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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 強制戴口罩 美 2 月 1 日起实施

【綜合報道】美國終於頒布口罩強制
令。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CDC﹚29 日
下達強制令，要求自 2 月 1 日起搭乘公共
交通工具必須佩戴口罩。違者將依違反聯
邦法律提起訴訟。
這項口罩強制令將在台灣時間 2 月 2
日中午 12 時 59 分生效，要求所有乘客在
搭機、船上、火車、巴士、地鐵、計程車
和共乘汽車上，以及機場、公車站、渡輪
站、火車站、地鐵站、港口等場所，都必
須全程佩戴口罩。違反口罩令，可能面臨
刑事訴訟，但當局現階段認為罰款比提告
合適。
川普任內，CDC 曾推動在運輸工具上
強制戴口罩，卻遭封殺，因而改為 「強烈

建議」 佩戴口罩。CDC 的全球移民及檢疫
署署長賽隆表示，口罩的規格必須有至少
兩層透氣織物。在新規定下，民眾不能把
面罩、護目鏡、頸巾、頭巾當作口罩使用
。而 2 歲以下兒童或無法戴口罩的殘疾人
士則可豁免。命令將由美國運輸安全局以
及聯邦、各州和地方局處負責執行。
全球新冠確診人數已經破億，加上已
有 3 種變異病毒快速擴散，法、德、加均
收緊了入境限制。加拿大要求入境旅客接
受核酸檢測並自費入住防疫旅館 3 晚等候
檢測結果。旅客須自行負擔檢測、食宿，
每個人的費用可能超過 2000 加元﹙約台幣
4.4 萬﹚。同時，入境旅客仍需完成 14 天
隔離。

（網絡照片
網絡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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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e Shot Vaccine
Is Coming
Johnson & Johnson is the only major drug
company developing a one-shot vaccine for
COVID. It is a shot that will provide strong protection and potentially offer another powerful
tool to fight the worldwide crisis.
Johnson & Johnson became the fiftieth company suppor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vaccine in less than one
year and the only one that will need only one
dose.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new vaccine
gets approved as soon as possible to reduce
the burden of the crisis around the world.

美國嬌生藥廠今天作出重大宣布，該
公司硏究之新冠疫苗將於下星期送交聯邦
政府審查，將是一針就搞定的疫苗， 這無
疑是當前疫情緊張情勢的一劑強心針。
正當在英國、南非變異病毒猖獗之時
，嬌生疫苗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二之效果，
對付南非疫情也可達百分之五十七。
在美國政府支持之五家製藥公司中，
嬌生是唯一只要施打一次， 這將會加速全
國國民得到疫苗之保。
醫療專家認為嬌生公司之新疫苗將對
未來美國及世界疫情有重大貢獻。
聯邦政府也正在熱烈期待嬌生公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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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of the total world population, only a
few rich countries are in control of the vaccine.
We still have most people without the vaccine.
When we look at the current pandemic, unless
we can vaccinate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we just cannot stop the cris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doing their best
now in many ways. We want to urge the Congress to take the dramatic measure to pass
the relief bill. Unless we can take care of the
current pandemic, our economy will still suffer.

White House officials have been counting on
the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 to ease the
shortfall of supply.

If Johnson & Johnson can deliver the vaccine
quickly enough to United States, it might be
able to drive down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before the new variants make things worse.

When the nation is screaming to get more
vaccines, this new product will not just be for
our own use. It also will help mo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We really want to salute all the scientists for
their contribution for making another new vaccine, not just to save our nation, but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well.

入搶救行列，大量生產疫苗以解決全球燃
眉之急。
全球七十多億人口中，目前各國生產
之疫苗多半控制在富有國家手中， 許多貧
困國家根本無能力採購，如果多半的人無
法得到施打，對於全球恢復常態將是嚴重
的挑戰。
今天的世界已經是地球村，不管你如
何置身事外， 將無法逃避共有之挑戰。
我們非常高興看到拜登總統對國人及
全世界人類之慈仁之心， 我們一定要盡力
幫助全球走出苦痛之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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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疫情未過，暴雪又來,日子真難！】

越過了驚悚訝暗淡的 2020 年,全美依然籠罩在
新冠病毒的巨大陰影之中, 現在美國中西部又面臨
了暴雪的肆虐, 原本就是風多雪大的芝加哥這幾天
陷入今年冬天最嚴寒的日子，5 天之內連續兩場暴
雪, 這個週末大部份地區將會有多達 9 英寸的積雪,
十分罕見！
疾風暴雪與冷鋒寒流肆虐襲擊芝加哥,使風城
又變成了一個冰天雪窖的雪城,在工作與生活上造
成極多不便,本地氣象局預報，溫度將不斷下降，
風速也將強勁加快, 大自然的環境似乎是在考驗著
人類的健康, 本來嘛, 在疫情嚴酷之下依然能夠健
康的活著, 那本來就是相當幸運, 也十分幸福的了,
在夜闌更深時靜思,想到一切的功名利祿真是身外
之物, 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比自己的生命更有意義的
呢?
這兩天如果你有機會和時間, 不妨開車到芝加
哥市中心區東邊, 獨立站立在密西根湖畔，你一定
會感受到雪虐風饕的日子是多麼的難熬難奈啊！
芝加哥雖以風城之名遠播全美，但是芝加哥
的雪名也不遑多讓，曾經在七十年代創下連續 98

