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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20日
將就任，日前爆發的國會動亂令就職典禮備受
關注。為避免不要命的川粉再度惹事生非，籌
辦單位宣布，將提升保安規格，即日起6200
名國民兵將在首都華府駐紮至少30天，華府
市長鮑瑟也宣布，現有的宵禁令將延長至就職
典禮翌日。

據CNBC等媒體報導，參與籌備就職典禮
的國會聯席委員會已宣布新的安排，表示因應
最新事態發展，官方必須檢討20日的典禮能
否安全舉行。陸軍部長麥卡錫8日表示，考慮
容許士兵攜帶步槍或手槍執勤，並放寬以軍隊
維持治安的限制。引發外界憂慮，士兵一旦獲
准攜帶致命武器，會被用來鎮壓本國國民的示
威。

這次川普支持者攻擊國會，傳統上用來舉
辦總統宣誓就職儀式的國會山莊西側也被占領
。對此國會聯席委員會的共和黨參議員布朗特

表示，必要時典禮可在室內舉行，這項安排原
本是為了防範天氣轉變，如今可因安全因素而
實施。布朗特說，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室外就
職典禮原本就只限數百人出席，改為室內舉行
，人數將進一步減至100人左右。

6200名國民兵奉派駐守華府30天，自然
也可以協助維持就職典禮的治安。五角大廈表
示，他們在6日動亂爆發時接獲市長鮑瑟和眾
院議長裴洛西的要求，動員了華府地區1100
名國民兵，鄰州維吉尼亞、馬里蘭、紐約州將
派國民兵增援。

另外，聯邦調查局（FBI）和司法部緝拿
涉嫌參與國會暴動人士的工作仍持續進行，至
8日已逮捕逾90名搗亂分子，並起訴其中15
人，包括一名自製凝固汽油彈的男子，以及涉
闖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辦公室的60歲右翼人士
。FBI還公布40張非法闖入國會人士照片，籲
民眾協助指認。 （（網絡照片網絡照片））

保安升級保安升級 62006200國民兵即起駐紮華府國民兵即起駐紮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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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接到華
裔交通部部長趙小
蘭致交通部同仁及
社區領袖的一封公
開信,對於週三在國
會山莊川普總統支
持者犯下的創痛事
件， 讓我無法釋懷
， 並決定辭去部長
職務。

她對於過去數
年大家之支持對國
家所作之貢獻表示
感謝和驕傲 ，希望
大家能繼續努力為
改善人民之生活而
努力。

趙部長服務公職多年， 歷任勞工及交
通部長 ，是華裔在美國職位最高之政務官
， 多年來， 她對於華亞裔社區非常關心
和照顧， 每年春節期間 ，她都把交通部
大厦公開給我們參觀， 除了她自己的辦公
室， 還參觀了航空控制中心， 更非常親
切细心的為我們解答所有之問題。

遺憾的是， 她要離開了， 我們相信
華府政壇之紛紛擾擾 也誏趙部長真的受不

了。
美國眾議院今天再度發起對川普總統

之弹劾案， 雖然只剩下不到十天之久，
大家對川普在最後的行徑還是感到十分不
安 ，這位行指怪異的總統， 公然教唆暴
徒強佔國會， 這種令人髪指之行為能夠原
諒吗？

趙部長的辭職， 不但會得到我們的鼓
掌， 相信以她的能力和為人必然會被國家
再度重用。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Elaine Chao sent
a letter to her colleagues and community lead-
ers today and stated that, “Yesterday our

country experienced a traumatic and entirely
avoidable event as supporters of the Presi-
dent stormed the U.S. Capitol Building follow-
ing a rally he addressed. As I’m sure is the
case with many of you, it deeply troubled me
in a way that I simply cannot set aside.”

She said, “I am tremendously proud of the
many accomplishments we were able to
achieve together for our country and I will nev-
er forget the commitment you have for this
Departm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am hopeful that many of you will carry for-
ward our vision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Ameri-
cans through this Department and beyond.”

“Today I am announcing my resignation as U.
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to take effect
on Monday, January 11, 2021.”

We are very proud of Elaine Chao’s contri-
butions to our country. She is the highest fed-
eral post holder of Asian descent in United
States. Elaine is such a great leader who real-
ly cares about our community. Every year she
has invited us to 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
tation building to celebrate the Lunar New
Year. Many of us not only toured her office, al-
so visited the whole building.

We so much regret what is happening in
Washington, D.C. and on Capitol Hill. This is a
dark chapter in our nation. We all hope that
one day Elaine will return to government ser-
vice. We are very proud of you, El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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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9//20212021

Elaine ChaoElaine Chao
ResignsResigns

趙小蘭部長的心聲趙小蘭部長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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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倫敦市市長卡恩（Kahn）
今天在推特Twitter上呼籲，英國首都的居民
留在家中。

昨天，他已經宣布倫敦進入緊急狀態，
因為該市的感染和住院人數激增，醫院已經
不勝負荷。市長說：“我們所有人，都必須
呆在家裡，以拯救生命。”

昨天，有7000名倫敦人因為感染新冠病
毒住院，比第一波疫情高出三分之一。在倫
敦，每30名居民中就有1人感染了病毒，在
某些社區中，感染率甚至高達百分之五，即
20名居民中有1人；全英國，50名人口中有1
人。

現在，每天有9000人打電話給倫敦的救
護車服務。通常最繁忙一天，也大約只有
5500次。倫敦現在將部署消防員和警察駕駛

救護車。
全英國目前有將近32000人感染了新冠病

毒需要住院；日增死亡數字已經創疫情以來
的最高記錄，達到1325人。

94歲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和99歲的丈夫
菲利普親王，接受了新冠疫苗接種。
由於年齡較大，他們屬於風險人群。據英國
廣播公司報導，疫苗是由溫莎城堡的一名醫
生接種的。

溫莎城堡位於倫敦以西。女王夫婦在這
裡住了一段時間，避免了公開聚會，也避免
與王室其他成員會面。

據英國政府稱，現在已經有約150萬英國
人首次接受了預防接種，到 2 月底，將達到
1500萬。

倫敦進入緊急狀態醫院不勝負荷倫敦進入緊急狀態醫院不勝負荷；；
英女王註射疫苗了英女王註射疫苗了

歐盟不再承認瓜伊多是委內瑞拉歐盟不再承認瓜伊多是委內瑞拉
““臨時總統臨時總統””

（綜合報導）在失去了對議會的控制
權後，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胡安.瓜伊多
（Juan Guaido）又遭到歐盟“背叛”。據
路透社7日報導，歐盟27個成員國於6日
達成一致意見，不再從法律上承認瓜伊多
為委內瑞拉合法“臨時總統”。不過歐盟
仍拒絕承認馬杜羅為合法總統。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
（Josep Borrell）當天代表歐盟發表聲明，
一方面將瓜伊多稱作“即將離任的議會代
表”，同時表示歐盟將繼續與瓜伊多“保
持合作” 。另一方面，聲明繼續抨擊一
個月前的委內瑞拉議會選舉“不合法”，

