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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首次高層對話劍拔弩張
路透社

（綜合報導）眾所矚目的美中
「
2+2」高層會談，於美國阿拉斯加
州安克拉治當地 18 日登場。雙方在開
場白中便罕見地公開激烈交鋒，當著
媒體鏡頭劍拔弩張，火藥味十足。美
方犀利地指陳中國政府打壓港台、
「
經濟脅迫」美國盟邦，並誓言捍衛
國際秩序和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而
中方的回應亦異常強硬，痛批美國行
使全球霸權，並在人權等議題上虛偽
。
「
2+2」會談在安克拉治市庫克

船長飯店舉行，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
來，美中最高層代表首度面對面接觸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白宮國安顧問
蘇利文、中國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員
楊潔篪以及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出席
此次對話。
18 日首輪對話伊始，布林肯就稱
，美方嚴重關切中國的諸多行為，
「
包括對新疆、香港和台灣的所作所
為、對美國的網路攻擊，對我們盟友
的經濟脅迫」。他說： 「
這些行為無
不威脅到維護全球穩定、基於規則的

國際秩序。」蘇利文也表示，這些擔
憂不僅是美國的，亦來自美國的盟友
和合作夥伴，以及更廣泛的國際社會
。
楊潔篪隨後強硬反駁，提出對美
方的種種不滿，指責美國憑藉自己的
武力和金融霸權，對其他國家進行長
臂管轄、打壓，造成了很多人生靈塗
炭和世界的動盪不安。他並批判美國
濫用國家安全的概念，來妨礙正常的
貿易往來，煽動一些國家攻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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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下半旗哀悼亞裔遇難者
在一名白人年輕男子
之亂槍掃射下，包括八位
韓國亞裔人遇害，拜登總
統下令白宮等聯邦機構下
半期致哀，韓國外交部也
發表哀祷聲明並表示十分
震驚。
全國各地正因為此兇
殘事件，在各大城市掀起
反對華亞裔歧視的示威活
動。
今天我們要非常嚴厲
的指出，前總統川普你到
底做何感想，身為一國之
君，公然以新冠疫情稱之
為中國病毒，武漢肺炎，
不斷激起川粉對華人之仇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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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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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許多盲從之川粉，不
但公然侵襲國會大厦，更
是無視法紀，製造種族矛
盾，你下台後可以一走了
之，這種後遺症正在蔓延
，你是否應該向國人尤其
是華裔們道歉！
歷史是一面明鏡，今
天的美國已經不是屬於任
何一個族群的國家，她是
多少各族裔不同階段來到
這塊土地上共同打拼的美
利堅共和國， 我們大家一
定要團結起來，把那些狂
妄無知的政客掃進歷史的
垃圾堆中。

White House Mourns The
Asian Victims
President Biden ordered the
American flag at the White
House and on other federal
ground to be flown at
half-staff as a “mark of respect for the victims of the
senseless acts of violence”
in Atlanta this week. The president also will visit Atlanta today to meet with Asian-American leaders and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We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were very troubled and concerned over this tragedy in
our community.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
contrast,
ex-president
Trump should be very

ashamed because of his bias
and prejudice calling COVID-19 the “China Virus.”
His comments created an anti-Chinese and Asian atmosphere. As the leader of the
nation, such behavior caused
outrage in our community. Mr.
President, we really need to
apologize to the Asian-American people in this country.
We feel very sad about what
happened in Atlanta, but it
could happen anywhere in
America.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just need to stay united and
fight for ou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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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亭回諷拜登才是劊子手
提議上網路直播談話
(本報訊)俄羅斯總統蒲亭今天表示，他和
美國總統拜登應在近日上網路直播談話。拜登
昨天稱蒲亭 「劊子手」，美俄外交關係降至後
冷戰時期新低點。
拜登（Joe Biden）昨天接受美國廣播公司
新聞網（ABC News）訪問時表示，蒲亭將為
干預去年美國總統大選 「付出代價」；當被問
到是否認為蒲亭是 「劊子手」，拜登回答 「是
的」。
此事促使俄羅斯將駐美國大使召回莫斯科
，以商議俄美未來關係。克里姆林宮否認干預
美國大選。
蒲亭（Vladimir Putin）今天在電視上回嗆
拜登 「你在說你自己」，他的發言人也指責拜
登無意改善雙邊關係。
路透社報導，蒲亭表示，他上次與拜登通
電話是應美方要求，他現在提議兩人應再度對

具有寬大胸襟的拜登總統在上任之初就向
國會提交了《2021 年美國公民法案》, 其中最
引人注目的就是將允許 1200 萬非法移民獲得臨
時合法身份，並允許 12.5 萬中南美洲難民從墨
西哥進入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審理, 由於人道的
考量, 讓人產生美國門戶洞開的錯覺而引發嚴
重的邊界危機, 大批未成年孩童在人蛇集團安
排下闖入美國, 給拜登帶來尷尬的政治情境，
他的移民政策面臨嚴峻挑戰，如不審慎處理,
後患無窮。
美國是一個移民大熔爐的國家, 也正因為
不斷接納新移民才造就了這個國家的偉大。 當
然循正規管道申請移民美國力是合法正道的,
但在特殊環境背景下如何處置非法移民問題,
就成為當政者施政的優先考量。
美國在 1948 年首度通過了難民法, 一口氣
接納了 35 萬名歐洲的戰爭難民, 並於 1975 年西
貢淪陷後，再次接納了 12 萬 5 千名越南難民，
這些難民來到美國後獲得妥善照料, 這才是美
國偉大的精神 , 不過由於川普上任 4 年極力反

對接納難民, 大批中南美洲瓜地馬拉、洪都拉
斯和薩爾瓦多難民搭乘大篷車從墨西哥闖關被
阻，鎮守邊境的戌衛人員為遏止難民，以催淚
瓦斯、胡椒噴霧和毒氣罐為武器攻擊難民，場
景悲慘, 損傷了美國的形象與價值觀。
拜登上任後, 為體現美國的人道精神與人
權關懷, 徹底取消了川普政府的種種強硬政策,
新制定了親子團聚計畫,並取消原本難民必需留
在墨西哥等待批准的規定, 拜登的原意很好,但
卻造成美國門戶洞開的錯覺, 所以在 2 月就擁入
了十萬多名尋求庇護的難民, 儘管拜登已向他
們喊話不要再硬闖入關, 但成效並不大。
目前有關難民申請的積壓案件實在太多,至
今仍有 128 萬件案件懸而未決，拜登所設想的
移民制度，可能要費數月甚至數年才能落實,
由於突如其來的邊境問題讓美國人民的觀瞻與
感覺很不好, 加上共和黨在國會裡的極力反對,
很可能讓拜登的移民法無法過關, 並影響到明
年民主黨的中期選舉, 現在拜登政府已面臨了
嚴峻的考驗與艱難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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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在明天或 22 日透過視訊直播談話。
蒲亭在電視訪問中被問到有關拜登的評論
時說： 「我想向拜登總統提議繼續我們的討論
，但條件是我們在網路上直播，沒有任何延遲
。」這兩位領導人上次通話是在 1 月 26 日，就
在拜登剛上任幾天。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今天表示，
拜登不後悔稱蒲亭是劊子手，並且擋掉了有關
蒲亭要求立即公開通話的問題。
莎琪說： 「我要說的是（拜登）總統早已
和蒲亭總統講過話，他甚至還有更多世界領導
人尚未接觸過。當然總統明天將會在喬治亞州
，相當忙碌。」
蒲亭表示，他準備好 「明天或比方說下週
一」討論美俄關係和區域衝突等其他議題，還
說他週末會在俄國一處偏遠地區休假。

日本首都圈將解除緊急事態 菅義偉認沒問題
(本報訊)日本首都圈 「緊急事態宣言」將
於 21 日解除，也是日本全境完全解除。首相菅
義偉今天說，從新增病例數及病床吃緊度來看
，解除沒有問題，政府也會確實採取對策避免
疫情回溫反彈。
日本時事通信社、日本放送協會（NHK）
報導，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參議員蓮舫在質
詢時表示，東京都及埼玉縣每天新增確診病例
有增加傾向， 「解除緊急事態真的沒問題嗎」
？
菅義偉答詢時說， 「我想是沒有問題」，
因為新增病例數較一月發布 「緊急事態宣言」
時已大幅減少，病床吃緊程度也有明顯改善。
不過，對於首都圈 21 日解除緊急事態，大

阪府知事吉村洋文宣布，從 3 月 22 日到 4 月 9
日，將在 JR 新大阪車站為來自首都圈方面新幹
線旅客量測體溫。
吉村說，為避免因為跟首都圈往來造成疫
情再度擴大，邊境管控有其必要。至於來自福
岡及廣島方面的旅客，則不需要量測體溫。
隨著 「緊急事態宣言」全境解除，日本國
土交通大臣赤羽一嘉談到振興旅遊方案 Go To
Travel（去旅行）是否重啟時說， 「沒有那麼
簡單」，表達出繼續暫停方案的想法，但也表
示將盡速檢討對觀光旅遊業者的協助對策。
另外，有關通訊軟體 LINE 發生個資保護
不夠周密的問題，菅義偉說，政府內部正再度
確認 LINE 的使用狀況，會努力確保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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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經濟衰退勢頭嚴重
餐飲企業家呼籲當局不要斷電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 小時希臘新增 1626 例新冠確診病例，
累計增至 221147 例；新增死亡 53 例，累
計死亡 7091 例。
近日，希臘餐飲企業家聯合致信

