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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可提供F-1各專業
留學生CPT或OPT
實習崗位，表現優
良者提供H1-B機會。

無需任何專業背景，只需800小時的學習和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LaneCert Inc快捷培訓
是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擁有思科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兩大專家崗位的培訓，專業講師，
小班授課，幫助學生獲得CCIE認證。
學校還提供培訓，實習和就業

三位一體服務。

華爾街專家華爾街專家：：最慘恐在後頭最慘恐在後頭

((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道】CNBC報導，由於疫情
衝擊，全球政府、央行祭出進一步刺激措
施救市，加上投資人看好新冠疫苗將推出
，帶動股市從3月低點以來持繼上漲，儘
管新冠疫情未解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增溫
，但標普500、那斯達克指數雙雙創下歷
史新高，道瓊指數也在 2 日衝上 29000 點
大關。

William 認為，美股近期漲勢主要由
科技巨頭、華爾街投資人所帶動，但標普
500 近日突破 6 月高點後，就一直處於停
滯狀態，和尖牙股（FAANG）的表現南
轅北轍。而英國富時100指數今年以來仍

大跌逾20%，反觀標普500指數漲幅卻高
達10.8％。

從流動性和波動性也是透露可能崩盤
的指標。 William 指出，標普 500 指數
ETF交易量創新低，VIX恐慌指數隨著股
市大漲而飆升，意味著股市有下跌的風險
。

William提醒，美股估值偏高、8月底
9 月初通常的股市下跌季節，加上美國總
統大選，都可能造成市場修正，但從長期
來看，這可能是健康的，畢竟長期牛市再
度出現前，市場需多年的修復調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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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巴黎大區流動交通署（IDFM）和巴黎大眾運輸公司（RATP）、法國國家鐵路公
司（SNCF）等運營商希望恢復公眾對公共交通的信心。

據《巴黎人報》報導，疫情限制期間，巴黎大區的地鐵、公交車、火車流失大量乘客，解除
限制後，由於遠程辦公繼續推行，以及乘客對於感染新冠病毒的恐懼，使得客流量遲遲無法恢復
正常。今年7月和8月，巴黎大區公共交通流量僅為往年的60%左右，新學年似乎也保持同樣的趨
勢，目前仍未看到更多的乘客。

2日上午，巴黎大眾運輸公司首席執行官凱瑟琳•吉尤阿（Catherine Guillouard）與巴黎大區
議會主席、大區流動交通署主席瓦萊麗•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一道，到訪巴黎聖雲門
（porte de Saint-Cloud）參觀了公交車和地鐵的消毒過程。凱瑟琳•吉尤阿表示，這是一個“幾乎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工業化系統，可以在每晚對巴黎大眾運輸公司的4700輛公交車和數十輛地鐵
進行徹底清潔，然後在早晨投入使用。她強調，“乘坐地鐵比未消毒的私家車更安全”，鼓勵乘
客重返公共交通。

報導稱，這一清潔過程被稱為“霧化”，即在不損害乘客健康的情況下，通過噴霧殺滅病毒

。工作人員從頭到腳穿著白色防護服，臉上戴著氧氣面罩，對每輛車進行噴霧清潔和消毒。
瓦萊麗•佩克雷斯表示，通過這種清潔和消毒作業，不僅可以減少新冠病毒傳播，今年冬天

流感等其它病毒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傳播也會減少，”零風險並不存在，但就像在學校或商店一
樣，人們只要戴上口罩，公共交通系統仍然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她同時建議，繼續在一定程度
上推行遠程辦公，比如每週居家工作兩天，錯高峰上下班，並避免摘掉口罩在車上進食。

根據巴黎大區流動交通署和巴黎大眾運輸公司整理髮布的數據，大區公共交通系統2020年的
清潔和消毒預算比去年提高了70%，將達到1.6億歐元，另外斥資5000萬歐元用於在車站為乘客分
發口罩、消毒洗手凝膠等，清潔和消毒人員的數量也從1200人增加到1800人。

瓦萊麗•佩克雷斯強調，巴黎旅遊業在經歷了疫情限制期間的“零收入”之後，又迎來8月
份的“災難性”暑期，巴黎大區流動交通署26億歐元的財政缺口並沒有縮小。凱瑟琳•吉尤阿也
強調，“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無論如何必須促使乘客返回公共交通系統，目標是在年底之
前恢復正常水平80%到90%的客流量。

泰國如臨大敵急架鐵絲網嚴防緬甸偷渡客泰國如臨大敵急架鐵絲網嚴防緬甸偷渡客
但未關邊貿通道但未關邊貿通道

巴黎公共交通向乘客喊話巴黎公共交通向乘客喊話：：乘地鐵比私家車更安全乘地鐵比私家車更安全！！

（綜合報導）緬甸第二波疫情突然爆發，讓泰國頓時高度緊張。趕緊在邊境地區部
署，嚴防緬甸疫情向泰國擴散，泰國方面加強了邊境非法偷渡入境的稽查工作，以下幾
圖就是泰國正在泰緬邊境線加裝鐵絲網嚴防偷渡。

不過，讓大家最擔心的是雙邊貿易，根據最新消息，泰緬兩國邊貿並未受到影響，
一切正常。

緬甸新冠肺炎疫情反彈後，8月底流傳出信息稱，大其力市緬泰邊境2號友誼大橋
將關閉。該信息導致地區民眾們擔心物價暴漲，但是後來被證實此消息為謠言。 2號友
誼大橋並沒有關閉，泰緬邊貿正常，物價也沒有出現暴漲，只是正常範圍內的漲跌。

大其力縣總務局長吳明奈稱，我們一直在和泰國方面溝通協商，沒有得到泰國有關
閉2號友誼大橋的計劃。泰國清萊縣政府如果要關閉大橋，會提前通知我們，我們會發
布合法通告，現在貿易一切正常。

據悉，大其力市之前沒有疫情的時候，個體戶從泰國購買貨物，通過1號友誼大橋
運回，泰國方面不收取稅務。但是因新冠肺炎疫情，3月23日起，1號友誼大橋關閉，
由此包括個體戶們的所有貨物都通過2號友誼大橋進出。而通過2號友誼大橋，泰國方
面徵收稅務，由此大其力部分商品價格有所上漲。

針對此，為了讓泰國方面給個體戶邊民們減免稅務，大其力當局負責人一直在與泰
國當局進行磋商。

大其力縣總務局長吳明奈說，通過2號友誼大橋，泰國方面依據他們的海關法徵收
稅務，所以以前通過1號友誼大橋走的貨，價格有所上漲。但是每天食品日用品都有進
入大其力，並沒有出現食品短缺情況，然後內陸也有食品進入，所以物價並沒有出現突
然暴漲情況，只是較以前上漲一些。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大其力2號友誼大橋，在有限制的情況下開放，只允許貨物往來
，在一個允許雙方返鄉人員和刑滿釋放人員返回各自國家。

