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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影視製作公司Ora Media
在賴瑞金的官方推特發文證實，賴瑞金逝世
於洛杉磯西達斯西奈醫學中心。推文中回憶
，過去63年，賴瑞金縱橫於廣播，電視與
數位媒體各平台。歷經數千次的採訪，頒獎
與全球讚譽，充分證實其做為廣播員歷久不
衰的獨特才幹。

推文還提到，儘管節目往往以其名字命
名，但賴瑞金始終認為接受采訪的來賓才是
節目中的真正明星，而自己只是扮演連結來
賓與觀眾之間的客觀頻道。

此外，不管採訪美國總統，外國領導人
，名人，還是為醜聞纏身的人；賴瑞金的訪

問風格使中改變，直接卻直擊要點。他認為
，越來越簡單的論述才能帶來最佳的回答。
事實證明，他的想法完全沒錯。

絕對是在 「賴瑞金現場」 ， 「現在的賴
瑞金」 還是 「賴瑞金與政治」 ，其採訪為世
界各地的媒體所引用，並成為20世紀與21
世紀歷史紀錄的一部分。推文最後則感性地
表示，願其家人得到安慰。他的葬禮與追悼
會，將在家族協商後正式宣布。

賴瑞金先前在CNN主持人“賴瑞金現
場”長達25年。在1985年到2010年期間，
共錄製逾6,000集。有助於節目真實呈現美
國各階層生活百態與思想。

6363年脫口秀生涯年脫口秀生涯 賴瑞金病逝賴瑞金病逝

（（網絡照片網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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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走進歷史的前總統川普，據說他
在權慾薰心之下還準備籌組新黨 ，將來在
政壇上繼續呼風喚雨，我們對川普在美國
政治史上造成的重大失策和傷害還不夠嚴
重嗎？

長久以來，我週遭的友人多半是支持
共和黨，而且和德州布希總統家族保持良
好的互動，我們深信共和黨對商業主張減
稅 ，小政府及尊重個人信仰及自由， 這
也就是許多生意人及業主多年來對共和黨
支持之信條， 不幸的是 川普以共和黨之
名， 從一個地產商人躍居世界領袖 ，幾
乎顛覆了整個全球及美國之政经生態， 更
不幸的是去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 搞亂
了全世界之经濟
大㺽境及政治版
圖， 川普的美國
優先政策更使美
國退出了許多世
界國際組織 ，他
不但得罪了歐洲
盟邦更是把中美
關係搞到水火不
容， 也更間接影
響到在美國的華
裔族群。

川普在位期
間更把自己子女
女婿大批家臣帶
進白宮身居要津

，這真是天大笑話。
各位兄弟姐妹們，今天我們已經改朝

換代了， 我們當然不願看到政府會加稅來
救濟貧苦大眾， 但是，自從元月二十日拜
登上台後， 我們再也看不到以推特治國之
领導人， 大家都無法預測他下一步， 全
國人心惶惶 ，社會充滿矛盾仇恨和不安。

感謝上天， 我們的心情实在平靜多了
， 只是疫情加重， 經濟不振， 有許多人
吃不上飯。

我們號稱世界上最富有之國家，何以
會淪落至此， 大家都應三思。

Trump is ending his presidency with the worst
jobs record and has left the country in the
grips of an epistemic crisis.

Americans are now angrier, more fearful and
trust each other much less as communities
are being ripped apart by the nation’s poli-
tics more than ever before.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a lot of close
friends were Republicans which was the party
that wanted small government and less taxes.
We as businessmen wanted to follow this poli-
cy to get business moving ahead. But unfortu-
nately, when Trump came to power, he was
the one who started using the “America First
” slogan to turn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up-
side down.

Trump was the only president who had ever
brought his daughter and son-in-law into the

White House to
become a se-
nior advisor to
president.

House Demo-
crats will send
the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to the Senate
on Monday.
The trial of
Trump will start
on February 9.

Two weeks af-
ter the nation
witnessed an
attack on the U.
S. Capitol,
President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Ka-
mala Harris
were sworn in-

to office. We are so happy there is a new
leader in the White House.

Today, Dr. Antony Fauci called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o an-
nou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remaining
with the organization. “I am honored to an-
nou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ain a
membe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is is such an important step that the U.S.
has returned to WHO at such a difficult time
for our nation. We all need to suppor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finish his 100 days
plan.

As the new president said, “To restore the
soul and secure the future of America requires
so much more than words. It requires the
most elusive of all things in a democracy: un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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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20212021

The Beginning Of AmericaThe Beginning Of America
After The End Of TrumpAfter The End Of Trump

川普饒了我們吧川普饒了我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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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近日，韓國政壇又有重大變化。韓國“中小風
險企業部”部長樸映宣正式請辭，並在1月22日生日當天，宣布
她將參加首爾市長的選舉。樸映宣表示：“戰勝別人會成為第二
名，戰勝自己的才能成為第一名”。樸映宣議並沒有表現出要選
舉首爾市長的意圖，如今她突然宣布要參與首爾市長的角逐，這
說明文在寅再次為前途進行佈局，他還想依靠女將去打江山。

在秋美愛辭去自己法務部長的職務之後，韓國各界都以為她
想要參加首爾市長的競選，由於秋美愛久經沙場，很多人都認為
她參與競選，一定會勝券在握。不過，樸映宣突然辭去部長職務
，並高調表示自己將要參選的消息之後，各自這才明白文在寅重
新調整了佈局，要這位女手下拿下“首爾”。

樸映宣曾擔任MBC電台記者，於2004年正式步入政壇並擔
任了三屆國會議員，她一直在共同民主黨內任職，也算是該黨的
元老之一。的時候，曾引起在野黨的不滿，不過他最終還是堅持
了自己的決定。

知情人士稱，在2014年的時候，曾因為“新政治民主聯合
”內部有反對聲音，所以樸映宣想要直接退出該黨派，最終在其
他議員的勸說下，她才放棄了這種想法。文在寅對於樸映宣的安
排，意識到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但樸映宣想要戰勝國民之黨推舉
的安哲秀，是非常困難的，畢竟是韓國政局中最大的變數，安哲
秀的出現總會帶來“腥風血雨”。

民主，安哲秀已經明確表示，會參加2021年的首爾市長大
選，甚至他當時還宣布，為了獲得勝利的勝利，他將聯合保守派
，共同來對抗共同民主黨推舉的候選人。樸映宣面對如此強大的
對手，勝算其實並不大。

當地時間1月13日，韓國前議員羅卿瑗宣布參加首爾市長的
選舉，這意味著韓國三大政黨都都選出了自己的參選者。按照當
前的情況來看，本來被外界認為將再次“打醬油”的安哲秀，很
可能成為笑到最後的人，而樸映宣和羅卿瑗兩人尷尬“陪跑”的
極大。

首 爾 市 集 中 了 韓 國 近
20％ 的 人 口 ， 而 且 該 地 的
GDP 可能達到 4000 多億美元
，佔韓國年 GPD 的 20％左右
。作為韓國的政治中心，這裡
是大選爭奪的重點地區，哪一
派的選舉者成功當選首爾市長
，哪一派總統選舉人在選舉時
，就可以獲得更多選票的支持
。

其實文在寅的總統之路其
實並不順利，如果沒有新冠疫
情這一“黑天鵝事件”的出現
，他很可能早就因為曹國案的
牽連而被迫辭職了。在 2020
年4月份共同民主黨獲得國會
多數席位之後，文在寅的司法
改革之路才算是真正開啟，不
過遭到疫情衝擊與國內財閥勢
力的影響，文在寅在就業，房
價等問題上並沒有取得突破的
突破，這也是選民造成失望的
初步。

