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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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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儘管鋼鐵川粉強闖國會大廈，已順利落幕，但後續影響正逐漸發酵。美總統川普8日
在推特上正式宣布，將不參加1月20號的拜登就職典禮。與此同時，逾60名民主黨議員聯名致函裴洛西
，要求重新召開集會以討論對川普第2次彈劾之可能性。另一方面，國會眾議院院長裴洛西下令，國會
大廈懸掛的國旗降半旗，以紀念警員西肯尼克(Brian Sicknick)在川粉闖入國會中殉職。

川普在推特中證實， 「給那些提問的人，我不會參加1月20日的就職典禮」。川普7日才承認敗選
，不會有第2任任期，也未向當選人拜登表示恭賀；不過，他首度承諾權力交接正進行中。 「新政府將
於 1 月 20 日就職」， 「我現在的重點將是確保政權平穩、有秩序且無縫地交接」。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引述白宮顧問說法，提到川普會態度軟化完全是因為其可能遭到彈劾。

事實上，為讓川普在拜登20日就職前就被 「踢出」白宮，包括菲力普斯、舒茲(Debbie Wasserman
Schultz) 與馬里諾夫斯基等逾60名民主黨議員，聯名致函裴洛西，要求召開會議以發動對川普的第2次彈
劾。信中寫道， 「我們謹以敬意，要求眾議院立即重新召開會議，以回應1月6日民主遭到侵犯的事件」
。

民主黨議員擬第民主黨議員擬第22次彈劾川普次彈劾川普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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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當川粉強行闖入國會大廈現
場，在全世界從電視上現㘯觀看
，對所有民主國家來說，如果這
會在美國發生，那它也會在任何
地方發生。

我們号稱是世界上實施民主
制度的老牌國家，暴徒公然佔領
民主殿堂，是何等不幸之大事，
它不僅是美國的問題， 也影響了
所有世界民主國家未來的走向。

許多世界領袖直接指責川普
應為暴力事件負責， 因為他不斷
散播仇恨及虛假言論， 致使川粉
相信他铤而走险，他公然對同黨人士進行
攻擊，在川普政府服務之公僕更換有如走
馬燈， 離職官員多半對他憤怒相對，出書
爆料， 他對此也不在乎， 只希望追求權
位，保住大座。

政治观察家都認為，世界上許多國家
都在長期上演未遂政變， 現在終於在美國
上演，所幸川普之野心未能實現， 總算今
天承認元月二十日之政權應該和平轉移，
但為時已晚。

現任交通部長的華裔趙小蘭今天已向
川普遞交辭職 ，我們真是要為趙部長喝采
， 我們也真難想像她是如何和川普在白宮

共事數年。
美國國會也在酝酿立即對川普提出罷

免案， 也希望副總統能提出憲法第二十五
條修正案迫總統去職。

總之 ，川普總統大膽妄為的行為 ，
已經让他成為歷史的罪人 ，更不要多想下
屆能選總統的美夢了。

他曾經說過， 憲法是我們幾個世紀智
慧和經驗之產物 ，一場激進運動正試圖摧
毀這一珍貴遺產， 這不就是他教唆川粉去
幹的蠢事嗎？

川普終於在週四上午發表聲明承認败
選， 同意在元月二十日和平交出政權。

This is a very shameful and sad day in Ameri-
can history. The pro-Trump rioters attacked
not only a building, but als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said, “Our democracy is under unprec-
edented assault unlike anything we have seen
in modern times.” He described it as an as-
sault on the “citadel of liberty,” the Capitol
itself.”

Wednesday was a horrifying and shameful
mo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A lot of countries
have had coups in their governments. Now it
has finally happened in our country.

Trump was talking for democracy, still saying
that the election was stolen. Almost 62 per-

cent of Republicans believed that what he
said was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kind of
violence that occurre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tched as an angry
mob stormed the heart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democracy as the suspense was un-
folding in Washington, D.C. with dismay and
disbelief.

Today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Elaine
Chow resigned from her post. We applaud her
for her right decision. Many congressmen also
wanted to impeach th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m suggested the cabinet should force him
to resign.

We are very hap-
py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ill
be inaugurated
within two weeks.

On Thursday,
Trump finally con-
ceded publicly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he will not serve a
second term and
said that, “A new
administration will
be inaugurated on
January 20th.

Yes, Mr. Presi-
dent, you just did
the right thing.

大俠行天下日記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我見我聞我思0101//0808//20212021

Trump Finally ConcedesTrump Finally Concedes
He Lost The ElectionHe Lost The Election

川普終於承認敗選川普終於承認敗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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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英國倫敦市長沙迪克汗(Sadiq
Khan)8日發表聲明，有鑑於新冠肺炎疫情在該
市迅速傳播，醫療體系因大量患者湧入而面臨
崩潰，故宣布倫敦進入重大事故狀態。事實上
，隨著德國在24小時內便有高達1,188人死亡
，加上倫敦進入重大事故狀態，歐洲疫情恐陷
入新一波危機。

沙迪克汗在聲明中指出，由於病毒失控而
快速傳播，讓倫敦情勢進入關鍵階段。倫敦確
診病例數快速增加，與2020年4月大流行高峰
期相比，在醫院接受治療的患者增加逾3分之
1。

其表示，由於病毒對倫敦威脅已到危急存
亡關頭； 「若我們不立即採取行動，我們國家
醫療體系恐不堪負荷，更多人會因此死亡」，
「故宣布倫敦進入重大事故狀態」。

根據市長辦公室聲明，目前倫敦醫院中確
診人數已達7,034 人，相較於2020 年4月疫情
高峰，已增加 35%。英國衛生部長漢考克
(Matt Hancock)7日才宣布，政府正將 「更多資
源」挪移至倫敦市，以及其他醫療體系正 「承
受最大壓力」的地區。

事實上，2021年對英國來說無疑是在惡運
纏身下展開。2021年1月以來，英國因疫情而

死亡的人數正以破紀錄之姿上升；該國7日死
亡病例為1,162人，為大流行以來單日死亡數
第2高的紀錄。

在愛爾蘭，疫情危機也逐漸加重，光7日
單日確診人數就達6,521人，過去2週愛爾蘭確
診病例更逾44,000例。

此外，英國還出現變種病毒，且較先前更
容易傳播，所幸目前尚無證據顯是變種病毒更
容易造成死亡。英國官員表示，疫情之所以快
速擴散，就是新型病毒出現之故。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不只是
英國，德國單日死亡數達1,188人，已破2020
年12月31日1,129人的紀錄，目前德國已延長
封鎖至1月31日。

世界衛生組織(WHO)警告，隨著病毒傳
播能力的提高，以及症狀的嚴重性，人們應警
覺變種病毒的嚴重性。若不能加強控制減緩傳
播速度，沉重的壓力遲早對醫療機構產生更大
的影響。

目前已在 22 個國家發現英國變種病毒。
WHO呼籲加強公共衛生與社會措施，以確保
部分國家幾近垂直的確診曲線能消除。各國應
盡可能減輕醫療體系負擔，減少傳播並提高警
惕，以掌握任何新變種的出現。

疫情失控、醫療體系面臨崩潰
倫敦宣布進入重大事故狀態

川普總統在犯下煽動與教唆暴民公然衝闖
民主最高殿堂的國會大廈造成死傷慘劇後讓美
國蒙羞,激起了全民公憤,現在他已情無可原,罪
無可逭,要求他自行辭職下台是不可能的, 但透
過罷免或彈劾則是終結他亂政的可行方式。

雖然川普的總統任期只剩下 12 天, 但是基
於他所深藏的巨大危險性, 確保美國民主的尊嚴
，並避免他利用總統職務來赦免自己,所以現在
是讓他趕緊、立刻並提前離開白宮的時候了，
因為現在的川普除了處心積慮想保住自己的權
位外, 任何其他的國事他已漠不關心, 議院議長
佩洛西與新任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已呼籲副
總統彭斯啟動甘乃迪總統遇刺後，國會於1965
年通過的憲法第25修正案第四條的規定,聯合川
普內閣中過半數八位閣員共同罷免川普，然後
由彭斯代理總統職務。

但顯然彭斯不願也不會這麼做，因為他才
違逆了川普的心意,不顧川普的反對去完成了總
統選舉人團票的認證, 現在叫他再去推翻川普,
以彭斯過去4年對川普的唯唯諾諾, 再加上顧慮

到川粉的感受,我認為可能性並不大,機率小於
49%,所以只剩下第二個選項, 由國會對川普提出
彈劾案。

但問題是, 即將上任的拜登似乎並沒有意願
對川普發起彈劾程序，一再強調團結與和諧的
他更希望把注意力集中在12天后的總統就職典
禮上,所以拜登才會推詞說道:“彈劾案是由國會
決定的事”。

彈劾總統需經過冗長的法律程序,12天的時
間是不足夠的，而且該案若要在參議院通過，
需有超過2/3參議員的支持, 雖然民主黨剛剛拿
下喬治亞州的兩席參議員,但在參議院僅有”過
半加一”的優勢，要拉攏16席共和黨參議員一
起讓彈劾案過關難之又難, 因此彈劾川普是不會
成功的。

但是彈劾川普成不成功其實也不重要, 重要
的是可以讓川普在歷史上留下惡名,讓他成為美
國歷史上唯一被彈劾兩次的總統, 貼上這個標籤
也讓他別再幻想2024年參選總統了!

【李著華觀點 : 罷免或彈劾?
終結川普亂政的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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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新冠病毒入侵澳洲
各州籲加強管控，總理卻說……

近日來，隨著具有高度傳染性的在

英國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入侵澳大利亞

後，澳大利亞各界開始迫切地呼籲對返

回該國的旅客進行強制核酸檢測。

澳各州呼籲加強管控：禁止英國航
班入境並對入境旅客采取強制檢測

據《報道，截至目前，新州、維州

和南澳州都在其回國海外旅客中發現了

變異新冠病毒的攜帶者。而西澳也於日

前確認，在隔離的3名入境旅客感染了更

具傳染性的變異病毒。

對此，西澳州長麥高恩帶頭呼籲，

對返澳旅客進行強制的核酸檢測。他說

道：“我認為這將是壹個很好的安全機

制，讓來自世界各地許多國家的旅客在

登機前進行檢測，並確認他們的檢測結

果為陰性。”

此外，維州還要求機組人員不僅要

接受核酸檢測，還要進行隔離。因為在

過去兩周抵達維州的1096名機組人員中

，有8名機組人員的檢測呈陽性，是入境

旅客確診人數的兩倍。

維州警察部長內維爾說，其他州也

應該效仿他們，對機組人員進行檢測以

及隔離，因為他們被感染的風險很高。

根據維州在2020年12月23日實施的

嚴格新規，機組

人員需要在抵達

維州隔離酒店後

的90分鐘內進行

核酸檢測。內維

爾還建議，由於

這種“令人擔憂”

的變異病毒，澳

大利亞應該考慮

關閉機場，禁止

來自英國的航班

進入。

澳大利亞醫

學會(Australian Medical Association)主席

科爾希德(Omar Khorshid)也對最近在該國

發生的從酒店隔離旅客將病毒傳入社區

的案例，表示擔憂。

他說：“我們已經看到澳大利亞的

隔離體系並非萬無壹失，對於目前這種

具有高度傳染性的變異病毒而言，澳大

利亞面臨著更大的危險。”為此，科爾

希德支持這樣的建議，即所有旅客在登

上飛機入境澳大利亞之前，都應該進行

核酸檢測，並提供陰性結果。

總理莫裏森反對強制檢測及封鎖航
班，稱不合時宜

據報道，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表示

，強制對入境旅客進行核酸檢測，並不

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這可能會在飛

機抵達澳大利亞時，給人壹種“全員健

康”的錯誤信心。

莫裏森表示：“大多數航空公司都

會這麼做，我們針對政府包機上的返澳

旅客也是這麼做的。但我們應該強調，

這不會降低感染風險。在某些情況下，

這種情況可能會被加重，因為人們可能

沒有癥狀……或者癥狀還沒有在旅途中

被表現出來，這可能會讓旅客產生自滿

情緒。”

