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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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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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4/10/2021

（綜合報導）美國槍擊案件層出不窮導致民
怨沸騰。在龐大的壓力下，承諾要戰勝疫情和振
興經濟的美國總統拜登，8日被迫祭出第一波加

強槍枝管制的措施，其中一個重點是打擊 「幽
靈槍枝」。不過諷刺的是，當天美國又發生槍
擊案，前職業美式足球球員亞當斯在南卡羅萊
納州開槍殺害5人後舉槍自盡，德州也發生1
死5傷槍擊案。
拜登形容美國的槍枝暴力已是一種流行病，

令美國在國際上蒙羞，更導致全國每年 2800
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拜登表示自己並未違反保障
國民擁槍權的憲法第二修正案，他呼籲國會兩黨

合作，從立法層面解決槍枝暴力問題。拜登的行
政措施包括加強管控 「幽靈槍枝」，幽靈槍枝是
指透過網路等合法途徑購買零件，再自行組裝的
槍枝。這種槍沒有商業登記編號，購買零組件也
不需背景審查，一旦用於犯罪，警方很難追查。

拜登表示，希望按照槍枝管理法把 「幽靈槍
枝」的零組件視同槍枝，商家出售零組件時配備
編號，並對買家進行背景查核。

拜登要求司法部在30天內，發布針對管控幽

靈槍枝的法規提案，60天內公布加強監管 「撐臂
穩定器」的提案。該穩定裝置能讓手槍猶如步槍
操作，加大殺傷力。

拜登也要求菸酒槍炮及爆裂物管理局（ATF
），就槍炮走私問題發布報告，讓各州更易採行
「紅旗法」，暫時禁止具威脅者持槍。拜登也宣

布提名支持槍管的齊普曼擔任ATF局長。全國步
槍協會批評，拜登的措施極端剝奪民眾擁槍權，
揚言抗爭。

再傳槍殺案再傳槍殺案 拜登出手拜登出手 嚴管幽靈槍枝嚴管幽靈槍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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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er NFL player Phillip Adams
opened fire in the city of Rock Hill,
South Carolina, inside the home of
Dr. Robert Leslie killing him and his
wife Barbara and two of their grand-
children ages 5 and 9. The air condi-
tioner man was also killed outside of
the house. The shooter was found in a
house nearby dead from a self-inflict-
ed gun wound.

Detectives are still searching for a mo-
tive and said that, “… there’s noth-
ing about this right now that makes
sense to any of us.”

Dr. Robert Leslie was a prominent
physician in the city who had been
practicing medicine there since 1981.

He also served as Winthrop University
’s supervising physician and medical
director.

Adams played in the NFL as a defen-
sive back from 2010 to 2015 for teams
including the San Francisco 49ers.

In the meantime, in Bryan, Texas, not
too far from Houston, police said five
people were shot, one of them fatally,
at an industrial complex which is locat-
ed in the shadow of Texas A&M Uni-
versity.

These senseless shootings have al-
ready become a national crisis. We
need to support President Biden to
pass a new gun control bill in congress.

0404//0909//20212021

Senseless Killing Is ASenseless Killing Is A
National CrisisNational Crisis

在只有人口七萬三千人的南卡
小鎭石山市，週三下午發生驚悚慘
案，三十二歲的職業美式足球运动
員亞當公然闯進賴世利醫生私宅，
把他和太太及兩個孫子及冷氣修理
師全部殺害，兇手稍後也自刎死亡
。

小鎮警長對於行兇之原因一頭
霧水，想不出這名黑人球員為什麼
要下此毒手，他曾於二〇一〇年效
力舊金山四十九足球隊後衛球員，
事發之後，全國震驚，小鎮上彌漫
著哀愁，他們說賴利醫生我們都認
識他，他是我們鎮裡的中堅力量，
有近四十年的行醫記錄。

在此同時，距離休士頓不遠的

德州農工大學所在地布萊爾市，一
名櫉櫃生產公司之工人也在工廠內
開槍掃射，打死一名同事有多人受
傷。

近月來，美國全國各地是遍地
槍，從亞大蘭大到柯羅拉多，每天
都有許多兇殺案 ，而且是濫殺無
辜。

我們要大聲疾呼，禁槍法案之
修正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地步了，
槍枝汜濫已經到了無法拯救的地步
，我們敬告國會參眾議員諸位，请
你們扪心自问，這些不斷上演的悲
劇何時才中止，這已經是國家之危
機時刻了。

图片： 路透

世風日下世風日下 無故殺人無故殺人



AA44要聞3
星期六       2021年4月10日       Saturday, April 10, 2021

(本報訊)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丈夫菲
立普親王9日逝世，享耆壽99歲。外界除對英
國王室家庭致上哀悼，更疑惑先前在專訪中大
爆猛料、快要與王室一刀兩斷的哈利王子和妻
子梅根，是否會回英國奔喪。兩人的友人透露
，哈利王子應會返回英國，但梅根就很難說了
。

一名與兩人關係親近的友人向英國《每日
郵報》（Daily Mail）透露，哈利王子 「肯定會
排除萬難」返回英國，並可能已在打包行李。
「在這個艱困的時刻，他現在唯一想做的事，

就是返回家人的身邊，尤其是他祖母的身邊。
」

不過梅根就不一定了。這名友人表示，由
於梅根目前已懷上第二胎，所以她將需要先和
醫師討論，以釐清目前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合進
行旅行。至今為止，哈利王子與梅根尚未對是

否回英奔喪一事置評。
《每日郵報》指出，在爆炸性專訪播出後

，目前仍不確定兩人是否能得到王室或英國大
眾的歡迎，尤其是該專訪播出至今才僅約1個
月，且當時正值菲立普親王住院治療。雖然歐
普拉的好友、同時也是電視名人的蓋爾金稍後
指出，若菲立普親王病情惡化，專訪將不會播
出，但此消息並未獲得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的證實。據稱CBS為該專訪花了800
萬美元（約新台幣2.3億元）。

哈利王子今年原本就有返回英國的打算，
他原預計7月1日前往倫敦的肯辛頓宮（Kens-
ington Palace），參與他母親黛安娜王妃的雕
像揭幕儀式。不過還不清楚他原本是否有計畫
參與4月21日的伊麗莎白二世95歲大壽，以及
6月10日的菲立普親王百歲生日儀式。

菲立普親王辭世
哈利梅根將回英奔喪？友人透露內情

在亞特蘭大發生慘絕人寰的六位亞裔女性
被槍殺身亡後, 拜登總統與賀錦麗副總統親臨
該市進行安撫與慰問。 當科羅拉多州又有瘋狂
屠夫持步槍到超市掃射槍斃了十位無辜者後,
拜登悲戚說道, 他不想再等一分鐘了,他將要求
國會立即通過槍枝改革法案,現在他終於正式採
取行動了！

拜登在白宮對國會議員和槍支暴力受害代
表說:”上帝啊,槍枝暴力是一場流行病, 它不但
使我們難過, 更使美國難堪, 我們必須停止它！
”

是的，拜登決心去醫治這個槍枝流行病了
, 他與司法部長加蘭宣布了多項管制槍支的新
規,包括由司法部嚴厲打擊能自行組裝的幽靈槍
枝(ghost guns)，規定槍枝的撐臂穩定器(stabiliz-
ing braces) 必須遵照國家槍械法登記註冊, 以防
止非法短管步槍氾濫成災, 並將公告“

紅色警旗” 的法律範本做為各州制定制槍
法律的依據, 以阻絕那些具有危險性的人購買
槍枝, 拜登也允諾將浥注更多資金給各州打擊
槍枝暴力, 由於拜登公告的是行政命令, 所以須

國會通過立法才真正執管槍枝。
這些年來，環繞著槍枝的論戰喋喋不休，

由於槍枝獲得美國憲法第二增修條文(Second-
Amendment)的保障，除非參眾兩院通過刪除，
否則各州不可能禁槍,國會參眾兩院諸公因得到
美國步槍協會（NRA）等諸多軍火利益團體的
強力資助，在龐大政治獻金考量下，極難勇敢
立法嚴控槍枝。

根據統計，美國現在擁有約兩七億七千多
私人支槍，是全世界擁槍最多的國家，平均每
一百人中就有八十九人持槍，約31% 的家庭擁
槍，那是多麼驚悚的數目，這意味著美國槍支
氾濫已經到了一個無法令人容忍的地步，遭受
槍害的美國人平均每天有數十人，每年有數萬
人，許多節慶活動都籠罩在槍枝暴力陰影下，
槍擊事件無處不在，沒有任何場所是安全的，
校園、教堂、工作室、電影院、音樂節………
都曾遭到槍擊危害，種族主義者、極端分子和
精神病患者用各種武器對人群進行射擊, 槍枝
暴力的流行病真的由來已久, 現在拜登決心為
槍枝把脈, 衷心期待他能醫治成功。

【李著華觀點 : 拜登要醫治槍枝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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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公布“開放”路線圖
總理批歐盟疫苗計劃部署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小時希臘新增3080例新冠病毒肺炎患

者，目前累計確診270230例。當日新增

死亡72例，累計死亡8232例。

希臘疫苗接種預約範圍再擴大
總理批歐盟疫苗接種計劃部署
從當地時間4月2日起，希臘65至

69歲年齡組的人士可以開始進行新冠疫

苗的接種預約。衛生當局還將提醒那些

被列入名單但尚未接種疫苗的教師盡快

完成疫苗接種。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視察位於雅典

的一個接種中心時稱，所有年齡60歲以

上的人和患有嚴重基礎疾病的人都將在5

月初至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

據統計，希臘目前已經完成了約170

萬劑的疫苗接種，更多劑量和品牌的疫

苗也將在近期到來。雖然希臘的疫苗接

種工作在穩步推進，但是疫苗接種的速

度卻不盡人意。

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主任克魯格3

月31日表示，歐洲區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的推進速度“緩慢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