首爾市市長的職務，對於文在寅而言實質，他如果想要確保
自己的司法改革繼續，就必須保證共同民主黨候選人，贏得下一
屆總統大選。下屆總統寶座一旦被保守派獲得，文在寅2020年
的努力將付諸東流。

文在寅既然讓樸映宣參加首爾市長大會，那麼秋美愛將不會
繼續參與其中。執政黨支持者需要將選票集中到一位參選者的身
上，如果同一黨派出現出現參選者，那麼這兩人根本無法與另外

兩派的參選者進行競爭。
文在寅突然改變佈局，這讓很多國際分析人士都沒有想到，

選擇競爭實力不如秋美愛的樸映宣上場，韓國國內各方勢力也都
清晰，文在寅的葫蘆裡到底賣的是什麼藥，但事關自己的前程，
想必他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加之文在寅趁著美國換屆調整外交班
子，撤掉康京和鄭義溶，這必然是一局大棋。

文在寅猛搞大動作文在寅猛搞大動作，，事關前程不容有失事關前程不容有失

波音波音737737 MAXMAX加拿大復飛首航加拿大復飛首航，，因故障被臨時取消因故障被臨時取消
（綜合報導）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的一架波音 737 MAX 客機準備
起飛時因發現故障被臨時取消。

這架航班編號為 658 的客機是波音 737
MAX系列機型在加拿大獲准復飛以來的首
飛，因此備受矚目。這架客機原定從加拿大
卡爾加里飛往多倫多，但就在航班前，機上
亮起了警示燈。

西捷航空公司的記者勞倫.斯圖亞特
（Lauren Steward）說：“在發動機正常點
火後，飛機的監控系統進行標準的功能檢查

，顯示有一個潛在的錯誤需要驗證和重置。
”由於查找錯誤的過程需要花費一些時間，
航班方面表示，不能讓乘客坐在飛機上完成
相關檢查，因此決定將658次航班和回程的
665次航班取消，並在一個小時內為機上乘
客提供了另一架波音787客機飛往多倫多。

西捷航空公司說，他們隨後對這架波音
737 MAX 進行了檢查，排除了相關故障，
目前已經準備好讓這架客機飛行 24 日的一
次航班。

英國倫敦希斯羅機場邊檢乘客聚集英國倫敦希斯羅機場邊檢乘客聚集
恐引發病毒大肆傳播恐引發病毒大肆傳播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1月23日，英

國媒體刊物前一天在倫敦希斯羅機場第二
航站樓拍攝到的照片：在英國邊檢的櫃檯
前，排隊等候的旅客人數密集且難以嚴格
保持安全的社交 距離。

據英國天空新聞報導，政府回應回應
是由各個機場來確保現場的人員間距離，
但希斯羅機場表示實際上是邊防部隊負責
執行規則。機場方面還表示在機場內部保
持人員間2米的 社交距離從不可行，因為
假設 300 名旅客同機，他們的隊伍要排出
半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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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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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意大利將迎冰霜雨雪天氣
山區最低氣溫零下20度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報道，受西伯利亞冷空氣影響

，從當地時間16日起，意大利大部分地區將再次迎來雨雪天氣，全國氣

溫將會普遍下降。多地氣溫會接近零度或零度以下，北部山區最低氣溫

可達到零下攝氏20度。

據報道，根據意大利國家氣象部門通報，16日、17日，意大利大部

分地區將會普遍出現低溫天氣，羅馬、佛羅倫薩、那不勒斯、安科納、

巴裏和卡坦紮羅等城市，將會出現少有的攝氏零度以下低溫。

根據氣象部門預測，此次出現的低溫天氣，除夜間會出現低溫以外

，白天同時會出現寒風和低溫天氣，體感溫度比實際溫度要低大約4至5

度。中南部壹些地區最大降溫幅度可達到15攝氏度左右。

此次出現的降溫天氣，晝夜溫差最大的城市包括羅馬、佛羅倫薩

等城市。北部地區最高氣溫為2至3攝氏度左右，海拔1600米以上山

區，最高氣溫將會維持在零度以下，北部山區最低氣溫可達到零下

攝氏20度。

從16日起，意北部低海拔地區將會迎來霜凍和降雪天氣，卡拉布

裏亞大區和西西裏島東北地區將會迎來雨雪天氣，西北平原地區將會出

現大霧天氣，愛奧尼亞海岸地區會出現寒風，中部和北部地區氣溫會直

線下降，亞得裏亞海中部沿海地區和撒丁島南部地區將出現陣雨天氣。

17日，意大利大部分地區開始轉為陰天，南部坎帕尼亞、卡拉布裏

亞和西西裏島會出現雨雪天氣，利古裏亞大區也會迎來降雨天氣。埃米

利亞中東部平原地區則會出現降雪天氣。

意熱那亞大橋垮塌案：
運營公司高管面臨瀆職新指控

綜合報導 意大利熱那亞檢察院向媒

體通報稱，關於2018年發生垮塌的莫蘭

迪公路橋案件又有新進展。熱那亞檢察

院決定，將向法院對該大橋運營管理公

司的高層管理人員等，提出涉嫌瀆職等

新指控。

據報道，2018年8月14日，熱那亞莫

蘭迪大橋突然發生垮塌，導致43人不幸

罹難。而近期，檢方調查發現，2015年

，該橋監測傳感器曾傳出大橋具有垮塌

危險性大量數據，此後大橋安全監測系

統便失去了作用。

2017年，意大利國家道路安全監察

部門發現大橋缺失安全監測數據，要求

道路運營管理公司盡快修復大橋安全監

測系統。但直至大橋垮塌造成重大傷亡

事故，莫蘭迪大橋的安全安全監測系統

始終未能恢復。

檢察官特雷利指出，調查還發現，

2014 年，在道路運營管理公司的壹份

安全檢查文件中曾記載，根據安全監

測系統數據分析顯示，莫蘭迪大橋存

在垮塌危險。這是最早

對莫蘭迪大橋安全性提

出警示的書面文件，該

文件表明，道路運營管

理公司已經意識到大橋

的安全風險，卻始終無

所作為。

熱那亞檢察院檢察

官特雷利和科圖尼奧認

為，道路運營管理公司

為降低經營成本，謀求

更高利潤，對大橋所存在的安全隱患視

而不見。而道路運營管理公司取消或故

意遺漏大橋安全監測設施，其公司高管

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涉嫌嚴重瀆職和

過失殺人。

報道稱，熱那亞莫蘭迪公路橋始建

於1967年，是連接A10公路與熱那亞城

西部的壹座主要公路橋，橋長1182米、

寬18米，最高處距地面90米。該橋以意

大利著名建築師莫蘭迪設計和命名，是

熱那亞和意大利西北部地區貫通法國的

重要交通樞紐。

事故發生後，意大利立即成立了兩

個事故調查委員會，熱那亞檢察院則同

時介入了司法調查。熱那亞檢察院表示

，目前，熱那亞莫蘭迪路橋坍塌事故司

法調查工作將於近日偵結，法院將擇期

對案件進行開庭審理。

當地時間2020年8月3日，重建後的

大橋落成儀式在熱那亞舉行。重建後的

新橋被命名為聖喬治大橋，於2020年8月

5日開始通車。
德國已為100萬人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數據顯示，自去年12月27日啟動新

