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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3/6/21

（綜合報導）美國今天加強對緬甸出口管制，實施新一
波制裁，以回應緬甸軍政府對民主抗議人士的暴力血腥鎮壓
。

美國將緬甸重新分類，列入與俄羅斯和中國同等對手國
家名單，以針對任何敏感性技術或材料進行審查，並限制任
何可能作為軍事用途出口。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美國正採取
最新措施， 「回應緬甸令人震驚的民主抗議人士遭受致命暴
力情事」。

布林肯推文寫道： 「我們呼籲重建緬甸民主。」他在文
中使用了緬甸舊名稱Burma。

美國商務部表示採取了相關措施，並研擬進一步行動
「以回應（緬甸）軍事政變，以及對和平抗議人士升高的暴

力手段」。
在美國新規定下，將影響對緬甸國防部與內政部的出口

，以及兩家國營事業 「緬甸經濟公司」（Myanmar Economic
Corporatio）和 「緬甸經濟控股有限公司」（and Myanmar
Economic Holding Limite）。

緬甸軍方血腥鎮壓緬甸軍方血腥鎮壓 美國祭新制裁美國祭新制裁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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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德 州 州 長 向 州 民 宣 稱 :
“我們已經不需要政府支配我
們的生活了” ，這是多麼令人
迷惑及‘豪放’的一句話。
州長在記者會上说，從下星期
三開始德州境內之各行各業將
全面開放營業，也不再強制州
民戴口罩，他認為我們州內之
疫情已經獲得控制，百分之五
十以上六十五歲的州民已接種
疫苗，跡象顯示，我們已經可
以回到正常情況，尤其是學生
們急需回到教室。

州長之行動目前也得到二
十個州的響應，確遭到拜登政
府之大力批評。

我們十分擔憂德州之開放
行動是否為全國防疫工作帶來
負面之影響，這還牽扯上會有
許多人因而會喪命， 德州可否 在疫情中獨善其身， 中央和地 方如此不同調，豈可能面對嚴 峻之挑戰？

Governor Abbott is opening up the state to end the masks man-

date and will allow all businesses
to open up next Wednesday. He
still urges residents to take pre-
caution, but he said, “Texans
no longer need government run-
ning our lives.”

Abbott said we are marked at the
lowest positivity rate and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s since October.
Over 50% of Texans age 65 and
older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vaccine shot. All the metrics are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Peo-
ple need to go back to normalcy,
especially for our kids and
school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sure that people continue
to follow the best practices.

Abbott added that we no longer

need the government running our
lives. Instead, he said, every-
body must continue to assume
their own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to take the actions that we have
already mastere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will not be contracting
COVID-19.

We are very concerned whether
or not the actions of the State of
Texas will be harmful to its citi-
zens as well as to the rest of na-
tion.

We just cannot be isol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We all
love our freedom within a govern-
ment order, but if we can’t work
together, we might face yet an-
other battle.

中央地方不同調中央地方不同調

0303//0505//20212021

Can We Survive?Can We Surv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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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突然禁止進口台灣鳳梨，引
起台灣民眾紛紛響應 「吃鳳梨，救台灣」，現
在這股風潮吹到日本，有生平沒吃過鳳梨的日
本人今天特別買來吃；超市 「殺」鳳梨的員工
也引以為傲。

今天走進位於東京都板橋區舟渡的超市
BELX可看到一整顆掛著 「金蜜」廣告牌的台
灣鳳梨，以及許多盒裝切塊鳳梨，就連鳳梨心
也裝在透明塑膠盒中販售，看起來相當可口。

BELX的青果商品部課長小川能弘特別在
台灣鳳梨專區掛著他去年2月在屏東與果農的
合照做宣傳。他說，原本今年也要去台灣，但
有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
）疫情，無法去台灣，僅能透過線上會議溝通
。

小川說： 「現在客人對台灣鳳梨的反應非
常好，雖然台灣鳳梨價格比菲律賓鳳梨貴，但
台灣鳳梨味道好，連心都可以吃，其他超市可
能沒賣鳳梨心，只有我們超市有。」

這家超市的女員工原田聽到是台灣記者，
立刻很高興說台灣鳳梨很好吃。被問到 「殺」
鳳梨是否很麻煩，她說： 「一點都不麻煩，台
灣鳳梨連心都可以吃，我是切鳳梨達人。」

原田應記者要求立刻展現 「殺」鳳梨技術

，一旁觀看的人說，在日本殺鮪魚給客人看叫
做 「鮪魚解體秀」，現在是 「台灣鳳梨解體秀
」。原田操刀俐落，沒一會兒工夫立刻 「殺」
了一顆鳳梨裝在透明盒子內，還在盒子貼上寫
有 「金蜜」標籤並附上小叉子。她特別強調
「心好吃，兩條心裝一盒，賣得很好」。

中國突襲式禁止進口台灣鳳梨，日本媒體
連日熱烈報導，今天朝日電視台把中國 13 屆
全國人大第4次會議與台灣鳳梨一事連結做報
導，並指出台灣鳳梨已陸續進到日本。

今天一名來BELX超市買一顆台灣鳳梨的
日本男性顧客說，知道這次中國禁止進口台灣
鳳梨的 「騷動」，因為他很喜歡台灣，所以特
別來買，這是他平生第一次買鳳梨，如果好吃
，他會持續買。

小川說，這次引發的鳳梨風波，很多日本
人想幫助台灣，台灣鳳梨應會比去年賣得更好
，所以計畫進口台灣鳳梨量約為去年的3倍。

台貿中心東京事務所所長陳英顯表示，現
在日本消費者對台灣鳳梨需求很大，通路商也
紛紛來洽詢哪裡可以買到，所以他急著安排採
購洽談。目前在日本4大品牌超市可買得到，
過兩天還會陸續有幾家大型的通路商開始上架
銷售。

日人挺台買鳳梨
超市員工 「殺」 得與有榮焉

在疫情期間領導紐約度過新冠難關的抗疫
英雄郭莫州長在兩星期前因瞞報該州養老院新
冠死亡人數而被聯邦調查局調查,現在又連續遭
到三位女子指控涉嫌性騷擾,各界要求他下台的
聲浪不斷, 郭莫堅不辭退, 認為自己沒有做錯事,
而是被冤枉的。

郭莫到底冤不冤枉？如果照他的說法與陳
述, 他從沒有對任何女子採取過非禮逾距的舉
動,也從未有過性侵犯行為, 他在公開場捧住女
子的面頰只不過是一種親切的禮節罷了。

這樣的解釋雖然牽強, 但比起川普與其他
政治人物被人指控歷歷的性侵犯惡行輕多了,
但不同的是,指控郭莫的女子皆曾為州長下屬，
都是州政府女僱員, 這就牽扯到郭莫利用州長
權勢地位強迫女下屬屈服長官的意圖,這種有權
位關係的,縱使在私人企業也會被嚴究,前幾年
的 #MeToo運動中就曾因此讓許多大企業權勢
人物下台,甚至入獄，郭莫現在似乎又喚醒了這
個運動的復甦。

紐約州前州長史匹特玆曾因嫖妓醜聞被迫
辭職下台,險些遭到刑事指控, 現在紐約州總檢

察長詹姆斯已對郭莫展開獨立調查, 而紐約州
議會也發佈聲明將通過立法褫奪州長在疫情期
間的緊急權力, 而與郭莫州長勢不兩立的紐約
市長白思豪更是對他狠狠補刀，痛批其行為猥
瑣、墮落,今後將無法再從政,郭莫現在正處於
政治的風口浪尖,不過民主黨高層似乎沒有對他
嚴正處置, 拜登總統在大選期間也曾遭受前女
助理性侵犯指控, 所以拜登對於郭莫的遭遇應
感同身受,先前拜登在組閣時曾準備延攬郭莫出
任司法部長,不過未來恐怕已不會有這樣的規劃
了。

郭莫強力表態他不會辭職的主因是紐約州
不能沒有他,他羅列一系列理由,包括犯罪率持
續上升，無家可歸者不斷增多，人們正在搬離
這裏………
郭莫似乎在為自己壯膽, 但看在他的政敵眼裡,

他的談話荒唐又有趣,因為在政治這個行業
裡,人人都自信無比, 從沒有”非你不可”的道
理！郭莫現在的政治前景晦黯不明,將來可否柳
暗花明？真的很難逆料啊！

【李著華觀點 : 逼退不縮
紐約州長郭莫前景晦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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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希臘政府將為房東發放

2021年 1月份減免租金的補償款。符合

條件者應當在下周一之前在希臘獨立公

共稅收局(AADE)的電子平臺上，提交相

關聲明。

三月期間，希臘的房東可以開始提

交二月份疫情期間的減租申請，二月份

的補償金將於四月中旬開始發放。

希臘財政部長赫裏斯托斯· 斯泰庫拉

斯、副部長西奧多羅斯· 斯基拉卡基斯和

副部長阿波斯托洛斯· 維西羅普洛斯，簽

署了相關決議。該決議明確了希臘政府

將如何補償在2021年1月及2月期間對租

客免租的房東(對受影響的人而言，將沿

用從2020年11月以來一直不變的程序)。

根據部長決議，2021年1月及2月未

收取任何租金的自然人房東獲得的補償

金額，為月租金的80%，法人實體房東

獲得的補償金額，為月租金的60%。需

註意的是，將租金削減40%的房東，其

獲得的補償金額僅為削減租金的一半，

即20%的租金。

報道指出，補償金不屬於任何收入

類別，也不屬於任何有利於希臘發展的

稅收、費用、捐款(包括特殊團結捐款)