緬泰邊境消息，近期以來，由於緬甸國內疫情再次反彈，仰光、曼德勒、若開邦等地不斷有
確診病例被發現。在疫情嚴峻期間，為了防止緬籍人員往泰國境偷渡，泰國達府聯合執法組，在
緬泰邊境沿線及檢查站加大了檢查力度，防止疫情從緬甸境內輸入。

9月2日，泰國達府一名衛生部工作人員在網上發布了一則消息，在特殊期間，為了嚴防鄰國
緬甸的非法勞工偷渡入境，泰國在邊境沿線加大檢查人手。泰國邊境政府的舉措引起了兩國網民
的點贊關注，做好防疫工作禁止疫情傳播是好事，同時，也能防止緬籍勞工被黑心中介拐騙。

自3月份疫情開始爆發後，截至今日為止，從泰國境內因為疫情或失業返鄉的緬甸勞工數量
超過10萬多人。雖然勞工返鄉潮已經過去，泰國當局也為境內的外籍勞工及被困的外籍人士延長

了居留期限。但是，因為緬甸境內的疫情再次出現反彈，邊民及等待外出務工的民眾，都非常擔
心邊境口岸恢復時間再次被推遲延長。

緬甸是勞務輸出大國，近百萬緬籍勞工分別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及韓國等國家
務工。雖然7月份中旬緬甸境內的返鄉勞工已經為出國務工做好準備，但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許多工廠不斷倒閉關停，緬甸當局及境外使館多次提醒國內的勞工，辦理出國證件一定要尋找合
法中介，疫情期間盡量居家等待，不要因為一時興起被黑心中介利用，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

在緬甸當局的努力下，不斷有大量新增病例被及時發現，截至9月3日早上，緬甸境內的累計
確診病例人數已經突破1000多例，當日新增超過100例。目前，緬泰兩國口岸關停至今，但是，
為了保證兩國物流運輸貿易，大其力及妙瓦底等友誼大橋貨車仍然可以正常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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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當地時間 4 日，北
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布魯塞爾表
示，俄羅斯必須與禁化武組織進行充
分合作，公正調查該國反對派人士納
瓦利內中毒事件。
當天，北約組織最高決策機構北約理
事會召開特別會議，專門討論納瓦利
內中毒事件。

斯托爾滕貝格在會後舉行的記者
會上指出，納瓦利內無疑是遭受了一
種被稱為“諾維喬克”（Novichok）
的神經毒劑攻擊，北約盟國對此表示

譴責；任何情況下使用化學武器都是
對生命的不尊重，有違國際規則，是
不可接受的。

斯托爾滕貝格表示，北約盟國認
為，俄羅斯須就多個嚴肅的問題進行
回應，並呼籲俄羅斯向禁化武組織披
露納瓦利內中毒事件的詳細情況。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 3
日曾表示，部分國家不應過早就所謂
的納瓦利內中毒事件下定論，俄方機
構正在進行必要的調查，俄方願意就
此進行對話。

（綜合報導)《巴黎人報》報導，上萊茵省
（Haut-Rhin）憲兵大隊證實，這名自盡身亡
的年輕人是一名志願副憲兵，來自莫爾比昂省
（Morbihan），未婚，沒有孩子，曾被派到科
爾馬的憲兵監視干預行動隊（PSIG），後被調
遣到國土安全旅。 25 日上午，他在工作營地
持配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報導稱，檢察官辦公室已按照程序啟動司
法調查。上萊茵省憲兵大隊指揮官亞歷山大·
喬諾（Alexandre Jeaunaux）上校表示，事發時
有幾名同事在營地，大家深感震驚，於是立即
建立了心理干預小組。

另據報導，23日至24日的夜間，羅訥河口
省（Bouches-du-Rh ne）馬賽（Marseille）一
名51歲警官在工作場所自盡身亡。據警察聯盟
工會負責人魯迪·曼納（Rudy Manna）介紹，
這名警官自盡的原因尚不清楚，其家中還有兩
名孩子。

據《東部共和報》報導，就在上週，一名
在盧森堡警察與海關合作中心（CCPD）工作
的法國警察在摩澤爾省（Moselle）蒂永維爾
（Thionville）自盡。而6月末，一名19歲的助
理警員在馬賽市中心一所警察局持槍自殺，當
時這名年輕人正在等待進入警察學校。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科索沃將在耶路撒冷開設使館科索沃將在耶路撒冷開設使館

北約領導人北約領導人：：俄須與禁化武組織合作俄須與禁化武組織合作
公正調查納瓦利內中毒事件公正調查納瓦利內中毒事件

英國一座工業建築發生劇烈爆炸英國一座工業建築發生劇烈爆炸
目前尚未有人員傷亡目前尚未有人員傷亡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9月4日晚，以色列總
理內塔尼亞胡宣稱，科索沃已同意在耶路撒冷設
立大使館，以色列和科索沃將建立外交關係。

同一天，塞爾維亞承諾將其在以色列的使館
從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成為第一個採取此舉
的歐洲國家。內塔尼亞胡對此表示歡迎，他說：
“我感謝我的朋友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
奇決定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將塞爾維
亞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

迄今為止，只有美國和危地馬拉在耶路撒冷
設有使館。

科索沃是塞爾維亞的一個自治省。 1999年6
月科索沃戰爭結束後，科索沃由聯合國託管。
2008年2月，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獲得美國
和一些西方國家的承認，但是塞爾維亞始終堅持
其對科索沃擁有主權。科索沃問題一直懸而未決
，科索沃於2008年2月17日通過獨立宣言，宣布
脫離塞爾維亞。 2010年7月22日，國際法院就科
索沃案發表諮詢意見，認為科索沃2008年2月17
日宣布獨立“不違反國際法”。 2016年8月5日
，科索沃首次參加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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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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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防疫規定
歐盟官員就在愛爾蘭參加聚會致歉

