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a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www.itchouston.org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today-america.com

AA11

12045

2020年10月14日 星期三
Wednesday, October 14, 2020

（（路透社路透社））

據cnn報道，美國傳染病專家安
東尼·福奇博士（Anthony Fauci）週
二（10 月 13 日）表示，美國各個地
區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率的上升可能意
味着不久將二度疫情爆發。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
長 Fauci說，他觀察到美國各個地區
的趨勢，特別是中西部，西北上部和
太陽帶上方的州。

福奇說：“社區檢測陽性率正在
上升，而氣門希望看到它們少於3％
，最好是1％或更少。”

據 cnbc 報道，美國出現首例康
復患者二度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全
球範圍內共報告了五例這種病例。

患者為內華達州沃瑟縣的居民，
沒有已知的免疫功能異常或有重大潛
在疾病的病史，而第二次確診新冠病
毒時需要住院治療。

《柳葉刀傳染病》雜誌上的一項

研究顯示，內華達州的一名 25 歲男
子分別兩次感染了新冠病毒，該患者
在第二次感染後病情嚴重。

這是美國第一例確診患者再次感
染新冠的病例，全球第五例。

患者現在已經康復。
約 翰·霍 普 金 斯 大 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彙編的數據顯示
，迄今為止，全球已有 3780 萬人感
染新冠，其中108萬人死亡。

世衛組織負責人本月早些時候表
示，其“最佳估計”表明，全球可能
大約每10人中就已有1人被新冠病毒
感染，大大高於目前確診病例的數量
。

醫學雜誌發佈一項研究說，內華
達州人口第二大縣的一名25歲男子3
月 25 日經歷了第一波新冠病毒感染
，出現的徵兆包括喉嚨痛，咳嗽，頭
痛，噁心和腹瀉。

他 參 加 了 4 月 18 日 由 Washoe
County Health District 舉行的社區檢
測，並首次對新冠呈陽性。

患者的最初症狀在4月27日的隔
離過程中完全消除。此後，他繼續感
覺良好，並分別在5月9日和5月26
日分別兩次檢測出冠狀病毒陰性。

然而，這位25歲的年輕人從5月
28 日開始再次出現症狀，包括髮燒
，頭痛，頭暈，咳嗽，噁心和腹瀉。

在第一次感染新冠48天后的6月
5日，患者第二次確診。人們發現他
的病狀比起第一次症狀“更嚴重”。

他因出現呼吸急促向醫生求診，
並需要住院治療。後來他治癒出院。

這些發現表明，該患者在兩種不
同的情況下分別被不同的新冠病株感
染。因此，以前感染過新冠的人無法
保證將來長期具有完全免疫力。

警惕 美國報告首例二次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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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初新冠疫情擴散以來，我們
在全美各大城市的工作伙伴冒著病毒侵襲
之危險，站在工作崗位之最前線，繼續為
我們的讀者和觀眾服務。

美南傳媒為了走在時代之前端，多年
來創建美南電視网，透過網路 、電視及電
子報三位一體，加大對讀者們之高品質服
務。

三十多年美南傳媒最主要的媒體之一
就是華人黃頁電話簿，目前在休斯敦 、達
拉斯 、芝加哥及華盛頓等各大城市編輯工
作已經告一段落， 並將在年底前经由網路

及黃頁電話簿全面推出。
美南新聞創刊以來始終是抱著和社區

共同成長之理念，更要感恩大家之大力支
持。

新冠疫情對我們社區之侵襲，目睹許
多商家承受经濟上之打擊，許多朋友因無
法支撑而倒閉，一生儲蓄付諸流水，確實
使人同情和難過。

我們呼籲華人社區朋友們，値此病毒
浩劫仍然猖狂之時， 我們一定要同舟共濟
， 抱團取暖， 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Since February of this year, the Coronavirus has
attacked our community. Our colleagues still
stand on the front line to report, edit and publish
our daily newspaper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s.

Many years ago, Southern News Group got into
the digital media age and started with our digital
newspaper and television programming. We
incorporated our newspaper, TV and digital
online news to better serve our readers and
expanding audience.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products is our

Chinese Yellow Pages in Houston, Dallas,
Chicago and Washington DC. The Yellow Pages
are a vital information source for the local
communities we serve.

We are very proud that our 2021 Chinese Yellow
Pages will be published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year.

We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ur
sincere appreciation for your support. We all
need to be united to overcome this pandemic
crisis. We hope that better days are coming.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1313//20202020
20212021 Dallas Chinese YellowDallas Chinese Yellow
Pages Ready To PublishPages Ready To Publish

我們堅持為社區服務我們堅持為社區服務
美南傳媒發行美南傳媒發行20212021年達拉斯黃頁電話簿年達拉斯黃頁電話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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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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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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今年8月零售業銷售環比增長3.4%

超疫情前水平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8

月，巴西零售業銷售環比增長3.4%，連續四個月環比增長，當月銷售總

額比新冠疫情暴發前的2月份增長8.9%，創2000年以來零售業績的最高

月度紀錄。

數據顯示，8月，巴西被調查的8項商業活動中有5項出現增長。其

中，面料、服飾和鞋類銷售環比增長30.5%，個人和家庭用品銷售環比

增長10.4%，家具和家電銷售環比增長4.6%。不過，書報、雜誌和文具

銷售環比下降24.7%，超市、食品、飲料和煙草銷售環比下降2.2%，制

藥、醫療和化妝品銷售環比下降1.2%。

8月，巴西零售業銷售同比增長6.1%。不過，今年前8個月，巴西

零售業銷售同比下降0.9%。而過去12個月，巴西零售業累計銷售則增長

0.5%。

數據還顯示，8月，巴西全國26個州和巴西利亞聯邦區中，有25個

零售業銷售環比出現增長。其中，阿克裏州、朗多尼亞州和阿馬帕州增

幅位居全國前三位，分別增長15.6%、12.8%和12.1%。

業內人士表示，8月份巴西零售業銷售取得較好業績，彌補了因

新冠疫情而造成的損失，這主要得益於巴西政府在疫情期間為低收

入者發放緊急救濟金，以及各地積極推進復工復產。此外，銀行信

貸利率處於歷史最低水平也刺激了消費。隨著巴西疫情趨於減緩，

防疫隔離措施放寬，經濟重啟活動擴大，預計巴西今年全年零售業

銷售將實現增長。

亞阿兩國同意停火
戰火肆虐的納卡地區有望迎來和平？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外長在俄羅斯

首都莫斯科舉行會談。在持續數小時的

談判後，雙方同意自10日午間起停火，

並展開“實質性”會談。

同意停火！亞阿談判初見成果
近日，應俄總統普京邀請，亞美尼亞

和阿塞拜疆外長赴俄，就納卡局勢進行磋

商。法新社消息稱，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稱，在莫斯科進行了10個小時的談判後，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同意自10日午間起停

火，並展開“實質性”會談。

壹份聯合聲明還稱，亞阿雙方同意

在納卡停火機制生效後，開始交換被俘

人員和死者的遺體。聲明還表示，雙方

承諾保持納卡問題談判的形式不變。

而在此前，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

曾發表電視講話，稱他給亞美尼亞重啟

談判、從納卡地區撤軍的“最後機會”。

“我們給他們最後的機會，撤軍吧，回

到談判桌前，承擔起責任來。”