環境與能源部長，要求在疫情期間不
要中斷電力供應；此外，最近的調查
數 據 顯 示 ， 希 臘 經 濟 衰 退 嚴 重 ， 2020
年第四季度衰退程度為歐盟平均水平
的兩倍。

加拿大累計新冠病例突破 90 萬
就業狀況好轉
綜合報導 加拿大累計報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 3 月 12 日突破 90
萬例。
加公共衛生署數據顯示，截至 12 日晚，該國累計報告病例 903233
例，單日新增 3476 例；康復約 85 萬例，死亡 22404 例，尚有活躍病例
30781 例。累計報告的變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近 3000 例。
加拿大的新冠累計病例數從 80 萬增至 90 萬例用時 34 天，是自去年
10 月份以來每 10 萬例增長耗時最長的一次。這也折射出目前加拿大總體
疫情趨緩。不過，近期一些地區伴隨著限制措施的放松，疫情呈現反彈
跡象。
加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提醒，渴望向這場“馬拉松”比賽終點沖
刺時，仍需努力保持穩定、謹慎的步伐。她亦屢次表示，需警惕變異新
冠病毒的蔓延。
目前累計病例數居前四位的省份依次是安大略省、魁北克省、阿爾
伯塔省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病例數分別約占全國的 34.9%、32.8%、
15.2%和 9.6%。
目前加拿大累計完成約 280 萬劑新冠疫苗註射。共約 194 萬人已接受
一劑或完成兩劑疫苗接種，占全國總人口的 5.11%。
加 拿 大 統 計 局 12 日 公 布 的 勞 動 力 市 場 數 據 顯 示 ， 由 於 各 地 自
2 月逐步放寬去年底開始實施的防疫限令，嘗試重啟經濟活動，
加 拿 大 2 月 份 崗 位 數 環 比 增 長 1.4% ， 擺 脫 了 此 前 連 續 兩 個 月 的 下
降 。 失 業 率 在 2 月 下 降 1.2 個 百 分 點 至 8.2% ， 為 去 年 3 月 以 來 的 最
低水平。
住宿和食品服務業的就業增幅達 7.8%。但同時，2 月份的就業增長
主要集中在低薪工作領域。

巴西累計確診病例超 1151 萬例
總統任命新衛生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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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39 例，累計確診 11519609 例；新增死亡病例 1057 例，累計死
亡 279286 例；累計治愈 10111954 例。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宣布，他已任命巴西心臟病協會主席馬塞洛· 奎
羅加(Marcelo Queiroga)為新的巴西衛生部長，替換軍人出身的愛德華多·
帕祖洛(Eduardo Pazuello)。奎羅加是巴西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第四
位衛生部長。
去年 4 月和 5 月，巴西衛生部前兩任部長路易斯· 曼代塔(Luiz Mandetta) 和內爾松· 泰奇(Nelson Teich)因與總統博索納羅在新冠疫情防控上
存在分歧而先後去職。當年 5 月 16 日，帕祖洛出任巴西衛生部代部長，
9 月 16 日正式出任巴西衛生部長。
聖保羅州從 15 日起正式進入防疫的“緊急階段”，將持續至 3 月 30
日。在此期間，該州實施比“紅色階段”更嚴格的防疫措施，包括暫停
舉行體育賽事、禁止聚集性的宗教活動、各機構全部采用遠程辦公、關
閉所有公園及海灘、實施每日 20 時至次日 5 時的宵禁等。聖保羅州州長
若昂· 多利亞(Joao Doria)當天表示，若疫情再無好轉，該州將考慮實施
“封城”。
巴西布坦坦研究所(Instituto Butantan)又向巴西聯邦政府提供 330 萬劑
中國科興新冠疫苗，將分配給各州接種。

餐飲企業家反對斷電
據報道，希臘眾多餐廳近日致函該
國環境與能源部長斯克雷卡斯，要求其
對電力公司進行幹預，以阻止政府對餐
廳強制斷電。
他們在信中指出：“在疫情大流行
期間，餐飲協會每天從餐飲從業者那裏
收到的有關商店遭到中斷供電的投訴很
多。”
餐飲企業家表示：“政府的這種
行為限制了客戶的消費者潛力，對本
來非常困難的生產局面產生了負面影
響 。 我 們 是 受 害 最 嚴 重 的 部分之一，
到目前為止，很多餐飲人員失去了工作

，債務和失業率不斷上升。簡單的補貼
似乎不足以真正幫助企業抵禦另一場金
融危機。”
報道稱，他們提出了以下提議：
-在疫情期間，停止所有供電公司的
斷電行為；
-所有能源供應公司對餐館的應付賬
單進行特殊清算；
-在餐館依政府命令關閉期間，在所
有賬單中扣除市政費。
據當地商人稱，如果不恢復商店的
電力供應，則以固定成本補貼的措施將
無濟於事。固定成本包括員工福利、保
險費、能源、供水、電信、租金等其他
運營費用。

衰退程度為歐盟平均水平的兩倍
與此同時，希臘經濟正陷入困
境。
在減少就業方面，希臘 2020 年第四
季度下降了 1.5%，小於歐盟平均水平的
1.9%。
而盡管希臘經濟衰退的數據好於
預 期 ， 從 最 初 預 測 的 10.5% 波 動 下 降
至 8.2% ， 但 希 臘 仍 然 是 2020 年 第 四
季度歐元區第二大經濟衰退國家。
而 2020 年 第 四 季 度 ， 歐 盟 經 濟 萎 縮
了 4.6% ， 歐 元 區 萎 縮 了 4.9% 。 因 此
，希臘的衰退率幾乎是歐盟平均水
平的兩倍。

澳大利亞十萬女性參與反性侵示威
總理卻這樣回應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各大城市舉行遊
行示威，這是“女性爭取正義”
(March4Justice)活動的一部分。從堪培拉
到悉尼，從墨爾本到布裏斯班，澳大利亞
40 多個城市超 10 萬女性走上街頭，抗議
在工作場所、政治機構和司法系統中的性
別暴力和性騷擾。
據報道，堪培拉的反性侵遊行周一在
議會大廈外的草坪上吸引了數萬群眾。此
前公開聲稱自己曾在國防部長的議會辦公
室內遭到男同事強奸的自由黨前工作人員
希金斯在集會上致辭。她說，“這不是一
個政治問題。這是一個人的問題。在過去
的幾周裏，我們都了解到性別暴力在這個
國家多麼普遍。現在是兩黨領導人停止回
避這個問題和回避責任的時候了。”
英國《衛報》稱，除了抗議，組織者
還要向政府遞交兩份請願。一份請願較寬
泛，包括對性別暴力案件進行獨立調查以
及全面執行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工作中
的尊重”報告建議內容。第二份請願較具
體，要求莫裏森政府處理總檢察長波特的
強奸指控，要他立即辭職。
《澳大利亞人報》稱，遊行組織者敦
促澳大利亞各地集會的與會者穿黑色衣服

，戴口罩，攜帶標語和
洗手液。遊行隊伍中絕
大多數是女性，但種族
和年齡各異。很多女孩
和他們的父母一起參加
，但是也有媽媽們帶著
年幼的兒子前來。人群
高呼“女性團結起來永
不會被打敗”。遊行中
出現的各種標語極為醒
目：“召集調查”“要
是你不憤怒，你就沒有
關註”“受夠了”等。
據報道，抗議組織者邀請政府官員和
議員們參加集會活動。不過，總理莫裏森
、副總理麥科馬克以及婦女部長佩恩，都
以各種理由拒絕參加。鑒於此，反性別暴
力集會的組織者表示，他們不會與莫裏森
和佩恩舉行“閉門會議”。
15 日晚些時候，莫裏森在議會上就
議會大廈外的示威活動進行回應，但其發
言卻讓許多人摸不著頭腦。他先是贊揚示
威人群以和平方式表達訴求，隨即話鋒一
轉稱“即便是現在，就在不遠的地方，這
樣的遊行會遭到子彈的射擊，但在這個國

家(澳大利亞)卻沒有”。綠黨領袖班特在
推特上諷刺稱：“莫裏森是要對今天的遊
行者說：我們沒用槍打你們就高興去吧。
真是不可思議。他真的沒懂。”
民意調查顯示，性侵指控正在影響
莫裏森政府的支持率，莫裏森的凈支持
率也下降了 4 個百分點。澳大利亞國立
大學政治品牌塑造專家休斯表示，莫裏
森需謹慎行事，不要以為對疫情的處理
將自動帶來足夠的選民支持，可以贏得
下一次選舉。他表示，這些指控已讓政
府喘不過氣來，其他任何政策都很難從
中找到突破口。