“可信度沒有達到國際標準，缺乏委內瑞拉民眾的參與”。
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彼得.斯塔諾（Peter Stano）解釋稱，這份聲明經過了歐盟27個成員國的一

致同意。 “這一文件體現了歐盟的立場。歐盟將繼續與瓜伊多及其他即將離任的議會成員保持合
作，繼續尋求通過和平、可持續及民主的途徑解決委內瑞拉的危機。”斯塔諾稱。

兩名歐盟外交官宣稱，瓜伊多仍然是委內瑞拉最重要的民主人物之一，歐盟拒絕承認馬杜羅
為委內瑞拉總統。目前，美國和英國依然承認瓜伊多是委內瑞拉合法的國家領導人。

在聲明中，歐盟還措辭強硬地以“侵犯人權和破壞民主”為由，威脅對馬杜羅政府實施進一
步製裁。

不過博雷利6日發表的聲明也引發了一些歐洲議員的不滿。
據歐洲新聞網（Euronews）報導，歐洲議會副主席查蘭索娃（Dita Charanzova）表示，許多歐

洲議會議員對這一決定表示遺憾，因為歐洲議會一直明確支持瓜伊多。
“我不知道博雷利為何要發表這樣的聲明，”查蘭索娃說，“我認為有一點必須明確，那就

是歐盟必須繼續支持委內瑞拉的'民主力量'，繼續承認瓜伊多是委內瑞拉的合法代表。”
來自西班牙的歐洲議會成員萊奧波爾多.洛佩茲（Leopoldo Lopez）則要求博雷利在瓜伊多一

事上採取更明確的立場。洛佩茲稱，瓜伊多“是合法的，無法被取代”，歐盟必須承認瓜伊多的
合法性，拒絕馬杜羅政府“篡權的企圖”。

去年12月6日，委內瑞拉議會舉行了新一屆議會選舉，馬杜羅領導的統一社會主義黨及其聯
盟政黨奪得277個席位中的253個，實現了對議會的控制。瓜伊多領導的反對派聯盟則丟掉了對議
會的主導權。在此之前，議會是反對派唯一控制的國家立法機構。

在2015年的議會選舉中，委內瑞拉反對派聯盟贏得多數議席，繼而向馬杜羅政府發難。 2019
年1月，反對派領袖、時任議會主席瓜伊多自封為“臨時總統”，並相繼獲得以美國為首的50多
個國家的承認。特朗普政府還祭出一連串經濟制裁，對委內瑞拉政府極限施壓。

隨著拜登勝選，馬杜羅也向拜登拋出了“橄欖枝”，他是最早送上祝賀拜登的國家領導人之
一。馬杜羅發推說：“委內瑞拉隨時準備與美國人民和政府進行對話和諒解。”

“'臨時總統'瓜伊多的聲望已經下降，他該何去何從成了最近政界熱議的話題。”7日，委內
瑞拉政論網站“Venezuelanalysis”刊文稱，有人認為瓜伊多及其同黨只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傀儡，
他們必須在新議會成立後立即接受審判。而另一種的觀點更為審慎，他們認為瓜伊多等人的確應
該受到嚴厲的懲罰，但是應避免瓜伊多被炒作為“殉道者”、“烈士”，從而對委內瑞拉造成進
一步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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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累計確診病例超781萬例
馬瑙斯市再次進入緊急狀態6個月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56648例，累計確診7810400例；新增死亡病例1171例，累計死亡

197732例；累計治愈6963407例。

由於新冠疫情再度惡化，亞馬孫州首府馬瑙斯市5日宣布再次進入

為期6個月的緊急狀態。過去兩周內，該市入住私立醫院治療的新冠肺

炎患者人數達1172人，較此前兩周增長163%，入住公立醫院治療的新

冠肺炎患者人數同期也增長94%。由於醫院患者人數多、病床數量不足

，部分入院的新冠肺炎患者被臨時安置在醫院走廊的擔架上，部分醫護

人員只得在洗手間和醫院餐廳休息。

目前，馬瑙斯市公立及私立醫院的重癥監護病床(ICU)的占用率已接

近100%。此前，亞馬孫州法院已於2日批準該州暫停非必要的商業活動

15天，以應對新壹波疫情沖擊。

英國帝國理工學院5日發布研究報告稱，上周巴西新冠病毒基本傳

染數(R0)為1.04，此前壹周的基本傳染數為1.01，顯示巴西新冠病毒傳播

速度呈現加快趨勢。

巴西外交部當天宣布，該國確定將進口200萬劑印度生產的牛津新

冠疫苗。這些疫苗將於1月中旬開始交付，月底之前到達巴西。

目前，巴西疫情最嚴重的聖保羅州累計確診病例達1486551例，死

亡病例達47222例。此外，米納斯吉拉斯州、聖卡塔琳娜州、巴伊亞州

、南裏奧格蘭德州和裏約熱內盧州累計確診分別超55.6萬例、50.2萬例

、49.9萬例、46萬例和44.3萬例。

澳研究發現攝入過多“垃圾食品”
易導致青少年睡眠問題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主導的壹項新研究發現，頻繁攝入