綜合報導 歐盟貿易委員霍根等超過80名政界和司法界人士上周在

愛爾蘭參加高爾夫球協會晚宴，違反防疫規定。23日霍根為此道歉，同

時有民眾要求其辭職。

據報道，晚宴是在19日舉行，在此之前，愛爾蘭政府剛剛宣布了新

的防疫限制措施。

愛爾蘭總理馬丁敦促曾擔任愛爾蘭環境部長的霍根“考慮他的

立場”。面對新冠病例數激增，愛爾蘭政府明確表示，酒店餐廳不應該

舉辦“正式或非正式的活動或聚會”。

愛爾蘭農業部長卡利裏和參議院副議長布蒂莫爾已經因出席該活動

而辭職。霍根在壹份聲明中說：“我希望為我的出席道歉。”霍根說，

他已經和馬丁談過，尊重他的意見，並說他已經向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

萊恩匯報了情況。

23日晚些時候，歐盟委員會壹名發言人表示，馮德萊恩正在“密切

關註事態發展”，並已下令霍根準備壹份詳細報告。

舉辦晚宴的基爾德爾鎮自8月8日以來壹直處於封閉狀態，居民們

被要求“除了工作或其他必要原因外，限制在鎮內的活動”。

霍根的發言人曾表示，霍根不會辭職。霍根之前說，他已經得到保

證，晚宴將遵守政府的防疫指南。但當地媒體20日披露了晚宴的細節，

稱嘉賓們每10個人圍坐壹桌，違反了防疫規定。

西班牙購買3000萬劑新冠疫苗
馬德裏將分階段開學

綜合報導 因新冠疫情出現反彈，西班牙近日同歐洲委員會其他成

員國壹起，將從英國阿斯利康制藥(AstraZeneca)集中購買壹批新冠疫苗

。其中，西班牙大約可獲得3000萬劑疫苗。另壹方面，該國首都馬德裏

日前宣布了分階段開學的計劃。

據報道，當地時間8月26日，西班牙衛生部數據顯示，該國過去24

小時新增確診病例3594例，過去7天新增死亡病例129例；累計確診病

例達419849例，累計死亡28971人。在新冠疫情出現反彈的背景下，西

班牙政府與歐洲委員會其他國家壹起，集中購買由英國牛津大學與阿斯

利康公司共同研發的新冠疫苗。

根據西班牙衛生部的聲明，這批疫苗將根據國家人口在各國之間平

均分配，這意味著，西班牙將獲得總共3000萬劑。

目前，西班牙和歐洲其他國家將為這些疫苗支付的費用尚不清楚，

英國公司保證其疫苗花費只有幾歐元，這個價格與美國Moderna，強生

等公司提供的疫苗價格相比，更加便宜。

另壹方面，當地時間25日，馬德裏大區政府宣布，將在9月4日至

28日期間，讓學生分階段返校。當地將投資3.7億歐元，新聘請1.1萬名

教師等校內人員，並加強技術手段進行遠程上課。馬德裏還將對10萬名

學生和校內員工進行核酸檢測及血清研究。此外，2020-2021學年，當地

所有6歲以上返校學生都必須佩戴口罩。

違反愛爾蘭防疫規定引眾怒
歐盟貿易專員宣布辭職

綜合報導 無視愛爾蘭入境隔離14

天的防疫要求、違反限聚令參加晚宴，

陷入“高爾夫門”醜聞的歐盟貿易專員

費爾· 霍根（Phil Hogan）於8月26日宣

布主動辭職，任期不足壹年。

分析認為，歐盟官員因違反成員國

的法規被迫下臺，開了壹個尷尬先例。

但霍根在事發後壹度拒絕道歉、強行為

自己開脫，已成為眾矢之的，迫使歐盟

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樹典型”。不過

，霍根此前正主導多項貿易談判、經濟

復蘇計劃，失去這個“重磅人物”對歐

盟貿易團隊可謂壹記“重擊”。

歐盟貿易專員費爾· 霍根周三宣布主動辭

職

路透社報道，霍根發布辭職聲明，

稱近期訪問愛爾蘭產生的爭議“已經

導致我從歐盟貿易專員的工作中分心

，並將影響我在未來關鍵的幾個月中的

工作”。

愛爾蘭籍的霍根生於1960年，隸屬

於愛爾蘭統壹黨，曾擔任兩院議員、財

政部副大臣以及環境大臣。2014年起，

他赴布魯塞爾任職歐盟農業和農村發展

專員，去年9月出任歐盟貿易專員。

今年8月19日，霍根在戈爾韋郡壹

家酒店參加了由愛爾蘭議會高爾夫球協

會舉辦的晚宴，現場至少80人參加，包

括多名政府高官、議員與最高法院法官

。但由於疫情反彈，愛爾蘭政府壹天前

（18日）剛剛宣布將室內聚會人數限制

在6人以下。

“高爾夫門”醜聞被媒體曝光後引

發軒然大波，警方展開調查的同時，愛

爾蘭政壇陷入“地震”。參加者當中，

農業部長卡利裏、愛爾蘭共和黨副主席

卡西迪、上議院副議長巴蒂梅爾紛紛迫

於壓力辭職。

而霍根作為歐盟高官違反限聚令，

也遭到猛烈批評。但他壹度拒絕道歉，

辯稱參加晚宴前“得到了主辦單位與酒

店的保證”，強調自己壹直遵守政府的

隔離規定。

結果霍根卻被曝出在7月31日從布魯

塞爾抵達愛爾蘭後，並未按要求執行入境

自我隔離14天。期間他多次開車前往各地

，包括兩度前往正處於全面封閉狀態的基

爾德爾鎮，宣稱是去“取護照”。

霍根解釋，自己的新冠核酸檢測結

果為陰性，意味著“法律上沒有自我隔

離的必要”，否認違反隔離規定。需要

指出的是，愛爾蘭衛生部從未承認檢測

結果陰性可以縮短隔離時間。

21日晚，愛爾蘭總理米歇爾· 馬丁公

開表示霍根違反了隔離措施，應該道歉

。至此霍根才通過發言人道歉，但為時

已晚。兩天後（23日），身為共和黨主

席的馬丁與副總理、愛爾蘭統壹黨黨魁

瓦拉德卡聯合喊話，稱霍根應考慮辭去

歐盟的職務。25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

德萊恩要求他提交20天內的出行記錄。

在辭職聲明中，霍根稱對自己出行引

發的關註、不安與沮喪感到“遺憾”，但

他還是拒絕承認違反防疫措施，僅說“本

應該更嚴格地遵守”。馮德萊恩接受了霍

根的辭職，形容他是“有價值且受人尊敬

的成員”，對其“不懈工作”表示感謝。

綜合《衛報》、《政客》（Politico）的

分析，馮德萊恩接受霍根的辭職相當於

開了壹個尷尬的先例，令許多資深歐盟

官員感到意外。他們壹直認為，歐洲委

員會的官員主要對歐盟機構負責，不需

要像各成員國政府官員那樣受到公眾審

視與追責。這壹點也被視作歐盟的壹大

機制缺陷。

不過，霍根在事件曝光後拒絕道歉

、反復為自己開脫、對出行細節支支吾

吾，已經遭到愛爾蘭公眾的唾棄。馮德

萊恩本人對他失去信任，且迫於壓力需

要為抗擊疫情“樹典型”。她的發言人

周壹表示，“期待委員與各國公民遵守

同樣的規則。”