步，必須立即加快進度，擴大生產、減

少接種過程中的阻礙，把現有的每一針

疫苗都用起來。”

米佐塔基斯也批評了歐盟對於新冠

疫苗接種計劃的部署。他說，雖然歐盟

在積極購買疫苗，並對包括希臘在內的

成員國提供了不少幫助，但是歐盟沒能

及時獲得足夠數量的疫苗以滿足各成員

國接種的需求。

他指出，歐盟有義務使用一切法律

手段，迫使與其簽署協議的公司遵守其

合同義務，定時按量完成疫苗交付。

希臘學校有望12日起開放
遠程辦公令繼續延長
希臘教育部副部長馬克裏表示：

“有可能自4月12日起開放學校，但這

些學校應具有新冠自測條件與嚴格的防

疫措施。”

馬克裏補充道：“教育部希望開放

所有年級，但是傳染病專家希望對不同

年級進行逐步開放。我們計劃先開放高

三，再開放其他年級。”

關於希臘高考，她說教育部正在審

查所有可能性，但由於尚未做出決定。

“可以肯定的是，國家會將按時舉行考

試。”

希臘政府發言人佩洛尼已在此前宣

布，學校將通過師生進行自我檢測的措

施進行開放，但目前尚不清楚小學生和

幼兒園的學生是否會在復活節之前或之

後重返學校。

佩洛尼還表示，從下周起藥店將開

始向公眾提供新冠病毒自我檢測的試劑

盒，進行自我檢測時應優先考慮學生和

教師群體，以便他們能按照計劃在4月

12日返回學校。

此外，4 月份私營部門還將繼續

實行強制性遠程工作制，並保證半

數以上符合條件的工人執行此項措

施。錯峰工作時間的措施也將延長

到 4 月底，其中涉及到上班和下班的

具體時間。

希臘政府公布恢復經濟活動路線圖
新措施並非“放松”而是“解壓”
在宣布從本周末起放寬部分人員流

動限制，並從4月5日起允許零售店恢復

經營後，希臘政府於公布了該國恢復社

會和經濟活動的路線圖。

雖然零售店將會在下周重新開門營

業，但是百貨商場和購物中心依然處於

關閉狀態，具體的開業時間政府將會同

醫學專家組成員在下周對情況重新進行

評估。

據報道，目前該國政府的首要目

標有兩個。第一個是讓公眾充分意識

到自己的活動對疫情產生的影響。政

府已經充分了解到長期封鎖給人們帶

來的疲勞感，在恢復部分活動的前提

下，公眾也應該提高對疫情防範的警

惕。第二個目標是避免人們產生挫折

感和封鎖、解封的過程對心理造成的

影響。

佩洛尼稱：“政府所做的事情不應

該被解讀為放松限制措施，而是為公眾

適當解壓。”米佐塔基斯也稱，政府並

沒有放開社會和經濟活動，只是對一些

活動進行“調整”。

意大利感染率略有下降
隔離者外出或面臨罰款和刑罰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確

診病例21932例，死亡481例。截至2日

18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3629000例，死

亡病例110328例，治愈病例2953377例。

據報道，意大利國家衛生院和衛生部

2日聯合發布疫情周報顯示，在最新一個

疫情監測周，全國平均疫情傳播風險指數

Rt值已降至0.98，低於上一個監測周的

1.08；平均每 10 萬居民一周感染率為

232.7例，低於上一個監測周的240.3例。

國家衛生院表示，

本監測周雖然新冠病毒

感染率有所降低，但仍

遠未達到可以完全恢復

感染病例識別和追蹤密

切聯系人的水平，即每

10萬居民一周平均感染

率低於 50 例。此外，

本檢測周醫院重癥監護

室平均占有率已從上周

的39%升至41%，全國

醫療資源平均占用率依

然徘徊在44%。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

佩蘭紮(Roberto Speranza)2日下午簽署法

令，威尼托、馬爾凱、特倫托從6日起降

為橙色疫情防控區，其他地區則保持原來

的紅色或橙色疫情防控區。

同日，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區主席賈尼

(Eugenio Giani)簽署地方法令，要求在4

日和5日大區內關閉除報亭、藥房外的所

有商店。該大區作為紅色疫情防控區，原

本允許超市、食品店、煙草店、花店等禁

止開門營業，但允許送貨上門服務。

4月3至5日復活節期間，意大利全

國升級為紅色疫情防疫區，非必要原因不

得外出。法令允許民眾在所在大區內段探

親訪友，探訪活動僅允許每天5時至22時

期間進行一次，住宅最多可接待2名非同

住人員，14歲以下兒童、殘疾人士、生

活無法自理者不受限制。

根據防疫法規，公民如要出行必須攜

帶《自我聲明》，或在臨檢現場當著警察

的面填寫聲明。若無法提供出行理由或

《自我聲明》上顯示的理由不符合出行規

定，則會面臨400至1000歐元不等的行政

處罰。

意大利總理府的公告文件顯示，市民

所出示的《自我聲明》上所填寫的信息必

須屬實，若填寫虛假信息則屬於犯罪。因

為根據意大利《刑法》第495條，向公職

人員出示假證明屬於犯罪行為，可判處1

至6年監禁。

此外，確診患者若不遵守強制隔離規定

擅自出門，可被判處故意傳播病毒罪，將面

臨6個月至3年監禁；正在進行強制隔離的

密切接觸者若擅自出門，則將面臨3至18個

月監禁，以及500至5000歐元罰款。

英國擬試水“新冠疫苗護照”
招致多方反對聲音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計劃近期在多場公共活動中試水使用“新冠疫

苗護照”。不過這一方案招致多種反對聲音。

據報道，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定於5日宣布試點疫苗護照的一系

列公共活動。第一場活動是4月15日利物浦一家喜劇俱樂部舉行的演出

。其余活動包括英格蘭足總杯半決賽和決賽、在謝菲爾德舉行的斯諾克

世界錦標賽以及在哈特菲爾德舉行的一場跑步活動。英國政府將根據疫

苗護照在這些活動中的實際效果評估是否推廣使用這種護照。

按照《衛報》說法，疫苗護照認證系統處在最終完善階段，將由英

國醫保體系，即國民保健制度推出。這一認證系統將允許人們經由一款

手機應用或是憑借一張紙質證書獲得進入公共活動現場的資格，保持社

交距離等有關防疫措施也會相應減少。

疫苗護照將顯示持證者是否接種過新冠疫苗、最近一次新冠病毒檢

測呈陰性的時間等信息。《衛報》說，為贏得更多人支持，英國政府將

不會在公共交通工具、供應必要商品的店鋪、餐廳和酒館應用這種護照

，同時還將盡力確保因健康狀況沒有接種疫苗的人不受歧視。

一些議員反對使用疫苗護照，其中不乏資深保守黨議員。一些議員

在研究是否強行針對該議題在議會表決。一個跨黨派團體宣布反對疫苗

護照方案。72名議員簽署一份聲明，稱疫苗護照具有“分裂性和歧

視性”。一名政府科學顧問則警告說，疫苗護照會讓人們產生一種“虛

假的安全感”。

反對黨工黨尚未就疫苗護照方案表明立場，僅說將等待政府發布更

多細節。工黨領袖基爾· 斯塔默說，疫苗護照的想法很“不英國”。

約翰遜說，政府正在盡其所能讓國家重新開放，以便讓人們盡可能

安全地重新參加活動、旅行，做他們愛做的事，而通過這些疫苗護照試

點項目收集的反饋將幫助政府盡快實現上述目標。

另外，為方便英國人往來於英國和世界上新冠疫情風險低的地區，英

國政府計劃推行“紅綠燈系統”：從劃為“綠色”的國家和地區進入英國

的國民不需要隔離，不過仍需在行前和抵達英國後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從

“紅色”和“琥珀色”地區歸國的人依舊需要接受隔離或自我隔離。

英國解封在即
英格蘭地區將為每人每周提供2次免費檢測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約翰

遜表示，隨著該國疫苗接種計

劃持續快速進行，社會即將重

新開放，英格蘭地區所有人每

周將可免費接受兩次新冠疫苗

快速檢測。

據報道，約翰遜表示，這

項大規模篩檢計劃將有助破壞

病毒傳染鏈，並找出無癥狀病

例。他在聲明中說，“我們的

疫苗計劃進展良好，在我們按

路線圖審慎松綁防疫限制時，

為確保那些努力不會白白浪費

，定期快篩變得更加重要。”

英國衛生部高級官員愛德

華· 阿加表示，快篩套組可寄

到家中或公司，或到藥局或篩

檢中心領取。

報道稱，驗出陽性者需在

家自主隔離，並可接著安排進

行第2次PCR篩檢。阿加說，

他有信心人們會接受隔離。

不過，有批評者認為，這

項計劃可能浪費太多錢。

當天，約翰遜宣布，從4

月12日開始，英格蘭地區非必

需零售店鋪等可以恢復營業，

理發店、圖書館、社區中心、

動物園、餐廳和酒吧的戶外就

餐區等也將恢復營業或重新開

放。

但目前仍然不允許民眾出

國旅遊。英

國《金融時

報》稱，預

計約翰遜不

會為跨國旅

行設定特定

日程表。按

照現行計劃

，跨國旅行

最早在 5 月

17日才會恢復。

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

地區也正依照類似步調，各自放

寬年初實施的嚴格封鎖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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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在區域緊張升高之際，據報派一艘兩棲
攻擊艦到具主權爭議的南海水域，進一步加強在南海的軍事部
署，還發出艦上官兵實彈演訓的照片，秀肌肉意味濃厚。