或其他預扣稅。希臘政府或第三方不得

通過克扣或其他方式轉讓或征用該補償

款。希臘政府、希臘法制體系中的法人

、地方政府組織、地方政府組織的法人

、保險基金及銀行不得克扣該補償款以

抵償相關貸款。

可獲得補償的房東包括：

房東(自然人或法人)，已簽訂房地產

租賃協議，且對房地產具有完全所有權

或使用權，並在2021年1月及2月期間沒

有收取租金。

二手房東，已根據轉租權簽訂了轉

租協議，在2021年1月及2月期間沒有從

租客、交易對象那裏以支票形式，收到

轉租金。

對於已去世的房東及二手房東，其

繼承人必須向稅務局提供證明文件，以

證明他們已成為死者的繼承人，以便稅

務登記處更新數據。

經營折扣店(奧特萊斯)、購物中心或

折扣村的企業。

據報道，房東應當提交《新冠疫情期

間申請租金補償聲明》(以下簡稱《聲

明》)，如果房東或二手房東因去世而未提

交《聲明》，則其繼承人應當向在其死後

的兩個月內向稅務局提交《聲明》。

如果房東或二手房東在提交《聲

明》後去世，且未在AADE上更新銀行

賬戶的：

若逝者本人有銀行賬戶，則任一繼

承人都應將逝者的銀行賬戶告知希臘稅

務局，隨後可通過信貸機構的證明來驗

證該銀行賬戶。

若逝者本人沒有銀行賬戶，則其繼

承人必須告知希臘稅務局，並提供相關

證明材料、出示繼承人所繼承財產的份

額以及逝者提交《聲明》的文件編號和

提交年份。在這種情況下，補償款將按

照相應的比率發放給各繼承人。款項會

打至繼承人在AADE的TAXISnet個性化

信息系統中登記的銀行賬號。

AADE在《聲明》截止提交後的30天

內，將根據其掌握的信息對《聲明》進行

批準、提示修正或拒絕。房東、二房東或

其繼承人將會在TAXISnet上登記過的電子

郵箱中收到AADE的相關通知。

該補償款的發放將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將於《聲明》截止提交後的十

五天內開始，並在截止提交後的30天內

完成全部款項的發放。

補償款將直接發放至申請人在TAX-

ISnet上登記的銀行賬戶。

若補償款發放失敗，則AADE將再次

通知相關人員，以修改《聲明》或《房地

產租賃信息聲明》中的錯誤或遺漏之處，

或在TAXISnet系統中更正銀行賬戶。

巴西累計確診病例超1055萬例
多地提升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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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27例，累計確診10551259例；新增死亡病例721例，累計死亡

254942例；累計治愈9411033例。

近期，由於疫情反彈惡化，巴西有12個州和巴西利亞聯邦區提升了

防疫措施，其中7個州實施宵禁。從2月28日起至3月15日，巴西利亞

聯邦區對非必要的商業場所實施限制性措施，規定每日20時至次日淩晨

5時，該區的電影院、劇院、購物中心、酒吧、餐館等場所關閉，而獲

授權經營的商業機構禁止在每日20時以後出售酒精飲料。

聖保羅市當天繼續為80歲及以上的老人接種新冠疫苗，並將“汽車

直通式”接種站增加至6個，讓老人無需下車即可在車上接種。該市計

劃於3月3日起為79歲以下的老人提供疫苗接種。

聖保羅布坦坦研究所(Instituto Butantan)當天又為巴西衛生部運送了

60萬劑中國科興新冠疫苗。據悉，到今年3月底前，該所將再提供2000

萬劑中國科興疫苗在巴西各地使用。

截至2月28日，巴西接種第一劑疫苗的人數已達6576109人，占該

國人口總數的3.11%。其中，接種第二劑疫苗的人數為1933404人，占該

國人口總數的0.91%。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位列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印度

，而累計死亡病例數則居全球第二，排在美國之後。疫情最嚴重的聖保

羅州累計確診病例達2041628例，死亡病例達59493例。

伊朗稱伊核協議
非正式會議“時機未到”

綜合報導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哈提蔔紮德表示，伊朗認為現在還不

是與美、英、法、德等國家進行伊核協議非正式會議的適當時機。美國

白宮發言人當天回應稱，對伊朗方面的此番表態表示失望。

據伊朗法爾斯通訊社消息，哈提蔔紮德當日表示，由於時機不合適

，伊朗不會參加此前歐盟方面提出的伊核協議相關方非正式會議。哈提

蔔紮德稱：“考慮到美國和歐洲三國近期的立場和舉動，伊朗不認為現

在是與美國和歐洲國家舉行非正式會議的時機。”

哈提蔔紮德堅持認為，美國必須取消對伊朗的非法單邊制裁，並重

返伊核協議，“這個問題是不需要談判的”。他強調，伊朗將“以行動

回應行動”，美國如果取消制裁，伊朗也將履行伊核協議承諾，而如果

有針對伊朗的敵對措施和行為，伊朗也將采取應對行動。

針對伊朗方面的表態，美國白宮發言人2月28日發表簡短聲明稱，

美國對伊朗拒絕舉行非正式會議表示失望，計劃與伊核問題六國磋商下

一步行動。

2015年7月，伊朗與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達成

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根據協議，伊朗承諾限制其核計劃，國際社會解

除對伊制裁。2018年5月，美國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隨後重啟並

新增一系列對伊制裁措施。2019年5月以來，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協

議部分條款，但承諾所采取措施“可逆”。

今年2月18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表示，美國將接受歐盟的

提議，與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德國、伊朗等伊核協議參與方討論

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伊核問題。

希臘政府因疫情給房東補償款
誰能領到這筆錢？

伊韋阿拉正式就任世貿組織總幹事
綜合報導 尼日利亞經濟學家恩戈齊·

奧孔喬-伊韋阿拉1日正式就任世界貿易

組織第七任總幹事，任期將持續至2025

年8月31日。她是世貿組織歷史上首位女

性總幹事，也是首位來自非洲的總幹事。

奧孔喬-伊韋阿拉當天在世貿組織總

理事會線上會議上致辭時表示，她將把自

己“所有的知識、熱情、經驗和堅持不懈

”帶到總幹事的工作中，並將致力於改革

世貿組織和取得切實成果。她說，世貿組

織不能再像過去一樣行事，需要改變方法

，希望世貿組織對多邊貿易的支持能給人

們的生活帶來有意義的變化，提高民眾生

活水平，創造體面的就業機會。

奧孔喬-伊韋阿拉說，將努力在世貿

組織第12屆部長級會議前完成部分“可

實現的”談判目標，優先考慮為應對新冠

疫情所需展開的短期和長期行動，並集中

精力在今年年中前完成漁業補貼談判。此

外，應就改革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

“路線圖”達成一致意見，以提交部長級

會議批準通過。

她表示，目前全球新冠疫苗供應嚴重

不足，成員間已就豁

免部分《與貿易有關

的知識產權協議》相

關義務展開對話。與

此同時，應通過與企

業合作，尋求臨時解

決辦法，擴大疫苗在

全球的生產許可範圍

。

奧孔喬-伊韋阿

拉現年 66 歲，曾在

世界銀行工作 25年

，擔任過常務副行長

。她還擔任過尼日利

亞財政部長和外交部

長，並曾任全球疫苗

免疫聯盟董事會主席

。世貿組織第六任總幹事阿澤維多去年8

月31日離任，提前一年結束任期。今年2

月15日，世貿組織全體成員在總理事會

特別會議上一致同意，任命奧孔喬-伊韋

阿拉為新任總幹事。

此外，世貿組織成員在當天的會議上

決定，該組織第 12 屆部長級會議將於

2021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瑞士日內瓦舉

行。本屆部長級會議原定於2020年6月在

哈薩克斯坦首都努爾蘇丹舉行，後因疫情

原因被推遲。部長級會議是世貿組織的最

高決策權力機構，一般每兩年舉行一次。

綜合報導 南非旅遊商業理事會（TBCSA）表示

，在南非封鎖級別降為一級、五個國際機場重新開放

後，預計旅遊業務將增長。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在2月28日的全國講話中宣布

：南非從3月1日起封鎖級別降至一級，約翰內斯堡

坦博國際機場、開普敦國際機場、德班沙卡國王國際

機場、克魯格姆普馬蘭加國際機場和拉塞利亞國際機

場都將恢復國際旅行業務。此外，三級封鎖期間暫時

關閉的33個陸地邊境口岸依然保持關閉，但另外20個

口岸將繼續保持運行。

南非旅遊商業理事會首席執行官齊文瓦表示

，這對該行業的復蘇至關重要，“過去幾個月，

已經證明可以安全地旅行。我們希望看到遊客的

增加和復蘇的跡象，並盡可能使更多的人重新投

入工作。”