天落雪，厚達 89.7 英吋，令人瞠目結舌的降雪記
錄，單日降雪量竟達 29 英吋，再加上零下卅度的
冰冷天氣，那真是在考驗人類生存的意志, 而在
1967 年的那場芝加哥最大的暴風雪更造成 60 人死
亡,商業損失達 1.5 億美元之巨。
氣象學家認為，惡劣頑強的天氣絕對是全球
暖化所造成的結果，但是我們的前總統川普卻不
相信專家的觀點，或許他的風、花、雪、月故事
一直都很多, 既寫實,也很寫意, 但市井小民卻要面
臨由惡劣風雪所帶來的挑戰, 新上任的拜登總統已
讓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議, 那是尊重環境與生命的
一種表態。
下雪帶來了麻煩，積雪覆蓋的道路，以及隨
之而來的鹽漬和鏟雪，很多的很多的功課要做, 這
星期我還因為鏟雪而嚴重摔傷了右手,僅能依靠語
音與手指完成一篇篇作品, 但也正因此而磨練了自
己的意志，開始訓練從來不重用的左手。
新冠病毒與寒冷暴雪正在考驗我們,祝願大家
都能一一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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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散戶意欲複製華爾街大戰？？
各國散戶意欲複製華爾街大戰
（綜合報導）美國“韭菜”倒割
華爾街資本家的大戲已持續一周，狂
熱的氣氛已從美股市場蔓延至全球各
個角落，從倫敦到孟買，從拉各斯到
東京，各國“韭菜”們都躍躍欲試。
在草根聚集的 Reddit 論壇上，與
經此一役名震四方的“華爾街賭徒”
論壇相對應的是印度網友專門開闢的
“印度街賭徒”論壇。
“印度街賭徒”論壇有 16.6 萬名
用戶，其中約 6000 人都是在過去 10
天裡加入的。散戶們積極地討論如何復制
美國草根大戰華爾街精英的神話。被印度
網友“押寶”的有再生能源公司 Suzlon，其
預期未來增長了 5％。
但在一些網友發帖稱買入 Suzlon 的增
量超過 40％後，另一些網友發帖希望為這
種狂熱“降溫”：就算大家都有錢，願意
買 Suzlon，但由於熔斷機制的存在，美國賭
徒挑戰華爾街大鱷的事情無法在印度複製
。
印度證券經紀公司 Zerodha 的首席執行
官卡瑪特對《印度時報》表示，在印度，
各個實體可以通過衍生工具賣空或購入股
票的數量受到限制，因此美股市場中針對
遊戲驛站（GME）股票的史詩級軋空不可
能在印度發生。
無法在本國市場複製 GME 的“奇蹟”
，許多印度散戶們選擇加入了 GME 的戰局
。使印度用戶交易美股的平台股票的首席
執行官巴拉特·瓦吉表示，過去兩次該平台
上 GME 股票的交易額已超過 200 萬美元，
佔該平台每日交易量的 15％。
完全是在印度，尼日利亞加密貨幣交
易所 Bitnob 的創始人帕拉表示，尼日利亞
許多散戶正在使用在線交易平台買入 GME
的股票，投資者社區因此事而異常活躍，
不停地有人發問“什麼是做空？”“什麼
是軋空？”帕拉將這種場景描述為“瘋狂
”。
在美國，免佣金交易平台羅賓漢
（Robinhood）禁止買入 GME 股票的引發
引起了輿論的軒然大波，甚至遭到了紐約
州眾議員科特茲（AOC）和小規模等跨黨
派政界人士的齊聲星期五（29 日），羅賓
漢恢復了針對 GME 股票的有限交易。
在英國，免佣金證券交易軟件 Freetrade
因為購買 GME 股票的交易激增，暫時禁止
了美股交易。據路透社報導，Freetrade 發表
聲明稱，該應用的外匯提供商巴克萊銀行
發現單日交易量異常，觸發了限制。而由
於基於社交媒體上抵抗對沖基金和做空巨

頭的呼聲與日俱增，英國用戶湧入 Freetrade
，新註冊用戶數從每日 3000 人飆升至每日 3
萬人。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稱，日本散戶
投資者汲取了“華爾街賭徒”的靈感，將
電信設備製造商稱為“另類外媒報導，澳
大利亞，日本，中國香港和馬來西亞的股
市都出現了類似的趨勢。”安立（Anritsu
）的兌拉升到 2001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安
立是日本股市中被做空最多的股票）；森
永制果和全日空航空等被嚴重做空的股票
同時本週四上漲。
該公司表示，並清楚公司合併為何會
出現增長，有理由認為股民因該公司名稱
與遊戲驛站（GME）相似而盲目買入。
此外，澳洲股市中做空最多的葬禮服
務商 Invocare 和旅行社 Webjet 的一直都在
28 日大幅增長，29 日收盤時回落。
不過，英國投資公司哈爾格里夫.蘭斯
道恩的股票分析員海耶接受 CNN 採訪時表
示，由於在英國獲取投資交易的槓桿比美
國難得，甚至在倫敦這樣的金融中心，也
很難複製美國發生的事。
據美國商務部 28 日發布的第四季度及
2020 年經濟年報，2020 年美國國內生產總
值（GDP）比 2019 年縮水 3.5％，為，與股
票市場的火熱指標，美國經濟可謂是一片
慘淡。 1946 年二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萎
縮，也是 2009 年金融危機以來的首次萎縮
。
這是由於新冠狀疫情下美國第一第二
季度的經濟活動停滯導致的：由於封鎖，
美國 GDP 在第二季度連續下降 31.4％，創
下歷史紀錄；第三季度增長 33.4％，同樣創
了紀錄，但不足以彌補第一第二季度的損
失。
CNN 引用美國經濟增長商會高級經濟
學家埃里克.龍德的話稱，第四季度首次申
領失業金的人數和零售業營業額等經濟指
標顯著減弱，意味著經濟復甦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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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聯邦議院舉辦活動紀念
“國際大屠殺紀念日”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議院舉辦活動紀
念“國際大屠殺紀念日”1 月 27 日是“國
際大屠殺紀念日”。德國聯邦議院當天舉
辦了紀念活動，悼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的納粹主義受害者。除了德國總統施泰因
邁爾、德國總理默克爾、德國聯邦參議院
議長哈澤洛夫等政界高層之外，生活在德

國的猶太人代表也出席了活動。
德國聯邦議院議長沃爾夫岡· 朔伊布
勒在發言中警告了當前仇恨意識形態正
在興起的威脅：“不得不承認，德國的
‘紀念文化’無法杜絕厚顏無恥地去歪
曲甚至是否認歷史，也不能遏止住在校
園、互聯網論壇或是陰謀論中以新形式出

希臘零售商店重開大批民眾購物
當局籲遵守防疫規則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 1 月 24 日傍晚的統計數字顯示，希臘累計確診
新冠病例 151980 例，累計死亡 5646 人。上周末是自希臘零售商店重開後
的第壹個周末，適逢冬季打折期，民眾紛紛上街購物，當局警告人們遵
守防疫規則。
在雅典市中心商業街厄姆街，23 至 24 日壹連兩日都人潮湧動。雖然
各商店都嚴格遵守防疫規則控制進店購物的人數，店內沒有出現擁擠的
情況，但店外卻有很多等候的消費者與行人，人與人之間也無法保持至
少 2 米的社交距離。據觀察，在服裝店和鞋店門前排隊等候入內的人數
最多。在各大型購物中心以及塞薩洛尼基的商業圈也出現類似的情況。
民眾爭相上街購物的情況受到希臘當局的強烈關註。希臘發展與投
資部長喬治亞迪斯表示，他曾到馬魯西和基菲夏的商圈巡視，民眾都佩
戴了口罩，商店也采取了相應的防疫措施。他說，街上購物的人的確很
多，大家必須小心和嚴守防疫規則，否則“走回頭路”(重新封閉)很可
惜。
希臘商業和消費者保護協會總秘書長斯圖普利迪斯警告，如果再需
要第三次封鎖的話，那麼對每個人來說都是災難性的後果。他警告民眾
要嚴格遵守防疫守則，不要重復發送購物申請信息愚弄官方，因為這種
行為不是在愚弄國家，而是在愚弄自己。
根據希臘政府規定，民眾前往商店前必須發送短信至 13033，事項
為“2”；從發送信息時起至返家，購物時間最多為 2 小時。
但對於上述規定，不少希臘民眾都在每次購物時間 2 小時差不多結
束時，再發送購物申請信息，然後把之前的信息刪除，以備路上巡警抽
查。