冠疫苗接種以來，德國已為超過100萬人接種疫苗。不過，由於輝瑞和

BioNTech因技術原因暫時下調了其新冠疫苗對歐盟的供應量，導致德國

接種進度受阻，目前薩克森州已暫停接受接種預約。

德國疾控機構 17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當天上午 11時(

當地時間)，德國已有 1048160人接種了第壹劑疫苗，約占總人數的

1.3%；其中，16日共接種 79759 人。當天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

數和死亡人數分別為13882人、445人。據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

據，截至當天21時 42分，德國累計確診2048405人、治愈1671785人

、死亡47392人。

目前德國使用的是已獲歐盟批準的兩款疫苗，分別為美國輝瑞與德

國BioNTech聯合研發的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和美國莫德納公司的

mRNA疫苗。其中，目前已分發至各州的疫苗中，大多數為輝瑞-BioN-

Tech疫苗。

本月15日，輝瑞和BioNTech宣布，由於其計劃擴大在歐洲的疫苗

產能，將對生產流程進行調整。受此影響，位於比利時皮爾斯的工廠在

接下來數周將臨時減少產量。兩家公司表示，其將於1月25日起恢復向

歐盟供應疫苗的正常數量，並從2月15日起逐漸增加供應量，到二季度

則將大幅提高供應量。

德國聯邦衛生部隨後對這壹消息表示遺憾稱，聯邦和各州的衛生

部長均是“很晚才知道這壹突如其來的消息”。該部強調，這為相

關企業遵守其簽訂的協議，確保2月中旬前供應足量疫苗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受此影響，德國東部薩克森州17日宣布不再接受新的接種預約。據

中德意誌廣播公司援引德國紅十字會該州負責人的表述報道稱，這是由

於“擁有多少劑量疫苗，才能安排多少人次的預約”。目前，該州只能

靜候事態發展。

默克爾“忠實盟友”當選黨主席
會否沖刺德總理寶座？

綜合報導 由於疫情的影響，德國執

政黨基民盟黨主席競選變成了壹場馬拉

松。而現任北威州州長拉舍特則成為最

後的勝利者。他被視為默克爾的“忠實

擁護者”，不過未來他能否沖刺總理寶

座，還是未知數。

據報道，線上舉行的德國基民盟

(CDU)黨主席選舉 16 日落下帷幕，59

歲的拉舍特 (Armin Laschet) 在第二輪

投票中獲得 521 張選票，以領先對手

默茨 (Friedrich Merz)55 票的優勢當選

為黨主席。第三名參與角逐的勒特

根(Norbert Röttgen)在第壹輪投票中被

淘汰。

默克爾的忠實盟友
拉舍特被視為是默克爾“中間道

路”的繼承者，他在競選當中采取的路

線也是作為“中間派”，反對黨內的兩

極分化以及社會的分裂。此外，目前擔

任德國人口最多的聯邦州——北威斯州

長的他，也是在治理執政方面經驗最為

豐富的壹位。

2015年，當默克爾決定為數以萬計

的難民打開德國大門的時候，基民盟黨

內出現了強大的反對力量，但是拉舍特

始終保持了對總理的“支持和忠誠”。

2018 年，克朗普 -卡倫鮑爾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接替默克爾成為基民

盟黨主席之後，拉舍特作為副主席也繼

續保持支持與配合。

政治理念
拉舍特對自己的評價是“審慎而中

肯”，“為人親和且不會背棄他人”。

他主張社會團結、和平，崇尚社會福利

市場經濟體制，也是三位候選人當中唯

壹贏得過選舉(州議會選舉)，並且擁有實

際執政經驗的。

雖然拉舍特至今在外交領域還鮮有

施展的機會，但是他在基民盟黨內是屬

於堅決主張以歐洲為導向、以跨大西洋

關系為主線的壹派：支持歐盟增強統壹

行動力，支持與法國加強協調合作。拉

舍特和法國政界有著密切的聯系，經常

出訪巴黎。

黨主席=總理候選人？
拉舍特成為基民盟在默克爾卸任後

的第二位繼任主席，而從傳統上講，通

常黨主席也會成為總理候選人，如果基

民盟能在下壹屆的聯邦議會大選中獲得

組閣權的話。

但是他能否接替連續執政已有15年

的默克爾，登上總理的寶座，還存在諸

多變數。比如現任聯邦衛生部長斯潘

(Jens Spahn)也很有競爭實力，況且還比

拉舍特年輕19歲。

不過，拉舍特幾天前說的這句話絲

毫不掩飾自己的雄心：“壹個能在擁有

1800萬人口的聯邦州成功執政的州長，

也可以擔當總理之職。”

國際最新研究：
海草場或可幫助清除海洋塑料垃圾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

旗下開放獲取學術期刊《科學

報告》最新發表的壹項環境研

究論文指出，水下海草場可以

捕獲並提取海洋塑料廢棄物，

將其帶到岸邊，從而幫助清除

海洋裏的塑料垃圾。

該論文指，此前研究顯示

，大部分塑料最後都沈到了海

底，但有壹些塑料被沖回岸邊

，不過，尚不清楚為何會出現

這種情況。海草場廣泛分布在

淺海水域，能幫助捕獲

並纏住來自海床的沈積

物顆粒。

為評估海草在捕獲

和清除海洋塑料中的

可能作用，論文通訊

作者、西班牙巴塞羅

那大學安娜 · 桑切斯-

維 達 爾 (Anna San-

chez-Vidal) 和同事，對

2018 年至 2019 年在西

班牙馬略卡島四個海

灘的海草垃圾中收集

的塑料廢棄物進行了

測量。馬略卡島有大面積的

海草場，近岸處有大量塑料

。在42個松散的海草葉樣本

中，50%的樣本發現了塑料

廢棄物；在 198 個海草纖維

球(也稱球藻或Neptune 球)中

，17%的海草纖維球上纏繞

著這些塑料廢棄物。每公斤

散葉和海草纖維球中發現的

塑料制品分別最多達到 613

個和1470個。

利用這壹數據以及對地中

海海草纖維產量的估計，論文

作者認為，地中海海草場的

Neptune 球每年或能捕獲多達

8.67億個塑料制品，不過，能

被帶到岸邊的塑料制品數量以

及沖上岸的塑料制品命運尚不

知曉。

論文作者總結稱，這項研

究結果表明，海草場或有助於

對抗海洋塑料汙染。此前有研

究發現，地中海海草區從1960

年以來減少了13%到50%，論

文作者提醒應將海草場保育放

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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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房長官否認東京奧運取消報道
稱方針不變

綜合報導 近日，有外媒報道

稱，由於新冠疫情蔓延，東京奧

運會有可能面臨取消。日本官房

長官加藤勝信17日在富士電視臺

節目中，就報道內容表示否定，

並稱舉辦的方針不變。

加藤勝信表示：“場所及日

程已經決定，相關人士包括防疫

對策在內正在推進籌備工作”。

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織委

員會主席森喜朗此前也曾表明舉

辦奧運的決心，稱東京奧運會再

延期壹年“絕對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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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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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第204屆

例行國會18日開幕，首相菅義偉發表施政方針演

說。關於因新冠疫情而向11個都府縣發布的緊急

事態宣言，他稱“將盡快擺脫(疫情最為嚴重的)