颯爽英姿！
俄羅斯美女宇航員成為宇航員芭比娃娃原型
綜合報導 俄 羅 斯 國 家 航 天
集團發布消息稱，該公司目
前唯一一名女宇航員安娜· 基
基娜成為芭比娃娃的原型。
據報道，基基娜於 2012 年被
選入宇航員團隊，目前還沒有飛
往太空的經歷。
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網站發布
消息稱：“宇航員芭比娃娃完全按
照安娜· 基基娜的形象推出，共有兩
款，一款是訓練服，另一款是太空
服。這是限量版，並不出售。”
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在通稿中
稱，芭比娃娃品牌選擇基基娜作為
原型，因為“這名女孩用自己的才
能、成績和個人品德鼓舞了它”。
報道稱，1965 年，第一款宇
航員芭比娃娃問世，是為了紀念
全球首名女宇航員捷列什科娃飛
向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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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會談
美中會談】
】會談落幕未發聯合聲明
美中對交鋒過程評價曝光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就任後首場美中外交與國安高
層會晤，19 日於阿拉斯加州安克拉治市(Anchorage)落幕。據
《路透社》報導，為期 2 天的會議最終卻在沒有聯合聲明下結
束，談判的艱難更凸顯出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即使新政府上
台，也已 「回不去」而在艱困下開局。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認為，雙方討論議題廣泛、過程坦率，而中共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則表示，會談 「坦率、
有建設性且有意」，但也坦言彼此分歧依舊存在。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在訪問中表示， 「我們本來
就預期雙方會在廣泛的議題上出現激烈而直率的交鋒，而這正
是我們要的」。布林肯則提到，由於美方指控北京在新疆、西
藏與香港侵害人權的行為，以及對台灣網攻與施壓表達關切，
華府對大陸出現 「
防禦性反應」一點都不意外。
不過，布林肯還是肯定這場會晤，因為彼此在伊朗、北韓
、阿富汗與氣候變遷上，仍有利益交集，這讓美方已取得應有
成就。至於在經濟、貿易、科技議題上，美方已表達正和國會
、盟友與夥伴密切磋商，審查相關議題。美方將在保護盟國、
深化美國工人與貿易利益的前提下，繼續推展前述領域工作。
他還提到，此行兩大重點為：第一，清楚表達美方對北京

多項行動的關切。第二，清楚告知北京，美國的政策、優先項
目與世界觀，這兩點都完成了。
相較之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則重申，美方應認知道大陸
的主權是原則問題，不應低估北京捍衛主權的決心。楊潔篪也
發表類似言論，表明大陸會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
但會議的討論仍有建設性，也是有益處的，當然彼此也存在著
分歧。
根據大陸發布聲明稿，陸方認為雙方圍繞在外交、美國與
大陸關係與國際重大議題，進行 「坦誠、深入、長時間、建設
性的溝通」，而這是及時的、有益的，有助於相互理解。
但聲明稿也重申，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制度安全不
容損害，這是不可觸碰的紅線」，以及 「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
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國核心利益，沒有任何妥協退讓餘地」
。美方應遵守 「一個中國原則」、三公報，停止與台官方聯繫
、對台軍售， 「不助台拓展所謂 『國際空間』，慎重妥善處理
台灣問題，不向 『台獨』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不要試圖突
破中方底線，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
文中表示，大陸無意干涉美國政治制度，也不會挑戰、取
代美國地位與影響力。美方應正確看待大陸的政治制度與發展

道路、大政方針與對世界影響力。
同樣的，對於香港與新疆議題，陸方也要求美國停止插手
與抹黑，並放棄在反恐事務上的雙重標準。
美國國內反映也可以看出雙方對會議看法的不同，而雙方
關係恐難在一時片刻間好轉。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薩斯（Ben
Sasse）聲明指出， 「我和拜登存在多項政策分歧，但每位美國
人都該團結來共抗北京暴君」。中國大陸社群媒體的反應則是
， 「
在阿拉斯加的大陸官員作的好，美國根本沒有誠意」。
由於華府直接定調這是場 「艱難而直接」的會談，這恐怕
給剛上台的拜登政府深刻印象，即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彼此
關係的緊張，竟是如此深刻而複雜。
《路透社》分析，會議看似毫無所獲，但拜登政府其實有
其精心目的，即透過一系列的外交行動，告訴北京其在台海、
新疆與香港等議題的堅定立場；而北京的直言不諱，則讓美方
放棄大陸會妥協的幻想。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研究員庫伯
（Zack Cooper）認為，這場會議對美方而言，目的就是測試能
否藉由這些對話，來取得實質的結果。

美中激烈交鋒後 布林肯將訪歐聯手處理全球議題
（綜合報導）美國務卿布林肯 22 日起將訪問歐洲，這也是
美國與中國在阿拉斯加州會談後，布林肯又一次的出訪行程；
此行被視為美國宣示重新與歐洲結盟處理包括中國等全球議題
的舞台。
美國駐歐盟大使館今天發布訊息，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將在 3 月 22 日至 25 日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參加北大
西洋公約（NATO）部長會議，並與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
（Ursula von der Leyen）、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
爾（Josep Borrell）及比利時外長威爾梅斯（Sophie Wilmes）等
人會面。
美方表示，布林肯參加北約會議，強調美國總統拜登政府

透過北約與盟國建立聯繫的決心。會議除討論北約 2030 聯盟議
題外，也關切中國和俄羅斯以及氣候變化、網路安全等。
而布林肯會見歐盟高層時美方將討論美歐跨大西洋關係、
對抗疫情、應對氣候危機及強化民主等議題。布林肯此行被視
為美國新政府重回與歐洲結盟處理包括中國等全球議題的舞台
。
特別是歐洲媒體報導布林肯與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3 月 18 日與中國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楊潔篪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美國安克拉治市會談，在公開的
開場時間出現激烈交鋒混亂後，歐媒關注屆時布林肯在布魯塞
爾是否再度提到中國，而歐盟及北約會如何回應也受矚。

在美國前總統川普時代，美歐盟友關係不佳，在全球議題
上意見不一，甚至美國對歐盟也祭出貿易戰。
但在拜登上任後，歐盟今年 2 月外長視訊會議即時邀請布
林肯參與，會議聚焦疫情、中國及氣候變遷等迫切全球議題。
當時美方會後表示，布林肯在會中與歐盟會員國外長談論
多項迫切全球議題，包括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疫情、伊朗、中國及氣候變遷等議題，並說美國、歐盟及成
員國以民主、人權與多邊主義等共享價值為基礎，緊密合作應
對全球挑戰的重要性。

舊金山頻傳亞裔遇襲 居民憂心人身安全
（綜合報導）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後，美國的仇恨少數族
裔事件上升。灣區最近有兩名亞裔長者遇襲後過世，一名亞裔
男士遭嚴重攻擊後呼籲該對暴力喊停，一名女性長者受攻擊後
奮力反擊白人嫌犯、氣到哭。
「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今天報導，
菲律賓華裔男子張宇（Danny Yu Chang，譯音）15 日在舊金山
金融區午休時間走出一家超級市場時，突然有人從背後襲擊他
，一切來得又快又暴力。
3 天後，他在家休養，臉部骨折、手擦傷，且眼瞼嚴重瘀
青腫脹，受訪時他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仇恨亞裔的事件一直
發生，但該停了。」
59 歲的張宇成長於菲律賓，1999 年到舊金山從事旅行社工
作，寄錢供在菲律賓的 4 個孩子生活。現今他對 21 年前遠渡重

洋來的地方感到不安， 「加州沒有什麼是安全的，特別是對年
長者」。他餘悸猶存、左眼視力模糊、對走出家門感到害怕，
計劃和妻子搬離加州。
警方 16 日晚間宣布逮捕 32 歲嫌犯德維斯-密爾頓（Jorge
Devis-Milton），嫌犯攻擊張宇 30 分鐘後，又在一處灣區捷運
站攻擊另一位 64 歲長者，這位受傷的長者尚未脫離險境。
舊金山非營利組織 「停止仇恨亞太裔」（Stop AAPI Hate
）16 日公布報告表示，從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
漢肺炎）疫情爆發後到今年 2 月底，近一年內至少有 3795 件仇
恨亞裔事件，其中 1691 起發生在加州，占最多。另一份報告發
現去年 3 月到 12 月期間，舊金山灣區有超過 700 件仇恨亞裔暴
力攻擊。
1 月 28 日，一位 84 歲泰國裔長者走在舊金山一處住宅區被