香港 「南華早報」昨晚報導，根據北京大學海洋研究院
「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SCSPI）推特訊息，衛星影像顯

示，美國兩棲攻擊艦梅金島號（USS Makin Island）兩棲待命支
隊從7日晚間到昨天凌晨駛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海，隊內還有
兩棲船塢運輸艦聖地牙哥號（USS San Diego）。

美軍印太司令部（U.S. Indo-Pacific Command）昨天推文
寫道，梅金島號艦上官兵參與 「實彈演訓」並附上照片，以及
主題標籤 「自由開放印太」。

美中近日都已派航空母艦進入南海，美軍航艦羅斯福號
（USS Theodore Roosevelt）6日和7日與馬來西亞進行演習；
中國遼寧號則經日本西南方的宮古海峽，在台灣附近進行所謂

的 「例行性訓練」。
部分專家分析，美國在鄰近中國的海域部署海軍，是美國

總統拜登政府在向區域盟友和北京當局釋出訊號，顯示美國致
力在區域維持軍事部署以抗衡中國。

報導還說，在前美國總統川普卸任後，北京當局原本希望
與華府關係將有所改善，但如今美國在拜登執政下，於印太地
區的軍事活動並沒有明顯改變。

中國軍事評論員宋忠平表示： 「鑒於中美關係相對緊繃，
美國會持續在中國附近投入更多軍力，尤其重心轉向南海和西
太平洋地區的情況很正常。」

美軍驅逐艦馬侃號（USS John McCain）也在7日通過台灣
海峽。中共解放軍東部戰區隨後發表聲明說： 「美艦此舉向
『台獨』傳遞錯誤信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拉惹勒南國際關係學院」（RSIS）

研究員許瑞麟（Collin Koh）表示，這不是第一次有美國兩棲
待命支隊駛經南海，但鑒於目前南海局勢緊張，美方此舉具有
重要意義。許瑞麟說，羅斯福號在南海活動加上梅金島號，
「顯示美國對區域的安全承諾，尤其是對菲美同盟的義務」。

宋忠平表示，美軍印太司令部3大艦隊（第三艦隊、第五
艦隊、第七艦隊）負責的防區在川普執政時期變得模糊，以增
加戰鬥力。他說，梅金島號從印度洋轉調到南海、從第五艦隊
進入第七艦隊行動區，就反映出調動彈性。

他還說，美軍印太司令部下的第三艦隊實際戰力最強，因
此既然他們得將戰力直接投射到印太地區，主要目標是持續將
第三艦隊戰力轉到第七和第五艦隊行動區， 「我個人認為梅金
島號可能會經南海和太平洋到聖地牙哥母港，而且在行駛時將
必須進行演習」。

美國務院：先投資國內 才談與他國簽貿易協定

美軍兩棲攻擊艦進入南海美軍兩棲攻擊艦進入南海
上傳實彈演訓照秀肌肉上傳實彈演訓照秀肌肉

（綜合報導）美台關係升溫，呼籲雙方簽貿易協定聲浪高
漲。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今天就拜登政府對貿易協定整體
立場表示，美方目前重心在投資國內，之後才會檢視與歐洲、
亞洲等簽署協定。

自台灣去年8月鬆綁美豬美牛進口限制，美國社會對美台
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呼聲不斷。23位國會議員上個月致
函總統拜登（Joe Biden），呼籲他與台灣啟動FTA洽簽程序，
強調FTA不只能為兩國創造經濟效益，也能讓美方在印太區域
反制中共經濟影響力。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今天召開媒體簡報

會，有記者關切北愛爾蘭近日因部分群眾不滿英國脫歐後的貿
易安排，連日引發暴動，並詢問英美自由貿易談判進度。

普萊斯表示，拜登已清楚表明他對貿易協定的立場，他相
信美方必須先投資國內。拜登政府了解，美國國內生命力多強
，在世界舞台的生命力就會多強；國內生命力也是美國面對挑
戰的實力來源，不論是來自他國的挑戰，抑或是其他類型威脅
。

正因如此，普萊斯說，拜登政府首要著重在投資國內，之
後才會檢視FTA的簽署，不論是在歐洲、亞洲或是其他地方。

記者緊接著追問，這是否代表拜登政府不相信FTA能為美

國國內注入活力，創造雙贏局面。
普萊斯表示，拜登政府相信與盟友建立緊密經濟合作的重

要性，但經濟合作要以美國利益作為指引，也須符合美國價值
，例如高勞動標準、綠色能源及美國勞工需要受到保護等。

拜登上任1個多月前曾接受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
（Thomas L. Friedman）電話專訪。他當時就表示，在美國國內
勞工、教育面向獲得大量投資前，他不會和任何國家簽署新的
貿易協定。

美兩黨提案就智財及人權施壓中國 鞏固美台關係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參議員今天針對中國提出範圍廣泛

的立法議案，將在據稱北京竊取智慧財產一事上擴大施壓，並
鞏固美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

法新社報導，美國國會呈兩極化，民主、共和兩黨這次卻
罕見提出倡議，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兩黨主要人物共同提
出 「戰略競爭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意在規範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民主黨籍的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南德茲（Bob Menendez
）指出： 「美國政府須洞察並認真看待北京的意圖和行動，並
相應地調整我們的政策和戰略。」

法案提到，制裁是美國的 「強大工具」；法案內容也關切
行政部門 「未徹底執行」國會已通過的措施。

「戰略競爭法案」若獲國會通過，國務卿將須發布一份年
度清單，列出所有因竊取智財而受惠、卻傷到美國公司及產業
的中國國營企業。

除了先前針對維吾爾人遭監禁及其他虐待情事的報告之外
，法案也將要求評估性侵、強迫墮胎及其他針對維吾爾人的性
別暴力。

維權專家表示，上百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語族群被扣押
在新疆，其中多數是穆斯林；美國形容這種行為是種族滅絕。

「戰略競爭法案」也將重申美國對台灣的強力支持。美國
國會兩大黨向來支持台灣。

這項法案雖維持華府僅承認北京的立場，但要求美國使用
「相同用語和禮節」，像與任何外國政府一樣與台灣往來。

法案內容指出，台灣人民和政府體現了民主價值及自由市
場原則，美國必須維持作為這些價值及原則的捍衛者的可信度
。

美國各黨派政治人物對中國逐漸採取強硬態度，這是現任
總統拜登與前總統川普少數意見相同的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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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10萬人因新冠疫情被解雇

多集中於大城市圈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

本與新冠疫情蔓延相關的解雇和停止雇

用人數累計接近10萬人，包括預估人數

在內。數據顯示，解雇和停止雇用情況

在東京、大阪等大城市圈情況突出。另

外，在餐飲業、住宿業、制造業，解雇

和停止雇用的人數尤其多。

據報道，截至4月1日，日本與新

冠疫情蔓延相關的解雇和停止雇用人

數已達99634人，預計最快本周將超過

10萬。自2020年2月起，厚勞省就開始

統計疫情相關的解雇和停止雇用人數

。2020年春季日本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後，企業全面啟動雇用調整。

厚生勞動省的匯總數據顯示，從

行業領域看，截至3月26日，制造業解

雇和停止雇用人數為21761人，居各行

業之首，其後依次為零售業、餐飲業

、住宿業、批發業。

從都府道縣來看，東京都解雇和

停止雇用人數為21837人、大阪府9005

人、愛知縣5551人、神奈川縣4345人

、北海道3425人。此外，從雇用形式

來看，臨時工等非正式員工的解雇和

停止雇用人數達到45915人。

不過報道稱，厚勞省的數據僅限

於各地勞動局和公共職業介紹所掌握

的部分，實際人數可能更多。其中，

可能也包含被解雇後重新就業的人。

變異新冠病毒或主導日本第四波疫情 六城啟動新措施
綜合報導 日本變異新冠病

毒蔓延勢頭加劇，當局目前緊

盯大阪和神戶“E484”病毒疫

情發展態勢，據了解，在神戶

的確診病例中有52.3%屬於這類

型。日本多名專家因此斷定，

“變異病毒會是日本第四波疫

情的主導”。

為防止新一波疫情在日本

境內擴大，5日起，當局針對疫

情反彈的大阪、神戶、宮城縣

的六個城市，啟動一個月的防

疫新措施。

報道指出，《防止新冠蔓

延措施》是日本當局解除緊

急事態宣言後，為預防疫情

反彈而制定的緩沖條例，主

要是要求民眾時刻保持高度

的防疫戒心。它與緊急宣言

最大的不同點是，它能把措

施實施範圍限定於確診病例

增加的城市。

5日，日本當局聚焦大阪

市、兵庫縣的神戶市、蘆屋

市、西宮市、尼崎市，以及

宮城縣的仙臺市。當局要求

這些城市，規定餐飲業者只營

業到晚上8時。

此外，當局也鼓勵業者給

員工進行核酸檢測，及早找出

潛在病例。對於違反條例者，

這些城市可處以最高20萬日元

的罰款。

日本自2020年 3月進入第

一波新冠疫情高峰後，至今已

歷經三大波。日本首相菅義偉5

日警告新一波疫情來襲，並表

示將隨時增加“防止蔓延”的

重點區。他指出，“大阪、神戶

等地已出現反彈，雖說第四波還

未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但各地都

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目前首都

圈的一都三縣(東京、埼玉、千葉

、神奈川)人流往來增加，不排除

疫情會繼續加劇”。

據報道，日本衛生當局也

在加緊為應對第四波疫情做準

備，醫療體制的布局據悉是第

三波的兩倍。

東京慈惠會醫科大的浦島

充佳教授稱，“日本出現變異

病毒已三個月，大阪和神戶都

成為主要發病區，今後疫情擴

大是必然的”。關西大學的公

眾衛生學教授高鳥毛敏雄預測

，“日本第四波疫情的確診數

目要比第三波高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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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新一輪新冠肺炎疫情