第四階段”。此外，他還表示，期待與美國當選

總統拜登合作。

對於新冠疫情，菅義偉呼籲實現讓國民充滿

“安心”與“希望”的社會。鑒於醫療體制告急

，他表示“將強有力地推進”確保病床等工作。

為提高餐飲店縮短營業時間措施的實效性，菅義

偉表示，力爭盡快提交寫入補償和罰則的新冠特

別措施法修正案。此外，菅義偉提出了日本在2

月下旬啟動接種新冠疫苗的目標。

在演說中，菅義偉表達了對夏季舉辦東京奧

運會和殘奧會的決心。

菅義偉將“綠色”和“數字”定位為經濟增

長的“原動力”。在綠色戰略中，除金融市場改

革外，日本將設立2萬億日元的環境基金，以最

大10%的稅額扣除促進企業加快技術研發。

關於外交與防衛，菅義偉表示將在11月《聯

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 26 次締約方會議

(COP26)前，提出實現“積極進取的 2030 年目

標”，溫室氣體排放量將較2013年度減少26%。

談及日美關系，菅義偉表示，希望早日與拜

登舉行會談，並密切合作。

圍繞“賞櫻會”，菅義偉就擔任官房長官時

為維護前首相安倍晉三，而做出與事實不符的答

辯表示道歉，但未提及“政治與金錢”問題本身

。關於修憲，他對眾參憲法審查會的討論表示了

期待。

文在寅談韓日強征勞工問題
日本政府反應冷淡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文在寅在青瓦臺舉

行新年記者會，談到讓韓日關系惡化的強

征勞工問題時，釋放積極信號。對此，日

本政府稱，會留意文在寅的發言，但同時

認為韓方未采取足以改善兩國關系的措施

。

據韓媒報道，文在寅18日表示，以強

制執行的方式將日本企業的資產變賣成現

金，不利於韓日兩國關系。在此之前，首

先要尋找外交上的解決辦法。

他進壹步解釋道，但外交解決方法需

要原告同意。韓日兩國政府先達成協議，

然後韓國盡力以此說服原告，相信以這種

方式，可以壹步壹步將問題解決。

另壹方面，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

官房副長官阪井學當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會留意文在寅的發言，同時也會觀察韓國

方面今後的行動。

阪井就日韓關系指出：“彼此是重要

的鄰國，但面臨非常嚴峻的狀況。”阪井

表示，為改善關系，“今後也將強烈要求

韓方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將考慮所有選

項堅決應對”。

日本外務省官員則稱，韓國沒采取任

何改善日韓關系的措施，若無具體行動，

日韓關系不可能改善。

2018 年 10 月，韓國大法院（最高法

院）判處日本新日鐵住金公司賠償二戰時

期強征勞工的4名韓國受害者每人1億韓元

，認定韓國和日本1965年恢復邦交正常化

時簽署的協定，並不妨礙個人索賠請求權

。此舉引發日本政府強烈反應，韓日圍繞

強征勞工問題的矛盾此後持續發酵，兩國

關系緊張加劇。

破紀錄！
尼泊爾人冬季登上第二高峰
綜合報導 人類首次實現冬季登

頂喬戈裏峰的壯舉。據法新社16日報

道，尼泊爾登山隊當日下午順利登上

了世界第二高峰喬戈裏峰，創下人類

首次在冬季登頂這座山峰的紀錄。

喬戈裏峰海拔8611米，位於中國-

巴基斯坦邊界的喀喇昆侖山脈。它的

高度雖然不及珠穆朗瑪峰，但山勢險

峻，攀登難度甚至大於後者，有“殺

人峰”“殘暴之山”之稱。有統計顯

示，攀登該峰的登山者死亡率在25%

左右。自1954年第壹次有人登頂以來

，全世界只有不到350人登頂喬戈裏

峰。在冬季，喀喇昆侖山脈的天氣要

比喜馬拉雅山脈更加惡劣，山頂溫度

可低至零下60攝氏度，風速則可達每

小時200公裏，喬戈裏峰據稱是世界

14座高峰中，最後壹座被人類冬季征

服的山峰。

報道稱，這個冬季有多個國家約

60名登山者準備挑戰喬戈裏峰，最後

來自尼泊爾的10名登山者組成聯合團

隊，並成功登上了喬戈裏峰。

在登頂成功後，他們在峰頂唱

起了尼泊爾國歌。作為登頂者

之壹的尼瑪普加事後在社交媒

體上發文稱：“我們為書寫人

類歷史感到自豪，冬季登頂喬

戈裏峰證明，團隊合作和積極

精神可以大大延展人類之前認

為的局限。”尼瑪普加曾在英

國特種部隊效力，他在2019年

僅用189天，借助氧氣設備登上14座

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

不過，此次也有登山者不幸在攀

登中命喪喬戈裏峰。西班牙登山者塞

吉歐· 明格特放棄登頂，卻在返回中

級營地的途中不幸摔倒墜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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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仔趕返鄉 深核檢現長龍
多醫院連夜增採樣點 調配人手加快速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中國國家衞健委日前發布規定，

1月28日至3月8日春運期間，春節返

鄉人員需持7日內有效核酸檢測陰性證

明。一夜之間，核酸檢測成了眾多春節

返鄉人員的“剛需”。 近日，深圳各大

醫院核酸檢測量增加了數倍，預約號一

放出便被“秒殺”，現場也排起了長

龍。22日，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發現，

多家醫院已做好預案，努力增加檢測容

量，做到“願檢盡檢”。一般核酸採樣

後24小時內可在醫院App、微信公眾號

等線上方式查詢檢測結果，也可通過

“粵省事”小程序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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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應對市民扎堆核檢措施
1.社康中心增設核酸檢測點

2.醫院增設臨時核酸採樣點

3.醫院增加核酸檢測現場掛號數量

4. 醫院增派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援核
酸檢測門診

5.提升核酸檢測實驗室的檢測能力

6.加強檢測報告的審核，嚴控核檢報告
質量

準備回江西過年的陳女士早上9點就到了北大深
圳醫院排隊，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幾乎是

一夜之間，網上能預約核酸檢測的醫院都沒號了，
擔心後面更難約，就只得早早趕到醫院現場排隊。
“護士說現場號一早就沒了，只能先排隊等，人山
人海的，從排隊拿表到交費，全部過程走完花了快3
個小時。”

怕上不到火車 早檢早安心
像陳女士一樣着急做檢測的市民不在少數，香

港文匯報記者在華中科技大學協和深圳醫院（南山
醫院）現場看到，前來做檢測的返鄉人員眾多，5個
臨時核酸檢測採樣點前皆排起長龍，大家在工作人
員的指引下，有序進行咽拭子採樣。

在深圳某建築工地打工的劉先生和一眾工友，
預定了28日回廣西的車票，“剛開始是看到朋友圈
都在轉發要做核酸檢測才能返鄉，我們擔心沒做核

酸檢測不能上火車，所以就想現場排隊做，早做完
早安心。”劉先生說，每天在工地上幹活，就只有
幾個小時的空閒，沒有時間在醫院現場排隊等，自
己早上沒排到就現場跟護士預約了下午的號，“4點
半左右的時候，排隊的人會少一些，錯峰也能很好
地避免人群聚集。”

據華中科技大學協和深圳醫院醫務科副科長徐
明明介紹，醫院專門為非疾病人群做核酸檢測的復
工復產門診，在新政公布後首日（21日）核檢量近
1,700例，比前期增加了近一倍，22日更增至1,945
例。

