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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警察局說，警方在紐約市已
逮捕了一名涉嫌襲擊亞裔老年婦女的
男子，名叫布蘭登·艾利奧特（Bran-
don Elliot），他犯有重傷害與仇恨罪
。就公布的照片，艾利奧特似乎是個
非裔人士。

美聯社報導，艾利奧特是在星期
一行兇，他對一名65歲亞洲婦女拳打
腳踢，整個過程被路口監視器，與商
唐監視器紀錄下來，之後循線索找到
艾利奧特，他住在一家廉價收容旅館
，該旅館距離襲擊現場僅幾個街區。

警方說，面臨以仇恨罪、重傷害
等罪名，現在還不知道他是否有律師
可以代他發言。

在犯此案之前，艾利奧特在2002
年，以利刃刺傷其自己母親而被判處
終身監禁，他於2019年被釋放出獄

，目前正在假釋中。
該事件發生在曼哈頓中城的一條

街道上，根據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
心的數據，到今年初，在全美16個主
要城市中，此類犯罪數量比2019年
增加了149％。

令人心寒的是，紐約人相當冷漠
。監視影片中發現，大樓內兩名似乎
是安全警衛的人，他們目睹了這次襲
擊事件，卻沒有上前阻止，當老婦女
倒在地上時，還看見其中1人關上大
樓的門。同時路上的車輛依然兀自通
行，沒有停下來幫忙。

大樓的管理公司表示，2名管理
員已被停職調查。

紐約市市長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說 「星期一的事件令人感
到噁心、令人髮指。除了施暴者罪無

可逭以外，路人的冷漠不干預，同樣
令人不能接受。」

白思豪說： 「我不在乎你是誰，
我不在乎你當時忙什麼，身為紐約客
就必須幫助紐約客。你可以做任何事
來幫忙，包括製造吵鬧聲令施暴者忌
憚。立即尋求幫助，比如撥打911。
這是我們之所有人的特質。我們不能
只顧自己，看著令人髮指的行為在眼
前發生。」

台灣移民後代，民主黨市長候選
人楊安澤（Andrew Yang）說， 「受
害人很可能是我的母親。」 他也批評
旁觀者，說他們的無所作為 「是我們
紐約市最該檢討的」 。

警方說，截至週日，今年紐約市
有33起仇恨犯罪行為，去年同期有
11起此類攻擊，也就是擴大了2倍。

紐約襲擊亞裔老婦事件 警方逮捕施暴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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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police are
investigating a hate crime
assault against a
65-year-old Asian
woman who was punched
and kicked in midtown
Manhattan.

The video showed
onlookers not reacting to
the attacker. New York
City Mayor Bill de Blasio
called the brazen attack
against the woman
disgusting and outrageous
and called on everyone
with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cident to reach out
to the police.

The individual proceeded
to kick the victim multiple
times in the head before
fleeing the location.

We are urging New York to try
their best to catch the guy in
order to bring justice.

Mr. Zhao Shaokang, a famous
Taiwan politician and media
person, wrote a letter to
President Biden to express his
great concern about the hate
crimes in America. He said many
of his friends already are thinking
about moving back to Asia. They
do not feel safe and they are
scared to join public meetings
now.

It is very sad in this pandemic
time that a lot of people are
facing this difficulty. The crime
rate is rising all over the nation.
All of us as private citizens need
to be united and help each other.

0303//3131//20212021

Disgusting Hate Crime In New YorkDisgusting Hate Crime In New York

紐約市曼哈頓四十三街週
一下午一名暴徒攻擊了一名六
十五歲的亞裔婦女，他不但拳
打腳踢把她打倒在地上，並且
不斷叫囂反亞裔之粗暴語言，
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就在旁
邊目睹慘狀的商店店員，不但
袖手旁觀，還關上了大門，我
們看到這個録像帶引起了公憤
，就連紐約市長這些見死不救
的市民，感到憤怒，在此同時
，一名在紐約地下鐵的亞裔乘
客也被另外暴徒打成重傷，截
至今年三月底，紐約市已經發
生了三十三宗報案的仇恨反亚
裔案件。

纽约市政府已下令全力追

捕兇手，拜登總統再次撥款補
助全國警方，加強防範反亞裔
行動。

月前表示要在二〇二四年
參選中華民國總統的台灣中廣
公司董事長趙少康表示，他將
致函給拜登總統，就美國歧視
亞裔問題表示嚴重關切。趙少
康說，最近在美國的台裔、華
裔亞裔都受到很大的霸凌，他
很多朋友在美國讀書，缴税做
一輩子，現在都已徬徨要不要
回台灣，很多公開場合都不敢
去。

今天中美兩國關係之變化
，对於在美華人之處境關係重
大，非常遺憾，亞華裔在美國

之困境，可能會更加艱難。
我們再度呼籲，在美的亞

裔社區必須加強團結 ，互助來
自救了。

見死不救見死不救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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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於亞裔遭受仇恨暴行的日益嚴重,拜
登總統再次出手,除了重啟已在前朝遭到廢棄
的”亞裔與太平洋島民白宮倡議”,任命一名
高官專責與聯邦機構協調以執行打擊反亞裔
仇恨暴力外, 並撥款4950萬元協助亞太裔受
害人, 同時也將在公共衛生服務部（HHS）成
立疫情行委會以終結針對亞裔的仇恨心理, 拜
登更特別責成司法部組建執法與預防計劃，
以杜絕對亞太裔的仇恨犯罪。

拜登此次出手,顯然與伊州聯邦參議員達
克沃斯不久前對白宮的抗爭抵制密不可分, 達
克沃斯在亞特蘭大事件後,除強力要求司法部
長和聯邦調查局局長徹底對亞裔仇恨犯罪調
查起訴外,更向白宮發出最後通牒,在亞太裔未
獲更多任命前，她將拒絕投票確認白宮提出
的候選人, 這不啻是給拜登當頭棒喝，不得不
以具體行動來表達對亞裔的關切！

現在亞裔遭仇恨暴行的事態已非常嚴重,
全美每天都傳來不幸消息, 而且施暴者除了白
人至上主義者外, 就連本身都被歧視的黑人也
成為殘害亞裔的元兇, 最新兩起暴行就是昨天

發生在紐約曼哈頓的一名65歲亞裔女子在光
天化日下遭到一位粗魯壯碩的黑人辱罵髒話,
在推倒女子後又連踢三重腳才揚長而去。

可悲的是, 站在公寓前廊的兩名保全人員
親眼目睹整個慘劇過程，竟龜縮一旁, 還關上
玻璃門，沒有同情心與正義感的醜陋人性流
露無遺。此外，另一位華裔則是在紐約地鐵
上遭到黑人鎖喉暴打, 昏倒在車廂內, 竟無人
挺身而出, 當這兩段暴行的視頻在網路上瘋傳
播出後, 震驚各界,令人髮指, 相信這種針對亞
裔的暴行不太可能會在短期內終止的, 亞裔也
只能自求多福了！

事實上拜登這次一系列為亞太裔所推陳
的抗拒仇恨暴行措施立意很不錯, 尤其是在文
宣方面透過各種語文刊登反亞裔仇恨犯罪廣
告, 並設立線上圖書架(virtual bookshelf)網站
和國家科學基金會研究中心以進行犯罪數據
統計研究，並清除仇恨犯罪訊息的語言障礙
，強化執法人員培訓等, 意義非比尋常, 亞裔
應該感謝拜登的德政！

李著華觀點︰再出手--拜登為亞裔抗拒仇恨暴行

雖然中國大陸與印度在經過多次談判後
，已逐漸撤離中印實際控制線（LoC）上的
部隊，但《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31日指出，雙方用於支援邊境的空
軍單位完全未有鬆懈，仍隨時準備因應前線
可能發生的戰鬥。

根據報導，中印空軍單位於邊境附近的
部署，仍然與2020年當地緊張情勢達到最高
峰時相同。印度空軍的防空單位、無人機、
運輸機、直升機仍持續於拉達克地區（La-
dakh）駐防；距離東拉達克350公里以內、
備有戰機的各空軍基地，也隨時處於待命狀
態，其中包含MiG-29、Su-30，以及最近
才自法國返回印度的 「飆風」 （Rafale）戰
機。