推倒，兩天後死亡；一位 75 歲香港移民 3 月 11 日在奧克蘭
（Oakland）被惡意推倒，腦部嚴重受傷而不治死亡。奧克蘭
位於舊金山以東約 60 公里。
攻擊亞裔事件在街頭上演，有民眾拍下現場畫面。
舊金山電視媒體 KPIX 報導，一位說粵語的女性長者謝曉
真（Xiao Zhen Xie，譯音）17 日在舊金山鬧區市場街（Market
Street）遇襲，76 歲的她臉部掛彩、眼睛流血瘀青，當時她奮
力以木板反擊白人嫌犯。
「他打我」，她對救護人員描述事件、氣到哭的畫面，經
民眾拍攝、上傳社群媒體，許多人表達同情與不忍。嫌犯與她
皆送醫，家人說她返家後 「頭暈、恐懼、心靈受創」，有一眼
視力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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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長野縣松本市乘鞍嶽發生雪崩，造成一名男性
登山者不幸死亡，兩名40多歲男性登山者受輕傷。一名目擊雪崩現
場的幸存者回想整個過程稱，雪崩來得太突然，來不及逃脫。
據報道，14 日上午發生的乘鞍嶽雪崩，位於海拔約 2400 米
處。雪崩現場位於松本市安曇地區滑雪場上方的區域，雪崩面
積寬約 200 米、長約 300 米，5 名登山客遭波及卷入。
報道稱，那名遇難者被發現時，已無呼吸心跳，經送醫搶
救，仍在 14 日晚間宣告不治。跟他一同登山的 4 名男性，兩人
受到輕傷，兩人沒有受傷。
警方研判，雪崩屬於新雪從舊雪上崩落的“表層雪崩”，
正進一步調查事發原因。
日本氣象廳預估，長野縣氣溫將升高，容易因為融雪造成雪崩
，呼籲民眾入山前先查看天氣預報，並特別留意山上狀況。
當天，在雪崩現場附近登山的一名男性說，當時聽到上方
傳來有人喊“雪崩了”的聲音。
這名男性說，那一瞬間，自己腳下所站之處也崩落下陷，
他看到旁邊有一棵樹，馬上就飛撲過去，但自己腰部以下都埋
在雪中。
這名男性說，自己從雪中脫困後大叫“有沒有人在”，結
果聽到有人發出“救命”的聲音，仔細一看有好幾個人被埋在
雪中，只有手腕跟臉露出雪面，也有人被夾在雪和樹木間。
隨後，這些被雪埋住的登山客，一個一個都被救出。不過
，有人發現一同登山的同伴中，有一人不見了，長野縣警方的
直升機在雪崩現場上方不斷盤旋，但一直無法降落。
現場登山者說，“只能靠我們自己來找了”，他們集合了
現場附近約 30 名登山者，大家用棒子往雪裏刺探，搜救那名下
落不明的登山者。
遇難者最後被發現時，已經是雪崩後約 1 小時 40 分的事，
是在雪下約 0.5 米處被尋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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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長野縣雪崩致 1 死 2 傷
同伴遭埋只能靠脫困者自己找

韓法院重啟李在镕獄中審判 三星“失去的十年”或成現實
韓國法院重啟了針對涉入三星物產
合並案和三星 BIOLOGICS 會計做假案件
的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的“獄中審判
”。李在镕因為“幹政門”一案被判 2
年零 6 個月有期徒刑，並已於今年 1 月被
關押入獄，預計未來圍繞其經營權繼承
問題還將展開繁瑣的司法程序，三星也
將持續面臨“司法風險”。

針對李在镕和三星相關人士等 10 人因涉
嫌違反《資本市場和金融投資法》受到
公訴的案件聽取了檢方和李在镕方面的
意見，為正式審理案件進行準備。
當日的審理活動上，檢方通過發表陳
述，用一個多小時介紹了本案的公訴事實
。檢方表示，“李在镕和未來戰略辦公室
的相關人員為實現幫助李在镕繼承經營權
的目的，非法推進公司合並並進行會計造
“非法合並”還是“正常程序”？ 假”。檢方認為，2015年三星物產和第一
3 月 11 日下午，首爾中央地方法院 毛織公司合並時，李在镕持有大量股份的
第一毛織公司價值被推高，三星物產的價
值則受到了刻意壓低。
李在镕方面的律師團表示，“這一切
都是正常的合並程序”。律師團表示，
“兩家公司合並出自經營的需要，旨在
應對監管環境的變化、優化控股結構、
穩定公司經營權”。律師團指出，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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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物產的股價本就一直下降，而第一 上的決策恐將出現延遲。
毛織的股價則持續上升，“如果在其他
專家們普遍預測今年半導體行業將
時間進行合並，結果對三星物產只會更 會進入超級繁榮周期。市場研究公司
加不利”。
“Omdia”預測，屬於典型儲存半導體
的 DRAM 市 場 規 模 有 望 從 去 年 的 663
擔心“總裁缺位”導致企業重大決 億美元擴大到明年的 1044 億美元，高
策被推遲
德納和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
此案的審判比幹政門一案更加復雜 (WSTS)等機構也預測，今年全球半導
，僅證據資料就達 19 萬頁，案件相當龐 體 市 場 的 銷 售 額 將 比 去 年 增加 8.7%，
大。法律界預測，此案從開始審理到判 達到 4775 億美元。
決至少需要 3 年時間。因此三星和韓國
商界有人擔心，“失去的十年”可能會
“錯失時機可能引發徹底崩盤，重
變成現實。
蹈日本的覆轍”
三星電子目前仍在圍繞 170 億美元
更大的問題在於，面對新冠肺炎疫
情暴發後快速變化的國內外經營環境， 的美國半導體工廠投資計劃舉棋不定。
“總裁缺位”的三星可能無法敏銳作出 工廠原計劃建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地區
反應。尤其是與對手的激烈代工競爭中 ，現在又出現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和紐
，三星在大規模投資和並購(M&A)問題 約州傑納西縣等選項，至今還未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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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規模並購更是困難。目前三星電
子手中擁有約 121 萬億韓元可迅速變現
的流動資產，鑒於近期車用半導體供應
奇缺，業界普遍預測三星電子可能會並
購相關半導體生產企業，但按照慣例來
看，三星電子從未在李在镕被關押在獄
時期進行過大規模並購。
韓國半導體產業協會的安奇炫(音)
專務表示，“半導體產業必須在國家之
間激烈競爭與合作的環境下才能快速發
展，三星電子由於總裁缺位，可能會在
行業內被孤立，令人擔憂”。
安專務接著說，“1990~2000 年代曾是
半導體強國的日本，就是因為沒有及時
作出投資決定而被大膽投資的三星電子
超越，在半導體市場的地位從此倒塌”
，“三星如果反復錯失決策時機，可能
也會重蹈日本的覆轍”。

香港瞭望

香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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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爆攬炒苗謊 打針必先打假
“毒果”黃媒瘋狂抹黑科興 香港文匯報戳破三大謠言
接種疫苗後不適數字

疫苗

科興
疫苗

接種人數 201,500
不適人數

57

不適比例 0.028%

復必泰
疫苗
75,100
46
0.061%

註：截至18日

▲ 智利全國主打中國科興疫苗。

資料圖片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新聞處

◀ 學者指出，“黃媒”瘋狂抹黑科興疫苗，導
致本來想打疫苗的市民卻步，阻礙抗疫成效。圖
為市民輪候接種疫苗。
資料圖片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香港上月底起開展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已接種第一針科興疫苗的市民最快下周便要打第



(

二針，儘管專家委員會一再深入淺出解說接種科興疫苗與死亡個案沒有直接關係，惟“黃
媒”繼續違背新聞事實，以含沙射影、倒果為因，甚至用偷換概念的“偽科學”手段

抹黑科興疫苗。香港文匯報梳理“黃媒”有關疫苗的三大假新聞，包括早前有督察接種科興疫苗後，才得悉在
朋友聚會中已染疫，“黃媒”卻顛倒因果，說成“四日前打科興警宿四口家確診”，意圖營造科興
疫苗無效的假象；另有“黃媒”化身“標題黨”不斷用駭人、失實的標題，嚇怕公
眾；18 日還利用智利確診數據，誣衊科興疫苗。香港文匯報以客觀數
據分析，逐一戳破“黃媒”的大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1

謊言：智利注射科興

疫情不跌反升
真相： 仍未打齊兩劑 抗體形成需時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國都加快為
民眾接種新冠疫苗以控制疫情，其中智利已有
約有三分一人口接種科興疫苗，備受全球推
崇。不過，《蘋果日報》以當地過去幾十日的
確診數據大做文章，聲稱“智利打科興（疫
苗），確診不跌反升”云云。

刻意淡化智利接種疫苗時間
由於智利主打科興疫苗，《蘋果日報》18
日便以當地新冠肺炎確診數據來大做文章，意
圖以智利確診個案增加來“證明”科興疫苗無
效云云。《蘋果日報》聲稱，智利2月初起大規
模打科興，接種率已超越美國，但每日平均新
增確診個案由 2 月初約 4,000 宗，升至近期約
5,000 宗；反觀英、美和以色列打 Moderna 和
BioNTech 疫苗，英國每日平均新增確診，由 1
月初近 6 萬宗減至現時少於 1 萬宗，以色列每日
平均新增確診也由 1 月初約 8,500 宗，減至現時
約2,500宗云云。
香港文匯報深入分析，揭發相關報道並不
科學、客觀，《蘋果日報》刻意淡化智利接種

疫苗計劃的時間線，然後與不同“起跑線”的
國家相比。香港文匯報重塑整個真相，發現該
國於 2 月 3 日才啟動全國疫苗接種計劃，由於兩
劑科興疫苗需要相隔 28 天接種，兩劑後四星期
才產生抗體。當地目前不少人均未打第二針，
且僅僅一個月何來足夠時間產生疫苗效力，完
全壓止疫情呢？
只要仔細了解相關數據就知《蘋果》是刻
意誤導市民。第一、疫苗效力需時發揮，以打
疫苗最快的以色列為例（現有 50.4%人口完成
兩劑接種），翻查發現當地接種初期，確診個
案也是反覆，有上有落。據《以色列時報》1 月
底報道，以色列有 1.2 萬多人在接種美國輝瑞公
司和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後，仍被診斷出病
症，少數人甚至在接種第二劑疫苗後就感染了
疾病。
以 色 列 抗 疫 工 作 負 責 人 阿 什 （Nachman
Ash）甚至認為，疫苗的效果低於預期。由此可
見，疫苗效力需時發揮，智利目前只接種僅僅
一個月，何來足夠時間產生疫苗效力，完全壓
止疫情呢？