亞阿戰火蔓延！已致數百人死亡
截至目前，納卡沖突已持續將近兩周。

9月27日，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在

納卡地區爆發新壹輪沖突，雙方均指責

對方違反停火協議，率先發動軍事進攻

。之後，亞阿兩國先後宣布國家進入戰

時狀態，並進行軍事總動員。

納卡地區位於阿塞拜疆西南部，居

民多為亞美尼亞族人。蘇聯解體後，阿

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因納卡地區歸屬問題

爆發戰爭。1994年，雙方在俄羅斯等調

停下就全面停火達成協議，但兩國壹直

因納卡問題處於敵對狀態，雙方間武裝

沖突時有發生。

10月7日，路透社報道稱，沖突已

造成360多人死亡，包括納卡地區的320

名軍人和19名平民、以及28名阿塞拜疆

平民。8日，亞阿兩國的國防部官員分別

宣稱重創對方軍隊，並繼續相互指責對

方炮火殃及平民區。

在此次會談之前，就停火條件，亞美尼

亞和阿塞拜疆領導人壹直存在分歧。

塔斯社10月7日援引阿利耶夫的話稱，

只有納卡地區沖突的危險期結束後，才願

與亞美尼亞重返談判，他還說，土耳其有

權利參與調解。不過，亞美尼亞總理帕希

尼揚則表示，只有土耳其停止參與戰事，

其雇傭軍撤出，亞美尼亞才會同意停火。

國際社會多次呼籲停火
納卡地區沖突爆發後，俄羅斯總統普

京最早曾於9月27日、29日應約與帕希尼

揚通電話，就納卡地區局勢進行討論。

同時，美副國務卿比根分別致電亞

阿兩國外長，呼籲雙方利用現有的通信

直接聯絡，避免沖突進壹步升級。

法國總統馬克龍也於9月27日與帕

希尼揚、阿利耶夫分別通電話，呼籲亞

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雙方“立即停止戰鬥

、恢復對話”。

10月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美國

總統特朗普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就納卡地

區沖突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在納卡

沖突區接觸線出現的暴力升級，呼籲沖

突各方盡快停火並恢復談判。

聲明說，作為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

(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共同主席國，俄美

法對納卡沖突區接觸線壹帶暴力升級表示

強烈譴責。三國領導人向沖突中的遇難者

表示哀悼，對遇難者及受傷人員家屬表示

慰問，同時呼籲沖突方武裝力量立即停止

敵對行動，呼籲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領導

人在俄美法協助下有誠意且無先決條件地

立即恢復談判以解決沖突。

當地時間10月8日，普京邀請亞美

尼亞和阿塞拜疆外長於10月9日赴莫斯

科，在俄羅斯外長調解下舉行磋商。他

還呼籲雙方立刻停火，通過人道主義渠

道交換戰俘和遺體。

俄羅斯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紮哈羅娃9

日確認，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確認，將

參加在俄羅斯莫斯科舉行的磋商。

同時，法國總統府消息稱，亞阿正

在朝著“休戰”邁進，以結束納卡地區

的沖突，雙方可能會在當地時間9日晚

上或10日達成停火協議。

除了各國領導人，世界組織也在密

切關註納卡地區局勢，希望亞阿兩國可

以盡快停火。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9月27日對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在納卡地區爆發新

壹輪沖突表示極度關切，呼籲雙方立即

停止戰鬥。

此外，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

訪問土耳其時說：“沒有軍事解決方

案。”他呼籲雙方停火。

歐盟也呼籲雙方盡快停火，加拿大

總理特魯多10月5日說，他已要求外交

部長前往歐洲與盟國舉行會議，討論納

卡地區事態發展。

意大利現存新冠確診病例超7萬
內閣將與專家研討對策

綜合報導 意大利緊急民防部10日疫情報告數據顯示，全國新冠確

診病例已增至349494例，其中死亡病例36111例，現存病例74829例；重

癥患者390人，治愈患者238525人。過去24小時，意大利新增確診病例

5724例，新增死亡29例。

據報道，意大利國家衛生院(ISS)10日發布的最新壹周疫情監測報告

指出，迄今，新增確診病例已經連續第10周呈快速增長趨勢，病毒在社

區的傳播範圍正在不斷擴大。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疫情監測數據顯示，目前在全國107個省中，

已經有104個省出現了第二波疫情，娛樂和公共場所疫情傳播案例所

占比例正在持續下降，而社區病毒傳播案例已達77.6%，大部分確診

患者在家庭和親友之間被感染。目前，全國居家隔離輕癥患者已經

超過6.5萬例，其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人數至少在患者的5倍以上，

甚至更多。

意大利總理府新聞辦公室消息人士10日傍晚表示，鑒於意大利新冠

疫情持續惡化，總理孔特將於11日主持召開由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專家

參與的政府內閣擴大會議，共同研討應對疫情措施和預案。屆時，或將

進壹步收緊對公共交通和商業網點營業時間的管控，擴大對疫情嚴重地

區的封鎖範圍。

希臘民眾產生“新冠疲勞”
當局暫停出臺更多限制措施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統計數字顯