為此，該醫院連夜成立了領導小組，全力提升醫
院核酸檢測能力。“我們在住院部樓前的廣場上，新
搭建了5個核酸採樣點，每日逐漸增加現場放號
量。”此外，醫院從各科重點實驗室抽調具有檢測
資質的實驗員作支援，目前，核酸檢測實驗室的實
驗人員達到16名，實驗室24小時不停運轉。

深大總醫院也啟動了應急預案，當每小時採樣
超過一定人數，就由下一班人員換崗。深圳市人民
醫院亦專門設置一塊空地進行檢測，現場增派人手
維持秩序，並增加檢測點，加快檢測速度。南方科
技大學醫院則在分時段提前預約的基礎上，每日相
應增加現場排號。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目前在深圳進行核酸
檢測，價格從人民幣60餘元至100多元不等。居民
還可刷醫保支付。

全市逾200機構提供核檢服務
據深圳市衞健委最新統計數據，目前深圳共有

59家醫院、184家社康中心、12家第三方機構可為市
民提供核酸檢測服務。隨着春節臨近，返鄉過年的
人群增多，做核酸檢測的人流也會逐漸上升，醫院
出具檢測報告結果的時間可能會延長，部分核酸檢
測結果或24小時之後出具。

核酸檢測預約指南
1.登入各大醫院微信公眾號

2. 在菜單欄點擊“預約掛號”（第三人
民醫院等部分醫院不限號）

3.完成網上預約，可通過手機取號，
持本人身份證、社保卡、健康碼到
醫院採樣

4.如未預約，醫院門診掛號處自助機
現場掛號，並按照現場指引現場開
單、打印回執、採樣

5.做一次核酸檢測需診查費25元+檢
測費73.08元，一共98.08元

6.電子報告可在各醫院微信公眾號內
“個人中心”查詢；紙質報告需攜
帶報告回執或門診號到醫院自助打
印區打印

7. 核酸檢測結果報告採樣後24小時
出具

■■華中科技大學協和深圳醫院華中科技大學協和深圳醫院（（南山醫院南山醫院））核酸採樣點排起長龍核酸採樣點排起長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我已經在回來路上了，
放心。”22日凌晨五點多，北
京市大興區人民醫院周醫生結
束中風險區密接者核酸採樣工
作，給老公發了一條微信。此
時，她已經與同事們連續工作

了十幾個小時。大興區局部聚集性疫情爆發以
來，她所在的醫院作為大興區定點醫療收治機構
全員停休，隨時待命。“每天都緊盯着科室工作
平台，無論是收治感染病例，還是去高風險區一
線支援，隨時都有可能接到命令。”周醫生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早上緊急通知 布置感染病房
21日一大早，周醫生所在科室接到緊急通

知，要騰空所有病房，布置備用感染病房，做
好接待確診病例的準備。為此，她與科室其他
同事忙了一整天，直到下午三點才有空休息一
會。“累得頭暈眼花”，對年近四十的周醫生
而言，這樣的體力勞動不算輕鬆。晚上六點下
班時，在全科室的努力下，所有病房準備就
緒。此時，她與同事再接到通知，第二天前往
區內核酸檢測採樣點支援核酸採樣。

放工無力陪女 還得安排工作
21日晚上六點多，周醫生才回到家，她已

經沒有力氣陪兩個女兒玩耍，也沒有精神吃
飯，醫院的微信工作平台上還在布置第二天支

援核酸檢測的各種事項。晚上七點半，周醫生
剛端起家人燉好的湯，想着今晚早點休息第二
天早點去醫院，電話響了。“接上級通知，晚
上八點半去中風險區為密接者做核檢，馬上出
發，趕緊來醫院。”

晚飯尚未吃完 突發落區採樣
放下手中的湯碗，套上羽絨服，周醫生就

出了門，她沒來得及跟兩個女兒解釋，更來不
及找厚一點的衣服。八點二十分，穿着防護服
的周醫生與同事們已經坐上公交專車前往轄區
內中風險區。寒冬臘月的北京深夜，天氣格外
冷，為了避免感染，每一個密接者都需要上門
採樣。臨時被抽調到陌生的小區支援，找密接
者的家已是費了很多時間。拿着疾控部門給的
名單，周醫生和同事們在一個又一個小區內兜
兜轉轉，帶着採樣裝備，找密接者，上門採
樣，遇到孩子，還要耐心地安慰一會。

凌晨四時完工 累得兩眼發直
22日凌晨四點多，周醫生與同事分配到的

密接者終於全部完成核酸採樣。此時，她所負
責的幾個小區居民都已經熟睡好幾個小時，已
經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的她和同事們才登上返
回醫院的車，“記不清自己敲了多少家密接者
的門，這會感覺眼睛都發直，似乎都感受不到
冷了。”周醫生說。

因為整個科室都被徵用為感染病房，周醫

生和同事只能回家休息，此時，她才想起家裏
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在醫院浴室，她認認真
真地將自己從頭到腳清洗了一番。“走的時候
真沒有想到她們。沒辦法，不過每個醫生都會
這樣做的。”她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

準備回家時，周醫生又接到了通知，自己被
抽調到醫院醫務處，隨時待命。走出辦公室，她
遇到了醫院的醫務處主任，“主任兩隻眼睛都是
腫的，他已經好幾天幾乎沒有睡過覺了，這幾天，
對我們醫院同事來說，好好睡一覺都是一種奢
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北京報道

■■周醫生周醫生（（右右））與同事們在前往中風險區的與同事們在前往中風險區的
專車上專車上。。 被訪者供圖被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北京市委宣傳部對外新聞處處長田偉
22日表示，為進一步做好外防輸入工作，
自1月27日零時起，香港入境進京人員將
統一核酸檢測證明制式，從香港直航入境
北京的旅客，必須持有香港特區政府認可
的醫療機構發出的7天內有效核酸檢測陰
性結果證明。

不符合條件者不予登機
據了解，上述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

證明要求由報告發出時間起計，報告封面
須包括姓名、證件號、採樣方式、採樣檢
測時間、檢測結果、報告發出時間、報告
人簽名等中英文信息。航空公司將在登機
時查驗有關證明，不符合條件者將不予登
機，入境進京後須嚴格遵守首都疫情防控
政策規定。

“擬從香港入境進京的旅客朋友，請
提前了解首都防疫政策，及時到香港特區
政府指定的醫療機構進行核酸檢測，並主
動索取包含統一制式封面的核酸檢測陰性
證明，自覺配合登機查驗工作。”田偉提
醒。

目前，北京將對入境進京人員和在京
所有密切接觸者實行“14+7+7”健康管
理，即14天集中隔離期滿後，繼續開展7
天居家或集中隔離，期滿後再進行7天健
康監測。北京大興此前2例確診病例病毒
為英國發現的新冠病毒變異株。北京方面
表示，加緊流調溯源，將對2020年12月
10日以來所有入境進京人員進行排查。

貨幣：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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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敦及油麻地一
帶更連環出現多宗確
診個案，多座大廈被
納入強制檢測名單，
近日忙於聯絡政府各

部門、區內法團和少數族裔領
袖的地區人士22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佐敦和油麻地區疫情愈趨
嚴峻，且鄰近地區也有蔓延趨勢，故
政府應增加居民接受檢測的誘因，以
便早日達至清零。