社區感染仍在不斷蔓延，為避免收治醫院超

負荷運作，柬埔寨將讓輕癥患者居家隔離治

療。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天新增

72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治愈出院47例

。新增確診病例中，有71人與“2.20”社區

感染事件相關，按照分布來看，首都金邊依

然是“重災區”，該市新增33例，此外，西

哈努克港新增22例、幹拉省新增8例、柴楨

省新增3例、菩薩省新增3例、波羅勉省新增

1例、貢不省新增1例。另有1例為境外輸入

，患者為28歲印度男性，4月4日抵柬。

位於金邊市中心的烏亞西市場成為疫情

新的“風暴眼”，在該知名市場連續多日出

現確診病例情況下，政府5日對約1000名商

販進行核酸檢測。

官方在通報中指出，在1000名商販中有

20人確診，核酸檢測將持續進行。據知，烏

亞西市場共有7000名商販，該市場已暫時關

閉。金邊市市長坤盛表示，所有商販應積極

配合主動接受核酸檢測，以保護自己和家人

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此外，柬埔寨首相洪森6日發表講話指出，疫情未見

緩和，政府必須未雨綢繆，避免收治醫院超負荷運作。他

已指示衛生部制定操作規程，讓新冠肺炎患者居家隔離治

療。洪森要求衛生部必須做到最精準的評估，確證患者屬

輕癥。此外，衛生部須招募地方醫院和醫療中心的自願醫

生，為他們提供相關培訓，以便照顧居家治療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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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逐步有序地恢復跨境人員正常往來的

安排出現曙光。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8日在立

法會答問大會上回答議員提問時透露，特區政府正在

籌備將方便港人免檢疫返港的“回港易”計劃，擴展至廣東以外的省市；特區政府亦構思推

出“來港易”計劃，讓獲得配額的內地人，豁免檢疫抵港，詳情稍後公布。雖然在該兩項計

劃下，回程返內地時仍要接受當地的檢疫隔離，但跨境家庭和兩地商人都希望，這是邁向通

關的第一步，希望隨着港人努力清零及積極接種疫苗後，下一步回程也毋須檢疫，最終達至

完全自由通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通關續鬆動 回港來港添易
“回港易”擬擴至粵外省市“來港易”研准內地人免檢入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與內地仍未
通關，嚴重影響兩地商貿活動，兩地企業洽談生
意及項目時，主要依靠視像會議進行，惟不少情
況下仍有需要面對面商談，包括看貨辦、處理銀
行業務、交收及簽訂合約等也要在現場簽名。對
於特區政府擬推出“來港易”措施，商界均表示
歡迎，相信是兩地往來正常化的第一步，希望下
一步是與內地政府商討給予港人前往內地的免檢
疫安排，並利用“疫苗護照”與選定地區構建
“綠色通道”。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李秀恒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不少行業如金融、保險、進出口以至房地
產等也受“控關”影響，涉及兩地的生意額下跌逾
一半。疫情期間，一些商務人士因生意需要，別無
他選下，接受兩地前後28天的隔離檢疫，無疑“來
港易”措施大大減低兩地經商人士的不便，亦為香
港旅遊消費和飲食業等提供商機。

不過，李秀恒認為特區政府單向給予部分內
地人來港免檢疫，他們返回內地時仍須隔離，仍
有不便，故希望特區政府與內地部門商討讓內地
人回程時亦免檢，下一步則讓港人到內地同樣享
有免檢疫安排。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由於跨境檢疫限制，不少港商已近一年未到
內地處理業務，除造成不便，還拖慢危機應變的
策略制定，影響業務復甦，故業界一直爭取兩地
通關和恢復往來，特區政府擬推出“來港易”構
思是好開始。不過，他亦指出，即使內地人員經
“來港易”來港，返內地仍要檢疫，令措施吸引
力大打折扣，冀特區政府研究有關措施時加強與
內地城市的溝通，讓內地人員免檢疫往返兩地，
才能提供誘因，加快恢復粵港兩地人員流動，重
啟跨境商業活動和旅遊。

商界盼港人北上同享免檢疫

返程仍隔離
盼打針免檢

MissRJ君（深圳）：讓部分內地人來港易，很好，一步一步往
好處走。

煥SIMON_UNFOLLOW（上海）：趕緊趕緊，我不想隔離啊。

mikika88（廣州）：太好了，單向通關都好滿足了。

胖小妹-Crowl（廣州）：但是回來內地要隔離，還是太難了。

Lily_The_Cat（深圳）：要是可行是真的好，但是一想到回廣東還
得隔離，社畜沒那麼多假期，唉……

東方慧999（南寧）：建議，低風險區可以自由往來！綠碼通行。

心懷陽光ECHO（廣東）：來港易，回內地難（要隔離14天），
有毛用。

二腐宅-醫（廣州）：從香港入境的所有人士隔離14天——等於無
用，沒人會願意去香港購物消費的。

漁村晚唱（深圳）：不清零，那邊事情辦不成也不
過去，怕死。

Suky0101（深圳）：放寬內地人去香港，在香
港不用隔離，但內地人去
一次香港，回來內地
就要隔離 14 天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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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芙釵）新冠肺炎
疫情爆發後，香港與內地“控關”約一年，
大批跨境家庭被迫分隔兩地。左小姐及兒子
是香港居民，丈夫卻是內地人，過去母子倆
每日香港工作和上學，入夜後返深圳居住，
惟“控關”後左小姐獨自在港工作，丈夫及
兒子則在深圳生活，一家相隔一條深圳河，
卻咫尺天涯。對於“來港易”，左小姐形容
是“有來無去”，因為丈夫若來港，回程返
內地時仍要接受隔離，“之前有朋友在內地
隔離14天花了一萬元人民幣，不划算！所
以我們不會用‘來港易’。”她希望，兩地
政府洽商，允許已經接種疫苗的香港市民，
入境內地時減免檢疫。

左小姐原本任職跨境校車的保姆，原先
與丈夫及兒子居住在深圳，去年農曆新年期
間，她趁學校放假無工開，來港做兼職，在
兩地政府“控關”措施生效當晚，她因太晚
收工未能在限期前返內地，從此與家人分隔

兩地。
除了牽掛，左小

姐最擔心的是兒子的
學業，“因為疫情他

要網上授課，好耐無面授課，什麼進度都跟
不上，成績差咗好多。”因此她亦希望政府
能夠盡快允許跨境學童往返兩地上課。

住酒店14天 花萬元人民幣
對於政府準備推出“來港易”讓內地人

免檢疫來港，她表示，措施對於他們一家沒
有太大幫助，“即使丈夫與兒子來港探望，
但回程又需要重新檢疫14天，除浪費時間
外，同樣浪費金錢。”她表示，內地檢疫酒
店費用高昂，疫情期間酒店、外賣更乘機加
價，“有朋友在內地隔離14天已經花費近
一萬元人民幣，價格不菲。”而且，她目前
租房獨居，若丈夫來港便“不夠住”。
她說，兩地的新冠疫情均已受控，認為

政府有空間放寬兩地出入境政策，讓兩地市
民能夠來往自如，恢復正常生活及兩地經濟
活動，“巴基斯坦、菲律賓疫情失控，要嚴
格檢疫就無可厚非，但內地幾乎清零，根本
不應該如此嚴格。下一步希望特區政府與內
地政府洽商，讓已經接種疫苗的港人能夠自
由往返兩地，或者只需接受14天家居檢疫
都好，這才是惠民措施。”

●●林鄭月娥透露林鄭月娥透露，，特區政府正在籌備特區政府正在籌備““回港易回港易””擴展至廣擴展至廣
東以外的省市東以外的省市，，及及““來港易來港易””讓獲得配額的內地人讓獲得配額的內地人，，豁免豁免
檢疫抵港檢疫抵港。。圖為民眾以圖為民眾以““回港易回港易””方式抵港方式抵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特區政府於去年11月23日起推出“回港易”
計劃，在廣東省或澳門逗留的香港居民，可透過

網上系統預約每日共5,000個的返港名額，分別為
3,000個經深圳灣口岸及2,000個經港珠澳大橋返港的
名額。成功申請者在取得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後返港
時，可豁免14天家居或酒店檢疫。

資料顯示，自計劃開始實施至今年2月底，共有
近8萬人次透過計劃回港，單是2月份已有逾3萬人
次，相信是與農曆新年有關。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曾國衞早前曾表示，特區政府一直持續檢視計劃
的實施情況、疫情發展，與內地和澳門有關部門共同
研究下一步的安排。

“回港易”目前只適用於逗留廣東省及澳門的港
人，林鄭月娥8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表示，政府正在

籌備將“回港易”計劃擴展至廣東以外。她續說，正
研究以同樣方式讓內地居民透過“來港易”計劃來
港，“因為同一個地方（內地）也是低風險，沒什麼
理由會有不同對待。”她表示，當梳理好建議並落實
細節時，會第一時間向社會公布。

