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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美國深具政治影響力的遊說
組織 「全國步槍協會」 （NRA），去年爆發貪
汙醜聞，還遭紐約州檢方起訴。該會15日正
式聲請破產保護，並計畫遷往更支持擁槍權的
德州重組，希望躲過解散危機。

《路透》報導，NRA已向達拉斯破產法
院聲請破產保護，下一步就是從紐約州遷往德
州。 NRA強調，此舉是為 「擺脫紐約州腐敗
的政治和監管環境」 ，並確保該組織繼續擔任
「美國憲法自由的主要倡導者」 。

去年8月，紐約州檢察總長詹姆斯，指控
NRA執行副總裁拉皮耶等4名高層，涉嫌在3
年內挪用高達6400萬美元，支付私人飛機旅
費、籠絡人心、前員工封口費等，並稱NRA

違反非營利組織管理法規，要求該組織解散。
多家美媒認為，NRA聲請破產並在異地

重組，實際上是為逃避訴訟。 NRA則透過聲
明澄清，該組織財務狀況為 「多年來最佳」 ，
不會立即針對其業務或員工進行調整。

詹姆斯15日回應，該組織的 「財務狀況
及道德水準都面臨破產，檢方不會允許NRA
以任何方式逃避責任與監管」 。

NRA於1871年獲特許成立於紐約州，是
全美最大的擁槍權遊說團體，目前擁有500萬
會員，其中許多人僅會投票支持保障擁槍權的
候選人。隨著川普總統即將下台，NRA也將
失去其在華府最重要的盟友。

美全國步槍協會破產美全國步槍協會破產 擬遷德州擬遷德州

（（網絡照片網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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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就任美國總統的拜登團隊週四提
出1.9萬億之紓困案， 已經受到共和黨做
置疑， 這項大動作是拜登對選民所做的的
重要承諾， 其中包括全面性再加發一百四
百元， 拜登希望他上任後火速通過此案，
以對美國経濟打上一劑強心針。

華府國會及白宮已經築建高牆及二萬
國民軍駐進， 在就職典禮前夕， 華府地
區已經搜出數百支非法武器 ，聯邦調查局
及有關治安單位已經全部就位， 以防暴亂
事件之重演。

正當疫情不斷惡化 ，新政府接下的爛
攤子， 其中首要之任務就
是疫情之猖狂 ，拜登誓言
他將在一百天之內為一億
國民種植,希望以力挽狂瀾
的大動作來救國救民。

在彈劾川普案中， 他
被指控詆毀十一月選舉結
果， 他在當天的群眾大會
上說， 如果你不拚命戰鬥
，你將不再擁有這個國家
， 這是煽動叛亂， 如果參
议院可以通過最嚴重的後
果，可能是剝奪他再次參
加公職選舉之資格 ，馬里

蘭州民主黨籍多數黨領袖霍耶在眾議院力
主加快彈劾川普， 他說我們做正確的事，
什麼時候都不算晚。

新政府上台之後， 除了疫情及経濟問
題之外， 在外交上也面臨如何重返多邊國
際社會之問題， 過去四年來 ，由于川普
之單邊所謂美國第一之政策， 打亂了世界
和美國之關係 ，我們盼望拜登團隊重新制
定方案， 重返國際社會， 下台後的川普
，一定不甘寂寞 ，還會結合其死忠川粉繼
續給新政府製造矛盾。

President-elect Biden has proposed a $1.9
trillion stimulus bill that will issue bigger stimu-
lus checks and more aid to the unemployed,
the hungry and those people facing eviction.

The plan calls for sending another $1,400 per
person to individuals and the jobless will get
$400 up from $300 per week. The plan would
provide $25 billion in rental assistance for low
and moderate income families and another $5
billion would be set aside to help struggling
renters pay their utility bills. The plan calls for
providing $15 billion to create new grants for
small business owners and is separate from
the existing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This is huge assistance for all of us. But the
new administration’s even more urgent mat-
ter will be the pandemic which is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ide, the Biden admin-
istration needs to repair U.S.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last four years Presi-
dent Trump has withdrawn the U.S. from
m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rela-
tionships with most countries has deteriorated.

We need to look forward to our future. All of
us need to help the new government to unite
us and not divide us.

In heavily military protected Washington, D.C.,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how this great na-
tion will change its power. A peaceful transi-
tion of power is essential to our democrat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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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20212021

Help Is On The WayHelp Is On The Way

拜登政府的及時雨拜登政府的及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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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韓國最高法院近日對前總統朴槿惠“親信干政
”案及其他指控做出終審宣判，再加上此前干涉選舉的指控，朴
槿惠最終累計獲刑22年，這也代表著朴槿惠的3起案件全部結束
。

然而，朴槿惠支持者得知此消息後，竟效仿起了美國人，公
然在大法院附近鬧事，與警方發生衝突，企圖施壓文在寅特赦前
總統。

據媒體報導，最近韓國最高法院所審理的是朴槿惠的“親信
干政”案和收受“特殊活動費”案，2018年這些案件一審時，朴
槿惠被判處24年監禁，此次法院決定維持原判，判處其20年監
禁並追繳犯罪所得，罰金超過1億元人民幣，再加上此前的2年
刑期，朴槿惠預計要在監獄中待到87歲。

儘管相比曾經的30年刑期，此次判決已經算是個不錯的消
息，但朴槿惠的支持者們還是很難接受，判決當天，朴槿惠的支
持者們在法院附近集聚，揮舞旗幟和橫幅，喊著要求釋放朴槿惠
的口號，這些人甚至與警方產生衝突，不由得讓人想起前幾日特
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國國會大廈與警方發生暴力衝突一事，看來這
些朴槿惠的支持者很有可能是被美國“傳染”了。

作為韓國歷史上首位女總統，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曾任韓國
第3任總統，朴槿惠2012年底以過半支持率當選為韓國總統。一
直以來，朴槿惠都將“國家是服務的唯一對象”為口號，表態稱
自己沒有家人、沒有私信。

但2016年10月份，朴槿惠“閨蜜”崔順實，被發現電腦中
存有多份朴槿惠演講稿這樣的重要機密，此事曝光後，不僅朴槿
惠和她的親信們遭到了各種指控，韓國民眾也開始就要求她下台
一事舉行示威集會。朴槿惠多次發表講話未果，支持率跌至4％
。

2017年，這位韓國歷史上首位女總統因“親信干政”案被彈

劾並免去職務，韓國檢察
部門指控朴槿惠犯有 18
項罪名並將其逮捕進入監
獄。對她的刑事指控和審
判持續了3年多時間，直
到近日，韓國最高法院對
朴槿惠作出最終裁決。

在這場長達4年多時
間的“親信干政”風波中
，朴槿惠多次拒絕參加庭
審，甚至缺席了此次最終
審判，她否認自己做出過
不當行為。為了“救出”
朴槿惠，她的“娘家”，
韓國保守黨幾年時間內，
不斷向文在寅政府提出赦
免朴槿惠的建議。

朴槿惠的的支持者們
也不斷提出抗議。據了解
，幾年時間以來，一到庭
審時間，朴槿惠的支持者
們，就會出現在她所在的
拘留所和法院門口表示抗議，平時的周末和各種節假日也是如此
。今年光復節期間，保守黨派就曾和支持朴槿惠的民眾們舉行集
會，要求特赦朴槿惠。

最近，關於特赦前總統朴槿惠的傳聞沸沸揚揚，不少韓國媒
體和民眾都在炒作此事，但青瓦台方面並沒有做出回應。如今對
朴槿惠的審判結束，她已經有了得到總統特赦的資格，她的支持