楊子熙：加強溝通少數族裔
民建聯油尖旺支部主席楊子熙指

出，碧街及安東街數日前已有逾20宗
確診，並直言政府早應在該區採取特
別措施，今次反應不夠迅速。

他表示，自己近日已透過中英文
單張，向區內居民及少數族裔傳達抗
疫資訊，並聯絡善心機構義務為舊式
私人大廈消毒及清潔，和向商販派發
抗疫物資，但要成功抗疫，政府必須
做好社區深層消毒及檢疫工作。

鍾港武：傳疫風險通報當局
油尖旺區議會前主席、民建聯的

鍾港武一直在富榮花園、碧街、廣東
道、登打士街及渡船街服務。他說，
雖然媒體近日焦點都在佐敦及油麻地
一帶，但碧街15號至27A號至今已出
現逾30宗個案，鄰近住宅也出現十多
宗確診，潛在風險不容忽視，故他已
向民政專員、食環署及有關區議員反
映蔓延的現象。

他希望政府主動協助“三無大
廈”，為其進行持續徹底的消毒清
潔，並指部分街坊因要自費檢測而卻
步，若政府擴大區內檢測範圍，為居
民提供免費檢測，相信有助早日切斷
社區內的隱形傳播鏈。

鍾港武又說，少數族裔和獨居長
者是較難接觸的社群，他會盡量聯
絡，例如請各個少數族裔的領袖向其
同鄉發放訊息，又建議當局可借用警
方平日向少數族裔傳達滅罪資訊的渠
道，講解最新疫情資訊。

楊鎮華：傳遞最新防疫安排
油尖旺前區議員、民建聯楊鎮華

表示，隨着區內愈來愈多大廈被納入
強制檢測名單，預計將出現更多確診
個案，因此他與政府各部門會加緊溝
通，向街坊傳遞最新防疫安排，同時
要求當局派員檢測區內樓宇喉管，及
請食環署安排洗樓梯的承辦商提交清
潔時間表。

談到強制檢測對區內商販的影
響，楊鎮華坦言“長痛不如短痛”，
做好抗疫這個當務之急，商販生意才
有起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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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提早曝光 居民“逃亡”恐病毒遍地開花

��(���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油尖旺

一帶爆疫情況更嚴重，更向周邊地區

擴散。22日，區內再新增 24宗確診個

案，其中油麻地佐敦指定檢測區域佔8

宗，港府為遏止區內疫情，將首次引

用《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第 599J

章，實施“禁足令”，“圍封”油麻

地佐敦指定檢測區內部分範圍，區內

居民必須“留在原處所”，直至取得

檢測陰性結果才可以離開。港府在執

行措施期間，會向居民提供食物包，

亦會設熱線讓居民查詢，多個政府部

門包括紀律部隊人員會在場協助。不

過，在政府“團封”的消息經部分傳

媒曝光後，不少居民在入夜前後紛紛

收拾細軟“逃離”，有可能令病毒進

一步擴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首施“禁足令”局部圍封油麻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油尖旺區爆疫，香
港廟街商會主席陸興發22日形容區內如同災區，只有
約三成商販營業，已有不少街坊漏夜遷離社區。他支
持政府短暫圍封油麻地指定檢測區，並直言“長痛不
如短痛”，希望區內疫情在實行措施後可以斷尾。

陸興發22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形容，現時區內
有如災區，生意一落千丈，疫情爆發後旅客絕跡，只
能靠零星的本地市民消費，而油麻地佐敦劃出指定檢
測區域後，沒有客人敢到場，有生意“都只是做得幾
百蚊（港元），都不夠食飯”，有檔主更表示整天也
未能開巿，直言未試過廟街會如此冷清。

多南亞裔居民已搬離
他續說，區內22日只有約三成商販有營業，連菜

販也因擔心疫情而不開檔，更透露自己留意到有很多
居民包括南亞裔人士已經遷離當地，一些在午夜時分
北遷至深水埗以及元朗。

對政府短暫圍封油麻地指定檢測區，陸興發認為
是好事，因為自區內爆疫以來，政府已不斷加推措
施，商販也積極參與，但強制檢測成效仍有限，直言
“長痛不如短痛”，“（措施）應該一次過做完它，
不要有空才做點，這樣好慘。不如一次過做，可以斷
尾！”

由於目前營業的攤販已不多，故政府圍封對他們
的影響不大，他直言：“快點搞掂好過！”

廟街商會廟街商會：：
長痛不如短痛長痛不如短痛

■■往日喧囂的廟街夜市往日喧囂的廟街夜市，，2222日晚攤販紛紛提早收日晚攤販紛紛提早收
檔檔，，街道異常冷清街道異常冷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有住佐敦西貢街的南亞裔居民，22
日深夜租用搬屋公司貨車，將家當同
行李撤離居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防疫專家及
立法會議員均認為，港府的“禁足”措施愈早實
施愈好，但時機很難拿捏，且確診個案愈多，就
有需要實行更嚴謹的措施，而政府可以汲取今次
在油麻地區實施“禁足令”的經驗，為日後在更
大範圍實施時作為參考。

袁國勇：永遠有些事愈早做愈好
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

授袁國勇被問及現時才實施“禁足令”是否太遲
時，坦言“永遠有些事愈早做愈好”，因當區內
出現愈來愈多個案，就有需要實行更嚴謹的措
施：“例如強制檢測一幢樓，你不知到底有幾多

人已經檢測，可能會走漏，於是我哋要做一啲更
嚴謹措施，去肯定多個案大廈的居民已經做咗檢
測。封區可以登記所有居民嘅電話同身份證號
碼，肯定佢5天或者14天後再做檢測。”

他承認，實行這些嚴厲措施的時機很難拿
捏，因為會影響很多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他們的生
計，要作出決定並不容易，但由於確診數字上
升，肯定有問題才會採取這些更有效的措施。

葛珮帆：政府見步行步 居民四散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指定檢測區

內大部分人已接受檢測，現時圍封這些區域的意
義已不大，即使走漏一兩名患者，對整體傳播的

影響也很少。他認為政府盡快處理油尖旺以外地
區的情況，檢視需否擴展或增加指定檢測區域，
以截斷傳播鏈。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政府理應在爆疫地區盡快進行強
制檢測，並實施“禁足令”作配合，但今次油麻地
指定檢測區的情況，政府似乎未有充分準備，只是
見步行步，圍封消息傳出後，又未有立即落實，不
少居民已“雞飛狗走”，避走其他地區，令病毒傳
播風險大增。她期望政府汲取今次的經驗，日後開
展計劃前已有足夠的配套，及早聯絡各政府部門及
民間組織提供支援，為日後在更大範圍實施“禁足
令”時作為參考。

香港22日新增61宗確診個案，55宗屬本地
感染，24宗個案的患者便是居於油尖旺

區，當中8宗來自油麻地佐敦指定檢測區域，26
宗源頭不明個案中也有半數13宗的患者居於油
尖旺區。

同時，區內再有樓宇發現污水樣本檢測持
續呈陽性，包括白加士街66號至66A號、南京
街1J至 1N 號/白加士街68號至 70號南京大
樓，以及南京街3號至5號懷高大廈。

居民須留原處所等完成檢測
港府為遏止區內疫情，23日清晨史無前例

地在區內實施“禁足令”，圍封範圍東起吳松
街、南至南京街、西至炮台街，以及北至甘肅
街。

根據港府上月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第599J章，容許食衞局局長將指定地點列為“受
限處所”，在限制與檢測宣告發出後，範圍內人
士必須留下，直至所有相關人士完成檢測，在有
關檢測結果獲確定後方可離開。宣告期最長7天，
在封鎖期間，會容許有特殊需要如緊急醫療需要
者申請離開。