旅遊業是當前南非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在2018

年為南非經濟貢獻了150萬個工作崗位和4258億蘭特

，占GDP的8.6%。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南非

旅遊業受到重創。為了幫助旅遊業復蘇，南非政府於

今年1月26日發起了旅遊股權基金，旨在通過支持旅

遊業供給方面的創業和投資，幫助旅遊業復蘇並實現

轉型。

封鎖降級 機場開放
南非旅遊業迎來曙光南非旅遊業迎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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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計畫本
月中旬訪問日本及南韓，與日韓外長和防長分別舉行 「2+2」
磋商。這將是拜登政府上台以來，外交和國防首長首次出訪，
正式開啟同盟外交。南韓《朝鮮日報》5日指出，美日 「2+2」
會談很可能討論進一步提升雙邊同盟以對抗中國的方案，預料
還將協商擴大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對話」（Quad）把英國等國
納入的方案。

協商擴大 四方安全對話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日美正就美國兩位部長15至17日訪

日3天進行協商。布林肯和奧斯汀訪日期間，除了與日本外相
茂木敏充、防衛相岸信夫舉行 「2+2」會談外，預料也將拜會
日本首相菅義偉，日方希望藉此與拜登新政府確認進一步強化
日美同盟。

日美關切 中國南海動向
4日，美國主管朝鮮半島和日本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納柏

和負責東亞安全事務的代理副助理國防部長摩根，與日本外務
省和防衛省相關官員先舉行了視訊會議。據美國國務院聲明，
雙方重申強烈反對中國在東海和南海試圖片面改變現狀的做法
，並對中國頒布實施《海警法》，允許海警局使用武器一致表
示嚴重關切。

奧斯汀4日也發表 「致國防部人員備忘錄」，他並重申，
中國是美國首要 「步步進逼」的挑戰，為此應制定合適對策增
強威嚇力、保持競爭優勢，並協調國內黨派、國外盟友應對中
國。

韓美將討論 對朝鮮政策
另外，韓美正就布林肯和奧斯汀17至18日訪韓2天進行協

調，屆時兩人可能先與韓國外長鄭義溶和防長徐旭單獨舉行會
談，然後舉行 「2+2」對話。韓美料將就對朝鮮政策及韓美同
盟懸案和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等問題，進行廣泛討論。另外，
韓美還在研討布林肯和奧斯汀拜會韓國總統文在寅的日程。

拜登政府將同盟合作視為外交工作的重心。
據南韓《朝鮮日報》報導，拜登政府在3日公布的《國家

安全戰略中期指導方針》中，強調同盟和夥伴應該為了對抗中
朝俄等國的威脅而團結，還表示 「（韓日的）過去不能威脅到
未來。」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與太平洋地區事務的代理助卿金
星3日也強調， 「沒什麼比日本和韓國的關係更加重要」。這
傳達出需要加強美日韓三角合作，不希望韓日對立的強烈訊號
。

微軟電郵軟體遭駭 傳災情擴及2萬美國組織

劍指中國劍指中國 美日韓強化同盟關係美日韓強化同盟關係

（綜合報導）微軟公司本週證實駭客藉其電郵軟體入侵美
國機構竊密。如今風暴擴大，白宮今天表示，受害者已多到令
人擔憂的數量。熟知美國政府因應的消息人士說，超過2萬個
美國組織受害。

白宮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告訴記者： 「這是一個嚴
重漏洞，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擔心有大量的受害者。」

自今年1月以來，據稱來自中國的駭客團體一直利用4個

先前未知的漏洞在入侵電郵伺服器，不必寄發任何惡意電郵或
在電郵中附加惡意程式，就可從遠端無聲無息地竊取使用者收
件夾的資訊。微軟（Microsoft）稱這個駭客團體為Hafnium。

截至目前為止，僅有極少數受害者曝光。微軟本週表示，
駭客的目標包括美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國防承包商、法律事務
所、傳染病研究員、政策智庫及非政府組織等。

戴爾科技（Dell Technologies）的網路安全公司 Secure-

Works研究人員本月2日表示，2月28日當天，入侵情況在一
夜間激增。對此，其他人的解讀是，駭客之所以加緊腳步行動
，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快要曝光了。

大部分駭客行動集中在美國，但受害者遍及全球。
挪威當局表示，已在境內發現駭客工具，但使用狀況不多

。掌管網路事務的歐洲官員在簡報中說，捷克布拉格市政當局
和捷克勞工暨社會福利部也受影響。

F35成無底洞 止血停損 美眾院要砍了專案
（綜合報導）就在美國空軍說，正在尋找F-35以外的替

代方案後，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史密斯（Adam Smith）也怒
斥昂貴的F-35，說他想停止再把錢朝那特定的無底洞扔。

據《防務新聞》（Defense News）與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
聞（USNI News）網 5 日報導，史密斯周五在布魯金斯學會
（Brookings Institution）線上論壇中質疑， 「F-35給了我們甚
麼？有辦法減少我們的損失嗎？有沒有辦法不要為了這麼低的
戰力，去花那麼多錢？因為就如你們所知的，維修費用很驚人
。」

美國空軍官員最近說，正在研究以新戰機汰換老舊的F-16

，好與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的 F-35，還有波音
（Boeing）的F-15EX戰機形成最佳新組合。而史密斯也有同
樣的看法，他說，正在設法想出最能發揮成本效益的戰機組合
。但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設法找到未來35年都不必依賴F-35
的戰機。

「我們得在國會認真取消像F-35 『閃電II』（Lightning II
）聯合打擊戰機這樣的專案，」史密斯說， 「不要因為研製新
武器系統失敗，而不是由於成果，來酬謝人。」此外，他也指
出，雖然擔心成本與性能，但要從像F-35這樣的專案脫身並
不容易。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把所有的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不過，史密斯也強調，他並不是在說，美國和盟友不需要
現代化戰機，而是想要停止再把錢扔進無底洞。他說，與其買
更多F-35，其他軍種還不如循空軍的F-15EX模式，利用已為
海外軍售開發的生產線，來提高戰力。

儘管一般認為，F-35是款還能負擔得起的5代戰機，但也
是公認世上最昂貴的武器平台。目前飛F-35戰機1小時，就得
花3.6萬美元（約100萬台幣），而預料整個服役期將花掉1.7
兆美元（近48兆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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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總統文在寅：
希望朝鮮參與東北亞防疫機制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文在寅當天表示，希望

朝鮮參與東北亞防疫機制，以此促進合作。

當天，文在寅在“三一運動”102周年紀

念活動時發表致辭。

文在寅說，將繼續努力實現朝鮮半島無

核化與永久和平；將立足於不容戰爭、互保

安全、共同繁榮的三大原則，發展南北關系。他

稱，希望朝鮮以參與東北亞防疫、衛生合作

機制為起點，展開合作與交流，這將成為促

進朝鮮半島以及東亞和平共贏的新動力。

針對韓日關系，文在寅說，應正視歷史

、吸取教訓；韓國絕不會忘記過去淪為殖民

地的恥辱以及戰爭中的痛苦歷史。

文在寅表示，韓國政府始終堅持以受害

人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

；會竭盡所能恢復受害人的名譽與尊嚴，但

也不會停止促進韓日合作，將發展面向未來

的韓日關系。

文在寅稱，100多年前，“三一運動”發

表獨立宣言向日本提出了建議：鼓起勇氣、

發揮智慧，改正過去所犯的錯誤，以理解為

基礎創建新的友好關系。他說，無論過去還

是將來，這份精神從未改變。

“我國政府已做好充分準備，願隨時隨

地與日本政府進行面對面對話。”文在寅說

，韓國將為成功舉辦東京奧運會給予積極配

合。

自2019年韓日陷入貿易摩擦後，雙邊關

系持續僵持。近來，因“慰安婦”問題等令

雙邊關系再經波折。

柬
埔
寨
新
冠
疫
情
社
區
傳
播
蔓
延

官
方
感
謝
中
國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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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新一輪新冠肺炎社區傳播

持續蔓延，在疫情形勢嚴峻復雜情況下，中國提

供的疫苗無疑為柬埔寨抗疫防疫註入積極因素。

柬埔寨衛生部消息稱，該國當天新增報

告24例新冠確診病例，新增病例均與“2.20”