而失去霍根對歐盟貿易團隊也不是

好消息。英國廣播公司分析，霍根從政

履歷豐富，馮德萊恩安排他牽頭開展英

國“脫歐”後與歐盟的自貿談判，對談

判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有愛爾蘭商業團

體擔心，霍根的辭職會導致該國在談判

中失去壹個有分量的聲音。

路透社也形容，霍根是歐盟貿易團隊

的“重磅人物”（heavy weight），正主導

推進歐盟7500億歐元的經濟復蘇計劃，與

美國、中國的貿易談判等議題。此時失去

他意味著對歐盟貿易團隊“壹記重擊”。

疫情致巴西人收入下降入下降
有未成年人家庭受沖擊更強烈擊更強烈

綜合報導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

cef)近日進行的壹項調查表明，疫情引發

的健康危機對社會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

，部分民眾收入有所減少。其中，對於

需要撫養兒童或青少年的巴西家庭來講

，產生的負面影響更加強烈。

據報道，Unicef在巴西的調查由民

調機構IBOPE負責，在7月3日至18日進

行了1516次電話訪談，了解疫情給兒童

和青少年帶來的影響。

在訪談中，55%的受訪者表示，訪

談前壹個月的家庭收入有所下降。相比

之下，對於有未成年人成員的受訪家庭

來說，該比例高達63%。

Unicef社會政策、監測和評估負責

人莉莉安娜•喬皮蒂亞在報告中說

：“研究表明，疫情給經濟和社會帶

來的影響波及了更多有未成年成員的家

庭。”

Unicef 巴西副代表保拉•巴博斯

(Paola Babos)表示，有未成年人成員的家

庭的收入減少得最

多，他們獲得的食

物質量變差，許多

權利受到威脅。

當被問及自 2

月24日以來，家庭

飲食是否發生變化

時，幾乎壹半的受

訪者(49%)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在與未成

年人共同生活的受訪者中，這壹比例為

58%，他們表示開始食用更多加工食品

，例如方便面、罐頭食品、汽水等。而

在沒有孩子的家庭中，飲食結構發生變

化的比例只有18%。

有21%的受訪者表示，曾經有壹段

時間家裏的食物吃光了，沒錢繼續購買

食物。在與未成年人同住的受訪者中，

情況更加令人擔憂，面臨類似情況的比

例達到了27%。

此研究還對疫情期間孩子的教育

情況進行了調查。91%的受訪人表示

，疫情期間孩子們繼續在家中開展學

習活動，其中 87%的孩子借助互聯網

進行學習。

對於Unicef的成員們來說，這種不

平等現象會變得更加嚴重，進壹步對那

些已經處於脆弱境地的家庭造成傷害。

莉莉安娜稱，在進行財政預算時，

必須將社會保障納入其中，不能將其視

為壹種浪費，而應將其作為對國家現在

和未來的投資。“(社會保障)應集中在

最需要它的(家庭)上，即那些收入極低

的、需要撫養孩子的，且疫情使生存條

件更加惡化的家庭。”

愛意為何要浪漫表達？
最新研究稱或與基因變異有關

綜合報導 中國傳統情人

節之壹的“七夕”將至，不

少情侶也許正在策劃壹場浪

漫的示愛。那麼，濃濃愛意

為何要通過浪漫行為來表達

呢？壹項最新的遺傳學研究

稱，名為CD38基因的變異可

能與人類日常生活中的浪漫

關系動態有關。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詹妮

弗· 巴茨(Jennifer Bartz)、珍蒂

娜· 薩迪卡吉(Gentina Sadikaj)

及其同事在施普林格· 自然旗

下開放獲取期刊《科學報告

》發表論文指，他們研究了

111對異性情侶(222人)的數據

，這些人報告了自己的社交

行為，包括與他人壹起微笑

和大笑、發表諷刺性評論、

要求他人做某事或讓步；他

們對伴侶行為的看法；以及

他們在20天內彼此互動時的

感受。

在這222人中，有118人

(65名女性和53名男性)還提供

了遺傳信息。論文作者研究

發現，CD38基因的壹種變異

CD38.rs3796863與個體在與伴

侶的日常互動中的交流行為

有關，比如感情表達。CD38.

rs3796863有兩個變體(等位基

因)A和C，因此，該基因可以

以AA、CC和AC三種組合或

基因型的形式存在。

論文作者進壹步研究發現

， CC基因型的個體比AA

或AC基因型的個體報告了更

高程度的交流行為，他們也

更有可能將伴侶的行為視為

交流行為，而且經歷了較少

的負面情緒，如擔心、沮喪

或憤怒。CC基因型的個體還

報告說，他們的關系調整水

平較高，包括對關系質量和

支持的看法。

同時，論文作者還在情

侶中觀察到壹種模式：被試

自己的行為、對伴侶行為的

看法以及對負面感受和關系

調整的體驗，與伴侶的基因

型和自己的基因型同等相關。

論文作者總結認為，上

述研究結果表明，CD38基因

變異可能在支持人類親密關

系的行為和觀念中發揮著關

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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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疫情持續擴散 醫學界集體罷診
綜合報導 由於反對醫改政

策，韓國醫學界26日起集體罷

診。

近來韓國新冠肺炎疫情迅

速惡化。截至當地時間26日零

時統計，過去24小時，韓國新

增320例，其中307例為社區感

染，大部分集中在包括首爾、

仁川、京畿道在內的首都圈。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本

部長鄭銀敬26日在記者會上介

紹，感染最嚴重的首爾城北區

“愛第壹教會”確診病例增至

933 例，60%感染者為教會成

員。她說，天氣炎熱也催生室

內感染風險，坡州壹家出現聚

集感染的咖啡廳確診病例增至

66例，建議民眾選擇外帶或外

賣服務。

鄭銀敬介紹，經過對部分

患者新冠病毒的基因組樣本進

行分析，自今年5月以來，韓

國新增病例主要為GH型新冠

病毒。

雖然疫情形勢嚴峻，但

大韓醫師協會 26 日起集體罷

診，該協會有約 13 萬會員。

除急診室、重癥監護室等科

室人員外，全國數萬名醫生將

罷診3天。

記者當天在首爾木洞地區

壹家大型綜合醫院看到，醫生

脫下的白大褂擺在大廳桌上，

壹旁有罷診醫生舉著標語抗議

。該醫院人員告訴記者，受醫

生罷診影響，當天普通門診開

放量僅為平常的40%。

此次韓國醫療界罷診主

要是反對政府有關擴招醫學

院、藥品定價機制等改革方

案，要求政府與醫療界共同

探討改革措施，提高醫護人

員待遇。

此前，韓國醫學界在8月

初已舉行第壹輪罷診。8月21

日，韓國實習醫師協會再次啟

動無限期罷診。

韓國保健福祉部長官樸淩

厚26日舉行記者會稱，由於首

都圈疫情蔓延迅速，政府已發

布行政命令，要求首都圈醫院

的實習醫生等停止罷診返崗，

違反者將被處以3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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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尼泊爾衛生與人口部26日下午