示，希臘當天新增391例新冠患者，累

計確診21772例；新增死亡病例1例，累

計死亡431人。希臘政府發言人佩特薩

斯9日上午表示，由於民眾對曠日持久

的新冠疫情和防疫措施感到疲乏，希臘

當局決定暫不出臺更多的防疫措施。

據報道，連日來，包括雅典在內的阿

提卡大區新增病例依然高居榜首。早前曾

有消息傳出，希臘當局考慮在阿提卡大區

實施更多限制措施，包括要求餐飲業提早

在晚上10點結束營業，以及在室內外公眾

場所強制佩戴口罩。但希臘政府發言人佩

特薩斯9日上午否定了上述說法。

佩特薩斯表示，由於民眾對曠日持久的

新冠疫情和防疫措施感到疲乏，因此希臘政

府決定暫時凍結出臺更多的限制措施。他說

，現有的防疫限制措施已經“夠多了”，再

出臺更多措施結果可能適得其反，與其這樣

，還不如切實執行現有的防疫措施。

佩特薩斯透露，當局可能會考慮將

餐館、酒吧和娛樂場所的營業時間延長

至淩晨1點，但這需要與衛生專家協商

。目前根據希臘政府規定，上述行業必

須在晚上12點前結束營業。

與此同時，佩特薩斯還說，希臘和

其它國家壹樣，新冠病例每天都有所增

加，但現時情況仍然穩定。他承認阿提

卡地區的確有壓力，但衛生部已經在增

加重癥監護病房和病床的數量。

此前壹天，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表

示，封鎖不是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常規手段

，它只會是在極端情況下才使用。

基基利亞斯說，啟動適當的限制措

施是為了敲響警鐘，但不要從壹個極端

走向另壹個極端，不能夠因此就按下影

響數百萬人正常生活的暫停鍵。他說，

就算出於公共衛生理由需要限制或禁止

民眾的活動，也需要壹種智慧，其中包

括關註和克制。

另壹方面，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辦

公室主任克魯格日前表示，歐洲各國報告

的針對新冠產生的倦怠感正在增加。

克魯格表示，該地區各國的匯總調

查數據顯示，被調查者報告的倦怠程度正

在增加。盡管對於倦怠程度的評估方法不

同，並且各國出現的倦怠程度不同，但據

估計在某些情況下已達到60%以上。

歐盟委員會負責衛生和食品安全事

務的委員，基裏亞基季斯也針對部分地

區出現的“新冠疲勞”現象發出警告。

她認為，這種“新冠疲勞”可以理解，

但是必須想辦法消除。她還呼籲歐盟各

成員國政府加大宣傳力度，提高人們對

保持社交距離重要性的認識。

“內鬼”瞞天過海 意大利著名設計師450萬歐元被盜

綜合報導 意大利警方向

媒體通報，意大利著名設計

大師、現年70歲的安東尼奧·

奇特裏奧 (Antonio Citterio)巨

額資產被騙案已告破。奇特

裏奧的私人秘書和壹名銀行

職員涉嫌通過偽造銀行票據

等手段，累計騙取現金高達

450萬歐元。而當事人卻全然

不知自己銀行賬戶的現金被

盜。目前，該案已移交檢察

機關提起公訴。

據報道，警方調查發現

， 2013 年至 2018 年，身為

設計師奇特裏奧私人秘書

的莉西亞 · 斯卡格洛蒂 (Li-

cia Scagliotti) 與銀行職員西

蒙妮 · 法基內蒂 (Simone Fa-

quinetti)，兩人合謀共計偽

造 234 張銀行票據，以及盜

用銀行空白支票冒充奇特

裏奧簽名，累計共騙取和

盜用奇特裏奧銀行現金大

約450多萬歐元。

在長達5年時間的騙局中

，銀行職員法基內蒂負責提

供銀行空白支票，斯卡格洛

蒂則模仿奇特裏奧的簽字，

然後銀行職員利工作便利，

從奇特裏奧的銀行賬戶裏提

取現金。

2017年，米蘭BPM銀行

在內部審計中發現奇特裏

奧銀行出現壹些操作異常，

並向客戶提出警告。奇特

裏奧隨即請求警方協助調

查，警方發現，犯罪嫌疑

人每周從奇特裏奧賬戶提

取現金不超過 5000 歐元，

因此未能引起奇特裏奧的

註意。

負責該案公訴的檢察官

喬瓦尼 · 塔爾齊亞 (Giovanni

Tarzia)表示，由於犯罪嫌疑

人得到了奇特裏奧的充分

信任，負責協助奇特裏奧

理財，且奇特裏奧很少過

問經濟問題，才使犯罪嫌

疑人有了可趁之機。目前

檢方分別以涉嫌詐騙、盜

竊和偽造銀行票據等多重

刑罪，已對兩名犯罪嫌疑

人提起公訴。

據介紹，奇特裏奧是意

大利著名建築師、家具設計

師和工業設計師。1987年和

1994年，奇特裏奧曾兩次榮

獲最負盛名的工業設計獎

“金羅盤獎”，其作品在紐

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和巴黎蓬

皮杜藝術中心永久展出。與

此同時。奇特裏奧還是愛馬

仕、B＆B等多家知名奢侈品

公司的設計師。



AA44
星期三       2020年10月14日       Wednesday, October 14, 2020

美國新聞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競選團隊12日發布
聲明，證實拜登第3次的新冠病毒篩檢呈陰性
。同日拜登首度前往關鍵州俄亥俄州舉行造勢
活動，他承諾將確實執行 「購買美國貨，支持
美國工作」政策，還強調 「現代科技是由美國
、而非中國領軍」。他在活動中也再度口誤，
稱自己正競選 「參議員」，川普立刻把握機會
開酸，稱拜登 「等不及再當參議員了！」。

拜登 12 日前往知名汽車品牌 「吉普」
（Jeep）發源地托雷多（Toledo），說明其經
濟政策。他還強調，將針對把工作機會移出美
國的企業課徵罰款，把工作帶回美國的製造業
，則可獲得獎勵。

屢次失言、精神狀態甚至因此受到的拜登
，這次也沒讓川普 「失望」。他在活動結束時
表示： 「我以驕傲的民主黨人身分，競選參議
員」，緊接著改口： 「我過去曾以驕傲的民主
黨人身分參選副總統，現在我以同樣身分競選
總統」。這是繼2月後，拜登第2次說自己在
競選參議員。

消息曝光後，川普立即抓住機會發推文，
「瞌睡喬今天過得特別糟糕...又說他在競選參

議員」。川普的競選團隊也在推特轉發現場影
片並開酸， 「拜登已經等不及要再度成為參議
員了！」。

拜登造勢大會猛打 「反中牌」 口誤又被酸爆

中國大陸周一已發射長征3號乙運載火箭
，將高分-13號衛星送入預定軌道，為了一連
串的太空任務，未來幾個月還會有十幾次重大
發射。

據《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2日報導，高分系列衛星是高軌光學遙
感衛星，主要用在國土普查、農作物估y產、
環境治理、氣象預警預報和綜合防災減災等方
面，可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資訊服務。

而所謂高分，就是中方對高分辨率對地觀
測系統的簡稱。北京2010年展開這種大專項，
發射了超過20枚衛星，而其中有超過半數都是
在近兩年發射。

這些衛星可觀測地球並照相，除了民用外
，也可供軍事應用。中方9月時公開了由吉林
1號遙感衛星星座-高分3號系列衛星錄製的影
片，顯示它在持續追蹤1架據信是美國最先進

F-22隱形戰機的影片。
隱形戰機雖能躲避雷達偵測，但在光學觀

測下卻無所遁形。這些衛星只要裝備高解析度
相機，並拜人工智慧之賜，具備先進的辨識與
追蹤性能，就能成為防空雷達的重要補助工具
。

據新華網12日報導，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主
任張學宇說， 「到明年3月底前，中心還將執
行嫦娥5號等10次航太發射任務，西昌發射場
平均半個月一發，最短間隔5天。中心所屬文
昌發射場多個國家級重大工程相繼展開，兩場
並行，密度空前，發射能力逼近極限。」

北京認為，無論對國家安全和技術發展來
說，太空都有極大的重要性。此外，華府禁止
中方參與美國領導的太空計畫，迫使北京自給
自足，如建立專屬太空站，並發展北斗衛星導
航系統。

可偵測美F-22 陸高分衛星升空織網 用途多了

33 歲印度男子克里斯納（Bussa Krishna）11
日下午猝逝，他是川普超級鐵粉，川普月初確診
新冠肺炎後，他就陷入沮喪，每天吃不好、睡不
好，以淚洗面為川普祈福，祈願他與家人早日康
復。

綜合《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
、《印度快報》（Indian Express）、《印度人報
》 （The Hindu） 報 導 ， 印 度 泰 倫 加 納 省
（Telangana）33 歲男子克里斯納 11 日下午心臟
驟停猝逝家中。

他的家人維維克（Vivek）及叔叔阿肖克
（B. Ashok）說，克里斯納是超級川粉，自川普
2日宣布確診新冠肺炎以來，他就陷入低潮，沒
有正常吃東西，也沒有睡好，周日上午，克里斯
納起床後還如常沖澡、喝茶，之後就突然倒地，
家人緊急將他送醫，不過到院時醫生宣判克里斯
納已經死亡，死因為 「心臟驟停」（cardiac arrest
）。