年輕群體易感染？
希臘專家發表變異新冠病毒研究結果

綜合報導 近日，目前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任教的希臘衛生政

策專家埃裏亞斯· 莫西亞洛斯，對迄今為止有關變異新冠病毒的感染數

據進行了分析，並在網絡上發布了研究結果。

埃裏亞斯· 莫西亞洛斯在文中表示，這壹病毒最早在英國發現，隨

後在周邊的其他國家(包括希臘)出現了感染病例。依據帝國理工學院的

流行病學報告可以看出，直到2020年12月中旬，原始毒株主要感染的年

齡段仍是60歲以上的群體，但變異毒株出現後，0至19歲的群體成為了

最容易感染的年齡組別。

他的報告稱，這壹變異病毒在傳播性上具有更高的優勢，盡管目前

尚不清楚是什麼因素提高了它的傳播能力。

當然，除了變異病毒本身的傳染性有所增強之外，目前數據呈現的

變異病毒感染年齡傾向還可能由其它原因造成。比如，在整體封鎖期間

學校的開放，兒童和青少年更可能出現癥狀(20歲以上群體更可能成為

無癥狀感染者)。

埃裏亞斯強調，這壹分析結果並不能完全將兒童和青少年確定為變

異病毒的易感人群，因為研究數據並非基於隨機樣本。但至少可以提供

壹些參考。

同時，他表示這壹結論至少證明，感染新冠病毒的年輕人將不可避

免地將病毒傳播給老年人，從而引發嚴重的疾病和並發癥，這壹點相較

過去並沒有改變。

如果不限制兒童和青少年的感染途徑，盡管目前這壹變異病毒並不

壹定針對年輕人，但病毒仍可能很快形成在年輕人中間迅速傳染的新變

種，從而提高老年人的患病概率，進壹步加重衛生系統的負擔。

埃裏亞斯最後表示：“這種變異病毒的出現表明，我們與病毒的鬥

爭尚未結束。我們仍需要大規模的疫苗接種和嚴格的防疫措施，以限制

病毒的傳播。”

世界銀行：
秘魯將是2021經濟增長最快的拉美國家之壹

綜合報導 世界銀行預測稱，秘魯將成為2021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區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壹，預計GDP將增長7.6%。

根據世界銀行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0年秘魯GDP

將收縮12%，為拉美地區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但得益於國際銅價上漲和

政府靈活的貨幣政策，秘魯經濟2021年將快速恢復增長。

報告指出，2021年秘魯經濟將增長7.6%，其次是哥倫比亞和阿根廷

(4.9%)、智利(4.2%)、玻利維亞(3.9%)、墨西哥(3.7%)等。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國家中，只有聖盧西亞和圭亞那的經濟

增長率將高於秘魯，分別為7.8%和8.1%。

同時，世界銀行預測，隨著新冠疫情緩解、新冠疫苗分發、主要基

本產品價格穩定以及外部條件改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經濟將在

2021年增長3.7%。然而，如果新冠疫苗接種被延遲，並影響經濟發展，

則該地區經濟可能增長1.9%。另壹方面，世界銀行預測世界經濟將在

2020年收縮4.3%，2021年增長4%。

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表示，雖然世界經濟似乎已進入溫和復蘇階

段，但決策者在公共衛生、債務管理、預算政策、中央銀行和結構性改

革方面，面臨著巨大挑戰。為克服疫情的影響並抵消影響投資的不利因

素，有必要大力改善商業環境，增加勞動力和產品市場的靈活性，加強

透明度和改善治理。

加拿大總理對新冠疫苗接種進度感到“沮喪”
綜合報導 加拿大總理賈斯

廷· 特魯多1月5日在渥太華對

媒體表示，自己對該國目前新

冠疫苗接種的緩慢進展感到

“沮喪”。

特魯多當天在其官邸門前

舉行的新壹年首次直播記者會

上表示，加拿大要真正加快疫

苗接種步伐。他近日將與各省

級行政長官探討疫苗接種數量

不足的問題。

加拿大廣播公司報道說，

目前約有14.8萬加拿大人接種

了疫苗。這大約相當於加拿大

3800萬總人口的0.39%。

人口最多的省份安大略省

自去年12月14日開始接種疫苗

，但目前僅接種了5萬劑，日

均大約2500劑。照此速度，為

該省所有成年人完成接種需耗

時超過10年。

加官方迄今已向全球多家

藥企累計預購約4.14億劑新冠

疫苗，預計到2021年 3月底可

收到600萬劑疫苗。目前該國

已審批通過兩款疫苗並在各地

展開接種。特魯多表示，預計

到9月，加拿大可為該國民眾

獲得足夠的疫苗。

近日媒體陸續披露，多名

政界人士不顧加政府的旅行警

示而以各類理由出境旅行。特

魯多回應，加政府強烈建議不

要進行任何“非必要”旅行，

現在不應有人出國度假。同時

，加政府正在完善相關規定，

出於“非必要”原因出境旅行

者將不能獲取最多1000加元的

病假補助金。

加拿大將從1月7日起實施

入境防疫新規，所有5周歲及

以上的航空旅客在飛往加拿大

之前，必須持其本人的72小時

內新冠病毒PCR(核酸)檢測陰性

報告方可登機。

目前加拿大疫情形勢嚴峻

。截至1月5日晚，累計報告病

例已超過61.8萬例，死亡逾1.6

萬例。多地醫療系統的承受力

已經告急。加媒披露，在安大

略省西南部的倫敦市，嚴峻的

第二波疫情令當地醫院系統僅

28張床位的太平間已經飽和，

醫院系統不得不用壹輛冷藏拖

車暫時存放遺體。

加通社委托民調機構所做

的壹項最新調查顯示，在全國

逾1500名受訪者中，50%的人

認為加拿大正在經歷疫情最嚴

峻的時期，61%害怕自己感染

新冠病毒，逾七成表示自己願

意接種疫苗。但也有近壹半的

受訪者承認自己在假期中曾經

走親訪友。

神秘金屬柱現身加拿大多倫多
引當地民眾圍觀

綜合報導 繼美國猶他州沙漠、羅馬尼亞山頂和英國懷特

島等地陸續出現壹根謎壹般的三棱柱形金屬“巨石”後，類

似的金屬柱也出現在加拿大多倫多壹處湖岸，引發當地居民

熱議。不過截至1月1日，該金屬柱已遭到塗鴉破壞。

據報道，這根高約3.5米、看似空心的金屬柱，於跨年

夜當天出現在多倫多安大略湖湖岸。

許多網友猜測，這根金屬柱可能是街頭藝術，也可能

是“外星人的遺留物品”，不然就是即將上映電影的宣傳手

法。當地居民對此興奮不已，紛紛前往希望壹窺神秘金屬

柱的真面目。

然而，由於正值新冠疫情期間，加拿大政府已下令實施

“封鎖”以減緩疫情擴散，不少民眾擔心，金屬柱出現的地區

會湧入大批人潮，違反衛生官員籲請民眾留在家中的請求。

報道稱，截至1月1日上午，多倫多的金屬柱已被人噴

上紅色油漆破壞。

2020年11月時，美國猶他州官員在該州壹沙漠地區，發

現了壹塊神秘的約3.7米高的閃亮金屬三棱柱，隨後金屬柱陸

續在羅馬尼亞、英國懷特島、波蘭等全球各地出現，但目前

還不清楚這些金屬柱為何會出現在上述地方，也無人出面宣

稱為其所為。

許多人稱，這景象讓人想起經典科幻電影《2001：太

空漫遊》中，外星人在月球上立起的壹塊黑色方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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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 「財經內幕」等媒體報導，美國總統川普
對長期忠心耿耿的副總統彭斯，說出 「我不想當你朋友」等話
語，加上要求彭斯阻止國會認證選舉結果，以及煽動川粉強闖
國會，讓兩人關係漸行漸遠。愈來愈孤單的川普，變得更不願
意得罪川粉，最後因伊凡卡居中斡旋，才開始譴責鋼鐵川粉暴
行。

「財經內幕」指出，即使彭斯因川普種種行為而怒不可遏
，但對川普仍有情有義，尚未同意援引《憲法第25修正案》來
「拔川」。根據匿名助理爆料，川普已失控達數週之久，現在

彭斯拒絕阻止認證的回應，讓川普將怒火全燒向長期以來衷心
耿耿的彭斯。

報導披露，日前彭斯與川普共進午餐，彭斯試圖解釋為何
自己沒有憲法權力來阻止國會認證拜登當選；此外，彭斯6日

還致函川普， 「經深思熟慮後，由於我曾誓言支持與捍衛憲法
，讓我無法以單方面的權力來決定該計算哪些選票，以及哪些
選票不該計入」。

正是這些話語，讓川普大怒地說出 「我不想當你朋友，我
希望你成為我的副總統」。隨後，川普對鋼鐵川粉喊話時，一
再點名彭斯： 「彭斯該為我們解決」、 「如果不這樣，對我們
國家而言無疑是悲傷的一天」，還在推特標籤彭斯， 「如果彭
斯做正確的事，我們會勝選」，導致川粉強入國會大廈時怒喊
「彭斯在哪？」

這些舉措讓 「平常被當成塑膠」的彭斯怒不可遏。共和黨
籍聯邦參議員殷荷菲談到， 「我從未見過副總統如此生氣」。
另一位與彭斯密切的爆料者則披露，川普煽動鋼鐵川粉時，可
曾想過這些人闖入國會大廈，恐傷害彭斯與其家人。

不過，儘管川普無情，彭斯依舊有義。雖然主張援引《憲
法第25修正案》來免職川普的呼聲曾出不窮，但彭斯始終不願
同謀。不過，由於川普可能面臨第二次彈劾，讓川普似乎想把
彭斯塑造成敗選的戰犯。

目前，包括運輸部長趙小蘭、教育部長戴弗斯等人，都已
宣布辭職，更讓眾叛的川普不願譴責鋼鐵川粉的暴行。爆料者
表示，川普昨天還對粉絲溫情喊話，大喊 「回家吧，我們愛你
們，你們非常特別」；今天轉身就譴責支持者，戲劇化地轉變
與伊凡卡介入有關。

原本不願譴責支持者的川普，最終被伊凡卡說動，而在最
新發布的影片中譴責粉絲玷污國會，並呼籲保持冷靜；同時，
也承諾政權順利轉移，以承認敗選為這一切畫下休止符。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遭指是國會山莊暴亂的始作俑
者，成為眾矢之的，共和黨連帶在政治上受重傷，讓該黨政治
人物面臨到與川普切割的愈來愈大壓力。然而，川普或許因為
此次流血事件，進一步折損了自己的政治能量，但他仍深受共
和黨草根階層支持，令黨內要對川普 「造反」投鼠忌器。

在6至7日的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原本有十多名共
和黨籍參議員和上百名眾議員擬挑戰多達6個州的選舉結果，
就在川普鐵粉攻占國會後，讓一些共和黨議員改變了心意，最
後只針對亞利桑那州和賓州的選舉人團投票結果發起挑戰，並
且均告失敗。不過，這些共和黨議員還是飽受外界指責。

翻盤無望 牆倒眾人推
拜登在參院的最主要盟友、民主黨籍參議員庫恩斯，便點

名帶頭挑戰拜登勝選的共和黨籍參議員克魯茲和霍利，應該為
此辭職。與霍利同屬共和黨的參議員柯頓也開炮，指控霍利誤
導支持者川普翻盤有望。霍利的一名大金主發表聲明，稱霍利
是 「政治投機分子」，並呼籲參院譴責其 「不負責任行為」。
出版商Simon & Schuster為霍利出新書的計畫亦決定喊卡。

接收川粉 為選舉鋪路
川普的許多盟友已紛紛棄他遠去。連在保守派媒體《福斯

新聞》內部，原先力挺川普的名嘴現在也說，川普的政治生涯
「玩完了」。前駐聯合國大使海利女士7日晚間向共和黨全國

委員會成員發表演說時，則痛陳川普自大選以來的種種不當言
行，稱他 「將會受歷史嚴判」。海利與參議員柯頓、克魯茲及
霍利，全被視為2024年共和黨的可能總統參選人。此次霍利在

參院挑戰賓州的選舉結果，即被質疑是想要接收川粉基本盤，
為參選總統鋪路。

基層支持 8成反罷免 不過，依舊有人為川普辯護，聲
稱他並未煽動鐵粉衝撞國會，甚至質疑那些暴民其實是反川普
人士，意圖嫁禍給川普。而據Axios-Ipsos發布的最新民調，雖
然共和黨人幾乎一致反對衝撞國會的行為，他們支持川普拒絕
認輸的熱度亦稍降，民調卻同時顯示，高達8成的共和黨人反
對為此將川普拉下台。這就顯示出，川普在共和黨草根階層中
的高人氣還在，一些共和黨領袖也因而抗拒彈劾川普，或援引
憲法第25修正案罷免他。