碳酸飲料和快餐食品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現睡眠障礙問題。

這項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源於世界衛生組織2009年至2016年的全球校

園健康調查。這項調查涵蓋了東南亞、非洲、南美洲和東地中海部分地區

64個高、中、低收入國家的175261名當時年齡在12至15歲的學生。

“碳酸飲料往往含有咖啡因，快餐食品往往含高熱量但缺乏營養，

過於頻繁地攝入這些食品，睡眠障礙出現的幾率也在增加。”昆士蘭大

學健康與康復科學學院研究員、副教授阿薩德· 汗說。

研究發現，每天喝3杯以上碳酸飲料的青少年比每天只喝壹杯的同

齡人出現睡眠障礙的幾率要高出55%。每周有4天以上吃快餐食品的男

性青少年出現睡眠障礙的幾率比每周只吃壹次快餐的男性青少年要高出

55%，而這壹幾率在女性青少年中高出49%。

研究還發現，調查所涵蓋的國家中，頻繁攝入碳酸飲料和快餐食品

的問題在低收入國家以外的國家中都非常普遍。高收入國家的青少年在

出現睡眠障礙和攝入碳酸飲料方面顯示出了更高的關聯度。

阿薩德· 汗表示，睡眠質量差會對青少年的健康和認知發展產生負

面影響，他呼籲學校營造限制碳酸飲料和快餐供應的氛圍，並建議家庭

也著力培養健康的飲食習慣。

這壹研究已發表在英國《柳葉刀》旗下的《電子臨床醫學》雜誌上。

英考慮將大熊貓送回中國
動物園：疫情期缺錢，養不起
綜合報導 天空新聞網消

息，由於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

財政壓力，愛丁堡動物園可能

不得不將英國僅有的壹對大熊

貓送回中國。

據報道，旅英大熊貓“甜

甜”和“陽光”於 2011 年 12

月被租借給英國愛丁堡動物園

，合約期為10年，是英國僅有

的兩只大熊貓。負責愛丁堡動

物園和高地野生動物公園運營

的“蘇格蘭皇家動物學會”首

席執行官大衛· 菲

爾德稱，疫情導致

動物園關閉3個月

，累計損失達200

萬英鎊(約合 1775

萬元人民幣)。該

機構將不得不“認

真考慮每壹項潛在

節約”，包括大熊貓合約，每

年租賃價為 100 萬英鎊(約合

887 萬元人民幣)。盡管動物

園已重新開放，但對遊客數

量、社交距離的限制將持續

壹段時間，這意味著園方收入

將減少。

菲爾德補充說：“在現

階段，說結果怎樣還為時過

早。未來幾個月，我們將與

中國同事討論下壹步行動。

過 去 9 年 裏 ， ‘ 陽 光 ’ 和

‘甜甜’給我們的遊客留下

了深刻印象，幫助數百萬人

與大自然親密接觸，激發了

他們對野生動物保護的興趣

。我希望它們能在我們這裏

多待幾年，這當然是我目前

的目標。”

不僅僅是英國愛丁堡動物

園，2020年11月底，加拿大卡

爾加裏動物園曾因為無法提供

充足的竹子，將大熊貓送回中

國。新冠疫情暴發後，國際運

輸業受到影響，園方難以獲得

鮮嫩足量的竹子，“二順”和

“大毛”兩只旅加大熊貓不得

不提前回國。

南非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是否更危險？

BBC這樣說

近期，在南非發現的壹種新的變異

新冠病毒毒株，已傳播到包括英國在內

的多個國家。專家們正在緊急研究，希

望了解這壹變異毒株帶來的風險。對此

，BBC刊文梳理了有關這種變異新冠病

毒的六個關鍵問題。

新的變異毒株是什麼？
報道稱，所有的病毒，包括新冠病

毒，都會發生變異。這些微小的基因變

化在病毒為傳播和變強不斷復制的過程

中出現。大多數變異不會有什麼後果，

少數甚至會抑制病毒的存在，但有些卻

會使病毒更具傳染性或對宿主，即人類

，造成威脅。

而在南非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毒株

，被稱為“501Y.V2”。

專家怎麼說？
在南非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毒株，

與英國科學家最近壹直在研究的另壹種

變異新冠病毒毒株不同。不過，這兩個

新變種似乎都具有更強的傳染性，因此

造成的問題是，可能需要實行更嚴格的

隔離措施，來控制病毒的傳播。

科學家說，雖然英國發現的變異新

冠病毒毒株中的變化，不太可能損害當

前疫苗的有效性，但在南非發現的變異

新冠病毒毒株中的變異，有可能在壹定

程度上，影響疫苗的功能。

要想確定南非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

毒株是否影響疫苗的有效性，以及在多

大程度上影響有效性，尚需進行更多的

檢測，不過讓疫苗完全失效的可能性相

當小。

專家還表示，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

，如果有必要，疫苗也可以在幾周或幾

個月內重新設計和調整，使其更好地應

對新變異。

變異毒株是否更危險？
目前沒有證據表明，任何壹種變異

新冠病毒會造成更嚴重的疾病。而洗手

、與他人保持距離、戴上口罩等措施，

仍將有助於阻止新冠病毒的傳播。

變異新冠毒株傳播了多遠？
目前，奧地利、挪威和日本等接連

報告了感染南非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毒

株的病例。

英國也已發現了兩個感染病例。兩

人都與去過南非的人有過接觸。

全球對這種變異毒株有何對策？
英國等多國已停止南非航班入境，

並限制了前往南非的航班。凡是最近去

過南非的人，以及與他們有過接觸的人

，都被告知要立即隔離。

公共衛生當局和科學家正在研究該

變種，並將很快公開他們的研究結果。

英格蘭公共衛生局新冠首席醫學顧

問霍普金斯(Susan Hopkins)說，“我們把

了解這種變種可能造成的潛在風險，作

為工作的優先重點。但極為重要的壹點

是，目前沒有證據表明，這種變種會導

致更嚴重的疾病，也沒有證據顯示經過

審批的疫苗對此變種沒有防疫效果。”

南非科學家怎麼說？
南非科學家表示，南非發現的變異

新冠病毒毒株，可能對英國和其他地方

正在推廣的現有疫苗具有更強的抵抗力

，這種擔憂“合情合理” 。

南非負責牛津-阿斯利康疫苗試驗的

沙比赫· 馬蒂教授(Shabir Madhi)向 BBC

表示，“這種擔心還在理論層面，擔心

南非的病毒變種可能更有抗藥性也是合

乎情理的”。

南非政府疫苗咨詢委員會主席巴利·

沙布教授(Barry Schoub)說，檢測的 “初

步證據”並不表明，變異會讓病毒“逃

脫”現有疫苗的影響。沙布教授引用實

驗室檢測的結果表示，疫苗似乎非常有

效，疫苗對新變種仍然有中和作用。

不過，馬蒂教授說，關鍵的實驗室

檢測還沒有開始，疫苗對新變種的功效

只有在“未來幾周”才能知道。

世界衛生組織如何應對？
世界衛生組織在2020年12月31日公

布，自新冠疫情開始以來，已經收到了

幾份可能由新冠SARS-CoV-2變種引起的

異常公共衛生事件的報告。

世衛組織表示，將定期評估變種是

否會導致傳染率、臨床表現和病情嚴重

性的變化，評估變種是否會影響到包括

診斷、治療和疫苗在內的應對措施。

意大利批準核廢料境內處理計劃
將建設67座掩埋場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

報道，為解決意大利核電站核廢料處理問

題，當地時間1月5日，意大利政府批準

了意核能設備管理公司（SOGIN）核廢料

境內處理計劃，未來將在意大利七個大區

建設67座核廢料儲存掩埋場。

據報道，1986年4月26日，烏克蘭普

裏皮亞季市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核反應

堆破裂事故後，1987年，意大利就核能

應用問題舉行全民公投，最終以壓倒性投

票決定，將不再發展並逐步廢除核電站。

根據全民公投決定，意大利政府陸續

關停了僅有的4家核電站，並組建由國家

經濟發展部直接領導的意大利核能設備管

理公司、意大利可再生電力資源管理公司

（GRTN）負責收購核電站，並拆除核電

站設施和處理核廢料。

長期以來，意大利核能設備管理公司

壹直負責維護關停的核設施，並對核廢料

進行保護，避免泄漏。由於核廢料壹直無

法完全處理，導致核電站的設施難以拆除

。

此前，意

大利核能設備

管理公司通常

將核廢料送往

國外的專業機

構進行處理。

2010 年，意大

利通過立法批

準建設國家放

射性物質掩埋

場，並停止了

核廢料外送工作。

根據意大利國家新技術、能源與環境

局及國土和海洋資源環境保護部的批復，

未來意大利核能設備管理公司將在皮埃蒙

特、托斯卡納、拉齊奧、普利亞、巴斯利

卡塔、撒丁島和西西裏7個大區，分別立

67座核廢料儲存掩埋場。

報道稱，意大利核廢料處理首先是將

核廢料裝入特殊材質的金屬容器，然後再

由特殊的混凝土進行二次加封，並掩埋至

符合壹定地質條件的掩埋場。該核廢料處

理方案設計使用壽命為350年。

根據意大利核能設備管理公司計劃，

即將建設的核廢料掩埋場占地150公頃，

其中110公頃用於掩埋核廢料，40公頃用

於建立配套管理設施。該公司將對這些被

掩埋的核廢料進行至少長達300年的實時

監測，以確保沒有放射性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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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韓媒報道，韓國總

