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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
斯非裔男子佛洛伊德遭白人員警壓頸致死案
審理之際，警方今天又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郊
槍殺一名年輕非裔男子，民眾群情激憤爆發
示威。

根據現場的法新社影音記者，數以百計
民眾聚集在明尼阿波利斯西北方布魯克林中
心（Brooklyn Center）的警局外，警方對群
眾施放催淚瓦斯與閃光彈。

20歲非裔男子萊特（Daunte Wright）
之母凱蒂（Katie Wright）傍晚告訴群眾，萊
特先前打電話給她，說他被警察叫住停車。
凱蒂說，她聽到員警要萊特把電話放下，接
著其中一名員警把電話切掉，不久後，萊特
的女友就跟她說萊特中槍了。

明尼蘇達州刑事偵查局（Minnesota
Bureau of Criminal Apprehension）向法新
社證實說， 「正在調查」 布魯克林中心 「涉
及員警的槍擊案」 ，但不願說明受害者身分
。

根據布魯克林中心警局聲明，員警叫一

名交通違規的駕駛人靠路邊停下，之後發現
此人有尚未執行的逮捕令，因此要逮捕他歸
案。 此人後來回到車內，其中一名員警開槍
，擊中此名駕駛，駕駛當場死亡。

聲明指出，車內一名女乘客 「受到沒生
命危險的傷勢」 ，之後被送到本地醫院。聲
明並未說明女子身分。

數以百計人傍晚聚集布魯克林中心，警
方出動鎮暴警察防範。現場照片顯示，群眾
憤怒地踩上警方巡邏車的擋風玻璃，員警發
射橡皮子彈試圖驅散群眾。

約1小時後，警方減少部署，群眾則點
燃蠟燭，以粉筆在街上寫下 「為萊特伸張正
義」 等訊息。

布魯克林中心市長艾略特（Mike Elliott
）表示，這起槍案是 「悲劇」 。他在推特寫
道： 「我們請示威者繼續和平示威，平和的
示威者不會被以武力對待。」

但沒多久又有另一群示威者與警方爆發
衝突，數以百計群眾聚集在布魯克林中心警
局總部外，被以催淚瓦斯與閃光彈伺候。

佛洛伊德案事發地又爆發示威佛洛伊德案事發地又爆發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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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our community is facing
very serious economic difficulty
as well as hate crimes. We
need to find other ways now to
help our community.

Today I was talking to a dear
friend, Mr. Sun, who is a leader
from the New York area. They
are also working there on a se-
curity APP and trying to con-
nect it nationwide for any time
and location. When an incident
happens, we can help each
other immediately.

We need a community crime
stoppers APP for three simple
reasons:

1. We need to use the newest
technology and software to
manage all the incidents.

2. This is a whole community
endeavor and we need all of us
to participate.

3. Unless we can be united to-
gether, otherwise these crises
will only get worse. We need
to treat our neighbors as family
members. Today we are work-
ing very diligently on the APP
project. We expect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we will make an
announcement to start this
powerful new project.

0404//1212//20212021

We Are Working On AWe Are Working On A
““Community Crime StoppersCommunity Crime Stoppers””APPAPP

全美各地治安情況不斷惡化
，重大兇殺慘案不斷上演， 反
亞裔仇恨事件增加， 使我們社
區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日前和紐約地區山東同鄉會
元老孫會長通話，他們也在積極
推動建立确保華裔安全之系統
， 把大家聯系起來，當遇到緊
急情況时，不但立即和治安機構
通告，也希望得到附近會员之支
援。

我們希望這項APP 緊急系
統將會把社區全面結合在一起，
共同打擊罪犯之妄動行徑。

第一： 此項APP 智慧高科
技需要進行專業設計，按照各項

需求來應對緊急應變之需要。
第二：這是項社區之全民運

動，我們要建立維護治安，人人
有責之觀念，發揮互助精神。

第三： 團結才是力量，全
美各地之治安警力大大不足，我
們已經不能單靠警察來拯救各型
犯罪， 只有大家互助，才是解
決之道。

我們深知治安問題已經非常
嚴重，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共同
早日完成APP緊急互助系統，
為拯救败壞的治安尽份心力。