公布的數據，過去24小時中，加德滿都谷地(下

稱谷地)新增301例新冠病例。

其中，加德滿都市新增了 230例、帕坦市

新增47例、巴德崗市新增24例。

這也是谷地內單日新增病例數連續第三

天破紀錄。據此前報道，谷地在 8 月 24 日

新增了 224 例病例，在 25 日新增了 232 例病

例。

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加德滿都、帕坦、

巴德崗三個市的行政負責人聯席會議在 26 日

上午決定，將現行封鎖政策延長至 9月 2日午

夜。封鎖期間，如無緊急事項，所有人員和車

輛不準外出；壹般商店也不準開門營業。為了

保證居民日常生活順利進行，壹些菜店會限時

營業。

公共衛生專家表示，如果不對新冠患者

的密切接觸者進行有效追蹤，那麼谷地內

的疫 情 將 會 更 加 糟 糕 。 加 德 滿 都 市 政 府

發 言 人 伊 紹 爾 指 出 ， 許 多 密 切 接 觸 者 不

僅 沒 有 自 我 隔 離 ， 反 而 是 躲 藏 起 來 ， 這

加劇了谷地內病毒傳播的風險。“目前我

們大概只能追蹤到約三分之壹的密切接觸

者。這些人當中，只有壹小部分人處於隔

離狀態。”

過去24小時中，尼泊爾全國新增885例新冠

病例，累計達34418例；新增11例死亡病例，累

計達175例。

韓國央行下調GDP增長預期至-1.3%
綜合報導 韓國央行韓國銀行稱，受疫情

影響，將今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預

期下調為-1.3%。這是韓國今年第三次下調經

濟增長預期。

過去 24小時，韓國新增 441 例確診病

例，創下自 3月 7日以來單日新增病例最

高值。其中，社區感染 434 例，超 70%確

診者集中在包括首爾、仁川、京畿道在內

的首都圈。

疫情嚴重打擊韓國經濟，今年壹季度

和二季度，韓國GDP均為負增長，韓國央

行多次下調今年經濟增長預期：2月，將

經濟增長預期從 2.3%下調至 2.1%；5月，

再將預期值下調至-0.2%，這是自全球金融

危機2009年後，官方時隔11年再次預測經

濟負增長。

8月27日，韓國央行發布最新的經濟展

望稱，受疫情影響，預測今年 GDP 增長

為-1.3%；預測2021年GDP增長2.8%，相比

此前預期下調0.3%。

當天，韓國央行決定維持基準利率0.5%

不變。此前，韓國兩次下調基準利率：3月

將基準利率從1.25%下調至0.75%，這是韓國

基準利率首次跌破1%；5月再下調至0.5%。

輿論認為，基準利率0.5%是韓國可以接受的

“下限”。

韓國央行當天分析稱，盡管出口形勢

有所緩和，但消費市場持續走弱，就業

環境惡化，國內經濟現狀仍低迷不振，尤

其隨著疫情反彈，預計國內經濟復蘇要比

預期慢。央

行稱，將繼

續采取寬松

的貨幣政策

立場。

韓國副

總 理 兼企劃

財政部長官

洪楠基 27 日

表示，在社

會經濟艱難

恢復的背景

下，疫情出

現反彈，當

務之急是控

制疫情蔓延

，避免實施防疫三級響應，以免對經濟造成

更大影響。

日前，韓國全國將社交距離限制措施從

壹級升至二級，歌廳、自助餐廳、網吧等停

業，禁止室內50人以上集會等。分析認為，

如果疫情持續惡化致全國升級為三級響應，

社會生產、商業活動將再次陷入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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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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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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時代繼承弘揚抗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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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周年周年557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洋出
席座談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主持

座談會。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今天，我們在這裏隆重

集會，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75周年。75年前的今天，中國人民同世界人
民一道，以頑強的意志和英勇的鬥爭，徹底打敗了
法西斯主義，取得了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
暗、進步戰勝反動的偉大勝利。75年前的今天，中
國人民經過14年不屈不撓的浴血奮戰，打敗了窮
兇極惡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取得了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
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
解放鬥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
爭。這個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
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也是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的勝
利、也是世界人民的勝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
大勝利將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史冊上，永遠銘刻在
人類正義事業史冊上。

習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
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向全國參加過抗日戰爭的
老戰士、老同志、愛國人士和抗日將領，向為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建立了歷史功勛的海內外中
華兒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幫助過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的外國政府和國際友人表示衷心的
感謝，向為了勝利而壯烈犧牲的所有英靈，向慘
遭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習近平強調，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人民就在
白山黑水間奮起抵抗，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
起點，同時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七
七事變後，抗擊侵略、救亡圖存成為中國各黨
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以及海外
華僑華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動，中國由此進入全民
族抗戰階段，並開闢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
主戰場。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全體中華兒
女為國家生存而戰、為民族復興而戰、為人類正
義而戰，社會動員之廣泛，民族覺醒之深刻，戰
鬥意志之頑強，必勝信念之堅定，都達到了空前
的高度。中國人民以錚錚鐵骨戰強敵、以血肉之
軀築長城、以前仆後繼赴國難，譜寫了驚天地、
泣鬼神的雄壯史詩。

習近平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
利，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
謀，有力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徹底洗刷
了近代以來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
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
和平人民的尊敬，中華民族贏得了崇高的民族聲
譽。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堅定了中國
人民追求民族獨立、自由、解放的意志，開啟了

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歷史新征程。
習近平強調，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以愛

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偉大勝利，是中國共
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是全民族眾
志成城奮勇抗戰的偉大勝利，是中國人民同反法
西斯同盟國以及各國人民並肩戰鬥的偉大勝利。