者們更是因此變得愈發“狂熱”起來，不斷要求現任總統文在寅
給予朴槿惠特赦。

但是，這些支持者未免過於囂張，美國國會騷亂事件剛剛發
生，特朗普的支持者鬧事導致特朗普本人受到各種指責，甚至有
可能因此被彈劾，朴槿惠的支持者們也想效仿美國人，通過和警
方產生衝突、公然鬧事的方法為朴槿惠爭取特赦，只能適得其反
。

朴槿惠支持者大鬧法院朴槿惠支持者大鬧法院，，施壓文在寅施壓文在寅
特赦前總統特赦前總統

東京奧運會或因新冠疫情停辦東京奧運會或因新冠疫情停辦 為二戰後首次為二戰後首次
（綜合報導）美國《紐約時報》報導稱，受新冠疫情影響

，今年夏季舉辦東京奧運的前景日益嚴峻，有可能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首次不得不停辦奧運。

該報指出，疫情在日本、美國和歐洲主要國家持續蔓延，
國際奧委會（IOC）等方面開始出現認為無法安全舉辦奧運的
意見。該報還援引了IOC委員迪克.龐德的說法，“對舉辦不抱
有確信。”

《紐約時報》指出，即使根據目前的舉辦計劃，約1萬名
運動員等將被要求在比賽結束後立即離開奧運村等，在日本的

行動受到嚴格限制，採訪記者大概也會被禁止在東京都內自由
移動。該報預測稱，東京奧運若舉辦，運動員和相關人員等將
不得不忍受前所未有的不便。

距離延期後的東京奧運會開幕目前還有六個月時間，儘管
東京奧組委已經闢謠奧運取消的說法，但能否順利舉辦仍需要
靜觀世界各國對疫情的控制情況。就如同東京奧組委會長森喜
朗所言：“盡心籌備，剩下就是每天祈求神靈，向天禱告，只
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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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衛生部發布流行病學警報
以應對新冠疫情蔓延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下屬的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CDC)發布了壹項流行

病學警報，以應對近期秘魯新冠確診病例、死亡病例和住院人數的增加。

據報道，秘魯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要求利馬衛生局、私營醫療機構等，加

強流行病學監測活動，采取控制和預防措施，以便降低秘魯新冠病毒病死率。

秘魯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還指出，在取消強制性社會隔離措施、啟

動經濟復蘇第四階段，以及聖誕和新年假期之後，全國各個地區的確診

病例和死亡人數明顯增加，截至2021年1月5日，秘魯新冠病毒感染率

為3.14%，病死率為3.7%。

此外，秘魯總統薩加斯蒂6日在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時宣布，秘魯

已與中國國藥集團達成購買該集團生產的新冠滅活疫苗協議，首批100

萬劑疫苗將於本月抵達秘魯。

薩加斯蒂同時還宣布，秘魯6日也與英國阿斯利康制藥公司簽訂了購買新

冠疫苗合同。根據合同，阿斯利康將從今年9月起提供1400萬劑疫苗。

秘魯衛生部長表示，第壹批接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將是抗疫前線的醫

療工作者、武裝部隊和國家警察的成員，以及60歲以上的公民。

另壹方面，秘魯出口商協會(ADEX)7日預計，2020年秘魯出口總額

約為380億美元，同比2019年將下降18%。

出口商協會指出，2020年秘魯出口整體萎靡。然而，預計2021年，

秘魯出口額將為440億美元，與2017年(440.04億美元)持平，原因是大宗

商品(主要是礦物)和農產品出口將恢復增長。

出口商協會認為，政府宣布2021年將有數千萬人接種新冠疫苗，這壹消

息給秘魯的經濟復蘇帶來了“希望”，也為控制新冠疫情帶來了“光明”。

巴西累計確診病例超813萬例
副總統莫朗新冠肺炎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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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22例，累計確診8131612例；新增死亡病例480例，累計死亡

203580例；累計治愈7207483例。

11日，巴西副總統莫朗新冠肺炎痊愈後開始恢復工作。他表示，新

冠疫苗接種並非個人問題，而是集體問題。盡管此前曾感染新冠病毒，

但他仍將按照巴西衛生部制定的優先群體全國免疫計劃進行疫苗接種。

去年12月27日，莫朗在接受新冠病毒檢測時被確診為感染者，隨後他

在官邸接受隔離與治療。

由於疫情反彈惡化，聖保羅州政府從11日起將該州四個地區的防疫級別

提高至第二等級的“橙色”階段，再次禁止這些地區非必要的商業活動。不過

，公園、美容院和健身房仍允許開放。米納斯吉拉斯州首府貝洛奧裏藏特市當

天也再次關閉非必要的商業場所，以遏制新壹輪新冠病毒的傳播。

巴西衛生部長愛德華多· 帕祖洛(Eduardo Pazuello)11日表示，巴西各

地新冠疫苗接種最快可於1月20日開始進行，所有的新冠疫苗都將由巴

西統壹衛生系統(SUS)同時分發給全國所有的26個州和1個聯邦區。

截至目前，巴西疫情最嚴重的聖保羅州累計確診病例達1549142例

，死亡病例達483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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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萬例、52.2

萬例、51.3萬例、48.2萬例和46.1萬例。

“最壞時期”將至，英國作出“絕望抉擇”

綜合報導 英國首席醫療顧問警告稱

疫情“最壞時期”即將到來，英國國家

醫療服務體系（NHS）擔憂醫院屆時會

人滿為患，計劃實施壹項“極具爭議”