中國大陸也不惶多讓，除了在拉達克－
西藏戰區部署戰機，該區域也仍有大量雷達

和飛彈單位駐防。印度空軍退役中將、現任
印度空中武力研究中心（Centre for Air
Power Studies）主任邱普拉（Anil Chopra）
表示，除非雙方能夠達成某種政治解決方案
，否則這種情況將很難改變。

至今為止，中印雙方已進行10次軍事指
揮官會議，最後一次於2月20日舉行，雙方
達成共識，自班公湖（Pangong Lake）南北
岸撤軍。但原預計3月舉行、聚焦德普桑平
原（Depsang Plains）、溫泉（Hot Springs
）、高格拉（Gogra）等地撤軍問題的第11
次談判，卻還沒有下落。

《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
先前指出，中印方都正加強主力部隊的快速
部署能力，就算談判後自邊境撤軍，也能在
未來衝突發生時迅速趕赴邊境，顯示當地實
際情勢並未有所軟化。

邊境逐步撤兵 中印空軍繼續針鋒相對

日本《產經新聞》30日報導，由於缺乏可用的專業人才，
日本防衛省已敲定，屬於該省高階官僚的宇宙海洋政策室長（一
般為上校階），將由日本 「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JAXA）
的人員擔任。顯示日本防衛省近年雖有意加強太空、電子、網路
等新領域的作戰能力，但人才儲備仍然不足。

根據報導，新任宇宙海洋政策室長為來自JAXA的47歲男性
，將負責太空和離島防禦相關的政策檢討、企劃、立案，與其他
相關部會協調，以及向防衛省高官和國會報告等，任期為2年，
4月1日上任。除宇宙海洋政策室長外，負責網路相關事務的人
工智慧（AI）、網路安全推進室長，防衛省先前也對外公開招募
，但最後並未找到適任者。

宇宙海洋政策室和人工智慧、網路安全推進室，皆是防衛省

近年才成立的新單位；前者隸屬於
防衛政策局戰略企劃課，後者則隸
屬於整備計畫局情報通信課。由於
工作內容屬於新興軍事領域，防衛
省內部尚未建立相關人才培育機制
，因此就連屬於高階官僚、通常由
一佐（上校）擔任的本部室長，都
決定對外招募。

《產經新聞》指出，學習新領
域知識需要時間，在軍事事務持續
專業化下，防衛省從前主力培養 「通才」 的政策，已逐漸跟不上
時代。雖然這次宇宙海洋政策室成功找到人選，但人工智慧、網

路安全推進室由於能獲知自衛隊網路系統的弱點，保防要求極高
，最後並未找到適任者。顯示新領域人才的培育機制，對長期煩
惱人力問題的自衛隊來說，將是新的重大難題。

無人可用 日本找一般人接手國防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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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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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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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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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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埃特納火山16次噴發
火山灰嚴重威脅農作物

綜合報導 意大利埃特納火山再次開始噴發。這是從自2月16日以

來，埃特納火山出現的第16次噴發。

意大利國家地球物理與火山研究所表示，東南火山口活動進一步增

加，所產生的噴發雲向南和西南方向分散，火山震顫的平均振幅處於高

值，並且呈上升趨勢。

據報道，卡塔尼亞火山學家薩勒諾表示，自2月16日以來，埃特納

火山約每48小時就有一次噴發。在經過至少72小時的強降雨後，火山

周圍城市的街道、廣場和建築物上散落了火山灰，處理變得更加復雜。

薩勒諾指出，雖然埃特納火山一個多月來的爆發，並沒有給民眾帶

來危險，但火山灰嚴重妨礙民眾的日常生活，並阻礙了當地的農作物生

長。熱塑性材料的頻繁外溢對農村來說，是一場真正的災難。

報道指出，火山灰沈積在作物上，直接損害水果和蔬菜，破壞植物

和苗圃，也威脅著橄欖樹和蔬菜種植業。除了造成無法彌補的經濟損失

外，火山周邊地區農田將面臨著巨大挑戰，農民們不得不對河流、水井

和鄉村道路，進行非同尋常的清理。

當地水果生產商帕薩尼西表示， 面臨持續噴發的火山變化，政府

必須啟動一項新的幹預政策和體系，以保護農作物的生長，並制定出一

些臨時性的標準，來遏制火山灰對農作物造成的傷害。

據報道，埃特納火山東南火山口出現於1917年，在過去的22年中，

它在1999年至2000年間陣發性噴發而迅速壯大，隨後在2007年和2011

年至2014年間持續噴發，迅速發展成為埃特納火山的最高峰。從2021年

2月16日起，埃特納火山變得更加活躍，火山噴發活動開始頻繁。

墨西哥封鎖邊境攔截移民
危地馬拉居民生計受影響
綜合報導 墨西哥國防部北部和南部邊界近日部署了8715名軍事人

員，以增大無證移民攔截力度。然而，嚴格的邊境封鎖，給危地馬拉邊

境地區居民的生計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近日，墨西哥陸續增派了軍隊和國民警衛隊，前往蘇切特河岸的移

民官員駐紮點增援，以阻止無證移民。然而，部分居住在邊境附近的危

地馬拉居民反映，受影響最嚴重的不是無證移民，而是靠前往墨西哥購

買商品並回到危地馬拉兜售為生的當地居民。由於水路被封鎖，他們現

在只能沿著山脈，穿過森林，通過一條非常規路線進入墨西哥。

近日被攔截的危地馬拉人阿瑪利亞· 貝斯克斯抱怨：“他們不讓我

們入境，因為他們覺得我們是無證移民，而實際上我們只是來取貨的。”

每個月，阿瑪利亞都會背著一名嬰兒，與她的7個家庭成員一起從克薩

爾特南戈出發，乘船到100公裏以外的墨西哥購買糖果和塑料制品，並

運回危地馬拉轉售。

阿瑪利亞申訴稱，買賣商品並沒有錯，新冠疫情給他們的經濟帶來

了很大困難，這是他們的全部經濟來源。

經過交涉，墨西哥移民官員同意在出示證件的情況下，放行阿瑪利

亞的姐姐和另一名家庭成員入境。同一天被攔截的還有一名男子，該男

子請求移民官員放行，並解釋他進入墨西哥只是為了尋找一種藥品，然

而最後該男子被遣返。

一位墨西哥糖果店老板表示，“他們不讓那些來購物的人通行，但

人販子卻依然很活躍。”這位老板補充稱，人販子將被販賣的人口偽裝

成旅行團，以便進入墨西哥和美國。

蘇伊士運河被堵第7天：
美軍艦受影響 敘實施燃料配給

一艘長約400米、懸掛巴拿馬國旗

的重型集裝箱貨輪當地時間 23日起堵

在蘇伊士運河航道，今天已是第7天。

目前，貨船脫困工作取得了一點進展

，正持續進行救援，但運河被堵多日

，已造成附近 300 多艘船排隊等待，

也給全球供應鏈等帶來影響，敘利亞

因石油供應受阻開始實施燃料配給，

美軍方稱其軍艦活動也受到影響。

巨輪擱淺第7天仍未脫困！

附近300多艘船“被堵”
盡管埃及蘇伊士運河當局正在加緊

擱淺巨型貨輪的救援工作，但是貨輪脫

淺仍未完全脫困。最新消息顯示，兩位

蘇伊士運河管理局消息人士稱，在從貨

輪周邊挖除沙土、拖船執行推拉作業後

，救援工作27日獲得小幅進展，船尾稍

微挪動了一些距離，將於下次漲潮時再

次嘗試。

這艘貨輪上共有18300個集裝箱，埃

及總統塞西雖已下令做好卸下部分集裝

箱的準備，但運河管理局消息人士說，

不會立即展開卸貨減重行動。

專家已警告卸貨程序可能既復雜又

費時。蘇伊士運河管理局主席拉比說他

希望不必進行減重，這是三套救援方案

中的最後選項，但如果被迫采用這項策

略，埃及會接受國際方面的援助提議。

拉比還說，事故發生的原因還不清

楚。“有很多因素或原因，疾風和沙塵

暴可能是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可能還有技術錯誤或人為錯誤，”

他說。“會有進一步的調查。”

