成的工會指出，校方以經營

惡化為由，通知工會，今夏的

獎金為零。據悉，有數百名護

士希望離職。校方在接受采訪

時，對此表示“不便回答”。

醫勞聯稱，截至13日，

約400家醫療機構就獎金問題

作出了答復。其中，以發放月

數為基準、可與2019年比較的

354家機構來看，122家回答稱

將下調獎金，約占35%。

報道稱，在答復材料

中，還包括福島縣醫院提

出的“法人啟動以來的虧

損”，東京都醫院提出的

“4至5月虧損近30億日

元”，沖繩醫院提出的

“若維持現狀，將直面從

未經歷過的經營危機”等

內容，可見醫療機構嚴重

的財政狀況。

另壹方面，回答獎金將高

於2019年夏季水平的，僅有42

家醫療機構，約占12%。190家

機構表示，發放獎金將與2019

年持平，約占54%。

據日本醫院協會等調查顯

示，可與 2019 年比較的 1203

家醫院中，4月出現赤字的占

66.7%。

東京單日新增再創新高
專家：第二波疫情正向全國擴散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

日本東京都政府證實，當地新增新冠確診病

例286例，單日新增病例超過10日的243例，

再次創下新高。

據報道，目前，東京都的累計確診病

例已增至 8640 例，當地政府呼籲民眾，即

使沒有出現癥狀也不要離開東京，同時還

要求相關業者遵循防疫手冊，徹底做好防

疫對策。

報道稱，對於疫情現狀，傳染病學專家

、日本愛知醫科大學教授三鴨廣繁表示，如

果感染者照目前的節奏增加的話，他非常擔

心醫療系統會陷入吃緊狀態。

同時，三鴨還表示，目前的第二波疫情

已不僅僅是在東京及其近郊蔓延，“而正在

向全國蔓延”。他還指出，各地應立即采取

諸如避免人群密切接觸和勤洗手等基本防疫

對策，並擔憂“疫情壹旦擴散，就很難控制

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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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N起“蹊蹺”大火找上伊朗
伊朗官員：高度警覺

綜合報導 據報道，當天下午，伊朗南部的布什爾港發生大

火，至少有 7 艘船被毀。在最近不到三周的時間裏，伊朗至少發

生了 8 起此類事件，使得與伊朗核項目和導彈項目有關的設施及

其他重要基礎設施受損。伊朗官員將其中的大多數定性為事故，

也有部分人猜測是伊朗的敵對勢力在有組織地破壞伊朗基礎設施

和核設施。

報道稱，位於西南部的布什爾省有伊朗重要的海軍基地，

也是伊朗唯壹壹座處於運作狀態的布什爾核電站所在地，核電

站距離布什爾港只有 20 公裏。該核電站最近剛完成了大修和恢

復等項目。有關部門稱，事故沒有造成人員傷亡，火勢也已經

得到控制。布什爾地方危機管理主任表示，火災原因將在調查

結束後公布。

當地媒體稱，這是伊朗境內近20天來的“第N起神秘火災”。

自打納塔茲核設施 7 月初發生火災後，大大小小的火災就沒有

斷過。日前，德黑蘭北部液化氣廠和德黑蘭西部壹個叫“聖城

縣”的地方分別發生火災，並造成全縣停電。多次火災引起巨

大的爆炸，目標主要針對伊朗的工業設施、研究實驗室、變電

站和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彈藥庫等。

有媒體報道說，破壞者已經把下壹次目標鎖定在布什爾核電站

。為此，伊朗也加強了警備和保衛力度。伊朗政府高級官員賈漢吉

爾· 德漢表示，近期伊朗遭受的爆炸和火災事故實在是頻繁，雖然

把這些意外聯系在壹起並通過“陰謀論”的思維去考慮問題並沒有

依據，但是伊朗有關部門已經對此高度警覺，正考慮是否有外部勢

力插手，並故意造成這些事故的發生。

疫情致航班取消
希臘大學生從蘇格蘭騎車48天回雅典

綜合報導 疫情打亂國際航班，讓許

多人的返家之路變得格外遙遠。希臘壹

名大學生就遇到了這樣的情況。不過，

他突發奇想，決定從蘇格蘭騎自行車回

到希臘的家。這條總計約3500公裏的自

行車之旅，他花了48天完成。

據報道，20歲的卡裏奧· 帕帕迪米

特裏歐來自希臘雅典，在蘇格蘭阿伯丁

大學讀書，即將升讀大學3年級。歐洲

的新冠疫情暴發後，許多同學都趕緊返

鄉，帕帕迪米特裏歐也在3月底決定先

放下學業回家。然而他訂到的3個航班

，最後全都被取消了。

帕帕迪米特裏歐說，到了4月1日那

天，他知道自己接下來整個月都會被隔離

在阿伯丁。歸心似箭的心情刺激他尋求壹

次大冒險。於是受困異鄉期間，他開始研

究從蘇格蘭騎自行車回雅典的可行性。

帕帕迪米特裏歐2019年為了參加自

行車比賽，曾經訓練過幾個星期，但這

就是他全部的自行車騎乘經驗。他承認

，與其說這是個點子，不如說就只是個

“白日夢”。

即使如此，他仍開始著手準備，購

買1輛自行車和其它所需裝備。他向父

母提起這件事，他們也同意了，但不是

因為信任他，而是因為“他們覺得我最

後壹定會放棄這個想法”。

雖然父母不看好兒子的想法，但卻

始終關心孩子

的安全。帕帕

迪米特裏歐的

父親要求，如

果他真的進行

這場大冒險，

必須設置可追

蹤定位的 APP

，讓家人能夠

知道他現在騎

到哪裏。

5 月 10 日

，帕帕迪米特

裏歐帶著幾個沙丁魚罐頭、面包、睡袋和

自行車裝備等，開始了旅程。他從蘇格蘭

南下英格蘭，再騎到荷蘭，沿著萊茵河穿

越德國至奧地利，再騎到意大利，從意大

利西岸的港口乘船到希臘帕特雷港，再從

帕特雷騎自行車向東行，終於抵達家鄉雅

典。

過程中，帕帕迪米特裏歐曾在野外

樹林裏搭帳棚過夜，每天都會寫日記、

確認隔天路線，也會跟親友報平安；偶

爾他會借宿朋友家，享受壹下有床和淋

浴的感覺。

為了尋求幫助，性格不算外向的帕

帕迪米特裏歐必須自我突破：“身為壹

個相對內向的人，我不得不稍微走出壹

下舒適圈，因為知道自己如果什麼也不

做，可能就沒地方過夜，或者沒有水。

這些需求逼我必須和外界有所聯系和互

動。”

6月27日，距離出發日將近50天後，

帕帕迪米特裏歐終於到家。抵達時他受

到歡迎，除了家人和壹堆朋友來迎接他

，還有那些通過互聯網追蹤這場自行車

冒險的陌生人。

回顧這段旅程，帕帕迪米特裏歐說，

這場冒險讓他對自己更有信心。

他也鼓勵大家給自己訂壹個目標，

“當妳設定了壹個門檻很高的目標，而

妳也試圖去完成這個巨大的挑戰，無論

妳是否成功，都會有所進步。妳會學習

到關於自己的壹些事，而這些事連妳自

己都會覺得驚訝。”