法總理稱疫情指標令人擔憂
巴斯德研究所疫苗研發受挫
綜合報導 法國總理卡斯泰表示，目前法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指標令人
擔憂，要求民眾保持警惕。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新冠疫苗研發工作受挫
，將終止壹項主要的疫苗研發項目。
卡斯泰當天視察大巴黎地區衛生局，聽取疫情報告。他肯定巴黎衛
生系統的工作，表示醫護人員始終在抗疫前線，追蹤篩查疫情中的“脆
弱群體”，展開流行病學監測並開展新冠疫苗接種。
卡斯泰表示，當前所有疫情指標令人擔憂。他要求民眾保持警惕，
並表示近期政府將就是否進行第三次“封城”作出決定。法國總理府方
面補充說，對第三次“封城”應持謹慎態度，“維持當前現狀”也可能
是政府作出的選擇之壹。
法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仍然居高不下，並且有持續上升的趨勢。
同時令人擔憂的是住院患者人數和重癥患者人數最近幾天在持續增加，
住院患者人數現已接近 27000 人，為去年 12 月以來的最高水平；同時重
癥患者人數突破 3000 人。
法國巴斯德研究所 25 日宣布，由於臨床試驗結果令人失望，將終止
壹項主要的新冠疫苗研發項目。巴斯德研究所表示，在最初的人體臨床
試驗中，測試疫苗具有良好的耐受性，但產生的免疫反應不如自然恢復
的患者和已註射授權疫苗的人群中觀察到的免疫反應。
巴斯德研究所科學總監德恩費爾當天表示，該疫苗研發項目的終止
並不代表研究所相關研究工作的結束。他透露，研究所還在進行兩項疫
苗研發項目，其中壹個項目已在著手進行 1 期臨床試驗。
法國工業部長魯納徹表示，法國制藥企業賽諾菲的新冠疫苗有可能
要等到明年上市。法國官方希望賽諾菲的疫苗生產線現階段可以生產已
獲批準在歐盟國家使用的疫苗，如輝瑞疫苗和莫德納疫苗。

現的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他強調，
必須讓“紀念文化”也與時俱進，在保留
集體責任、國家自我定位等核心理念的基
礎上發展出新的形式。朔伊布勒指出，之
所以設立紀念日就是為了時刻都提醒人們
要承擔起責任。他認為，應該為居住在德
國的猶太人群體提供更完善的保護。
作為二戰納粹大屠殺的幸存者，88
歲的慕尼黑和上巴伐利亞以色列文化基
金會主席夏洛特· 克諾布勞赫在講話中回
憶起自己孩童時期的受迫害經歷和戰後
逐漸融入德國社會的心路歷程，並向在
場的德國議員們發出呼籲：“請好好照

照管我們的國家！”雖然她沒有直接對
著坐在會場右側的極右翼政黨成員喊話
，但外界普遍認為，克諾布勞赫針對的
正是他們：“妳們繼續為妳們所向往的
德國奮鬥，我們繼續為我們所向往的德
國奮鬥——但我要告訴妳們，76 年前妳
們輸了這場戰鬥！”
出版人瑪麗娜· 韋斯班德是大屠殺幸
存者的後人。33 歲的她當天以年輕壹代
猶太移民的身份發表講話。韋斯班德坦
言，不管願意與否，在德國生活的猶太
人始終需背負大屠殺記憶和當代反猶主
義的身份標簽。她說，自己並不認同那

些所謂放棄刻板印象、不要為特定人群
貼標簽的要求，因為“生而為人，就意
味著已經擁有了不會因為出身而有所畏
懼的特權。無論是反猶主義還是種族主
義，身份認同是自己為立足社會而戰的
前提。”
據悉，從 1996 年起，德國每年都會
在“國際大屠殺紀念日”舉辦活動，紀念
奧斯威辛集中營的解放。而今年的活動還
結合了該國“321-2021：猶太人在德國的
1700 年歷史”的周年紀念主題。因為按
照史料記載，德國早在公元 321 年的古羅
馬時期就已經有了猶太人聚居區。

南極冰核深處發現黃鉀鐵礬
有助解開火星礦物謎團
綜合報導 研究人員在南極洲冰核深
處發現了壹種火星礦物——黃鉀鐵礬。這
種易碎的黃褐色物質可能在地球和火星
上 以 相 同 的 方 式 鍛 造 而 成 —— 來 自 遠
古冰層中的灰塵。研究人員認為，冰
川不僅雕刻了山谷，還幫助創造了構成
火星的物質。相關研究結果近日發表於
《自然—通訊》。
2004 年，美國“機遇號”探測器在
火星上首次發現了黃鉀鐵礬。因為黃鉀鐵
礬的形成需要水、鐵、硫酸鹽、鉀和酸性
條件，但這些條件在火星上很難滿足，於
是科學家開始從理論上探討火星上這種礦
物質為何如此豐富。
壹些人認為它可能是由少量的鹹水和
酸性水蒸發留下的。“但是火星地殼中的
堿性玄武巖會中和酸性水分。”該研究作
者、意大利米蘭比可卡大學地質學家
Giovanni Baccolo 說。
另壹種觀點認為，黃鉀鐵礬是在數十
億年前覆蓋行星的大量冰層中產生的。隨
著時間推移、冰原擴大，灰塵會在冰層中
積累，並可能在冰晶之間的雪泥中轉化為
黃鉀鐵礬。但這壹過程在太陽系的任何地
方都未曾觀測到。
在地球上，人們偶爾能從成堆的、暴

露在空氣和雨
水中的采礦廢
棄物中找到黃
鉀鐵礬，但沒
有人想到在南
極洲能找到它
。 Baccolo 在 壹
個 1620 米 長 的
冰芯層中尋找
可能表明冰河
時代周期的礦
物時，發現了
奇怪的灰塵粒
子，他認為這可能是黃鉀鐵礬。
為了確認這種礦物的身份，Baccolo
團隊測量了它如何吸收 X 射線，並在高
倍電子顯微鏡下檢查了顆粒，確認它是
黃鉀鐵礬。研究人員表示，這些顆粒有
明顯的裂紋，但沒有銳利的邊緣，這表
明它們是在冰川內的小塊區域受到化學
侵蝕而成的。
“這項研究表明，黃鉀鐵礬在火星上
以同樣的方式形成。”未參與該研究的美
國俄克拉何馬州大學地球化學家 Megan
Elwood Madden 說。但她懷疑這是否能解
釋火星上黃鉀鐵礬的大量存在，“在火星

上，這些沈積物有幾米厚”。
Baccolo 承認，冰核中只含有少量黃
鉀鐵礬顆粒，比壹粒沙子還小。但他解釋
說，火星上的灰塵比南極洲多得多。“火
星壹切都被灰塵覆蓋，在合適的條件下，
更多的火山灰有利於形成更多的黃鉀
鐵礬。”Baccolo 說。
Baccolo 希望利用南極冰核研究古代
火星的冰沈積物是否為其他礦物質的形成
提供了條件。他說，黃鉀鐵礬表明冰川不
僅僅是陸地“雕刻機”，可能對火星的化
學組成也有貢獻。“這只是將南極深處冰
層與火星環境聯系起來的第壹步。”