統文在寅訪問江原道原州火車站，試

乘將於5日正式運行的低碳環保高速

列車“KTX-EMU”(EMU-260)。

這是文在寅新年的首個經濟日程

，試乘區段為韓國最近新開通的中央

線原州至堤川區間。EMU-260是動力

分散型動車組，二氧化碳排放量僅為

普通列車的七成。

文在寅在活動上表示，這是韓國

朝著躋身世界先進國家行列目標邁出

的第壹步。鐵路是推進綠色新政、數

字新政、地方均衡發展新政的基石，

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中流砥柱。

他強調，韓國定將成為國際領先

的現代化鐵路強國。

青瓦臺介紹稱，當天的日程壹次

性將綠色新政、數字新政、地方均衡

發展新政等韓版新政的核心內容在鐵

路領域很好地展現出來。

另外，此次開通的中央線原州至

堤川區間還配備了第四代鐵路無線通

信網，屬於數字新政範疇。青瓦臺還

強調，此前只運行普通列車的中部內

陸地區將迎來高速鐵路時代，這為搞

活高鐵事業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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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菲律賓國家警察(PNP)官員稱

，2020年PNP在行動中共消滅了155名反政

府武裝“新人民軍”(NPA)武裝分子，有

3155名武裝人員向PNP投案自首。

當天，在奎松市克拉姆營菲律賓國家警

察總部舉行新聞發布會上，PNP作戰負責人

阿爾弗雷德· 科普茲少將(MajorGen.Alfred

Corpuz)披露了這壹消息。

他說，去年PNP在剿匪行動中消滅155名

NPA武裝分子，遠多於2019年的15人；逮捕

433武裝分子，也遠多於2019年的28名。

NPA向 PNP投案自首的人數也從2019

年的405人大幅增加至去年的3155人。PNP

繳獲的槍支數量，從2019年的1699件下降

到2020年的897件。

科普茲通報說，2020年政府軍警共發動

202起對NPA的行動，低於2019年的231起

。與此同時，NPA對政府軍警發動113次進

攻，殺害了22人；而2019年為128次，殺害

40人；NPA對民眾的大規模勒索行動從上壹

年的678起降至538起。

NPA與菲政府軍沖突不斷，同時雙方也

進行斷斷續續的和平談判。目前有數千NPA

武裝分子在菲鄉村、山區等地進行反政府活動。2016年杜特

爾特總統上任後，致力於推動政府與NPA之間的談判，但

和談時斷時續，目前處於停滯階段。

泰國新冠日增病例達新高
總理巴育籲民眾居家隔離

綜合報導 泰國 4日新增新冠確

診病例 745 例，創下疫情暴發以來

的最高值。泰國總理巴育促請民眾

合作，盡量居家隔離，否則政府須

實施嚴格的封鎖措施來制止疫情擴

散。

據報道，4日，泰國新增新冠確診

病例745例，其中729起屬於本土傳染

病例。累計確診病例增至8439起。

上月中，泰國曼谷附近的壹個水

產市場暴發感染群，引發新壹波疫情

，該國77府當中超過半數發現了與

該感染群相關的確診病例。

泰國政府已宣布28個府包括曼

谷為新冠高危地區，並要求人們盡

可能居家辦公，並停止聚會及跨府

出行。

泰國總理巴育 4日表示，泰國

政府對采取更嚴厲的防疫措施存有

顧慮，因為這可能損害經濟，他因

此呼籲人民盡量不要外出，以此抑

制新冠傳播。

人口超過1000萬的曼谷下令餐

館和街邊攤販從5日起，晚上7時至

上午6時停止店內或攤位用餐，外賣

則不受影響。

在被列為高危地區的 28 府，

餐館被禁止售酒，酒吧、健身房、

拳擊場等娛樂場所須暫停營業。

全國學校和教育中心暫時停課壹

個月。各府府尹獲得中央政府授

權，可根據府內疫情，自行制定

防疫限制措施。

泰國新冠疫情管理中心發言人塔

維信較早前透露，巴育可能延長為抗

疫而實施的全國緊急狀態令。

另壹方面，為了加強防疫，泰國

政府也在積極采購新冠疫苗，其目標

是在2021年底之前，為半數人口即

約3300萬人接種。

菲總統杜特爾特簽署獎學金法案
鼓勵醫學生返鄉服務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發言人哈裏· 洛

克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菲律賓總統杜特

爾特在2020年 12月 23日簽署了第11509

號共和國法案《醫學生獎學金法案》，菲

政府將為有資格攻讀醫學博士並願意返鄉

服務的學生設立醫學生獎學金。

該法案旨在促進菲衛生人力資源更適

應人口的需要，保護人民的健康；同時通

過擴大優質教育資源，為貧困人口創造提

升機會，促進社會公正。

根據該法案，菲律賓高等教育委員會

在咨詢衛生部後設立壹個獎學金項目

(MSRS)，在各州指定的州立或私立高等

教育機構內，設立醫學博士課程，為想要

攻讀醫學博士學位並有誌返鄉服務的菲律

賓籍應屆畢業生提供獎學金。

獲得MSRS項目獎學金的學生，獲得

的經濟援助將包括免學雜費、發放書本費

和學習設備津貼、服裝或制服津貼、宿舍

或公寓住宿補貼、交通津貼。提供實習費

用，包括實習期間的經濟援助；執業資格

考試醫學委員會審查費用；各類許可證費

用；年度醫療保險；其他與教育有關的雜

項津貼等。

獎學金獲得者將與菲教

育部及衛生部簽署壹份協議

，須完成所有規定課程，不

得在任何情況下退課；在四

年制或五年制醫學博士項目

的最後壹年，須到政府指定

醫院進行規定的實習；完成

實習後壹年時間內參加會考

取得執業資格，並返鄉服務

。未通過執業資格考試者，

須承擔後續執業資格考試的

所有必要費用。

同日，杜特爾特還簽署了第 11510

號共和國法案，建立機制為特殊情況

下的失學兒童，以及土著成年人提供

教育。這項法律保證生活在偏遠地區

和受沖突影響社區的學習者，都能平

等獲得學習機會。

韓國總統文在寅試乘低碳環保高鐵
系新年首個經濟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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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
為了促進在滬高校就讀的台灣青年就業，推
動兩岸青年的深入交流，位於上海松江大學
城的3間高校8日與6間台資企業簽訂戰略合
作協議，設立兩岸青年實習基地。