的應急措施。英國“病人協會”主席為

此直呼，NHS是在做“絕望的抉擇”。

據報道，有資深消息人士透露，英

國醫院負責人稱為提高“緊急應變能

力”，防止NHS崩潰，他們打算讓數千

名新冠患者提前出院，住到酒店或自己

家中，以騰出床位給重癥患者。與此同

時，NHS還要求護理中心開始接收來自

醫院的新冠患者，只要隔離14天無癥狀

即可，無需最近的核酸檢測報告。

《衛報》報道稱，英國NHS官員表

示，他們不會要求仍有醫療風險的患者

提前出院，“這是為那些不需要躺在病

床上，但仍需要在受保護環境中的患者

準備的”。

NHS和壓力最大的醫院老板們，正

在就實施“家庭和酒店”計劃進行詳細

討論，壹位資深的NHS消息人士透露，

這將涉及數千名新冠患者。消息人士說

，這是他們在窮盡其他方法（如南丁格

爾臨時醫院）後，為建立“額外緊急應

急能力”所做的壹部分努力。

根據這壹計劃，提前出院入住酒店

的新冠患者，將得到誌願者組織的幫助

，如聖約翰救護機構、英國紅十字會、

武裝部隊醫務人員、以及所有可用的

NHS員工。

報道稱，倫敦酒店集團（LHG）已

經開始接收來自倫敦南部國王學院醫院

無家可歸的新冠患者，並在克羅伊登附

近用最好的酒店來照顧他們。

倫敦酒店集團表示，其酒店至少能

提供5000張床位。集團發言人稱，該階

段出院患者都是已經康復或正在康復的

，他們不需要專家醫療監督或護理，但

目前也不能回家，“此舉能夠騰出NHS

床位，酒店也相對容易入住”。

不過有NHS消息人士警告說，當前

英國衛生服務部門的病假達創紀錄水平

，以及疫苗接種工作展開，壹旦患者出

院，很少有工作人員有時間到私人家庭

或酒店提供重要的護理。

在該計劃出臺之際，人們對醫院很

快將人滿為患、“拐點”沒那麽快到來

等問題感到日益擔憂。英國醫院收治的

新冠患者超3.5萬人，僅上周就增加了

6213人。

自去年12月宣布發現變異病毒後，

這種傳染性高出50%的新冠病毒像“野

火”壹般在全英蔓延。變異的新冠病毒

已增加倫敦、英格蘭東部和東南部的感

染率，讓許多醫院處境艱難，NHS領導

人擔憂很快西南部和西北部也會出現類

似情況。

而該計劃無疑引發了巨大爭議。英

國“病人協會”主席露西· 沃森（Lucy

Watson）對此感到不安，稱“這是壹個

可怕的情況，NHS時常沒有更好的選擇

，提前讓患者出院可能是NHS為數不多

的選擇之壹”。

沃森指責說提前出院往往會導致對

病人的傷害，還會再次入院。沃森還表

示，“酒店裏的誌願者並不能代替適當

的醫院護理，但當醫院因重癥患者不堪

重負、並努力防止大規模死亡時，NHS

顯然將作出絕望的抉擇”。

健康慈善組織“國家之聲”首席執

行官夏洛特· 奧格斯特博士（Charlotte

Augst）則質疑，“照顧這些出院患者的

醫療和護理人員從哪來”。NHS要求護

理中心接收醫院患者的計劃，也引發了

醫護人員的擔憂，他們希望確保任何出

院患者都不能繼續傳播病毒。

1月11日，英國政府首席醫療顧問

克裏斯· 惠蒂警告，英國疫情“最壞時期

”正在到來，並稱“今後幾周”將是疫

情“最壞的幾周”。首相鮑裏斯4日也

曾警告說，未來幾周會是“迄今為止最

艱難的”，確診病例與病人數會進壹步

躥升，但相信“已經進入鬥爭的最後階

段”。

倫敦市長薩迪克· 汗在1月8日宣布

該市進入“重大事故”狀態，其聲明中

稱倫敦醫院可能將在幾周之內達到飽

和，耗盡所有病患床位。上周有專家建

議英國政府向中國、越南等亞洲國家學

習，采取“亞洲式”的嚴格封鎖，並警

告說不然將“大禍臨頭”。

而根據英國衛生和社會保障部公布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1月12日

，英國單日新增確診數超4.5萬例，累計

確診316萬例；新增死亡1243例，累計

8.3萬例。

北極寒風席卷北半球
西班牙的疫苗都被“凍”住了

綜合報導 在位於北緯40度的西班

牙首都馬德裏，厚厚的積雪鋪滿了馬路

、壓彎了樹枝，也凍住了新冠疫苗的運

輸渠道。

近來極寒天氣席卷西班牙，馬德裏更

是在周末遭遇50年來最強暴雪。這場暴

雪持續了30小時，部分地區降雪量達到

20厘米，導致大量道路癱瘓，至少4人死

亡，還有超過1500人被困在車內。西班

牙國家氣象局預測，12日馬德裏所在的

西班牙中部地區最低氣溫可能達到零下

12攝氏度。

而根據氣象局對 1981 至 2010 年氣

溫數據的統計，西班牙中部地區在最

寒冷的 1月平均最低溫度也僅有 0度至

零下5度左右。近十年來馬德裏都沒有

下過大雪。

氣象局周末對馬德裏發出降雪紅色預

警，並稱這場暴風雪是“異常且很可能是

歷史性的”現象。

但鮮少見到大雪的馬德裏人民更多沈

浸在白色喜悅裏，成為全國封鎖陰影下難

得的壹道光。許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

雪景照片，甚至有人在馬德裏街頭玩起狗

拉雪橇。

凜冽寒風中，35萬劑輝瑞疫苗於11

日分批抵達西班牙6個機場。由於暴雪天

氣阻斷了街道和高速公路，原計劃運往馬

德裏的疫苗只能先轉運到西班牙北部的維

多利亞市，再由警方將疫苗護送至馬德裏

市內。

按照西班牙政府的計劃，本周應

該加快全國疫苗接種進展，彌補因新

年假期落下的進度。但據該國衛生部

通報的數據，截至 11 日西班牙收到的

全部 75 萬劑疫苗，只有半數被分發至

接種點。

西班牙緊急醫療協調中心負責人西

蒙（Fernando Simon）表示，鑒於目前

疫苗仍優先對養老院居民和醫務工作

者開放，寒潮總體上對疫苗接種計劃

的影響不大。部分馬德裏的醫務人員

11 日仍在鏟雪車的轟隆聲響中完成了

疫苗註射。

但由於通勤道路受阻，部分醫務人員

無法上崗，也使醫療系統運轉困難。在馬

德 裏 工 作 的 護 士 馬 丁 內 斯 （Alb-

aMartínez）連續值了6輪班後才被送回家

休息。她擔心，寒冷天氣持續下去會導致

醫院出現部分食物短缺。

來自大西洋的濕潤低壓系統和來自西

伯利亞的強冷空氣在西班牙上空發生碰撞

是造成暴風雪的最主要原因。

但西班牙只是這場寒潮中最先感受到

影響的國家之壹。

中國和韓國都在上周進入“速凍”

模式。寧夏、南京、青島等多地最低氣

溫打破有記錄以來的歷史極值，北京低

溫更是跌破21世紀最低紀錄，達到零下

18℃。韓國首爾也出現35年來最低的零

下18.6度，漢江今冬首次結冰，多地大

雪封城。

由於北極圈上空平流層突然變暖導致

極地渦旋南移，把北極的寒冷空氣向南推

進至歐亞美等地區，給整個北半球帶來寒

冷天氣。

極地渦旋位於大氣層平流層中，距

離地球表面約 18英裏（約 30公裏），

是大氣高層的緊密旋轉氣流，繞著北

極圈從西向東快速旋轉，把冷空氣限

制在北極地區。假如極地渦旋偏弱，

西風急流減慢，就容易出現較多波動

，有利於北極氣團南侵並為中緯度地

區帶來嚴寒天氣。

極地渦旋壹直存在，但近年來由於極

端天氣現象頻繁發生，它也受到更多關註

。2019年初美國多地遭遇的嚴寒天氣也

是受北極極地渦旋南移影響。

俄克拉荷馬大學氣象學院助理教授弗

塔多（Jason Furtado）表示，有些時候極

地渦旋基本沒有存在感，但有些時候會對

天氣產生顯著影響，這也是氣象學家作出

天氣預測的依據之壹。

需要註意的是，極地渦旋的移動不會

產生即時效果，通常會延遲1至2周，其

影響可能持續長達8周。

彭博新聞社預計，1月下旬北美、

歐洲和亞洲將同步受到基地渦旋影響而

出現極端寒冷天氣。商業氣象預報公司

AccuWeather 氣 象 學 家 羅 伊 斯 （Tyler

Roys）指出，巴黎目前溫度已經比正常

情況低約15度，北京上周氣溫大幅下降

，這都是寒潮的前奏。即使在位於西班

牙最南端、北非海岸附近的加納利群島

，也受冷空氣影響，降雨量比正常情況

高出60%以上。

AccuWeather 還指出，如果冷空氣

移動速度較慢，不排除會在 1 月 20 日

美國總統拜登就職當天帶來暴風雪天

氣。

盡管極地渦旋只是壹種氣象現象，但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北極融冰和氣溫升

高會幹擾北極上空的對流層，影響極地渦

旋的狀態，這使得渦旋內部的寒冷空氣更

容易逸出、向南流動。

換句話說，氣候變暖可能是全球範圍

內暴風雪的頻率降低，但每壹場暴風雪帶

來的後果可能會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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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雅加達疫情持續擴散
當局宣布收緊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

達 新 冠 疫 情 持 續擴散，雅加達特

區首長阿尼斯宣布，當地時間 11

日起，當地開始實施更嚴格的防疫

措施。

報 道 稱 ， 鑒 於 目 前 的 疫 情 形

勢，當局決定限制餐館和商場的營

業時間，並縮短公共交通的營運時

間等。

其中，商場必須在傍晚7時關閉，

公共交通將於每晚8時停止服務，且載

客量須減半。在辦公室辦公的員工不

能超過平常的四分之壹，所有學校必

須關閉，改為網上教學。

當局也暫時關閉了所有公共和文

化設施，但允許宗教場所繼續開放，

不過，進入宗教場所的人只能是平常

的壹半。

阿尼斯表示，有關措施將實施2周

，直至1月25日。若疫情沒有好轉，當

局將加以延長。

馬來西亞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期間停辦選舉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國家皇宮12日上午