市民盼速落實擴大措施
在上海從事餐飲業的港人馮先生表示，渴望回港

已久，希望盡快落實擴大措施。他說：“我（在港）
媽媽已經逾90歲，但我也很久沒回去看她了，因為一
來一回已經28天(檢疫)，你一離開一個月，公司應如何
處理？”不過，他使用“回港易”回程返內地時，仍
需要接受最少14天檢疫，故希望兩地政府探討雙程免
檢疫安排。

專家倡大城市優先推行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則認為，內地大部分省

市傳播風險和變種病毒風險均較香港低，可適度放寬
“回港易”並推出“來港易”計劃，又建議特區政府應
優先集中人口或商貿往來頻繁的大城市推行計劃，切勿
全面擴闊至所有地區，否則會影響防控工作。

至於應否為參與計劃的人士加設疫苗接種等條
件，他認為接種與否應只作為輔助考慮，重點是取決
於當地疫情風險。他續說，現時廣東省港人透過“回
港易”經陸路口岸入境，但如果將計劃擴展至全國或
實施“來港易”，潛伏期內的旅客經航班抵港，飛機
上的其他乘客可能有交叉感染風險，再滲入社區，屆
時有關計劃或成本地疫情防控的漏洞。

●跨境家庭、兩地商人均視“來港易”為邁向通關的
第一步。 資料圖片

●商界及零售業界盼藉此逐步正式通關，旅客訪港
帶動經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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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武漢漢
口韓家墩街某社區的陳女士，3月底以來被朋友們
問道最多的一句話便是“你打疫苗了嗎？”她通過
小區的微信群，感覺到整個武漢的疫苗接種在不斷
提速。最初社區通知是18至59歲的無慢性疾病的居
民可以前往街道衞生服務中心接種，之後擴大到18至
70歲，社區的疫苗供應量也在逐步增加，最初單日可
以有600支左右，4月5號以後社區每天的供應量提升
到1,600支，4月7日當天更是增加到2,200支。

“再不打就要掉隊了”
陳女士8日下班出了輕軌站便徑直前往街道衞生

服務中心接種疫苗，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為了方便上班
族預約後下班接種，把工作時間延長到晚間8點。這
是她接種的第一針新冠疫苗，上周因為工作較忙沒有
預約上，這周疫苗的數量還在增加，“身邊的人都在
打，感覺再不打在朋友圈裏要掉隊了，而且確實希望
通過接種保護自己和家人。”接種的流程也非常簡

單，帶上身份證登記，然後測量血壓，經過醫生評估
就可以接種，之後在衞生服務中心留觀半小時，確定
沒有出現異常情況，陳女士便回到家中。《湖北日
報》報道稱，截至4月7日12時，武漢市新冠疫苗累
計接種超370萬劑次。武漢的各大醫院和街道衞生服
務中心都在全力為市民提供接種服務。疫苗則是根據
各接種點接種進度調配接種點庫存量，確保入庫的疫
苗隔日接種完畢，不出現積壓。甚至在8日於武漢揭
幕的第三屆世界大健康博覽會上都出現了一輛移動接
種車，可為現場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新冠疫苗接種服
務。

陳女士表示，武漢的疫情防控大半年來一直非
常平穩，安全感倍增，自己也曾猶豫在目前的環境
還有沒有必要接種疫苗。而社區的動員一直在進
行，物業每天在小區用廣播動員符合接種要求的居
民們就近前往衞生服務中心接種。她表示，“生活
正在恢復正常，未來還希望可以出去旅遊，當然是
盡早接種疫苗更安全、更有保障。”

最流行問候：“你打疫苗了嗎？”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人民日報及新華社報道，4月8日，湖北武漢迎來封城

防控措施解禁一周年。一年過去，武漢早已經恢復往日的熱鬧。登臨黃鶴樓，憑欄遠

眺，橋面車水馬龍，江面貨船穿行如梭。夜幕下，食客排着長隊等待心儀已久的美食店

排位；路邊攤，市民大快朵頤；江灘廣場，廣場舞此起彼伏……剛過去的清明節假期，

湖北接待遊客1,170.3萬人次，武漢黃鶴樓入列華中地區人氣景區前十。今天的武漢，

重回蓬勃朝氣，創下戰疫和發展雙重奇跡。

醫療器械、中醫中藥、防護物資……4月8日，
第三屆世界大健康博覽會在武漢國際博覽中心

和武漢國際會展中心舉辦，大健康領域最前沿的新
產品、新技術、新成果悉數再次展示，周邊車水馬
龍，人頭湧動，一派暢旺景象。去年武漢“封城”
的76天裏，博覽中心和會展中心一夜之間化身為方
艙醫院，成為這座英雄城市戰役的最前線。

會展項目紛至沓來
眾所周知，會展業是一座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

引擎。戰勝疫情之後，從去年下半年至今，武漢各
大會展排期滿滿，央企民企接踵而至，大投資大項
目紛至沓來。緊鄰武漢金銀潭醫院的武漢客廳，去
年僅承辦了6場會展，而今年已經排滿37場，預計
全年超過50場。2020年11月20日，首屆中國5G+
工業互聯網大會在武漢光谷科技會展中心開幕。在
高新技術產業的帶動下，武漢克服疫情影響，2020
年經濟總量重回全國城市前十，數字經濟增加值佔
全市GDP比重40%左右。

百年老街熱鬧非凡
“我看到霓虹在舞蹈，想念這城市的味

道……”伴着《相見在武漢》優美的旋律，江漢路
步行街的老式建築被絢爛的燈光秀點亮。“‘花
young 武漢’櫻花市集活動，讓我們店銷量翻
番！”湖北森馬總經理陳小汾說，解除離漢通道管
控後，政府出台減租免租、刺激消費等許多好政
策，“現在，我們的信心完全回來了！”江漢路步
行街是武漢歷史最為悠久的商業街之一。去年4月8
日零時，江漢關的鐘聲，曾隨着網絡響徹大江南
北，成為人們難忘的記憶。如今，這條疫情後全面
改造升級的百年老街熱鬧非凡，今年一季度客流量
達到1,625萬人次。

餐飲旅遊全面恢復
旅遊、餐飲、酒店、交通等行業，曾是武漢受

疫情衝擊最大的行業。去年8月，湖北省文旅廳開啟
“與愛同行惠遊湖北”活動，全國人民“打卡大武
漢”的熱情高漲。納入活動的44家景區共接待遊客
2,100餘萬人次，比2019年同期增長27.5%。武漢全
年遊客接待量和旅遊綜合收入均恢復到2019年的八
成以上。武漢酒店餐飲業全面恢復，今年前兩個月，
20家年收入過億元的餐飲企業中，有11家餐飲收入
同比2019年增長10%以上。楚商聯合會秘書長蹇宏
言語裏透着激動：“感恩全國人民在湖北最艱難的時
期搭把手、拉一把，最艱難的日子都過去了！”

去年，全國人民為“熱乾麵”加油；今年，
“熱乾麵”感恩全國。

援鄂醫護重返賞櫻
“我們不會忘記去年我們做出的莊重承諾，來

年3月櫻花開放時，邀請你們和家人一起來武大看
櫻花！”在武漢大學抗疫醫護賞櫻專場開幕式上，
武漢大學校長竇賢康動情地說。這一天，武漢大學
迎來了包括3,000名援鄂醫護人員在內的一萬多位
抗疫英雄。武大櫻花、東湖櫻園，是武漢櫻花的兩
張名片，去年寂寞空庭，今年人氣爆棚。今年盛花
期，武漢大學每日預約遊客過萬人，東湖櫻園更是
刷新歷史紀錄，兩天遊客數高達8萬人。整個3月，
東湖櫻園接待遊客近百萬人次。

“感覺就像回家一樣，太驚喜了！”四川第二
批援鄂醫療隊的護士許秋英和愛人彭宇一同回武漢
賞櫻、拍婚紗照。來到許秋英去年曾住過的酒店房
間時，大紅的“囍”字、大紅的床品、大紅的氣
球，讓這對戰疫伉儷倍感驚喜。開春以來，金盾酒
店集團傳媒部經理徐敏說：“今年3月以來，我們
酒店幾乎每天都是‘滿房’狀態，感謝醫護人員逆
行武漢、無私付出，才有了我們的今天。”

“山河無恙，武漢真棒！”看繁華街市、賞滿
城櫻花、登黃鶴樓、遊知音號，援鄂醫療隊員紛紛
讚歎：“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創下了戰疫和發
展雙重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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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衞生補短
板：謀劃公共衞生體
系補短板項目2,247
個 ， 規 劃 總 投 資
2,545 億元（人民

幣，下同）

●重點加強疾控體系、醫
療救治體系、基層防控
體系、院前急救體系和
公共衞生應急信息平台
建設

●武漢完成62家定點醫
院發熱門診標準化建
設

●203家社區衞生服務中
心

●（鄉鎮衞生院）新增
設發熱診室

●實現發熱病人閉環管
理

二、2020年武漢經

濟穩住了基本盤

●GDP達15,616.1億元
●從一季度地區生產總
值下降40.5%收窄到
全年下降4.7%

●全年新增市場主體
18.65萬戶

●新增高新技術企業
1,842家

●400多家國內外各行業
500強企業來漢洽談

●招商引資實際到位資
金突破 9,300 億元增
長6.7%

●2021年 1月至2月武
漢規模以上工業增加
值同比增長81.5%，

●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
長256.3%

來源：中新社

2020年4月2日
2021年4月5日

● 湖北省武漢市中華路街道
西城壕社區一角。 新華社

●● 33月月2828日日，，人們在武漢人們在武漢
市楚河漢街遊玩市楚河漢街遊玩。。 新華社新華社

●● 44月月88日日，，第三屆世界第三屆世界
大健康博覽會在武漢開大健康博覽會在武漢開
幕幕。。圖為市民在社區智能圖為市民在社區智能
健康小屋體驗自主健康體健康小屋體驗自主健康體
徵監測服務徵監測服務。。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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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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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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雞 ROOSTER

tawakened by the alarm clocktawakened by the alarm clock
he starts dancinghe starts dancing

an early-rising roosteran early-rising rooster
in the chicken coopin the chicken coop