達群體免疫需八成人打兩劑

●“黃媒”對市民接種科興疫苗後有不適症狀
的事件大肆渲染，用心險惡。圖為有接種疫苗
後感到不適的市民送院觀察。
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在
社交平台亦指出，智利在2月初開打疫苗，接種
兩針科興疫苗需要4個星期，若第二針後再過兩
個星期才有足夠免疫力，故需要觀察多幾個星
期才知科興疫苗的“真章”。他又指出，智利
目前的死亡個案已比上一波低。
第二、智利現時新增確診個案分布是有因
疫苗而改變，目前智利的大部分接種者為 70 歲
以上長者，據當地媒體報道，有深切治療部醫
生指出，現時 70 歲或以上病人數目大減，但近
日開始出現較多年輕患者，部分性命垂危，即
使重症病房上周增加一倍，病床使用率仍然爆
滿；當地衞生官員則說，接種疫苗也不代表可
立即扭轉疫情，需要有八成人完成接種兩劑，
才能產生群體免疫作用。

2

謊言：接種科興疫苗

香港七人致死
真相： 專家確認死因 死於自身病患

香港先後有 7 名市民接種科興疫苗後，因自身
患有其他長期疾病，不幸死亡，新冠疫苗臨床事件
評估專家委員會早前已初步認為，7 宗個案與疫苗
並無直接關係，並詳細分析死者健康狀況，以及對
比香港過去的自然死亡率，解說兩者無關連。然而
“黃媒”故意將專家委員會的意見輕描淡寫，並惡
意把接種科興後死亡放大，甚至劃上因果關係，聲
稱“打（針）死人”，目的只為抹黑科興疫苗。

首批接種多長者 多患長期病
在出現首宗曾接種科興疫苗、後來因自身疾
病死亡個案後，“黃媒”意圖把科興疫苗與死亡拉
上關係，更標榜“接種科興疫苗香港 3 周死 7 人”
為題；另有“黃媒”特意到提供科興疫苗的社區接
種中心與接種者進行採訪，但又把科興疫苗與死亡
拉上關係，以“長者‘唔怕死’照撐國產疫苗：
病就唔好打啦”為題，暗示接種科興疫苗有死亡風

險。
不過，事實真相可以從科興接種者背景進行
分析，首先科興是最早在港開打的新冠疫苗，而且
首批優先接種者是 60 歲以上人士，這批長者大多
已有不少長期病，這個年齡層的全港長期病發病率
和自然死亡率，本身已相當高；再從他們接種後至
“出事”的時間分析，平均相隔 2 天至 9 天，其間
本身病情變化大，不能斷言與打針有關。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孔
繁毅早前匯報死亡個案時指出，初步認為 7 宗死亡
個案與疫苗並無直接關係，死者大多患有心血管疾
病。他續指，心臟疾病是全球第一大死因，也是香
港第三大死因，根據香港死亡率資料，前年每日平
均有16.7人因心臟病死亡，委員會審核接種疫苗後
死亡個案數字，並與過往同時期相類的死亡率比
較，暫未有不尋常情況，現有資料也未見上述嚴重
個案與疫苗接種有因果關係。

謊言： 男警接種後仍確診

3 真相： 患者打針前已染病
一名38歲香港警務處高級督察本月12日接種科
興疫苗，其後在16日確診感染新冠肺炎，其41歲妻
子和兩名分別10歲、11歲女兒也同日確診。《蘋果
日報》等“黃媒”於是不問究竟，也沒有釐清他整個
染病經過，便大做文章抹黑疫苗的有效性，但缺乏該
督察實為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在接種疫苗前已染
疫的新聞背景，再者接種疫苗後須相隔一段時間才能
產生抗體，男警接種一劑，根本未產生抗體。
“黃媒”一如既往以標題掛帥，題不驚人誓不
休，先以“男督察打科興 3 日後確診”為題，含沙
射影聲稱科興疫苗有效率不足云云，其後雖然衞生
防護中心已釐清事件真相，但“黃媒”依舊以“督
察四日前打科興 警宿四口家確診”為題，把接種
科興疫苗與確診連成關係，但無視當中的先後次

序。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早前在
疫情簡報會上，更多次遭“黃媒”記者“狙擊”，
“黃媒”記者不斷兜圈子、設圈套，目的是要張竹
君失言說出一些不利科興的言論，但張竹君也十分
淡定，重申該名督察本月 7 日出席一個朋友的家庭
聚會，本月12日接種首劑科興疫苗，其後才知道該
家庭聚會上有人確診，男督察一家四口被列為密切
接觸者送往檢疫，並於本月14日在檢疫中心驗出對
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妻女也全數確診。
即使撇除先染病後接種的事實，即使男督察在
接種首劑科興疫苗後才染疫，也不能質疑疫苗的有效
性。因為科興疫苗須要接種兩針，抗體更須在接種兩
針後一段時間才能產生，並不是“即打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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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隨着中科院微生物所與合作企業聯

民眾遭遇 選擇的煩惱

單針雙針如何選
中國五款疫苗

﹁

專家：附條件上市即可放心選

﹂

合研發的重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CHO
細胞）在中國國內緊急使用獲得批准，
中國已有三條技術路線的五款新冠疫苗
獲得緊急使用（含軍方），國人新冠疫
苗接種的選擇不斷增加，不少民眾遇到
了“選擇的煩惱”：要不要打疫苗？打
哪個品種的疫苗更好？單針和雙針如何
選擇？針對新冠疫苗的選擇，專家表
示，無論採用何種技術路線，只要是中
國已經正式附條件批准上市的疫苗，其
安全性、有效性都是有一定數據做支撐
的，潛在收益或已知收益大於潛在風險

4 款新冠病毒疫苗經
目前，中國內地已有
中國國家藥監局附條件批准上市。按技

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世界衞生組織疫
苗研發委員會顧問邵一鳴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
時表示，滅活疫苗就是把新冠病毒培養擴增後
加以殺滅，然後把滅活病毒顆粒注射到人體
中，誘導人體產生免疫反應。因為滅活時會破
壞部分病毒表面的蛋白抗原，疫苗的免疫原性
比活病毒有所降低，多採用雙針或三針注射的

中 國 獲 批 緊 急 使 用 疫 苗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滅活”打兩針 免疫反應強
科研攻關組疫苗研發專班副組長、中國
工程院院士王軍志此前表示，滅活疫苗的主要
特點是疫苗成分和天然病毒結構是比較相似
的，通常免疫應答較強，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疫苗比較穩定，可在 2 攝氏度－8 攝氏度長期
保存兩到三年，採用兩針免疫。腺病毒載體疫

兩款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
（Vero病毒）

苗，能夠誘導很好的中和抗體產生，能夠增強
細胞免疫，採用的免疫程序是一針免疫。
官方強調，所有附條件上市的疫苗，在
安全性、有效性等方面均有數據支撐，公眾可
放心選用。據了解，在實際的接種工作中，中
國普通居民現階段絕大部分均接種了滅活疫
苗，至於品牌則由各地政府根據採購情況確
定。腺病毒載體疫苗由陳薇院士團隊主導研
製，現階段主要供軍隊系統使用。

中新社
方法。初針誘導記憶細胞，再次注射通過激發
記憶反應，來指數級增強總體免疫反應。
邵一鳴表示，對於有臨時或緊急任務需
要前往疫區、卻沒有足夠時間等待的人群，更
適合注射單針腺病毒載體疫苗。該疫苗單針接
種即完成了全程免疫，避免了因路途遙遠、工
作繁忙或疫苗匱乏打不上第二針造成的免疫脫
落，保障了高疫苗接種率。此外，單針注射總
體成本較低，成本效益比更高。在當前全球疫
苗產能不足的情況下，單針疫苗可接種雙倍人
群，提高了疫苗的可及性。
不過，邵一鳴也提示，單針腺病毒載體
疫苗誘導的免疫反應強度一般弱於兩針疫苗。
這類單針疫苗在預防早期的流行病毒時沒問
題，換成後期突變病毒時，保護效率大多會下
降。所以，選擇疫苗時，要根據需保護人群的
具體情況，結合當地流行病毒的最新監測數
據，進行綜合判斷和科學決策。

術路線劃分，有兩大類：一是滅活疫苗，包括
國藥中生北京、武漢，北京科興中維生產的 3
款滅活疫苗；二是腺病毒載體疫苗，為康希諾
生產的5型腺病毒載體疫苗。
另外，剛在國內獲批緊急使用的重組蛋
白新冠疫苗，從去年 11 月開始在烏茲別克斯
坦等國進行三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其具有良
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腺病毒”打一針 成本效益高

新冠病毒滅活疫苗
“克爾來福”

重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
（Ad5-nCoV）

重組蛋白疫苗
（CHO細胞）

疫苗類型：滅活疫苗

疫苗類型：滅活疫苗

疫苗類型：腺病毒載體疫苗

疫苗類型：重組亞單位疫苗

接種劑次：2劑

接種劑次：2劑

接種劑次：1劑

接種劑次：3劑

研發團隊：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武漢生
物製品研究所與中科院武
漢病毒所在武漢研發；國
藥集團中國生物北京生物
製品研究所與中國疾控中
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在北
京研發