發表聲明，宣布最高元首阿蔔杜拉同意全國

即日起進入緊急狀態以對抗新冠肺炎疫情。

總理穆希丁當日中午進壹步闡述緊急狀態具

體措施，稱其間將停辦選舉。

國家皇宮聲明表示，緊急狀態將持續到8

月1日。最高元首並批準成立壹個由朝野人士

和專家組成的獨立委員會評估疫情，當疫情改

善時，該委員會可建議提前結束緊急狀態。

在前壹天晚上剛宣布在部分地區重啟行

動限制令後，穆希丁12日再度向全國發表直

播講話。他強調，緊急狀態非戒嚴、宵禁和

軍事管制，司法機構不會受到幹預，“民眾

生活照常”“政府繼續運作”。

他亦表示，在緊急狀態下，國家可修改相

關法令，提高對違反防疫標準作業程序者的懲

罰力度，也可調用私立醫院資源應對疫情。

這位總理並稱緊急狀態將“行政戒嚴”

，即國會、州議會停止會議，其間不舉辦大

選和其他選舉。

自從去年執政以來，穆希丁政府壹直面

臨反對黨及部分盟黨倒閣或提前大選的壓力

。穆希丁當日承諾，壹旦疫情全面受控，將

適時舉行大選。

馬來西亞聯邦憲法規定，如最高元首確

定全國或局部地區的安全、經濟或公共秩序

受到威脅且事態緊急，可頒布緊急狀態令。

在該國歷史上，也曾因煙霾、疫情等公共衛

生事件進入緊急狀態。沙巴、霹靂等局部地

區去年就曾因新冠肺炎疫情頒布緊急狀態令

。穆希丁政府去年也曾向最高元首建議實施

全國緊急狀態，但當時未獲最高元首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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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東京奧運會和殘

奧會組織委員會主席森喜朗面

向職員發表新年致辭。雖然全

球新冠疫情持續嚴峻，但森喜

朗再次表明舉辦奧運的決心。

森喜朗稱：“若心中多少

有些猶豫，就會影響到壹切。

將淡定地按計劃推進(奧運會工

作)。”

他還呼籲道：“就算是長

夜，黎明也必會到來。讓我們

團結起來，努力突破這壹最大

難關。”

秘書長武藤敏郎表示：

“不是問奧運會將怎樣，而

是思考這種情況下怎麽做才

能舉辦奧運，這是我們的使

命。”

因新冠疫情暴發，日本

2020年東京奧運會推遲至2021

年舉辦。日本最近新冠疫情形

勢急轉直下，確診病例連續創

紀錄。疫情形勢的惡化給東京

奧運會帶來嚴峻考驗，按照東

京奧組委2020年底制定的計劃

，奧運會測試賽將在2021年 3

月4日重啟。

日本首相菅義偉此前表示

，盡管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形

勢嚴峻，但他決心在2021年夏

天舉辦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

泰國內閣批準發放補助金
及減免水電費助民眾渡過難關

綜合報導 泰國總理巴育在總理

府對媒體表示，當天的內閣會議批準

了多項惠民措施，以幫助降低民眾的

生活成本，緩解新壹輪新冠疫情對民

生的影響。

這些措施包括：向受疫情影響的

臨時工、不在社會保障體系內的自由

職業者發放 2個月的補助金，每月

3500泰銖(約合人民幣760元)；減免

全體國民2月份和3月份的水電費；

降低網絡費用，並提升網速以支持居

家工作。

此外，本月底將再開放100萬人

申請註冊“壹人壹半”消費補貼計劃

。該計劃從2020年 10月下旬開始實

施，允許消費者在消費時只需支付壹

半費用，另壹半由政府補貼，每人累

計補貼最高不超過3000泰銖。此前

，已有上千萬泰國民眾進行了前兩輪

註冊。

巴育表示，內閣還同意降

低土地和建築稅等，並協助中

小企業和符合條件的個人解決

貸款問題。

泰國於上月中旬開始暴發

新壹輪疫情，令經濟復蘇進程

深受影響。目前，新壹輪疫情

已蔓延至大半個泰國。

泰國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12

日通報，當天新增287例確診病例。

截至當天，泰國累計確診病例10834

例，其中治愈6732例，死亡67例，

仍在院治療403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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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150萬人打疫苗 無嚴重不良反應
春節前將完成9類重點人群緊急接種 未來實現應接盡接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馬靜 北京報道）北

京市衞生健康委員會副

主任高堅介紹，截至

2021年1月14日下午5時，全市累計完成接種人數150萬，沒

有接到有嚴重不良反應的報告。按照現在接種速度，2021年春

節前，北京市將完成9類重點人群緊急接種，實現應接盡接，春

節後將組織其他人群有序預約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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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總統接種中國科興疫苗：感覺良好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俄羅斯衛星網15日消息，土耳其總統
埃爾多安在接種中國科興新冠疫苗第
二天對媒體表示，自我感覺良好，28
天後將接種第二劑。

埃爾多安14日晚在首都安卡拉
接種中國科興公司研發的新冠疫
苗，隨後在社交媒體上宣布了這一
消息。他說：“接種後沒有任何不
良反應，自我感覺良好，28天後將
接種第二劑。”

土耳其1月14日啟動大規模疫
苗接種工作，將分四個階段為民眾

接種中國科興生物研發的克爾
來福新冠疫苗。醫務人員和高

危人群將優先接種，第一階段新冠
疫苗接種將覆蓋約900萬人。大約50
萬人在接種首日及第二天接種了疫
苗。

Q：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病毒滅活疫苗
最新接種劑次有多少？是否發現新的嚴重
不良反應症狀？
A：自去年7月22日我國正式啟動新冠病毒

疫苗的緊急使用以來，截至2021年1月4

日，內地緊急使用已接種國藥集團中國生

物新冠病毒滅活疫苗400多萬劑次。去年

12月15日開始重點人群接種工作以來，經

過這段時間的努力，接種量不斷增加，目

前全國接種劑次已經超過1,000萬劑次。

重點人群接種工作開展一個月來，我

們監測到的不良反應以局部反應為主，主

要是接種部位疼痛，全身反應主要包括頭

痛、肌痛和發熱等，遠低於已經上市的普

通疫苗的副反應。

Q：中國新冠病毒疫苗接種方案採用兩針
接種方式，可選間隔有二周、三周、四
周，不同方案間的效果有哪些差異？如何
選擇？

A：我們在新冠病毒疫苗的臨床試驗階段

探索了不同接種程序、不同接種劑量的方

案，結果顯示，間隔三周和四周的效果最

好，免疫的持久性、抗體陽轉的水平、抗

體平均值等各項指標均好於間隔一周和兩

周。

Q：接種兩針後，多久可以產生抗體形成
保護效力？

A：從目前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病毒滅

活疫苗Ⅲ期臨床試驗的階段性分析看，第

一針注射10天後就可以產生抗體，但是，

不同人之間抗體產生的差距很大，所以我

們要打第二針。兩針注射後，再過14天，

就能產生高滴度抗體，形成有效保護，且

全人群中和抗體陽轉率達99%。

Q：產生抗體後，保護期為多久？

A：我們也正在密切觀察疫苗保護期，目前最早接種

疫苗的人已經做了8個多月的觀察，結果顯示依然有

效。Ⅰ期、Ⅱ期臨床受試者也在繼續觀察，從已經

獲得的數據看，半年沒問題，能否保護8個月，我們
正在測定，結果還沒有出來。

Q：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在不同人群
中的表現是否有差異？針對近期出現多例兒童確診
病例的問題，何時兒童也可以接種上疫苗？