聞鬧鐘起舞

一隻早起的

雞

在雞欄裡

正當全美反亞裔的歧視與仇恨事件讓美國種正當全美反亞裔的歧視與仇恨事件讓美國種
族問題產生巨大分歧之際族問題產生巨大分歧之際,, 竟然又有一位白人竟然又有一位白人
至上主義者麥克至上主義者麥克••赫卡比赫卡比(Mike Huckabee)(Mike Huckabee)公開公開
發表譏諷亞裔的言論發表譏諷亞裔的言論,, 而且他更是針對華裔而而且他更是針對華裔而
來來,, 他透過推特寫道他透過推特寫道::””我已決定認同自己是中國我已決定認同自己是中國
人人,, 那樣可口可樂就會喜歡我那樣可口可樂就會喜歡我，，達美航空就會同達美航空就會同
意我的價值觀意我的價值觀，，我會從耐吉那裡得到球鞋我會從耐吉那裡得到球鞋，，並獲並獲
得職棒大聯盟的門票得職棒大聯盟的門票,, 那樣美國不是很棒嗎那樣美國不是很棒嗎？”？”

赫卡比的言論極其荒謬赫卡比的言論極其荒謬,, 這位曾擔任過阿肯這位曾擔任過阿肯
色州州長的失意政客因為連續參選兩次總統大色州州長的失意政客因為連續參選兩次總統大
選共和黨黨內提名挫敗已不再具影響力選共和黨黨內提名挫敗已不再具影響力,, 但他但他
毫無節操讓自己的女兒莎拉桑德斯投靠到川普毫無節操讓自己的女兒莎拉桑德斯投靠到川普
陣營去擔任白宮發言人以推銷種族主義言論陣營去擔任白宮發言人以推銷種族主義言論,,
當驚覺川普連任無望後當驚覺川普連任無望後,,莎拉桑德斯立馬辭官返莎拉桑德斯立馬辭官返

故里故里,, 現積極準備出馬參選州長現積極準備出馬參選州長,,
而赫卡比也賣掉佛州的房子重回而赫卡比也賣掉佛州的房子重回
阿肯色阿肯色,, 所以他叛逆反中的言論所以他叛逆反中的言論
顯然是為了拉拔女兒選情好的手顯然是為了拉拔女兒選情好的手
法法,,他為了造勢他為了造勢,,不惜以反華言論不惜以反華言論
博取輿論關注博取輿論關注,,其企圖的確達到其企圖的確達到
了了,, 但卻嚴重傷害了美國族群和但卻嚴重傷害了美國族群和
諧諧,, 那是不可原諒的那是不可原諒的！！

其實仔細推敲赫卡比這次的其實仔細推敲赫卡比這次的
反中言論反中言論,, 他原是針對美國職棒他原是針對美國職棒
大聯盟和總部位於喬治亞州的大大聯盟和總部位於喬治亞州的大
企業而來企業而來，，因為共和黨掌控的喬因為共和黨掌控的喬
治亞州最近通過了限縮有色人種治亞州最近通過了限縮有色人種
平等選舉權的平等選舉權的””投票法投票法””,, 規定未規定未
來不僅禁止州內各郡主動郵寄選來不僅禁止州內各郡主動郵寄選
票給選民票給選民,, 而且申請郵寄投票的而且申請郵寄投票的
時間也從原來的半年縮短到三個時間也從原來的半年縮短到三個

月月,, 原本方便選民而四處設置的投票箱也大大原本方便選民而四處設置的投票箱也大大
減少減少,,凡此種種都是為了逆轉去年大選民主黨佔凡此種種都是為了逆轉去年大選民主黨佔
優勢而做出的改變優勢而做出的改變,, 對有色人種相當不公平對有色人種相當不公平,, 所所
以美國職棒大聯盟為了表達嚴正的抗議以美國職棒大聯盟為了表達嚴正的抗議,, 決定決定
把原本在該州舉行的明星賽轉移到科羅拉多把原本在該州舉行的明星賽轉移到科羅拉多
州州,, 而位於喬州的可口可樂而位於喬州的可口可樂、、達美航空與耐克球達美航空與耐克球
鞋等大企業不約而同紛紛譴責共和黨政客充滿鞋等大企業不約而同紛紛譴責共和黨政客充滿
了黨派色彩的陰謀和詭計了黨派色彩的陰謀和詭計,, 但是他們的正義之但是他們的正義之
聲卻激怒了赫卡比聲卻激怒了赫卡比,, 所以他才會講出那些風涼所以他才會講出那些風涼
話話。。

赫卡比的問題是赫卡比的問題是，，職棒大聯盟和企業之作為職棒大聯盟和企業之作為
與中國毫無相干與中國毫無相干,,他硬是把他們扯在一起他硬是把他們扯在一起,, 因此因此
而為反亞裔推波助瀾而為反亞裔推波助瀾,, 那真是為人所不齒的那真是為人所不齒的！！

北京將在明年二月迎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大北京將在明年二月迎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大
會會,, 但此時卻傳出美但此時卻傳出美、、英英、、加加、、澳與歐盟等將以中澳與歐盟等將以中
國對新疆的人權問題聯合抵制北京冬奧聖典國對新疆的人權問題聯合抵制北京冬奧聖典,,美美
國國務院對此問題說道國國務院對此問題說道::””那符合我們與盟友的共那符合我們與盟友的共
同利益同利益,,所以有可能存在所以有可能存在””,, 但白宮發言人莎琪隨但白宮發言人莎琪隨
後又表示後又表示：“：“我們現在沒有與盟邦夥伴討論任何我們現在沒有與盟邦夥伴討論任何
聯合抵製的行動聯合抵製的行動”。”。所以美國對於參不參加北京所以美國對於參不參加北京
冬奧會冬奧會,, 官方立場出現了不一致官方立場出現了不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值得注意的是,,莎琪在談話中使用了莎琪在談話中使用了””現在現在””這這
個字眼個字眼，，那暗示美國那暗示美國””未來未來””還是有可能聯合其他還是有可能聯合其他
國家一起抵制北京奧運會國家一起抵制北京奧運會,, 如果真走到那一步如果真走到那一步,,
美國不僅將踐踏國際奧委會的會章與道德準則美國不僅將踐踏國際奧委會的會章與道德準則,,
更將破壞世界和平更將破壞世界和平,, 那將是極其嚴重的錯誤那將是極其嚴重的錯誤！！

奧運會是超乎政治之外的中立組織奧運會是超乎政治之外的中立組織,, 其宗旨不其宗旨不

僅是體育競賽僅是體育競賽，，更是讓世界藉著更是讓世界藉著
競賽機會交流互動競賽機會交流互動，，以達到和諧以達到和諧
團結的目的團結的目的,,所以奧林匹克的所以奧林匹克的
藍藍、、黃黃、、黑黑、、綠綠、、紅五種不同顏色紅五種不同顏色
的圓環圖案相連代表的就是歐的圓環圖案相連代表的就是歐、、
亞亞、、美美、、非非、、澳五大洲的團結澳五大洲的團結，，從從
以往舉行的奧運會可看出以往舉行的奧運會可看出,,只要只要
世界面臨政治衝突或危機世界面臨政治衝突或危機，，奧運奧運
會就會挺身而出會就會挺身而出，，讓激烈碰撞緩讓激烈碰撞緩
和下來和下來，，也由於奧運本身所蘊含也由於奧運本身所蘊含
的和平與競爭的精神內涵的和平與競爭的精神內涵，，所以所以
沒有任何力量能將五大洲分離沒有任何力量能將五大洲分離
開來開來。。

儘管美國和俄羅斯在冷戰期儘管美國和俄羅斯在冷戰期
間角力間角力,,引發了引發了 2020 世紀世紀 8080 年代年代
一系列相互抵制不參加奧運會一系列相互抵制不參加奧運會

之舉之舉，，剝奪了運動員參賽權利剝奪了運動員參賽權利,,而且因對恐怖主義而且因對恐怖主義
的擔憂也讓的擔憂也讓20042004年雅典奧運和年雅典奧運和20142014年索契冬奧年索契冬奧
在愁雲慘霧中舉行在愁雲慘霧中舉行，，但奧運會精神不死但奧運會精神不死,, 世人對世人對
於和平期求不斷於和平期求不斷,, 所以上一屆的平昌奧運會前夕所以上一屆的平昌奧運會前夕
適逢朝鮮半島局勢惡劣適逢朝鮮半島局勢惡劣,, 但南北韓首領握手言但南北韓首領握手言
和和,, 一起出席一起出席,, 還共組了冰球聯隊參賽還共組了冰球聯隊參賽,, 化危機為化危機為
轉機轉機,,有助於兩韓之間的和平有助於兩韓之間的和平。。

奧運會純粹是一個象徵世界和平的體育競技奧運會純粹是一個象徵世界和平的體育競技,,
真正核心是運動員真正核心是運動員,, 各國政客或維權人士千萬不各國政客或維權人士千萬不
要弄錯方向要弄錯方向,, 你們可以採用經濟或軍事製裁任何你們可以採用經濟或軍事製裁任何
一個國家一個國家,, 但是用體育制裁是最拙劣的手段但是用體育制裁是最拙劣的手段,, 請請
把你們的手拿開把你們的手拿開,,冬奧是一個聖典冬奧是一個聖典,,世界上最優秀世界上最優秀
的運動員都應該走進北京去爭取人生中最燦爛的運動員都應該走進北京去爭取人生中最燦爛
的一刻的一刻!!