研發團隊：科興中維

研發團隊：軍事科學院陳薇院
士團隊與康希諾合
作研發

研發團隊：中國科學院微生物
研究所和智飛龍科
馬聯合研製

進

度：已獲批在中國附條
件上市

進

產

能：年產能3億劑

儲

運：2-8攝氏度冷鏈

度：去年 11 月開始在烏
茲別克斯坦等國開
展三期臨床試驗。
今年 3 月中旬，在
國內獲批緊急使用

產

能：年產能可達3億劑、
1.5億人份

儲

運：2-8攝氏度冷鏈

進

度：均已獲批在中國附條件上
市，並展開大規模接種

產

能：將達到30億劑以上

儲

運：2-8攝氏度冷鏈

北京研鼓勵措施 加快接種節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
小組近日召開會議，要求北京各轄區
各部門把新冠疫苗接種工作作為當前
疫情防控的“頭號任務”，加快接種
節奏，做到安全有序，做好疫苗供應
保障，並將“研究出台疫苗接種鼓勵
措施”。
已公開統計顯示，到 3 月 14 日，
北京累計接種新冠疫苗 1,000 萬劑，累
計接種 666 萬人，其中 334 萬人完成兩

●青海師範大學有序開展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或者已知風險，公眾可放心選用。

劑接種。北京海淀、朝陽、大興、豐台
等多個轄區累計接種都突破100萬劑。
香港文匯報了解，完成重點人群
疫苗接種後，春節前後北京已開始啟動
大規模接種。在接種通知和組織安排
上，社區和單位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鼓
勵單位進行組織接種，北京豐台區的市
場監督管理部門對疫苗“應接盡接”的
企業發放張貼“疫苗已接種單位”公示
牌。有了政府部門的“背書”，已接種
企業受到消費者更多歡迎。

進

度：已獲批在中國附
條件上市，並展
開大規模接種

產

能： 日 產 逾 100 萬
劑，擴產後年產
能將達20億劑

儲

運：2-8攝氏度冷鏈

智利：科興三期試驗安全性良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智利有關專家團隊17日在
聖地亞哥舉行發布會，介紹了去年11月以來中國科興公司新冠
疫苗在智利進行三期臨床試驗的初步情況，證實科興疫苗具有
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當天，智利天主教大學領導的科興疫苗三期臨床試驗團
隊向智利衞生部、科技部和公共衞生研究院提交了疫苗質
量、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的相關報告。在疫苗安全性方面，專
家稱，基於約 500 名志願者參與的初步研究結果顯示，無一
例嚴重不良反應，最常見的不良反應為接種部位疼痛，通常
較輕微且持續不超過一兩天，頭疼、低熱等不良反應的比例
低於 5%，與安慰劑組比例相當。報告的結論是，科興疫苗

具有良好的安全性，接種者對該疫苗的耐受性好。
專家稱，對於疫苗免疫原性研究顯示，第一劑疫苗接種
14 天後可在部分接種者體內檢測到新冠病毒抗體的增加，第
二劑接種後 2 周，90%的接種者體內抗體明顯增加，抗體具
有中和能力，這意味着能夠預防病毒入侵人體細胞。
專家還指出，科興疫苗在 60 歲以上人群中和 60 歲以下
人群中產生的免疫反應沒有區別。據悉，科興疫苗智利三期
臨床試驗共招募了2,000多名志願者，在智利全國8個中心進
行。除智利天主教大學外，當地還有多所公立、私立醫院和
大學參與了這項試驗。智利公共衞生研究院於今年 1 月 20 日
宣布給予科興新冠疫苗緊急使用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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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世界聚焦於注射新冠疫苗之際, 歐洲
正當世界聚焦於注射新冠疫苗之際,
竟相繼傳來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暫
停接種阿斯利康新冠疫苗(AstraZeneca
停接種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AstraZeneca , 簡稱
AZ 疫苗
疫苗)) 的重大訊息
的重大訊息,, 這是繼丹麥
這是繼丹麥、
、愛爾蘭
愛爾蘭、
、挪
威、荷蘭和冰島等國先後叫停後
荷蘭和冰島等國先後叫停後,, 又一批不再拖
打 AZ 疫苗的國家
疫苗的國家,, 茲事體大
茲事體大,, 值得我們關切！
AZ 疫苗是由英國一流的阿斯利康製藥廠
與頂尖的牛津大學醫學專家殫精竭慮研發出來
的新冠疫苗,, 於去年底在美國輝瑞（Pfizer
的新冠疫苗
Pfizer）
）與莫
德納（Moderna
Moderna）
）之後經過英國藥品監管機構核
准注射的疫苗，
准注射的疫苗
，已被英國人民接種了 1,100 萬
劑, 原本安全無虞，但自從北歐丹麥在使用該疫
苗後卻發現多起接種人有血栓的案例,, 於是丹
苗後卻發現多起接種人有血栓的案例
麥立即宣佈停用,, 而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
麥立即宣佈停用
注射的國家,, 並出現罕見嚴重的副作用。
注射的國家

拜登在上任總統整整 50 天後簽署了 1.9 兆美
元新冠疫情紓困法案,他並選在黃金時段向全美
元新冠疫情紓困法案,
發表了第一次正式演說。
發表了第一次正式演說
。拜登宣示在五月一日前
讓所有美國成年人都能接種疫苗,, 並迅速提振美
讓所有美國成年人都能接種疫苗
國經濟，
國經濟
，安全重啟學校
安全重啟學校,, 並在七月四日美國獨立
日時能讓美國從病毒中脫離出來,, 他更在演說中
日時能讓美國從病毒中脫離出來
義正辭嚴的譴責暴民最近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拜
義正辭嚴的譴責暴民最近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登的言詞正像黑暗中放出的亮光,,給美國帶來了
登的言詞正像黑暗中放出的亮光
新契機,, 更給亞裔帶來了溫暖！
新契機
拜登的確是一位勤政愛民的好總統,,他在上任
拜登的確是一位勤政愛民的好總統
之前曾昭告:“
之前曾昭告
: 美國回來了
美國回來了,, 我們已準備好領導這
個世界!!”那是多麼令人期待的宣告
個世界
那是多麼令人期待的宣告,, 因為在經過
川普四年的亂政後,, 不但遭受新冠疫情重挫
川普四年的亂政後
不但遭受新冠疫情重挫,, 更
在意識形態、宗教、族群、社會和政治上造成了分

非馬雙語詩

深陷性醜聞指控的紐約州長郭莫現在已經
面臨到仕途生死交叉點上, 儘管已有 7 位女子挺
面臨到仕途生死交叉點上,
身而出,, 指證歷歷
身而出
指證歷歷,, 控訴郭莫曾對她們進行過不
當的言行,, 但是州長堅稱他從未對任何人有過非
當的言行
禮舉動,, 並且再三表示絕不辭職
禮舉動
並且再三表示絕不辭職,, 但從整個政治
大環境的氛圍來看,, 郭莫已經撐不了多久了
大環境的氛圍來看
郭莫已經撐不了多久了,, 他
在疫情期間所打造出來的英雄形象終將毀於一
夕, 大好政治前景全都斷送殆盡！
早先郭莫在被揭露瞞報疫情期間紐約州養老
院死亡人數事件時,, 他曾以統計有誤逃避責任
院死亡人數事件時
他曾以統計有誤逃避責任,,
但好大喜功實為說謊虛報的主因,, 這原本也不致
但好大喜功實為說謊虛報的主因
於構成他去職的致命要害，
於構成他去職的致命要害
，當時民主黨高層
當時民主黨高層,, 包
括他的政治盟友拜登總統也對他保持緘默,,似乎
括他的政治盟友拜登總統也對他保持緘默
沒有準備嚴正處置他。