由於確診個案不斷增加，區外人大幅減
少，令在指定區域內的商店生意大跌，街頭冷
清，加上圍封的消息提早經部分傳媒曝光，不
少商戶已表明23日不會繼續營業。廟街商會主
席陸興發22日晚表示，約下午6時許接獲政府
通知需停止營業，商販開始執拾離開。滙豐銀
行則表示，位於油麻地彌敦道的滙豐卓越理財
中心23日起暫停服務，直至另行通知。

不少區內居民從傳媒得悉圍封的消息後都
感到憂慮，惟政府一直未公開證實圍封的消息
以及相關的安排，部分居民拖着行李箱離開，
至晚上更有人租用貨車“舉家逃亡”。

約午夜時分，港府仍未公布任何消息，但
有工人將一箱箱的物資送往吳松街熟食市場，
包括口罩、酒精搓手液、出前一丁即食麵、豆
豉鯪魚等等，估計是在圍封後分發予區內居
民。據悉，熟食中心將作為圍封後政府有關部
門的指揮中心。

紀律部隊人員協助圍封行動
據了解，特區政府在圍封有關區域後，會

派員到區內相關大廈“洗樓”，居民需要接受
快速檢測，預計24小時內有結果。多個政府部
門包括警方、海關、入境事務處及懲教署等紀
律部隊人員會在行動中提供協助。

同時，政府部門會向居民提供食物包，及
設熱線讓居民在有問題時作查詢。由於23日為
周末，政府預計不少居民不用上班，較適宜實
施封區，預計在兩三日內可完成，讓居民於星
期一可如常工作，但實際解封時間需視乎檢測
進度而定。

專家：時機難拿捏 可作日後借鏡
■■警方深夜拉起封鎖線警方深夜拉起封鎖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疫區疫區””居民急購食品居民急購食品、、日用品日用品
儲備儲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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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慎教授1月20日在 「公益講堂」 主講：
「國會圍城的反思」 — 從電影“ 鄉下人的悲歌”說起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美國華人聯合會創美國華人聯合會創
會理事長會理事長、、休士頓大學電機工程教授休士頓大學電機工程教授、、新竹清新竹清
華大學兼任教授白先慎於華大學兼任教授白先慎於11月月2020日日，，第第4646任美任美
國總統就職日當天在全球公益講堂主講國總統就職日當天在全球公益講堂主講 「「國會國會
圍城的反思圍城的反思」」—— 從電影從電影““鄉下人的悲歌鄉下人的悲歌””說起說起
。。

白教授演講一開始即白教授演講一開始即showshow 出一張二個禮拜出一張二個禮拜
前國會山上的暴動照片前國會山上的暴動照片，，他說他說：：這張照片將永這張照片將永
留史冊留史冊。。他隨即出示一張當天唯一被槍殺的美他隨即出示一張當天唯一被槍殺的美
國退伍女軍人國退伍女軍人 Ashli BabbittAshli Babbitt （（南加卅南加卅，，3535 歲歲 ））
的照片的照片。。當天當天，，她企圖穿過國會山的防線她企圖穿過國會山的防線，，被被
警衞開槍打死了警衞開槍打死了。。白教授介紹她的背景白教授介紹她的背景：：高中高中
畢業後參軍畢業後參軍1515年年，，20172017年退伍之後才有自由發年退伍之後才有自由發
表政治言論表政治言論。。由於退伍時軍階還是很低由於退伍時軍階還是很低，，並且並且
年資不足以享受退伍等全部的福利年資不足以享受退伍等全部的福利，，於是於是20172017
年她在聖地牙哥買下了一家小公司年她在聖地牙哥買下了一家小公司，，她的教育她的教育
水平不是太高水平不是太高，，也來自不是政治性很強的家庭也來自不是政治性很強的家庭
。。她最後從一個奧巴馬的支持者她最後從一個奧巴馬的支持者，，變成一個變成一個
QAnon(QAnon( 匿名者匿名者Q )Q )陰謀論的熱衷追隨者陰謀論的熱衷追隨者。。她相她相
信信11月月66日將有一場日將有一場““風暴風暴”，”，川普注定要打敗川普注定要打敗
一群虐待兒童和崇拜撒旦的民主黨人一群虐待兒童和崇拜撒旦的民主黨人。。

白教授也介紹了二位在白教授也介紹了二位在11月月33日剛剛上任的日剛剛上任的
女眾議員女眾議員：：科羅拉多州科羅拉多州3535歲的歲的Lauren Boebert ,Lauren Boebert ,
她是要求允許帶槍入國會她是要求允許帶槍入國會““ QAnonQAnon 女議員女議員”，”，
另 一 位 是 佐 治 亞 州另 一 位 是 佐 治 亞 州 4646 歲 的歲 的 Marjorie TaylorMarjorie Taylor
Greene,Greene, 她計劃於明天發動罷免她計劃於明天發動罷免BidenBiden。。

國會圍城事件國會圍城事件，，令白教授想起令白教授想起 19931993 年年 22 月月
2828日的日的 「「大衛教慘案大衛教慘案」」（（Waco Siege ),Waco Siege ), 當時有當時有44
位酒烟和槍械局探員位酒烟和槍械局探員，，六個大衛教派人士死於六個大衛教派人士死於
槍戰槍戰，，聯邦調查局發起圍攻聯邦調查局發起圍攻，，至至44月月1919日日，，有有
7676人在火中喪生人在火中喪生。。另外另外，，還有還有19951995年年44月月1919日日
發生的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發生的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有有168168人死亡人死亡，，超超
過過680680人受傷人受傷。。

白教授列舉了自白教授列舉了自19931993年至年至20212021年美國發生年美國發生
了幾件大事了幾件大事：：19931993 年年：：大衛教慘案大衛教慘案（（WacoWaco
Siege ),Siege ), 19951995 年年：：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OklaOkla--
homa City Bombing ),homa City Bombing ),19961996年年：：通過了通過了《《 反恐佈反恐佈
主義及有效死刑法主義及有效死刑法 》，》，20002000年年：：小布希當選總小布希當選總
統統，，20012001年年：：99..1111 襲擊事件襲擊事件，，20082008年年：：歐巴馬歐巴馬
當選總統當選總統，，一年內極端右派團體會員增加了二一年內極端右派團體會員增加了二
倍多倍多，，20092009年年：：部分共和黨人士抗議部分共和黨人士抗議《《 復蘇與復蘇與
投資法案投資法案 》》發起茶黨運動發起茶黨運動，，20162016年年：：川普當選川普當選
總統總統，，20182018年以來白人至上主義的暴力極端份年以來白人至上主義的暴力極端份
子在美國發動的致命攻擊比任何其他國內暴力子在美國發動的致命攻擊比任何其他國內暴力
極端運動都要多極端運動都要多（（根據根據20202020年年1010月國土安全部月國土安全部
報告報告）。）。國土安全部長曾說國土安全部長曾說：：作為國土安全部作為國土安全部
長長，，我特別擔心的是白人至上主義的暴力極端我特別擔心的是白人至上主義的暴力極端
分子分子。。他們試圖在美國通過暴力他們試圖在美國通過暴力、、死亡和破壞死亡和破壞
來脅迫達成意識形態的改變來脅迫達成意識形態的改變。。自自20182018年以來年以來，，
他們在美國發動的致命攻擊比任何其他國內暴他們在美國發動的致命攻擊比任何其他國內暴
力極端運動都要多力極端運動都要多。。

白教授提到白人至上主義和白人的焦慮症白教授提到白人至上主義和白人的焦慮症
：：一些白人擔心一些白人擔心，，由於對外國移民的由於對外國移民的
開放開放，，非西班牙裔白人不再是多數的非西班牙裔白人不再是多數的
時候時候，，白人的主導地位和美國的傳統白人的主導地位和美國的傳統
的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將受到威脅的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將受到威脅。。這這
些改變使他們感到焦慮些改變使他們感到焦慮，，甚至發怒甚至發怒。。
他提問他提問：：參加參加11 月月66 日國會圍城的暴日國會圍城的暴
徒能代表投票支持川普的徒能代表投票支持川普的 7171，，000000，，
000000選民嗎選民嗎?? 白人至上主義和白人焦慮白人至上主義和白人焦慮
症能解釋為什麼他們投票支持川普症能解釋為什麼他們投票支持川普
嗎嗎 ??