A：目前研究觀察，不同人群中未發現明顯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差異。我們已獲取的確切臨床數據顯示，3
歲至17歲青少年都可以打，安全性沒有問題。需要

注意的是，3歲至5歲的孩子，因為免疫系統仍在發

育期，所以打疫苗時還要慎重密切觀察，很快這部

分人群也有望接種上新冠病毒滅活疫苗。

Q：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的產能擴建
進展和下一步供應安排如何？

A：一期產能，國藥集團中國生物分別在北京和武漢

建成了新冠病毒滅活疫苗高等級生物安全生產車

間，現已投入規模化生產。二期產能，正在進行整

個新車間的模擬驗證，通過後，2021年產能可達到

10億劑以上。三期產能，擴建將更大。

目前，我們的海外訂單量很大，所以要全力以赴

做好擴產，而擴產的前提是做到工藝穩定、產品安

全有效，符合我國藥品監管的各項制度和質量指

標。 來源：新華社

15日，在北京朝陽規劃藝術
館疫苗接種點的接種大

廳外，擬接種人員以50人為一組，
在入口處進行安檢、測量體溫、掃碼
核驗後，再進入等候區。等候區內，
醫生集中告知《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
苗接種知情同意書》，有禁忌症的不
能接種人員離場，符合接種要求的人
員才能進入知情同意區。

知情同意區設15個工作台，每
個工作台配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醫
生向接種人員詳細講解注意事項，護
士負責錄入擬接種人員的基本信息、
緊急聯繫人和聯繫方式。

簽署知情同意書後，進入接種
區。接種區設置A、B兩區，共有15
個獨立的接種室。每個接種室內設一
個接種台、一個臨時存放疫苗的小冰
箱，由接種護士取出疫苗並對疫苗掃
碼後完成接種。

接種後，進入觀察區留觀30分
鐘，無異常的受種人員登記確認後自
行離開。留觀區設置專門的醫護人員
提供服務諮詢，並設置應急處置區、
120救護車。

接種皆自願 流程規範嚴
北京市朝陽區衞生健康委員會

副主任肖志鋒說，接種人員都是自願
參加。而負責接種的醫護人員從各個
醫院抽調組建，流程有嚴格技術規
範，包括執行健康詢問、核對接種者
身份及查驗疫苗情況。

接種者：感覺多了一層保護
北京市朝陽區京客隆超市西壩

河店長崔培培於9日接種科興新冠病
毒滅活疫苗。她說，當時店裏68個

同事都自願接種了疫苗，“大家都很
積極，政府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我們這
些一線最基層的工作人員，我們都覺
得這是一種福利，畢竟我們平時工作
接觸的人多，接種疫苗感覺我們自身
多了一層保護，對顧客來說也安
全。”

“第一針結束後，我自己完全
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舒服的，有同事
說接種處有點疼，特別不舒服的
（人）倒沒有。”

專家：無禁忌症即可安心注射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感染病科主

任高燕表示，控制疫情最終還是要靠
疫苗。高燕說，疫苗最終能否產生全
面效果，形成免疫屏障還得取決幾個
因素，包括民眾接種意願等。

高燕於8日接種了科興新冠病毒
疫苗，且身邊的同事都注射了該疫
苗，幾乎沒有不良反應。她表示，全
病毒滅活疫苗技術是傳統技術，非常
成熟，只要避開疫苗禁忌症，還是比
較安全的。

“疫苗都有一些禁忌症，只要避
開這些，安全性沒有問題。大家可以安
心注射。”對於科興疫苗在不同國家
出現數據差異，高燕表示，影響疫苗
測試數據的因素很多，包括試驗人群
篩選。

入選人群的年齡、是否有基礎
病、是否高風險人群都會影響數據結
果。“比如，入組的人群如果都是醫
務人員，他（們）本身就要天天面對
確診的陽性病例。而且這個組群一旦
出現一個病例感染，那麼整個組人群
的感染率都會增加，自然疫苗的數據
會受到影響。”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接種科興疫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接種科興疫
苗苗。 路透社路透社

■安檢，測量體溫、掃碼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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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集中告知《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接種知情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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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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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詳解注意事項，護士錄入擬接種人員基本信息、
簽知情同意書。

■獨立接種室進行接種。

接
種
區

4

■留觀30分鐘，該區設置應急處置區，可開展現場急救
及轉運。

觀
察
區

5

接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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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油尖旺

區近日出現

多宗新冠病

毒確診個案，成為第四波疫情的重災區。香港特區

政府為盡快切斷當區傳播鏈，15日劃出東至彌敦

道、西至渡船街、北至甘肅街、南至佐敦道的範

圍，指定該區範圍內的大廈只要有一宗確診，有關

大廈居民都要強制檢測。政府15日晚刊憲，指按有

關準則定，該範圍有20幢疫廈納入強檢範圍，過去

14天曾身處相關大廈人士須接受檢測，涉及數千名

居民。有專家認為，政府應採取更強硬措施，小區

範圍內的大廈即使未有確診個案，居民都應接受強

制檢測，否則拖到農曆新年人流增加，或再有隱形

傳播鏈，帶來嚴重後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芙釵
註：統計由1月1日至15日

新填地街20-26號則由12月30日有首宗個案起計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指定20大廈涉數千人 專家稱措施須更強硬

油尖旺劃強檢區油尖旺劃強檢區 一人確診全樓驗一人確診全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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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範圍：：東至彌敦道東至彌敦道、、南至佐敦道南至佐敦道、、西至渡船街西至渡船街、、北至甘肅街北至甘肅街

涉及街道涉及街道：：甘肅街甘肅街、、北海街北海街、、西貢街西貢街、、寧波街寧波街、、南京街南京街、、佐敦佐敦
道道、、彌敦道彌敦道、、白加士街白加士街、、吳松街吳松街、、 廟街廟街、、上海街上海街、、新填地新填地
街街、、炮台街炮台街、、廣東道廣東道、、偉晴街偉晴街、、渡船街渡船街

佐敦油麻地強檢範圍大廈本月確診宗數

■■油麻地樓宇陳舊油麻地樓宇陳舊，，衞生欠佳且人流密集衞生欠佳且人流密集，，易成爆疫重災區易成爆疫重災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偉晴街8號瑜德大廈：2宗