社區傳播事件有關聯，其中17名患者居住在

西哈努克港、7名患者居住在金邊市。新增確

診患者分別在西港政府醫院、金邊隔離中心

等指定地點接受治療。

截至3月2日上午，柬埔寨累計確診844

例，累計治愈478例，在院治療366例。340例

確診病例與“2.20”事件有關聯，其中52例在

西哈努克港。

針對新一輪疫情，西哈努克省有17家酒店

、6座員工宿舍樓、2家醫院和多家會所被令暫

時關閉。西哈努克省政府發布多份呼籲書，要

求當地民眾減少不必要的外出，減少前往商場

、不紮堆、不聚眾，呼籲公共交通工具，特別

是嘟嘟車司機做好防疫措施，防止疫情擴散。

2月上旬，中方首批援柬新冠疫苗此前抵達

金邊，柬埔寨首相洪森到機場舉行隆重儀式迎

接。洪森表示，中方援柬首批新冠疫苗供柬民

眾和軍隊緊急使用。疫苗援助是柬中兩國和兩

國人民鐵桿情誼和緊密合作的又一力證。

根據柬埔寨國防部和衛生部3月2日消息，

截至目前，柬軍隊已有6萬人接種中國新冠疫苗

，此外，重點人群中有2.4萬人也完成接種。柬

埔寨衛生部表示，感謝中國向柬埔寨提供新冠

疫苗，在柬埔寨國內暴發新一輪新冠病毒社區

傳播之時，新冠疫苗顯得更加珍貴。

印度特種部隊為何綁架迪拜公主？
聯合國結論讓人震驚

綜合報導 近日，聯合國一個

專家組要求印度釋放英國軍火商克

裏斯蒂安•米歇爾，並稱印度軍隊

此前“協助綁架”一名迪拜公主，

目的是以此與迪拜方面交換，從而

得到了米歇爾。

然而，印度方面駁斥了這種說法

，稱聯合國的這一結論基於“有限的

信息”，是“有偏見的指控”。

英國媒體曾在2月26日報道，

作為針對卷入賄賂醜聞的英國軍火

商進行“囚犯交換”的一部分，迪

拜公主拉提法被印度軍隊扣押並帶

到迪拜，成為其億萬富翁父親的

“人質”。

英媒報道稱，2018年3月迪拜

酋長穆罕默德· 本· 拉希德· 阿勒· 馬

克圖姆的女兒拉提法在果阿海岸被

印度特種部隊抓獲，隨後被下藥並

被送回迪拜。幾周後，英國軍火商

克裏斯蒂安•米歇爾從迪拜被引渡

到印度。

聯合國方面目前已正式將抓捕拉

提法的事件與引渡米歇爾的案件聯系

了起來，並要求印方釋放米歇爾。米

歇爾被指控在將英國制造的直升機賣

給印度的交易中收受了4100萬英鎊的

賄賂，這些直升機被提供給印度總統

和其他政府部長使用。

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的任意拘留

問題工作組（WGAD）發現，米歇

爾是在“事實上的交換”中被引渡

的。該工作組的報告還表示，對米

歇爾的指控是出於政治動機。

然而，印度拒絕接受該工作組

的說法。印度外交部發言人說：

“我們感到遺憾的是，工作組得出

的結論是基於有限的信息、來自不

明來源的有偏見的指控，以及對印

度刑事司法制度不準確的理解造成

的。構成該意見基礎的指控與事實

相悖。因此，印度政府拒絕這一觀

點。”

這名發言人補充說：“引渡完

全是根據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簽署的

引渡條約的規定進行的。逮捕和隨

後的拘留是按照正當法律程序進行

的，不能被認為是任意的。”

報道稱，多年來，拉提法與其

父親關系緊張，分別在 2002 年和

2018 年兩次逃出迪拜。拉提法說

，她現在被自己的父親囚禁，並受

到威脅，如果她不合作，就會被射

殺。

這位酋長否認了他女兒的所有

虐待指控，拉提法是他和6名妻子

所生的30個孩子之一。

英國媒體稱，在2000年，拉提

法的一個姐姐曾經跑到英國，隨後

被父親派的人抓回到迪拜。

上了熱搜！
韓國免稅店

樂天和新羅撤出機場
綜合報導 韓國免稅店樂天和新羅正式撤出仁川國際

機場的消息沖上熱搜。據俄通社3月1日報道，盡管仁川

機場三度招標、多次降租，但目前仍無人接手。

報道稱，自疫情暴發，韓國國際旅客量同比驟減80%

，韓國免稅店遭遇有記錄以來的首次虧損。其中，仁川機

場免稅店銷售額暴跌95%。仁川機場最大的航站樓——T1

航站樓免稅購物區的很多店鋪都已經搬空。隨著樂天和新

羅的租約到期，這兩家免稅店也決定不再續約。原免稅店

員工中有500人將面臨失業。

有分析稱，曾被稱為“會下金蛋的鵝”的韓國免稅

店因為過度依賴外國消費者和海外遊客而存在很大的經

營風險。韓國免稅行業正在積極尋求出路，比如通過與

航空公司合作，在飛機上向乘客銷售免稅物品等。此外

，韓國也在積極效仿中國海南離島免稅店直郵到家的經

營模式。有網民笑稱：“感覺無數機場免稅店對中國遊客

都翹首以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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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4日晚舉行
新聞發布會，張業遂表示，本次人

大會議第七項議程是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
的決定（草案）》。

張業遂：港選舉制度需與時俱進
有媒體提問稱，有關議程是否意味着

全國人大將會對香港的選舉制度作出修
改？張業遂就此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選舉制度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要組
成部分。近年來的情況表明，香港特別行
政區選舉制度需要與時俱進作出完善，為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全面落
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提供健全的制度保
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
機關，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職權，從
憲制層面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作出
決定，既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也
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責任。

譚耀宗：“愛國者治港”天經地義
對於香港相關議案列入人大會議議

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接受港媒訪問時
表示，“愛國者治港”屬天經地義、不能
讓反中亂港分子參與管治，必須要完善相
關機制，包括堵塞選舉制度漏洞。《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
舉制度的決定（草案）》的議案，對落實
“愛國者治港”十分重要，可確保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並透露在5日開幕的人大會
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會就
有關草案的議案作出說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愛國者治港”
是根本性的原則問題，已故國家領導人
鄧小平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提出了
“愛國者治港”，可見“愛國者治港”
對落實“一國兩制”是主體，也是香港
的“定心丸”。

他直言，香港過去兩年深受黑暴影
響，民不聊生，只有落實“愛國者治港”
才能徹底解決各種問題，而對任何一個國
家的國民而言，保家衛國是理所當然的。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表示，“愛
國者治港”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安
排，更非新要求。“愛國者治港”是完善
“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維護國家主權與
安全、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
則，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需要多措並
舉、綜合施策，其中最關鍵、最急迫的是
要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
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只有這
樣，香港才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穩定繁
榮。

她說，中國人最重視忠誠，傳統文化
中的“五德”就把“忠”放在首位，可見
小至一個家庭、一間企業，大至一個國
家，都需要交給忠誠的人來管治。

須確保管治權由愛國愛港者掌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支持中央展

示出堅定的態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
原則。他說，“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
制”實踐的基礎及協定，由愛國者管治香
港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他直言，香港社會在2019年浮現出
各項問題，當中有非愛國者加入治港團
隊，有些人甚至意圖顛覆國家政權，故有
必要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人大常委會亦
有權對基本法作出修改，並重申只有從選
舉制度上完善，才能保障各級團體合乎
“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堅決支持“愛
國者治港”，而完善選舉制度非常必要，
以確保特首、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都是愛
國愛港者，才能理順香港運作。

他指出，確保“愛國者治港”的前提
就是要完善選舉制度，而完善選舉制度是
中央的事權，由中央出手合情合理，亦是
對香港的一場及時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4日下午在京開
幕，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代表政協第十三屆全
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工作報告。汪洋在講
話中強調，要堅定支持全面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就加強港澳青少年愛國主義教

育、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等開展調研
協商。

總結過去一年政協工作，汪洋指出，全
國政協就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合作開展專題協
商，組織港澳委員情況通報會和座談會。強
化港澳委員政治責任，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

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鼓勵港區委員圍繞推
動香港國安法制定實施等持續發聲。綜合運
用“雲外交”和線下交流方式開展對外交
往，針對美國所謂涉疆、涉藏、涉港等法案
和涉疫反華議案及個別政客反華謬論，通過
發表聲明、組織座談和委員接受採訪等方式

予以嚴正駁斥。
部署新一年政協工作，汪洋指出，要堅

定支持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加強
同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僑胞團結聯
誼，就加強港澳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促進
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等開展調研協商。

汪洋：堅定支持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發布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舉行，由大會發言人張業遂就大會議程和
人大工作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新華社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

議 4日晚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預備會議，會議上表決通過

了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議程，包括審議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

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的議案。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

議大會發言人張業遂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需要與時俱進作

出完善，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全面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鄭治祖

全國人大行使職權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決議草案列議程 為落實“愛國者治港”提供制度保障

愛國者治港
落 實

特首：全力配合完善選舉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4日傍晚抵達北京，

準備列席5日早上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的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4日在社交網站發帖，對今次全國人大會
議將審議有關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
港”方針政策的消息表示歡迎，並強調唯有確保“愛國
者治港”，香港的政治體制才能沿着“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軌道前行。特區政府會全力配
合，做好所須的本地立法和社會解釋工作。

做好本地立法社會解釋工作
林鄭月娥在帖文中表示，今年已是她第四年以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身份列席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一年一度的大
會，自己亦愈來愈感受到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與國家事
務密不可分。

她指出，全國人大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過去一年，已
多次從中央層面為香港解決特區自身難以有效處理的問
題。去年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
會制定香港國安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其後於6月30日頒
布實施的香港國安法，就填補了香港自回歸以來在維護
國家安全的缺口，並立竿見影地遏止了黑暴亂港的行
為，讓市民走出惶恐的日子，重建安全社會。