維維克強調，克里斯納身體狀況很好，先前
沒有任何病史。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幾天克里斯納陸續在臉
書上傳多部自拍影片，影片中他流淚痛哭，祝福
川普及妻子梅蘭妮亞（Melania Trump）早日康復
。在一段2分鐘的影片中，克里斯納坐在一面印

有川普人像的白牆前面，他穿著印有 「川普」字
樣的深色短袖T恤，手捧著裱框的川普照片，他
不斷哭泣、擦拭眼淚，他在影片最後用英文不斷
重複 「我愛你川普」， 「願神祝福你與家人。」

事實上克里斯納早就是印度家喻戶曉的瘋狂
川粉，報導說，2017年2月，一名印度工程師遭
美國退役海軍殺害後，克里斯納就開始崇拜川普
。他先是為川普的照片裱框，對著照片祈禱。接
著他開始在家中牆壁上貼滿川普照片與貼紙，寫
上祝福的話，並且穿上印有川普大頭照的T恤，
不管走到哪，他總會隨身攜帶川普照片。

2018年克里斯納登上新聞版面，因為他把川
普的照片放到自己的祈禱室裡，和其他神明一起
每天膜拜。去年他又躍上新聞版面，因為他花了
20萬盧比（約新台幣7.8萬元）在家門口重金打
造一尊高6英尺（約182公分）的川普雕像，並
且定期對著川普雕像膜拜、為他洗牛奶澡。

他過去受訪時曾說，印度工程師被殺這起事
件讓他感到非常痛苦，不過他認為，能夠讓美國
總統與美國人民了解印度人的偉大， 「唯一的方
式就是對他們展現我們的愛與熱情」，因此他開
始信奉川普，希望有一天他的禱告能夠傳達到川
普那裡。

為川普染新冠爆哭膜拜 33歲印度瘋狂川粉猝死

美國一位女子與男友訂婚後，對方遲遲沒有結婚打算，日前
穿上婚紗，帶著牧師和伴娘，怒氣沖沖地踏進男友工作的超市，

當眾大聲質問男友： 「你到底是
要跟我結婚，還是分手？」超狂
舉動讓所有人都傻眼。
據 「TMZ」報導，身穿婚紗的
女子面有凝色走進超市，身後還
跟著一名拿著聖經的牧師、一名
攝影師，還有一位拿著花束的伴
娘，4 人走到正在上貨的男店員
旁邊，此時女子大聲對這名店員
問： 「2 年前，你把這枚戒指戴

在我的手指上，現在到時候該兌現你的承諾，你是現在跟我結婚
還是分手？」。

男友既震驚又尷尬，眼見圍觀群眾越來越多，甚至不少人鼓
譟 「答應她啊！」、 「趕快娶她」，但男友急忙說服女子到外面
去談，雖然大家不知道最後結局如何，不過影片被分享到社群網
站後，馬上就引發熱烈討論，超過600萬人次觀看，還有71萬人
按讚。

網友對於女子的逼婚舉動紛紛留言 「如果你必須用這種方式
逼婚，那麼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合適人選」、 「毫無浪漫可言，這
女人的行為太可笑了」、 「現在疫情麼嚴重，有那麼急著結婚嗎
？或許男友有其他苦衷才一直不結婚的，為什麼不體諒一下？」
、 「識相一點吧，大姐，他跟本就不要你。」。

不過，也有人認為，這起逼婚事件可能只是演出來 「牧師跟
伴娘太配合了，他們的行為看起來就很像是故意惡搞的。」

超狂逼婚超狂逼婚！！她她 「「穿婚紗帶伴娘穿婚紗帶伴娘」」 直衝男友公司直衝男友公司：：不結婚就分手不結婚就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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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總統文在寅提議：
韓美聯合宣布朝鮮戰爭正式結束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文在寅周四提議，

韓國與美國聯合宣布 1950 年至 1953 年的

朝鮮戰爭正式結束。他說，這是打開朝

鮮半島和平之門並進壹步鞏固韓美同盟

的方式。

據報道，文在寅在韓國協會的年度晚宴

上發表視頻講話時說：“我希望我們兩國朝

著宣布朝鮮戰爭結束的方向努力，並在這方

面得到國際社會的積極參與。”長期以來，

這個總部設在紐約的私營非營利組織壹直致

力於推動韓美同盟關系。

文在寅說：“當我們不僅阻止戰爭，而

且積極創造和平並使之制度化時，我們的同

盟就會更強大。”

他強調，宣布朝鮮戰爭結束“將為朝鮮

半島的和平鋪平道路”。

報道指出，上個月在聯合國大會視頻會

議上發表講話時，文在寅重申，他建議朝韓

兩國和美國，或許還有中國，共同宣布朝鮮

戰爭結束。從嚴格意義上講，由於朝鮮戰爭

以停戰結束而未簽署和平條約，朝韓兩國仍

處於戰爭狀態。

文在寅說，通過壹系列朝韓和美朝首腦

會談，旨在實現朝鮮半島持久和平的努力取

得了“實質性進展”。

他說：“然而，現在談判已陷入僵局

，我們處於喘息時期。我們既不能允許

來之不易的進步倒退，也不能允許改變我

們的目標。”

文在寅說，目前韓美同盟處於壹個“新

的發展階段”，兩國不僅要共同應對地區問

題，也要共同應對全球問題，包括應對新冠

肺炎疫情。

他提到特朗普總統邀請他出席七國

集團峰會。文在寅說：“我認為，這是

美國呼籲韓國在韓美深入互信的基礎上

，承擔起與其國際地位相稱的責任和作

用。”他還說，韓國將不辜負這些期望

，並將積極參與全球協同應對新冠病毒

危機的努力。

動作頻頻
印度近半個月來至少組織了5次新導彈的試射

綜合報導 印度成功試射壹枚新型反輻射導彈

，主要用於對付雷達。近半個月來，印度在新型導

彈武器研制上動作頻頻，至少組織了5次不同型號

新導彈的試射。

印度Rudram-1反輻射導彈。這種導彈主要用於

對付雷達，因此又簡稱為反雷達導彈。

據報道，印度當天成功試射了名為Rudram-1的

新壹代反輻射導彈。

報道稱，Rudram-1導彈由印度國防研究與發展

組織（DRDO）研發，此次試射在印度東海岸進行

，由壹架蘇-30MKI戰鬥機掛載發射，導彈最大射

程超過150千米。

隨後，印度國防部長辛格證實了Rudram-1導

彈試射成功的消息，他在推特上對該導彈的成功

發射表示祝賀。辛格寫道：“新壹代反輻射導彈

是印度自主研發的第壹款反輻射導彈，由DRDO

為印度空軍研發。祝賀DRDO在取得的這壹非凡

成就。”

根據印度官方聲明，Rudram-1導彈能夠集成到

蘇-30MKI戰鬥機的作戰平臺上，具備根據不同作

戰條件設定不同射程的能力。該導彈配備有

INS-GPS導航系統（慣性導航系統/全球衛星定位系

統）和用於末段打擊的被動引導頭，能夠以極高的

精度準確命中目標，

該聲明還宣稱，這種導彈是印度空軍在廣

闊的對峙範圍內有效壓制敵人防空力量的壹種

有力武器。聲明表示：“有了這些武器，印度

已經建立了自主研發遠程空射反輻射導彈的能

力，能夠對抗敵人的雷達、通信和其他發出輻

射的目標。”