全美針對亞裔的歧視與仇恨犯罪事件現在全美針對亞裔的歧視與仇恨犯罪事件現在
層出不窮層出不窮,, 而且愈來愈嚴重而且愈來愈嚴重,, 儘管拜登總統極儘管拜登總統極
度關注處置度關注處置,, 亞裔也一再用示威抗議表達不亞裔也一再用示威抗議表達不
滿滿,, 但似乎無法減少仇恨犯罪但似乎無法減少仇恨犯罪,,最新一宗是發生最新一宗是發生
在南加州一位在南加州一位6464歲華裔婦女在清晨獨自遛狗歲華裔婦女在清晨獨自遛狗
時被白人女子刺死時被白人女子刺死,, 但警方卻稱這是一起隨機但警方卻稱這是一起隨機
襲擊案襲擊案,, 相當不能讓人接受相當不能讓人接受。。

如何界定隨機襲擊與仇恨犯罪其實不難如何界定隨機襲擊與仇恨犯罪其實不難,, 由由
於兩者的犯罪動機天淵之別於兩者的犯罪動機天淵之別,, 只要謹慎調查只要謹慎調查，，絕絕
對可以辯識出差異對可以辯識出差異,, 然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情然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情
況卻是況卻是,, 警方往往在第一時間就宣稱嫌犯不是警方往往在第一時間就宣稱嫌犯不是
仇恨犯罪仇恨犯罪,, 這明顯是包庇歹徒的卑劣說法這明顯是包庇歹徒的卑劣說法,, 如如
立法者不從這方面嚴罰立法者不從這方面嚴罰,, 必將後患無窮必將後患無窮。。

仇恨亞裔並非一朝一夕所造成仇恨亞裔並非一朝一夕所造成,, 最大原因在最大原因在
於優質的亞裔人口不斷移入美國於優質的亞裔人口不斷移入美國,, 而且亞裔下而且亞裔下

一代子女在學業與事業上凌駕各一代子女在學業與事業上凌駕各
族裔之上族裔之上,, 自然造成白人至上者心自然造成白人至上者心
裡不平衡裡不平衡。。早在三十多年前當亞裔早在三十多年前當亞裔
大量移入加州蒙特利公園市大量移入加州蒙特利公園市，，並主並主
宰這個城市後宰這個城市後,, 當地白人紛紛遷移當地白人紛紛遷移
他處他處,, 曾有一位白人至上主義者極曾有一位白人至上主義者極
度不滿的說道度不滿的說道::””離開這裡的最後離開這裡的最後
一個美國人不要忘了把美國國旗一個美國人不要忘了把美國國旗
帶走帶走!!””

這句話一直深烙在我心中這句話一直深烙在我心中,, 每每
當我想起這句話時當我想起這句話時,, 心有餘悸心有餘悸。。白白
人至上者的繆思是人至上者的繆思是:: 美國是他們所美國是他們所
創建的國家創建的國家,, 他們篾視其他族裔他們篾視其他族裔,,
故意漠視不斷遷入的新移民才是故意漠視不斷遷入的新移民才是
打造美國強大的主因打造美國強大的主因,, 而且他們更而且他們更

不知不知””有容乃大有容乃大””是民族大熔爐的美國不凡的器是民族大熔爐的美國不凡的器
度度,, 那個蠻悍男子在紐約曼哈頓用腳狠踢亞裔那個蠻悍男子在紐約曼哈頓用腳狠踢亞裔
女性女性，，並口出狂言道並口出狂言道：”：”你不屬於這裡你不屬於這裡!!””真是豈真是豈
有此理有此理,, 可惡萬分可惡萬分!!

亞裔受到歧視仇恨事件當然是導因於前總亞裔受到歧視仇恨事件當然是導因於前總
統川普任內不當言行統川普任內不當言行,, 他頻頻稱他頻頻稱COVID-COVID-1919為為
中國病毒中國病毒,, 更以功夫諧音把新冠取名為功夫流更以功夫諧音把新冠取名為功夫流
感感(kung flu),(kung flu),直接造成亞裔被歧視和仇恨直接造成亞裔被歧視和仇恨,, 所以所以
川普是比川普是比COVID-COVID-1919更兇猛的病毒更兇猛的病毒,, 由於他發由於他發
表太多不當言論表太多不當言論, ?, ? 所以推特和臉書社交媒體所以推特和臉書社交媒體
全被屏蔽了全被屏蔽了,, 近日他又創建了自己的媒體近日他又創建了自己的媒體,, 語語
不驚人死不休不驚人死不休,, 又把新冠稱之為又把新冠稱之為””中國病毒中國病毒””,,
所幸他已失勢所幸他已失勢,, 破壞力已大不如前破壞力已大不如前,, 否則他的否則他的
胡言亂語必將給亞裔添加更多創鉅痛深的災胡言亂語必將給亞裔添加更多創鉅痛深的災
難難!!

來自德州的貝勒大學在今年的來自德州的貝勒大學在今年的NCAANCAA全美大全美大
學籃賽中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打敗了全美排名第學籃賽中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打敗了全美排名第
一的岡薩加大學而奪得王冠一的岡薩加大學而奪得王冠,, 真是可喜可賀真是可喜可賀,,值值
得一書得一書！！

岡薩加大學是今年全美最強勁的球隊岡薩加大學是今年全美最強勁的球隊,, 從開之從開之
始即排名第一始即排名第一,, 一直打完全季都所向無敵一直打完全季都所向無敵,, 直到直到
先前一日先前一日,,依然靠著主力戰將依然靠著主力戰將----未來的未來的NBANBA之之
星薩格斯星薩格斯(Jalen Suggs)(Jalen Suggs)在延長賽最後在延長賽最後 11 秒投出絕秒投出絕
殺獲勝的三分球打敗殺獲勝的三分球打敗UCLA,UCLA,保持保持3131場連勝不敗場連勝不敗
紀錄紀錄。。貝勒大學也不是好惹隊伍貝勒大學也不是好惹隊伍,, 整個球季都排整個球季都排
名全美第二名全美第二,, 只小輸了只小輸了 22 場場,, 原本這兩支排名第原本這兩支排名第
一和第二的隊伍去年底有一場對決一和第二的隊伍去年底有一場對決,,後因疫情取後因疫情取
消消。。

這場冠軍殊死戰這場冠軍殊死戰,,貝勒大學一開賽就展現出氣貝勒大學一開賽就展現出氣
勢如虹的攻勢勢如虹的攻勢,, 打出打出99比比00的優勢的優勢,, 銅牆鐵壁的防銅牆鐵壁的防

守更讓岡薩加大學失誤連連守更讓岡薩加大學失誤連連,, 而貝勒而貝勒
神射手賈里德神射手賈里德••巴特勒巴特勒（（Jared ButlerJared Butler））
的三分球頻頻奏效的三分球頻頻奏效,, 一再拉開雙方差一再拉開雙方差
距距,,上半場一度領先多達上半場一度領先多達 1919 分分,, 下半下半
場易籃再戰場易籃再戰,, 岡薩加大學仍無法穩住岡薩加大學仍無法穩住
陣腳雖一度把差距拉到兩位數以內陣腳雖一度把差距拉到兩位數以內,,
但薩格斯受困於犯規但薩格斯受困於犯規,, 無法淋漓盡致無法淋漓盡致
發揮發揮,, 而巴特勒的三分球又使貝勒大而巴特勒的三分球又使貝勒大
學遙遙領先學遙遙領先,, 所以球賽尚未結束但勝所以球賽尚未結束但勝
負早已決定負早已決定,, 岡薩加大學輸的很離奇岡薩加大學輸的很離奇,,
也不可理解也不可理解,, 但從場上的攻防表現來但從場上的攻防表現來
看看,,卻也不冤枉卻也不冤枉。。

奈特奈特（（Bob KnightBob Knight））在在 19761976 年領軍年領軍
的印第安納大學是唯一以不敗戰績的印第安納大學是唯一以不敗戰績
而贏得而贏得 NCAANCAA 冠軍的球隊冠軍的球隊,, 而在而在 3030
多年前喬治城大學曾擁有巨星岳威多年前喬治城大學曾擁有巨星岳威

(Ewing)(Ewing)，，所有專家看好該校必定奪冠所有專家看好該校必定奪冠，，但卻在冠但卻在冠
軍賽輸給實力不強的威拉瓦諾大學軍賽輸給實力不強的威拉瓦諾大學，，今年岡薩加今年岡薩加
大學以十六分飲恨敗北大學以十六分飲恨敗北，，證明大學籃賽佈滿荊證明大學籃賽佈滿荊
棘棘,,詭譎多變詭譎多變,,排名第一的隊伍往往一失手就與冠排名第一的隊伍往往一失手就與冠
軍緣慳一面軍緣慳一面。。