今年起，在松江大學城高校就讀的兩岸
青年可到該6間台企實習，並獲得相應學
分。率先參與該項目的高校均在松江大學城
有校區，包括華東政法大學、東華大學和上
海工程技術大學，目前在籍台灣學生超過百
名。

台生優先錄取
首批建立高校實習基地的台資企業包

括達豐電腦、海昌眼鏡、台積電、永大電
梯、上緯新材料科技和合晶硅材料。根據
協議，企業將每年接收一定數量的學生進
行畢業實習、專業見習和社會調查，並根
據台籍學生優先原則錄取實習學生。同
時，還將為參與實習的師生提供必要的經
費支持，並給予書面成績評價。

松江區台辦相關負責人表示，該區內各
部門還正在謀劃協同為台生就業提供更多政
策和資金支持。

上海市台辦副主任王立新介紹，上海已
有6家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及2個兩岸青
年就業創業示範點，累計參與實習、就業、
創業相關活動的台灣青年達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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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春瑩表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通過利用別國的混亂來實現
自己長久的發展。中國實現了這麼大的發展和進步，靠的是全

體中國人的勤勞和奮鬥。對於當前中美關係當中的一些問題，美方
有一些人對中國的快速發展非常焦慮，在想方設法要阻擋或者說拖
延中國發展的步伐。但是正如王毅國務委員指出的，最可持續的領
先是不斷地提升自我，而不是阻擋別國的發展，未來的世界不應當
也不可能讓中國變成美國，而應是美國使自己成為更好的美國，中
國則必將成為更好的中國。

華春瑩提到，美國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CEO馬斯克日前接
受美國媒體專訪時稱，中國政府很關心人民福祉，可能比美國政
府對人民福祉“更有責任感”。“特斯拉CEO馬斯克說中國政府
關心人民福祉，我想這個評價是客觀的。”

她進一步表示，的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第一天起，就把為
人民服務作為自身的宗旨。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生活，滿足人民
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來
自人民、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最大的底氣和戰
勝一切艱難險阻的法寶。

民眾對政府滿意度連年超九成
華春瑩說，正如大家看到，在這次抗擊疫情期間，中國共產

黨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
在第一位，全力護佑每一個人的生命安全、健康和尊嚴。我們還
實施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力度最強的脫貧攻堅戰，成功實現
8.5億人擺脫貧困。今年我們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
征程，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將進一步得到滿足。國
際權威機構民調顯示，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的滿意度連年超過
90%。

歡迎外國朋友到中國增加了解
“我想，任何不帶偏見、希望客觀了解中國的外國朋友，都

可以從過去100年的中國發展歷史以及目前在中華大地上正在發
生的日新月異的變化當中得出自己的結論。我們歡迎越來越多的
外國朋友到中國來旅遊、學習、工作、參觀、訪問，希望他們能
夠通過和中國人民的近距離接觸，增加對中國真實、立體和全
面、正確的了解。”

中國必將成為更好的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針對有

個別美國媒體報道稱，中國正利用美國當前的亂局藉

機擴大中國的影響力，美國更加無法阻擋中國的發展

了，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會上回應指出，相關

的媒體這麼報道，本身看法就是有問題的。

外
交
部
：

駁“華藉美亂局擴大影響力”歪論 指出美方部分人想方設法阻擋中國發展步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
息，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宣布，美常駐聯
合國代表克拉夫特將於1月13日至1月15日
訪問台灣。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8日指，這
是蓬佩奧之流在不斷上演“最後瘋狂”。

華春瑩說，我8日已表明了中方原則立
場。美方行為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方堅決反對。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
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國際社會公
認的事實。美方在中美《建交公報》中就此
作出明確的承諾。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
美台官方往來，這一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
我們注意到一段時間以來，特朗普政府內少
數反華政客，明確地說，就是蓬佩奧之流在

不斷上演“最後瘋狂”，不擇手段利用所剩
任期蓄意破壞中美關係，服務其個人政治私
利。這種伎倆逆歷史潮流而動，違背兩國人
民友好民意，必將遭到歷史的懲罰。

敦促美方回歸理性理智
我們敦促美方回歸理性理智，停止破壞

中美關係的言行。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堅決維護自身主權、安全利益。美方如果執
意妄為，必將為其錯誤行為付出沉重代價。

華春瑩又指，蓬佩奧國務卿在其任內，
以其“謊言外交”對美國同其他國家關係、
對美國國家形象和聲譽所造成的損害比以往
任何一屆政府都多，可謂登峰造極，無可企
及。這是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國內各界有識
之士的普遍共識。

近年來，美方大搞單邊主義，破壞多邊
合作，肆意毀約退群，動輒制裁威脅，這幾
年已經退出十多個國際條約和國際組織。

國際民調：45%受訪者視美為威脅
多份國際民調顯示，45%的受訪者都認

為美國是世界的重大威脅，包括美一些盟友
在內的10多個國家民調顯示，有一半甚至
更多的人認為美國對他們的國家安全構成威
脅。美國國內也有很多人認為，對美國構成
最大威脅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美國自己。

“蓬佩奧為一己私利不擇手段打壓中
國，變本加厲搞‘末日瘋狂’，蓄意破壞中
美關係。他這樣做只會使自己站在歷史錯誤
一邊，違背中美兩國人民友好民意，必將遭
到歷史的審判。”

美駐聯合國代表訪台 中方批“最後瘋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1月8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部署進一步做好保障能源安全穩定供應、確保群
眾溫暖過冬有關工作；部署積極推進《中華人民
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修訂工作，推動健全傳染
病防控體系。

組織氣田安全滿負荷生產
會議指出，入冬以來受大範圍強降溫等多種

因素影響，全國用煤用電用氣需求大幅攀升。按
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有關部門全力組織煤
炭、電力、天然氣增產增供，煤炭日產量保持高
位，發電量、供氣量均創歷史新高，保障了民生
和重點需求。近期多地最低氣溫破有記錄以來的
歷史極值，目前又進入“三九天”，據氣象部門
預測，一月中旬還有降溫過程，會議要求加大力
度做好能源安全穩定保供，群眾安全溫暖過冬優
先。要堅持宜煤則煤、宜電則電、宜氣則氣，持
續做好群眾取暖特別是北方地區取暖用能保障。