新型墨水 3D 打印出帶活細胞的“骨骼”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新南威
爾士大學的科學家開發出壹種
陶瓷基“墨水”，可讓外科醫
生 3D 打印出帶有活細胞（用
於修復受損的骨組織）的骨骼
。相關研究發表在近日的學術
期刊《高級功能材料》上。
研究人員用壹種由磷酸鈣
制成的特殊墨水，結合 3D 打

印機，開發了壹種名為“全方
位陶瓷細胞懸浮液生物打印”
（COBICS） 的 新 技 術 ， 能 夠
打印出骨骼結構，將這些結構
放入水中幾分鐘就會變硬。
新南威爾士大學化學學院
的伊曼· 魯哈尼博士說：“這
種墨水的成分可在水性環境實
現納米結晶，利用凝固機制將

無機墨水轉變為機械互鎖的骨
磷灰石納米晶體。”它形成的
化學結構類似於骨骼構造，當
墨水與含有活細胞的膠原物質
結合時，可以形成類似骨骼的
組織。墨水配制及其在生物體
內的轉化快速且無毒，並且僅
在其處於生物環境，如體液中
才會轉化，能夠為外科醫生提
供充足的工作時間。
與魯哈尼博士共同開發這項
突破性技術的副教授克裏斯托
弗· 基利安說：“這項技術最酷
的地方在於，我們可以直接把墨
水擠壓到有細胞的地方，比如病
人骨頭上的壹個洞，使其直接進
入含有細胞、血管和脂肪的骨頭
裏，並在該區域打印出已經含有
活細胞的類骨結構。”
“這是壹項獨特的技術。”

魯哈尼博士說，“雖然 3D 打印
仿骨結構的想法並不新鮮，但
這是第壹次可以在室溫下創造
出這種材料——具有活細胞，
而且沒有刺激性化學物質或輻
射。”
報道稱，將活細胞變成
3D 打印結構的壹部分，是 3D
打印技術的壹大進步。這項
技術很適合骨缺損原位修復
的臨床應用，如創傷、癌癥
或大塊骨組織缺損，還可用
於疾病建模、藥物篩選等，
非常便捷。未來有壹天，3D
打印機可能會成為手術室的
永久性固定裝置。
接下來，研究人員將在動
物模型上進行體內試驗，觀察
類骨結構中的活細胞在植入骨
組織後是否會繼續生長。

李元鐘保險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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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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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首爾高等法院對韓國“N 號房”
主犯趙主彬進行上訴審(二審)的首次公審。趙主
彬律師表示，有期徒刑 40 年的量刑“過重”，
主張重新審視。檢方則指出，即使經過長期服刑
生活被釋放後，主犯改正的可能性也很小，並曾
在壹審中，要求判處趙主彬無期徒刑。
同時，趙主彬律師還否認了在壹審中被認定
有罪的犯罪團體組織嫌疑，主張“部分無罪”。
而檢方則表示，“博士房組織是韓國歷史上
從沒有過的犯罪組織”，即使經過長期的服刑生
活被釋放後，改正的可能性也很小。檢方曾在壹
審中要求判處趙主彬無期徒刑。
據報道，趙主彬的下壹次公審將於 3 月 9 日
進行。
“N號房”事件是指韓國系列網絡性犯罪事件
。據媒體曝光，有人在即時通訊平臺 Telegram 上
建立私密付費聊天組，分享女性不雅照，涉及強
奸、嚴重侮辱女性等，畫面不堪入目，手段極其
殘忍，還包括未成年人。該事件引起軒然大波。
“N 號房”由多人運營，其中最引發關註的
是昵稱為“博士”，實名為趙主彬的人。趙主彬
從 2019 年起，在“博士房”上傳大量涉嫌性犯
罪照片，並勒索受害人。
2020 年 11 月 26 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
對“N 號房”壹案進行了壹審判決，判處主犯趙
主彬有期徒刑 40 年，並將“N 號房”犯罪團夥定
性為犯罪集團。隨後趙主彬和檢方均提出上訴。
檢方還以涉嫌藏匿犯罪收益等，對其進行了追加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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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都新增新冠
病毒感染者 1026 人，單日新增感染人
數時隔 3 天再次上升到 1000 人以上的
水平，累計感染人數達到 95534 人。
位於江戶區的瑞江葬儀所是東京
都唯壹的公立火葬場，為應對新冠逝
者的不斷增加，從 1 月 28 日開始，該
火葬場每天的最高火葬人數將從目前
的 5 人增加至 10 人。
東京都的新增新冠死亡者在 2020
年 12 月為 153 人，是 2020 年 11 月的
2.8 倍，進入 2021 年 1 月以來的前 25
天已經達到 127 人。這壹背景下，火
葬場的應對能力也出現緊張，壹些新
冠死亡者的遺體不得不在醫院長時間
停放。
瑞江葬儀所 2020 年 12 月火葬的
新冠死亡者為 26 人，2021 年 1 月的前
24 天已達到 70 人。此外，民營火葬
場的火葬人數也在增加。
此外，日本警察廳 1 月 25 日公布
的統計數據顯示，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日本已
有 197 人在感染之後無法住院接受治療而死於家中
、隔離點或是養老院等福利設施中。其中，僅僅
2021 年 1 月份以來的 20 多天內，這壹人數就達到 75
人，增速明顯加快。
197 名沒有得到治療而死亡的感染者中，有人
是確診感染後死亡的，還有人是在死亡之後才確
診感染的。

韓國慰安婦受害者敦促日本道歉：“不是錢的問題”
綜合報導 韓國法院判日本
政府向“慰安婦”受害人賠償的
判決已於23日生效。該案件中12
名原告之壹的“慰安婦”受害者
李玉善老奶奶再次敦促日本政府
盡快道歉，如實反省。
“不是日本把我們這些不
懂事的人帶走的嗎，難道弄錯
了？可是現在日本方面卻說沒
有那樣做，那麼是誰把我們帶
走的呢？”住在京畿道廣州市
“分享之家”的李玉善老奶奶
24 日這樣說道。
1 月 8 日，針對 12 名韓國
“慰安婦”受害人對日索賠訴
訟，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作
出壹審判決，判處日本政府向
每人賠償 1 億韓元。由於日本

政府沒有提出上訴，該判決於
當地時間 23 日 0 時生效。
李奶奶對法庭規定的“慰
安婦受害是日本犯下的反人道
主義犯罪”表示同感，並多次
強調日本強制動員女性這壹點。
李奶奶還說：“我們想對
日本說的是，請跟我們道歉，
這不是錢的問題。如果真要算
錢，就不是 1 億韓元能解決的
，就算是 3 億韓元也不行。”
她同時敦促日本真誠道歉
，稱“日本說沒有強行帶走我
們，沒有虐待我們，不要說謊
，要如實反省”。她還表示，
“韓國政府應該幫助受害者盡
快接收日本方面的道歉。”
李奶奶表示自己有壹個夢