綜合報導 德國總理默克爾說，在即將召開的歐盟峰會上，德

國願意就歐盟“恢復基金”作出妥協。

默克爾當天在總理府會見到訪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她在

會談前的聯合記者會上說，現在時間緊迫，歐盟需盡快就“恢

復基金”達成協議。歐盟必須在當前這個不尋常且空前的形勢

下采取行動，並從新冠疫情導致的危機中吸取教訓。默克爾同

時表示，還不知道歐盟各成員國能否在本次峰會上就“恢復基

金”達成壹致。

桑切斯說，歐盟必須在 7 月作出決定，西班牙將為此作出壹

切努力。如果歐盟推遲達成壹致，歐盟的恢復重建計劃也將推遲

，危機將更嚴重。他表示，由於歐盟各成員國的立場存在很大差

別，就“恢復基金”進行的談判將非常艱巨。

5 月底，歐盟委員會提議通過發債方式籌集總額為 7500 億

歐元的“恢復基金”，幫助歐盟成員國在新冠疫情後重建經濟。

其中約 5000 億歐元為無償撥款，2500 億歐元將以貸款形式提供

給申請的國家。荷蘭、丹麥、奧地利和瑞典反對歐盟直接撥款給

急需獲得援助的南歐國家，主張以借款方式援助，且應該附加改

革條件。

德國目前是歐盟輪值主席國。7月 17 日至 18 日，歐盟成員國

領導人將在布魯塞爾舉行新冠疫情暴發後首個面對面峰會，“恢

復基金”和歐盟新的長期預算將是核心議題。

默克爾說德國願就歐盟
“恢復基金”作出妥協

希臘新冠確診超3800例
研究開展恢復期血漿療法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

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

內，希臘新增58例新冠確診

病例，累計確診3883例，累

計死亡193例。希臘研究人員

正在進行使用恢復期血漿治

療新冠患者的實驗，目前已

有10名患者在接受了此療法

後，病情有所改善。

該實驗由希臘國家公共

衛生組織批準，在雅典大學

的主導下展開，共有6家公立

醫院和22名研究員參與其中

。研究人員稱，該實驗開始

於4月28日，內容包括將已經

康復的新冠患者的血漿輸入

重癥患者體內，進行治療。

根據參與研究的雅典大

學教授伊萬哲洛斯· 德爾珀斯

、瑪麗安娜· 波麗都和瓦希麗

基· 帕帕說，261名誌願者捐

獻的血漿通過了針對新冠病

毒的PCR檢測，研究人員在

這些人的血漿中，發現了病

毒抗體。這些誌願者們要麼

沒有出現癥狀，要麼出現輕

微癥狀，在家康復。

這項研究預計將持續20

個月，並對100名接受恢復期

血漿療法的患者進行觀察。

而研究的成功與否，將取決

於接受患者在治療開始後3周

、1個月和2個月的治愈率。

這項技術包括收集康復

患者的血漿，然後將其分三

次註射到患者體內，每次

200-233毫升，間隔兩天。每

次從捐獻者身上收集的血漿

數量每次可以治療壹個病人

，但是可以多次收集血漿，

這意味著壹個捐獻者可以幫

助治愈不止壹個病人。

這項研究還將檢測在血

液中首次檢測到抗體3個月、

6個月和12個月後，獻血者體

內抗體水平隨時間的變化，

以確定感染後抗體仍存在多

久。

英國禁用華為5G設備決定引發關註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宣布停止在5G

建設中使用華為設備的決定，引發英國

社會各界廣泛關註。

英國數字化、文化、媒體和體育大

臣奧利弗· 道登(Oliver Dowden)當日在議

會下院宣布了英國政府這壹決定。決定

要求，英國移動運營商在12月31日以後

禁止購買華為5G設備，並在2027年前從

網絡中移除華為所有5G設備。

目前，華為在英國總共部署了2萬

個基站，英國四大電信運營商O2、沃達

豐(Vodafone)、EE和Three均使用華為5G

設備。英國移動運營商BT和沃達豐警告

稱，如果更短時間內移除華為所有5G設

備，客戶將會面臨手機信號中斷風險。

奧利弗· 道登坦言，“該決定將導致

英國5G的推出延遲2至3年，並增加20

億英鎊建設成本。”英國咨詢公司“組

裝研究”(Assembly Research)評估，5G產

業將為英國創造高達1980億英鎊經濟價

值，禁用華為5G設備的代價是，將給英

國5G建設造成18至24個月的延遲，並

帶來45億到68億英鎊損失，英國將失去

5G發展的全球領先地位。

英國媒體報道稱，今年1月，英國

政府曾不顧美國施壓，允許華為“有限

度”參與5G建設，成為“五眼聯盟”裏

唯壹允許華為參與5G網絡建設的國家。

然而，短短半年後，英國政府對待華為

的態度發生了改變。

英國分析人士稱，英國並非因為所

謂的“安全風險”，而是出於對美國貿

易政策的考量。英國目前無協議“脫歐

”可能性日增，經濟上對美國的依賴加

大。美國目前正加強“五眼聯盟”內部

對華政策上的施壓，英國在壓力下不得

不調整對華為的限制策略。

英國廣播公司BBC分析認為，英國

政府此舉與疫情以來英國政界反華情緒

逐步升高有關，加上香港國安法的出臺

，更多保守黨議員開始向首相鮑裏斯· 約

翰遜施壓，要求英國“擺脫對中國的依

賴”。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表示，朝令

夕改、禁用華為不僅會損害英國標榜的

開放、宜商、自由、透明的形象，也將

損害英國獨立自主的國家形象。

據了解，華為在英國共有1600位員

工，在愛丁堡、布裏斯托、劍橋和伊普

斯維奇等地設有專門的研究中心，並為

帝國理工、南安普頓大學、薩裏大學等

研究機構提供資助。

華為英國發言人愛德華· 布魯斯特

(Edward Brewster)表示，這可能會使英國

落入數字發展的慢車道，增加消費者的

開支負擔，並加深數字鴻溝。“英國政

府的這個決定令人失望，對英國所有的

手機用戶來說都是壹個壞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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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美國媒體報
導，美國聯邦調查局和當地警方正
在調查一起發生在美國新澤西州地
方 法 院 女 法 官 埃 絲 特•薩 拉 斯
（Esther Salas）家中的槍擊案，據
悉薩拉斯的兒子在槍擊中死亡，其
丈夫也深受重傷，所幸薩拉斯逃過
一劫。

據報導，兇手作案時，身穿聯
邦快遞的製服，於美國當地時間19
日下午5時左右到達埃絲特•薩拉

斯的家中。事發時，嫌疑人欺騙法
官的兒子打開門，隨後被兇手持槍
打中心臟不幸去世。消息人士稱，
兇手闖入薩拉斯家中並多次開槍打
中了薩拉斯的丈夫，而薩拉斯則躲
在屋內逃過一劫。目前調查人員正
在追踪嫌疑人的車輛以追踪嫌疑人
的去向。目前這項調查由美國聯邦
調查局（FBI）領導，但 FBI 拒絕
發表評論。目前還不清楚槍手是聯
邦快遞的員工還是假扮的員工。