據路透社報道，拉比告訴阿拉伯電

視臺，由於擱淺阻斷航運，蘇伊士運河

每天損失1300萬至1400萬美元的營收。

目前該運河附近已經有超過300艘

船無法正常通行，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重

要貨物和敏感產品被積壓。

對民用軍用船只影響增大

美國稱軍艦活動受影響
美國五角大樓官員28日表示，蘇伊

士運河一艘集裝箱貨船擱淺造成的持續

交通中斷，將影響美國軍艦的活動，但

強調美國國防部有其他支持該地區行動

的手段。

美國防部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說，

隨著埃及官員努力從狹窄的河道營救這

艘擱淺貨船，擁堵所造成的問題只會越

來越多。

“我們不會談論具體的運營影響

。蘇伊士運河是必不可少的海上交通

樞紐，通道停運的時間越長，對民用

和軍用船只的影響就越大。不過，我

們還有其他能力來減輕影響並擴大對

美國中央司令部負責區域的行動的支

持，”海軍公共事務官員麗貝卡· 裏

巴裏希表示。

一些專家警告說，蘇伊士運河兩岸

越來越多的船只積壓將帶來新的挑戰，

包括一些企業無法負擔額外的海上航行

時間以及海盜帶來的風險。

敘利亞石油供應受阻
開始實行燃料配給
據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報道，敘利

亞當局表示，埃及蘇伊士運河的航道

因貨船擱淺而受阻，導致運往敘利亞

的燃料被耽擱，當局正在實行燃料

“配給”。

敘利亞石油部表示，這次航運中斷

“沖擊敘利亞的石油進口，拖慢燃料和

石油產品運抵的速度”。

石油部的聲明表示，為確保烘焙坊

和醫院等必需服務不中斷，石油部正在

“就可用的石油產品實行配給”，等待

問題解決。

敘利亞自2011年起陷入內戰，現正

面臨嚴重經濟危機，在燃料短缺的情況

下，當局3月中已宣布調高汽油價格。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物多樣性論壇：
人類需與生物世界和諧相處

綜合報導 在“人與生物圈”計劃啟

動50周年之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4日

舉辦一場生物多樣性論壇。教科文組織當

天為論壇的召開專門發表的評論文章指出

，人類需與生物世界和諧相處。

當天的論壇分為3個環節，共同聚焦

地球面臨的三大關鍵問題，即生物多樣性

、氣候及海洋健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

幹事阿祖萊表示，“我們在呼籲一場革命

：徹底改變我們與自然及生物之間的關系

。這關乎我們所有人的生存，因為人類健

康依賴於環境健康，以及與我們共同生活

在地球上的物種的健康。”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

締約方大會將於今年10月在昆明召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目標是，到2030年

讓全球所有公民都具有保護地球生物的責

任感，並積極參與相關保護行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評論文章指出，

諸如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海洋健

康狀況惡化以及自然資源枯竭等層出不窮

的危機已清楚地表明，人類不能再維持原

來的模式。全球物種滅絕速度已經比過去

一千萬年的平均速度高出至少幾十至幾百

倍，並且還在加快。在目前的約800萬動

植物物種中，約有100萬瀕臨滅絕。這種

狀況顯然不可持續。

文章說，人類需要全面修整與大自然

和生物世界的關系。這不是一個備選項，

而是我們生存的必要條件。人類的福祉不

僅依賴於環境的健康，也與我們共享這顆

星球的其他物種的福祉息息相關。

文章認為，我們須以必要的雄心將適

當的資源投入到保護和恢復生態系統中去

，包括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控制下的生態

系統。其次，我們還需要深刻改變生產和

消費方式。我們不能繼續以破壞自然為代

價來創造國內生產總值。最後，我們必須

充分溝通並提高認識。若想保護和尊重生

物世界，調動教育的變革力量，包括提升

海洋知識素養，至關重要。

文章還指出，除了保護地球表面之外

，我們還希望促使全球所有人口與生物世

界協調相處。鑒於生物多樣性在經濟、健

康及人類福祉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環境問

題將成為我們決策和行動的核心。

據介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生物多

樣性相關知識和技能的守護者，其保護區

網絡覆蓋了地球表面積的近6%。在50余

年時間裏，教科文組織在這些保護區域開

發應對環境挑戰的具體解決方案。

教科文組織希望借助在129個國家設

立的714個生物保護圈和自身75年的專業

能力，充分分享有關技能，就各類解決方

案展開對話，力求與所有受邀夥伴一同應

對挑戰，並支持青年運動，建設一個更加

安全、公平、可持續的世界。

綜合報導 隨著溫暖天

氣的持續，韓國首爾的櫻

花已經開始開放，而今年

是自1922年有觀測以來，首

爾櫻花開花最早的一次。

韓國氣象廳表示，2021

年首爾的櫻花從 3月 24日

開始開花，比 2020年(3月

27日)早 3天，較往年平均

日期(4月10日)更是提前了

17天。

不過，首爾最具象征

性的櫻花群落——汝矣島

輪中路的觀測樹，目前還

沒有開花。

韓國氣象廳從 2000年

開始將汝矣島輪中路指定

為櫻花群落，以國會6門前

的3棵櫻花樹為標準進行觀

測。2020年這裏的櫻花樹

比首爾氣象觀測所觀測到

的櫻花開放時間晚3天。

近百年來最早一次！
溫暖春日下首爾櫻花開了溫暖春日下首爾櫻花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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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前總統川普被社群媒體封殺後，終於
有新發聲舞台，近日個人官方網站開張，885
字細數任內各項重大政績，唯獨漏提2度被國
會彈劾、被推特噤聲等4大重要時刻。

綜合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美
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30日報導，美國
前總統川普與前第一夫人梅蘭妮亞（Melania
Trump）的新官方網站 「45office.com」 終於
開張，網站上一共用了885字細數川普4年任
期各項政績，描述川普 「開啟了歷史上最傑出
的政治運動」 ， 「推翻王朝政治、擊敗華府權
勢集團、成為第一個當選美國總統的真正局外
人。」

不過全篇介紹也至少漏提了4大重要時刻
。例如川普最自豪的經濟政績，聲明指出 「川
普開創了前所未見的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工
資飆漲、收入增長時期」 ，不過卻隻字未提因
為新冠疫情，美國去年也面臨史上最嚴重的金
融危機之一。

官網聲稱新冠疫情進入美國後， 「川普總
統及早、果斷因應」 ，不過卻未提2020年3月
疫情爆發之初，川普曾5度公開表示病毒會自
行 「消失」 ，至今美國仍是全世界疫情最嚴峻
的國家，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全球疫情統計，截至31
日中午12時，全美已有逾3,039萬人染疫、55
萬人喪命。

文章也隻字未提川普成為美國史上首位2
度面臨國會彈劾審判的總統，也未提及他是首
位遭推特、臉書等社群媒體封殺的主要國家元
首。

官網指出川普將持續推動任內提倡的 「美
國優先」 運動，歡迎粉絲申請和川普夫婦會面
或是邀請川普夫婦出席活動，不過強調由於申
請者眾，回覆時間可能長達6周，粉絲也必須
在申請書中說明是否有媒體到場，或是否有知
名嘉賓受邀。

川普回來了 新官網開張 885字狂吹政績漏4重大時刻

「水門案」 的關鍵策劃者，也就是對水門
大樓民主黨競選總部放竊聽器的脫口秀節目主
持人戈登·利迪（G. Gordon Liddy），星期二
在女兒的家中過世，享耆壽90歲。他在生前時
曾表示，並不後悔造成水門事件，並說 「要是
一切重來，為了我的總統，還是會那樣做的。
」

美聯社報導，他的兒子托馬斯·利迪
（Thomas Liddy）表示自己的父親壽終正寢，
但沒有透露原因，只說與COVID-19無關。

利迪是前聯邦調查局幹員和退伍軍人，在
50年前，擔任尼克森總統的安保人員與選戰幕
僚團之一，他的建議都相當激進，包括暗殺政
治對手、綁架抗議領袖，貫徹 「誰不服就抓誰
」 的做法，所幸，他在白宮的同事們，大多數
時候都選擇忽略利迪的建議。