想，那就是遠渡日本宣傳慰安
婦受害的歷史。“我們的歷史
是壹段刻骨銘心的歷史。要向
群眾廣為宣傳。我們的國家不
能再被牽著鼻子走了。”
此次得到生效判決的 12 名
原告中，僅有李奶奶等 5 人還
健在。
另壹方面，據韓國國際廣
播電臺(KBS)25 日報道，雖然
判決已經生效，但日方完全不
承認韓國法院的判決。日本政
府當地時間 23 日淩晨發表談話
稱，對此深表遺憾。
日本外務相茂木敏充在談
話中強調，韓國法院的判決明
顯違反國際法，日方絕不會接
受。這項判決違背《韓日請求

權協定》和 2015 年簽署的慰安
婦問題協議，要求韓方對此負
責，並予以更正。
對此，韓國外交部發布立
場，逐條反駁日方談話。韓國
外交部強調，政府沒有權利阻
止受害當事人提出問題，並敦
促日方正視日軍慰安婦問題是
違反國際法、踐踏戰爭時期女
性人權的前所未有的問題。
韓國外交部重申2015年簽署
的慰安婦問題協議是韓日間的正
式協議，並明確表態協議仍然有
效。韓國外交部指出，日方應從
道歉精神出發，為治愈受害者創
傷作出真誠努力。同時，韓國政
府將與受害者進行協商，為圓滿
解決問題繼續作出不懈努力。

日本東京新冠死亡病例激增
火葬場工作量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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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反制英干政 特區政府採措施貫徹落實

禁持 BNO 出入香港 不承認作身份證明
英國政府公然違反承諾，為持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港人開放新
簽證，31 起生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29 日批評英方試圖把大批港人變成二等英
國公民，已經徹底改變了原來中英諒解的 BNO 性質，並宣布由 31 日起，中方不
再承認所謂 BNO 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及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
權利。香港特區政府 29 日表示，為配合國家的反制措施，由 31 日起 BNO 護照不
能用於在香港出入境，亦不會在香港獲承認為任何形式的身份證明，而在乘客登
機前往香港的航班時，航空公司必須要求相關香港居民出示其香港特區護照或香
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政 府 推 出 所 謂 BNO “5 + 1” 入 籍 政
英國策，將於
1 月 31 日起生效。英國首相約

翰遜聲言，他對 BNO 移民計劃“感到非常自
豪”，稱此舉是“為了捍衛自由和自治”。英
國外相藍韜文亦宣稱，英國政府的立場一向清
晰，不會對香港“坐視不理”，會履行“對香
港人的歷史責任”云云。

外交部：英圖將港人變二等公民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 29 日的例行記
者會上宣布，自 1 月 31 日起，中方不再承認所
謂 BNO 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
並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他表示，英方罔顧香港已經回歸中國 24 年
的事實，不顧中方嚴正立場，公然違背承諾，
執意炮製出台所謂量身定製的具有英國國民海
外 BNO 身份的香港居民，赴英居留和入籍政
策，並一再擴大適用範圍。英方試圖把大批港
人變成二等英國公民，已經徹底改變了原來中
英諒解的BNO性質。
趙立堅強調，英國現在所謂的 BNO 已經
不再是原來的 BNO，此舉嚴重侵犯中國主權，
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
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對此強烈憤慨，
堅決反對。
特區政府發言人 29 日表示，英方現在做法
實質性改變了 BNO 護照性質，根本地違反了
英方在備忘錄中的承諾。英方違背承諾在先，
我國對此採取反制行動，是理所當然。中央政
府現對英方違背承諾採取的立場和政策是外交
行為和中央事權，特區政府定會全力配合貫徹
落實相關政策所須採取的具體措施。

港府：英政治炒作掩藏經濟利益
相關措施包括：BNO護照不能用於在香港
出入境，不得在香港作為任何形式的身份證
明，相關香港居民可繼續以其香港特區護照或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用於在香港出入境、繼
續以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用作身份證明，
而在乘客登機前往香港的航班時，航空公司須
要求相關香港居民出示其香港特區護照或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以作證明等。

各
界
回
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宣布中方反制英方措
施。
外交部網站圖片
發言人嚴正指出，英國政府此
次舉措明顯是利用部分港人仍
持有 BNO 護照或身份作政
治炒作，藉口為有關港人
在英居留和入籍提供新
路徑，其偽善態度亦
可見於英國政府在回
歸前一段頗長時間
透過改變法律或政
策無意給予港人居
英權。
發言人續說，
自 BNO 護照推出以
來，護照持有人到
英國旅遊時一直須受
入境和逗留限制，不
得在英國工作或就讀。
特區政府呼籲持有 BNO
護照或身份的香港居民應看
清英國政府的政治圖
謀，“除了政治目的，
英方的舉措亦會賺取很
多自身經濟利益。英國
渴求人才和資金，不應
藉英國國民（海外）護
照舉措作‘政治遮醜
布’護航。”

■中國外交部宣布由31日起，中方不再承認所謂BNO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圖為中國外交部
大樓。
資料圖片

■BNO 護照不能用於在香港出入境

特
區
政
府
明
起
採
取
的
措
施

■BNO 護照不得在香港作為任何形式的
身份證明
■乘客登機前往香港的航班時，航空公
司須要求相關香港居民出示其香港特區
護照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非中國籍港永久居民
可申簽證身份書旅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僅持有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而沒有其他有效旅行證件、極少數非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特
區政府29日表示，他們可向入境處申領簽證身份書，以作國際旅行之用。
針對 BNO 的反制行動可能影響該小部分人士，，特區政府表示，他們
可向入境處申領簽證身份書，而在遞交申請表和所需文件和費用後，入境處一般可
在 5 個工作天內完成辦理。
有關申領簽證身份書的詳情，可參閱入境處的網頁： www.immd.gov.hk/hkt/service/
travel_document/Application_for_HKSAR_Document_of_Identity_for_Visa_Purposes.html。

中央或有更辣後招：藉BNO入英籍恐失港身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BNO 護照
由 31 日開始將不獲承認為旅行證件和身份證
明，香港政界人士 29 日表示，相信這僅為中央
的初步反制措施，稍後或會有更辣的措施推
出，包括以此途徑入籍英國的港人可能喪失香
港永久居民身份。

英方自取其辱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平台直指，
英國人是“自取其咎”“自取其辱”，並批評
英國政府想中方接受 BNO“5+1”的移民計劃
是痴心妄想。29 日外交部的聲明，印證了過去
他說中國政府會“後發制人”，聲明最後一句

話“並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更是暗
示要英國政府“走著（着）瞧吧”。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批評英國背信棄義，
違反中英協議，故中方反制實理所當然。目
前，中方只是不承認 BNO 護照作為旅行證件和
身份證明，不涉國籍、居港權問題，相信對港
人不會帶來很大的影響，但今次為中方的初步
反制措施，以表明立場，不排除日後有進一步
行動。

失港權利福利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英國
最新的“5+1”政策，卻容許 BNO 持有人留英