國會山莊暴亂大傷 盟友力圖切割！
草根挺川 共和黨造反投鼠忌器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的支持者暴力衝撞國會後，輿
論要求提前趕川普下台的呼聲高漲。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裴洛
西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7日發表聲明，敦促副總統彭斯援
引美國憲法第25修正案罷免川普，否則國會準備火速對川普發
動二度彈劾。但彭斯據稱反對拉川普下台，以免讓政局再添亂
。而川普是否認真在考慮特赦自己，也引發美媒議論。

動用憲法罷免 或眾院二度彈劾
川普7日晚透過推特發布錄影談話，譴責6日華府的動亂

事件，表示 「那些訴諸暴力和破壞者，你們無法代表這個國家
。那些目無法紀者，你們將付出代價。」他說， 「我們剛剛經
歷了一場激烈的選舉，人們情緒高漲。但現在必須冷靜下來，
恢復平靜。」

川普接著說，國會已確認大選結果， 「新政府將於1月20
日就職」，他的重點將轉向 「確保權力的平穩、有序和無縫交
接。這一刻需要癒合與和解。」這番話被解讀為，川普在任期
僅剩11天時，終於屈服於現實，正式承認敗選。美媒Politico
也報導，副總統彭斯計畫出席總統當選人拜登本月20日的就職

典禮，但川普不會現身。
川普談話放軟 稱20日平穩交接
不過，川普表態似乎來得太遲。裴洛西和舒默7日發表聲

明，敦促彭斯援引憲法罷免川普，理由是川普 「煽動騷亂並持
續構成威脅」，其 「行為危險且具有煽動性，必須被罷免」。
裴洛西稍早表示，若彭斯不採取行動，國會將立即啟動彈劾川
普的程序。舒默說，川普這個總統 「不應多留任一天」。民主
黨揚言，若第25修正案未被採行，最快下周眾院便會表決彈劾
案。

拜登7日再次發表談話，把暴力攻占國會的川普鐵粉稱為
「暴徒、叛亂分子、本土恐怖分子」，並明確將責任歸於川普

。但據CNN報導，拜登無意討論罷免或彈劾川普之事，他更
願意把注意力放在20日的就職上。《華爾街日報》7日社論則
呼籲川普，若要避免二度被眾院彈劾，最好的方式是負起個人
責任並辭職。

而據CNBC報導，國務卿蓬佩奧、財長穆努欽及其他閣員
曾經開會，討論援引憲法第25修正案罷免川普的可能性，不過

彭斯認為這只會令政局更混亂，加劇對立局面，因此表示反對
。另有報導指，如今川普在白宮愈發把自己封閉起來，僅依賴
少數死忠追隨者，若有人冒犯他，必將招致怒斥，其中包括彭
斯。川普一再指責彭斯不阻止國會認證拜登勝選。

官員抗拒川普 彭斯憂對立加劇
隨著任期將盡，川普已特赦了多名親信，包括女婿庫許納

及其父親等。美媒稱，近日川普也多次向身旁顧問與律師表示
，他想特赦自己，並詢問是否該這麼做，以及在法律上和政治
上會有何影響等。川普若真的特赦自己，在美國將是史無前例
。華盛頓法院代理檢察官舍溫則說，司法部將考慮對任何參與
暴動的人提起刑事訴訟，包括煽動叛亂罪。被問到川普是否包
含在內時，他表示，任何人只要罪證確定，就會被起訴。

國會動亂事件發生後，川普政府官員請辭潮已擴大，不過
白宮多位高級幕僚表示會留下來，以協助政權交接。而據
Axios報導，部分川普政府高層認為，這次事件顯示川普已經
失控，他們因此準備抗拒川普在任期最後幾天發布的 「不合法
或危險的」命令。

不想當彭斯朋友不想當彭斯朋友、、不願譴責川粉不願譴責川粉
川普因伊凡卡而醒川普因伊凡卡而醒

下台倒數11天 美國人不想等了 民主黨逼退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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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近壹段時間以來，自

泰國輸入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持續增

長，柬埔寨官方加強邊境地區隔離措

施，以防引發社區傳播。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當天該

國新增1例從泰國輸入的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該病例為21歲柬埔寨女性，

居住在拜靈省，1月1日從泰國回國，

其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目前正在拜

靈省政府醫院接受治療。

泰國暴發新壹輪新冠肺炎疫情以

來，自泰返柬勞工中陸續有人被確診

。截至目前，確診病例上升至17例。

因應大多數返柬勞工居住在拜靈、馬

德望等省份，柬埔寨政府緊急向這些

地區醫院提供呼吸機和心率監測器，

同時撥款6.5億柬幣(約16.2萬美元)作

為防疫資金。

柬埔寨政府推測，確診人數可能

會持續上升。對此，柬泰邊境地區當

局表示將采取最謹慎、最嚴格的措施

，加強所有大小邊境口岸的監管力度

，嚴打偷渡犯罪活動。柬官方也暫停

運送回國勞工返回各自家鄉，確保他

們在邊境地區隔離，避免有人員逃避

接受核酸檢測和防疫隔離。

截至1月4日上午，柬埔寨累計

確診382例，累計治愈362例，在院治

療20例。

2020年吳哥古跡
門票收入同比下降八成

綜合報導 柬埔寨官方消息

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作為

柬埔寨最大的旅遊收入來源的吳哥

古跡門票收入慘跌，從2019年的

9908 萬美元下降至 2020 年的 1865

萬美元。

根據吳哥官方機構報告，2020

年全年，共有40萬人次的外國遊

客購買吳哥古跡門票，較2019年的

220萬人次，下降82%。門票收入

為1865萬美元，較2019年的 9908

萬美元，下降81%。

報告指出，2020年 12月份，

共有1169人次的外國遊客購買門票

，同比下降99%。門票收入為2.2

萬美元，同比下降99%。

在吳哥古跡收入慘跌的情況

下，2020年吳哥機構向坤塔帕花

兒童醫院撥出的捐款也減少，

捐款只有 80 萬美元，2019 年為

441萬美元。

吳哥古跡門票收入是柬埔寨

最大的旅遊收入來源。為了促進

暹粒省旅遊業復蘇，柬埔寨曾於

去年7月1日起推出“吳哥古跡長

期門票”，分成1個月、3個月和

6個月；1個月門票為100美元，3

個月和6個月門票分別為150美元

和200美元。

日本檢方未因“賞櫻會”起訴安倍

市民團體要求審查
綜合報導 近日，日本“賞

櫻會”風波發酵，日本前首相安倍

晉三被以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

等嫌疑遭檢舉。之後，東京地方

檢察廳特搜部對其作出不起訴處

分。不過，檢舉的市民團體不服

該處分，1月4日向檢察審查會要

求展開審查。

2013 至 2019 年安倍任首相期

間，安倍後援會負責在賞櫻會

前夜舉辦晚宴，招待安倍支持

者。這些晚宴總花費超過 2300

萬日元，遠高於出席者繳納費

用。檢方調查發現，安倍方面

涉嫌違規填補差額、變相“補

貼”支持者，並銷毀相關證據。

2020 年 12 月 21 日，東京地

方檢察廳特搜部向安倍詢問了

情況。12 月 24 日，東京地方檢

察廳特搜部決定，對安倍不予

起訴。當天，安倍晉三就“賞

櫻會”風波舉行記者會，表示

反省並致歉，他稱不知道在政

治資金收支報告中，未記載費

用填補部分的會計處理，承認

作為在職首相的國會答辯與事

實不符，並否認會辭去眾院議

員職務及退出自民黨。

報道稱，特搜部表示，已對擔

任安倍後援會代表的公設第壹秘

書配川博之，進行了簡易起訴，

罪名為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

。東京簡易法院向該秘書發出罰

金 100 萬日元的簡易命令，該罰

金已繳納。安倍此前透露，公設

第壹秘書已辭職。

泰國單日確診創新高
推出更多管控措施
綜合報導 泰國官方通報，新增745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這是泰國疫情發生

以來確診人數最高的壹天。

泰國於上月中旬開始出現新壹輪疫情

，至今短短10多天時間疫情已迅速蔓延至

國內54個府。截至4日，泰國累計確診病

例8439例，其中新壹輪疫情確診的病例數

已接近總數的壹半。

為遏制疫情進壹步傳播，泰國政府宣

布自4日起實行壹系列新的管控措施。這些

措施包括：禁止使用有傳播疫情風險的建

築或場所，禁止使用高風險區所有類型教

育機構的建築物或設施；如無許可，禁止

舉辦具有傳播疫情風險的活動如會議等。

此外，關閉疫情傳播高風險場所如酒

吧、夜店等；加強餐館、商店等營業場所

的防疫措施；加強檢疫巡查，減少人員出

行等。

泰國政府憲報網站在公布上述管控措

施時指出，當前泰國

新壹輪疫情暴發，新

增確診病例人數每天

都在增加，部分疫情

高風險區無癥狀感染

者的流動導致疫情擴

散傳播，且在檢查確

診患者的行程時間線

時，部分患者存在隱

瞞行程的現象，拖延

了當局的調查進程並

阻礙了相關行動，進

而導致疫情加速擴散

。因此，有必要制定相關措施來應對此類

緊急情況。

此前，泰國教育部門已下令28個疫情

較嚴重的府停課2周，教育機構工作人員居

家辦公。

曼谷市決定，5日起曼谷各類餐廳晚上21

時至次日早上6時禁止堂食，只可以外賣。

泰國總理巴育當天對媒體表示，政府

並不希望實行全國封鎖。希望民眾能盡量

居家辦公，自我“封鎖”在家2周以上，這

樣泰國就可以度過疫情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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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就美國示威者日前
衝擊美國國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有評論將
美國國會發生的情況，與2019年香港的
社會事件相比時表示，有關情景似曾相
識，但美方一些人和媒體的反應截然不
同，中方要求各國在人權、民主和自由
問題上，不應奉行雙重標準，希望有關
國家能夠反思並從中汲取深刻教訓。

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
記者問及在美國示威者衝擊國會事
件中，一名女性示威者遭槍殺，另

有3名抗議者搶救無效，不治

身亡，中國外交部對此暴力事件有何評論，
及對一些人將華盛頓暴亂與香港暴力事件進
行對比，稱香港暴力事件為“亮麗的風景
線”有何評論，華春瑩表示，相信美國人民
希望恢復正常的秩序，而“很多人在思考這
樣的一個問題：似曾相識的情景，但是美方
一些人，包括一些媒體作出的反應截然不
同”。

反襯港警高度克制
華春瑩指出，2019年7月香港激進示威者

暴力衝擊香港立法會大樓，他們肆意損害立法
會設施，使用有毒粉末和液體襲擊和圍毆警

察，甚至咬斷警察的手指，用刀刺傷警察。但
是，香港警方保持了高度的克制和專業，沒有
一個示威者死亡。現在，在華盛頓發生的事情
暴力程度和破壞程度沒有當年在香港發生的那
麼嚴重，但是已經有4個人死亡。

她續說，美國官員、議員，還有一些媒
體，“（當時）他們對香港用的是什麼詞？
現在他們對美國用的又是什麼詞呢？”在今
次事件中，他們幾乎都眾口一詞譴責，說這
是“暴力事件”，這些人是“暴徒”、“極
端分子”、“惡棍”，是“恥辱”，但當年
他們形容香港的那些暴力示威者時，使用的
詞是“亮麗風景線”，把這些暴力示威者美

化成“民主英雄”，說“美國人民和他們站
在一起”。
華春瑩強調，美方一些人對2019年香

港發生的事情和在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反
應和用詞截然不同，這種鮮明的對比及其背
後的原因是令人深思的，值得大家進行嚴肅
和深刻反思。
她表示，在人權、民主和自由問題

上，各國不應奉行雙重標準，希望有關國
家能夠反思並從中汲取深刻教訓，相信美
國人民是希望安全和安寧，特別是在當
前疫情嚴峻形勢下，希望美國人民能
夠盡快享有和平、穩定和安全。

華春瑩感慨：情景似曾相識 反應截然不同

數以百計的特朗普支持者衝擊國會外圍，突破大門與
安保，闖入國會建築中，並一度抵達參議院的樓層

同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辦公室。美國即時出動國民警
衛軍，在國會內真槍實彈攻擊“手無寸鐵”的“示威
者”，國會外動用催淚彈、閃光彈、胡椒彈等清場，導
致嚴重的警民衝突，更造成至少4人死亡。