但是他終於還是下手了，1972年6月，利
迪組織了一批幹員，潛入水門大樓的民主黨總
部，試圖竊取民主黨的資料，以及在辦公室裡
安裝竊聽設備，結果被大樓警衛發現，這也就
是震驚美國歷史的 「水門事件」 ，最終導致和
尼克森於1974年辭職。

利迪是竊聽主謀者，入室盜竊、非法竊聽
等罪名都成立，入獄服刑4年零4個月，其中
超過100天是單獨監禁。

利迪之所以如此做，主要動機是要打擊國
防分析師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
），他把美軍在越戰期間的黑材料透露給媒體
，破壞了尼克森政府的形象，因此利迪認為，
自己這樣做是 「為總統除害」 。

他在多年後，提到水門事件時仍說： 「我
會為我的總統再做一次。」

正因為他的立場鮮明與堅定，利迪在出獄
後成為相當受歡迎的名嘴，有自己的電台節目
，當然主要的受眾對象是最激進的共和黨支持
者。他還曾擔任安全顧問、作家和演員。他的
外表確實很有特色-濃密的粗眉、鬍鬚和光頭
，使他成為電視銷售代言人，也經常受邀上其
他人的節目。

利迪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
「60分鐘」 採訪時聲稱，尼克森的問題是 「不
夠狠」 ，應該銷毀他與高級助手談話的錄音帶
。

水門竊聽策劃者90歲過世 「會為總統再幹一次」
造成美國社會對立的 「喬治佛洛伊德事件」

(Killing of George Floyd)最近正式開庭審理，主
要議題就是警員德瑞克·蕭文(Derek Chauvin)應
負多少責任。當時在現場的急救員吉娜薇芙·韓
森（Genevieve Hansen）在法庭中訴說事件過
程，她相當懊惱當天無法應用所學的急救訓練來
幫助喬治·佛洛伊德，陳述時數度落淚。

美聯社報導，韓森是去年5月25日佛洛伊德
事件的在場人之一，她當時曾勸告德瑞克·蕭文
（Derek Chauvin）不要再壓制佛洛伊德了。她
在星期二的庭審哭了起來，因為她對於未來阻止
悲劇發生感到懊悔與沮喪。

韓森說： 「有一個人在我面前被殺。我本來
可以盡我的所學所能提供醫療救護，但當時那個
人被剝奪了及時施救的權利。」

包括韓森在內的幾位目擊者，描述蕭文不理
會旁人的勸告，包括1位18歲的少女戴娜拉·法
拉澤爾（Darnella Frazier）拿著手機拍攝整個過
程，蕭文仍不理會。

法拉澤爾的影片公布後，引發了全美國抗議

，人們對於蕭文警察無情又冷漠的目光感到寒心
。法拉澤爾說： 「他不在乎我們的意見。」

現年45歲的蕭文在事件後被關入看守所，
控以謀殺和過失殺人罪，而他壓制佛洛伊德的原
因，是佛洛伊德被指控試圖用20元假鈔購買東
西。

在影片中，佛洛伊德在去世最後的話是 「我
無法呼吸」 ，引發全美國的憤怒，之後演變成
「黑人的命也是命」 的陳請事件，結果又引發
「白人至上」 主義者的對抗。

蕭文的辯護代表辯稱，蕭文的行動都來自他
的警察訓練，佛洛伊德之死是由於此人吸毒、心
臟病、高血壓等健康毛病所導致。

但是，檢方在星期二傳喚的證人證詞，又帶
著所有人感受到佛洛伊德生命逝亡前的情況，當
佛洛伊德喘著粗氣，懇求警察給自己一口氣，得
不到同意變得愈發衰弱而身亡，光以他的健康問
題來辯解顯然是蒼白無力的。加上證人們的證詞
，顯示蕭文有很多機會去思考與改變主意，但他
沒有。

佛洛伊德事件開審 急救員泣訴未阻止悲劇發生

宏都拉斯總統葉南德茲
（Juan Orlando Hernandez）
胞弟因走私上百噸古柯鹼至美
國，今天在美國紐約遭法官判
處終身監禁。這起案件也涉及
葉南德茲本人。

總統葉南德茲的胞弟胡安
．安東尼．葉南德茲（Juan
Antonio Hernandez）， 小名
「東尼 」 （Tony），2014 至

2018年間擔任宏國國會議員，
2018年 11月在美國佛州邁阿
密機場被捕，數天後正式被起
訴，2019年 10 月被裁定4項
罪名有罪，包括共謀走私古柯
鹼到美國、持有機關槍和做出

不實陳述等。
法新社報導，紐約法官卡

斯特（P. Kevin Castel）今天表
示，鑒於東尼走私超過185噸
的古柯鹼到美國，判他終身監
禁 「完全罪有應得」 。

然而，總統葉南德茲形容
這場審判是 「醜聞」 ，所判刑
期 「讓人吃驚」 ，還說部分證
人是定罪殺人犯， 「證詞竟還
獲得採信、重視，實在令人難
以置信」 。

美國檢方求處終身監禁，
強調東尼 「毫無悔意」 ，而且
是 「全球最大、最暴力古柯鹼
販毒陰謀活動之一的核心人物

」 。
宏都拉斯總統府發表聲明

說，家人堅信東尼 「無罪」 ，
還說他會提出上訴。

審判期間，美國檢方表示
，葉南德茲 「共謀」 走私古柯
鹼到美國，但美國司法體系目
前尚未正式起訴葉南德茲。

檢方表示，葉南德茲曾收
受目前在美國服刑的墨西哥頭
號毒梟 「矮子」 古茲曼（Joa-
quin \'El Chapo\' Guzman）等
販毒分子數百萬美元賄款，包
庇走私行徑。葉南德茲否認所
有販毒相關指控。

美國邊境官員今天表示，今年預期會有超
過100萬移民抵達美墨邊界，總統拜登面臨西
南邊界的人道挑戰將更形升高。

倘若移民人數來到100萬，就和2019年川
普總統任內入境人數節節高升的情況類似。當
時有將近97萬8000 移民遭到扣留。

美國邊境巡邏隊（Border Patrol）副局長
歐提茲（Raul Ortiz）告訴記者，邊境巡邏隊2
月間逮捕約10萬移民，是2019年中以來最高
單月紀錄。更多移民通常會在4至6月期間穿

越邊境。
歐提茲表示： 「我們開始看到有些日子人

數較多，超過6000人被捕，所以我完全預期我
們的邊境巡邏幹員今年會遇到超過100萬人。
」

拜登政府允許多名記者採訪邊境官員，並
參觀德州唐納（Donna）擁擠的移民設施。

根據採訪團報導，唐納的設施目前收容
4100名移民，其中多數是沒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

走私古柯鹼至美宏都拉斯總統胞弟遭處終身監禁

美官員：今年將有超過百萬移民抵達美墨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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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債十月“入富”吸金料逾8500億
分步36個月內完成納入指數 權重將達5.25%

全球三大債券指數供應商之一的

富時羅素29日宣布，自今年10月29日

起將中國國債納入旗艦債券指數——富

時世界國債指數（WGBI），納入過程則

將分步驟於36個月內完成，屆時中國國

債佔該指數的權重將達5.25%。據機構

測算，鑒於全球大約有2.5萬億美元資金

跟蹤投資了WGBI，中國債市將有望迎來

超1,300億美元(約8,533億元人民幣)的

被動資金流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中國債券已先後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
數、摩根大通全球新興市場政府債券指數，

再加上剛確認的富時世界國債指數，至此中國債
券已“集齊”三大主流債券指數。富時羅素首席
執行官瓦卡斯．薩馬德在公告中表示，富時羅素
的最新決定，反映了機構對中國市場改革巨大成
就的肯定。

國債“集齊”三大主流指數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認

為，近期美債收益率巨幅波動的背景下，中國國
債的優勢更加凸顯。央廣網援引董登新稱，中國
債券市場已成為全球第二大債券市場，中國國債
的信用等級也非常高，目前無論是10年期還是30
年期中國國債的收益率，普遍要比美國同期限國
債收益率高出2至3個百分點，這也是中國國債一
個非常大的吸引點。沒有中國國債的所謂“世界
國債指數”是不全面及缺乏代表性，對於國際投
資者來說也是一個缺憾。