反輻射導彈是壹種專門用於雷達、通信等電磁

輻射源的戰術導彈，世界上第壹種反輻射導彈“百

舌鳥”由美國研制並在越南戰爭中使用，在此後的

多場局部戰爭中使用，是壓制敵方防空系統的重要

武器。

這是近半個月來，印度組織的第六次導彈

發射試驗，其中5次是不同型號新導彈的試射。

9月30日，印度成功試射增程版的“布拉莫

斯”超聲速巡航導彈，射程從 300 千米增至 450

千米。

10月 1日，印度國產“阿瓊”主戰坦克成功

試射壹枚射程超過4千米的炮射激光制導反坦克

導彈。

10月3日，印度成功試射壹枚名為Shaurya的新

型彈道導彈，導彈射程800千米。

10月 5日，印度國防研究與發展組織（DR-

DO）在奧利薩邦延安的試驗場成功進行超聲速導

彈助飛魚雷SMART的試射，在測試中完成魚雷釋

放、減速裝置展開，據印度媒體報道，SMART射

程達650千米。

除了新型導彈試驗，印度戰略導彈部隊還進

行了彈道導彈夜間試射。印度媒體9月25日報道

稱，印度戰略導彈部隊在綜合試驗場進行

“大地”-2|導彈夜間試射，該導彈最大射程350

千米。此前，去年11月，印度戰略導彈部隊首次

組織“烈火”-2中程導彈夜間試射。夜間發射難

度大於白天，掌握這壹技術有助提升戰略導彈部

隊全天時威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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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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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12日宣

布，押後原訂14日出爐的施政報告，

並爭取於下月底前公布。她解釋，香

港經濟復甦離不開中央支持，自己早

前梳理了一系列措施，請求中央考慮

並支持，本月下旬將會前往北京，參

與部委協調會議，冀能將中央支持香

港發展的政策包括在新一份施政報告

內，預計內容會涵蓋粵港澳大灣區、

金融、創科發展等，“對於香港市民

恢復對經濟的信心和對於為商業活動

注入新動力都是非常有裨益。”

特首上京商挺港 施政報告押後
料涵蓋灣區金融創科等政策 爭取下月底前公布

林鄭月娥12日會見傳媒表示，經過這麼嚴
重的疫情，大家都期盼香港走出困境，

恢復經濟活動，以保就業。她續指，國家在嚴
控疫情後，內地經濟已快速“V”形反彈，她
在國慶日已指出，香港經濟復甦離不開中央支
持，香港要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是
在大灣區多為香港企業、專業和個人尋找經濟
增長的機會，“有了這份信念，我早前已經梳
理了一系列的措施，請求中央考慮並作出支
持。”

被問及措施所涉內容，林鄭月娥表示，絕
大部分都是經濟為主，有部分是與民生相關，
例如在疫情穩定後有序、盡快方便兩地人員往
來。她並透露了四方面的具體範疇，一是粵港
澳大灣區方面的商貿、專業服務、金融開放；
二是聚焦金融，希望兩地更多互聯互通；三是
創科發展，冀能透過中央的政策，特別是深港
的合作，在創科方面加以發展；四是因應國家
的“十三五”規劃賦予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角
色，在航空事業方面提出的措施。

冀挺港政策包含在報告內
由於該些措施所涉範圍廣泛，不是單一部

委可以決定，中央日前通知林鄭月娥帶同有關
官員本月赴京參與部委協調會議。林鄭月娥預
計會在10月下旬啟程，並表示希望可將中央
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包含在今年的施政報告
內，故決定將公布施政報告日子押後，“這個
決定完全是為了香港的公共利益，我覺得是合
適的。”

她坦言，由於要看有關措施的磋商和協調
的進展，故押後的時間有少許不確定，但會爭
取在下月底前公布。她指，民生事務準備好可
以立刻做，如勞工及福利局稍後會公布法定假
期和公眾假期看齊的有關工作，“但經濟方
面，由於涉及一些中央政策，值得多等一會，
希望令施政報告為社會帶來更大的振奮。”

林鄭月娥表示，施政報告雖然是特區政府
內部的事，但隨着要完善“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實踐、在經濟方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有關工作，特區政府
在製作施政報告時與中央部委有一定的磋商是
必不可少，但這不等於整份施政報告是要交由
中央批准才能夠公布。

被問及有關決定會否予人“被動”的觀
感，林鄭月娥表示，她是非常主動地梳理了一
系列政策建議，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最重
要的是，香港經歷了一個這麼困難的一年，現
在需要有足夠的領導能力來帶領香港走出困
境。我有這個決心，中央亦願意給我們支持，
這個時候就應該是做好這些工作的時候。”

重申押後不影響立會運作
林鄭月娥強調，押後公布施政報告並不影

響立法會的工作，而立法會最少有5條等待恢
復二讀辯論的草案需要處理。她並指出過往亦
曾有行政長官改變施政報告發表的時間，所以
不存在法律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香港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12日宣布押後發表施政報告，立法會
建制派議員表示尊重及理解，並認為香港不能坐食
山崩，急需要一套重振經濟的措施，借助內地抗疫
及重振經濟的經驗，一旦得到中央支持，對提振香
港經濟、重拾港人信心，將有正面幫助。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尊重和支持特首的
決定，強調香港現階段應集中精力抗疫及搞好
經濟，今次的安排符合香港社會的利益，也可
以令行政長官更全面規劃未來施政工作。行政
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就期望是次押
後發表施政報告，能把中央惠港政策“由wish
list （ 願 望清單） 變成 action list （ 行 動清
單）”。

商界（第二）立法會議員廖長江指出，林鄭月
娥已清楚交代原因，香港在過去一段時間經歷“黑
暴”、疫情，經濟已陷入寒冬，絕對不能坐食山
崩，需要提振經濟令民生、社會有持續發展。他希
望林鄭月娥向中央提出的惠港措施，未來可以提振
經濟，讓香港重新上路，更有底氣面對未來挑戰。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議員林健鋒指出，疫
情對廣大市民及工商界均帶來沉重打擊，香港需
要盡快振興經濟，否則半年後特區政府或會面對
“冇錢使”的困窘。對於特首宣布押後發表施政
報告，以爭取時間與中央各部委商討一系列惠港

措施，林健鋒表示歡迎，特別是香港如何融入大
灣區規劃及國家“十四五”規劃等，對香港日後
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期望特首能進一步豐富
報告內涵，帶領香港走出困局。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指出，雖然有關決定
倉促但可以理解，相信市民希望有一份具內涵的施
政報告。她認為，押後並非不作為，政府可以先推
出一些“成熟”方案，毋須等到施政報告發表時才
推出，例如劃一法定假期、優化在職家庭津貼、改
善失業綜援制度等。

此外，市民最關心的健康碼，也應盡快落實，

香港不能再以“塘水滾塘魚”的措施恢復經濟，需
借助快速復甦經濟的內地協助振興香港。

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表示，對押後表示尊重及
支持。並期望報告能“重振人心，重拾對香港及政
府的信心”，值得期待和等待。
另外，金融界議員陳振英指出，特首已表明，