美媒稱，薩拉斯是第一位擔任
新澤西州聯邦法官職位的拉丁裔，
目前尚不清楚兇手是否針對的是她
的種族。而她作為法官，她時不時
會受到罪犯的威脅。但薩拉斯的朋
友稱，她最近沒有收到任何威脅警
告。目前警方正在調查這些先前的
威脅與槍擊之間是否有任何联系，
或者是否可能涉及薩拉斯丈夫的工
作。

（綜合報導）佛羅里達作為全美的“Sunshine States”，是
美國人退休人員的養老勝地。佛羅里達州19.1%的人口年紀超
過65歲。大批的美國人辛勤一生，退休後來到佛羅里達州海邊
安享天年。他們沐浴著佛羅里達的陽光、吹著海風，漫步在沙
灘的悠閒。偶爾釣釣魚，打幾桿高爾夫，或者登上郵輪暢遊加
勒比。佛州，有著人們想要的一切生活。

但是，隨著新冠在佛羅里達州的重新爆發，這裡頤享天年
的“老年居民”占到佛州新冠死亡人數的74%！

佛羅里達州正在面臨著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冠狀病毒疫
情。這週佛州的新增感染創下了單日新高，12 號確診人數為
15299。同時，上週四與新冠相關的死亡人數也來到單日最高
記錄，有156人死亡，目前總共感染案例為327241例。如果把
佛羅里達視為一個國家，那它新冠確診病例已經躋身美國，巴
西和印度之後的全球第四名。
佛羅里達為何成為重災區

自7月初以來，佛羅里達州的新冠病例突然飆升了近60％
，住院和死亡人數也迅速上升。如今，佛羅里達州每天的新病
例比亞利桑那州多20％，比得克薩斯州多70％，是加利福尼亞
的兩倍多。佛羅里達州還在上週日成為頭條新聞，因為它的確
診人數超過了此前紐約所記錄的單日新病例數最高的記錄。

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後，佛羅里達的封閉速度很慢。以加
利福尼亞為例，3月19日便開始關閉，而紐約則於3月22日關
閉，佛羅里達州一直等到了4月才發布了封閉的要求。別看只
晚了幾週時間，這卻對新冠疫情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當病例數
會在24至72小時內翻倍時，幾天和幾週都至關重要。

而佛羅里達州封閉較晚就算了，卻是美國最早重新開放的
州。餐館，酒吧和其他商業在封鎖結束後的幾週內重新開放，
很多場合都是人滿為患，這使人們更容易出現交叉感染。而如
果重新開放的每個階段都導致感染出現不可控制的增長，再加
上冠狀病毒病例報告的滯後性，評估起來就更加困難。

而佛州人民也是很心大，很少人遵循預防措施。專家說，
在政治和自滿情緒的刺激下，佛羅里達州的人們在保持社交距
離和戴口罩的執行力度上非常不一致。封鎖結束後，佛州人比
其他州的人更多的在室外而不是在家中隔離。

佛羅里達大學的流行病學專家辛迪•普林斯（Cindy Prins
）表示：“很多人從家中走出之後，直接“打回原形”，繼續
按他們以前的習慣：“哦，新冠不再重要了。 ”但是現實卻狠
狠地將這些人打醒。佛州於6月26日暫停了酒吧內的酒類消費
。

就在幾週前，佛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
還在媒體上吹噓佛州“成功控制”新冠疫情，同時反擊了之前
批評了佛州和州政府的人，因為新冠疫情的案例被成功“保持
在了較低水平”，佛州的封鎖和重新開放都要比其他地區快很
多。

德桑蒂斯被稱為“mini特朗普”，他與特朗普的新冠政策
基本上是同步的。比如特朗普勒令全美學校開學，德桑蒂斯也
敦促佛州學校重新開放；特朗普拒絕下令強制美國民眾戴口罩
，德桑蒂斯也拒絕頒布強制令；特朗普敦促復工復產，德桑蒂
斯直接就支持奧蘭多的迪士尼開放。

在關閉四個月後，奧蘭多迪士尼上從7月初開始相繼開放
了幾個園區，包括好萊塢Studios， 魔術王國，動物王國等等。
而這這個決定無論對於迪士尼還是佛羅里達，都是極高的賭注
。

因為從7月開始，佛州的新冠確診人數從6萬飆升到7萬。
大約兩萬人向德桑蒂斯發出請願書，要求推遲迪士尼開放。就
連代表迪士尼節目演員的工會“Actors' Equity”也反對重新開
放，他們認為演員不戴口罩表演的時候，存在巨大健康風險。

迪士尼首席醫療負責人Pamela Hymel表示，迪士尼非常重

視客人，演員和整個園區
的健康和安全。迪士尼采
取的安全措施包括：要求
客人提前預定，保持社交
距離，體溫檢測，戴口罩
等等。煙花表演和遊行也
暫停了。

在正常情況下，僅魔
術王國一個園區每天的客
流量在 57000 人，專家估
計，按照目前的客流量，
迪士尼的經營是大大滴虧
本。

除了德桑蒂斯，奧蘭
多市長戴爾(Buddy Dyer)等
當地官員也堅決支持迪士
尼重新開放。要知道，迪
士尼是佛州中部最大的雇
主，為當地至少 5 萬人解
決了就業問題。

不過同樣解決當地解
決問題的加州迪士尼卻被
無限期推遲開放了。加州
州長紐森（Gavin Newsom
）拒絕提供重新開放的指
南。

德桑蒂斯現年41歲，是前海軍軍官，本科畢業於耶魯大學
，並獲得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2013年到2018年擔任佛州
眾議員。而2018年州長競選中，德桑蒂斯把支持特朗普作為自
己的標誌之一，並且一直以來都保持與特朗普密切的關係。這
也是為什麼，在北卡拒絕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要求，共和黨
立即轉向佛羅里達州，要在傑克遜維爾舉辦宣布特朗普連任提
名。

德桑蒂斯當選為佛州州長後，享受了與民主黨短暫的蜜月
期，隨後他和特朗普一樣。與民主黨關係急轉直下。德桑蒂斯
的民調支持率也受到疫情的影響，民眾對他的不滿意度從
28.5%飆升到40%。
三分之一的未成年人中招

根據佛羅里達州衛生部的數據，在佛州接受新冠檢測18歲
以下的未成年人，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檢測結果呈陽性。截至7
月 9 日，佛羅里達州有 54,022 名未成年人接受了檢測，其中
16797人（約佔31％）測試為陽性。佛羅里達州總共對280萬
人進行了檢測，平均陽性率約為11％。
佛州北部部分郡的青少年測試結果

與佛羅里達州情況相似的還有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當地
一家醫院系統報告稱，在7月初，該市對未成年人進行檢測的
陽性率為13％，這一比例與夏洛特市的總體陽性檢測率相同。