美警開槍 港警克制
香港暴徒當日衝擊立法會的情況比美國嚴重得多，

但香港警方極之克制，當時並無使用任何真槍實彈，更
冇造成任何傷亡。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7日在 facebook發帖說，
“真誠的問問‘泛民’，你們不斷追求美國的制度，說
什麼政權順利移交，說什麼自我糾正，說什麼有暴徒攻
入立法會是因為香港沒有民主。”請他們就住這些再想
一想呢。

國內零容忍 國外昧良心
香港攬炒派的暴力行為就算多嚴重都好，西方國家

都始終不願意譴責暴力，還昧住良心，為了自己的利益
美化香港暴徒，針對香港執法機關。不過，今次美國事
件發生後，英國首相約翰遜、加拿大外交部、法國外交
部等多個國家領袖就第一時間出來譴責暴力，不過就沒
制裁向“市民”開槍的美國警方。美國及他們的媒體當
然都是對自己國內的暴力零容忍，而香港所謂追求“民
主自由”的攬炒派亦都噤聲。他們整個表現反差之大，
難怪人們揶揄他們是“國際馳名雙標”。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在facebook貼相顯示，美
媒CNN將香港衝擊立法會的人稱為“Protesters（示威
者）”而就叫衝擊美國國會的人為“Rioters（暴
徒）”，稱：“大家都是搞‘暴力抗爭’，點解一年多
的之前就話支持，而（）家又轉晒口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就注意到“小黃人”的表
現，他貼圖顯示，在香港發生衝擊立法會事件時，“小
黃人”話“正呀！衝呀！”而當美國暴徒衝入 國會破
壞，“小黃人”的反應變成無言。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同樣在facebook指香港的
破壞者入到議會的行為，比今次美國的示威更嚴重，包
括塗污大量牆壁，敲碎大量玻璃外牆，拆開電腦拿走硬
碟，破壞器材，爆開職員儲物櫃偷走財物等，他感嘆美

國多個政客都鬧爆破壞者，但他們對香港的情況“就大
讚香港的黑暴破壞者和啦啦隊”。

既然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公開譴責暴力，要求將示威者
繩之以法，梁振英就一語中的問：“美國政府會把梁繼平
（涉嫌參與衝擊立法會，現在美尋求“政治庇護”）遣返
香港接受法庭審判嗎？”個答案大家心照啦。

CNN：證國安法必要
好多事情，惟有發生在自己身上先有發言權。之前

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美國一再找藉口譴責，生怕香港
穩定發展影響他們利益。怎知美國的事件發生後，他們
的CNN政治評論人就直言示威者侵佔國會是“叛國”行
為，還要說：“證明了國安法有關保護國家安全的條文
也是需要的。”所以下次講別人國家及地區的事情要留
的口德啦。

特朗普被禁言 同失言論自由
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欠缺認識的“黃絲”成日都幻想

那邊是“自由天堂”，講什麼做什麼完全不用受到規
限，還要將自己幻想中的一套東西搬回香港。而早前特
朗普在社交平台胡言亂語，就即刻被暫停使用賬戶，不
知“黃絲”對此作何感想呢？

特朗普早前在Twitter發布一段視頻，要求示威者
“和平回家”，但就沒譴責暴力，還要仍然聲稱自己是
“選舉舞弊的受害者”。Twitter、facebook及YouTube
等社交平台隨即以鼓勵暴力為由將特朗普的視頻撤下，
Twitter、facebook及Instagram更先後暫停他的賬戶，因
為他的不準確、煽動性帖文。梁振英就在facebook直
言：“美國沒有言論自由。”

美政棍：港暴徒是“美麗風景線”
美國國會日前舉行特別聯席會議，打算確

認美國總統大選的選舉人團投票結果，大批特

朗普支持者闖入國會大樓，企圖推翻大選結

果，有如香港修例風波期間黑衣暴徒衝擊立法

會的翻版。在修例風波期間，美國政棍不斷美

化香港的暴亂分子，形容之為“美麗的風景

線”，更窩藏當時在香港帶頭衝擊立法會的通

緝犯，所以現在他們發生這樣的事，不少人都

感嘆天道有輪迴。今次美國同其他西方國家的

反應，同對待香港的暴亂大相逕庭，公開“譴

責”美國示威者的暴力，而香港“泛民”更集

體失聲，赤裸裸地暴露了這些西方國家的雙重

標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大批特朗普支持者闖入國會大樓，有如香港修例風波期間黑衣暴徒衝擊
立法會翻版。圖為2019年暴徒衝擊立法會大樓。 資料圖片

闖美國會就譴責 衝港立會卻點讚

■■香港警方極之克香港警方極之克
制制，，面對衝擊立法會面對衝擊立法會
的暴徒時並無使用真的暴徒時並無使用真
槍實彈槍實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特粉”用鐵梯衝擊國會大樓。 路透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煽動支持者入
侵國會，不少歐美傳媒報道事件
時，很快就將之定性為“暴亂”，
並將特朗普支持者稱為“暴民”、
“暴徒”，並紛紛譴責他們使用
“暴力”，多個歐美國家領導人亦
批評特朗普支持者的暴力行徑，形
容令人不安和震驚。歐美傳媒和領
導人在面對美國這次事件的反應，
與他們在過去兩年，不斷將香港黑
暴分子稱為“示威者”、暴力衝擊
稱為“和平示威”的立場，明顯表
現出“雙重標準”。

美國傳媒在今次事件中，對參
與者的稱呼用字變化非常明顯，以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的網上
文字直播為例，事發之初報道仍然
稱呼他們為“親特朗普示威者”，
但隨着“示威者”闖入國會大樓
內，CNN記者開始將他們的行為稱
作“叛亂”，其後更改稱“示威
者”為“親特朗普暴徒”，並不斷
重點報道他們在國會山莊內搗亂、
破壞公物的行為。

特寫美暴力 無視港衝擊
親民主黨的《紐約時報》及

《華盛頓郵報》，以至英國《衛
報》，都同時將特朗普支持者稱作
“暴民”，其中《華郵》網站首頁
便一直重複播着暴徒打破國會窗戶
闖入的一幕。一些媒體則更直接，
《外交政策》、《大西洋月刊》等
將事件定性為“政變”，最新一期
《時代》周刊封面更以國會警察用
槍指着特朗普支持者的配圖寫道：
“民主正受攻擊”，一些評論文章
甚至把特朗普支持者稱為“國內恐
怖分子”、“極端分子”。

2019年6月香港發生修例風波

後，暴徒們肆意破壞衝擊香港立法
會大樓，與這次發生在美國國會的
一幕非常相似，但當時美國傳媒一
直堅持將香港的暴徒稱作“示威
者”，聲稱他們在“捍衛民主”，
對於暴力衝擊行為視若無睹。

曾無理抹黑 今親歷險境
“雙重標準”的情況在美國政

客身上尤甚。今次事件中辦公室被
大肆破壞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當
時曾經將香港的暴動稱作“一道美
麗的風景線”，但當同樣事件發生
在她身上時，佩洛西卻嚴詞譴責特
朗普的支持者，形容美國國會發生
的事件是“對民主制度的可恥攻
擊”。曾經抹黑香港警察“警暴”
的她，在國會被闖入後亦率先要求
派國民警衛軍清場。
多次隔空為黑暴吶喊助威的反

華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本身也在
過去兩個月不斷炒作陰謀論，煽動
特朗普支持者，但當自己身處的國
會被暴徒闖入，需要落荒而逃時，
克魯茲卻開始大呼“暴力，不管來
自左翼還是右翼，總是錯誤的”；
至於曾經無理抹黑香港警察“使用
暴力鎮壓示威者”的共和黨參議員
魯比奧，則在一名特朗普支持者被
警員槍擊後，向特朗普喊話稱：
“執法人員正在受到攻擊”，敦促
對方派出更多資源“協助警察，幫
助恢復秩序”。
不少非西方國家的評論一針見

血，俄羅斯駐聯合國第一副代表波
利揚斯基便說：“為什麼你們會把
美國國會的風暴稱之為‘國內恐怖
主義’，卻把2014年在基輔發生的
非常相似的、甚至更血腥的事件稱
為‘革命’？”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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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已在歐美等多個國家開始供民眾接種，被視為全球戰勝新冠疫情的重

要一步，不過有關新冠疫苗的謠言及陰謀論亦隨之開始在網絡上廣為流傳，包括懷疑疫

苗背後是政府或富商監控社會的工具，或質疑新冠疫苗研發速度太快、並不安全等。疫苗

謠言恐拖慢各國抗疫步伐，造成更多人染疫，甚至死亡，影響可謂“致命性”，以下便會就最

常見的疫苗謠言作澄清及解釋。

新冠疫苗內含有墮胎胎兒的肺部組織。

facebook上曾經流傳一段藥廠阿斯利
康與牛津大學聯手研發疫苗的影片，被指
為“疫苗使用胎兒細胞”的證據，但影片
中僅僅探討疫苗進入人體細胞後的反應，

而研發疫苗的其中一個步驟是使用實驗室內
生長的細胞，上傳影片人士的解釋並不正
確。牛津大學的疫苗研發人員指出，團隊使
用的是複製細胞、而非墮胎胎兒細胞；在生
產疫苗的最後階段，所有細胞痕跡亦會在淨
化過程中被移除。

謠
言
︰

事
實
︰

疫苗來自胎兒細胞？

港府採購疫苗時，有“政治因素”影響採購決定。

香港政府採購及批准緊急使用疫苗，必定基於科學
實據，符合嚴謹程序，確保疫苗安全有效。疫苗必須
通過第三期臨床實驗，獲得香港以外的藥物規管機
構，或世界衞生組織核准使用，及獲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根據相關規例、批准新冠疫苗在香港緊急使用；政府
在批准前，亦須聽取顧問專家委員會對疫苗安全性、效能
及質素方面的意見。

港府同時需要訂立機制，監察民眾打針後會否出現不
良反應，並持續觀察先進國家和地區的藥物監管部門，及
參考世衞對疫苗的最新安全及成效評估，如認為打針的風
險高於效益，衞生署便會採取適切的跟進行動。

謠
言
︰

事
實
︰

香港採購疫苗及審批涉政治因素？

內地生產疫苗不安全、不可靠，“無助病毒清
零”；科興生物早前在巴西進行疫苗測試時，曾有志

願者死亡，因此內地疫苗不安全。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指出，市民
不應將疫苗數據及接種安排“政治化”，應以科學角
度考慮是否接種疫苗，他表示對國產科興疫苗有信
心，指內地的滅活疫苗研發技術是全球領先；香港中大
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亦指，科興疫苗採用的
滅活技術已經在流感疫苗應用多年，已經相當成熟，呼籲
市民放心接種。

全球多國已經訂購中國疫苗，或已經批准中國疫苗上
市及接種，包括阿聯酋、埃及、印尼、巴西及墨西哥。匈
牙利也因為等不及歐盟的疫苗分配，宣布自行研究採用中
國疫苗。

至於科興疫苗在巴西進行測試時，曾有志願者死
亡，後來已證實死者是死於自殺，與疫苗測試無關。

內地疫苗不安全？

輝瑞及Moderna（莫德納）疫苗使用新的信使核糖核酸
（mRNA）技術，會改變人體的脫氧核糖核酸（DNA），而

且mRNA技術此前從未經測試或批准。

疫苗採用的mRNA技術，具體是指疫苗中只會帶有新冠病
毒的遺傳基因訊息。mRNA疫苗的原理是指導人體細胞，製
造出正確的蛋白質，來引發免疫反應，日後真正的病毒進入人
體後，人便不會被病毒感染。
RNA和DNA的化學結構並不相同，因此不可能互相整合，

無法進入細胞核、或影響人體的DNA等；mRNA本身的化學性
質亦非常不穩定，進入細胞後很快便會降解。此外，學界對
mRNA技術的研究已進行數年，mRNA新冠疫苗亦已在全世界
數萬人身上進行過臨床實驗，通過安全審批程序。