一要組織氣田安全滿負荷生產，充分發揮儲
氣設施應急保供作用，加強調度協調，有效保障

有條件地區的供暖用氣。
二要督促煤炭主產區和重點企業在確保安全

前提下挖潛增產，加強運力保障，有序動用儲
備，多措並舉保持煤炭供需平衡。

三要安排好多種電源開機應對高峰電力需
求，提升供電保障能力，加強對重點地區外送電
支持，做好電力餘缺互濟。

四要壓實各方保供責任，督促嚴格按合同保
障煤炭、電力、天然氣供應，加強安全生產監
管，及時查處價格違法違規行為。

五要完善能源保供長效機制，全面加強能源
產供儲銷體系建設，加快儲氣、儲煤設施和應急
備用電源建設，科學發揮煤電對高峰用電的支撐
作用，切實保障能源安全。

完善傳染病防治相關法律
會議強調，群眾冷暖無小事。務必對民生用

氣用電用煤切實做好保障，決不允許發生人為斷
供情況，並加大督查檢查力度，發現問題及時有
效處理，確保人民群眾安全溫暖過冬。

會議指出，加強傳染病防治，事關廣大群眾

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事關國家安全和社會穩
定。要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結合抗擊新冠
肺炎疫情實踐，及時完善相關法律，為傳染病防
治提供更有力法治保障。會議要求要按照立法計
劃，積極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
修訂，同時銜接推動相關法律法規制修訂工作。
傳染病防治要突出健全工作機制，嚴格落實早發
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改進監測、預
警、報告和公開發布制度，完善傳染病種類確定
和緊急管控措施等規定，健全疫情救治體系，加
強傳染病醫療救治服務網絡建設，並加大對違法
行為追責力度。法律修改完善並聽取各方面意見
後，按程序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會議強調，近期國內多點出現散發新冠肺炎
病例甚至局部聚集性疫情，要繼續按照黨中央、
國務院部署抓好防控工作。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要加強對地方和相關方面的指導協調，堅持“四
早”，加強監測預警、核酸檢測、隔離管控、醫
療救治、流調溯源等工作，健全應急處置機制，
實事求是、公開透明發布信息，堅決遏制疫情擴
散。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大範圍強降溫引發煤電氣需求大幅攀升

國務院：大力保供 確保群眾溫暖過冬

■華春瑩表
示，歡迎越
來越多的外
國朋友到中
國來旅遊、
學 習 、 工
作、參觀、
訪問。圖為
幾名外國人
在杭州體驗
阿 膠 糕 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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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鴻培

生產商：科興生物
三期臨床測試有效率：78%

（重症達100%）
常見副作用：發紅、腫脹及疼痛等注射

部位反應、疲倦、腹瀉、
發燒、肌肉痛、作嘔、頭
痛

接種次數：兩次，相隔兩星期
採用技術：滅活
儲存及運送條件：2℃至8℃
生產地：北京大興區

生產商：BioNTech、復星醫藥
三期臨床測試有效率：95%
常見副作用：注射部位疼痛、疲倦、頭

痛、肌肉痛、發冷、關節
痛、發燒、注射部位腫
脹、注射部位發
紅、作嘔

接種次數：兩次，相隔3星期
採用技術：信使核糖核酸

（mRNA）
儲存及運送條件：用乾冰儲存

在 -80℃ 至
-60℃

生產地：歐洲（德國或比利時）

生產商：阿斯利康及牛津大學
三期臨床測試有效率：70.4%
常見副作用：發紅、腫脹、疼痛等局部

反應、疲倦、頭痛、肌肉
痛、不適感、發冷、關節
痛、作嘔、發燒

接種次數：兩次，相隔4星期
採用技術：非複製型病毒載體
儲存及運送條件：2℃至8℃
生產地：未有公布

滅活疫苗

mRNA疫苗

病毒載體疫苗

7878%%

COVID-COVID-1919滅活疫苗滅活疫苗 8日疫情
新增確診宗數：45宗

■輸入個案：3宗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22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20宗

初步確診：逾40宗

部分確診及初步確診個案

■將軍澳藍田隧道地盤（第二群組）新增4
人確診，令群組累計32人染疫

■浸會醫院門診一名護士（個案9138）確
診，她1月3日發病，1月6日最後上班

■將軍澳醫院一名手術室病人服務助理初
步確診

■彩雲（二）邨豐澤樓多3人初步確診，均來
自同一家庭

新增強檢樓宇

■大圍香粉寮街1號美田邨美秀樓

■九龍城沐虹街12號啓晴邨欣晴樓

■佐敦新填地街26號

新增死亡個案

■86歲女病人（個案8725）：本身有長
期病患，上月28日因發燒及肺炎入住明
愛醫院，同日確診，情況持續惡化，延
至8日凌晨零時43分離世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整體有效率整體有效率：：

■■圖圖：：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00100%%
中重症有效率中重症有效率：：

科興疫苗治重症有效率100%
香港特區政府預購的內地科

興新冠滅活疫苗，在巴西進行的

第三期臨床測試結果出爐，整體

有效率達 78%，中、重症患者有

效率更高達100%。身兼特區政府

專家顧問的香港中文大學呼吸系

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科興

疫苗的保護性理想。香港醫生組

織 8日與政府部門開會後引述當

局指，最快農曆新年後開始安排

接種，十八區社區疫苗中心估計

每間每日為2,500人接種復星與德

國研發的 BioNTech疫苗，私家診

所則提供科興及阿斯利康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劉凝哲

整體保護率達78% 最快春節後開始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因應新冠疫情
持續，8日宣布決定取消原定下月在15個地點舉行的農
曆年宵市場以及沙田車公誕新春市場，以減低疾病傳播
的風險。有“蘭花大王”之稱的千葉園董事長楊小龍對
取消年宵直言感到無助，並估計要損失300萬元（港
元，下同）。

香港食環署發言人8日解釋，由於香港疫情仍然
嚴峻，疫情反彈風險未退，社區仍然存在隱形傳播鏈
及群組爆發的風險，而政府早前已調整今年年宵市場
的規模，惟年宵市場及新春市場可能有大批市民聚

集，考慮到疫情的發展，為保障場內檔主和市民的健
康，盡量減低疾病傳播的風險，故政府決定取消今年
農曆年宵市場及新春市場。

發言人表示，食環署會以書面方式通知所有投得
攤位的檔主有關決定，並按特許協議，盡快安排全數退
還攤位的使用費給他們，但仍會協助花農以其他方式銷
售年花：“我們會與業界主要持份者會面，在防疫抗疫
的前提下，積極探討各種可行措施，例如在各區公共屋
邨或其他地點物色合適地方銷售年花的可行性，希望盡
量減低取消年宵市場對業界的影響。”

在銅鑼灣維園及屯門年宵巿場投得多個攤檔銷售
蘭花的楊小龍直言，取消年宵巿場令花農大受打擊，
“年花由年頭種到年尾，預咗去年宵（巿場）賣。”
預計自己要損失300萬元，故會研究解決辦法。

政府擬公屋賣年花 花農憂成效
對政府考慮物色公屋等地點讓花農銷售年花，他

直言“有好過無”，但擔心成效，政府物色的地方以往
或未試過開設銷售年花的攤檔，花農不知當地居民對年
花有哪些需求，巿民亦可能不知哪裏有銷售攤檔。

疫情反彈 源頭不明升逾三倍

年宵取消“蘭花大王”料損失3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新冠疫情出現回
彈，8日新增45宗確診個案，較前日的33宗增加12宗。
新增個案中有42宗屬本地病例，當中超過半數的22宗源
頭不明，較7日的5宗飆升三倍多。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
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對情況表示擔心，直言“疫情好似唔係
真係受控”，數字或反映聖誕及新年假期多人上街情況。