施政報告將不會再大規模派錢，須從如何提振經濟
入手，就以金融界為例，如何推動“理財通”及
“遠程開戶”等強化金融體系措施，均需要中央支
持，與內地先商討、後執行的安排，是可以理解和
尊重。

首務提振港經濟 建制理解安排

■建制派對特首押
後宣讀施政報告表
示尊重及理解，指
現時應集中精力抗
疫及提振經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2日率團前往深圳，將於14
日出席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的慶祝大會。
她形容，在深圳特區建設四十年來，香港既是
一個“貢獻者”，亦是一個“受惠者”，她對
深港未來的繼續合作充滿信心，也抱有很大期
望，相信深港合作能再上新的台階。
林鄭月娥12日會見傳媒時表示，她上周

末收到邀請，請她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出席
14日舉行的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慶祝大
會。她表示，“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
香港能夠率團參與，也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
事。我對於未來的深港合作很有信心，也抱
有很大期望，希望在40周年之後，深港合作
能夠再上新台階。”

港角色既貢獻也受惠
政府發言人12日亦表示，深圳作為國家

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先行先試的地區，吸
引了不少港商在改革開放初期在深圳投資，
推動深圳經濟高速發展。時至今日，香港仍
是深圳最大的外資來源地，有接近八萬家企
業在深圳營運。其後隨着深圳進一步對外開
放，香港亦一直發揮連繫人角色，為深圳以
至其他內地企業提供“引進來、走出去”的
雙向支援和服務；在過程中，香港亦發展成
為今天的國際金融、商貿、物流、航運和專
業服務中心。香港在深圳以至國家的改革開
放歷程中，既是“貢獻者”，也是“受惠
者”。

發言人說，香港與深圳毗鄰，人緣相
親、語言相通，兩地政府早在2004年已建立
高層的“深港合作會議”機制，多年來在經
貿、文化、旅遊、青年交流等範疇建立了互
惠共贏的緊密關係。過去幾年，香港和深圳
合作範疇更加廣泛，包括創新科技、創意產
業，以及醫療等。加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及
蓮塘／香園圍口岸相繼開通，大大方便了兩地
人員的往來。香港與深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
中心城市，將以優勢互補，共同推進大灣區
發展，特別是有關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
工作。
據悉，林鄭月娥與代表團成員已於12日啟

程，14日下午回港，特區政府代表團成員包括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
局局長李家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
衞、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和行政長官辦公
室主任陳國基。在林鄭月娥離港期間，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將署任行政長官一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施
政報告押後發表，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
12日早上與特首林鄭月娥會面，並獲通知對
方將押後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由於《憲
報》已公布14日是本年度立法會第一次會
議，因此會議將如常舉行，並處理上年度餘
下的4項政府法案，而本周四的行政長官答
問會將取消，而原定於下月11日至13日的致
謝議案辯論亦改期舉行。

梁君彥12日在立法會內接受傳媒追訪時
表示，特首月底需到北京與不同部委商討一系
列惠港措施，待她回港再決定何時發表施政報
告，期望“越早越好”。對於有傳媒提出，擔
心今次延期會否影響立法會的整體運作，梁君
彥表示尊重林鄭月娥的決定，特首亦已經在記
者會上交代清楚，立法會的議程可作出調整。

梁並透露，他個人也接獲邀請前往深圳
出席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大會，但由於他要
留港主持立法會會議，故未能赴深。

率
團
赴
深
慶
祝

盼
深
化
兩
地
合
作

梁君彥：立會如期處理法案

■梁君彥表示，明天會如期舉行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宣布押後原定14日宣讀的施政報告，她會於本月下旬前往北京，參與部委協調
會議，冀能將中央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包括在新一份施政報告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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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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之前演講提及，
中國的攻台戰略就是 「首戰即終戰」，遭律師
提刑事自訴公然侮辱國軍、總統及恐嚇公眾。
北院今天認定屬言論自由保障範疇且罪嫌不足
，裁定自訴駁回。

馬英九8月10日受邀以 「兩岸關係與台灣
安全」為題發表演講表示，中國的攻台戰略就
是 「首戰即終戰」，一旦發動戰爭就要在很短
時間內打完，讓台灣沒機會等美軍來支援，且
現在美軍根本就不可能來；做總統的人應該要
讓戰爭不會發生。

馬英九8月26日於公開活動中受訪表示，
「首戰即終戰」是國防部智庫所提出的報告內

容，說明中共對台灣進攻的政策，他引用的目
的是提醒政府；他也強調，這不是他的主張，
而是他的提醒。

律師林憲同認為馬英九自行將國防部文件
所載 「首戰即決戰」的用語更改為 「首戰即終
戰」，馬英九卸任總統公職後，應依國家憲政
體制對政府承擔忠誠及保密義務，卻提出這些

言論，涉恐嚇全體國民，並公然侮辱三軍及詆
辱總統蔡英文，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刑事自訴
恐嚇危害安全及公然侮辱罪。

北院審理後認為，林憲同所提出的事證，
不足以認定馬英九有可能成立犯罪，曾經命林
憲同補提證物並傳喚行訊問程序，但林卻拒絕
到庭，認定本案無須進入實質審理，也不必傳
喚馬英九，裁定自訴駁回，可抗告。

北院指出， 「決戰」及 「終戰」用語的差
別，是否就是林憲同所指 「決戰即代表奮戰到
死」、 「終戰即代表敵前投降」的意思，仍有
待商榷，況且政治性言論為取得公眾關注，常
使用聳動文字，是民主自由與公民社會常見現
象，馬英九雖然改變國防部文件的用詞，但仍
屬言論自由保障的範疇。

北院表示，馬英九的言論是針對中華人民
共和國解放軍或美軍 「軍事戰略」等做陳述，
並未提及國軍戰力等，明顯不是對三軍、蔡總
統的抽象謾罵或嘲弄，不構成公然侮辱罪要件
，為罪嫌不足。

馬英九提首戰即終戰挨告 北院認罪嫌不足駁回

（中央社）交通部鐵道局中部工程處今天
凌晨在大批警力戒護下，強制拆除台南市鐵路
地下化沿線3戶拒遷戶。遭拆遷的陳致曉上午透
過群組表示，自己犯的錯誤就是 「低估民進黨
的無恥程度」。

目前人還在北部的陳致曉上午透過line群組
表示，7月23日擋拆成功後，母親受到衝擊太大
、身心嚴重受到影響。所以亟欲與政府協商避
免強拆悲劇。9月27日巧遇台南市副市長趙卿惠
，向她提出 「南鐵陳家公共藝術化」構想，趙
表達善意，但又表示決定權在鐵道局。9月30日
在立委陳椒華協助下和鐵道局協商，也提出此
構想。

鐵道局當時說法 「綠園道土地管理單位是
台南市政府，請向台南市政府爭取」。10月7日
，陳椒華約鐵道局、南市府共同協商此方案，
兩單位原本都允諾出席，但是當天南市府官員
到會議現場前被 「高層」緊急召回 「不得參加
會議」。

陳致曉提及10日得到情報將在近期強拆黃
家。因為今天課堂滿滿，所以也沒辦法回去協
助擋拆黃家。當時的判斷是，因為陳家尚與政
府處在談判階段，政府不會強拆，所以先拆黃