佛羅里達州的數字讓年輕人不容易感染新冠病毒這一論斷
更加站不住腳。雖然官方並沒有說明為何佛州年輕人感染率如
此之高的原因，但是看看佛州之前開放的酒吧和沙灘，大家大
概就能猜到原因了。

未成年人的感染率如此之高，也留給了佛羅里達州一個新
的難題：佛羅里達能否在秋天安全重新開學？
一位老師舉著反對學校重開的標語

佛羅里達的最大問題，在於完全放鬆了警惕。小王的一對
夫妻朋友這個月剛從華盛頓搬去了佛羅里達。他們說周圍的人
完全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倆在佛羅里達顯得格格不入。在5月
初至6月初之間，佛州從全面禁閉變為允許健身房，沙龍，酒

吧和餐廳的室內用餐重新開放。這使得跟踪重新開放的每個階
段成效變得很困難。

惡果就是：越來越多的佛羅里達人選擇外出，與冠狀病毒
相互交叉感染。剛入夏的時候，還有大量的遊客來到佛州。當
他們聚集在一起時，往往會在通風不良的房屋，餐館和酒吧中
，一待就是幾個小時，這也讓人群更頻繁地傳播新冠病毒。
美國保持社交距離的執行力度

研究證明：政府採取的社會隔離措施在1-5天后，可以將
每日增長率降低5.4個百分點，在6-10天后為6.8個百分點，在
11-15天后為8.2個百分點，在16-20天后為9.1個百分點。一
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就是：採取更快，更激進的措施來加強社會
隔離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過早取消限制的後果就是疫情反彈
。
佛羅里達正在自食其果

終於，為了應對案例激增，德桑蒂斯在6月26日宣布關閉
全州的酒吧。

他說政府這一舉動是因為人們不遵守社交距離準則：“人
們沒有關注它。目前本州存在廣泛的違規行為，這導致了新的
感染。如果人們都遵循準則，我們將會保持良好狀態。但是當
你不去遵守時，就會有問題。”

在政府缺乏行動後，專家敦促佛州民眾還是靠自己吧！自
主對新冠採取更多預防措施。人們應該戴口罩；選擇呆在室外
場所，而不是室內；保持6英尺的距離；避免觸摸臉部；勤洗
手。面對佛州疫情可能失控，再次頒布居家令可能是唯一的辦
法。

芝加哥大學傳染病專家Jade Pagkas-Bather說：“死人不會
購物。他們也不花錢。他們更沒有投資。如果你沒有為人口的
健康投資，那麼最終將會自食惡果。

如果佛羅里達州的領導人早點採取謹慎行動，也許今天的
局面本可以避免。但是他們卻不斷自誇佛州做得多麼出色，現
在佛羅里達人正遭受的是一場可預見的，原本也可以預防的危
機。

美國聯邦法官在家中美國聯邦法官在家中
遭快遞小哥槍擊遭快遞小哥槍擊 兒子慘死兒子慘死

從養老天堂到地獄，佛州新冠死亡7成是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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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iPhoneiPhone組裝疆域鬆動組裝疆域鬆動 台廠拚轉型找新動能台廠拚轉型找新動能
（中央社）緯創出售昆山廠予中國立訊，

鬆動台廠iPhone組裝疆域，而和碩iPhone組裝
訂單會比鴻海先受影響，台廠勢必面臨轉型陣
痛期，但均已積極找尋彌補營收缺口的新動能
。

代工廠緯創資通董事會17日決議出售旗下
緯新資通（昆山）有限公司、緯創投資（江蘇
）有限公司及其相關業務，對象為立訊集團，
交易對價暫定為人民幣33億元，折合新台幣約
138億元。

分析師認為，立訊可能藉此搶進蘋果

iPhone 代工，並威脅和碩與鴻海；法人則分
析，立訊初期會以緯創原有訂單市占為主，
明年開始才會對鴻海、和碩手機訂單產生威脅
。

法人進一步說明，由於和碩為提升iPhone
組裝業務利潤，近年主要聚焦中階、單一機型
的訂單，與緯創策略相近，而和碩的市占又大
幅高於緯創，短期內，立訊對第二大代工廠和
碩的影響較大，但從中長期來看，立訊的目標
自然是含金量較高的中高階機型，而受衝擊的
將會是鴻海。

兆豐國際投顧協理黃國偉表示，台廠過去
獨家占據蘋果組裝供應鏈的角色，紅色供應鏈
崛起將對台股不利，而市場傳聞，除了緯創之
外，也有其他台廠要出售組裝廠，這意味著
「蘋果不像以前那樣甜」。

探究為何台廠要改變策略，他表示，第一
和蘋果的態度有最直接的關係，蘋果希望扶植
陸廠，在供應條件上勢必會有落差，第二，對
緯創來說，出售昆山廠，雖少了一部分營收，
但有助於獲利表現，整體而言，蘋果供應鏈版

圖將移轉，台廠能否順利轉型，尋找新的動能
、填補營收缺口，可能不是1到2年的事情，勢
必會有一段轉型陣痛期。

在轉型策略上，鴻海以 「3+3」策略重點
布局半導體、AI、數位健康等領域；和碩近年
擴大微軟、Google組裝事業生意，產品線涵蓋
筆電、智慧音箱，更往隱形眼鏡、汽車電子等
消費產品耕耘；緯創藉由緯穎在伺服器資料中
心市場打出一片天，緯穎近年營收穩步成長，
擺脫單一客戶左右營運的局面。

（中央社）有民意代表指出接獲民眾陳情，上週持三倍券赴
銀行換領現金，被行員指稱為偽券而無法兌換。經濟部今天澄清
，紙本券於23日起開放商家兌現，目前尚未有銀行授理兌現業
務，呼籲民眾勿轉傳錯誤訊息。

三倍券於15日正式上路，目前領取紙本券的人數超過1000
萬人，不少民眾已經開始消費，商家也祭出許優惠措施，搶攻振

興商機。
今天傳出有民意代表接獲民眾陳情，指稱上週持紙本券到銀

行準備換領現金時，遭行員認定是假券，因此無法兌換。對此，
經濟部澄清，指出此訊息與真實情形不符，請民眾不要轉傳

經濟部說明，根據振興三倍券兌付要點的相關規，三倍券
的兌領期間從今年7月23日起至明年3月31日止，目前尚未開放

商家兌領。請勿製造假消息，混淆視聽、破壞社會秩序，民眾也
不要轉傳相關謠言

經濟部指出，紙本三倍券的防偽採高規格設計，印製採新
台幣鈔券的規格標準，多種防偽設計，民眾可上三倍券官網
（https://3000.gov.tw/）防偽影片瞭解掌握辨識防偽技巧，安心
使用。若有相關問題，也可打1988紓困振興專線洽詢。

傳商家持三倍券兌領被拒經濟部：23日起換現

北市十大癌症死因
肺癌連34年蟬聯首席

（中央社）台北市衛生局
今天公布108年台北市十大死
因，慢性疾病囊括 7 項，每
100人就有約63人死於慢性病
，癌症居首位。十大癌症死因
仍以肺癌連續 34 年蟬聯首席
。