延長納入因WGBI體量大
與2020年9月“初步宣布納入中國國債”的

公告相比，富時羅素的確認公告中，中國債券納
入的實施時間從12個月延長至36個月。對此，富

時羅素亞太區（日本除外）資深董事、產品銷售
與客戶關係主管李戰鷹對《中國證券報》表示，
投資者、富時羅素指數諮詢委員會反映，由於跟
蹤WGBI的資金體量較大，分36個月納入，指數
納入帶來的資金淨流入總量不變，但是每個月淨
流入量減少，對投資者和中國債券市場都更穩
妥。

富時羅素董事總經理白美蘭在同一採訪中表
示，由於未能全面掌握跟蹤WGBI的被動資金
量，富時羅素不發布指數納入所帶來的資金淨流
入量數據。但較為確定的是，根據富時羅素指數
納入安排，36個月內，指數納入每月帶來的資金
淨流入量大致相同。據渣打銀行此前預計，被納
入WGBI指數後，中國國債將獲得 1,300 億至
1,560億美元的被動資金流入，照此測算，指數納
入後，平均每月將帶來36億至43億美元資金淨流
入。

市場相關性低助分散風險
李戰鷹亦提到，中國是全球第二大債券市

場，與中國債券佔全球債券市場份額相比，境
外投資者對中國債券配置仍然偏低。截至目
前，境外投資者持有的中國債券佔中國債券市
場總量約3%，不僅如此，境外投資者對中國債

券的投資也呈現出顯著的不均衡狀態——他們
持有中國國債比例相對較高超過10%，部分投
資者也會選擇政策性銀行債，而較少投資其他
債券。

她並表示，儘管近期美債利率上行，中美利
差有所縮窄，但是投資者在看中國市場的時候，
收益率只是其中一個考量因素，更重要的是，中
國債券與其它債券市場相關性低，在組合中加入
中國債券有助於分散風險。

“入富”利好 A股三大指數齊升
資本市場國際化提速，A股亦“股舞”，三

大指數收漲。滬綜指收報3,456點，漲21點或
0.62%；深成指報13,888點，漲117點或0.85%；
創業指報2,771點，漲37點或1.37%。兩市共成交
7,493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金淨流入38
億元。航天航空、公用事業、船舶製造、鋼鐵板
塊等領漲，園林工程、環保工程、旅遊酒店、造
紙印刷等殺跌。

地區板塊中，新疆板塊飆升4%；抱團股亦行
情回暖。

安信證券認為，此輪反彈應是一季報行情，
其性質依然是戰術層面，在A股完成估值修正以
前，戰略上仍需以防禦為主。

香港文匯報訊 小米集團宣布正式進
軍電動車市場，公司正式批准智能電動汽
車業務立項，擬成立一家全資子公司，負
責智能電動汽車業務。首期投資為100億
元人民幣，預計未來10年投資額100億美
元。集團首席執行官雷軍將兼任智能電動
汽車業務的首席執行官。

投資千億 汽車組裝料或外包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小米聯合

創始人雷軍幾個月前牽頭評估了電動汽車
行業的潛力，最近幾周作出了進軍該市場
的最終決定，目前已經聘請了工程師進行
電動汽車軟件的開發。據指，小米計劃未
來三年投資約1,000億元人民幣生產電動
汽車，公司將投資所設想金額的約60%，
其餘款項擬進行融資，並計劃沿用目前其
智慧手機所使用的模式，把汽車組裝外包
給合同製造商。但公司不打算選擇“老
牌”車企來充當其生產夥伴。

香港文匯報訊 據《證券時報》30日
消息，近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批覆同意
在廣東省（不含深圳）開展合格境內有限
合夥人(QDLP)對外投資試點，試點額度
為50億美元。QDLP試點是指經認定的
境外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企業在境內設立試
點基金，向境內合格的自然人或機構投資
者募集資金，用於開展境外投資。此前北
京、上海和深圳三地已開展QDLP試點。

北京上海深圳已在試點
外管局上周發布《2020年中國國際

收支報告》表示，繼續推進資本項目雙向
開放，包括開展跨國公司本外幣一體化資
金池試點；推進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跨境投
資（QDLP/QFLP）試點，擴大QDLP試
點範圍，完善QDLP投資報告制度，健全
常態化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額
度發放機制。

QDLP試點擴容至粵全省

小米啟動電動車業務

●●雷軍將兼任智能電動汽車業務雷軍將兼任智能電動汽車業務CEOCEO。。

●● 富時羅素宣布富時羅素宣布
自今年自今年1010月月2929日日
起將中國國債納起將中國國債納
入 旗 艦 債 券 指入 旗 艦 債 券 指
數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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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
第七十五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
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已由中華
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第二十七次會議於2021年3月30日修訂通過，現
將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予
以公布，自2021年3月31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習近平
2021年3月3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
第七十六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
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已由中華
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
十七次會議於2021年3月30日修訂通過，現將修訂後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
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予以公布，自
2021年3月31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習近平
2021年3月30日

習近平簽主席令公布經修訂兩附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

議 30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

幕。會議經表決，全票通過新修訂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的產生辦法》、新修訂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

表決程序》。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簽

署第七十五號、第七十六號主席令予

以公布。栗戰書委員長主持閉幕會。

選委會統掌新選制 立法會敲定四三二
修訂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 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30日

全票通過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

生辦法》、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國家

主席習近平分別簽署第七十五號、第七十六號主席令予以公布。經修訂的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明確，選委會由5個界別、1,500人組成，負責提

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及負責選舉行政長官候任人、選舉

委員會界別的立法會議員。立法會議員每屆90人，其中選委會選舉40人、

功能團體選舉30人、分區直接選舉20人。新修訂的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

決程序自31日起實施，原附件一、原附件二及有關修正案不再施行。

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經修訂後，選委會各界別分組涵蓋面更
廣、更均衡，並將同時在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方面擔負更重

要的角色。在修例風波後被攬炒派把持的十八區區議會則去政治
化，回復其地區諮詢組織的角色，不再在選委會及立法會擁有席
位。

選委會1500人 5界別各300人
根據新修訂的附件一規定，選委會由工商、金融界，專業界，

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界，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
界等5個界別共1,500名委員組成，每個界別各300人。選委會每屆
任期為5年。

附件一明確選委會的產生辦法，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
委員、基本法委員會香港委員、立法會議員、大學校長或學校董事會或校
務委員會主席，及工程界、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教育界、醫學及
衞生服務界、社會福利界等界別分組的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
責人，是相應界別分組的選委會委員。

宗教界的選委會委員由提名產生。科技創新界、會計界、法律
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中醫界等界別分組的部分選委會委員
由指定機構或團體提名產生，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界別分組的選委
會委員由各內地港人團體提名產生。其他選委會委員由相應界別的
合資格團體選民選出，指定界別的選委會委員可由個人選民選出。
選委會委員的具體產生辦法，由香港特區以選舉法規定。

選委會設召集人制度，負責必要時召集選委會會議，辦理有關事
宜。總召集人由擔任國家領導職務的選委會委員擔任，總召集人在選委
會每個界別各指定若干名召集人。立法會方面，新修訂的附件二列明，
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每屆90人。通過選舉委員會選舉、功能團體選舉、
分區直接選舉三種方式分別產生40人、30人、20人。

選委會選舉的議員候選人須獲得不少於10名、不多於20名的選委會
委員提名，且每個界別參與提名的委員不少於2名、不多於4名。任何合
資格選民均可被提名為候選人。

立會直選設10選區 每區2名額
功能團體選舉設28個界別，除了勞工界選舉產生3名議員，其他

界別各選舉產生1名議員。候選人須獲得所在界別不少於10個、不多
於20個選民和選委會每個界別不少於2名、不多於4名委員的提名。

分區直接選區設立10個選區，每個選區產生2名議員。候選人須
獲得所在選區不少於100個、不多於200個選民和選委會每個界別不少
於2名、不多於4名委員的提名。

在香港立法會對法案和議案的表決方面，特區政府提出的法案，
如獲出席會議的全體議員的過半數票，即為通過。立法會議員個人提
出的議案、法案和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則須分別經選委會選舉產生
的議員，以及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兩部分出席會
議議員各過半數通過。

●香港文匯報綜合報道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30日全票通過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
一和附件二。 央視截圖