5 年後可以申請居留，一年後就可以申請入籍，
顯然違背了中英之間的協議。中方早已表明會
就英國在 BNO 問題上違反協議作出反制，故 29
日外交部宣布的有關反制措施屬預期之內。
雖然有關措施阻嚇力不大，但他估計中方會
有後着，包括針對透過BNO而取得英國國籍者推
出更嚴厲的措施，例如中方日後可要求香港居民
申報是否有透過BNO取得英國國籍，若發現他們
以此途徑取得英國國籍，可取消其香港永久居民
身份或甚至非永久居民身份。一旦喪失永久居民
身份，他們留港便與外國人無異，會失去一連串
政治、福利等權利。
劉兆佳續說，透過 BNO 取得英國國籍者

持護照進入內地時，也可能會遇上阻滯。有
關人士由於難以進入內地，他們在香港的工
作機會將會大減，前途也變得暗淡，只能返到
英國當“二等公民”。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前局長、新民黨主席葉
劉淑儀認為，是次反制措施是“第一擊”，打擊
BNO 護照的國際流動性和認受性，但暫時對港
人無實質影響，因為相信很多港人都持有特區
護照，但相信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可能亦會不承
認BNO作旅遊證件，將打擊BNO的國際流通和
認受性。她續說，如果英國違反諾言，再有敵意安
排，中央應考慮是否需要採取進一步反制，其中一
個方向是從國際法上着手。同時，中國國籍法不承
認雙重國籍，如果有人離開香港6年，已非通常
居住在香港，屆時應考慮有關人等是否仍有需要
保留中國國籍，包括是否有權享有特區政府向
居民派發的福利等。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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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去年 GDP 跌 6.1% 歷來最差
星期日

2021年1月31日

Sunday, January 31, 2021

國安法後社會穩定 經濟前景全靠疫情受控

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於

香港 GDP 按年實質變動

去年 11 月來襲，令香港經濟
復甦的步伐遇阻，去年全年
計 ， 香 港 GDP 實 質 下 跌

百分率(%)
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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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是有記錄以來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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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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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統計處

港府 29 日指出，香港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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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後社會回復穩定，本地
經濟活動的前景主要取決於

0

本地疫情能有多快受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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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對今年經濟表現看法樂
今 年 全 年 GDP 可 恢 復 正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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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有學者及工商界人士亦

-8

預期，當市民廣泛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 29
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認同港府對今年全年經濟
正增長的預測，因去年基數實在太低，受到限聚令
等措施影響下，服務業重挫，但預計隨着今年市民
陸續接種疫苗後，經濟恢復增長，他坦言，“即使
恢復至 2019 年水平，仍不是一個好的水平，因 2019
年下半年同樣是艱難時間，要恢復至 2018 年才算正
常。”除非出現“黑天鵝事件”，否則今年經濟應
會繼續反彈。
近日有調查指市民接種疫苗的意慾不高，他認
為市民最終都會接受。由於疫苗最快 3 月才到港，
加上香港取貨速度料緩慢，預計可能到今年年底都
未必能全民接種。但隨着大部分人接種，旅遊活動
重啟後，消費方面將能大大改善。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賢對於港府的預測算是
“審慎樂觀”，今年應該不會差於去年，最近兩季都
留意到出口方面有改善，一些電子、玩具、珠寶廠家
都見到有好轉跡象，但相信當疫苗普及化後，第三至
第四季才會出現復甦。

經濟師：失業率或未見頂
渣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恆表示，目前按
季度比較來看，香港經濟暫時避免了再次陷入收
縮，但是隨着第四波疫情仍未受控，失業率很有機
會繼續攀升，不排除香港經濟在今年上半年期間會
跌入雙底衰退。但於去年對比基礎較低的影響，香
港經濟今年大部分時間應可錄得按年增長，渣打預
測2021年的GDP有4%增長。

2019

2020

年

出口強 股市旺 提供復甦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香港經濟由
去年第二季開始復甦，但至第四季時受到第四
波疫情影響拖慢步伐，當中貨物出口增強和金
融市場暢旺繼續提供支持。去年第四季貨品出
口總額與 2019 年同期比較錄得 5.6%的實質升
幅，高於第三季的 3.9%升幅；私人消費開支與
2019年同期比較實質下跌7.6%，較第三季8.2%
的跌幅收窄。統計處 29 日披露的數據中，去年
第四季的私人消費開支與 2019 年同期比較實質
下跌 7.6%，較第三季 8.2%的跌幅為小。而政府
消費開支繼去年第三季上升 7.1%後，在第四季
與 2019 年同期比較實質上升 5.6%，去年全年與
2019 年比較，政府消費開支實質上升 7.8%。固
定資本形成總額第四季與 2019 年同期比較實質
上升 2.6%，而第三季則下跌 10.9%，去年全年

則按年實質下跌11.6%。
貨物出口方面繼續復甦，第四季貨品出口總
額與 2019 年同期比較錄得 5.6%的實質升幅，而
第三季的升幅為 3.9%。貨品進口則在第四季實
質上升 6.9%，而第三季的升幅為 1.9%。去年全
年計，貨品出口總額及貨品進口則分別錄得按年

0.3%及 2.1%的實質跌幅。服務輸出在第四季與
2019年同期比較實質顯著下跌29.6%，而第三季
的跌幅為33.5%。服務輸入在第四季實質則下跌
35.9%，而第三季的跌幅為 36%。去年全年計，
服務輸出及服務輸入分別按年實質下跌36.8%及
35.2%。

■港去年第四季
貨品出口總額與
2019 年 同 期 比
較 錄 得 5.6% 的
實質升幅。
資料圖片

疫情反覆 企業
“不還本”
允展期多 90 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香港經濟仍
受新冠疫情反覆的影響，經營環境依然困難。香
港金管局29日聯同銀行業中小企貸款協調機制宣
布，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下貿易融
資貸款還款期90天。
滙豐發言人表示，歡迎延長相關計劃下的貿
易融資貸款還款期，以及支持運輸業客戶的措
施。該行會作出積極配合，並繼續因應客戶的情

況提供協助。
滙豐續指，該行由去年至今，已先後透過
多項紓困措施，協助不同規模及行業的企業渡
過難關。
截至 2020 年底，該行所批出的企業“還息
不還本”及其他延期還款等個案，涉及逾 2,300
億港元貸款金額。
金管局指出，“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

在去年5月推出，計劃涵蓋的貿易融資貸款，部
分貸款將於2月開始陸續到期，鑑於疫情反覆，
經濟活動持續受到影響，部分客戶資金周轉仍然
困難，協調機制同意，有需要的企業客戶可再獲
延長貿易融資貸款還款期90天。
金管局會繼續透過協調機制與銀行和工商界
保持溝通，盡快就“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
4月底到期的後續安排作出決定。

陳家強籲港商從灣區融入內循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香港經濟是否能
加快復甦，與中美兩大經濟體的發展前景密切相
關。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香港科技大學兼任
教授陳家強 29 日指出，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將會採取
較溫和的對華態度，香港在兩國博弈的夾縫中要繼
續做到“魚與熊掌同時兼得”，首要做好“雙循
環”，建議有意融入“內循環”的港人可從大灣區
開始。