習近平指出，中國和日本是近鄰。保持中日
長期和平友好關係，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符
合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穩定的需要。正確對待和
深刻反省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是建立和發
展中日關係的重要政治基礎。前事不忘，後事之
師。我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的勝利，是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共同珍
愛和平、維護和平，讓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
好下去，讓世界各國人民永享和平安寧。

習近平強調，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5年
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團
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發憤圖強、艱苦創業，創造
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成功開闢了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脫
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迎來了光明前景。

習近平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
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必須堅持鬥
爭精神，必須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任何人
任何勢力企圖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醜化中國
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任
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歪曲和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否定和醜化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
成就，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任何人任何勢力企
圖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割裂開來、對立起
來，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
通過霸凌手段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中國、改變中
國的前進方向、阻撓中國人民創造自己美好生活
的努力，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任何人任何勢力
企圖破壞中國人民的和平生活和發展權利、破壞
中國人民同其他國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壞人類
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座談會上，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曲青
山，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
華，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戰士代表王恩田，青年
學生代表錢菱瀟先後發言。

丁薛祥、王晨、許其亮、張又俠、黃坤明、
蔡奇、陳竺、肖捷、張慶黎出席座談會。

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戰士及抗戰將領親屬代
表、抗戰烈士遺屬代表，中央黨政軍群有關部門
和北京市負責同志，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
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為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勝利作出貢獻的國際友人遺屬代表，首都各界
群眾代表等出席座談會。

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

救亡圖存

讓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以史為鑒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舉行座談會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

新華社報道，中共中

央、國務院、中央軍

委 3日下午在人民大

會堂舉行座談會，紀

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75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強

調，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的壯闊進程中孕育出偉大抗戰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

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

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偉大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

貴的精神財富，將永遠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奮鬥。

■9月3日上午，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向抗戰烈士敬獻花籃儀式在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同各
界代表一起出席儀式。 新華社

■9月3日，習近平出席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9月3日上午，紀念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
年向抗戰烈士敬獻花籃儀式在中國人
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黨和國家領
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

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同各界代表
一起出席儀式。

北京西郊盧溝橋畔宛平城內，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紀念館雄偉莊嚴。紀念館前廣場上，鮮艷的五星
紅旗高高飄揚，“獨立自由勛章”雕塑格外醒目。
紀念館正門上方懸挂着“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橫幅。大門兩側，
威武的三軍儀仗兵持槍佇立。

9時57分，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
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來到這裏。習
近平等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前的平台上肅
立。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戰士和抗戰將領親屬代
表、抗戰烈士遺屬代表，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
利作出貢獻的國際友人遺屬代表，解放軍和武警
部隊官兵代表，首都各界群眾代表，面向紀念館
肅立。

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

協、中央軍委和抗戰老戰士老同志、首都各界群眾
分別敬獻的7個花籃一字排開，擺放在紀念館前平
台上。花籃的紅色緞帶上寫着“在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中英勇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

10時整，向抗戰烈士敬獻花籃儀式開始。中國
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奏響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
全場齊聲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激昂的旋律響
徹盧溝橋畔，再次將人們的記憶帶回中華兒女同仇
敵愾、共赴國難的烽火歲月，重溫中華民族不屈不
撓、英勇抗戰的偉大精神。

國歌唱畢。全場肅立，向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中英勇犧牲的烈士默哀。14名禮兵抬起7個花籃，
緩緩走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序廳，將花籃擺
放在象徵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大型浮雕《銅牆鐵
壁》前。

習近平等緩步登上台階，走進紀念館序廳，在
花籃前駐足凝視。火紅挺拔的花燭、繽紛綻放的蘭
花、芬芳吐蕊的百合，寄託着對抗戰烈士的深切緬
懷和崇高敬意。習近平邁步上前，仔細整理花籃上
的緞帶。

隨後，其他領導同志和各界代表依次進入紀念
館序廳獻花。 ■新華社

��$

黨和國家領導人向抗戰烈士敬獻花籃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歪曲中國
共產黨的歷史、醜化中國共產黨
的性質和宗旨，中國人民都絕不
答應！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歪曲和改
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否定
和醜化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
偉大成就，中國人民都絕不答
應！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把中國共
產黨和中國人民割裂開來、對立
起來，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通過霸凌
手段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中國、
改變中國的前進方向、阻撓中國
人民創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
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破壞中國
人民的和平生活和發展權利、破
壞中國人民同其他國家人民的交
流合作、破壞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
高事業，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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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檢測1212..88萬樣本陽性率偏高萬樣本陽性率偏高 專家籲踴躍採樣斬疫鏈專家籲踴躍採樣斬疫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3日踏入第三
天，截至3日下午1時，累計有37
萬名市民已接受採樣，其中12.8萬
個樣本完成化驗，與早前預期日均
化驗30萬個樣本有落差。香港衞生
署署長陳漢儀解釋，臨時氣膜實驗
室運作初期，每個環節的人員都需
時磨合，加上3日內地再增派人員
赴港協助，相信檢測能力在一兩日
後會有所提升。

道路擠塞阻樣本運送
陳漢儀3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解

釋，普檢計劃始終是初期階段運
作，檢測流程、化驗所以至運送樣
本等每個工序對工作人員而言均是

新工作，需時磨合。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西營盤中
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的臨時氣膜實驗
室剛新設立，即使在計劃前經過測
試，實際運作時都可能遇到不同的
問題，需時調整才能達到設計的檢
測能力，加上香港交通繁忙，遇有
道路擠塞，運送樣本流程受阻，也
使檢測能力打折扣，但相信實驗室
在磨合期過後，工作人員建立默
契，可加快檢測速度。

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玄則向香
港文匯報表示，期望實驗室能於採樣
後一至兩天內通知市民化驗結果，令
患者及早被隔離，衞生署亦可盡快展
開追蹤工作，切斷傳播鏈。

香港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首批完成化驗的樣本結果出

爐，無“假陽性”個案，在12.8萬個已完成檢驗的樣本

中，有6個樣本經覆檢後確認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陽

性比率0.0046%，其中4宗屬於早前感染個案。有關陽性

比率較早前個別高危群組還要高，顯示社區存在不少隱

形患者。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3日表示，政府的數

字與港大推算吻合，相信全港有近500名隱形患者，其中

280人具傳染性，更可能造成二代傳播。政府專家顧問袁

國勇則指，即使只有極少量患者在社區遊走，都足以摧

毀整個防疫策略，若有“超級傳播者”問題就更大，而

普檢可為可能再爆發的疫情作好準備，亦有利於爭取出

入境互通，故市民應積極參與檢測。

��(���

需時磨合 化驗效能待提高

各 高 危 群 組 陽 性 率各 高 危 群 組 陽 性 率
群組 參與人數 陽性宗數 陽性比率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85萬 6宗 0.0046%