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
代表等界

（5個界別分組）

註︰
當然委員，毋須經選舉

產生︰362席

由指定界別分組內的合資格團體

提名產生︰156席

由界別分組內的合資格團體選

民或個人選民選出︰982席

選委會組成

選舉委員會
1,500人

第一界別︰
工商、金融界

第二界別：
專業界

第三界別：
基層、勞工、
宗教等界

第四界別：
立法會議員、
地區組織代表
等界

第五界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有關全國性
團體香港成員代表界

300人 300人

300人

300人 300人

工商、金融界
（18個界別分組）

界別分組 所佔席位

工業（一） 17

工業（二） 17

紡織及製衣 17

商界（一） 17

商界（二） 17

商界（三） 17

金融 17

金融服務 17

保險 17

地產及建造 17

航運交通 17

進出口 17

旅遊 17

酒店 16

飲食 16

批發及零售 17

香港僱主聯合會 15

中小企業 15

選委會界別分組及席位分配

界別分組 所佔席位

科技創新 30

工程 30

建築測量都市 30

規劃及園境

會計 30

法律 30

教育 30

體育演藝文化 30

及出版

醫療衞生 30

中醫 30

社會福利 30

專業界
（10個界別分組）

界別分組 所佔席位

漁農 60

勞工 60

基層社團 60

同鄉社團 60

宗教 60

基層、勞工、
宗教等界

（5個界別分組）

界別分組 所佔席位

立法會議員 90

鄉議局 27

港九分區委員會、 76
滅罪會、防火會
委員代表

「新界」分區委員會、 80
滅罪會、防火會
委員代表

內地港人團體代表 27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有關全國
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界

（2個界別分組）

界別分組 所佔席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 190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有關全國性團體 110
香港成員的代表

功能團體選舉議員︰

30人
●新增商界（第三）、港區人
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及有關全
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

●取消區議會（第一）、區議
會（第二）

●醫學界及衞生服務界合併為
醫療衞生界

●資訊科技界改為科技創新界

●鄉議局、工程、建築測量都
市規劃及園境、會計、法
律、教育、醫療衞生、社會
福利、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
委員及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
成員的代表等9個界別由個
人選民選舉產生，其餘19
個界別由合資格團體選民產
生

●須在五大界別獲得總共10名
至20名選委提名，每個界別
2名至4名選委

立法會組成立法會組成
立法會︰共90人

選委會選舉議員︰

40人
●須在五大界別獲得總共10名
至20名選委提名，每個界別
2名至4名選委

●每一選票須投40人才有效，
最高票的40名候選人當選

分區直接選舉議員︰

20人
●設10個選區，每區選舉產生
2名議員

●須獲得選區100名至200名選
民提名，及選委會每個界別2
名至4名選委提名

4�4�

������



AA77人民日報特約版
星期四       2021年4月1日       Thursday, April 1, 2021

焦点话题

又见朱鹮飞舞，40年间，朱鹮从7只繁衍至5000多只

朱鹮保护，让世界见证中国奇迹
本报记者 严 冰 潘旭涛 叶 子

一群白衣红裙的舞者，轻盈旋转跳
跃，犹如朱鹮在山水间翩翩起舞……今
年央视春晚，舞蹈《朱鹮》惊艳了观众。

很多人不知道，美丽优雅的朱鹮，
曾濒临灭绝。1981年5月，在陕西省汉
中市洋县，世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被

重新发现。
今年是朱鹮重新发现40周年。40年

间，朱鹮从7只繁衍至5000多只。它们
飞出洋县，飞越秦岭，飞向全国，飞到
海外。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郭

立新向记者表示：“保护朱鹮是中国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成功案例，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一个缩影。”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发现、保护
朱鹮的科学家、志愿者，听他们讲述与
朱鹮之间的故事。

“寻找一种罕见鸟类，
犹如大海捞针”

3 月，又到了朱鹮筑巢的时节。
在洋县的树林间、田埂边，时常有一
位白发老人缓缓踱步。在他不远处，
朱鹮低空翻飞，紧紧跟随，就像在陪
他散步。

这位老人是刘荫增，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鸟类专家。3 年前，刘
荫 增 在 洋 县 安 了 家 。 洋 县 北 依 秦
岭 ， 南 屏 巴 山 ， 被 称 为 “ 朱 鹮 之
乡”。接受记者采访时，84 岁的刘荫
增正在自家小院里喂鸟。他撒下粮
食，不时有鸟儿飞来吃食、玩耍，
叽叽喳喳好不热闹。

不过，让刘荫增感到最亲切的鸟
儿还是朱鹮。“我和朱鹮有特殊缘分，
就像命中注定。”他说。

1981 年，正是在洋县，刘荫增发
现了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

刘荫增的讲述仿佛将记者带回到
40多年前。那是1978年，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受国务院委托组成专家考
察组，在中国境内寻觅野生朱鹮。接
到任务，刘荫增的第一感受是：“这个
课题挺难的。”

难在哪儿呢？问同行，没人见过
朱鹮；找标本，都是 20 多年前的了。
刘荫增感慨说：“要在偌大的中国寻找
一种已经失踪了 20 多年的罕见鸟类，
犹如大海捞针！”

自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环境破
坏，加之食物匮乏、缺乏筑巢树木等
原因，朱鹮的数量急剧下降。在俄罗
斯远东地区、朝鲜半岛，朱鹮相继绝
迹。中国自1964年在甘肃省捕获一只
朱鹮后，再无朱鹮的消息。中国境内
还有朱鹮吗？考察组必须给国际鸟类
学界一个明确的答复。

寻遍曾有朱鹮分布的燕山、中条
山、吕梁山、大别山，刘荫增团队始
终未发现朱鹮踪迹。后来，考察组扩
大了范围，在历史上曾出现过朱鹮的
12 个省份，实施“拉网式过滤”。北
起黑龙江省、南至海南岛、西到甘肃
东部、东临海岸线，考察组到处给群
众展示朱鹮的照片，趁放电影时插播
朱鹮的幻灯片，发动群众协助寻找，
依然没得到有价值的信息。

在几乎认定朱鹮已经绝迹的情况
下，刘荫增决定再次前往汉中市等曾
采集到朱鹮标本的地区复查，这是最
后的希望。

1981 年 5 月，刘荫增第三次来到
洋县。有一次，在县电影院放完片子
后，有人说见过这种鸟，这让刘荫
增喜出望外。他一路追寻，果然，
在海拔上千米的姚家沟，刘荫增见
到，几只鸟在高大郁葱的青冈树上扑
打翅膀。

他立即拿起望远镜，只见一对成
鸟栖于树上，长喙、红首，羽毛上一
抹淡红。巢里 3 只幼雏嗷嗷待哺，附
近还有一对成鸟在游荡，一共 7 只。

“就是它！是朱鹮！”刘荫增高兴地喊
起来，“3年的心血没白费，可把你们

找到啦！”
找到朱鹮只是一个开始，接下

来，刘荫增要回答两个问题：全球只
剩这7只了吗？如何保护朱鹮？

一方面，刘荫增继续在全国各地
搜寻朱鹮的消息，另一方面，他带领
洋县林业局 4 名年轻人，利用一间村
民废弃的房间，建起了“秦岭 1 号”
朱鹮保护站。他们守候观察，投食喂
养，应急救护，逐步积累起保护朱鹮
的经验。

1981年至1990年，朱鹮在姚家沟
成功繁育 10 窝，产卵 30 枚，出壳 20
只，出飞幼鸟19只。如今，朱鹮已繁
衍至5000余只，不仅飞出洋县，飞越
秦岭，还飞向全国，飞到海外。秦岭
北坡的陕西省宁陕县、铜川市、宝鸡
市，河南省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浙江省德清县等地也都迎来了朱鹮回
归。1985 年，朱鹮“华华”出借日
本，此后，中国向外输出朱鹮种源 14
只，如今日本、韩国朱鹮种群已近千
只。

40年过去了，刘荫增始终没有离
开朱鹮。他告诉记者：“从我家出发，
走 20 分钟就有水田。如果想朱鹮了，
我出门转一圈就能看见它们嘿！”