亞洲的韓國在 2 月底接種該疫苗
後還造成兩人不幸死亡的案例,, 所
後還造成兩人不幸死亡的案例
以後來有那麼多國家相繼停用。
以後來有那麼多國家相繼停用
。不
過阿斯利康強調並沒有血栓與該
疫苗有直接關連的證據,, 而正在進
疫苗有直接關連的證據
行調查評估的歐洲藥品管理局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也 持
相同論點,,世界衛生組織
相同論點
世界衛生組織(WHO)
(WHO) 現
也在調查中,, 並建議各國能照常接
也在調查中
種 AZ 疫苗
疫苗，
，以避免因新冠感染造
成不必要的死亡 , 因此 AZ 疫苗到
底可不可以接種已經出現兩種截
然不同的意見。
當然各方有各方的思量,, 最後只
當然各方有各方的思量
能由各國自我裁決定奪。
能由各國自我裁決定奪
。 我個人認
為一切的一切,,就怕萬一
為一切的一切
就怕萬一,,在沒有確切保證安全
之前,, 各國不宜再接種 AZ 疫苗
之前
疫苗,, 我們當然應該
肯定 AZ 疫苗對人類做出的巨大貢獻與恩德
疫苗對人類做出的巨大貢獻與恩德,,
但萬一危及健康,, 犧牲生命
但萬一危及健康
犧牲生命,, 那就萬萬不值得
去接種了,,尤其是當接種 AZ 疫苗造成恐慌心理
去接種了
後, 很有可能影響到人們接種其他疫苗的意
願, 最後必然對推廣接種新冠疫苗帶來阻力。
新冠疫苗是人類的救星,, 也是徹底消滅新
新冠疫苗是人類的救星
冠病毒,,終結人類災難的有效藥劑
冠病毒
終結人類災難的有效藥劑。
。美國對於三
款新冠藥物的管控與推廣做的非常嚴謹與周
全，拜登總統日前才說過
拜登總統日前才說過,, 要讓美國在 7 月 4 日
獨立紀念日時能夠從新冠病毒之中獨立出來,,
獨立紀念日時能夠從新冠病毒之中獨立出來
新冠疫苗實在太重要了,,無論什麼樣的品牌
新冠疫苗實在太重要了
無論什麼樣的品牌,,我
們都必須戰戰兢兢面對它！
裂，他偏執狹隘的美國第一與單邊主
義思維已使美國失去領導世界的優
勢, 更使共和黨分崩離析
更使共和黨分崩離析,,在國會兩院
皆淪為在野黨,,最後也失去政權
皆淪為在野黨
最後也失去政權,, 更慫
恿暴民到國會暴動,, 寫下民主政治齷
恿暴民到國會暴動
齪的一頁,, 所以拜登在上任後
齪的一頁
所以拜登在上任後,, 萬民
期待他能”
期待他能
”牛”轉乾坤
轉乾坤,, 讓美國重回正
軌。
在過去的 50 天內
天內,, 拜登的確沒有
讓美國民眾失望,, 他的團隊穩健紮實
讓美國民眾失望
的處理疫情,, 無論在態度
的處理疫情
無論在態度、
、政策與方
法上都獲得了大家的肯定,, 從他每天
法上都獲得了大家的肯定
都在自己衣服口袋中攜帶一張書寫
著美國疫情死亡人數的小紙條即可
證明他是多麼關切疫情與人民疾苦,,
證明他是多麼關切疫情與人民疾苦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念茲在茲,, 把疫情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念茲在茲
當作施政首要完成的目標。
拜登尊重科學與醫學,, 催生新疫苗的誕生
拜登尊重科學與醫學
催生新疫苗的誕生,, 宣
導並強化疫苗的接種，
導並強化疫苗的接種
，尤其是督促執政黨在國會
立法通過了歷史性的紓困法案,, 那都是在挽救美
立法通過了歷史性的紓困法案
國, 拯救經濟以及把陷入危境的企業與國人拉拔
出來,, 並讓大家儘速回復正常的工作與生活
出來
並讓大家儘速回復正常的工作與生活,, 絕
非如共和黨所指控的具有政黨的權謀！
根據最新的 Politico 民調顯示
民調顯示,, 有超過 79
79%
%的
美國選民支持這一次的紓困法案,, 所以拜登政府
美國選民支持這一次的紓困法案
在落實該法案的條文時具有正當性,, 相信拜登政
在落實該法案的條文時具有正當性
府絕對可以善用充分的資源來治癒這樣一個龐
大又多元化的國家。

但是當州政府兩位前任女職員出面
指控他的非禮言行後,, 郭莫開始受
指控他的非禮言行後
到黨內同志的質疑,, 尤其是他的政
到黨內同志的質疑
治死敵紐約市長白思豪更是痛批其
他行為猥瑣墮落不適格再任州長,,
他行為猥瑣墮落不適格再任州長
而且紐約州議會民主黨籍議員也聯
名呼籲他辭職,, 但都被郭莫悍然拒
名呼籲他辭職
絕, 他堅持要等待紐約州總檢察長
詹姆斯所任命的獨立調查報告,, 或
詹姆斯所任命的獨立調查報告
許這也還說得過去,, 但是當第三位、
許這也還說得過去
第四位、
第四位
、第五位
第五位、
、第六位
第六位,, 甚至已有
第七位女子連續挺身而出指控他
後, 政治情勢已經完全丕變
政治情勢已經完全丕變,, 現在
連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以及同黨
參議員陸天娜都已按耐不住，
參議員陸天娜都已按耐不住
，同聲
向他討閥施壓，
向他討閥施壓
，逼迫他下台以免影響民主黨在紐
約的聲譽,, 而且更嚴重的是
約的聲譽
而且更嚴重的是,, 已有六十多位紐約
州民主黨籍州議會議員加入共和黨行列,,要求他
州民主黨籍州議會議員加入共和黨行列
辭職,,並揚言將對他進行彈劾程序。
辭職
郭莫必須清楚認知的是,, 雖然州檢察總長對他
郭莫必須清楚認知的是
進行的獨立調查需要數月時間才完成，
進行的獨立調查需要數月時間才完成
，那也就意
味着調查結束時,,他也將完成自己的第三個州長
味着調查結束時
任期。
任期
。但是州議會一旦啟動彈劾程序
但是州議會一旦啟動彈劾程序,, 他就必須
先停職,, 不能再行使州長的權力
先停職
不能再行使州長的權力，
，直到他被州議
會無罪釋放為止,, 所以這跟總統遭到國會彈劾的
會無罪釋放為止
情況是截然不同的,,郭莫既已在州議會得不到支
情況是截然不同的
持, 與其遭到彈劾還不如自行辭退
與其遭到彈劾還不如自行辭退,, 他能撐下去
的時日真的不久了!!
的時日真的不久了

山羊

緬甸軍方自從二月初政變奪權，
緬甸軍方自從二月初政變奪權
，強行逮捕包
括翁山蘇姬在內的全國民主聯盟政府領導人
後，無視各國的譴責與制裁
無視各國的譴責與制裁,, 以武力鎮壓國內人
民爭取民主的活動,, 已槍殺了兩百多民眾
民爭取民主的活動
已槍殺了兩百多民眾,, 似乎
沒有收手打算,, 勇敢的緬甸人民近日在第一大
沒有收手打算
城仰光舉行大規模靜坐示威,, 他們點燃燭火表
城仰光舉行大規模靜坐示威
明對民主和平的企求,, 內心的哀傷、悲戚與憤怒
明對民主和平的企求
之情溢於言表,, 只是當權者無動於衷
之情溢於言表
只是當權者無動於衷,, 繼續他們
的暴行。
從緬甸當前的局勢來看,, 軍政府為鞏固非法
從緬甸當前的局勢來看
政權,, 他們是不會向人民屈服的
政權
他們是不會向人民屈服的,, 長久下去
長久下去,, 人
民死傷數目會越來越多,,情況也會越來越糟
民死傷數目會越來越多
情況也會越來越糟,, 軍
政府近來更自導自演,, 對包括華商在內的公司
政府近來更自導自演
企業進行縱火和打砸搶的手法以取得戒嚴鎮壓

的理由，這樣荒誕不經的政府令人唾
棄不恥,, 只是手無寸鐵的緬甸人民根
棄不恥
本無法也無力起來抵抗軍政府暴政！
國際上現在支持緬甸人民的國家
越來越多,, 聯合國與東盟雖軟弱無
越來越多
權, 但已呼籲緬甸軍政府保持最大的
克制,,要求釋放翁山蘇姬
克制
要求釋放翁山蘇姬,,一向支持緬
甸發展的歐盟已暫停對緬甸 2 億歐
元的資金援助。
元的資金援助
。美、英和加拿大也分
別對緬甸將領採取旅行禁令和資產
凍結，
凍結
，韓國也暫停與緬甸的防務交
流，並凍結軍售談判
並凍結軍售談判。
。耐人尋味的是
耐人尋味的是,,
原本與翁山蘇姬以及緬甸軍方都保
持友誼關係的印度在最初表達關切
後, 現卻一直保持沉默
現卻一直保持沉默,, 事實上投機
的印度自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即在與
雙方之間搖擺不定，在緬甸問題上
在緬甸問題上,, 並不能看出
印度代表的民主價值觀是什麼。
鄰近的泰國與緬甸的情況相當類似,, 在 2014
鄰近的泰國與緬甸的情況相當類似
年經歷了一場軍事政變，
年經歷了一場軍事政變
，文人政府盈拉被趕下
台後流亡海外，
台後流亡海外
，已落腳香港經商
已落腳香港經商,,儘管泰國國內
持續不斷的抗議活動仍在繼續，
持續不斷的抗議活動仍在繼續
，但大權在握的
泰國將軍們依然掌握著絕對話語權,, 對於緬甸
泰國將軍們依然掌握著絕對話語權
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是相當正常的。
現在最令人擔心的就是緬甸軍方繼續濫殺無
辜，使生民塗炭
使生民塗炭,, 緬甸長治久安的希望就是軍方
還政於民,, 恢復民選政府領導
還政於民
恢復民選政府領導,, 除此之外別無他
途, 但國際如何聯合一致
但國際如何聯合一致,,支持緬甸民主運動則
是非常難解的問題！