台北市衛生局上午召開
記者會，報告108年台北市十
大死因統計結果。

衛生局統計室主任沈忠
憲指出，108 年台北市民癌症
死亡人數為5326人，較107年
增加30人，平均每天約有14.6
位市民死於癌症；死者平均年
齡為71.6歲。

108年台北市十大死因中
， 慢 性 疾 病 囊 括 7 項 ， 占
63.0%，惡性腫瘤（占29.5%）
仍居首位，其餘依序為心臟疾
病 （ 占 15.5% ） ； 肺 炎 （ 占

11.0% ） ； 腦 血 管 疾 病 （ 占
6.4%）；糖尿病（占4.0%）；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占2.9%）；慢性下呼吸道疾
病（占2.8%）；事故傷害（占
2.1%）；敗血症（占1.9%）；
高血壓性疾病占1.9%）。十大
死因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的
7成8。

衛生局資料顯示，108年
台北市民死亡人數為1萬8024
人，比107年減少26人，依性
別觀察，死亡人數、死亡率與
標準化死亡率都是男高於女，
兩性死因前5名皆為惡性腫瘤
、心臟疾病、肺炎、腦血管疾
病及糖尿病。

依年齡層來看，15至24
歲青少年死因前3名為自殺、
事故傷害及惡性腫瘤；25 至
44歲壯年死因前3名為惡性腫

瘤、自殺及心臟疾病；45 至
64歲中年仍以惡性腫瘤居首、
心臟疾病及腦血管疾病次之；
65歲以上老年死因前3名依序
為惡性腫瘤、心臟疾病和肺炎
。

十大癌症死因仍以氣管
、支氣管和肺癌居首，其次依
序為2.女性乳房癌、3.結腸、
直腸和肛門癌、4.肝和肝內膽
管癌、5.前列腺（攝護腺）癌
、6.胰臟癌、7.胃癌、8.口腔
癌、9.非何杰金氏淋巴瘤、10.
卵巢癌。

台北市衛生局呼籲，癌
症已分別蟬聯 38 年國人死因
第1名與48年台北市十大死因
之首，落實健康飲食、規律運
動、控制體重、遠離菸與檳榔
並打造健康生活型態，可避免
罹癌。

完成公海護漁返台 巡護九號全船配合檢疫完成公海護漁返台 巡護九號全船配合檢疫
海巡署海巡署 「「巡護九號巡護九號」」 結束今年第一航次中西太平洋公海漁業巡護任務結束今年第一航次中西太平洋公海漁業巡護任務，，1919日返抵高雄日返抵高雄

港港，，適逢全球武漢肺炎肆虐適逢全球武漢肺炎肆虐，，全船人員將留在艦上居家檢疫全船人員將留在艦上居家檢疫1414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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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科賽頻曝醜聞 大人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捉刀孩子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獲獎
造假事件波及中科院昆明所及西南大學等高校 主辦方：嚴查

近日，昆明市一名六年級小學生陳靈石憑借
《C10orf67在結直腸癌發生發展中的功能

與機制研究》科研項目，在第34屆全國青少年
科技創新大賽中獲得三等獎一事引發熱議。對
此，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官網發布聲明
稱，經初步核查，該獲獎項目學生係該所研究員
之子。該研究所已成立調查組，對此事進行深入
調查。後續將及時向社會反饋相關調查結果。

當事人父親陳勇彬15日在科學網發表書面
情況說明，表示自己過度參與了項目書文本材料
的編撰過程，向社會公開致歉。

根據雲南省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競賽組委會
核查結果，該項目違反了競賽規則中“項目研究
報告必須是作者本人撰寫”的規定。15日，第
34屆雲南省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組委會決定撤
銷該項目所獲的“第34屆雲南省青少年科技創
新成果項目（小學組）一等獎”。全國青少年科
技創新大賽組委會16日發布通報稱，全國青少
年科技創新大賽組委會組織專家組對雲南省競賽
組委會提供的材料進行了覆核，決定撤銷該項目
第34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三等獎，收回
獎牌和證書。

獲獎項目與同姓教授專利相似
另有一位段姓學生在該大賽中連續3次獲

獎，分別在其初二、初三、高一時（2017
年-2019年），且獲獎成果橫跨物理學、計算機
存算一體和人工智能，所屬學校均為西南大學附
屬中學校。據澎湃網消息，這位段姓學生其中一
個獲獎成果與更早前申請的一項國家專利高度相
似，而該專利的發明人與上述學生獲獎項目的指

導老師同名。此外，專利的第二位發明人段書
凱，現任西南大學人工智能學院教授、博士生導
師、副院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登錄西南大學人工智能學院
官網“師資”教授欄中，段書凱個人簡介頁面中
“發明專利介紹”、“科研項目”等內容已被刪
除。

實驗難度高 小學生卻成功完成
此外，遭到質疑的獲獎項目還有來自武漢兩

名小學生所做的《茶多酚的抗腫瘤實驗研究》，
此前獲得了第33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小
學組三等獎。外界質疑稱，該項目需要研究者提
取裸鼠肝臟腫瘤，實驗本身對邏輯性要求較高，
小學生難以完成。

該項目完成者為武漢市某小學五年級學生李
某怡和三年級學生李某卿。她們的父親、武漢大
學基礎醫學院院長李紅良回應媒體稱自己並未參
與，孩子由指導老師帶着實驗，操作都在能力範
圍內，不存在違規情況。武漢市科協17日也在
聲明裏表示認可該獎項成果，但輿論仍對此表示
質疑，呼籲第三方調查監督。

第34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高中組一
等獎獲獎項目《基於同步輻射技術對提高鎂合金
硬度的熱處理過程的研究》也因用到上海同步輻
射光源，而被知乎網友質疑。同步輻射光源係國
家大科學裝置，目前國內僅在北京、上海、合肥
三地建成並投入使用。多名科研人員均表示，使
用同步輻射光源科學裝置的申請門檻較高、審批
手續嚴格、預約等待周期長，提供給高中生使用
較為罕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凱雷 北京報道）第34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

大賽獲獎結果自上月25日公布以來，不斷被輿論曝光獎項造假。大賽規則明確要

求，參賽的項目需要獨立完成。而多位被舉報的獲獎“神童”，其項目都出現身

為科研工作者或大學教授的親屬或與其同姓人士的身影。被波及的包括中科院昆

明所、西南大學人工智能學院，武漢大學醫學院等。多家科研單位已自查自糾，

大賽主辦單位亦已正式表態將嚴查。

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接連被
爆“作弊”，輿論譴責家長參與造假
的同時，也對大賽的評審提出質疑：
如此違背常識的科研成果，是如何通
過一層層審核的？老師、家長們對比

賽的“過度參與”，評委們是否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害群之馬”是如何一路過關斬將，學校、省
市，全國各道評審關口是如何一層層失守的？正如
一位一所大學的老師向教育部投訴：“孩子現在上
初中，我的有些同事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安到孩子身
上，讓孩子到實驗室拍個小視頻，把早已背好的台
詞說一遍，拿起簡單的實驗器具裝模作樣地操作一
下，然後去參加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省裏、全
國奪得大獎，回來後全校開大會表揚，為校爭光，
市裏頭也表彰，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已有近40年歷史，
不僅是國內青少年科技愛好者的一項重要賽事，而
且每年都從大賽中選拔出優秀的科學研究項目參加
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ISEF）、歐盟青少年科學
家競賽等國際青少年科技競賽活動。這原本是青少
年們鑽研進取、體現科學精神的平台，而不是某些
“神童”藉着家長、老師們的羽翼以不公平手段迅
速佔領人生制高點的“神壇”。