(已驗12.8萬樣本中)

院舍員工 3.26萬 1宗 0.003%

觀塘、屯門46座“疫廈” 約3萬 1宗 0.003%

元朗、西貢22座“疫廈” 1.75萬 0宗 0%

物管員工 8.08萬 4宗 0.005%

的士司機 (自行採樣) 910 0宗 0%

的士司機 (專人採樣) 1.3萬 11宗 0.084%

小巴司機 (自行採樣) 367 0宗 0%

小巴司機 (專人採樣) 1,513 1宗 0.066%

上水屠房 1,900 5宗 0.263%

街市員工 1.5萬 7宗 0.047%

外傭宿舍 1,800 1宗 0.056%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各相關政府部門各相關政府部門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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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檢驗普檢驗出出66確確診診 料港伏500隱患隱患

■■香港衞生署公布香港衞生署公布，，普檢首批完成化驗的普檢首批完成化驗的1212..88萬個樣本中有萬個樣本中有66個呈陽性反個呈陽性反
應應，，專家推算全港約有專家推算全港約有500500個隱形患者個隱形患者。。圖為市民在設於皇仁書院的檢測中圖為市民在設於皇仁書院的檢測中
心排隊等候採樣心排隊等候採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梁卓偉講解普檢數據。
中新社

■袁國勇示範採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普及社區檢測
計劃獲巿民踴躍參加，
不少檢測中心的全數預
約時段皆告爆滿，包括
位於將軍澳的尚德社區

會堂。為此，該中心3日增加檢測名
額，吸引不少市民到場碰運氣，其中
有巿民表示之前預約失敗，3日直接到
場，等候一個多小時後終成功獲安排
即場採樣，直言：“好開心有得檢
驗，之前一直登記唔到好擔心，現在
放下心頭大石啦！”

港府3日晚公布普及社區檢測最新統
計數字，指上月29日網上預約開始至3日
晚8時，累計約88.4萬名市民成功預約檢
測，而本月1日開展檢測以來，累計約47
萬人在全港141個檢測中心檢測，完成核
酸檢測的樣本則累計約12.8萬個。

香港文匯報記者3日下午到尚德社
區會堂的檢測中心觀察，該中心是其
中一個“爆滿”的檢測中心，3日中午
12時已見人龍排隊，等候12時30分的
檢測時段。檢測中心亦設即場登記等
候區，3日午約有10名市民在等候。

夫妻日日上網覓空位
3日上午11時就到場等

候的李生表示，自己與妻
子在網上預約展開後第二
天，已要求女兒幫助上網

登記，惟7日內所有時段都
已爆滿，“我之後叫個女日日都上網睇
一次，睇吓會唔會突然有空位，點知都
係無，老婆好失望，亦好擔心。個女尋
晚（2日晚）同我哋講話可能會加大檢
測名額，叫我哋嚟試吓，我哋預咗等幾
個鐘，今日無，聽日會再嚟，驗到最緊
要。”

等一小時成功“補位”
李氏夫婦等了一個多小時，終在3日中午12

時30分的時段成功“補位”。李太在檢測後終展
歡顏：“檢測計劃係求個心安，如果政府無，要
我哋自己畀錢去驗又太貴嘞！”

張伯同樣網上預約不果，質疑是
否有人“玩嘢”登記，因聽到很多
“黃絲”用盡辦法抹黑及搞砸檢測計
劃。他批評：“政府用咁多錢都係為
香港、為市民好，唔明點解檢測都分立場政見。你
唔想驗咪算，點解要抹黑或者搞事呢？”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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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衞生署3日公布普檢計劃首批檢測結果，計劃開展首兩天半
已完成12.8萬個樣本化驗，其中6個呈陽性，有4個屬上月中

或之後的出院病人。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
該4宗個案與其他已出院個案一樣，體內均有抗體，且病毒指數較
低，傳染性低，並非二次感染，因此毋須再次隔離和入院。

張竹君並透露，3日約有10宗初步確診個案，有待覆檢，部分
是普檢計劃發現的個案。

若以6宗陽性個案作基礎，首批樣本的陽性比率為0.0046%，
比“疫廈”居民、院舍員工等高危群組的陽性比率還要高；若撇
除該4宗康復者個案，陽性比率則為0.0015%，均較特區政府宣布
展開計劃時預測的0.02%陽性比率為低。

身兼政府專家顧問的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表示，根據病毒
學及流行病學所做的推算，12.8萬個樣本中可能會有約8.5個樣本
呈陽性反應，與衞生署3日公布的首批樣本化驗結果吻合，但如果
全港市民都參與計劃接受採樣，可能會找到494宗陽性個案，其中
280名帶病毒者仍然具傳染性。

非全民參檢料逾百“隱患”漏網
若計及檢測的誤差因素後，或有400個陽性個案帶傳染性，推

算當中約三分之一人會造成二代傳播，令疫情進一步惡化，社會
需要盡快找出約140名可能會造成二代傳播的隱形患者。

梁卓偉指出，香港檢測能力的“樽頸位”已經隨着內地支援
隊抵港協助而消失，“近日香港每日確診個案重回個位數，這個
成果得來不易，市民為人為己均應把握機會接受檢測。”

另一名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3日聯
同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到皇仁書院的檢測中心視察環境，並親身
示範採樣。袁國勇表示，目前登記接受檢測的人數不足100萬，相
信與近期單日確診個案減少有關，“如果仲係每日數十宗，可能
會有更多人想檢測。”

少量“隱患”遊走足毀防疫策略
他認為評價普檢計劃時，不能以計劃找到幾多名患者作為指

標，“不要認為（確診者）數目低而覺得（普檢）無用，點都有
用的。大家不要再辯論效益問題了。”隨着社交措施日漸放寬，
即使是極少量隱形患者在社區遊走，都足以令整套防疫措施功虧
一簣。

袁國勇還提到普檢計劃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可讓其他國家或
地區看到香港已盡力防疫，有利於爭取出入境互通，對香港經濟
及很多人的生計都有幫助，“無人會強迫市民參與檢測，但既然
現時有這機會就應利用。”

他重申，幾乎肯定冬天一定再出現大爆發，認為是次普檢計
劃是一個演練，為即將再爆發的疫情作好準備。他同時建議，全
港18區的門診應加強檢測，讓市民到診所不論求診與否，均可取
樣本瓶做檢測；市民可記錄每日行蹤，曾出入的餐廳處所，所乘
搭汽車的車牌等，以幫助政府追蹤隱形傳播鏈。

■■張伯張伯

■■李先生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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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一場近一年的新一場近一年的新
冠疫情除了對成年人改變了工作習慣等種種挑冠疫情除了對成年人改變了工作習慣等種種挑
戰外戰外，，對於有青少年和學齡小孩的家庭應如何對於有青少年和學齡小孩的家庭應如何
照顧照顧?? 對年長者的對年長者的““心病心病”” 如何化解如何化解 ??