我們正在推動我們正在推動 「「緊急互助緊急互助」」APPAPP 方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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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綜合報道】伊朗國家電視台援引外交
部長穆罕默德·賈瓦德·扎里夫的話說，以色
列應對納坦茲核設施週日受到的破壞行為負
責，伊朗將對此進行報復。

據報導，扎里夫在對伊朗新聞社發表的
聲明中說，如今的納坦茲核設施“比以前更
強大”，他補充說：“如果敵人希望削弱我
們在核談判中的立場，那麼這種膽怯的行為
只會適得其反，加強我們在談判中的態度。
”

此前，以色列 Kan 廣播電視公司援引
“情報界消息人士”的話報導稱，以色列疑
似是納坦茲事件的幕後黑手。據消息披露，
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疑似參與了對核設施
的網絡攻擊。

《紐約時報》消息則稱：“美國一官員
證實，以色列捲入了納坦茲停電事件。”但
同時，該消息人士指出，有關事件的信息尚
“不完整”。

以色列官員拒絕答复《華爾街日報》有
關消息。白宮所屬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新聞辦

拒絕置評。
伊朗原子能組織4月11日宣布，位於德

黑蘭以南400公里處地下的納坦茲鈾濃縮廠
配電網發生事故，無人受傷，未造成環境污
染，事故原因正在確定中。

晚些時候，伊朗副總統兼伊朗原子能組
織負責人阿里·阿克巴爾·薩利希表示，該事
件是一次攻擊，是“核恐怖主義”的體現。

伊朗外交部表示，該國保留在國際法框
架內，作出回應的權利。

伊朗外交部補充說，考慮到納坦茲事件
“旨在破壞維也納談判的進程”，伊朗將
“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對以色列“作出
回應”。

目前，維也納正在進行旨在恢復2015年
締結的伊朗核協議的會談。美國和伊朗在就
如何解除美對伊制裁及如何重返核協議問題
上，存在分歧，各方正在進一步會談之中。
早些時候，會談傳出“具有建設性”的向好
信號。

核設施遭破壞伊朗矛頭指向以色列核設施遭破壞伊朗矛頭指向以色列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之夫婿愛丁堡公爵菲
立普親王不幸辭世，享年99歲,他的一生都在追
求一種樸素的理想以及一種個人犧牲的自由，如
今揮別歷史,令人感念。

菲立普親王的傳奇堪稱世上唯一,雖然他父親
是希臘王子，母親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外曾孫
女，但他出生後希臘王室卻因政變垮臺，一夜之
間家道中落,他才滿18個月就被家人放在橘子盒
裏帶到法國求生,並輾轉於法、德、英三國間, 在
不尋常經歷後竟能”嫁入”王室而享有一切殊榮,
他的人生彷彿是一本編寫出來的小說。

菲利普曾說過:“我只是白金漢宮的一個房客
”，他曾在加冕典禮上向女王下跪發誓：”我，
菲利普，願終生成為您的臣民並一生尊敬您與效
忠您……”

是的,他一生都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在王室兢
兢業業一輩子，根據白金漢宮統計,65年間他參
加的王室活動有22,219場,相當於平均每年出席
371場活動， 他單獨完成海外訪問637次，發表
演說超過5000次，贊助700多家機構， 他的確

盡忠職守沒有辜負女王的使命,以他的頭銜命名創
設的“愛丁堡公爵獎”向100多個國家青少年頒
發，鼓勵他們投身社會,貢獻卓著。

在法定婚姻與王室規範約束下，菲利普沒有
放棄尋找屬於自己的自由，風流倜儻的他曾譜下
幾段戀情, 傳聞不脛而走,但他極力否認,最終因他
效忠女王而畫上句點。

菲利普親王曾見證英國歷史,號稱日不落國的
大英帝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摧殘以及各國要求民主
的聲浪後，各殖民地紛紛獨立脫離而去，強弩之
末的大英帝國已失去往日光澤，這是歷史殘酷的
現實，如今英國又從歐盟脫離出來，正走上一條
茫茫的道路，菲利普生前曾為王室捍衛過君主制
度,但並未堅持己見, 他說:”任何國家覺得不可接
受就讓他們改變吧”, 這是一種豁然的態度,誰能
否認他沒有民主思想呢!