謠
言
︰

事
實
︰

疫苗改變人體基因疫苗改變人體基因？？

■■比利時醫院處理失效疫苗樣本比利時醫院處理失效疫苗樣本。。

直接感染病毒後免疫力更高？

■■德國向接種人士派針卡德國向接種人士派針卡。。

陰謀論者聲稱新冠疫情僅僅是掩護，真正目的是在人類體
內植入可進行追蹤的微晶片，幕後主使便是微軟創辦人蓋茨。

蓋茨在去年3月一次訪問中曾經提到，可以利用一種數碼證
書，來記錄不同人士是否曾經感染新冠後康復、是否曾經接受
檢測、是否曾打針等，訪問中他雖然沒有談及微晶片，類此謠
言卻從此滿天飛。現實疫苗並不含有微晶片，沒有證據顯示蓋
茨正進行同類計劃，代表蓋茨的蓋茨夫婦基金會亦已發表聲
明，指出說法不實。

謠
言
︰

事
實
︰

借疫苗植入人體微晶片？

■■蓋茨蓋茨

人類花數十年時間以至近百年時間研究，仍未成功研發出
愛滋病毒（HIV）、癌症或普通感冒的疫苗，新冠疫苗卻在短
短一年時間內已可正式供民眾接種，時間過快、安全性成疑。

上述3種疾病的性質都與新冠病毒有分別。其中HIV的變異
速度極快，入侵人類免疫系統的方式獨特，一般疫苗都是複製
康復患者的免疫反應、來為其他人提供免疫力，至今醫學界卻
仍然未發現過有人感染HIV後、體內產生免疫反應來擊退病
毒；因此mRNA技術實際亦是研發HIV疫苗的新希望。

人類患上癌症並非只有單一原因，基因、環境、身體特質
等，都與患癌風險有關；部分癌症的確與病毒有關，如人類乳頭
瘤病毒（HPV）及乙型肝炎病毒等，現時已經有疫苗來減低患上
相關癌症風險。由於引起感冒的病毒多達200種，是科學家研製疫
苗的最大難題。

新冠疫苗的研發速度的確非常快，原因主要在於新冠疫情對
全球經濟所構成的影響，遠較HIV、癌症及感冒等來得嚴重，使
政府、藥廠、投資者等願意投放更多資源，確保盡快有疫苗可
用，歐美政府亦為此放寬相關法律，讓疫苗盡快獲通過審查、正
式供民眾使用。

新冠疫苗研發過快？

事
實
︰

謠
言
︰

事
實
︰

謠
言
︰

新冠肺炎治癒率達99.97%，接種疫苗
又會產生副作用，直接感染新冠病毒後所

獲得的免疫力，較接種疫苗更高亦更安全。

治癒率99.97%的數字並不正確，現時
每1萬名感染中、有100人會死亡，亦即存
活率是99%。99%存活率數據亦未考慮感
染者的年齡因素，患者年齡愈高、死亡率便
愈高；即使患者存活後，新冠病毒亦可能對健
康構成長期影響，醫學界目前仍未確切了解感
染新冠後的長遠後果。疫苗的確與其他藥物一
樣、有機會引起副作用，不過症狀通常輕微、
持續時間短，例如是手臂疼痛及低燒等；更嚴
重的副作用並非不可能出現，但極為罕見。

對整體社會而言，愈多人感染新冠病毒、
便需佔用愈多醫療資源，其他疾病患者或傷
者便會因而受影響。據推算，疫苗每年可
挽救約200萬至300萬人性命，英國倫敦
衞生與熱帶醫學院的史密斯教授指出，
接種疫苗與否並不只關乎個人健康，而
是關乎整個社會是否可受保護。

謠
言
︰

事
實
︰

■■主理新冠疫苗的牛主理新冠疫苗的牛
津大學教授在英格蘭津大學教授在英格蘭
接種疫苗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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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近些年在先进防空反导武器方面的发展

可谓是硕果颇丰，而新锐的"山毛榉-M3"防空导弹

武器系统更是当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产品。如今，俄

罗斯方面发布消息称，由其研制的"山毛榉-M3"防

空导弹武器系统已经在位于西伯利亚的阿尔泰边疆

区开始战斗值班任务，那此次任务的开展与实施，

也是"山毛榉-M3"防空导弹武器系统首次在俄罗斯

中部军区进行实际的作战部署。

从前苏联时期开始研制生产的"山毛榉"系列防

空导弹武器系统是一种陆基中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其发展至今呢，已历经了多个型号的演变和进化

。同时，由于"山毛榉"系列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被出

口到了多个国家的军队里，因此，其也前后经历了

多次实战的检验，并取得了许多的战果记录。而眼

下的"山毛榉-M3"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则是该系列中

的最新产品，与此前版本的"山毛榉"系列防空导弹

武器系统相比，应用了多种新技术的"山毛榉-M3"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在总体作战能力上可谓是更上一

层楼了。

那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俄罗斯"山毛

榉-M3"防空导弹武器系统配备的新一代

9M317M3防空导弹的体积更小，从而使得

单台导弹发射车的携弹量从前几代"山毛榉

"系列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4枚提高到了6

枚，特别是当中未配备雷达的发射车更是

能将携弹量一举提升到12枚的水平，由此

使得"山毛榉-M3"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持续

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其次，对于

9M317M3防空导弹而言，虽然其体积缩小

了，但得益于如今俄罗斯防空导弹技术的

增强，其射程和射高指标反而是提高了不

少，它的最大射程和射高分别能达到70公

里和35公里，同时，导弹本身的命中精度

和抗干扰能力也增强了，且在射程范围内能拦截包

括近程战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各类飞机等在

内的多种空中目标，此外，由于9M317M3防空导

弹使用了储运一体发射筒，而非以往"山毛榉"系列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配备的防空导弹那样是一种"裸

奔"状态，因此，其在行军阶段的安全性也有了很

大的提升。

而在如今批量装备了"山毛榉-M3"防空导弹武

器系统后，俄军自身的陆上中程防空反导能力也就

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由于"山毛榉-M3"防空导

弹武器系统的全套分系统都采用了越野能力极强的

履带底盘，因此，也能极大的保证未来俄军战时的

野战防空能力。当然，拥有众多优秀性能的"山毛

榉-M3"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并非没有弱点，其中一个

最主要的弊端就是"山毛榉-M3"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仍然使用传统的倾斜发射方式来发射配套的

9M317M3防空导弹，而非时髦的导弹垂直发射方式

，如此一来呢，并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其自身全向

攻击来袭空中目标能力的发挥。

不过，毕竟改变导弹发射方式需要耗费更大的

研制和生产经费，因此，对于如今军费本就不足的

俄罗斯，当下的"山毛榉-M3"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其

实也足够其使用了。而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

原则呢，对于其他也有着较强陆上防空反导需求特

别是野战防空反导需求的国家而言，俄罗斯"山毛

榉-M3"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也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特别是在"山毛榉-M3"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自身使

用履带式车辆底盘的这一特点，那更是可以成为其

他国家未来研制同类型装备的一种不错的参考模板

，毕竟，从野战防空这个层面出发，越野性能较强

的履带式车辆底盘仍然是有较大优势的。

俄军新型防空导弹
实战部署西伯利亚

经过几年的试验与评估，美军开始向其陆军

派发蜂鸟口袋无人机，以加强其地面部队，尤其

是步兵小队的战场情报收集和态势感知能力。比

如，步兵小队会先放飞蜂鸟无人机在其前面探路

，从空中探明是否有敌人埋伏，以免将队伍置于

危险之中。

2019年1月9日，陆军已经向部队派发了先期

60套蜂鸟无人机系统。接下来的几年，承包商还

要交付几千套该设备。

蜂鸟无人机几乎是世界同类型无人机中最小

的，它能被放在士兵的口袋中。最新型的蜂鸟无

人机，又称个人侦察系统（PRS），不到十分之一

磅重（1磅=453克），不到七英寸长（1英寸=2.54

厘米）。完整的蜂鸟组件包括两个套座，能够接

插两个无人机。当不使用的时候，可以放在里面

避免破坏。里面还有一个平板电脑和遥控器。所

有这些加上一些小零件以及使用手册都装在一个

有泡沫内衬的加固箱子里。但仅战场上操作蜂鸟

的基本部件就能轻松装入一名士兵的背囊中。

得益于它的轻巧和迷你，被称为士兵随身传

感器的蜂鸟能在战场上发挥令人印象深刻的作用

。每个蜂鸟无人机装有两部日间照相机，以及一

个热成像仪。它们都能拍摄静态图像用于进一步

的分析。

夜间行动时，无人机能将光电探头和热成像

仪采集到的信息转化成高精度图像，来帮助操作

员更容易分辨平民中还是敌对目标，或是在黑暗

中分析要侦察的对象。

蜂鸟无人机的滞空时间可达25分钟，最大航程

1.24英里（1英里=1.6公里），它可以飞到己方位置

前面去探明威胁或其他相关目标。

蜂鸟还非常安静，无论是白天还

是黑夜，都不容易暴露其位置。

蜂鸟拥有一个视距内数据链，同

时还配备GPS 超视距导航功能。操

作员既能通过平板电脑显示器观察无

人机摄像头反馈的画面来遥控其行动

。同时，无人机还能事先编程然后根据输入的方

位回到主人那里。

它还能在受到电磁干扰或数据链被黑的时候

，自行飞回操作员的方向。当GPS失灵或在室内信

号不好的时候，蜂鸟该可以根据摄像机拍摄的图

像来依靠计算机算法来分析自己的位置，避开障

碍物，生成飞行路线。

这在敌人电磁干扰能力越来越强，以及美军

将来可能在高楼林立的敌方城市中作战时是很有

用的。

蜂鸟无人机能帮助步兵很好地知道自己和敌人

的位置，避免被埋伏和路边炸弹的攻击，发现躲在

楼顶或墙另一面的敌人。它还能帮助小分队更好地

知道己方发射的炮弹或呼叫的空中支援的打击效果

，以便知道是否需要再次发射或打到哪里。

由此可见，蜂鸟无人机的服役将对美军步兵

分队作战能力的提升起到倍增器的作用。

蜂鸟无人机，美国步兵的新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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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莊半封城人車禁離市
本輪疫情感染者破200人 全市採樣完成逾六成

香港文

匯 報 訊 綜

合記者顧大

鵬 、 中 新

社、澎湃新聞及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短短幾日，

河北石家莊的感染病例就突破了200例。河北省石

家莊市副市長孟祥紅7日在新冠疫情防控新聞發布

會上宣布，石家莊市正在進行全員核酸檢測，全市

所有車輛及人員均不出市。石家莊常住人口1,000

萬餘，目前已經完成逾610萬核酸採樣，241萬份

已完成檢測。根據通報，1月2日至6日24時，石家

莊市累計報告確診病例83例，無症狀感染者148

例。

��(���

孟祥紅介紹，石家莊市正在進行全員核酸
檢測，全市所有車輛及人員均不出市，

高風險地區人員均不離開本區域，中風險地區
人員嚴格管理，同時減少管控範圍內的人員流
動。因保障疫情防控、城市運行、生產生活、
防疫物資運輸等原因必須進出市域的車輛，發
放通行證進出。

騰空第五醫院收治患者
目前，石家莊市第五醫院已全部騰空，全

力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另外，河北省胸科醫
院、石家莊市人民醫院、石家莊市三院也將作
為後備醫院。

河北省應急管理廳緊急向石家莊市下撥疫
情防控救災物資5,000件、總價值約238萬元人
民幣，幫助解決禦寒取暖問題。

據通報，1月2日至6日24時，石家莊市
累計報告確診病例83例，無症狀感染者148
例，均在定點醫院集中救治，所有患者病情平
穩。1月6日起，石家莊對全市所有社區、農
村實行閉環管控，並在全市範圍內啟動全員核
酸檢測。

發現首例患者的石家莊市城區已全部完
成核酸檢測，增村鎮全部完成了二次核酸檢
測，啟動第三次核酸檢測。在全市全員核酸檢
測中，截至7日12時，累計核酸採樣610萬
9,685人，完成檢測241萬6,695人，新增陽性
11例。

專家促增村鎮預警監管
與此前幾天的確診情況相近，石家莊市1月

6日確診的病例主要集中在城區增村鎮下轄幾
個村莊，僅有5例患者常住地在增村鎮之外。在
50例確診病例中，47例患者常住地在農村地
區，僅3例患者為城區居民。

截至1月6日24時，本輪石家莊疫情確診的
83例新冠肺炎病例中，共有22名患者在確診前曾
在村鎮社區診所就診，部分患者出現了發熱、咳
嗽、咽痛、乏力、鼻塞、流涕等症狀。