最近几年，刘荫增参加了许多国
际论坛、公益活动，号召更多人参与
到朱鹮保护中。他认为，朱鹮美丽又
有灵性，是一种需要和人接触的特殊
鸟类，对朱鹮的保护应提升到文化、
历史的认知上来，让公众能主动地做
朱鹮守护者。

“ 像 是 在 为 儿 女 做
事，我感觉很幸福”

在朱鹮栖身之处，总能见到一个
女人的身影，人们称她“朱鹮妈妈”。

“朱鹮妈妈”名叫常秀云，是陕西
省林业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个

“妈妈”，一当就是38年。
1983 年，常秀云大学毕业，被分

配到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管理
站工作。工作的第二个月，她接到一
项任务：抢救一只生病的朱鹮。

常秀云火速赶往洋县，在那里，
她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朱鹮。“朱鹮优雅
和友爱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我。”常
秀云说。

作家陈忠实曾这样描写朱鹮：“一
袭嫩白，柔若无骨，在稻田里踯躅是
优雅的，起飞的动作是优雅的，掠过
一畦畦稻田和一座座小丘飞行在天空
是优雅的，重新落在田埂或树枝上的
动作也是一份优雅。”

为了守护这份诗情画意，常秀云
和同事开始了艰苦的工作。洋县发现
朱鹮后，动物保护专家提出，邻近的
县市会不会也存在朱鹮。常秀云决定
到佛坪县调查一番。

留着一头短发，说话干脆利落，
常秀云形容自己“泼辣”。但深入荒野
大山，这个“泼辣”的女人，还是有
些吃不消。

上世纪八十年代，山里交通不
便，一次进山，常秀云就要待上好几

天。晚上，她借宿当地农民家中。常
秀云从小在城里长大，在山里住宿，
让她吃了不少苦头。

山里人睡的床很简陋，只在一层
稻草上铺一张床单。夜里，常秀云觉
得浑身火烧火燎，辗转反侧，难以入
睡。熬到天亮，她这才发现，背上布
满了红疙瘩，原来是被臭虫咬了整整
一夜。之后几天，常秀云不得不蹲着
睡觉，身子靠着墙，只用脚踩在床单
上，减少与臭虫的接触。

艰苦的条件没有让常秀云退缩。
在佛坪县、洋县、宁陕县，在陕西省
的很多地方，山里的农民都能见到一
个单薄的身影：她脚穿黄胶鞋，身背
照相机，在石头缝里穿梭，攀着树木
爬上爬下……她会因为发现一只朱鹮
幼鸟而兴奋不已，也会因为胶卷意外
曝光而大哭不止。

常秀云被国外媒体称为“朱鹮公
主”。38 年时间里，她一直观察、研
究、保护着朱鹮，与朱鹮同悲共喜。

14年前，那声凄厉的鸣叫，常秀
云至今难忘。

那时，常秀云带领着一个研究小
组，连日在宁陕县看护处于繁殖期的
朱鹮。中午时分，研究小组停下手头
工作，到农户家里吃口饭。刚端起
碗，常秀云就听到了朱鹮亲鸟的哀鸣。

“不好，出事了！”她立马朝朱
鹮巢穴飞奔。抬头望去，一只朱鹮
在鸟巢旁盘旋鸣叫。常秀云定睛一
看，鸟巢里盘踞着一条大蛇。

研究小组赶紧行动起来，他们把
竹竿连在一起，绑成一条长长的杆
子。但长度不够，还是碰不到鸟巢。
有人开始爬树，爬一截树，用杆子戳
一下鸟巢。终于，蛇被戳中了，半
条身子甩出了鸟巢，口里还叼着一
只幼鸟，此时幼鸟已不动弹了。突
然，蛇一松口，溜走了，幼鸟坠落
了下来。

常秀云跑上前，盯着断了气的幼
鸟，失声痛哭。忽然，她又想到了什
么，赶忙端起望远镜，朝鸟巢探望。
只见一颗小脑袋抖动了一下，常秀云
瞬间破涕为笑：“还有活的！还有活
的！”

“ 为 了 保 护 朱 鹮 ， 38 年 跋 涉 奔
波，不累吗？”记者问。

“像是在为儿女做事，我感觉很幸
福。”常秀云这样回答。

真心的付出也为常秀云赢得了很
多荣誉。2009年，她获得“全国三八
红旗手”称号；2014年，她获得“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16 年，
她被评为“最美生态公益人物”……

2021 年，常秀云退休了，但她时
刻关心着朱鹮。接受记者采访时，她
刚带队拍摄完朱鹮。如今，她有更多
的时间给游客讲朱鹮的故事，宣传野
生动物保护工作。

“朱鹮很有灵性，知
道我们在保护它”

每当风雨大作，他不是进屋避
雨，而是急匆匆冲出门。

每年最炎热之时，他不是待在家
里，而是头顶烈日往户外跑。

只因为，他不放心朱鹮。
他是一位普通农民，名叫华英，

家住洋县纸坊街道草坝村。草坝村是
朱鹮的重要繁殖地和觅食地。华英与
朱鹮结缘于20年前。那一年，在离他
家不到10米远的地方，两只朱鹮筑了
巢。

“每天早上，朱鹮一叫，我们就知
道，该让孩子上学了。我在地里干农
活，朱鹮经常出现在我身旁。渐渐
地，我对朱鹮的感情就深了。”向记者
回忆这些往事时，华英语调中透露出
幸福。

华英发现，朱鹮幼鸟经常受到蛇
的威胁。于是，他和村民想出了一个
办 法 ： 在 朱 鹮 筑 巢 的 大 树 的 树 干
上，插入刮胡刀的刀片，围成一个
圈，这样，蛇就没法往上爬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有村民
提出了担忧：会不会伤到村里的小
孩。后来，有老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
方法：用塑料膜包住树干，塑料膜光
滑，蛇爬不上去。“总之，保护朱鹮的
过 程 中 ， 我 们 想 出 了 各 种 ‘ 土 法
子’。”华英说。

为了更好地保护朱鹮，2006 年，
华英向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申请，成立洋县朱鹮爱鸟协会。
从那时起，他又多了一个身份——朱
鹮爱鸟协会的会长。

协会成立后，华英就不只在草坝
村活动了，他还经常去别的乡镇，观
察和保护朱鹮。2010年的一天，华英
到洋县槐树关镇做调查，发现一只朱
鹮正在筑巢。猛然间，一只凤头鹰扑
向朱鹮的巢。朱鹮仓惶飞起躲闪，巢
穴却被凤头鹰霸占了。

看到这里，华英向高坡上跑去，
一边跑，一边使劲击掌。凤头鹰听到
击掌声后，受惊飞走了。不一会儿，
朱鹮回来了，它飞到华英身旁的树
上，轻柔地鸣叫。“朱鹮很有灵性，知
道我们在保护它。”华英说。

华英坦言，人与鸟之间并非一直
都是和谐的，也曾有过矛盾。上世纪
80 年代，朱鹮被发现后，为保护朱
鹮，洋县限制农民使用农药。不少农
民有抵触情绪：“不打农药，怎么杀
虫？”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是一个机
遇。不用农药后，农民改用诱虫灯灭
虫。就这样，洋县农民率先走上了生
产有机农产品的道路。如今，洋县打
造出了“朱鹮有机产品”品牌，品牌
潜在估价超过93亿元。

“融入主角的生活，
跟它们一起喜怒哀乐”

翩翩起舞的朱鹮，吸引了很多人
来到洋县，孙宁就是其中一位。

河南籍导演孙宁主要从事自然类
纪录片创作，代表作有《鹭世界》《大
天鹅》《董寨故事》等。

鸟一直是他镜头里的主角，而这
次的新作品中，主角是更为珍稀的鸟

种——朱鹮。
回忆起与朱鹮的第一次接触，孙

宁至今兴奋不已。
那是 2016年的春天，在河南省信

阳市的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孙宁
第一次见到朱鹮。

“春天是求偶的季节，其他鸟求
偶、示爱都是跳舞或送食物之类的，
而我看到朱鹮雄鸟是递树枝，像人类
的订婚戒指一样。当时我就觉得：朱
鹮与众不同！”后来，孙宁查阅资料
得知，朱鹮被人们视作爱情鸟、吉
祥鸟，还有过濒临灭绝的过往，他
被这个种群曲折的生存之路深深打
动。