家。否則，政府拒絕協商避免強拆，又在協商
過程中突襲強拆，這真是太無恥了！

陳致曉指出，在過去所協助的案例，政府
總是希望到強拆最後一刻仍然與民眾協商，以
減少社會成本、並顧及政府形象。南鐵案是個
特例， 「因為這個政府利用公權力報私仇！報
復我長年來揭穿民進黨的虛偽暴政」。

因為有以上錯誤判斷，直到今天凌晨3時看
到黃家遭大批警力包圍，而當時住家週邊並無
動靜，還仍以為今天強拆是針對黃家。守護陳
家及陸續來到的朋友，也都先至黃家支援，但
在黃家的警力把他們困住。

凌晨5時，家人才發現週邊開始聚集警力。
數量甚至遠超出黃家周邊警力。但是此時，家
中只有徐世榮教授以及家人。6時多，後院外牆
作已整個被打破。徐世榮顧及父母安全，和鐵
道局協調先將建物封存不繼續拆，同時爭取時
間整理搬遷家中物品。

陳致曉表示，自己犯的錯誤，就是 「低估
民進黨的無恥程度」、 「錯認他們也想降低社
會成本、且顧及形象」 「顯然不是的，民進黨
嗜血，他們要見血來彰顯權威、他們希望看到
陳家發生悲劇！」

南鐵拆遷 陳致曉抨擊民進黨無恥
（中央社）民進黨立委蘇治芬質疑，在監

的前雲林縣長張榮味把監獄當會客室。法務部
長蔡清祥今天晚間表示，已下令要求法務部官
員率同矯正署政風人員進行調查。

蘇治芬12日在臉書貼文表示， 「法務部長
該換張榮味好了，把監獄當接客室，外役監獄
如同放風，可以聚友泡茶當客廳」等語。

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晚間接受中央社記者

電訪指出，已下令要求法務部參事洪培根率同
矯正署政風人員進行調查，同時也要求矯正署
，依照行政調查程序，就所屬監所，進行督導
了解並提出報告，釐清原委，依法處理。

矯正署官員指出，張榮味目前在台南明德
外役監執行中。矯正署對此態度為依法行政及
配合辦理。

疑張榮味把監獄當會客室 蔡清祥下令政風調查

（中央社）高雄林姓特戰隊員因缺錢花用，今天凌晨夥同黃
姓男子想行搶運將財物，但反遭運將拿螺絲起子刺傷左手，林男
兩人躲在橋下草叢不到1小時就落網，警方依搶奪未遂移送檢方
偵辦。

正在陸軍特戰指揮部服役的21歲林男今天趁休假與20歲黃
男相約打網咖，兩人凌晨出來後因缺錢花用，竟動起歪腦筋，凌
晨2時5分在鳳山區青年路、自由路口攔下一輛計程車上車後，
意圖行搶。

當計程車行經大寮區松寮
橋下民權街時，林男便從後座
勒住60歲運將脖子，黃男也配
合想將運將拉下車，但運將及
時拿起車上螺絲起子朝林男左
手背刺下，林男及黃男眼見難
以得逞，落荒而逃。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中庄派出所凌晨2時40分獲報後

，與鄰近仁武警分局仁美派出所、九曲堂派出所巡邏警力搜索、
圍捕，並於凌晨2時53分在橋下草叢中發現兩名嫌犯，訊後被依
搶奪未遂罪嫌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

（中央社）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蔡姓前緝
毒組長任內遭控詐領緝毒獎金，一審無罪，二
審判刑1年10月，高雄高分院更一審改判無罪
。最高法院日前駁回檢方上訴，蔡男無罪確定
。

檢方調查，游姓男子運送毒品被捕，為求
適用 「證人保護法」減免刑期，涉嫌安排癌末
的曾姓男子運輸毒品，並提供情資給蔡男。

民國104年4月間，高雄市調處等單位查獲
70公斤安非他命等走私案，蔡男率專案小組為
主要承辦人，並申報緝毒獎金，但尚未核發就
因遭人檢舉涉與毒犯串通曝光。游男被依 「證
人保護法」獲判免刑確定，蔡男則因涉詐領緝
毒獎金遭起訴。

一審高雄地方法院認為，游男向蔡男檢舉
曾男涉走私毒品前，調查局南機站已著手清查
，並發現曾男與港台販毒集團接觸，應非游男

安排的人頭，游男也否認涉案，甚至表明不會
請領檢舉獎金。

一審認為，蔡男破案後依獎懲辦法簽請核
發相關人員破案獎金，主觀上沒有不法意圖，
客觀上更無施用詐術可言，認定罪證不足，判
決無罪。

案經檢察官上訴，二審由台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審理，認為檢方所提證據，足以認定蔡
男詐領獎金等情節，依貪污治罪條例的公務員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未遂罪，改判1年10
個月。

蔡男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
重新審理，高雄高分院更一審合議庭審結，支
持高雄地方法院，維持無罪認定。

檢方不服再度上訴，最高法院認為，蔡男
一審、更一審都無罪，檢察官上訴違反刑事妥
速審判法規定，因此駁回上訴，全案確定。

遭控詐領獎金高市調處前緝毒組長無罪確定

高雄特戰兵搶運將不成反受傷 藏草叢1小時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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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家投票。

查看申請投票的截止日期， 

以及在 11 月 3 日或之前將選票返還何處。

2) 提前投票。

提前瞭解投票的日期和地點， 

以避免擁擠和排長隊。

3) 11月3日當天安全投票。

查看在何處投票，因為您平常投票的 

地點可能不開放。請佩戴口罩， 

必要時攜帶身份證，投票後請進行消毒。

不論您選擇郵寄選票還是親自投票， 

AARP 樂齡會都會幫助您瞭解所需資訊， 

確保您安全投票。

請訪問 
chinese.aarp.org/election2020  
瞭解安全投票的不同方式、當地截止日期以及更多資訊。

安全投票， 
為自己發聲！
今年的選舉與往年不一樣。 
但您依舊可以進行投票，為自己發聲。 

您的一票將可能影響很多重要事項， 
比如加強社安福利和聯邦醫療保險、 
降低藥品價格以及保護您和家人的健康。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冠狀病毒的襲擊給世界帶來
了人們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與交通
，能源和人們購物方式有關的各個行業。冠狀病毒感染病
例的廣泛傳播以及死亡人數的急劇上升，自動關閉了運輸
業，尤其是航空業。 自2020年3月以來，人們被封閉的緊
湊型機艙中的高感染機會嚇到了，這使人們不再乘坐飛機
旅行。冠狀病毒還使政府限制了人們的聚會； 許多人必須
留在家中以保護自己。 這些累積的因素導致運輸和能源行
業的巨大裁員。到2020年10月，許多美國航空公司不得
不裁掉包括飛行員在內的近40,000名員工。巨大的經濟影
響在美國股票市場上得到了明顯體現。

據報導，標普道瓊斯指數公司將對道瓊斯工業平均指
數進行一次重大調整。標普道瓊斯公司上週宣佈，將對道
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進行7年來最大調整，加入三家新公司
，將取代加入道指近百年的能源巨頭埃克森美孚。 埃克森
美孚於1928年被加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是2018年通
用電氣被移出道指後，該指數中現存的最古老成分股。