廣東道577號：7宗

廣東道514號：1宗

廣東道608號廣基大廈：4宗

1.上海街166-168 號

2.佐敦道37E-K號統一大廈A座

3.佐敦道37號 L-P及37號 Q-T佐敦大廈

4.吳松街58-60 號

5.吳松街88-90號

6.吳松街102-104 號

7.南京街1D號

8.炮台街44-48 號

9.炮台街58-60 號

10.炮台街81-87號立德大樓

11.偉晴街8號瑜德大廈

12.新填地街28-30號

13. 廟街120, 122, 124A, 124號

14.廟街151-153號

15.廟街160-162號

16.廟街200-210 號

17.廣東道514-516 號

18.廣東道575-577 號

19.彌敦道315 號

20.彌敦道375-381號金勳大廈

廟街124號：2宗

廟街120-124A號：1宗

廟街151號：1宗

廟街160號：1宗

廟街210 號：1宗

南京街1D：3宗

彌敦道381號金勳大廈：1宗

彌敦道315號：1宗

佐敦道37號佐敦大廈：1宗

政
府
刊
憲
佐
敦
及
油
麻
地
須
強
檢
大
廈

居民認同強檢
部分質疑成效

炮台街81-87號立德大樓：2宗

炮台街60號：1宗

炮台街46號：1宗

吳松街104號：1宗

吳松街60號：1宗

上海街111號統一大廈A座：3宗

上海街163-165號：2宗

上海街168號：1宗

南

京

街

上

海

街

新填地街20號：6宗

新填地街22號：2宗

新填地街24號：4宗

新填地街26號：21宗

新填地街23號：1宗

新填地街30號：1宗

香港食衞局局長陳肇始15日在會見傳媒時表示，油麻地
及佐敦一帶近日短時間內出現多宗確診個案，加上區

內舊樓較多，居住環境較擠迫，社區感染風險或較高。為盡
快切斷當區傳播鏈，政府決定在指定區域進行小區強制檢
測，範圍內的大廈只要有一宗確診也要強檢。

設流動採樣站採樣車便民
除區內早前已要強檢的疫廈外，政府15日晚就強制檢測

公告刊憲，宣布該區域20幢樓宇納入強檢範圍（見表），相
關大廈居民須於今日起的三天內接受病毒測試，而有關名單
會持續更新，直至區內社區感染風險降至低水平。

為配合該區域的強檢措施，除區內油麻地梁顯利社區檢
測中心外，政府在官涌體育館設立一個流動採樣站，及派出
流動採樣車方便居民檢測。陳肇始表示，由於指定區域的社
區感染風險可能較高，鼓勵當區居民即使不屬受檢人士，亦
應盡快主動檢測。政府同時會安排相關部門加強對區內“三
無大廈”清潔和消毒，並加強視察該大廈排污渠管。

在油麻地強檢範圍內，單是15日就新增9宗個案，其中
新填地街24及26號各新增兩宗、新填地街23號則有一宗，
另廣東道608號廣基大廈更有4宗確診個案。

衞生署署長15日並向新填地街20、22、24及26號發出
隔離令，規定除衞生主任外任何人士，不得在未獲衞生主任
給予書面准許下進入或離開受隔離地點，或將任何物品帶進
或帶離受隔離地方，而隔離令有效至本月28日晚 11時 59
分。

衞生署發言人表示，由於該處所內有多間“劏房”，亦
沒有住客名單，令衞生防護中心的追蹤接觸者工作出現困
難，衞生署署長遂發出隔離令，以便識別可能遺漏的個別住
戶，盡快安排入住檢疫中心，“由於該處所情況特殊，署方
不得不採取這特別措施。”在警方協助下，香港衞生防護中
心至今已安排約90名上址居民送到檢疫中心，會繼續將餘下
居民遷往檢疫設施。油尖旺區住有不少尼泊爾人士，不少從
事建築工作，與之前多個地盤群組個案相關，衞生防護中心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15日在簡報會上指出，他們普遍與家人
同住，且常與居於附近的親友交流，或因而造成傳播，15日
的40宗初步確診個案中，部分患者便是居於該區。事實上，
地盤群組或已令疫情滲入油尖旺區，除強檢的小區範圍，附
近碧街15-27號A亦累計有三個單位有確診個案，15日同被
列入強檢名單。

衞生署署衞生署署長長
發出隔離令發出隔離令
新填地街新填地街2020號號

新填地街新填地街2222號號

新填地街新填地街2424號號

新填地街新填地街2626號號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文森

政府刊憲將油麻地及佐敦內彌敦
道、佐敦道、廣東道、甘肅街一帶的
樓宇劃為強制檢測小區，只要區內大
廈有一宗確診個案，整棟大廈即納入
強制檢測範圍，同時鼓勵區域內其餘
居民自願接受檢測。有區內居民認同
檢測安排，盼可盡快“斷尾”，但亦
有居民認為居民仍可在區內自由行

走，風險始終存在。
其中一棟確診大樓的地舖商戶

阮先生認為，強制檢測讓市民更安
心，“強制檢測真係好事，大家都
安心。試想想，如果遇到超級帶菌
者如何是好？”
吳松街居民關先生同樣贊成檢

測安排，認為可盡早切斷傳播鏈，
“新措施可以早一點‘斷尾’，如
果大家都檢測過，出門都可更安心
及安全，小朋友也可以出多一點
街。”

區內自由走 有傳染風險
但另一個商戶陳小姐稱，新措

施“並無必要”，“一宗（確診）
便要強制檢測，好唔方便，許多人
要上班的。”但她亦認同增加流動
檢測站及檢測車可更方便居民。
有市民則質疑單進行檢測成

效，指檢測結果只證明當時有否感
染，而居民可以在區內自由行走，
始終有傳染風險，“今個月檢完，
不等於下個月無事。經常說有時病
毒量好少，根本檢測不唔到，因此
單是強檢根本沒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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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金牛開泰，擁抱春天》晚會新聞發布會
昨在網上盛大舉行，共有40多位骨幹人士參加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20212021年由中國電信美洲年由中國電信美洲
公司冠名贊助的公司冠名贊助的《《金牛開泰金牛開泰，，擁抱春天擁抱春天》》大休斯敦大休斯敦
地區最具影響力的網絡春節聯歡晚會已經在緊張的地區最具影響力的網絡春節聯歡晚會已經在緊張的
籌備中籌備中，，今年是中國人活動中心主辦的今年是中國人活動中心主辦的《《擁抱春天擁抱春天
》》晚會的第九個年頭晚會的第九個年頭，，自創辦以來自創辦以來，，年年盛況空前年年盛況空前
，，已經成為美南地區春節聯歡晚會的品牌和華人華已經成為美南地區春節聯歡晚會的品牌和華人華
僑的重要精神食糧僑的重要精神食糧。。

為了使大家進一步了解今年的晚會籌備情形及為了使大家進一步了解今年的晚會籌備情形及
精彩的內容精彩的內容，，中國人活動中心於昨天中國人活動中心於昨天（（11月月1616日日））下下
午一時召開網絡新聞發布會午一時召開網絡新聞發布會，，共有該中心負責人及共有該中心負責人及
節目節目、、參與社團骨幹四十多人參加參與社團骨幹四十多人參加，，透過相關人士透過相關人士
的解說的解說，，更使大家對這百中挑一的精彩節目充滿期更使大家對這百中挑一的精彩節目充滿期
待待，，可謂可謂 「「未演先轟動未演先轟動」」！！

新聞發佈會由美麗大方的金牌主持人劉金璐主新聞發佈會由美麗大方的金牌主持人劉金璐主
持持，，她在開場中簡單介紹她在開場中簡單介紹 「「擁抱春天擁抱春天」」晚會的歷史晚會的歷史
，，今年由於全球新冠疫情肆虐今年由於全球新冠疫情肆虐，，他們把他們把20212021《《擠抱擠抱
春天春天》》從綫下搬上了綫上從綫下搬上了綫上，，將在將在YoutubeYoutube，，YoukuYouku等等
國內外各大網絡平台播出國內外各大網絡平台播出，，並長久保存並長久保存。。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首先發言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首先發言
，，代表董事會向大家拜年代表董事會向大家拜年，，他感謝晚會主席王曉芬他感謝晚會主席王曉芬
、、副主席陸峻副主席陸峻、、總導演季家錦及藝術總監高曉慧總導演季家錦及藝術總監高曉慧，，
他們花了好多心血投入演出事宜他們花了好多心血投入演出事宜，，他衷心感謝大家他衷心感謝大家
的支持的支持，，並感謝贊助商並感謝贊助商，，慷慨解囊慷慨解囊，，祝福大家祝福大家20212021
金牛開泰金牛開泰，，擁抱春天擁抱春天！！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委會新上任的執行長楊德清致詞中國人活動中心執委會新上任的執行長楊德清致詞
首先介紹他接任後的工作首先介紹他接任後的工作，，並介紹並介紹《《擁抱春天擁抱春天》》晚晚
會活動會活動，，每年舉辦影響大每年舉辦影響大，，今年因疫情改在線上舉今年因疫情改在線上舉
辦辦，，發現僑界藝術團體之蓬勃發現僑界藝術團體之蓬勃，，該節目得到各社團該節目得到各社團
的熱烈反響的熱烈反響，，至今已有十個左右的社團報名至今已有十個左右的社團報名。。他並他並
對今天參加的各社團會長們對今天參加的各社團會長們、、藝術藝術、、技術老師技術老師，，中中
心執委及媒體朋友們致意心執委及媒體朋友們致意。。