林鄭月娥強調，國家安全除了社會治安，更須保障
政治安全，唯有確保“愛國者治港”，香港的政治體制
才能沿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軌道

前行。正如她日前所說，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中央事權，
她尊重中央主導制度的完善，再次由全國人大為特區排
難解困。特區政府會全力配合，做好所須的本地立法和
社會解釋工作。

實現香港長治久安根本保障
就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將審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
度的決定（草案）》，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只有做
到“愛國者治港”，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
才能得到有效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
能得到有效維護，香港才能實現長治久安，特區政府
尊重中央在政治體制完善方面的主導權，並會作出全
面配合。

發言人指，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
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

發言人強調，“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中央
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才能得到有效落實，憲法
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維護，香港才
能實現長治久安。”

發言人重申，政治體制問題是中央事權，中央有權
有責修改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特區政府尊重中央在政
治體制完善方面的主導權，並會作出全面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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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栗戰
書、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

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賀大會召開。
下午3時，大會開幕，全體起立，唱

國歌。開幕會上，與會2,106名全國政協
委員審議通過本次政協大會議程，聽取
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工作報告和提案工
作情況的報告。汪洋（圓圖）代表政協十
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向大會報告工
作。報告分為三部分，即2020年政協工作總結、
2021年工作部署，以及關於加強專門協商機構建設。

談到過去一年的工作，汪洋說，2020年是新中國
歷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在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政
協全國委員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緊扣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
會發展認真履職盡責，緊盯社會重大關切加強思想政
治引領，緊抓專門協商機構制度建設增強工作效能，
為實現“十三五”目標作出了積極貢獻，專門協商機
構建設展現新風貌，服務中心任務取得新成績。

四方面部署政協今年工作
汪洋指出，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
年。政協將圍繞中共中央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貫徹落
實，做好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工作，以高水平履職服
務高質量發展，為“十四五”開好局、起好步集聚眾
智、匯聚眾力。他從4個方面部署人民政協2021年工
作：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為重點，強化思
想政治引領；以服務“十四五”規劃實施為主線，增
強協商建言實效；以增進大團結大聯合為目標，着力
凝聚智慧力量；以推進制度落實為抓手，提高工作成
效。

汪洋強調，今年將着眼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圍
繞構建新發展格局、平安中國建設召開專題議政性
常委會會議，就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應對人口老齡
化等進行專題協商。綜合運用雙周協商座談會、提
案辦理協商、網絡議政、遠程協商、對口協商、界
別協商等形式，緊扣加快啟動新的國家科技重大專
項、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

化水平、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促進文博事
業高質量發展、推動民族地區多渠道就
業、加強長江經濟帶生態保護、做好
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織牢國家公共衞
生防護網等重要問題積極議政建言。
舉辦專家協商會，對推動共同富裕、
築牢國家安全屏障、民族宗教政策等
重大問題進行深度協商，豐富協商制度
內涵。制定民主監督工作計劃，重點圍繞

“十四五”規劃實施中的重大問題開展協商
式監督，助推黨和國家重大部署落實。

把政協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汪洋指出，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的新發展階段，對政協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要加強專門協商機構建設，進一步把人民政協制度優
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汪洋強調，專門協商機構綜合承載政協性質定
位，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
領導中國人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開闢“中國之治”
的重要制度設計和獨特治理平台。要深入貫徹習近平
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全
面落實中央政協工作會議精神，加強專門協商機構建
設，進一步把人民政協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
能。要深刻把握專門協商機構的制度優勢，不斷豐富
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的制度化實踐。
要不斷完善專門協商機構工作制度，堅持實踐導向，
培育協商文化，促進政協協商同其他協商形式的聯繫
配合。要着力提升專門協商機構履職能力，促進委員
更好地運用協商規則、掌握溝通方法，知責於心、擔
責於身、履責於行，更好把報國之志、為民之心和履
職之能結合起來，在新征程中展現政協委員的新擔
當。

全國政協副主席辜勝阻代表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
員會常務委員會，向大會報告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以
來的提案工作情況。政協委員、政協各參加單位提出
提案5,974件，立案5,044件。各提案承辦單位克服疫
情影響，層層壓實責任，辦覆率為99.64%。政協提案
工作為服務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文 匯 要 聞2021年3月5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趙雪馨 1

汪洋：為“十四五”開好局聚眾智匯眾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

京報道）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

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

席汪洋代表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

會常務委員會作工作報告，從四個

方面部署政協2021年工作。他強

調，今年政協將圍繞中共中央大政

方針和決策部署貫徹落實，做好建

言資政和凝聚共識工作，以高水平

履職服務高質量發展，為“十四

五”開好局、起好步集聚眾智、匯

聚眾力，政協委員以服務“十四

五”規劃實施為主線，增強協商建

言實效。

●11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學習座談小組組織學習46次

●開設47個主題讀書群，委員交流讀
書感想14萬餘人次、在線瀏覽超過

110萬人次

●通過新媒體推出學習民法典系列專
欄，點擊量達6,000萬

●建立快速通道報送《每日社情》249

期、提案699件

●組織覆蓋34個界別的委員視察團赴
湖北視察

●全年舉辦重要協商活動23次，組織
視察考察調研80項

●報送各類政協信息2,547期

●共收到提案5,974件，立案5,044件

●邀請黨外委員談心300人次

●舉行10場重點關切問題情況通報會

●開展11次以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為主
旨的委員專題視察

●舉行14場重大專項工作委員宣講活動

●播出12期“委員講堂”節目，相關
節目和新聞報道瀏覽量超過2億人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全國政協常委會
去年成績表

隨着全國政協十三屆四
次會議4日啟幕，中國政治
生活進入“兩會時刻”。在
新冠疫情依然困擾全球之
際，中國的全國兩會如期召
開，展現了中國政治制度的
獨特優勢和顯著效能，凸顯
了百年大黨中國共產黨不變
的初心和卓越的執政能力。

變量：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在充滿變量和挑戰的

2020年裏，國內外形勢異常
複雜嚴峻，特別是突如其來
的新冠疫情嚴重威脅民眾生
命健康，為決勝全面小康、
脫貧衝刺和“十三五”收官
平添巨大壓力。經過艱苦卓
絕的努力，中國在世界上率
先控制住疫情蔓延，在全球
主要經濟體中率先實現經濟
正增長，脫貧攻堅目標任務
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
未有之大變局”，而新冠疫
情橫掃全球是加劇大變局演
進的催化劑。面對世紀不遇
的疊加變量，中國交出了一
份人民滿意、世界矚目的答
卷。中國執政黨的治理成績
有目共睹：以一種難得的穩
定性對沖和克服了種種不確
定性。

恒量：黨為民謀幸福初心
這種治理效能的可預期性從何而

來？不同角度答案各異，但有一點不能
忽視，中國執政黨是一個追求政治倫
理、富有歷史使命感的政黨。不管時間
如何變動不居，不論世界如何波譎雲
詭，中國執政黨化危為機、從弱到強，
關鍵在於不變的恒量：為中國人民謀幸
福的初心，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使命。

“亂雲飛渡仍從容”。從今年政協
大會上委員們參政議政的自信和底氣不
難看出，中國制度的治理效能贏得了強
大的民意支持。2021年正處於歷史的交
匯點上，“兩個五年規劃”前後交替，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在此接力，全
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迎來
開局。面對未來，世紀疫情和百年變局
深層交織，中國仍面臨叢生變量，前進
道路絕非坦途。

中國民意相信，只要執政黨不負初
心、踐行歷史使命，定能在變量和恒量
之間，帶領人民續寫新的“中國之
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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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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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4日在北京開幕。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在主席台就座。
新華社

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開幕 習近平等到會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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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緬甸駐聯合國大使吳覺莫吞緬甸駐聯合國大使吳覺莫吞（（U Kyaw Moe TunU Kyaw Moe Tun））
日前在聯合國大會上公開譴責自己國家的軍人政日前在聯合國大會上公開譴責自己國家的軍人政
變奪權變奪權，，他慷慨激昂的表態他慷慨激昂的表態,, 自己所代表的是經由自己所代表的是經由
緬甸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緬甸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 他疾呼國際社會採取最他疾呼國際社會採取最
強大的行動終止緬甸非法的軍事政變強大的行動終止緬甸非法的軍事政變，，釋放遭逮捕釋放遭逮捕
拘押的總統和資政拘押的總統和資政,,他更豎起三根手指以響應目前他更豎起三根手指以響應目前
正在緬甸街頭示威者的手勢正在緬甸街頭示威者的手勢。。

吳覺莫吞的舉動非比尋常吳覺莫吞的舉動非比尋常,, 因為一個國家的大使因為一個國家的大使
在國外言行代表了他的國家在國外言行代表了他的國家 ,, 如今他卻發表違逆現如今他卻發表違逆現
行政府的言論行政府的言論,, 所以立即遭到撤職所以立即遭到撤職 ,, 並被剝奪一切並被剝奪一切
參政權利參政權利,, 吳覺莫吞現在已變成一個流浪海外的孤吳覺莫吞現在已變成一個流浪海外的孤
臣臣,, 除非民選政府能恢復除非民選政府能恢復,, 否則他註定再也回不去否則他註定再也回不去
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國家。。

相信吳覺莫吞在做出相信吳覺莫吞在做出””背叛背叛””
軍政府的決定前必然面臨了天軍政府的決定前必然面臨了天
人交戰的抉擇人交戰的抉擇,, 他可以像緬甸駐他可以像緬甸駐
聯合國日內瓦分部大使一樣昧聯合國日內瓦分部大使一樣昧
著天良為軍事政變強辯著天良為軍事政變強辯,, 他也可他也可
以像其他大多數緬甸駐外大使以像其他大多數緬甸駐外大使
一樣明哲保身一樣明哲保身,,噤聲不語噤聲不語,, 但吳覺但吳覺
莫吞卻勇敢選擇挽救自己國家莫吞卻勇敢選擇挽救自己國家
的命運的命運,, 他的忠誠愛國他的忠誠愛國,, 實不多實不多
見見,, 正是所謂的正是所謂的””疾風知勁草疾風知勁草，，板板
蕩識忠臣蕩識忠臣””啊啊!!