張竹君：或假期多人上街
張竹君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香港疫情反覆，數字或

反映聖誕及新年假期時多人外出活動情況，目前發現的不
明源頭個案，患者雖無參加大型聚會，但節假日街上人流
較多，其中可能有隱性傳播，或有人受感染令病毒擴
散，對此表示擔心。

不明源頭個案包括浸會醫院門診一名41歲女護士
（個案9138），她周日（3日）有流鼻水病徵，周三（6
日）發燒，同日最後一天上班。患者曾為3人取樣檢查，
包括1名同事、1名住院病人和1名門診病人，3人均呈陰
性。中心建議該院門診部其他員工都要檢測，並追蹤其接
觸的病人。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
及科技管理）庾慧玲表示，將軍澳醫
院一名手術室助理初步確診，他本
月6日因咳嗽及喉嚨不適到普通科
門診求醫，結果病毒檢測呈陽性，
其工作時有穿着合適裝備，沒有病
人列為密切接觸者，但一名曾與其
用膳的職員要檢疫。

“將藍二群”增4人 3廈強檢
至於有關連個案，將軍澳藍田隧道第二群組再增4

人確診，包括1名工人及3名家屬，全由檢疫中心送
院，群組累計有32人染疫。

同日，再多3幢大廈列入強制檢測範圍，分別是
九龍城沐虹街啓晴邨欣晴樓、大圍香粉寮街美田邨美
秀樓以及佐敦新填地街26號。其中欣晴樓及美秀樓各
有2宗個案，涉2個單位，新填地街26號早前已有2
個單位有人染疫，8日新增1個單位出現不明源頭個
案。

��(���

科興早前在巴西招募約1.2萬名測試
者參與第三期臨床測試，最終有

220名測試者染病，其中160多人接種安
慰劑，即只有60人接種科興疫苗後仍然
染疫，保護率為78%。他們全部毋須入
院，而疫苗對中、重症的保護率高達
100%。

早前，土耳其也公布科興疫苗在當
地進行的第三期臨床試驗結果，有效率
為91.25%。有消息指，土耳其的志願者
不含60歲以上老年人，而科興在巴西的
臨床試驗沒有年齡上限。

一位疫苗專家就此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土耳其試驗的有效率高於巴西，很
可能是因為巴西臨床試驗的志願者包括
老年人群組，令其有效率低於土耳其。

測試因“時地人”而異 不能比較
許樹昌8日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也表

示，土耳其的測試參與人數較少，未必有
足夠代表性，而世界衞生組織只是要求疫
苗至少減低50%的發病率風險，科興疫苗
整體有效率達78%，是理想數字。

至於香港特區政府採購的另一款疫苗
BioNTech的有效率達 95%，許樹昌指
出，不同藥廠在不同時間及地點招募不同
人士參與測試，不能直接比較臨床數據。

私家診所可打兩種疫苗
香港醫生組織8日與政府部門代表開

會，商討私家醫生協助打針安排。與會的
卓健醫療服務執行醫務總監周一表示，政
府擬在全港十八區設置社區疫苗中心，將
會安排注射BioNTech疫苗，而在私家診
所會安排注射科興及阿斯利康疫苗。

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梁國齡
指，政府會承擔疫苗造成副作用的最終
責任，政府亦會成立緊急基金，協助出
現副作用的接種者。與會的香港西醫工
會會長楊超發向香港文匯報透露，醫專
將會為協助打針的醫護人員提供培訓，
最快農曆新年後開始為市民接種，醫生
有免責聲明。

至於運送程序最複雜的BioNTech疫
苗，他透露政府計劃邀請醫療集團承辦各
區的社區疫苗中心為市民接種，每間中心
每日可以為2,500名市民接種。

楊超發又引述BioNTech的代表在會
上指，公司正與政府合作設立中央儲存
庫，日後會按疫苗中心前一日提出的要求
供應已經解凍的疫苗，疫苗會在運到中心
後才進行稀釋，並即場為市民接種。

■■張竹君張竹君 中通社中通社

■■美田邨美秀樓列入強制檢測美田邨美秀樓列入強制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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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路易作協昨天舉行一月讀書會聖路易作協昨天舉行一月讀書會
作家張洪凌演講作家張洪凌演講 『『 重讀王小波重讀王小波 』』

冠狀病毒疫苗已分發到休斯頓地區各個縣供人們預約
衛生區說 請大家都保持耐心預約因為疫苗的供應有限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德克薩斯州冠狀病德克薩斯州冠狀病

毒的住院治療週二首次超過毒的住院治療週二首次超過1313,,000000。。 根據德克根據德克
薩斯州州衛生服務部的數據薩斯州州衛生服務部的數據，，全州的醫院中有全州的醫院中有
1330813308例例COVID-COVID-1919患者患者。。休斯頓衛生部和哈休斯頓衛生部和哈
里斯縣公共衛生部在上週末開始向公眾分發冠里斯縣公共衛生部在上週末開始向公眾分發冠
狀病毒疫苗狀病毒疫苗，，每次部署都超過了其應有的技術每次部署都超過了其應有的技術
問題問題，，故障和遺漏故障和遺漏，，這使無數合格的休斯頓人這使無數合格的休斯頓人
感到沮喪感到沮喪，，數百名數百名 縣居民已取消約會縣居民已取消約會。。隨著更隨著更
多劑量的冠狀病毒疫苗進入休斯頓地區多劑量的冠狀病毒疫苗進入休斯頓地區，，冠狀冠狀
病毒疫苗已按縣劃分分配給休斯頓地區的各個病毒疫苗已按縣劃分分配給休斯頓地區的各個
縣縣。。當地縣領導和衛生官員正在努力實施可能當地縣領導和衛生官員正在努力實施可能
的最佳分發計劃的最佳分發計劃。。 下面列出一個縣對縣的疫苗下面列出一個縣對縣的疫苗
分佈明細表供你參考分佈明細表供你參考。。

Fort Bend CountyFort Bend County於於11月月44日宣布將收到日宣布將收到11,,
000000種疫苗種疫苗，，並將開始與預先登記的人員聯繫以並將開始與預先登記的人員聯繫以
安排他們的第一劑疫苗安排他們的第一劑疫苗。。但從但從11月月55日起日起，，該縣該縣
的冠狀病毒疫苗預登記已滿的冠狀病毒疫苗預登記已滿。。 Fort BendFort Bend
County HealthCounty Health網站上也列出了其他冠狀病毒疫網站上也列出了其他冠狀病毒疫
苗提供者的資源苗提供者的資源。。

Galveston CountyGalveston County衛生區衛生區 時間時間：：11月月77日日
星期四上午星期四上午 99 點開始點開始。。 如何預約如何預約：：致電致電
409409--547547--40154015。。
衛生區說衛生區說，，它還接受了另外它還接受了另外400400劑疫苗劑疫苗。。 衛生衛生