倡力拓印度東盟等地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29 日舉辦第一場“聚焦中
出”線上系列講座，以“新格局 新機遇”為主題。
擔任主講嘉賓的陳家強表示，拜登上台，將會採取
相比特朗普當政時期較溫和的對華態度，“美國始
終擔心擦槍走火，產生軍事衝突。”他認為民主黨
較為“務實”，在處理外交、經濟、軍事方面經驗
■陳家強出席
“聚焦中出
聚焦中出”
”
線上系列講座。
線上系列講座
。 豐富，為令中美關係重回正軌，相信會從穩定關稅
網上截圖 做起，但都會持續打壓包括華為在內的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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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續指，實施國安法後，由於香港社會已
經恢復穩定，因此去年經濟嚴重收縮主要是源自新
冠疫情的衝擊。與消費和旅遊相關行業，如住宿、
膳食服務和零售等受疫情重創，其收縮幅度遠超整
體經濟。反觀金融市場活動保持暢旺，與貨物進出
口相關的活動近期亦明顯加快。因此，要達至全面
經濟復甦，整個社會不遺餘力抗疫，令疫情盡早受
控是至關重要。
港府預料，今年全年合計會恢復正增長，但上
半年的經濟情況將仍具挑戰，復甦程度及速度受多
項不確定因素影響，尤其是與疫情相關的不確定
性。內地經濟勢將進一步增強，料為香港出口提供
支持，惟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復甦步伐將視乎當地大
規模疫苗接種計劃能否取得成功。中美關係的演變
及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亦值得關注。

2017

◀港府表示
港府表示，
，本地經濟活動前景主要取決於本地疫情能有多快受控
本地經濟活動前景主要取決於本地疫情能有多快受控，
，
對今年經濟表現看法樂觀，
對今年經濟表現看法樂觀
，料今年全年
料今年全年GDP
GDP可恢復正增長
可恢復正增長。
。
資料圖片

體經濟可逐步復甦。

上半年有挑戰 全年正增長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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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經濟活動重回正軌，整

步伐緩慢。貨物出口增長和金融市場暢旺繼續提供
支持。香港政府統計處 29 日公布的預估數字顯示，
香港去年第四季 GDP 按年實質下跌 3%，較第三季
的跌幅 3.6%收窄，但遜於市場預測的跌 2.1%。經季
節性調整後按季比較，實質GDP在第三季反彈2.7%
後，在第四季輕微增長 0.2%。以去年全年計，GDP
實質下跌6.1%，創有記錄以來最差。

2015

-4

觀，料在內外需求改善下，

29 日表示，香港經濟在 2020 年第四
港府發言人
季繼續復甦，但受本地第四波疫情影響，復甦

全年料
跌 6.1%

TJC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針對美國近年不斷調整對華政策，香港如何在
兩國博弈的夾縫中繼續做到“魚與熊掌同時兼
得”，陳家強認為香港首先要做好“雙循環”，
“香港始終是中國陣營中的國際化城市，我們的金
融市場是中國資本聚融、發展產業最方便的地方，
這是協助推動內循環，而金融服務業也在不斷吸引
外商做外循環。”他建議有意融入內循環的香港
人，可從文化差異較小的大灣區開始，採用香港的
經營手法和科技，配合灣區內的有利資源協同發
展。陳家強又認為，持續一年的疫情令西方社會暴
露出各類亂象，世界的經濟中心正在向亞洲轉型，
包括印度和東盟等。“這些國家生產力大、人口
多，疫情結束後經濟增長會較快。”加之這些國家大
多和中國是“好夥伴”，相比美國會更優先選擇科
技、生產都較為便宜的中國合作。有意投資的港商可
把握機會南下發展，將內地和 香 港 的 招 牌 “ 融
合”，“例如選擇北上生產、香港監管”，吸引更
多其他亞洲投資商。

休城社區
星期日

2021年1月31日

Sunday, January 3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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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確診16天9000萬到1億美三大股指齊跌
疫苗公平分配面臨風險從美國到歐洲疫苗在世界各地都短缺
面對危機美國醫學院教授宣告所有國家必須共同抗疫
【休士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秦鴻鈞報導】
】美國霍普金斯大學
發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統計數據顯示 ， 全球累計
發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統計數據顯示，
確診病例超過 1 億例
億例。
。 新冠病毒研究項目實時
匯總的全球疫情數據顯示，
匯總的全球疫情數據顯示
， 截至 26 日 ， 全球累
計確診 100032461 例 ， 死亡 2149818 例 。 美國累
計確診 2541 萬例例
萬例例，
，死亡 42 萬例
萬例，
，均居全球首
位 。 在全球最新動態中
在全球最新動態中，
， 由於美國繼續每天平
均記錄 2 萬例新感染病例
萬例新感染病例，
，因此美國的冠狀病毒
病例數超過 200 萬 。 印度累計確診病例超 1067
萬，位居第二
位居第二，
，巴西累計確診超 893 萬例
萬例。
。全球
累計病例數呈加速增長趨勢，從疫情開始到
1000 萬用時超半年
萬用時超半年，
， 從 9000 萬到 1 億僅用時 16
天 。 美三大股指齊跌
美三大股指齊跌，
， 週二美國三大股指集體
收跌。
收跌
。 道指跌 0.07
07%
% ， 納指跌 0.07
07%
% ， 標普 500
指數跌 0.15
15%
%。 在 2 週時間裡
週時間裡，
，南部非洲發展共
同體的 4 個成員國共計 9 名部長死於新冠肺炎
名部長死於新冠肺炎。
。
疫苗公平分配面臨嚴重風險，
疫苗公平分配面臨嚴重風險
， 冠狀病毒疫苗在
世界各地都短缺，
世界各地都短缺
， 從美國到歐洲
從美國到歐洲，
， 每個國家都
在抱怨疫苗短缺。
在抱怨疫苗短缺
。 貧窮國家和非洲國家要求公
平分配疫苗以挽救人們的生命。
平分配疫苗以挽救人們的生命
。
科技股依然強勢，
科技股依然強勢
， 美股大型科技股集體上
漲 ， 蘋 果 漲 0.17
17%
% ， 亞 馬 遜 漲 0.98
98%
%，奈飛漲
0.92
92%
%，谷歌漲 0.72
72%
%，Facebook 漲 1.45
45%
%，微軟
漲 1.22
22%
%。週二美股盤後
週二美股盤後，
，微軟公司公佈財報顯
示 ， 第二財季每股盈利 2.03 美元
美元；
； 第二財季營
收 431 億美元
億美元。
。AMD 盤後漲超 4%。 星巴克公佈
財報顯示，
財報顯示
， 第一財季每股盈利 0.53 美元
美元，
， 市場