造夢的大賽卻成了變味的競爭。有網友表示，
如此高平台的大賽都可以暗箱操作，那些“神童”
利用不公平的特權享受升學加分，對那些堅信科學
精神、腳踏實地做研究的青少年而言公平嗎？科學
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那些“無功受祿”的孩子在摒
棄了一代代科學家們秉承的科學精神後，還談何推
進人類科技進步？青少年科創大賽究竟還有多少亂
象？目前，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組委會已成立
專項調查工作組進行核查，並表示如發現違反大賽
規則問題，將依規嚴肅處理，絕不姑息。嚴格審查
確實是應對輿論質疑的一種方式，納入審查範圍的
不應該僅限於爆料的幾起，往屆的獲獎項目是否有
作弊嫌疑，也應一併審查。

知識可以傳承，但絕不可繁殖，放眼歷史與中
外，“學二代”也多有佳話，但親子大賽式的“造
假”不可能造就真正的學術“神童”。自查、自省
的同時要建章立制、整風肅紀，絕不能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層層審核環節
下，究竟是哪一環節出了紕漏，讓家長、老師們有
機會“過度參與”，要舉一反三把“害群之馬”全
部清除，讓賽事從制度上回歸鼓勵青少年科創初
心。科技創新是神聖的，青少年是純真的，兩者都
經不起弄虛作假追名逐利的褻瀆。

清除“害群之馬”歸還科創公平

���
/�

■近期，全
國青少年科
技創新大賽
不斷被輿論
曝光獎項造
假。圖為民
眾早前在全
國青少年科
技創新大賽
上觀看模型
演示。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凱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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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108108年國慶籌備會年國慶籌備會 黄春蘭總結報告黄春蘭總結報告

因為世界Covid-19 疫情仍然嚴峻,尤其
我們身在美國在目前疫情下種族歧視聲浪不
斷,許多華裔受到困擾和欺辱,有鍳於此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及
美國華人聯合會休士頓將於7月28日周二晚
上7:30-9:00共同擧辦身心靈的網路講座.

主題是：在疫情下遇到欺辱仇恨和歧视
如何面對和處理.

講座的重點在於分享弱勢個人和群體應
如何為自己發聲和維護權利，應對的方法有
哪些。尤其是在疫情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是否容忍和躲避就可以處理問題。這些內容
對華裔媽媽，孩子，和家庭會最有幫助。

這一場講座將邀請施慧倫博士和蕭瑛瑱
老師擔任講員。

我們的會員,心靈輔導師蕭瑛瑱老師,將會
以個人方案和輔導經驗跟大家分享、分析、
講解 如何幫助孩子面對於在學校的霸凌以免
受身心傷害? 指導父母如何陪伴自己的孩子
重新建立信心, 和身心健康的成長.

身心靈健康專家及社會活動家施慧倫博
士對亞裔社會参與，社區推進和華裔二代身
心靈成长有着獨特的见解和貢獻. 將會從社會
專家的眼光角度來講解剝析身心靈與觀衆見
解分享.

請見以下有關此次講座資訊的link.
https://www.dropbox.com/s/c7xixo9zt322lwc/
GFCBW% 20UCA% 20seminar%
2007282020%20.pdf?dl=0

https://www.dropbox.com/s/
91dc8xg4vaky88l/UCA%20Houston%20GF-
CBW%20July%20Webinar%20How%20to%
20deal%20with%20bully.pdf?dl=0

時間:7月28日周二晚7:30PM-9:00PM ,
美國中部時間 CDT Central Time (US and
Canada)

(德州休士頓時間,也就是台灣時間7月29
日周三早晨8:30-10:00)

You are invited to a Zoom meeting.

When: Jul 28, 2020 07:30 PM Central Time
(US and Canada)
Register in advance for this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meeting/register/
tZAkdu6trz8iE9LTh5aG-FEx9JI8XENliMCP

登記的網站： https://bit.ly/2OBiO8l
登記後，確認信函及上線的ID號碼自動Email
到您的郵箱。

Webinar網路講座可以容納1000人聽講.
對外開放給社會大眾.

請大家踴躍報名參加,並且請大家告訴大
家,人數沒有限制. 但請一定要登記報名.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世界華人工商婦女
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會長 洪良冰: 832-818-6688 email: nan-
cygri@aol.com

或 副 會 長 壬 妍 霞 832-766-7600
email: alicechu988@gmail.com

祝平安喜樂!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及美國華人聯合會休士頓共同擧辦身及美國華人聯合會休士頓共同擧辦身

心靈的網路講座心靈的網路講座

(本報訊)親愛的陳家彥處長, 陳奕芳主任
, 108和109年國慶籌備會團隊, 以及線
上的會長僑領及親朋好友們, 大家平安!

首先要謝謝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冒
著疫情嚴峻的風險, 開放大禮堂給我們
做108年國慶總結和團隊頒獎以及109
年交接典禮. 陳主任需要當擔的風險是
我們沒辦法想像的. 在此感謝各位會長
僑領們的諒解, 以線上參加。

國慶籌備會很高興能請到陳家彥處
長蒞臨今天的交接典禮, 有目共睹, 陳處

長去年從第一次國慶籌備會議到今天的
活動總結交棒, 陳處長有始有終,全力以
赴,沒有缺席過任何一個國慶活動, 總是
親臨現場 給我們加油鼓勵和勉勵的話,
支持並積極參與各項國慶活動,還親自下
馬參加雙十國慶盃高爾夫球賽,請他的夫
人為我們國慶盃網球賽比賽開球,還請他
的千金在國慶升旗典禮當龍珠引領祥龍
獻瑞表演,不愧為我們外交的楷模! 雖然
我們捨不得讓他離開休士頓, 但知道他
將會帶著我們台灣好山好水好熱情的外

交軟實力去少有的邦交國 St. Lucia, 只
好割愛. 我們祝福他:錦繡前程！

因為時間的關係，上星期四我已電
郵給大家108年國慶活動的總結報告，
在這裡簡單總結幾句.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8年雙
十國慶活動在五萬多僑胞和不同族裔的
美國友人的熱烈參與下，畫下圓滿的句
點 . 感謝三十三個社團的大力支持，舉
辦了28項活動來慶祝我們國家的生日
，充分展現了我們休士頓全體僑胞愛國
愛鄉的熱誠，去年是台美關係法40週
年 我們也遵循陳處長的建議將每一項活
動 擴展到社區及不同族裔的美國友人
， 籌備會很高興, 在很多的活動裡都可
看見美國友人的參與, 不僅讓他們更加
了解台灣和喜愛臺灣, 現在台美的關係
更是40年以來最親密的時刻.