自從緬軍在二月初發動政變自從緬軍在二月初發動政變，，
強行逮捕了包括翁山蘇姬在內強行逮捕了包括翁山蘇姬在內
的全國民主聯盟政府領導人後的全國民主聯盟政府領導人後，，
為壓制民眾為壓制民眾，，已嚴格管控所有互已嚴格管控所有互
聯網電訊服務聯網電訊服務,,儘管在國際上遭儘管在國際上遭
嚴厲譴責嚴厲譴責,, 聯合國也告誡軍政府聯合國也告誡軍政府
要立即停止一切非理性的暴行要立即停止一切非理性的暴行,,

並要求恢復民選政府並要求恢復民選政府,, 但軍政府不但不為所動但軍政府不但不為所動,, 近近
來更加大壓制力度來更加大壓制力度,, 軍警把槍口對準走上街頭示威軍警把槍口對準走上街頭示威
抗議的人民百姓抗議的人民百姓,,不時傳出民眾遭到射殺傷亡的噩不時傳出民眾遭到射殺傷亡的噩
耗耗，，聯合國除了譴責與規勸外聯合國除了譴責與規勸外，，根本束手無策根本束手無策,, 美國美國
以經濟與財物制裁他們也收不到實際效果以經濟與財物制裁他們也收不到實際效果,, 國務卿國務卿
布林肯宣示美國政府將與緬甸人民緊密的站在一布林肯宣示美國政府將與緬甸人民緊密的站在一
起抵制軍政府起抵制軍政府，，以協助緬甸恢復民主選舉和政治制以協助緬甸恢復民主選舉和政治制
度度,, 但光說不練但光說不練,, 還不如吳覺莫吞在聯合國的發聲還不如吳覺莫吞在聯合國的發聲
引來世界更多的憐憫與共鳴引來世界更多的憐憫與共鳴！！

目前在海外孤立無援的吳覺莫吞處境十分艱困目前在海外孤立無援的吳覺莫吞處境十分艱困,,
既讓人同情既讓人同情,,也讓人遺憾也讓人遺憾,, 怎奈孤臣無力可回天怎奈孤臣無力可回天,, 將將
來無論緬甸的前途如何來無論緬甸的前途如何,, 他都會在緬甸歷史上留他都會在緬甸歷史上留
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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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珍妃井 The Well of Concubine Zhen
mouth wide openmouth wide open
waitingwaiting
for a loyal servantfor a loyal servant

to feed itto feed it
another disloyalanother disloyal
Concubine ZhenConcubine Zhen

張著嘴

等

聽話的奴才們

餵它

另一個

不聽話的珍妃

德州州長格艾伯特德州州長格艾伯特（（Greg AbbottGreg Abbott））公然違反公然違反
聯邦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聯邦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CDC) 的規定的規定,,片面宣片面宣
佈解除全州的口罩禁令佈解除全州的口罩禁令,, 並允許所有企業開始並允許所有企業開始
以以100100%%的產能營業的產能營業,,他的命令讓外界譁然他的命令讓外界譁然,,不僅不僅
違法違法,,更背離科學規律更背離科學規律，，顯然是在從事一場川普顯然是在從事一場川普
式的政治博弈式的政治博弈,, 把德州州民健康作為賭注的籌把德州州民健康作為賭注的籌
碼碼,, 拜登總統以拜登總統以””舊石器時代的尼安德塔人舊石器時代的尼安德塔人
（（NeanderthalNeanderthal）”）”來比喻艾伯特的思維一點也不為來比喻艾伯特的思維一點也不為
過過。。

政治人物的思維真是很難理解政治人物的思維真是很難理解,, 在兩個星期在兩個星期
前前,, 德州才陷入缺水缺電缺網路的困境德州才陷入缺水缺電缺網路的困境,, 當時全當時全
美都關注著這個孤星州安危美都關注著這個孤星州安危,, 拜登更在日理萬拜登更在日理萬
機之際親往堪察慰問機之際親往堪察慰問,, 疫情加上災難疫情加上災難,, 艾伯特身艾伯特身
為一州之長為一州之長,, 難道沒有那種深刻體會嗎難道沒有那種深刻體會嗎?!?!
艾伯特表示他全面解放德州的原因是該州已有艾伯特表示他全面解放德州的原因是該州已有

了疫苗了疫苗，，已能保護州民免受病毒感已能保護州民免受病毒感
染染。。那是多麼天真又可怕的想法那是多麼天真又可怕的想法！！
美國權威傳染病學專家福奇博士美國權威傳染病學專家福奇博士
一再苦口婆心叮嚀美國人不要誤一再苦口婆心叮嚀美國人不要誤
以為接種新冠疫苗就安全了以為接種新冠疫苗就安全了,, 他預他預
估聖誕節之前美國仍處於危險期估聖誕節之前美國仍處於危險期,,
一旦自滿很可能造成病例再度激一旦自滿很可能造成病例再度激
增增,, 所以大家仍應戴口罩所以大家仍應戴口罩、、勤洗手勤洗手
與保持社交距離與保持社交距離。。

福奇博士完全是以科學和醫學福奇博士完全是以科學和醫學
依據做出合乎專業與邏輯的推論依據做出合乎專業與邏輯的推論,,
他的宣導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可接他的宣導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可接
受受,, 並已逐漸變為約定成俗的生活並已逐漸變為約定成俗的生活
習慣習慣,, 如今卻被艾伯特全然取消如今卻被艾伯特全然取消,,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他是想藉此證他是想藉此證
明他領導的防疫工作已經成功和明他領導的防疫工作已經成功和

勝利了嗎勝利了嗎??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美國已有超過美國已有超過

28002800萬新冠感染病例和萬新冠感染病例和5151..66萬人因此病死亡萬人因此病死亡,,德德
州亡故者超過了州亡故者超過了 4343,,000000 多人多人，，人數高居全美第人數高居全美第
三三,,最近七天平均每天都還有最近七天平均每天都還有 75007500 起新確診病起新確診病
例例，，而且德州接種疫苗比率在全美而且德州接種疫苗比率在全美5050州中排名州中排名
倒數第四倒數第四,,全州並沒有脫離險境全州並沒有脫離險境,, 如今艾伯特志如今艾伯特志
得意滿得意滿,, 衝動做出不負責任的決定衝動做出不負責任的決定,, 難怪許多德難怪許多德
州企業都紛紛表示州企業都紛紛表示，，仍將服從仍將服從 CDCCDC 法規法規,, 嚴格嚴格
要求員工佩戴口罩要求員工佩戴口罩,, 這等於是在打臉州長的決這等於是在打臉州長的決
定定。。

當政者一個錯誤的決定往往比貪污瀆職所犯當政者一個錯誤的決定往往比貪污瀆職所犯
下的過失還嚴重下的過失還嚴重,, 艾伯特原本可避免做出這個艾伯特原本可避免做出這個
我認為勝算不到我認為勝算不到4949%%的政治博弈的政治博弈,,但他卻率然為但他卻率然為
之之,,那真是何苦來哉啊那真是何苦來哉啊!!