亞特蘭大發生慘絕人寰屠殺案,, 一名瘋狂的白人
亞特蘭大發生慘絕人寰屠殺案
殺手連續到三家不同地點的按摩店開槍, 致使八人
殺手連續到三家不同地點的按摩店開槍,
身亡,, 其中六人為亞裔
身亡
其中六人為亞裔,,這位自稱犯有性癮癖的屠夫
無論以什麼理由脫罪,, 但他針對亞裔的血腥暴行絕
無論以什麼理由脫罪
對罪無可逭！
這次的慘劇是最近一連串在全美各地發生仇恨
亞裔事件中最不幸的一樁,, 亞裔真的不能再容忍
亞裔事件中最不幸的一樁
了, 聯邦與各州市政府如果不徹底檢討改進與防
範, 亞裔未來在美國的性命必然岌岌可危！
毫無疑問的是,,自從去年新冠病毒肆虐美國
毫無疑問的是
自從去年新冠病毒肆虐美國,,被川
普散播不實偏見,,污指為中國病毒
普散播不實偏見
污指為中國病毒,, 並以功夫諧音為
之取名為”
之取名為
”功夫流感
功夫流感”
”(kung flu)後
flu) 後, 導致亞裔不斷成

為仇恨事件的受害者, 根據追蹤反亞裔攻
為仇恨事件的受害者,
擊事件的組織 Stop AAPI Hate 的統計數
字，在過去一年美國發生近 3800 起亞裔
遭惡性仇恨犯罪的事件，而聯邦調查局也
顯示，
顯示
，在川普執政期
在川普執政期，
，仇恨犯罪總體上升
了 20
20%,
%,其中包括身體暴力
其中包括身體暴力、種族歧視言論
以及口水謾罵等,,川普身為一國領導人
以及口水謾罵等
川普身為一國領導人,,不
但不弭平族群紛擾，反而製造無窮盡的混
亂,所以他絕對是仇恨事件的罪魁禍首。
其實反亞裔的種族主義在美國已有很
長歷史，
長歷史
，在 19 世紀中
世紀中，
，當中國移民不斷增
加，加劇白人就業的威脅以及種族純度的
恐懼,, 聯邦政府甚至在 1882 年立法制定
恐懼
了歷史上惡名昭彰的《排華法案
排華法案》
》(Chi
(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華人進入美國
禁止華人進入美國,,
1917 年通過的《移民法
移民法》
》再次禁止亞洲的
移民,,而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更因他們的種族
移民
而被圍捕關押拘留營中。考證美國歷史
考證美國歷史,,幾乎每過十
年都會出現針對亞裔的偏見和仇恨犯罪，
年都會出現針對亞裔的偏見和仇恨犯罪
，只不過在
疫情期間又被川普煽動而讓種族仇恨的暴行更加
嚴重罷了。
拜登總統非常了解亞裔被仇視造成的災難,, 所以
拜登總統非常了解亞裔被仇視造成的災難
不僅選了流有亞裔血統的副總統，
不僅選了流有亞裔血統的副總統
，而且上任後立即
譴責反亞裔及太平洋島人的歧視行為,, 更禁用具有
譴責反亞裔及太平洋島人的歧視行為
挑釁歧視的中國肺炎一 詞, 拜登的用心良苦
拜登的用心良苦，
，近來
他不斷針對亞裔被仇恨傷害表達關切,, 當然可阻止
他不斷針對亞裔被仇恨傷害表達關切
仇恨惡行的氾濫,, 不過亞裔更要自保
仇恨惡行的氾濫
不過亞裔更要自保,, 減少單獨外
出, 不與人結怨爭吵等都可以減少仇恨事件發生的
不與人結怨爭吵等都可以減少仇恨事件發生的!!

睽違已久的 NCAA 全美大學男籃決賽名單終
於出爐，包括 Gonzaga、貝勒大學
於出爐，
貝勒大學、
、伊利諾大學以
及密西根大學在內的 68 強隊伍未來三星期將掀
起一股強大熱潮,, 精彩可期
起一股強大熱潮
精彩可期。
。由於 NCAA 決賽都
在每年三月舉行，眾多老美沉迷其中往往不可自
拔，稱之為“ 三月瘋
三月瘋”
”March Madness”
Madness”
，瘋狂程度
，瘋狂程度
不亞 NBA 球賽
球賽,, 尤其是當六十八支隊伍晉級框
架(bracket) 公佈時更引人注目
公佈時更引人注目，
，不過
不過,,去年因為新
冠疫情而突然取消了賽事,, 所以屈指算來
冠疫情而突然取消了賽事
所以屈指算來,, 從
2019 年後
年後,, 球迷們已足足等了 700 多天才等到再
次為大賽瘋狂的機會呢！
由於 NCAA 第一級籃球賽共有 32 個聯盟
個聯盟,, 多
達 353 支 隊 伍，
伍，每 年 能 晉 入 決 賽 的 機 率 極 低,
低,
NCAA 當局多年前決定把決賽的 32 支隊伍增為
40 隊,到了一九八五年又增為 64 隊,於是
於是”
”最後 64
強 ”(Final 64
64)) 的名稱正式上市
的名稱正式上市,, 後來又增為 65 隊
與 68 隊，其中 32 隊是由 32 個聯盟的冠軍隊 Au
Automatic Bid 自 動 入 圍，
圍，另 外 36 隊 則 是 不 分 區
At-Large Bid 名額
名額,, 由遴選會依據球隊當年綜合
整體的表現選出,, 其中在東
整體的表現選出
其中在東、
、南、西、中西 4 區排
名最低的 2 支隊伍先進行單淘汰賽
支隊伍先進行單淘汰賽,, 俗稱為
俗稱為”
”最
初四強”
初四強
”(First Four)，獲勝的 4 隊晉級 64 強，隨後
四區各自進行單一淘汰制,, 輸一場就結束球季
四區各自進行單一淘汰制
輸一場就結束球季,,

因此老美把每一週勝出的隊伍依次又給了”甜蜜
因此老美把每一週勝出的隊伍依次又給了”
十六強”
十六強
”(Sweet 16
16)) 、
“精英八強”
“精英八強
”(Elite 8),),以及
以及“最
後四強”
後四強
”( Final 4) 的名稱
的名稱，
，由於賽況撲朔迷離
由於賽況撲朔迷離，
，每
年必然出現弱隊幸運打敗強隊(( upset ) 和逆轉勝
年必然出現弱隊幸運打敗強隊
的精彩畫面,, 所以黑馬
的精彩畫面
所以黑馬(Dark
(Dark Horse)和灰姑娘隊
Horse) 和灰姑娘隊
伍(Cinderella) 年年季季都出現在球場上
年年季季都出現在球場上,, 雖然他
們 最 後 都 輸 了 球,
球, 也 會 因 為 ”童 話 般 的 奔 馳 ”
(Fairy-tale Run）
Run）與”驚喜的包裹
驚喜的包裹”
”( Surprise PackPackage) 而讓人津津樂道！
NCAA 球賽主要收入並不全靠門票錢
球賽主要收入並不全靠門票錢，
，而是
電視轉播權利金，
電視轉播權利金
，每年達數百億元
每年達數百億元，
，全由 NCAA
與各參與學校利益均霑,,所以 NCAA 在學術包裝
與各參與學校利益均霑
下其實已十足商業化,, 大家樂此不疲也！
下其實已十足商業化
今年 Final 68 最大的亮點是由中西部各校組成
的”十大聯盟
十大聯盟”
”( Big Ten) 竟有 9 支球隊晉級
支球隊晉級,, 其中
伊大與密西根大學分列中西區與東區第 1 種子
隊，俄亥俄州大與愛荷華州大則分列南區與西區
第 2 種子隊
種子隊，
，如此高的種子優勢前所未見
如此高的種子優勢前所未見,, 以往
只有 ACC 聯盟創七支隊伍入決賽的記錄而已
聯盟創七支隊伍入決賽的記錄而已,,
十大聯盟有八次曾出現多支球隊打入最後四強,,
十大聯盟有八次曾出現多支球隊打入最後四強
今年希望非常濃厚,, 尤其是伊大
今年希望非常濃厚
尤其是伊大,,雖在 1 月連遭主
場失利，
場失利
，但在過去 15 場勝出 14 場, 全隊士氣如
虹, 昨天最後一戰在延長賽打敗俄亥俄州大一役
更是經典之作 , 今年問鼎全國冠軍希望非常大
今年問鼎全國冠軍希望非常大,,
不過十大聯盟在過去廿年內，除了密西根州大曾
在 2000 年奪冠外
年奪冠外,, 其他晉入冠軍賽的七支隊伍
其他晉入冠軍賽的七支隊伍,,
包括 2015 年的伊大在內
年的伊大在內,, 全部以失敗告終
全部以失敗告終,, 這個
是值得伊大格外警惕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羅耀拉大學 2018 年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在一位 98 歲老修女祈禱下
歲老修女祈禱下,, 以第十一種子劣勢
打入最後四強，
打入最後四強
，創造奇蹟
創造奇蹟，
，今年該隊再次以第 8
種子打入決賽，
種子打入決賽
，老修女已年過 101 歲,但依然耳聰
目明,,這位和藹可親的老奶奶已表明將再出來為
目明
羅耀拉大學加油,,所以今年的看點必然會很多很
羅耀拉大學加油
多的!!
多的

GOAT

挺立山巔危崖上

帶到他的面前

嚴峻的

教我伸出泌汗的手

老祖父

去捻他頦下那幾根鬍鬚

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裡

跨那黑越越的

他們把從小患有懼高症的我
從夢中喚醒

李著華觀點

代溝

standing erect on a cliff
was my stern
grandfather
in a dark night
they woke me up from my dream
and took the acrophobic me to him

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
asking me to touch his whiskers
with my sweaty palm
and to jump over the black
generation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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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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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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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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 2 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