感謝我的團隊及各社團會長們的同
心協力,我們共籌/募到九萬五千多元的
資金. 其中近1/3 是來自個人贊助買票/
餐會和廣告, 另1/3來自公司的國慶餐會
和廣告贊助, 還有 1/3 來自社團贊助及

政府補助, 可見我們休士頓全僑對雙十
國慶的熱烈支持, 是我們籌備會辦活動
的原動力!

中華公所已在6月28日選出今年的
國慶籌備會正副主委及財務長.恭喜何怡
中當任今年的國慶籌備會主委, 怡中主
委是107年嚴杰前主委的秘書長,108年
以會長身份代表美南台灣旅館公會贊助
，和國慶籌備會合辦，福遍郡慶祝遊行.
每年福遍郡慶祝遊行都至少有2萬人以
上參加, 去年天氣不錯人更多，雖然我
們只有10位坐馬車參加遊行，但我們
的能見度却是參加者的2千倍以上, 投
資回報率不錯。

有參加去年文化訪問團在Stanford
center 看舞鈴劇場表演的人, 就一定不
會對 Victor Lee 李世威副主委陌生，因
為他是當天的兩位主持人之一, 大家對
他那晚的表現 讚譽不絕 ，是我們年輕
有為的下一代， 李世威是李氏公所主席
, 也是去年的中華公所共同主席。

財務長鍾瑜秀 我更是不用介紹了，
今年是他第十年當國慶籌備會財務長，

經驗豐富精算帷喔,有他連任財務長 是
我們的福氣！稍後她會做108年國慶活
動的財務總結報告.

春蘭謹在此衷心感謝我的團隊,經過
這次同舟共濟,讓我們成了好朋友. 雖然
我盡力地記錄國慶活動的每個片段, 但
卻不能表達每一位義工的付出和努力於
萬一, 尤其在活動中我們各守岡位負責
做事，根本沒空拍照留念, 於是在做特
刋時， 很後悔沒多拍團隊的照片. 人生
旅途, 一場相識,一幕別離,分享經驗給未
來的主委, 不要一直往前衝, 有時得停住
腳步欣賞當時的景色和人物.

今年因為新冠病毒疫情，國慶活動
著實不容易辦，我除了佩服何怡中主委
的勇氣和熱心服務，在此也希望各位僑
領先進繼續支持雙十國慶，與何主委共
同努力讓光輝雙十永續長存! 謝謝大家
！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順利度過此難
關！

108年國慶籌備會黄春蘭主委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及美國華人聯合會休士顿 UCA Houston 於 7 月 28 日晚

7:30pm～9pm，以 Webinar 方式，邀請大家參加網路講座。 這一場講座將邀請施慧倫博士和

蕭瑛𤦹老師擔任講員。 
 

在疫情之下 In the COVID Pandemics 

遇到欺辱，仇恨，和歧視該如何面對和處理 

How to deal with bully, hate crime, and discrimination 

 

Helen Shih, PhD，施慧倫博士，身心靈健康專家， 社會公益和亞裔維權推動者，

前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副教授， Helen Shih Holistic Health 主管，現任美國華人

聯合會 UCA 理事，Houston 負責人。  

 
 

Alice YJ Hsiao，蕭老師心靈輔導師 AIHCP Certified, Nutritional Science B.S., M.A. 

在欺辱、歧視、虐待、社會和家庭暴力方面做身心健康和癒合的心理/心靈輔導。

休士頓花藝學院設計師，善用插花與心靈結合舒壓和身心健康癒合。  
 
 

                         講題綱要 - 在疫情中和對亞裔的仇視之下 

＊華裔女性，孩子，和家庭，當遇到不公平待遇時，是否容忍和躲避就可以處理問題？ 

＊弱勢個人和群體應如何為自己發聲和維權？應對的方法有哪些？ 
 

時間:7 月 28 日周二晚 7:30-9pm , 美國中部時間 CDT 

登記的網站： https://bit.ly/2OBiO8l （掃描 QR Code） 

講座語言：以中文為主，附加英文解釋。 

登記後，確認信函及上線的 ID 號碼自動 Email 到您的郵箱。  

After registering，you will receive a confirmation email con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joining the meeting。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會長 洪良冰: 832-818-6688  email: nancygri@aol.com 
或副會長 壬妍霞 832-766-7600   email: alicechu988@gmail.com 

在疫情下遇到欺辱仇恨和歧视如何面對和處理的網路講座在疫情下遇到欺辱仇恨和歧视如何面對和處理的網路講座

臺灣，你好! 華語101讓你輕鬆開口說華語

第二輪冠狀病毒緩解措施會在第二輪冠狀病毒緩解措施會在77月底之前通過立法月底之前通過立法
財政部長姆努欽說冠狀病毒刺激支票將直接付款國人財政部長姆努欽說冠狀病毒刺激支票將直接付款國人

（本報訊）因為世界Covid-19 疫情仍然嚴峻,尤其我們身在
美國在目前疫情下種族歧視聲浪不斷,許多華裔受到困擾和欺辱,
有鍳於此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及美國華人聯合會
休士頓將於7月28日周二晚上7:30-9:00共同擧辦身心靈的網路
講座。

主題是：在疫情下遇到欺辱仇恨和歧视如何面對和處理 。
這一場講座將邀請施慧倫博士和蕭瑛𤦹老師擔任講員。
我們的會員,心靈輔導師蕭瑛𤦹老師,將會以個人方案和輔導

經驗跟大家分享、分析、講解 如何幫助孩子面對於在學校的霸
凌以免受身心傷害? 指導父母如何陪伴自己的孩子重新建立信心
, 和身心健康的成長。

身心靈健康專家及社會活動家施慧倫博士對亞裔社會参與，

社區推進和華裔二代身心靈成长有着獨特的见解和貢献. 將會從
社會專家的眼光角度來講解剝析身心靈與觀衆見解分享。

請見以下有關此次講座資訊的link
https://www.dropbox.com/s/c7xixo9zt322lwc/GFCBW% 20UCA%
20seminar%2007282020%20.pdf?dl=0
https://www.dropbox.com/s/91dc8xg4vaky88l/UCA% 20Houston%
20GFCBW% 20July% 20Webinar% 20How% 20to% 20deal% 20with%
20bully.pdf?dl=0

Webinar網路講座可以容納1000人聽講.
時間:7月28日周二晚7:30PM-9:00PM , 美國中部時間CDT

Central Time (US and Canada)
(德州休士頓時間,也就是台灣時間7月29日周三早晨8:30-10:00)

You are invited to a Zoom meeting.
When: Jul 28, 2020 07:30 PM Central Time (US and Canada)
Register in advance for this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meeting/register/tZAk-
du6trz8iE9LTh5aG-FEx9JI8XENliMCP

登記的網站： https://bit.ly/2OBiO8l
登記後，確認信函及上線的ID號碼自動Email到您的郵箱。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會長 洪良冰: 832-818-6688 email: nancygri@aol.com或副會