晚會主席王曉芬女士介紹晚會晚會主席王曉芬女士介紹晚會，，她說她是臨危她說她是臨危
授命授命，，籌辦第一屆網絡春晚籌辦第一屆網絡春晚。。自從去年十一月籌備自從去年十一月籌備
至今至今，，得到各界支持得到各界支持，，匯集大休斯敦匯集大休斯敦、、海外藝術家海外藝術家
、、義工對晚會的大力支持義工對晚會的大力支持，，尤其感謝各負責人尤其感謝各負責人、、老老
師師、、技術的大力支持技術的大力支持，，她也感謝冠名贊助的她也感謝冠名贊助的 「「中國中國
電信美洲公司電信美洲公司」」，，希衆志成城希衆志成城，，大家抗拒新冠大家抗拒新冠，，攜攜
手同行手同行。。

晚會副主席陸峻說晚會副主席陸峻說：：他所作的是支援主席的工他所作的是支援主席的工
作作。。以前他擔任主持人時以前他擔任主持人時，，只看到台前的工作只看到台前的工作，，現現
擔任副主席擔任副主席，，看到幕後的東西看到幕後的東西，，原來工作量如此之原來工作量如此之
大大。。他也提到孫聞撰寫他們的主持人台詞他也提到孫聞撰寫他們的主持人台詞 ，，及總導及總導
演季家錦演季家錦，，他們才是晚會真正的幕後英雄他們才是晚會真正的幕後英雄。。

總導演季家錦發言總導演季家錦發言：：九年前剛想到創立九年前剛想到創立 「「擁抱擁抱
春天春天」」的品牌的品牌，，跑才藝學校跑才藝學校，，找老師找老師。。而今年而今年（（第第

九屆九屆 ））不是用往年的經驗可作的不是用往年的經驗可作的。。首先感謝休斯敦首先感謝休斯敦
各大社團各大社團、、僑領僑領、、才藝學校熱烈報名才藝學校熱烈報名。。今年至今已今年至今已
有六有六、、七十家報名七十家報名，，但過去在但過去在Stanford CenterStanford Center 演出演出，，
最多只能有最多只能有1717個節目個節目，，而今年在網上演出而今年在網上演出，，時間亦時間亦
有限有限，，今年經精選今年經精選，，籌備處開會籌備處開會，，多年支持我們團多年支持我們團
體體，，我們還會考慮我們還會考慮。。其次其次，，休士頓著名的藝術家休士頓著名的藝術家、、
歌唱家歌唱家，，要作視頻要作視頻，，如果如果 「「視頻視頻」」製作不完美製作不完美，，他他
們也會因們也會因 「「視頻視頻」」的原因而淘汰的原因而淘汰。。季家錦總導演說季家錦總導演說
：：他們有負責視頻的技術組的專家他們有負責視頻的技術組的專家，，因此他們要求因此他們要求
的質量高的質量高，，以達到以達到 「「高報名高報名、、高要求高要求、、高質量高質量」」。。

藝術總監高曉慧表示藝術總監高曉慧表示：：今年今年 「「擁抱春天擁抱春天」」晚會晚會
首次以網絡形式呈現首次以網絡形式呈現，，其其 「「背後背後」」從節目裡挑選從節目裡挑選，，
她反而她反而 「「淡定淡定」」，，沒有什麼不同沒有什麼不同。。通過網絡一篩選通過網絡一篩選
、、二篩選二篩選，，工作效率反而挺高的工作效率反而挺高的。。他們從六他們從六、、七十七十
個節目個節目，，篩來選去篩來選去，，最後最後4040個節目個節目，，其他未入選的其他未入選的
節目也會盡量通過花絮的方式呈現剪影節目也會盡量通過花絮的方式呈現剪影。。本地演員本地演員
及海內外著名嘉賓演員將有及海內外著名嘉賓演員將有300300多人為我們呈現一場多人為我們呈現一場
精彩視聽盛宴精彩視聽盛宴。。晚會分成四個板塊呈現晚會分成四個板塊呈現：：節日序曲節日序曲
、、小荷風采小荷風采、、古風遺韻古風遺韻、、展望期許展望期許。。

冠名贊助的金主中國電信也由冠名贊助的金主中國電信也由HypnosHypnos代表該公代表該公
司休斯敦總代理司休斯敦總代理，，向美國數十萬的用戶致意向美國數十萬的用戶致意。。祝賀祝賀
「「擁抱春天擁抱春天」」演出成功演出成功 !!

大會表示大會表示：：本次晚會還將嘉賓賀詞本次晚會還將嘉賓賀詞，，協辦社團會長協辦社團會長
祝福及社團集體合影一併呈現祝福及社團集體合影一併呈現。。
歡迎休斯敦各社團積極報名參與協辦本晚會歡迎休斯敦各社團積極報名參與協辦本晚會，，參與參與
的社團請儘早與組委會聯繫的社團請儘早與組委會聯繫。。並將祝福視頻及社團並將祝福視頻及社團
合影發送到合影發送到:ccc.houston:ccc.houston9595@gmail.com,@gmail.com, 視頻請盡量採視頻請盡量採
用綠色背景用綠色背景，，方便編輯方便編輯。。截止日期截止日期11月月1616日日。。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擁抱春天擁抱春天》》組委會組委會
王曉芬王曉芬 (Angela)(Angela) 晚會主席晚會主席 832832--860860--94579457 angelaxiaofangelaxiaof--
enwang@gmail.comenwang@gmail.com
楊德清楊德清 執行長執行長 713713--818818--35073507 yangdeqing@yahoo.comyangdeqing@yahoo.com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地址地址：：59055905 Sovereign Dr.,Houston, TXSovereign Dr.,Houston, TX 7703677036 電子郵電子郵
箱箱：：ccc.houstonccc.houston9595@gmail.com@gmail.com電話電話：：713713--772772--11331133
組委會組委會：：
主席主席：：王曉芬王曉芬 榮譽主席榮譽主席：：靳敏靳敏 總協調總協調：：楊德清楊德清。。副副
主席主席：：陸峻陸峻 秘書長秘書長：：方一川方一川 顧問顧問：：陳皙晴陳皙晴 卿梅卿梅。。總總
導演導演：：季家錦季家錦 藝術總監藝術總監：：高曉慧高曉慧 主持詞主持詞：：孫聞孫聞。。節節
目策劃目策劃：：季家錦季家錦 高曉慧高曉慧 王曉芬王曉芬 靳敏靳敏 楊德清楊德清 陸峻陸峻 孫孫
聞聞。。主持人主持人：：孫聞孫聞 陸峻陸峻 劉京璐劉京璐。。技術製作技術製作：：陸峻陸峻 牛牛
曼曼 張經坤張經坤 常君睿常君睿 藝晗藝晗 萬麗萍萬麗萍 王曉芬王曉芬 孫聞孫聞 季家錦季家錦
高曉慧高曉慧 秦永恆秦永恆。。
贊助贊助：：卿梅卿梅 陳皙晴陳皙晴 王曉芬王曉芬 陳韻梅陳韻梅 楊德清楊德清 萬麗萍萬麗萍 楊楊
保華保華 趙廣華趙廣華 張佳莉張佳莉 王琛王琛 梁揚燕梁揚燕 陳連紅陳連紅