在石家莊1月6日的確診病例中，有12例
就在確診前曾於村鎮診所就醫看病。如南橋寨
村一名66歲患者，於2021年1月1日出現發熱
症狀，由兒子駕車到增村鎮城元村診所就診；
劉家佐村一名54歲患者，於2020年12月28日

出現發熱症狀後，於2021年1月2日、3日到
小果莊村門診進行輸液治療。

由於農村診所、鄉鎮衞生院缺乏核酸檢測
能力，農村疫情防控存在短板。農村地區應如
何提高診斷識別能力，做好常態化防控？

中國國家衞健委疾病預防控制諮詢委員會
專家吳浩表示，農村要發揮基層鄉鎮衞生院、
村衞生室、個體診所的哨點作用，發揮監測排
查作用，發現問題要及時上報。要做到這一
點，首先要規範診療行為；還要告訴老百姓要
及時就醫。

“這次河北疫情也出現有患者自行到藥房
購藥問題，提示我們要加強診所和藥店的監
管，做好信息共享，起到預警和監測作用。”
吳浩說道。

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河北疫情防控現
場通過視頻連線參加會議時指出，中央領導同
志和國家衞生健康委黨組高度重視河北新冠肺
炎疫情，要深刻認識近期國內出現多點散發及
局部聚集性疫情的嚴峻形勢，及時開展研判，
堅決完成好當前冬春季，特別是春節前後疫情
防控的艱巨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珈琳瀋陽報道）遼
寧瀋陽自2020年12月23日新增一例境外輸入確
診病例以來，至今已發生“1傳29”的聚集性傳
播。12月31日，首輪全員核酸檢測啟幕，隨後
2021年1月4日又分批次啟動了第二輪全員檢
測。數九寒冬連續“作戰”，涉及人口超過730
餘萬人，全員檢測如何高效有序完成？一套由遼
寧省自主研發的“遼寧省全場景疫情病原體檢測
信息化系統”為這項工作按下快進鍵。

3天完成500餘萬人採樣
搭載在“標本採集”手機App上，檢測系統

讓市民檢測不再“大排長龍”，採樣的平均時耗
縮短了至少50%，節省三分之一人力。與首輪檢
測相比，三天時間的檢測人數從300餘萬人提高
到500餘萬人。

1月6日下午，瀋陽的室外溫度只得零下20
度。在位於瀋陽市和平區的第二輪核酸檢測點八
卦街和202社區核酸檢測點，近2萬人的核酸檢
測採樣工作正有序推進。在檢測點的信息登記台
前，一名身着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正在使用“標本
採集”App錄入被採樣者的身份信息，使用軟件
的掃碼功能對準居民身份證正面，經過幾秒鐘的
檢索，信息錄入完畢，被採樣者就可以進入咽拭
子標本採集環節，整個採樣過程用時不足5分
鐘。

縮短寒冬中等待時間
“第一輪核酸檢測，我們的個人信息是由居

民填寫在紙質版的信息欄裏，再由工作人員謄寫
在資料冊裏。信息錄入最初成為耗時最多的一個
環節。第二輪，我們就採用了‘標本採集’
App，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八卦街社區黨委
書記李芳芳表示，這一軟件不僅實現全程可追溯
的檢測流程，更重要的是，大大縮短了寒冬中採
樣市民的等待時間。與首輪全員檢測相比，完成
時間能至少提前一天。

系統實現了身份信息錄入和查詢、標本轉運
和接收、樣本檢測等全流程信息化，全面提升了
核酸篩查檢測工作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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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檢測點核酸檢測點
工作人員使用工作人員使用
AppApp 進行信息進行信息
錄入錄入。。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于珈琳記者于珈琳攝攝

■醫護人員7日在“核酸採樣流動車”內為石家莊市民進行核酸採樣。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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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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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最後瘋狂 死咬中企龍頭
擬禁國民投資阿里騰訊 投資者或轉投港股

任期只剩十多天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陷入

“最後的瘋狂”，不單紐交所再推翻撤回三大中

資電訊股ADR需除牌的決定，美媒亦稱美國正考

慮禁止國民投資阿里巴巴及騰訊。一再打壓之

下，投資者無辜成犧牲品，相關股份股價受挫。

不過，市場人士指出，市場對此已有心理準備，

雖然實際落實時會對有關股份有一定影響，但同

時也會影響到美國的投資者，或使投資者轉至港

股市場買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莊程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對於美國考
慮將阿里巴巴和騰訊列入投資限制黑名單的報道，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7日主持例行記者會時回應稱，
“美方的行為是在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問題
上赤裸裸的雙重標準，非常虛偽”。她強調，中方將採
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堅決
支持中國企業依法維護自身的權益。

當被問及紐交所繼續推進對三家中國大型電信企業
摘牌的決定的問題時，華春瑩說“關於這類問題，其實
我近日已經多次闡明了中方的立場。你提到的情況再次
表明，美方是如何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將經貿問題政治
化和意識形態化，濫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中國企
業。”

她表示，美國的做法違反國際經貿規則，背離公平
競爭原則，破壞正常市場秩序，損害中國企業合法權
益，傷害包括美國用戶在內的廣大消費者利益，必將削
弱全球投資者對美國營商環境的信心，最終受損害的是

美國自己的國家利益、國家信譽和國家形象。
另外，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美國政府擬對中國

8款APP相關企業施加交易禁令一事發表談話指出，美
方針對這8款應用程序採取限制措施，不利於疫情防
控，不利於經濟復甦，是不明智的。中方堅決反對美方
的錯誤行為，敦促美方停止對中國應用程序的無理打
壓，停止限制中國產品和服務在美國的正常使用。

“這一做法背離公平競爭原則，違反國際經貿規
則，破壞正常的市場秩序，損害中國企業合法權益，也
傷害了包括美國用戶在內的廣大消費者利益，將削弱全
球投資者對美國營商環境的信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
指出，美方行政令涉及的8款應用程序，受到市場和消
費者的廣泛歡迎。

疫情期間，這些應用程序為人們提供非接觸式支付
選擇，便利人們相互交流，提高居家辦公效率，降低社
會經濟成本。美方針對這8款應用程序採取限制措施，
不利於疫情防控，不利於經濟復甦，是不明智的。“

中國外交部商務部強調 堅決維護中企利益

■■ 假如美國實行假如美國實行
投資禁令投資禁令，，阿里阿里
巴巴所受影響料巴巴所受影響料
大過騰訊大過騰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方有官員考慮在
中國證券投資禁令的名單中增列騰訊

及阿里，這措施對美國金融市場的影響尚
未明，又指相關部門仍在研議。騰訊與阿
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兩大上市公司，合計
市值逾10萬億港元，美國眾多基金與投資
者，都直接或間接持有兩股。特朗普政府
此舉旨在讓美國投資者盡沽手上的中資
股，一旦成事，對騰訊及阿里的股份或有
較大影響。騰訊股價7日挫4.7%報568.5
元（港元，下同），阿里亦挫3.9%報221
元。特朗普還有十多天便卸任，在離任前
搞出多個“大動作”，在華府內其實有不
少反對聲音。華爾街日報亦指，美方官員
為中國證券投資禁令的涵蓋範圍爆發過激
烈爭執。

勢加快中資股回流上市
招銀國際研究部策略師蘇沛豐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自去年美國總統特
朗普簽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國國民或企業
投資31間被指與軍方有聯繫的中國公司
後，市場已有心理準備，不會太驚訝，但
當實際落實時對股價仍有一定負面影響。
至於阿里及騰訊或加入投資黑名單，他認
為中資科網股股價近日已回調不少，該消
息只是“再踩一腳”。加上很多美國基金
持有中國股票的比重偏低，即使有關措施
落實，預計對有關股份股價的影響只在
10%內。上述措施也會加快中資股回歸香
港上市的趨勢，對港交所反而有利。

富邦銀行（香港）第一副總裁兼投資
策略及研究部主管潘國光也認為，如果有
關消息屬實，相信美國投資者會因買不到
相關股票而不太開心，並有機會轉至港股
市場買賣，因此反而對港交所有利。商台
也引述資深證券業人士陳俊文稱，現時特
朗普的任期只剩餘一個多星期，拜登上場
後或放寬一些過分極端的措施、或暫緩執
行。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則認
為，目前不能抹殺任何可能性，尤其是美
國總統權力甚大，最終落實方案的機會不
能說太低。而特朗普在正式離任前都會繼
續“亂搞”，預計不少情況或會如紐交所
般，在幾度出爾反爾下最終仍選擇將三家
中資電訊股除牌。若美國最終禁止美國人
投資阿里及騰訊，會令市場的政策風險進
一步不明朗，現階段“ATM”股份應該
“避得就避”。

港股市底強 影響僅短暫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特朗

普輸掉總統後不斷出招向中國報復，做法
的確損害了美國及香港投資者的利益，但
股民亦理應對此有所預期，而且有關名單
會否包括騰訊及阿里，目前仍是未知數。
事實上，市場反應還算冷靜，兩股跌幅大
約為4%。他指出，港股市底仍強，成交
暢旺，該兩股未必會因此事而跌太多。並
強調，只要騰訊及阿里有投資價值，不愁
吸引不到資金青睞，其他如歐洲及中東的
資金，其實對該兩股的興趣一直都很高。

受特朗普政府“攪局”影響，港股終
止“六連升”走勢，恒指曾挫260點，但
市場氣氛很快回穩，友邦及滙控為首的金
融股逆市力撐為大市帶來支持。恒指全日
跌143點，收報27,548點，大市交投增至
2,282億元。

在美國財長出手施壓下，紐交所再次
“彈弓手”，宣布再重啟對三大中資電訊
股ADR的除牌停市，標普道瓊斯指數隨即
宣布將在1月11日開盤前從指數中剔除相
關ADR。三大電信股中以聯通股價最傷，
全日急插11.4%，是表現最差藍籌；中移
動亦挫7.2%，中電信跌9.4%，齊以最低
位報收。不過，資深投資銀行家、中國人
民大學講座教授溫天納認為，A 股及港股
現時已具有國際規模，即使ADR 除牌影
響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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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已故作家鍾肇政之子鍾延威，昨在臉書發文控訴
真理大學，去年底無預警將位於麻豆校區內台灣文學資料館換鎖
封館，導致前館長張良澤無法入內，甚至被校長斥為 「連學校職
員都不是」，文章在臉書等社群被轉傳議論，網友更是氣炸。

鍾延威臉書發文，指真理大學麻豆校區的台灣文學資料館，
去年底遭台北校方無預警換鎖封館。一手創辦這個館，二十年來
委身館內孜孜矻矻蒐集、整理、研究台灣文學史料已高齡82歲
的榮譽館長張良澤教授，不但被拒於門外，還被校長陳奇銘斥為
「連學校職員都不是！」他要求校長說明此事並道歉，發文一出

不僅引來網友關注，亦有文學界人士聲援。
鍾延威表示，1997年真理大學創立台灣第一個台灣文學系，

由張良澤出任首任系主任。同年3月，台灣文學資料館於淡水校

區成立；2001年9月，文學資料館移往麻豆校區，並於2009年由
張良澤出任名譽館長，從此張良澤幾乎以館為家，以義工自居，
埋首於台灣文學相關文獻與史料的蒐集、整理與研究，終身守候
資料館。

張良澤早於1961年就讀成大時，因訪問鍾理和遺孀並開始
整理鍾理和遺稿，一頭栽進台灣文學史料的蒐集，其後留學日本
期間，及返國於成大任教，後又因白色恐怖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
而流亡日本14年期間，他都全心全力投入蒐集、挖掘台灣文學
史料，蕩盡積蓄，在這條艱困的道路如苦行僧般踽踽獨行，歷時
半世紀而不曾後悔。先父鍾肇政便曾不止一次讚譽良澤教授是台
灣文學史料收藏第一人，對建構台灣文學的功勞無人能出其右。

良澤教授在擔任台灣文學資料館名譽館長後，把自己的收藏

也搬到館內，很多作家及作家後代也因信任良澤教授而將先人手
稿寄存於館內，使得館藏益豐，成為台灣各大學台文系所學生心
目中的聖地。

但這樣的 「聖地」，卻要被校方 「沒收」；這樣對台灣文學
有重大貢獻的苦行僧卻要被校方掃地出門， 「連學校職員都不是
」，學校這種作法不是野蠻，什麼才叫野蠻！

鍾延威發文一出被網友轉傳分享到各社群，引起網友熱議。
網友為張良澤教授感到不值不捨外，有網友則表示這是 「把文學
史料捐給學店的下場」，有人建議 「去國立的比較不會亂來，也
比較有老師教授的尊嚴」。