白教授以白教授以 「「絕望者之歌絕望者之歌」」（（又譯又譯
為為：：鄉下人的悲歌鄉下人的悲歌）） （（Hillbilly EleHillbilly Ele--
gy )gy ) 這本書為例這本書為例，，這是一部記述美國這是一部記述美國
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理解白人怒理解白人怒
火與川普崛起最重要的一本書火與川普崛起最重要的一本書。。這本這本
（（鄉下人的悲歌鄉下人的悲歌// 絕望者之歌絕望者之歌））寫出寫出
他們憤怒他們憤怒，，因為看不見希望因為看不見希望，，理盲理盲，，
因為沒有人願意聆聽因為沒有人願意聆聽。。白皮膚讓他們白皮膚讓他們
彷彿高高在上彷彿高高在上，，但他們是全美國最絕但他們是全美國最絕
望的一群望的一群。。該書在該書在20162016年年66月月2828日出日出
版版，，好評如潮好評如潮：《：《紐約時報紐約時報》》列暢銷列暢銷
榜第一名榜第一名，，是理解川普現象最重要六是理解川普現象最重要六
本書之一本書之一；《；《經濟學人經濟學人》》你不會讀到你不會讀到
更重要的一本關於更重要的一本關於20162016年的美國書年的美國書；；
《《 華爾街日報華爾街日報 》》令人不忍釋卷令人不忍釋卷；《；《
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 》》一本至情至性的回憶一本至情至性的回憶

錄錄 ；； 比 爾 蓋 茨比 爾 蓋 茨
20172017 年夏季選書年夏季選書
。。而該書拍成電而該書拍成電
影卻反映不佳影卻反映不佳，，
第一週收視率排第一週收視率排
行第三行第三，，第二週第二週
就掉到第八就掉到第八，，電電
影評分僅影評分僅44..6060//1010
，， 一般反映一般反映：：醜醜
化窮人的形象化窮人的形象；；
不但沒有打破反不但沒有打破反
而加深了窮人的而加深了窮人的
刻 板 形 象刻 板 形 象 （（steste--
reotype )reotype )。。

在敍述電影在敍述電影
的細節後的細節後，，白教白教
授為當天的演講授為當天的演講
作結語如下作結語如下：：人人
們有時候會問們有時候會問，，
我們究竟可以做我們究竟可以做
什麼來什麼來 「「解決解決」」
這個社群的問題這個社群的問題。。我知道他們想得到什麼答案我知道他們想得到什麼答案
：：一個神奇的公共政策或一項創新的政府計劃一個神奇的公共政策或一項創新的政府計劃
。。

但這些信仰與文化的問題並不是魔術方塊但這些信仰與文化的問題並不是魔術方塊
，，我不認為有大家心目中期待的那種靈藥存在我不認為有大家心目中期待的那種靈藥存在
。。

我 有 一 位 曾 在我 有 一 位 曾 在
白宮工作的好友非白宮工作的好友非
常在意工人階級的常在意工人階級的
困境困境。。他有一次告他有一次告
訴我訴我：： 「「看待這件看待這件
事最好的方法事最好的方法，，或或
許就是認清你不可許就是認清你不可
能真正解決問題能真正解決問題。。
這些問題永遠會存這些問題永遠會存
在在，，但當有人快撐但當有人快撐
不住時不住時，，或許你能或許你能
想辦法拉他一把想辦法拉他一把。。
」」

最 後最 後 ，， 白 教 授白 教 授
在在Q& AQ& A 時間時間，，提到提到
陳霞芬和郗小星的陳霞芬和郗小星的
辯 護 律 師辯 護 律 師 PeterPeter
ZeidenburgZeidenburg 和李文和和李文和
的 辯 護 律 師的 辯 護 律 師 BrianBrian
SunSun在呼籲大家為陶在呼籲大家為陶
峰教授案件捐款峰教授案件捐款。。
陶教授是第一個不陶教授是第一個不
與政府妥協和認罪與政府妥協和認罪
，，下定決心和下定決心和““中中
國計劃國計劃””把這個官把這個官

司打到底的華裔教授司打到底的華裔教授。。白教授說白教授說：：因為美國的因為美國的
司法制度建立於判案先例上司法制度建立於判案先例上，，所以所以，，陶教授的陶教授的
輸贏對輸贏對MITMIT的陳剛教授以及以後所有的類似案的陳剛教授以及以後所有的類似案
件將有重大影響件將有重大影響，，請大家支持請大家支持。。https://www.https://www.
gofundme.com/f/Legal-Degofundme.com/f/Legal-De--
fense-Fund-for-Franklin-Taofense-Fund-for-Franklin-Tao

20212021休士頓黃頁休士頓黃頁，，新書已抵達新書已抵達，，
請至美南新聞索取或至各大超市請至美南新聞索取或至各大超市
美南日報報架取閱美南日報報架取閱。。圖為圖為 「「大華大華
超市超市」」 1010號公路店門口號公路店門口 「「美南日美南日
報報」」 報架上陳列的報架上陳列的20212021新出版的新出版的
休士頓黃頁休士頓黃頁。。休士頓各大銀行休士頓各大銀行、、
超市亦可索取超市亦可索取。。
網上黃頁請連結網上黃頁請連結：：https:// scdaily.https:// scdaily.
com/ yellow_pagescom/ yellow_pages

2021休士頓黃頁，新書已抵達
煩請至美南新聞及各大超市索取

圖為白先慎教授演講時的情景圖為白先慎教授演講時的情景。（。（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主題: Pantry的秘密+烹飪示範 

主講人: 鄧雅如女士(德州合格社區健康工作者) 
 

廚房是一個愛與智慧結合的地方，提供每天活力來源的地方。廚房不在乎大

小，關鍵在於 Pantry，放對食材，無論誰掌勺，都是健康大主廚。食材需篩

選、健康無秘密，一起打造家裏的健康食物櫃。 
 

良好營養和飲食的十大好處: 

1. 不良飲食會減少幸福  2.不健康是要付出昂貴的代價 

3. 幫助您控制健康體重  4.維持您的免疫系統 

5. 延緩衰老的影響   6.提供你能量 

7. 降低患慢性病的風險  8.健康飲食對您的情緒有積極影響 

9. 提升你精神集中   10.健康的飲食習慣可以延長您的壽命 

 

 

時間:2021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兩點至四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6453799793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645 379 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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