電 子 節電 子 節
目 冊目 冊 ：：
王曉芬王曉芬 常君睿常君睿 楊楊
德清德清。。宣傳宣傳：：王福王福
生生 王曉芬王曉芬 張佳莉張佳莉
王琛王琛 黃琛黃琛 楊德清楊德清
。。廣告製作廣告製作：：常君常君
睿睿 周愛萍周愛萍 王曉芬王曉芬
。。錄像錄像：：牛曼牛曼 胡兆胡兆
祖祖。。場地聯繫場地聯繫：：卿卿
梅梅 鄧潤京鄧潤京 王曉芬王曉芬
楊德清財務楊德清財務：：秦永秦永
恆恆 周愛萍周愛萍 趙廣華趙廣華
。。機動機動：：梁揚燕梁揚燕 劉劉
妍妍 葉樹祥葉樹祥 徐華徐華 楊賀民楊賀民。。媒體媒體：：美南日報美南日報 世界日報世界日報
華夏時報華夏時報 鳳凰衛視鳳凰衛視 世界名人網世界名人網 倍可親倍可親 同城網同城網 美國美國
中文網視頻新聞中文網視頻新聞 飛龍傳媒飛龍傳媒 星空網星空網 休斯頓生活休斯頓生活365365。。

衷心感謝以下商家的榮譽贊助衷心感謝以下商家的榮譽贊助（（名單在不斷地名單在不斷地
更新中更新中））
A.A.冠名贊助冠名贊助 Title sponsor $Title sponsor $50005000
中 國 電 信 美 洲 公 司中 國 電 信 美 洲 公 司 China Telecom AmericasChina Telecom Americas
877877--331331--98719871
B.B. 共同主席贊助共同主席贊助 Co-Chairman sponsor $Co-Chairman sponsor $25002500
C.C. 黃金贊助黃金贊助 Gold sponsor $Gold sponsor $10001000
安穩保險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 713713--952952--50315031
Royal LED KevinRoyal LED Kevin 832832--818818--28822882
瑾誠會計師事務所瑾誠會計師事務所 趙廣華趙廣華CPACPA 832832--788788--11021102
誠信屋頂建築裝修誠信屋頂建築裝修 Jeff CaoJeff Cao 832832--351351--39533953
AA11 貸款集團公司周北貸款集團公司周北 832832--202202--58985898
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頓分會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頓分會
黃金醫療美容中心黃金醫療美容中心 李醫生李醫生 713713--595595--85018501
D.D. 白銀贊助白銀贊助 Silver sponsor $Silver sponsor $500500
AWMAWM 美 國 天 使 財 富 管 理美 國 天 使 財 富 管 理 Angela WangAngela Wang
832832--860860--94579457
EWCEWC 愛寫作中心愛寫作中心（（哈佛畢業生創辦哈佛畢業生創辦））Jane ChenJane Chen
917917--915915--81658165
北美亞洲國際大舞台陳連紅北美亞洲國際大舞台陳連紅 956956--537537--13701370
減稅王地產省稅專業服務減稅王地產省稅專業服務 713713--591591--76557655
牛角尖牛角尖 281281--501501--97699769
包十一包十一 832832--925925--79137913
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 713713--266266--08080808
華 人 網 上 超 市華 人 網 上 超 市 WeeeWeee！！ www.sayweee.www.sayweee.
comcom888888--826826--08800880
Linda LiuLinda Liu 房屋代理經紀人房屋代理經紀人 832832--296296--96009600
梁揚燕梁揚燕 黃河合唱團黃河合唱團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 713713--771771--97009700
E.E. 黃銅贊助黃銅贊助 Brass sponsor $Brass sponsor $250250
完整修車徐云完整修車徐云 281281--564564--65416541
又福地板又福地板 281281--501501--83308330
GreatWall Realty Jennifer ChanGreatWall Realty Jennifer Chan
310310--795795--88888888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龍學天下中文學校 713713--305305--99209920
蒲繼忠冷暖氣蒲繼忠冷暖氣 832832--607607--78027802
金融理財教育培訓和諮詢服務壽亞南金融理財教育培訓和諮詢服務壽亞南 IvyIvy

ShouShou 713713--471471--75637563
美美地產美美地產 281281--787787--93009300
LiangstonLiangston 個人聲樂專輯個人聲樂專輯 LyricsLyrics 281281--787787--93009300
F.F. 愛心義賣愛心義賣 Charity SalesCharity Sales
張要武藝術學校張要武藝術學校 832832--858858--11101110 。。
G.G.鳴謝鳴謝：：
J-Tech digitalJ-Tech digital
元臣律師事務所元臣律師事務所--陳帆陳帆 Nguyen and Chen LLPNguyen and Chen LLP
Abacuse Finanical Strategies LLCAbacuse Finanical Strategies LLC 王欣王欣
FJFJ花店花店713713--778778--00280028
H.H.協辦單位協辦單位::
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安徽同鄉會安徽同鄉會、、美南河南同鄉會美南河南同鄉會、、休休
斯頓川渝同鄉會斯頓川渝同鄉會、、休斯頓江西同鄉會休斯頓江西同鄉會、、美南東北同美南東北同
鄉會鄉會、、全美華人協會全美華人協會、、上海聯誼會上海聯誼會、、美南山東同鄉美南山東同鄉
會會、、廣東總會廣東總會、、浙江同鄉會浙江同鄉會、、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
頓分會頓分會、、亞洲協會亞洲協會 Asia SocietyAsia Society、、季家錦小提琴學校季家錦小提琴學校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美術綠島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美術綠島、、藝晗影音藝晗影音、、微城休微城休
斯頓斯頓、、東方藝術教育中心東方藝術教育中心、、休斯敦醫學中心交響樂休斯敦醫學中心交響樂
團團、、梨城舞蹈團梨城舞蹈團Mitsi Dancing SchoolMitsi Dancing School、、夕陽紅俱樂部夕陽紅俱樂部
、、湖南同鄉會湖南同鄉會、、黃河合唱團黃河合唱團、、華夏中文學校華夏中文學校KatyKaty分分
校校Saint Thomas' Episcopal SchoolSaint Thomas' Episcopal School、、休斯敦北美醫學協休斯敦北美醫學協
會會、、亞美舞蹈學校亞美舞蹈學校、、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釋行浩少林釋行浩少林
功夫學院功夫學院、、東方明珠時裝隊東方明珠時裝隊--休斯敦分隊休斯敦分隊Liang chenLiang chen
Film Studio LLCFilm Studio LLC、、皇家芭蕾舞學校皇家芭蕾舞學校、、玉蘭花開組合玉蘭花開組合、、
紅扇舞蹈團紅扇舞蹈團、、馬濤音樂教室三樂樂隊馬濤音樂教室三樂樂隊、、北美詩歌協北美詩歌協
會會、、休斯敦民樂團休斯敦民樂團、、中華民樂團中華民樂團、、北美詩社北美詩社、、北美北美
亞洲國際大舞台亞洲國際大舞台、、八雅歌舞八雅歌舞、、北美白蘭鴿藝術團北美白蘭鴿藝術團、、
美南報業集團美南報業集團、、up liveup live 全球直播頻道全球直播頻道、、華夏清揚舞華夏清揚舞
蹈隊和華夏中文學校兒童舞蹈隊蹈隊和華夏中文學校兒童舞蹈隊、、樊玉珍音樂教室樊玉珍音樂教室
、、李文一樂隊李文一樂隊the one dance studiothe one dance studio、“、“柳綠花紅柳綠花紅””組組
合合、、校友好聲音校友好聲音、、海派藝術教育學校海派藝術教育學校。。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委會執行長楊德清發言中國人活動中心執委會執行長楊德清發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晚會主席王曉芬發言晚會主席王曉芬發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總導演季家錦發言總導演季家錦發言。。

藝術總監高曉慧發言藝術總監高曉慧發言。。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發言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發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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