（中央社）台中北屯區富王鴨肉店，日前
因小老闆與一名女熊貓外送員起口角，鬧得滿
城風雨，神隱6日後，於今10時開記者會現身
道歉，表示對女外送員致上最深的歉意，12度
鞠躬，甚至一度說到哽咽，望外界再給予一次
機會。

小老闆神隱6日後，先是對媒體朋友們深
深一鞠躬，收起事發當日的囂張的態度，並表
示自己是店家負責人，對女外送員造成的風波
「深感抱歉」，並鞠躬致上最深的歉意，這件

事情對社會大眾造成這麼大的風波，做了錯誤
的示範，希望外界給予機會。

事件延燒至今，媒體問及為何神隱6日才
道歉，小老闆則未正面回應，表示 「這幾日壓
力真的很大，並會深深檢討沉思重新出發。」
另外，臉書有不少反串粉專，媒體又再度詢問
「有沒有哪一個是你的聲音？」小老闆一度哽

咽回應，網路的粉專都不是他的本意，並否認
刪除Google相關評論， 「自己也沒有那個能力
」，並再度鞠躬，希望能夠獲得女外送員的諒
解。

至於跟女熊貓外送員是否有和解，小老闆
表示 「有向她道歉，希望她能原諒」。由於，
小老闆對於媒體詢問相關問題，也都迴避不答
，只說 「一切會交由司法處理」，又再度鞠躬
致歉，整場記者會鞠躬12次，令在場記者、媒
體相當氣憤。

小老闆也透露，學做鴨肉有 2 至 3 年的時
間， 「富王鴨肉店」開店至今只有1年，是與
朋友合資，並非家族事業。

而現場一名穿著西裝疑似為律師的男子，
在一旁提醒他相關細節，看記者問得都差不多
後，便將小老闆帶離現場，記者會只短短15分
鐘就落幕結束。

我錯了！富王鴨肉小老闆現身
15分鐘 12度鞠躬哽咽道歉

最美區間車春節上路無望！
疫情阻歐洲技師來台台鐵：煞車測試沒過關

（中央社）台鐵 「史上最美區間車」EMU900型通勤電聯車
交車抵台後，正如火如荼試車，原訂春節投入營運，不過近來試
車發現剎車參數設定與其他車操作模式不同，易造成司機員困擾
，若有司機員不熟悉，停靠站時恐超過月台範圍，因此要求煞車
參數設定調整與各電聯車操作模式一致；未料，國外疫情嚴重，
德國技師遲遲來不了台灣，900型今年春節上路無望。台鐵證實
，900型通勤電聯車確實無法於春節上路，估可能延至3月中，
將嚴格把關要求性能優化才能通過試車。

台鐵2列20輛 「史上最美區間車」EMU900型通勤電聯車10
月24日抵台後，11月3日展開試車，原定希望2月6日首航，趕
春節投入營運，未料近來卻傳出試車 「卡關」。

據悉，台鐵進行 900 型通勤電聯車煞車參數測試時，發現
「最美區間車」減速煞車設定與其他電聯車不同，以 700 型和

800型通勤電聯車為例，減速操作有7段，操作至B2段時就可以
感覺到韌力，900型電聯車則要操作至B5段才會感覺到韌力，若
有駕駛依照其他車種舊習慣操作，進站時僅先打到B2，一旦進
月台可能會來不及煞停而超過月台，加上考量電聯車若各有不同
操作方式，也易造成司機員負擔，因此台鐵堅持應校調煞車參數
與其他電聯車一致，減少司機員困擾。

由於台鐵要求調整煞車參數設定，該車款韌機須由德國專業
技師來台協助教調和測試，未料受到國外疫情失控影響，德國技
師無法來台，讓煞車參數調整測試 「卡關」，即便其他像測試仍
持續進行，但德國技師來不了台灣，已讓最美區間車確定來不及
春節上路。據悉，台鐵保守評估可能至少要延到3月中旬才能上
路營運，但仍要視國外疫情情況而定，有台鐵官員無奈表示：
「這已不是操之在台鐵，但即使上路時程會影響，參數不調不行

，每一項都要採高標測試，絕不隨便放水。」
對此，台鐵副局長馮輝昇表示，900型通勤電聯車試車符合

規範，但減速率參數跟700型、800型電聯車曲線有差異，司機
員希望操作模式可以一致，考量最適化和操作一致性，台鐵因此
要求調整，但國外廠商技師無法過來調整測試，主要是受疫情和
耶誕節新年假期影響，春節加入營運規劃確實會順延，但台鐵堅
持要嚴格把關，將性能最優化，一定會確保車輛品質及安全。

台鐵表示，EMU900型通勤電聯車抵台後，為確保新購車輛
品質與營運安全，試車小組會同立約商韓商現代樂鐵公司及第三
方獨立認證與驗證(IV＆V)公司台灣德國萊茵技術監護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等相關單位，密集進行各項交車測試，截至今(2021)年
1月7日止，EMU901樣車編組，累計試運轉43天，試運轉成功

37天；EMU902樣車編組，累計試運轉42天，試運轉成功41天
；其中EMU901樣車編組更在1月4、5、6日三天在各車上裝載
沙袋，模擬車上載滿旅客的狀況，近日即將展開重載時各項試運
轉測試。

台鐵強調，為確認EMU900型通勤電聯車的各項性能均符合
合約要求，相關單位仍就各項試車結果進行分析，並要求立約商
依試車結果進行各項參數調整與優化，其中有關減速率參數為達
到系統最適化及各型電聯車操作模式一致性，受限於國外原廠專
業技師因適逢歐洲耶誕節及新年假期，及新冠肺炎疫情未見減緩
，無法立即來台灣執行參數調整與車輛性能優化，原預定春節加
入營運之規畫將順延，台鐵局將嚴格把關，待相關性能優化完畢
，並取得第三方獨立認證與驗證公司(IV＆V)驗證合格文件後，
再正式投入營運。

除已交車進行試車的2列900型通勤電聯車外，今(2021)年預
定再交車10列共100輛，明(2022)年交車12列共120輛，至2023
年就可達到採購總額52列共520輛全數交車，同時新型城際列車
(EMU3000型)預定今年在6月開始交車，台鐵表示，後續會規畫
逐年汰換舊車，提供旅客優質的乘車品質。

真理大學台文館換鎖封館
擋八旬國寶級教授！文史界怒轟：野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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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霧峰有豐富的文化底蘊及農業
休閒生態之美，擁有建築、音樂、民主、藝術
、文創、清酒等各式台灣第一，交通部觀光局
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推動中彰區域觀光聯盟
計畫，串連整合霧峰周邊地區觀光產業發展，
啟動假日觀光巴士，於8日舉行 「迴遊阿罩霧」
記者會；宣布將自1月16日展開免費試營運，2
月14日大年初三起正式上路，週六日與國定連
續假日行駛，同時推出5款優惠電子套票及8種
特色遊程。

交通部長林佳龍特別搭乘首發車體驗觀光
巴士的便利，遊訪霧峰林家花園與霧峰農會酒
莊；台灣觀光代言人喔熊組長特別與巡迴巴士
聯名，可愛的車身在今天也正式亮相。

交通部長林佳龍說，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
人，在國際疫情嚴重的當下，台灣因為 「超前
部署」做好防疫，才能保有目前的幸福生活，
也建立 「防疫大國」的名聲；現在要進一步成
為 「觀光大國」，就要先以好的遊程產品吸引
國人，兵練好了，開放國界後才能向國際觀光
客推廣。

林佳龍指出，甫入選經典小鎮3.0的霧峰區
，觀光要素密度很高，有民主（台灣議政博物
館）、歷史（林家宮保第），及霧峰農會全國
聞名的香米、清酒等食、宿、遊、購、行等要
素，整個霧峰就是一個開放的博物館。 「迴遊
阿罩霧」的遊程開放預購後一定秒殺，他請全

國的遊客初三前務必及早預定，以免向隅。
參山處長柯建興指出，本次計畫結合在地

觀光產業、文化體驗與社區食農小旅行，推出6
條1日遊私房行程；並響應2021自行車旅遊年
，推出自行車私房推薦遊程，由在地文史工作
者帶路，騎旅霧峰最美的18公里自行車路線，
讓遊客親身體驗霧峰在地人文歷史、欣賞現代
感十足的建築設計、在全國最大香米種植區品
嚐各式農作產地風味美食、體驗享譽國際的交
響樂與音樂鈴DIY等，透過視覺、聽覺、嗅覺
、味覺、觸覺來五感體驗各種 「台灣第一」的
旅遊景點，發現霧峰不一樣的面貌！

柯建興強調，觀光假日巡迴巴士自110年1
月16日展開免費試營運，2月14日大年初三起
正式上路，週六日與國定連續假日行駛，每日8
趟次行經 「立法院民主議政園區」、 「國立臺
灣交響樂團」、 「霧峰林家花園林獻堂博物館
」、 「霧峰林家宅第」、 「樹仁美食商圈」、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 「霧峰農會酒莊」

、 「臺灣現代音樂鈴博物館」、 「921地震教育
園區」與 「光復新村」等10個站點。

遊客搭乘巡迴巴士即可穿越時空的遊走阿
罩霧，體驗19世紀中期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的林
家宅園；轉眼間又來到民主起源的議政殿堂；
一會兒又到達霧峰農會酒莊淺嚐一口，讓日本
人都為之驚豔的台灣之光 「初霧」清酒；日本
建築大師安藤忠雄在台灣的第一座建築設計作

品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也是輕鬆到訪！無論是
親子全家出遊，或是閨蜜們的假日輕旅行，都
可以在霧峰觀光巡迴巴士安排屬於自己的阿罩
霧之旅。

「迴遊阿罩霧」假日巡迴巴士結合霧峰在
地景點，推出5種超值優惠電子套票，遊客可線
上連結至燦星旅遊、長泛旅行社、KKday、
KLOOK、Accupass等多元銷售通路購買電子套
票，下載QR-Code之後即可搭乘。為服務不熟

悉線上操作的長輩使用，車上也貼心提供現金
購買服務。

套票不僅可以搭乘巴士，隨附的旅遊摺頁
更能帶領遊客暢遊霧峰，還能獲得喔熊組長聯
名霧峰香米等超值專屬好禮，憑票更有許多景
點門票優惠與霧峰在地商家優惠折扣等超多好
康等你拿！詳情請見活動網站https：／／www.
brix.com.tw／ataabu／2020link 或參山處臉書粉
絲專頁查詢。

霧峰假日觀光巴士霧峰假日觀光巴士1616日試營運日試營運
林佳龍首發體驗林佳龍首發體驗

前總統府侍衛長 卸下戎裝全心當志工
（中央社）曾任總統府侍衛長的海軍陸戰隊備役中將潘進隆

，2021年1月8日正式在高雄靜思堂授證為慈濟志工。潘將軍有
感而發表示： 「人生就是一場修行，成功不是事業，而是守住
自己的一顆心，心柔順了一切就完美了、清淨了！」

慈濟基金會1月8日在高雄靜思堂舉辦歲末祝福感恩會暨慈
濟志工受證典禮儀式，潘進隆經過兩年見習、培訓的嚴謹過程，
正式別上 「佛心師志」，在形式上除了代表他受證成為正式的慈
濟志工，由證嚴法師賜予他法號 「濟衍」，更深層的意義在於，
受證後才是真正承擔的開始，要發揮大愛精神去做一位樂於付出
的志工。

一般人對將軍的印象是高高在上非常有威嚴，但潘進隆與慈
濟有深厚的緣份，他的妻子於2012年受證慈濟委員，如今他與
妻子共同投入志工行列。

其實潘進隆在軍旅生涯就多次與慈濟志工互動，深刻在第一
線感受到這股來自民間慈善團體的善力量，對社會影響力帶來的

正能量。他指出，約1997年起，他在高雄市海陸戰情中心時，
開始與慈濟有接觸，因為戰情中心涉及防災、救災、復原的工作
，尤其2000年梅姬颱風，他在海軍陸戰第66旅期間投入在宜蘭
蘇澳的賑災行動，是首次與慈濟直接實際合作，軍民之間從協調
，到建立默契，讓他自覺成長不少。