一場罷免民主黨籍加州州長紐森的運動一場罷免民主黨籍加州州長紐森的運動(Re(Re--
call Gavincall Gavin 20202020)) 現已突破達標的現已突破達標的 150150 萬簽名萬簽名,, 為為
確保簽名有效確保簽名有效,, 主導者依然如火如荼進行簽名連主導者依然如火如荼進行簽名連
署署,, 希望在三月中旬前獲得更多登記選民的支希望在三月中旬前獲得更多登記選民的支
持持。。

罷免是民主政治中民意表達的另一種體現罷免是民主政治中民意表達的另一種體現,, 也也
是修正與彌補選舉錯誤的一種方式是修正與彌補選舉錯誤的一種方式,, 由於需耗費由於需耗費
大量政府經費與社會資源大量政府經費與社會資源,, 全美國目前只有全美國目前只有1919個個
州有罷免州長的權利州有罷免州長的權利,, 加州不但是其中之一加州不但是其中之一，，更更
是動用最頻繁的一州是動用最頻繁的一州,, 根據該州正式記錄根據該州正式記錄,, 已舉已舉
行過行過3030次次,, 但只成功一次但只成功一次,,成功率相當低成功率相當低,, 這次紐這次紐
森的罷免案雖可進行投票森的罷免案雖可進行投票,, 但能過關的機率似乎但能過關的機率似乎
小於小於4949%%。。

紐森是紐森是20182018年才被選為加州州長的年才被選為加州州長的，，此前做過此前做過
舊金山市長舊金山市長,, 具有豐富的行政資歷具有豐富的行政資歷,, 風流倜儻風流倜儻,, 緋緋

聞婚外情都阻止不了他的仕途聞婚外情都阻止不了他的仕途，，
但卻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但卻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
情而迫使他政治前景蒙上陰影情而迫使他政治前景蒙上陰影。。

正像許多州州長一樣正像許多州州長一樣,, 紐森所紐森所
下達的居家禁令使經濟受到重下達的居家禁令使經濟受到重
創創,, 百業蕭條百業蕭條,,失業慘重而遭到嚴失業慘重而遭到嚴
厲的批評厲的批評,, 尤其不可思議的是尤其不可思議的是,, 紐紐
森禁止州民外出用餐森禁止州民外出用餐，，自己卻享自己卻享
受特權受特權,,與友人到高檔餐廳參加豪與友人到高檔餐廳參加豪
華宴會華宴會,, 造成民怨炸鍋造成民怨炸鍋,, 而且發生而且發生
了該州歷史上最大的公款詐騙了該州歷史上最大的公款詐騙
案案,, 讓公庫讓公庫 11401140 億美元失業救濟億美元失業救濟
金中有近金中有近1010%%的比例居然支付給的比例居然支付給
了欺詐人了欺詐人,, 再加上應對疫情鉅額再加上應對疫情鉅額
公共支出費用持續高漲以及企業公共支出費用持續高漲以及企業
延期繳稅延期繳稅，，使加州財政由原先使加州財政由原先216216

億元盈餘逆轉成億元盈餘逆轉成543543億元赤字億元赤字,, 這些都造成他被這些都造成他被
罷免的理由罷免的理由,, 而近期對新冠疫苗管理的混亂更讓而近期對新冠疫苗管理的混亂更讓
罷免案情勢高漲罷免案情勢高漲。。

不過由於主導罷免運不過由於主導罷免運 動的要角大多為共和黨動的要角大多為共和黨
人物人物,, 當中不乏欲參選州長的人當中不乏欲參選州長的人,, 現已淪為兩黨現已淪為兩黨
對決對決,, 使罷免案成使罷免案成 為意識形態之爭為意識形態之爭,, 在民主黨佔在民主黨佔
盡優勢的加州將讓紐森順利脫身盡優勢的加州將讓紐森順利脫身。。

根據加州最新民調根據加州最新民調,, 有有4545%% 合格選民反對罷免合格選民反對罷免
紐森紐森,, 只有只有 3333%%贊成贊成,, 民主黨已積極展開政權保民主黨已積極展開政權保
衛戰衛戰,, 刻意把罷免案的主導者與川普綑綁一起刻意把罷免案的主導者與川普綑綁一起,,
紐森本人則勤走地方督察疫苗接種紐森本人則勤走地方督察疫苗接種，，塑造親民愛塑造親民愛
民形象民形象,, 不過由於他的民意支持度已下滑不過由於他的民意支持度已下滑，，縱使縱使
這次罷免案可過關這次罷免案可過關,, 20222022年的選舉必然難打年的選舉必然難打,, 將將
來更上層樓的機會也大大減少了來更上層樓的機會也大大減少了。。

最近在美國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頻傳最近在美國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頻傳，，加加
州一位州一位8484歲亞裔耆老在早晨獨自散步時竟無歲亞裔耆老在早晨獨自散步時竟無
端被歹徒強行推倒後腦溢血而亡端被歹徒強行推倒後腦溢血而亡,,相當不幸相當不幸,, 而而
這起命案只不過是近日亞裔遭受眾多種族仇恨這起命案只不過是近日亞裔遭受眾多種族仇恨
犯罪的事件之一犯罪的事件之一 ,, 真是令人髮指真是令人髮指,, 日前在紐約日前在紐約
舉行的一個亞裔集會上包括紐約市長白思豪與舉行的一個亞裔集會上包括紐約市長白思豪與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等多名參眾兩院議員都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等多名參眾兩院議員都
出席出席,,他們力挺亞裔他們力挺亞裔,,強烈反對那些針對亞裔的強烈反對那些針對亞裔的
仇恨犯罪仇恨犯罪。。

毫無疑問的是毫無疑問的是,, 自從年新冠病毒肆虐美國自從年新冠病毒肆虐美國,,被被
川普前總統散播偏見川普前總統散播偏見,,污指為中國病毒之後污指為中國病毒之後,, 亞亞
裔在美國的處境相當艱難裔在美國的處境相當艱難,,已經從已經從””被歧視被歧視””惡惡
化成化成””被仇恨被仇恨””的對象的對象！！

當然美國現在所存在的最大危機之一就是當然美國現在所存在的最大危機之一就是
潛伏著族群不平等的憂慮潛伏著族群不平等的憂慮,, 偏激的白人至上主偏激的白人至上主

義者是美國社會上的最大的病毒義者是美國社會上的最大的病毒，，
川普執政的四年川普執政的四年,, 恣意煽動民族仇恣意煽動民族仇
恨恨,, 因為防疫不力因為防疫不力,, 而以功夫諧音而以功夫諧音
把新冠病毒取名為功夫流感把新冠病毒取名為功夫流感(kung(kung
flu),flu), 極盡歪曲醜化中國之能事極盡歪曲醜化中國之能事，，由由
於領導人不當言行而導致美國人於領導人不當言行而導致美國人
仇視亞裔的暴行節節上升仇視亞裔的暴行節節上升,, 根據官根據官
方的統計方的統計,, 僅僅在去年下半年僅僅在去年下半年,,全美全美
竟多達竟多達 25002500 起反亞裔的仇恨事件起反亞裔的仇恨事件
發生發生,, 比起非洲裔黑人被歧視的情比起非洲裔黑人被歧視的情
況嚴重的太多太多了況嚴重的太多太多了,, 只是因為亞只是因為亞
裔的知識水準與文化素質高過非裔的知識水準與文化素質高過非
裔黑人裔黑人，，總是隱忍不發總是隱忍不發,, 不願多做不願多做
反抗罷了反抗罷了,, 但一昧的忍氣吞聲終造但一昧的忍氣吞聲終造
成了被歧視與仇恨事態愈加的嚴成了被歧視與仇恨事態愈加的嚴
重重。。

所幸政黨輪替後所幸政黨輪替後,, 拜登快馬加鞭努力修補川拜登快馬加鞭努力修補川
普前朝所造成的傷害普前朝所造成的傷害，，他甫上任就發布備忘錄他甫上任就發布備忘錄
譴責與打擊反亞裔及太平洋島人的歧視與仇外譴責與打擊反亞裔及太平洋島人的歧視與仇外
行為行為,, 更禁用具有挑釁與歧視意味的中國肺炎更禁用具有挑釁與歧視意味的中國肺炎
一詞一詞，，拜登以具體行動表明團結和諧概念拜登以具體行動表明團結和諧概念,,在他在他
領導下領導下,,美國正朝向多元和諧的目標前進美國正朝向多元和諧的目標前進,, 將來將來
不僅不僅””黑人的命也是命黑人的命也是命””,, 而且而且””亞裔的命也是亞裔的命也是
命命”！”！

疫苗是可以消滅新冠病毒的疫苗是可以消滅新冠病毒的，，但卻不能消除但卻不能消除
人們心中仇恨亞裔的病毒人們心中仇恨亞裔的病毒,,應對當前反亞裔的應對當前反亞裔的
險惡情勢險惡情勢,, 我們應該識時務我們應該識時務,,遠離右翼極端份子遠離右翼極端份子
的聚會場所的聚會場所,, 到公共場所時要格外提高警覺到公共場所時要格外提高警覺,,年年
長者不要再單獨外出散步長者不要再單獨外出散步,, 這是最安全的自保這是最安全的自保
之道啊之道啊！！

在拜登勤奮不懈治理下在拜登勤奮不懈治理下,,美國政壇好不容易才美國政壇好不容易才
露出曙光露出曙光,, 前總統川普又前總統川普又””復出復出””吹皺一池春水吹皺一池春水,,
他 在 出 席 共 和 黨他 在 出 席 共 和 黨 ””保 守 派 政 治 行 動 會 議保 守 派 政 治 行 動 會 議 ””
（（CPACCPAC ））時火力四射時火力四射,, 惡意批評拜登政府無能惡意批評拜登政府無能,,
而他則被視為英雄般的吹捧而他則被視為英雄般的吹捧,, 他的小金人塑像被他的小金人塑像被
川粉們膜拜川粉們膜拜,, 盲目的川粉狂熱支持他領導共和黨盲目的川粉狂熱支持他領導共和黨
出馬競選出馬競選 20242024 年的總統年的總統,, 他也毫不客氣的宣示他也毫不客氣的宣示
將第三次贏得總統大選將第三次贏得總統大選,, 他更在會上逐一點名批他更在會上逐一點名批
鬥那些支持彈劾他的共和黨國會議員鬥那些支持彈劾他的共和黨國會議員。。