埃克森美孚市值在2007年10月曾達到逾5250億美元
的巔峰，直到2011年還是美國最大上市公司。受到石油價
格暴跌和需求崩潰的打擊，再加上一系列戰略決策失誤，
導致埃克森美孚幾十年來首次出現虧損，昔日的老大哥如
今地位不保。 與50年前相比，石油在美國經濟中的作用
要小得多。儘管頁岩油技術幫助美國能源部門實現了復甦
和增長，但對化石燃料的需求總體來說已趨於平穩，並且

在疫情導致的經濟放緩期間大幅下降。
近日，特斯拉公司的電動汽車股價一度突破2000美元

，其市值也超過埃克森美孚、荷蘭皇家殼牌和英國石油這
三家石油巨頭的總和。 道指作為美國最古老的股票價格指
數之一，是世界股市的風向標。到如今，美股市場上市值
巨無霸幾乎都是清一色的科技企業。人們留在家中需要更
多的在線購物，而不是傳統的實體店購物； 這些變化極大
地促進了與互聯網相關的業務以及像亞馬遜這樣的快速服
務公司。由於這些原因，科技巨頭取代工業巨頭成為美國
股市的龍頭老大已經成為一股勢不可擋的趨勢。

在 2012 年埃克森美孚被蘋果超越，當時市值略高於
4000億美元，之後又被越來越多的科技股 「超越」。截至
九月24日美股收盤，埃克森美孚市值為1785億美元，還
不到蘋果公司逾2萬億美元市值的十分之一。埃克森美孚
即將揮別道瓊斯指數的命運，或許也是苦苦掙扎的美國能
源行業影響力減弱的最新跡象。殘酷的事實表明，傳統能
源行業在人們的生活方式中起著不那麼重要的作用，而包
括通用電氣在內的這些傳統巨型企業被新興的電動汽車和
電子工業以及快速服務公司所取代。在上世紀80年代，能
源公司在道指中的權重一度占到四分之一，而在埃克森美
孚退出後，能源股權重將降至僅2%。在埃克森美孚被剔除
後，下周美國股市開市時，藍籌股基準指數的成分股中將
僅剩一隻能源股，那就是雪佛龍公司 (Chevron Co.)。

道瓊斯將加入三家新公司取百年能源巨頭埃克森美孚
科技巨頭取代工業巨頭為股市老大已成勢不可擋趨勢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世
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
分會將於本周日（10 月 18 日）
下午三時至五時舉行秋季線上
財經投資專題講座。由理財專
家張南庭先生主講 「在疫情之
下如何找出投資的通道及解決
生意上或工作上的困境並分析

如何理財及
投資」。
理財專家張
南 庭 先 生
（見原文及
放張南庭照
片）

理 財 專
家張南庭先

生，於美國取得數學碩士學位
卻走上創業經商之路， 歷經40
多年創業經營不同的生意，尤
其經營了 33 年 teacher supply 的
生意，也同時經營房地產投資
。四十多年來除了生意之外一
直醉心鑽研股票投資，他所舉
辦過的投資講座已超過三十餘
次，深受投資觀衆歡迎，他的
願望是幫助大家計劃最好的長
期投資，同時分享他的經商理
念。希望大家踴躍撥冗出席參
加!
地 點 ： 線 上 會 議 平 台 Zoom
Online Meeting。

時 間 ： 10/18/2020 3pm
(Central Time/US & Canada)

全程演講將以中文進行。
費用：完全免費。
線 上 報 名 ： Below is the

Link to the online registration
form

在線上註冊表格的鏈接：
https://tinyurl.com/y2hody3c

您將在專題演講開始前2天
收到您感興趣的會議的Zoom線
上會議平台鏈接和密碼，歡迎
撥冗出席。若您有任何疑問或
需要進一步的協助，請聯絡洪
良冰會長 E-mail：nancygri@aol.
com 或電832-818-6688
或 何 真 秘 書 長 E-mail： yao-
christi@yahoo.com 或 電
832-866-3333。

世華工商婦女協會本周日10月18日舉行
秋季線上財經投資專題講座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in Southern U.S.A 

https://gfcbw-houston.org 
 

 

秋季線上財經投資專題講座 

10 月 18 日(星期日) 3pm ~ 5pm 

                  理財專家張南庭先生 Nanting (Eric) Chang 

在疫情之下如何找出投資的通道 

及解決生意上或工作上的困境 

         並分析如何理財及投資 

 

理財專家張南庭先生，於美國取得數學碩士學位卻走上創業經商之路， 歷經 40 多年創

業經營不同的生意，尤其經營了 33 年 teacher supply 的生意，也同時經營房地產投

資。四十多年來除了生意之外一直醉心鑽研股票投資，他所舉辦過的投資講座已超過三

十餘次，深受投资觀衆歡迎，他的願望是幫助大家計劃最好的長期投資，同時分享他的

經商理念。 

 

*  地點：線上會議平台 Zoom Online Meeting。 

*  時間：10/18/2020   3pm (Central Time/US & Canada) 

*  全程演講將以中文進行。 

*  費用：完全免費。 

*  線上報名：Below is the Link to the online registration form  

在線上註册表格的鏈接：https://tinyurl.com/y2hody3c 

或是掃描右邊的 QR碼,並通過手機進行在線上註冊。 

(Or scan the QR code and complete the online registration) 

 

您將在專題演講開始前 2天收到您感興趣的會議的 Zoom線上會議平台鏈接和密碼，歡迎撥冗出席。 

若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進一步的協助，請聯絡洪良冰會長 E-mail：nancygri@aol.com 或電 832-818-6688 

或何真秘書長 E-mail：yaochristi@yahoo.com 或電 832-866-3333。 

（本報訊）根據統計數據，每年有 5 千萬
(40%)美國人患有各種不同的過 敏症。過敏也
是造成慢性疾病的原因之一。過敏是無法根治
，但 是可以透過預防和治療來控制和管理。
讓我們一起來聽林承興醫師講解“讓您知的詳
盡、活的健康”

時間: 2020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下午 2-4
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
zoom.us/j/88337185819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883 3718 5819 或撥打: +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主辦單位: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主講人: 林承興醫師是休士頓 Methodist 醫

院過敏和免疫學的主治醫師。他獲得美國過
敏 和免疫學委員會以及美國內科醫學委員會
的認證。他的臨床實踐包括有皮膚粘膜過敏性

疾病和原發性免疫缺陷。林醫師是在佛羅里達
, 坦帕市的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Morsani
College 醫學院, 完成他的過敏和免疫學研究醫
學 學 位 。 畢 業 後 在 紐 約 Nassau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in East Meadow 的內科住院醫
師。目前正 在德克薩斯農工大學醫學院攻讀
臨床和轉化科學醫學碩士學位。他精通英語和
國語。林醫師經常研究和發布有關各種過敏和
免疫疾病。他是多種過敏和免疫學學會的活
躍成員，也是德州中文電台的常客專注於多種
過敏和免疫學學會的公共教育。

演講主題包括:
1)過敏的重要性 --了解過敏的重要性還有流
行性 2)過敏的機制 -- 闡述過敏的機制及原
理 3)檢測過敏 -- 了解過敏源檢測手段
4)減少過敏 -- 如何降低過敏源以及過敏反應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本周日辦健康講座： 「認識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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