由於雙方都有其 「動員力」，潘進隆與慈濟都希望將人力發
揮到最妥善的位子，去落實幫助災民最大的效益，他提出 「安內
」及 「攘外」策略，與慈濟獲得共知、共識及共行，安內即讓慈
濟志工以 「室內」為主的幫忙災民清掃家園，而攘外則交由軍方
整理街道等大環境的復原工作，彼此各司其職，也達到慈濟所說
的 「合和互協」的精神。

潘進隆說，莫拉克風災期間，他在南部擔任救災指揮官期間
，對慈濟志工大量自動自發動員一批批人力來協助所感動，在那
樣克難的環境裡，他印象深刻，即便僅僅吃到一塊麵包，都備感
溫暖，而這塊麵包來自高雄知名烘焙點心坊製作，其創辦人也成

為鼓勵他投入慈濟志工行列的關鍵人物之一，潘進隆可說循著這
股溫馨的記憶氣味，現在真實踏入助人的馨香行列，也直覺因緣
不可思議。

高雄氣爆期間，潘進隆也是現場的指揮官，當時軍方第一時
間已經使用五權國小一樓作為前進指揮所，民間團體則是慈濟率
先抵達，潘進隆二話不說，將一樓讓給慈濟，全隊移至二樓，有
人不解其意，他卻笑著說： 「慈濟志工多為上了年紀的中老年人
，不要讓志工賑災之餘還要辛苦上下樓奔波！」經由大小災難對
慈濟志工有深入的觀察，也成為他決心要投入的重要因素。

無論在訪視過程中的見苦知福，或是彎腰做環保為大地付出
，甚至軍職期間，在部隊也曾有同袍弟兄罹患血液疾病，所以也
跟隨慈濟造血幹細胞骨捐關懷小組，投身驗血建檔宣導活動，他
相信都是美好的因緣成就現在所做之事，所以期許自己更要把握
分秒不空過， 「做對的事，做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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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九日一月九日，，台灣語文學校二Ｏ二一年春季班台灣語文學校二Ｏ二一年春季班，，網路開課啦網路開課啦！！

不畏新冠肺炎疫情及冷冽寒流，達
拉斯中華社團聯誼會於1月1日在達拉斯
華人活動中心前舉行中華民國110年元
旦升旗典禮。僑務委員孟敏宽、僑務諮
詢委員谷祖光、曹明宗及羅玉昭等僑務
榮譽職人員、僑團負責人及僑胞熱烈參
加；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及休士
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同一時
間在休士頓參加升旗典禮，也預錄影片
向僑領們致意。

升旗典禮由北德州歌林郡台灣商會
會長劉志強及達福地區台灣商會前會長

陳文珊連袂主持。在台大校友會會長鄧
祖慶接續領唱美國國歌及中華民國國歌
後，在場僑領仰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冉冉上升，心中充滿感動。剛接掌中華
社團聯誼會會長的僑務顧問鍾開瑞致詞
感謝各僑團的支持，他希望在任內發揮
聯誼會功能，貢獻僑社。在預錄的短片
中，羅復文感謝達福地區僑領，再次藉
升旗典禮表達對國家的熱愛及台灣的支
持，他希望疫情緩解後能儘速到訪當地
僑社，傳達中華民國政府的關懷。陳奕
芳感謝大家通力合作，順利辦理升旗典

禮；僑胞這一年來遭逢疫情的多重打擊
，仍然熱情參加升旗，表達對中華民國
政府及台灣的支持，令人感動。

隨後進行會員社團會長交接，在孟
敏寬及谷祖光共同見證下，達福榮光聯
誼會會長金奎星交棒給新屆會長劉志強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分會
會長趙海藍交棒給新任會長李震台。活
動最後在 「中華民國頌」 及 「梅花」 的
歌聲中結束。

達福僑領元旦升旗達福僑領元旦升旗 鍾開瑞接掌中華社團聯誼會鍾開瑞接掌中華社團聯誼會

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二Ｏ二一年春季
班，開始報名囉! 授課日期自一月九日起
，至五月八日止。請各位學生及家長到我
們 網 站 註 冊 （http://www.houston-tai-
wanese.org/SchoolReg）。

基於目前的疫情，這學期依然以網上
直播教學的模式進行。由於採取線上授課
，麻煩您提早線上報名，課程連結將依照
您所註冊的電子郵件地址，於1/09前寄出
。

台灣語文學校開課內容多元，有成年

中文丶英文會話班丶台語班丶中文班丶英
文班丶西班牙語班丶空手道及美術課。詳
細課程表及上課時間請參閱我們的課程表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
SchoolClasses）。

成立於一九八五年的休士頓台灣語文
學校，三十多年來，秉持著辦學的初衷，
專注於傳承台灣文化，凝聚台美人社區共
同意識，更是少數在海外教授台語的機構
。雖然在一整個二Ｏ二Ｏ年因為疫情的影
響，使得我們無法面對面相聚，許多文化

活動也因社交距離的限制而必須停辦，但
是在所有家長、學生、老師與學校的共同
努力下，我們的學習仍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讓我們持續用樂觀的心情期待二Ｏ二一
年的到來，來年春天，讓我們繼續在網路
相見吧！

無論您想增進學齡孩子的競爭力；提
升語文能力；想活到老丶學到老；無論您
是移民第一代丶第二代，或留學生（台灣
來的留學生，選修英文寫作班或英文會話
班，還有超低的特惠價喔！），非營利團

體的台灣語文學校，都是您最佳的選擇。
趕快來報名，就對了！

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網頁（http://
www.houston-taiwanese.org/school） 有
更多詳細的內容喔！有任何問題？請洽台
灣人活動中心（713-271-5885）或台灣
語 文 學 校 校 長 王 凱 平 （Kevin Wang,
school@houston-taiwanese.org）。

升旗典禮開始前升旗典禮開始前，，在谷祖光在谷祖光（（中中））的見證下的見證下，，中華社團聯誼會會中華社團聯誼會會
長黃甫泉長黃甫泉（（左左））將印信移交給候任會長鍾開瑞將印信移交給候任會長鍾開瑞。。

出席僑領僑胞向國旗致敬出席僑領僑胞向國旗致敬。。

全體合影紀念全體合影紀念，，祈望大家平安度過疫情祈望大家平安度過疫情。。

著名雕塑家王維力本周四病逝休市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1月6日是國會和
參議院證明當選總統的日期。 幾天前，川普總
統對他的支持者說，他將去華盛頓特區並在早
上發表演講，他鼓勵他的支持者早點去參加反
拜登集會。1月6日，幾萬名川普支持者聚集在
華盛頓特區，支持川普，推翻當選的拜登總統
。川普總統在集會上告訴支持者，民主黨從川
普手中搶走了選舉勝利，川普永遠不會承認拜
登當選總統。 他要求副總統彭斯推翻選舉結果
，以恢復川普的選舉勝利。總統在集會上講話
後，抗議者的行動激起了出乎意料的騷動，這
是自 1814 年以來美國 207 年歷史上最黑暗的一
天。1月6日，美國首都華盛頓發生大規模示威
活動，主要目標就是美國國會大廈。通往國會
大廈的主幹道和附近地區已實施車輛禁行。部
分示威者衝破圍欄，衝進國會大廈，試圖阻撓
會議進程。有人手持棍棒，砸碎玻璃窗爬進國
會大廈，也有人沿著外牆爬上大廈樓頂。

美國國會大廈週三陷入混亂和暴力之中，
數百名親特朗普的暴徒湧入該建築物，造成四
人死亡，並迫使參議院撤離，副總統邁克·彭斯
（Mike Pence）被帶到安全地點。 騷亂者的瘋
狂場面迫使國會撤離了建築物的一部分，並突
然暫停了舉行儀式的活動。衝進大廈後，一些
示威者與持槍的安保人員對峙。一名婦女被美
國國會警察致命射擊，另外三人死於“醫療緊
急情況”。議員和其他國會工作人員們一度蜷
縮在大廳座椅下。很多人面露驚恐。有人用手
機拍照。此後，在警方護送下，他們舉著雙手
分批疏散。由於警方使用催淚瓦斯應對抗議者
，議員們在撤離時戴上了面罩。華盛頓6日晚至

7日早實施宵禁，並已部署國民警衛隊應對騷亂
。警方說已拘捕十餘名示威者。鄰近的弗吉尼
亞州也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在部分地區實施宵
禁。

由於抗議者在國會山暴動被中斷，美國總
統資格的認證被暫時停止，但是，認證過程在
深夜恢復，國會兩院聯席會議得以復會，但國
會大廈附近仍聚集大批示威者。據《華盛頓郵
報》報導，1月7日清晨，大約凌晨3點，美國
副總統彭斯再次主持國會聯席會議，對2020年
總統大選選舉人團的投票進行清點和認證。在
當天舉行的聯席會議上，美國國會參、眾兩院
在清點了來自50個州及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
選舉人票後，參、眾兩院向彭斯報告了最終結
果。彭斯正式宣布拜登獲得306張選舉人票，川
普獲得232張選舉人票，拜登當選美國下一任總
統。隨後，彭斯正式宣布拜登當選美國下一任
總統。

拜登譴責國會暴民：我們的民主受到前所
未有的攻擊，並呼籲川普總統要求結束對國會
大廈的襲擊。 當選總統拜登譴責右翼暴動分子
對美國國會大廈的襲擊，並呼籲川普總統現在
上國家電視台宣誓捍衛憲法，並要求結束這一
暴動。他稱騷亂者為“少數從事非法活動的極
端分子。 它必須現在就結束。前總檢察長巴爾
說，川普總統的行為是他的支持者的暴力暴亂
席捲了美國國會大廈。

巴爾週四表示組織暴徒向國會施壓是不可
原諒的。 第一任國會共和黨人公開呼籲以25號
修正案罷免川普。伊利諾伊州眾議員金辛格
（Adam Kinzinger）是第一位公開呼籲通過《第

二十五條修正案》要求免職川普總統的共和黨
國會議員。金辛格說：可悲的是，昨天很明顯
，總統不僅放棄了保護美國人民和人民議院的
職責，而且還激起了煽動性的激情，激怒了我
們 所 看 到 的 叛 亂 。 前 總 統 奧 巴 馬 （Barack
Obama）抨擊川普支持者的暴力行為是“重大
恥辱時刻” ，川普以毫無根據的謊言“煽動”
國會大廈的暴力。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言人6日說，古特
雷斯對當天發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大廈的
騷亂表示哀傷。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說，
“目睹今晚華盛頓的場景令人震驚”。 英國首
相約翰遜說，在美國國會發生的事情太“可恥
”了。法國外長勒德里昂對這種暴力行為予以
譴責。

彭斯宣佈拜登獲得306張選舉人票當選美國下任總統
拜登譴責國會大廈暴動不是抗議是暴動 引發國際社會震驚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著名雕塑家家王維力本周四（1月7日 ）下
午二時，以心臟衰竭病逝休士頓，距其生年1938年9月，享年83歲。

王維力,北京人，擅長雕塑。1962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師
從雕塑大師劉開渠、滑田友、王臨乙。後到北京市建築藝術工廠創作研究
室任創作員。他於1981年赴美留學，在大洋彼岸開闢了一片藝術天地。其
主要成就：石雕《 孫中山像 》為美國喬治敦大學收藏。《 宋慶齡像 》為
北京宋慶齡故居收藏。《 帕米爾的春天 》為中國美術館收藏。

王維力於1981年自費留學美國，畢業後在休斯頓從事雕塑、繪畫創作
並加入美國雕塑家協會、中國藝術家協會會員。晚年在休市教了一群學生
，桃李滿天下。並熱心參與美國社區的美術、電影藝術等活動，很多電影
界的名人皆是其好友。旅美多年後不忘“ 藝術還鄉” ，向國內捐贈作品
。王維力老師的病逝，在休市疫情隔離的恐慌中仍迅速的傳開了，所有聞
訊者皆感悲慟與不捨。

拜登譴責國會暴民拜登譴責國會暴民：：我們的民主受到前所未我們的民主受到前所未
有的攻擊有的攻擊，，並呼籲川普總統要求結束對國會並呼籲川普總統要求結束對國會
大廈的襲擊大廈的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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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馬上行動，為學業和生涯重新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百餘項優質科目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
課靈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快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
商貿等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
分可轉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BS），在職場更勝一籌。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2021年1月19日春季開學
報名從速，登記方式：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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