區在一份新聞稿中說區在一份新聞稿中說：“：“我們確實要求每個人我們確實要求每個人
都保持耐心都保持耐心，，尤其是在預約時尤其是在預約時。。我們很高興看我們很高興看
到這種疫苗的需求到這種疫苗的需求，，但我們的供應有限但我們的供應有限。”。” 衛衛
生官員說生官員說，，預計未來幾週將有更多疫苗運抵休預計未來幾週將有更多疫苗運抵休
斯頓斯頓。。在加爾維斯頓縣在加爾維斯頓縣，，衛生區表示將開始通衛生區表示將開始通
過預約的方式向年齡在過預約的方式向年齡在 6565 歲以上的人分發歲以上的人分發
ModernaModerna疫苗疫苗。。 有關更多信息有關更多信息，，請訪問加爾維請訪問加爾維
斯頓縣衛生區的網站斯頓縣衛生區的網站。。

Harris CountyHarris County 地點地點：：德克薩斯州休斯敦騎德克薩斯州休斯敦騎
士街士街94019401號貝尤市活動中心號貝尤市活動中心，，郵政編碼郵政編碼7704577045
(Bayou City Event Center,(Bayou City Event Center, 94019401 Knight Rd,Knight Rd,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4577045)) 。。 如 何 預 約如 何 預 約 ：： 致 電致 電
832832--393393--42204220，，致電衛生部門的冠狀病毒呼叫致電衛生部門的冠狀病毒呼叫
中心中心 哈里斯縣是第一個接收這種疫苗的國家哈里斯縣是第一個接收這種疫苗的國家，，
該縣於上週六在休斯頓地區開設了第一家免費該縣於上週六在休斯頓地區開設了第一家免費
的公共冠狀病毒疫苗公共診所的公共冠狀病毒疫苗公共診所。。

休斯頓衛生部稱休斯頓衛生部稱，，開業當天至少有開業當天至少有11,,000000人人
接種了疫苗接種了疫苗。。 該診所報告說該診所報告說，，第二天的疫苗接第二天的疫苗接
種也已被預訂滿種也已被預訂滿，，在周日總共向在周日總共向986986人接種疫人接種疫
苗苗。。 為了查看誰已接種疫苗為了查看誰已接種疫苗，，只需將鼠標懸停只需將鼠標懸停
在德克薩斯州的每個縣上在德克薩斯州的每個縣上，，看看誰已接受一劑看看誰已接受一劑
疫苗以及誰已完全接種疫苗疫苗以及誰已完全接種疫苗。。 儀表板還按階段儀表板還按階段
分隔數字分隔數字。。 有一種方法可以查看第有一種方法可以查看第11層層（（醫院醫院

和和EMSEMS））和第和第22層層（（醫療機構醫療機構））中有多少醫護中有多少醫護
人員接種了疫苗人員接種了疫苗。。 還有一種方法可以查看有多還有一種方法可以查看有多
少輔助生活和療養院居民收到了援助少輔助生活和療養院居民收到了援助。。 由於供由於供

應有限應有限，，目前僅向一線工人和弱勢群體提供疫目前僅向一線工人和弱勢群體提供疫
苗苗。。 據報導據報導，，德州定於德州定於1212月月1414日星期一開始日星期一開始
分發的第一周內接受超過分發的第一周內接受超過220220,,000000劑疫苗劑疫苗。。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聖路易作協昨天聖路易作協昨天
（（一月九日一月九日））下午二時舉行一月綫上讀書會下午二時舉行一月綫上讀書會，，

邀請張洪凌以深入敏銳的觸角邀請張洪凌以深入敏銳的觸角
來分析王小波來分析王小波，，帶領大家重新帶領大家重新
解讀這位備受爭議的作家和其解讀這位備受爭議的作家和其
成名作品成名作品《《 黃金時代黃金時代 》。》。
演講者張洪凌女士,學法律出

身，畢業於武漢大學法學院，
後改讀文學，2000年獲華盛頓
大學創作碩士學位。她的英文
作品散見於美國報刊雜誌，曾
與詩人Jason Sommer 合作翻譯
王小波的中篇小說集《 王二
的愛欲枷鎖 》被《 洛杉磯書
評 》列為中國當代 12 部最佳
小說和必讀譯作之一。她與汪
曉濤合譯的以色列作家A.B.約
書亞的小說集《 詩人不再沈
默 》 亦備受好評。
張 洪 凌 曾 翻 譯 黃 金 時 代 ，

2015，及 「東宮，西宮」三本書。尤其《 黃金

時代 》更被美國書評家列為中國當代12部最佳
小說必讀著作之一。張洪凌談到她為什麼喜歡
王小波 ? 之前她也喜歡錢鍾書和張愛玲，但王
小波的出現，跟我們說話，特別引起她的共鳴
。王小波主張常識性的 「理性」,哲學的思考中
國問題。王小波幫助很多中國知識份子、大學
生對 「文革」的非理性的思考與判斷。

王小波（1952～1997 ），北京人。當代中
國著名作家, 代表作品有《 黃金時代 》、《 白
銀時代 》、《 青銅時代 》、《 黑鐵時代 》等
。他年輕時在雲南農場當過知青，插過隊，做
過工人、老師。中國人民大學畢業，1988年獲
匹茲堡大學碩士學位。後任教於北京大學和中
國人民大學。

1992年後開始成為自由撰稿人。《 黃金時
代 》獲第13屆台灣《 聯合報 》文學獎中篇小
說大獎，電影劇本《 東宮西宮 》獲阿根廷國際
電影節最佳編劇獎。1997年因心臟病突發逝世
於北京。生前作品無人問津，死後大紅大紫，
被尊為新的文學權威，大批粉絲和追隨者以 「

王小波門下走狗 」自居，對他終生致力於解構
權威的努力是一個反諷。

張洪凌從王小波的生平介紹起，從他 「鐵
獅子胡同一號」介紹起，使王小波的童年深具
神秘感，但因他父親是極端愛書的人，家裡的
三排大書櫃，及父親，哥哥對王小波的精神世
界影響大。這是王小波北京的” 精神家園“ 。
他到16、17歲時，去雲南插隊，從早到晚七天
勞動，加上吃不夠，使王小波從雲端落到現實
。而《黃金時代 》這本書，就是寫他的知青生
活，雲南插隊，對王小波而言，是理想破滅，
人生的荒謬、破滅、愚蠢。後來他來美國讀書
，在匹茲堡大學碰到在該大學教書的許倬雲教
授的幫助下，看了很多古代的書，因此，王小
波的《 黃金時代 》寫的文字無比精煉， 許倬
雲教授推薦他的文章。王小波於1997年4月11
日去世，他在生前默默無聞，去世後才大紅。
會中還進行討論《 黃金時代 》中的人物的心路
歷程，及王二用什麼態度和邏輯來應對那個荒
謬的時代...等等細節的探討。

圖為作家王小波圖為作家王小波。（。（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週一下午注射了他的冠狀病毒疫苗特納週一下午注射了他的冠狀病毒疫苗，，而大多數當地人仍在而大多數當地人仍在
進行令人困惑的疫苗接種等待過程進行令人困惑的疫苗接種等待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