預期 0.51 美元
美元，
， 去年同期 70
70..97 億美元
億美元。
。 星巴
克盤後跌超 2%。美國能源股則全線走低
美國能源股則全線走低，
，埃克
森美孚跌 2.22
22%
%，雪佛龍跌 1.67
67%
%，康菲石油跌
2.23
23%
% ， 斯倫貝謝跌 4.21
21%
% ， 西方石油跌 5.35
35%
%
。為了拯救美國經濟
為了拯救美國經濟，
，美國總統拜登一直都在
努力推動國會通過一項規模高達 1.9 萬億美元
的抗疫紓困刺激計劃，
的抗疫紓困刺激計劃
，但國會對該計劃則猶豫
不決。
不決
。拜登在周一表示
拜登在周一表示，
，他願意就該計劃的某
些內容進行談判，
些內容進行談判
，其中包括他提議的向大多數
美國人直接提供的 1400 美元支票
美元支票。
。
1 億病例是新冠大流行中一個嚴峻臨界點
。 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 9 名部長接連死於新冠
肺炎，
肺炎
， 在短短 2 週時間裡
週時間裡，
， 南部非洲發展共同
體的 4 個成員國共計 9 名部長死於新冠肺炎
名部長死於新冠肺炎。
。
其中，
其中
，津巴布韋的交通部長
津巴布韋的交通部長、
、外交和國際貿易
部長、
部長
、 農業部長和馬尼卡蘭省事務部長 4 人接
連感染新冠病毒去世。
連感染新冠病毒去世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
迭戈分校醫學院教授斯特拉思迪表示，
迭戈分校醫學院教授斯特拉思迪表示
，這一節
點警示所有國家必須共同抗疫，
點警示所有國家必須共同抗疫
，我們的強壯程
度取決於最薄弱的環節。
度取決於最薄弱的環節
。
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表示，
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表示
，目前疫苗已
經在 50 多個國家投入使用
多個國家投入使用，
，但除了 2 個國家外
，其他全都是高收入或中上收入國家
其他全都是高收入或中上收入國家。
。疫苗公
平分配面臨嚴重風險，
平分配面臨嚴重風險
， 據 CNBC 報導
報導，
， 世衛組
織 18 日宣布
日宣布，
， 已與多個疫苗研發或生產機構就
疫苗採購事宜簽署協議或意向聲明，
疫苗採購事宜簽署協議或意向聲明
， 保證世衛
組織主導的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
組織主導的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
（COVAX
COVAX）
）

全球新冠確診 16 天 9000 萬到 1 億。在過去的 16 天中
天中，
，其傳播速度驚人
其傳播速度驚人，
，美三大股指齊跌
將能獲得近 20 億劑新冠肺炎疫苗
億劑新冠肺炎疫苗，
， 這些疫苗最
快將從 2021 年一季度起提供給參與計劃的各經
濟體。
濟體
。 即便已經簽訂了大量疫苗購買訂單
即便已經簽訂了大量疫苗購買訂單，
，發
達經濟體疫苗接種推進緩慢，
達經濟體疫苗接種推進緩慢
， 全球經濟復甦將

華府書友會/聖地牙哥作家協會 「美麗心世界」 系列講座（六）
姚嘉為女士 「蕉風椰雨話大馬」

（本報訊）華人離鄉背井生根馬
來西亞，後代還能開出華文文學的璀
璨花朵。反應出多元民族文化與風情
。
講座時間：2021 年 2 月 6 日美東
時間晚上 7:30 pm – 9:30 pm
美西時間下午 4:30 pm – 6:30 pm
2021 年 2 月 7 日台灣時間上午 8:
30 am-10:30 am
講座地點：Zoom 網路講座
演講大綱：
英國殖民時期引入大量華人，開
發馬來半島，其後華人。英國自時期
是海上絲路必經之地，漢朝已有海路
，明朝鄭和下西洋，帶去第一批在麻
六甲定居的華人。參與馬來西亞建國
，繁衍開來，成為三大民族中的第二

大族群。
姚嘉為曾客居馬來西亞三年級，
參與國家博物館義工團體，認識馬國
多元民族文化。到東馬砂勞越熱帶雨
林，觀看自然生態，參觀原始部落，
她從北美華人的角度，介紹馬來西亞
的多元民族文化與風情。
近代馬華社會和其他族群在文化
，宗教，教育上主動或被動的隔離，
執政者的政策，使華人所有人很多不
公平的代價。姚嘉為也曾走訪華人定
居的主要城市，重新華人移民源頭，
對華人傳承中華文化，致力華文教育
和華文創作，開出華文文學的璀璨花
朵，有親聞眼見的感動。
講者簡介：
姚嘉為，台大外文系畢業，明尼

蘇達大學大眾傳播大師，休士頓大學
電腦碩士。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會長
，中華民國筆會會員。曾任北美華文
作家協會副會長暨創網主編，Chevron 資訊系統分析師。
中國文藝協會五四文藝獎章，北
美華文作家協會散文首獎，中央日報
海外散文獎。
著有《深情不留白》，《湖畔秋
深了》，《放風箏的手》，《越界後
，眾聲喧嘩》，《在寫作中還鄉》，
《震撼舞台的人-戲說莎士比亞》 ，
《愛冒險的酷文豪-海明威》，《會
走動的百科全書-亞里斯多德》，譯
著《探索內心的世界》。主編《亦俠
亦狂一書生-夏志清先生紀念文集》
，《我在我城—第二故鄉寫作》，

比預期來得更艱難 。 此外
比預期來得更艱難。
此外，
， 疫苗接種機制不完
善 、 民眾接種意願不高
民眾接種意願不高、
、 醫院未表現出足夠緊
迫感等原因也造成發達經濟體疫苗推廣緩慢。
迫感等原因也造成發達經濟體疫苗推廣緩慢
。

《縱橫北美—從
花果飄零到落地
生根》，《曖曖
內含光-喻麗清
紀念文集》。
講座免費,但也
歡迎樂捐贊助,每年會費為$20,支票付
款 抬 頭 請 寫 WCLS， 地 址 ： 11805
Winterset Terrace， Potomac， MD
20854 PayPal 付 費 ， 請 傳 到 emailwcls@gmail.com，勾選 family and friends
。
請預先下載視頻 Zoom 軟件,點擊
參加活動連結:
https://us02web.zoom.us/j/
84276451586?pwd=
aThYS0ZrNy9XNW9STW01aEVJUjNGZz09
會議 ID: 842 7645 1586
會議 Passcode: 123
歡迎各位光臨華府書友會的網站
(http://blog.udn.com/WCLSDC)
或

(http://wcls2020.wordpress.com) 查 詢
更多相關的資訊。
會員申請及聯絡：請將中英文名
字、電郵地址或電話號碼傳至 emailwcls@gmail.com
以便通告未來的演講資訊
網路視訊會議規章:
1． 請 提 早 進 入 Zoom,按 連 結 （link),
填入會議 ID 及密碼（Pass Code),即可
到等候室(waiting room),照先後順序進
入。
2. 當 演 講 開 始 時, 請 各 位 主 動 靜 音
（mute),到開放回答時間,歡迎各位消
除靜音（unmute)。在演講當中,主持
人有權關閉未靜音者的聲響設備。
3. 請不要同時使用手機和電腦,以避免
高分貝迴音及雜聲。
詢 問 請 洽: 書 友 會 會 長 楊 慶 偉
607-379-4208 或聖地亞哥作家協會會長
朱立立619-795-07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