長 壬妍霞 832-766-7600 email: alicechu988@gmail.com
請大家踴躍報名參加,並且請大家告訴大家,人數沒有限制。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
財 政 部 長 史 蒂 芬財 政 部 長 史 蒂 芬 •• 姆 努 欽姆 努 欽
（（Steven MnuchinSteven Mnuchin））上週四暗示上週四暗示
，，第二輪刺激性支票可能是政第二輪刺激性支票可能是政
府下一輪冠狀病毒緩解措施的府下一輪冠狀病毒緩解措施的
一部分一部分，，他預計該措施將於本他預計該措施將於本
月底通過月底通過。。姆努欽在接受姆努欽在接受CNCN--
BCBC採訪時說採訪時說：“：“我們確實支持我們確實支持
另一輪經濟影響付款另一輪經濟影響付款。”。” ““一一
旦參議院回來旦參議院回來，，我們將與共和我們將與共和
黨人和民主黨人兩黨坐下黨人和民主黨人兩黨坐下，，這這
是我們的優先事項是我們的優先事項，，在本月在本月2020
日至月底之間日至月底之間，，我們將通過我們將通過 下下
一項立法一項立法。”。”姆努欽發表上述姆努欽發表上述
評論之前評論之前，，川普總統上週表示川普總統上週表示
支持對個人進行更直接的支付支持對個人進行更直接的支付
，，隨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奇隨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奇
••麥康奈爾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Mitch McConnell
））週一表示週一表示，，他支持針對低收他支持針對低收
入家庭的支票入家庭的支票。。

麥康奈爾說麥康奈爾說：“：“我認為受我認為受
打擊最嚴重的人是年收入約打擊最嚴重的人是年收入約4040,,

000000美元或以下的人美元或以下的人，，其中許多其中許多
人從事餐廳和酒店業人從事餐廳和酒店業。”。” ““正正
如大家所知如大家所知，，餐廳餐廳，，旅館旅館，，飯飯
店業陷入了困境店業陷入了困境- -- -因此很可能因此很可能
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姆努欽姆努欽
（（MnuchinMnuchin））週四表示週四表示，，他與他與
麥康奈爾麥康奈爾（（McConnellMcConnell））進行了進行了
一次一次““非常有效的電話會議非常有效的電話會議””
，，但並未具體說明下一輪刺激但並未具體說明下一輪刺激
計劃是否將降低其收入資格門計劃是否將降低其收入資格門
檻檻。。姆努欽說姆努欽說：“：“我不打算討我不打算討
論具體細節論具體細節。”。” ““級別和標準級別和標準
，，我們將與參議院討論我們將與參議院討論。”。”根根
據據33月份頒布的月份頒布的CARESCARES法案法案，，
截至截至 55 月月 3131 日日，，政府已向超過政府已向超過
11..66億美國人發送了億美國人發送了27002700億美元億美元
的經濟刺激支票的經濟刺激支票。。這項民主黨這項民主黨
提議價值提議價值 33 萬億美元的龐大刺萬億美元的龐大刺
激法案被稱為激法案被稱為《《英雄法案英雄法案》，》，
它具有新的刺激措施它具有新的刺激措施，，擴大的擴大的
失業救濟失業救濟，，對刺激法案的修訂對刺激法案的修訂
，，抵押和租金減免抵押和租金減免，，州和地方州和地方

政府資金以及許多其他刺激措政府資金以及許多其他刺激措
施施。。

收入不超過收入不超過$$ 7575,,000000的單身的單身
成年人有資格獲得全額支票成年人有資格獲得全額支票，，
而收入在而收入在$$ 7575,,001001 到到$$ 9999,,000000 之之
間的單身成年人則可以使用減間的單身成年人則可以使用減
少金額的支票少金額的支票。。 收入不超過收入不超過$$
150150,,000000 的已婚夫婦可獲得的已婚夫婦可獲得$$ 22,,
400400，， 而 收 入 在而 收 入 在 $$ 150150,,001001 到到 $$
198198,,000000之間的夫婦可獲得減少之間的夫婦可獲得減少
金額的支票金額的支票。。 1717歲以下兒童的歲以下兒童的
父母每個孩子可獲得額外的父母每個孩子可獲得額外的$$
500500。。川普總統上周權衡了另一川普總統上周權衡了另一
波直接支付浪潮的範圍和規模波直接支付浪潮的範圍和規模
。。 在福克斯商業新聞的要求下在福克斯商業新聞的要求下
，，他表示支持再次向美國人直他表示支持再次向美國人直
接付款接付款。“。“我做我做。。 我支持它我支持它，，
但必須正確完成但必須正確完成。”。” ““而且我而且我
支持的人數實際上比民主黨更支持的人數實際上比民主黨更
多多。”。”

（本報訊 ）教育部針對來臺短期停留的外籍人
士，推出即學即用的線上華語教材—華語101(https://
ogme.edu.tw/Home/tw_101_list)，自107年5月上線以
來，深獲國內外學生及老師好評，迄今已有超過近9
萬次的線上學習應用。

教育部自 106 年即委託臺北市立大學開發華語
101即學即用線上華語生活教材，初期係以基礎生存
模擬例句進行研發，內容包含 「基本問候」、 「住宿
」、 「購物」、 「點餐」、 「交通」及 「急難救助」

等6大單元；本(109)年度更擴大學習範疇及應用，推
出 「城市遊覽」、 「藝文活動」、 「電話與預約」、
「換鈔」、 「認識朋友」及 「看病及郵寄」等單元

。教材開發係經多國學生實驗，篩選出符合大眾學習
使用之口說例句，情境規劃從打招呼到交朋友、從觀
光到商務、從交通到住宿、從購物到預約、從急難救
助到就醫；涵蓋面向廣泛，超過百句超實用對話，由
臺灣華語教師親自配音，以可替換單字詞彙之實用語
句進行口說示範，線上學習者可以自由選擇符合需求

的詞彙反覆練習。另本教材例句搭配可愛不失真的插
圖，圖文並茂讓學習過程不苦悶，從聽覺、視覺引導
入門者輕鬆開口說華語，只要連上網路，華語101就
是使用者學習華語的最佳工具。

教育部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數位學習需
求大增，華語101精選的常見對話例句，讓使用者隨
時隨地想學就學、想聽就聽，輕輕鬆鬆將華語朗朗上
口。除了 「華語101」之外，教育部所設置 「全球華
語文教育專案辦公室(OGME)」的 「學華語到臺灣」

專 區 ( 網 址 ： https://ogme.edu.tw/Home/tw) 亦 提 供
「Start From Scratch」 、 「Intermediate Chinese」 、
「FLTA Story Book Series」、 「Mandarin in 300 sen-

tences」、 「Fall in Love With Mandarin」等免費線上
華語學習課程，歡迎華語教學人員或對華語學習有興
趣之人士上網搜尋。發稿單位：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承辦人：鄒沛妡；電話：02-7736-5684；E-mail
：ivytsou@mail.moe.gov.tw

川普總統上周權衡了另一波直接支付浪潮的範圍和規模川普總統上周權衡了另一波直接支付浪潮的範圍和規模。。 在福克斯商業在福克斯商業
新聞的要求下新聞的要求下，，他表示支持再次向美國人直接付款他表示支持再次向美國人直接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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