為正確為正確、、有效的面對新冠疫情有效的面對新冠疫情，，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邀請到邀請到

相關議題的專家相關議題的專家，，以網上會議的形式以網上會議的形式
為您講解為您講解。。時間在時間在99月月1313日日（（下星期下星期
日日））下午二時至四時下午二時至四時，，在在 ZOOMZOOM 網網
上舉行上舉行。。ZOOM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https://us0202web.zoom.us/j/web.zoom.us/j/
8657116330886571163308 ，，會議號碼會議號碼 Meeting IDMeeting ID
:: 865865 71167116 33083308 ,, 或撥打或撥打：： ++ 11 346346
248248 77997799 US (Houston )US (Houston )

這項由這項由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
會會 」」主辦的講座主辦的講座，，邀請到三位講員邀請到三位講員
及演講的主題介紹如下及演講的主題介紹如下：：

11、、主題主題:: 疫情期間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疫情期間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講員講員:: 柴宏醫師柴宏醫師
精神病學和神經病學精神病學和神經病學--精神病學醫師精神病學醫師，，畢業畢業

於浙江醫科大學於浙江醫科大學。。目前在休士頓有三處不同地目前在休士頓有三處不同地
點的診所點的診所。。有有 2525 年的經驗年的經驗。。專長包括兒童和青專長包括兒童和青
少年精神病學少年精神病學，，成人精神病成人精神病
學學，，兒童兒童//青少年精神病學青少年精神病學。。曾獲得了曾獲得了 33 個獎項個獎項
。。
22、、主題主題:: 疫情對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疫情對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

講員講員:: 權煜醫師權煜醫師
專業精神科醫師專業精神科醫師，， 畢業於上海醫科大學畢業於上海醫科大學，，

在在 Albany Medical Center, NYAlbany Medical Center, NY 完成精神科住院完成精神科住院
醫生訓練醫生訓練，， 在在 UTMB GalvestonUTMB Galveston 完成精神科專完成精神科專
科訓練科訓練，，目前在是休斯頓明湖地區私人執業醫目前在是休斯頓明湖地區私人執業醫
生生。。
33、、主題主題:: 疫情對學童會造成那些影響疫情對學童會造成那些影響

講員講員:: 謝齡慧謝齡慧 School CounselorSchool Counselor
講員謝齡慧是美國公立學校認証的心理咨講員謝齡慧是美國公立學校認証的心理咨

商師商師（（Licensed School CounselorLicensed School Counselor）。）。她獲得休她獲得休

士頓浸信會大學學校心理咨商師碩士學位士頓浸信會大學學校心理咨商師碩士學位，，曾曾
就職於美國公立小學多年就職於美國公立小學多年，， 擔任中文和擔任中文和 ESLESL 老老
師和師和 ELSELS 主任主任。。目前是目前是 Harmony School of InHarmony School of In--
novation-Sugar Landnovation-Sugar Land 高中的學校心理諮商師高中的學校心理諮商師。。

悶出病來～ 「疫情時期如何維護心理精神健康」 講座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
國會預算辦公室週三預計，美國政
府的預算赤字今年將增長兩倍，至
3.3萬億美元，升至1945年以來國內
生產總值的最大比例。國會預算辦
公室在最新預測中稱，到 9 月 30 日
結束的2020財年，公眾持有的聯邦
債務將達到GDP的98％，到2021年
的聯邦債務將超過經濟規模。2020
年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達到
16％，此前冠狀病毒大流行旨在刺
激經濟並保護數百萬美國工人免受
金融危機的影響，聯邦支出激增。
由於該病毒，今年經濟增長出現了
大幅下滑。

受大規模“抗疫”財政刺激措
施影響，美國政府債務與國內生產
總值（GDP）之比升至二戰以來最
高水平，並且政府債務料將在下一
個財年超過GDP規模。新聞報導，
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週三稱，
本財年（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
總額與 GDP 之比將升至 98%，為二
戰以來的最高水平。CBO預計，下
一個財年，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預
計將達到或超過GDP的100%，加入
日本、意大利和希臘等債務負擔超
出其經濟規模的國家之列。上一次
美國債務水平超過其經濟產出是還
在1946年。由於多年為二戰期間的
軍事行動籌資，當年的債務水平升
至106%。

自3月以來，為了應對新冠肺炎
疫情帶來的衝擊，聯邦政府通過了
約2.7萬億美元的紓困法案，用於支
持病毒檢測和疫苗研發、幫助醫院
，以及為企業、家庭和州及這方政
府提供經濟救助。

與此同時，因疫情導致企業大
規模停工和裁員，4月至7月間的聯
邦收入比去年同期減少了 10%。二
者結合導致聯邦赤字飆升，政府債
務佔經濟產出的比重也節節攀升。

財政部數據顯示，到6月底，聯邦政
府總債務從3月底時的17.7萬億美元
激增至 20.5 萬億美元，短短三個月
內增長了 16%。同時，二季度經濟
環比下跌9.5%，債務佔GDP的比重
則從第一季度的82%增至105.5%。

曼哈頓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里德爾（Brian Riedl）預計，在下一
個十年結束時，美國聯邦債務的利
息成本將升至每年 1 萬億美元。據
IMF 發布的最新《財政監督報告》
（Fiscal Monitor Report）顯示，雖
然疫情期間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的債
務都有所增加，但美國是唯一一個
債務與GDP之比在2021年之後還將
繼續上升的國家。該報告還預計，
美國今年債務與GDP之比的增幅將
是德國、法國、英國等歐美髮達經
濟體中最大的。最關鍵的問題是遏
制和終止冠狀病毒引起的干擾； 否
則就無法恢復經濟，巨大的債務將
轉移給我們的子孫。

2020年美國赤字增長兩倍為二戰後最高百分比
冠狀病毒導致聯邦政府激增3.3萬億美元支出
到本財政年度末聯邦債務將達到GDP的98％

美國將如何處理我們超過美國將如何處理我們超過2020萬億美元的巨額國債萬億美元的巨額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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