檢視以上這些情境與畫面真是讓人為共和黨檢視以上這些情境與畫面真是讓人為共和黨
感到悲哀感到悲哀,, 川普在大會上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是違川普在大會上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是違
背事實與良心的謊言背事實與良心的謊言,, 它所表達出來的都是離經它所表達出來的都是離經
叛道的思想叛道的思想,, 他以煽動和恐嚇的言語扭曲了共和他以煽動和恐嚇的言語扭曲了共和
黨的價值體系與思維模式黨的價值體系與思維模式，，已經把共和黨的基礎已經把共和黨的基礎

選民極端化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選民極端化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 但但
是共和黨高層竟然噤聲不語是共和黨高層竟然噤聲不語,, 默許他默許他
的言論的言論,, 他們人人明哲保身他們人人明哲保身,, 縱容極縱容極
右翼的川粉群眾為所欲為右翼的川粉群眾為所欲為,, 完全破壞完全破壞
了共和黨悠久的傳統與道德了共和黨悠久的傳統與道德,,可悲的可悲的
是共和黨的領導層卻無能也無法控是共和黨的領導層卻無能也無法控
制這種極端右翼勢力制這種極端右翼勢力,, 使得那些具有使得那些具有
理想與抱負的黨員紛紛退黨離去理想與抱負的黨員紛紛退黨離去,, 削削
弱了共和黨的實力弱了共和黨的實力。。

現在被川普綁架與勒索的共和黨現在被川普綁架與勒索的共和黨
已陷入進退維谷的險境已陷入進退維谷的險境,, 從處理統大從處理統大
選爭議以及國會彈劾川普中選爭議以及國會彈劾川普中，，該黨一該黨一
再袒護川普再袒護川普,,懦弱地背棄民主精神懦弱地背棄民主精神,, 讓讓
共和黨趨向民粹主義道路前進共和黨趨向民粹主義道路前進，，路越路越
走越窄走越窄,, 越走越偏越走越偏,,曾在小布希時代擔曾在小布希時代擔
任要職的一位部長在退出共和黨前任要職的一位部長在退出共和黨前

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 ::””我所認知的共和黨現我所認知的共和黨現
已不復存在已不復存在,, 它已變成一個川普邪教它已變成一個川普邪教（（cult ofcult of
TrumpTrump）。”）。”

川普一再吹噓自己在大選中獲得川普一再吹噓自己在大選中獲得74007400多萬票多萬票
是歷任總統中獲得最多的人是歷任總統中獲得最多的人,, 但他卻掩蓋這場大但他卻掩蓋這場大
選他輸給了拜登選他輸給了拜登 700700萬票的差距萬票的差距，，而且更輸掉在而且更輸掉在
20162016年曾經贏得的五個州年曾經贏得的五個州，，更不堪的是他四年執更不堪的是他四年執
政的支持率從未超過政的支持率從未超過5050%,%,他更讓共和黨連輸三他更讓共和黨連輸三
大戰役大戰役,, 使民主黨奪走了眾議院使民主黨奪走了眾議院、、參議院和總統參議院和總統
寶座寶座,, 這些他都不去檢討這些他都不去檢討,, 反而詆毀別人偷竊了反而詆毀別人偷竊了
選舉選舉,, 我真的不明白川普的盲目追隨者所稱謂我真的不明白川普的盲目追隨者所稱謂
的的””川普主義川普主義””到底指的是什麼呢到底指的是什麼呢！！

經過經過 77 年的艱苦奮鬥年的艱苦奮鬥,,芝加哥公牛隊的主力芝加哥公牛隊的主力
球員扎克球員扎克••拉文拉文（（Zach LaVineZach LaVine））終於實現了成為終於實現了成為
NBANBA明星球員的目標明星球員的目標,, 他是由他是由NBANBA各支球隊的各支球隊的
教練所選出來的東區後補明星之一教練所選出來的東區後補明星之一,, 將在明星賽將在明星賽
亮相亮相,, 他也是自他也是自 20172017 年以來的第一位被選中的年以來的第一位被選中的
芝加哥球星芝加哥球星,, 對芝加哥球迷而言真可謂久旱逢甘對芝加哥球迷而言真可謂久旱逢甘
逢甘霖逢甘霖,, 是自喬丹的公牛王朝結束是自喬丹的公牛王朝結束,, 以及羅斯曇以及羅斯曇
花一現後花一現後,, 最提振芝加哥球迷信心的捷報最提振芝加哥球迷信心的捷報！！

拉文已經拉文已經2525歲了歲了,, 這已是他在這已是他在NBANBA奮戰的第奮戰的第
七個賽季七個賽季,, 檢視過往的檢視過往的NBANBA球星球星,, 一般經過兩三一般經過兩三
個球季就已打出一片天個球季就已打出一片天,, 當然像喬丹和詹姆斯等當然像喬丹和詹姆斯等
從第一個球季就閃亮登場從第一個球季就閃亮登場,,隨後當選明星隊隨後當選明星隊,, 並並
逐年贏得一切逐年贏得一切 NBANBA 殊榮獎項的少之又少殊榮獎項的少之又少,,一般一般
球員如打完五年還未出頭球員如打完五年還未出頭,, 恐怕在球場上只淪為恐怕在球場上只淪為
跑龍套性質了跑龍套性質了。。

其實拉文在高中時代就是一位相當優秀的籃其實拉文在高中時代就是一位相當優秀的籃

球明星球明星,, 還被選為華盛頓州的籃球先生還被選為華盛頓州的籃球先生,, 雖在雖在
UCLAUCLA 時並非頂尖球星時並非頂尖球星,, 但但 NBANBA 球探發現它球探發現它
具有發展潛力具有發展潛力,, 所以在所以在20132013年選秀會明尼蘇年選秀會明尼蘇
達森林狼隊以第一輪十三順位選中他達森林狼隊以第一輪十三順位選中他,, 他在他在
這支球隊打了三個球季這支球隊打了三個球季,, 表現算是不錯表現算是不錯,, 兩次兩次
贏得贏得NBANBA灌籃比賽冠軍灌籃比賽冠軍,, 但但20172017年球季被森年球季被森
林狼隊交易到公牛隊林狼隊交易到公牛隊,, 由於公牛隊實力不佳由於公牛隊實力不佳，，
拉文成為教練十分器重的戰將拉文成為教練十分器重的戰將,, 他的拼戰精他的拼戰精
神得到隊友敬重神得到隊友敬重,, 尤其在防守方面尤其在防守方面,, 比進攻還比進攻還
出色出色,, 上個球季拉文已在攻防面展現明星級上個球季拉文已在攻防面展現明星級
數據數據,, 可惜還是沒有當選明星球員可惜還是沒有當選明星球員,, 錯失了在錯失了在
芝加哥主場地表現的機會芝加哥主場地表現的機會,,那是拉文最感到遺那是拉文最感到遺
憾的事憾的事,, 也因此記取教訓也因此記取教訓,, 更加強自我訓練更加強自我訓練。。
今年這個球季今年這個球季,, 公牛隊更換了主帥公牛隊更換了主帥,,新教練比新教練比

利利••多諾萬把攻防重心佈建在拉文身上多諾萬把攻防重心佈建在拉文身上,, 拉文從拉文從
季初開始就展現出不凡氣勢季初開始就展現出不凡氣勢,, 在最近一連串在最近一連串88場場
比賽中比賽中,, 拉文的平均得分為拉文的平均得分為3535..11分分，，整體命中率整體命中率
為為 5454..77％％，，三分球命中率為三分球命中率為 5151..55％％,, 罰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
為為8686..44％％,,平均籃板平均籃板55..44個個，，助攻助攻55..11次都創下他個次都創下他個
人職業生涯的新高人職業生涯的新高,, 這樣的成績更是這樣的成績更是NBANBA佼佼佼佼
者者,, 所以多諾萬教練多次公開讚揚他所以多諾萬教練多次公開讚揚他,, 並為他背並為他背
書書,, 使得各隊教練把明星票投給他使得各隊教練把明星票投給他,, 終讓他揚眉終讓他揚眉
吐氣吐氣!!

拉文在拉文在NBANBA的成功絕非偶然的成功絕非偶然,, 由於公牛隊整由於公牛隊整
體戰力不夠完整體戰力不夠完整,, 考量到球隊未來重建考量到球隊未來重建,, 公牛隊公牛隊
有可能把拉文交易到其他隊伍以換取明年選秀有可能把拉文交易到其他隊伍以換取明年選秀
權權,, 拉文自己也有心理準備拉文自己也有心理準備,, 無論他是留在公牛無論他是留在公牛
或是交換到其他隊伍或是交換到其他隊伍,, 相信拉文都可以更上一層相信拉文都可以更上一層
樓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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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及諮詢：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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