貝勒大學這一次的奪魁算是實至名歸貝勒大學這一次的奪魁算是實至名歸,,這是該這是該
校建校校建校115115年來的第一座冠軍年來的第一座冠軍,, 記得兩年前維吉記得兩年前維吉
尼亞大學也曾創造過奇蹟尼亞大學也曾創造過奇蹟,,打敗來勢洶洶的德州打敗來勢洶洶的德州
理工大學而奪下該校創校理工大學而奪下該校創校200200年歷史的第一個冠年歷史的第一個冠
軍軍。。這些年來這些年來,,全美大學籃球隊的實力越來越難全美大學籃球隊的實力越來越難
評估評估,, 因為絕大多數優秀的球星在打完一年後就因為絕大多數優秀的球星在打完一年後就
會提前離校會提前離校(One and Done)(One and Done)參加參加NBANBA的選秀的選秀,, 所所
以到了下一個年度以到了下一個年度,,各大學又是一批新血輪以及各大學又是一批新血輪以及
新的局面了新的局面了。。

””和平工作團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Peace Corps) 的知名度並不的知名度並不
高高,, 一般人對它了解也不多一般人對它了解也不多,, 但這個由美國政府但這個由美國政府
所運營的機構卻默默在落後國家工作著所運營的機構卻默默在落後國家工作著，，一批又一批又
一批美國年輕志願者付出他們的青春和活力為一批美國年輕志願者付出他們的青春和活力為
美國展開對國際社會援助的工作美國展開對國際社會援助的工作,, 他們付出精神他們付出精神
和作為十分令人敬佩和作為十分令人敬佩,, 難能可貴的是難能可貴的是,, 這個和平這個和平
團已成立工作了團已成立工作了6060年之久年之久。。

推動世界和平的工作如沒有政府做強力後盾推動世界和平的工作如沒有政府做強力後盾
似乎是很難成功的似乎是很難成功的,, 有鑑於此有鑑於此,, 具有遠見的甘迺具有遠見的甘迺
迪總統於迪總統於19611961年年33月以行政命令組建了這個以月以行政命令組建了這個以
美國青年為主幹的工作團美國青年為主幹的工作團,, 並獲得國會通過授並獲得國會通過授
權權,, 所以這與民間社團大不相同所以這與民間社團大不相同,, 換言之換言之,, 和平工和平工
作團是一個具有法定效力的組織作團是一個具有法定效力的組織,, 報名參加者必報名參加者必
須是年滿十八歲的美國公民須是年滿十八歲的美國公民,,簽訂兩年服務合簽訂兩年服務合

同同,, 分別參加文化分別參加文化、、教育教育、、公衛公衛、、醫療醫療、、
工程工程、、貿易貿易、、技藝或農耕等項目技藝或農耕等項目,,在合在合
約期間不能隨意退出約期間不能隨意退出,, 正因為具有約正因為具有約
束力束力,, 在過去一甲子在過去一甲子,, 工作團已向全世工作團已向全世
界界140140多個國家派出了多個國家派出了2525萬名志工萬名志工，，
他們默默的在為那些國家提供服務他們默默的在為那些國家提供服務,,
幫助他們的人民提高生活素質與文化幫助他們的人民提高生活素質與文化
水準水準,, 當然當然,, 這些志工服務期滿回國這些志工服務期滿回國
後後,, 可以優先獲得申請聯邦政府公開可以優先獲得申請聯邦政府公開
的職缺待遇的職缺待遇,,以示政府對他們的回饋以示政府對他們的回饋。。

和平工作團過去這些年來因為川普和平工作團過去這些年來因為川普
政府的政策改變政府的政策改變,, 不再重視全球化的不再重視全球化的
多元目標多元目標，，尤其是美國片面退出了尤其是美國片面退出了””巴巴
黎氣候協定黎氣候協定””以及以及””伊朗核協議伊朗核協議”，”，那明那明

顯標誌著美國獨善其身的作為顯標誌著美國獨善其身的作為，，這當然也影響了這當然也影響了
和平工作團的運作和平工作團的運作,, 尤其是去年又因為遇上了新尤其是去年又因為遇上了新
冠疫情冠疫情,, 川普政府於是明令取消了和平工作團的川普政府於是明令取消了和平工作團的
一切活動一切活動,, 並從世界各國召回這些志工並從世界各國召回這些志工,, 所幸川所幸川
普沒有連任總統普沒有連任總統,, 否則他極有可能藉著疫情否則他極有可能藉著疫情,,從從
此取消掉這個組織此取消掉這個組織。。

拜登在上任總統後拜登在上任總統後,,立即宣布美國重返巴黎協立即宣布美國重返巴黎協
定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定以及世界衛生組織,, 他也格外重視和平工作他也格外重視和平工作
團團,, 白宮已公告將在五月重新啟動這個日漸式微白宮已公告將在五月重新啟動這個日漸式微
的組織的組織。。事在人為事在人為,, 在和平工作團成立六十年之在和平工作團成立六十年之
際際,,欣見其獲得了新生契機欣見其獲得了新生契機,, 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有理由相信,, 在在
拜登執政下拜登執政下,, 和平工作團必將繼續與世界接軌和平工作團必將繼續與世界接軌，，
建立國際友誼建立國際友誼,, 並完成其核心使命並完成其核心使命!!

由於在去年總統大選期間一再散佈不實謠由於在去年總統大選期間一再散佈不實謠
言言,, 公然指控為大選提供計票服務的多米尼投票公然指控為大選提供計票服務的多米尼投票
系統公司系統公司（（DominionDominion））竄改數據的川普私人卸用竄改數據的川普私人卸用
律師辛妮‧鮑威爾在被提控嚴重誹謗後透過律律師辛妮‧鮑威爾在被提控嚴重誹謗後透過律
師狡辯稱師狡辯稱::““那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那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任何明理的人任何明理的人
都不會相信我的說詞是事實都不會相信我的說詞是事實,,社會大眾可以自行社會大眾可以自行
做出判斷做出判斷。”。”

律師是社會正義與公理的象徵律師是社會正義與公理的象徵,, 說真話與講事說真話與講事
實是天經地義的實是天經地義的,,本應對託付人提供專業知識與本應對託付人提供專業知識與
正確思維正確思維,,然而曾貴為美國總統的律師然而曾貴為美國總統的律師,,且有檢察且有檢察
官資歷的鮑威爾官資歷的鮑威爾,, 其言行墮落無恥其言行墮落無恥,, 竟企圖以荒竟企圖以荒
謬的言論來唬弄人謬的言論來唬弄人,, 如果法官縱容她的謬論如果法官縱容她的謬論,, 必必
玷污法庭清譽玷污法庭清譽,, 以後任何人都可以任意毀謗他以後任何人都可以任意毀謗他
人人,, 然後再套用鮑威爾的神邏輯然後再套用鮑威爾的神邏輯----””任何明理的任何明理的

人都不會相信我的說詞是事實人都不會相信我的說詞是事實,,社會社會
大眾可以自行做出判斷大眾可以自行做出判斷。”。”那麼社會那麼社會
還有什麼是非黑白呢還有什麼是非黑白呢!!

鮑威爾在去年大選中極具爭議鮑威爾在去年大選中極具爭議,,為為
了表明對川普的愚忠了表明對川普的愚忠,, 她竟一再於電她竟一再於電
視和網路貼文視和網路貼文,,卑劣的發表不實談話卑劣的發表不實談話,,
並散播陰謀論並散播陰謀論,, 妄稱拜登與民主黨集妄稱拜登與民主黨集
體選舉欺詐體選舉欺詐。。她並荒誕不經編造出投她並荒誕不經編造出投
票系統軟件勾結了委內瑞拉與中國票系統軟件勾結了委內瑞拉與中國
共產黨共產黨，，把川普的得票篡改為拜登的把川普的得票篡改為拜登的
票票,, 還騙說手中握有數百份誓詞可作還騙說手中握有數百份誓詞可作
證證,, 結果最後根本拿不出證據結果最後根本拿不出證據，，所講所講
的都是一堆謊話的都是一堆謊話、、白話和廢話白話和廢話，，作為作為
律師律師,,竟在光天化日下說謊竟在光天化日下說謊,,膽大妄為膽大妄為,,
莫此為甚莫此為甚，，所以鮑威爾遭到多米尼投所以鮑威爾遭到多米尼投
票公司向首都華盛頓的聯邦法院提票公司向首都華盛頓的聯邦法院提

告求償告求償1313億元億元。。
多米尼公司的提告相當具有正當性多米尼公司的提告相當具有正當性，，畢竟鮑威畢竟鮑威

爾的言論已造成廣泛負面影響爾的言論已造成廣泛負面影響，，使該公司統計選使該公司統計選
票的公信力受到質疑票的公信力受到質疑,, 並因此而讓川普與共和黨並因此而讓川普與共和黨
的支持者普遍不相信這一次大選的公正性的支持者普遍不相信這一次大選的公正性,, 竟有竟有
7070％的人不認為這次選舉是公正的％的人不認為這次選舉是公正的,, 更有更有5252％認％認
為川普理所當然贏得選舉為川普理所當然贏得選舉,,使整個美國造成了分使整個美國造成了分
裂裂,, 鮑威爾難道不應該負責任嗎鮑威爾難道不應該負責任嗎!!

政客誤國政客誤國,,時有所聞時有所聞,, 但法律人協助政客亂政但法律人協助政客亂政
並不多見並不多見,, 鮑威爾協助了川普散播民粹主義鮑威爾協助了川普散播民粹主義 ,, 製製
造了一場又一場尷尬醜陋的政治鬧劇造了一場又一場尷尬醜陋的政治鬧劇,, 為了杜絕為了杜絕
後患後患,, 聯邦法院必須對鮑威爾處以極刑才對聯邦法院必須對鮑威爾處以極刑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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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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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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