孙宁认定，朱鹮是个有故事的
鸟 种 ， 决 心 为 它 专 门 创 作 一 部 影
片，就叫 《朱鹮的传说》。

为了拍好这部纪录片，摄制组在
洋县一待就是 3 年多。孙宁说，最大
的困难是发现故事、发现主角，连续
几周的蹲守拍摄只是体力的煎熬，而
等待完美的故事需要更大的耐心，有
时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久。他向记
者表示：“拍摄朱鹮，就是融入主角的
生活，跟它们一起喜怒哀乐。”

有一次，影片中“主角夫妇”的
幼鸟长大了，摄制组预估它一周内将
离巢，但是之后会飞到哪、飞多远，
能不能独立生存，会不会自己捕食，
全是未知。更关键的是，幼鸟飞走
后，如果摄制组没有追踪到它，那影
片的故事线就断了。

“幼鸟飞走那天，秦岭南麓下着大
雨，全是泥泞路。我们顾不得脚上、
腿上的泥，到处找它。”孙宁说，后来
有同事提出，孩子飞走了，朱鹮亲鸟
肯定也挂念。最后，摄制组果然跟着
亲鸟找到了幼鸟的第一落脚点。“那
天，我特别紧张，就像是我自己的孩
子第一次离开了家。直到晚上，确定
幼鸟安全后，我们才离开。”

在洋县驻扎久了，孙宁与当地村
民也熟悉了。他发现，对朱鹮，村民
们格外关爱。遇到摄制组，有的人会
前来聊天：“朱鹮有时会飞到我们家
里，用手机都能拍到哩！”有的人会
主动提供信息：“昨儿夜里听见朱鹮
叫唤呢，你们快看看，是不是发生
什么事了？”

人们都说，朱鹮姿态优雅，3 年
多的拍摄时间，让孙宁深有体会。孙
宁向记者展示了镜头里朱鹮优雅的一
幕：

“女主角”为孵化幼鸟辛苦了四
五 个 小 时 ，这 时 ，“ 男 主 角 ”捕 食 回
巢，非常温柔地替雌鸟梳一梳毛，还
微微碰一下雌鸟的嘴。

“两只亲鸟共同孵化生命，陪伴幼
鸟慢慢长大，它们就像人类夫妇一样
互相支持、互相安慰。有家有爱，真
好！”孙宁说。

从 7 只到 5000 只，从濒临灭绝到
振翅高飞，中国的朱鹮保护被国际公
认为濒危动物保护的典范。随着“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深
入人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氛围将
越来越浓厚，中国的朱鹮保护将让世
界见证更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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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介紹︰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
全球華語朗誦大賽第四屆大賽於2021
年3月正式啟動。因疫情緣故，今年
大賽繼續線上開展。全美中文學校協
會為本屆大賽美國承辦方，聯合協會
十九個地區聯絡中心同步舉辦賽事。
南德州.路州.休斯頓賽區初賽於即日
起開始接受報名！由於不能二次報名
不能修改報名表，所以特請參賽選手
先準備好視頻；並將報名費$20通過
Zelle QuickPay 至郵箱 cc12@csaus.
org（QuickPay時請在Memo中註明
參賽選手英文全名+聯繫電話，這些
信息要與之後填寫報名表時一致）；
完成上述步驟之後再去填寫報名表。

自2018年起，中國華文教育基
金會已舉辦三屆全球範圍內的華語朗
誦大賽，聯合北京市教育學會朗誦教
育專業委員會、曹燦藝術學校，為海
外華裔青少年提供了一個專業的語言
交流平台，讓孩子們通過朗讀展示語
言實力和精神風采。

參賽對象及組別
在海外定居或在海外出生的

3-18歲華裔青少年。

幼兒組（9/1/2014 - 8/31/2018 出生
）
少兒組（9/1/2010 – 8/31/2014出生
）
少年組（9/1/2005 – 8/31/2010 出生
）
青少年組（9/1/2001 – 8/31/2005 出
生）

項目
限單人項作品類別

詩歌散文類（兒童詩歌、古詩、散文
、雜文）--不需要是原創作品
小說故事類（寓言、小說、故事）--
不需要是原創作品

作品要求
1、詩歌散文和小說故事，任選其中
一項，作品內容健康向上。
2、選手著裝合體大方，如有需要可
自備演出服飾、表演道具。
3、視頻為MP4格式，時長不超過4
分鐘。橫屏錄製，無虛擬背景，無配
樂，無需自我介紹。
4、參賽作品只有一次提交確認機會
。如多次提交，以第一次提交為準，
請確認好作品再提交。

特別聲明
1、選手須按照選手年齡分組，不得
降級虛報組別。
2、選手不得在不同承辦機構處重複
報名參賽，如若發現將取消比賽成績
。
3、選手提交參賽視頻即為授權組委
會擁有選手在視頻中的肖像權，組委
會承諾視頻僅用於與大賽相關的電視
、廣播、互聯網播放（映）及報刊刊
登等方面的宣傳活動。
4、組委會享有本次系列賽事全過程
的其他權益。
5、組委會享有本次系列賽事最終解
釋權。

賽程安排
初賽（由各聯絡中心承辦）
提交報名表及上傳參賽作品截止日期
：2021年4月25日 23:59/CT
報名費：$20

總決賽
2021年5月15日-6月6日（由主辦
方承辦）

決賽獎項設置
1、等級獎項：按照組別設置金、銀

、銅獎及優秀獎。
2、單項獎項：最具潛力、最
佳聲音、最佳颱風、最佳形象
獎。

獎勵辦法
1、評選1-2名決賽金獎選手
授予第五屆全球華語朗誦大賽
的形像大使稱號。
2、決賽金獎選手在中國允許
舉行線下活動的條件下，可獲
得參與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線
下活動的名額一次。 （有效
期三年，此項獎勵不包含幼兒
組選手。往返交通費自理。）
3、決賽金獎人民幣1000元，
銀獎人民幣500元，銅獎人民
幣200元。

視頻文件命名 視頻文件名規定為
“CC12 參 賽 選 手 組 別 英 文 First
Last Name 聯繫電話號碼參賽作品名
稱 ” ， 例 如 “cc12 幼 兒 組 Eric
Li2815556666靜夜思”。

付費方式 Zelle QuickPay繳交至
：cc12@csaus.org 付款 Memo 請註
明參賽者英文全名字+朗誦比賽。

聯繫郵箱： cc12@csaus.org
聯繫電話： （281）975-9676
填寫報名表方法：在登錄個人

Google賬戶狀態下，打開報名表網頁
http://bit.ly/cc12-csaus 進行填寫。

或者加報名表二維碼圖片到手機
相冊，再發送微信中，在微信中點開
二維碼並長按識別進入報名表網頁進
行填寫。

第四屆全球華語朗誦大賽
美國南德州.路州.休斯頓賽區正式開啟

光鹽社健康講座
題目: 預防肝癌
講員: Dr. Richard Andrews, MD (設有國

語翻譯)
時間: 2021年4月3日, 星期六 下午2-4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89515312046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95 1531 2046
主辦單位: 光鹽社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躍參加

! (開放現場問答) 。
肝臟位於右上腹，是人體最大的器官，功

能之一是分解體內的廢物，再經由尿液與糞便
排出體 外，在身體運作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

肝沒有神經，即使 「受傷」 了一般也容易被發
覺;。肝癌是死亡率很高的癌病，初期也因為肝
臟不會疼到的特性，很容易被人忽略。除了B
型、C型肝炎之外，還有許多危險因子與肝癌
有關，例如酒精、抽菸、脂肪肝、肝硬化、藥
物性肝炎、黃麴毒素、糖尿病、體重過重等。
不管是什麼原因所導致的肝硬化，都是肝癌的
高危險群。酒精會造成肝損傷，長期飲酒將導
致酒精性肝病變、肝硬化。脂肪肝也相當常見
，很多人都不以為意，然而，脂肪肝也會引起
肝臟發炎，久而久之便容易產生肝病變。

Dr. Richard Andrews是一位擁有經驗豐富
的家庭醫生。 他對治療文化和語言各異的人群
中的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患者特別感興趣。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預防肝癌預防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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