菲利普生前曾表達過不想活到糟糕的100歲,
如今他果真在成為百歲人瑞前的兩個月灑脫的揮
別人世,他傳奇的一生，註定成為一個時代的記憶
。

泰國宋干節泰國宋干節““危險七日危險七日””
首首22天交通事故致天交通事故致5656人遇難人遇難

【李著華觀點:揮別歷史-
菲利普親王見證大英帝國的式微】

【綜合報道】泰國內政部 12 日表示，4
月10日和11日，即今年宋干節(潑水節)“危
險七日”的首2天，全國共發生道路交通事
故705起，造成56人遇難，729人受傷。

泰內政部官員說，11 日在全國發生的
357 起道路交通事故中，有 30 人死亡和 374
人受傷。其中事故最主要的原因是超速駕駛
，佔34.45%；其次是酒後駕駛，佔24.37%。
發生事故最多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車，約佔事
故總數的87%。

為維護宋干節期間的道路交通安全，泰

國相關部門在全國設立了近2000個道路檢查
點，並安排數万名工作人員對車輛進行檢查
，處罰交通違法行為。

泰官員表示，近日泰國部分地區出現大
雨，道路濕滑，能見度低，民眾出行應遵守
交通規則，小心駕駛。

泰國是全球車禍死亡率排名靠前的國家
之一，尤其是每年的新年跨年和宋干節長假
期間更是道路交通事故的高發期，因此這兩
個假期也被稱為“危險七日”。

日本大阪新冠病例激增
地標“通天閣”點亮紅燈示警

綜合報導 由於新冠疫情形勢

急劇惡化，日本大阪府發布“醫療

非常事態宣言”，當地地標建築

“通天閣”也在傍晚時分點亮紅燈

示警。

據報道，當地時間7日18時15

分，“通天閣”塔身上的超3萬盞紅

色LED燈被同時點亮。此外，設置在

“通天閣”東側的電子屏幕上還出現

了大阪府吉祥物的“哭臉”。

報道指出，因為疫情迅速蔓延

導致醫療資源陷入緊張，大阪府鑒

於目前的疫情形勢，在7日按照大

阪府獨自的疫情標準，點亮了“紅

色信號”，“通天閣”也隨之點亮

紅燈。

據介紹，大阪府近日的新增確

診病例出現激增，並且在7日達到

了878例，創下當地疫情暴發以來

日增確診病例的新高。“醫療非常

事態宣言”呼籲民眾“非必要不出

門”，並減少聚會次數，即使聚會

，人數也應保持在4人以下，並佩

戴口罩。

日媒：日本政府或最快下周決定
將福島核汙水排入大海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8日報道，針對將福島核

電站儲存的汙水排放入海一事

，日本政府正在進行調整，最

快或於下周做出決定。

據報道，關於核汙水的解

決辦法，日本政府目前擬定的

計劃是將其稀釋後排入太平洋

。為獲得漁業組織的理解，日

本首相菅義偉在7日同全國漁

業協同組合聯合會會長岸宏進

行了會談，會後，岸宏表示，

他仍對將核汙水排入大海的計

劃表示反對。

報道稱，日本政府最快或

將在下周對此事做出決定，並

將在打消福島當地及周邊國家

疑慮和宣傳核汙水入海安全性

方面積極動作。

據此前的報道，所謂核汙

水，就是在冷卻核反應堆後殘

留的廢水，雖然福島核電站一

直在對相關核汙水進行處理，

但其中一種名為“氚”的放射

性物質難以被去除，也就導致

核汙水持續堆積。目前，所有

的核汙水都儲存在核電站內，

預計到2022年夏天，儲存核汙

水的水箱容量將會達到極限。

此前，相關人士表示，日

本政府曾計劃在2020年10月下

旬，就核汙水的處理方法做出

最終決定，即把核汙水漸次排

入大海。消息一出，立即遭到

日本國內漁民、福島當地民眾

及國際社會的抗議和譴責。當

月末，日本政府表示，暫不做

出最終決定。

2011年 3月 11日，日本發

生“3•11”東日本大地震，引

發巨型海嘯及福島核災難，造

成上萬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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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首爾市長和釜山市長補選

中，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力

壓執政黨候選人獲勝。

4 月 7 日，韓國啟動地方政府領導

和議員再補選投票，涉及 21 個職位或

議員席位，包括首爾市長和釜山市長

。去年，時任首爾市長樸元淳自殺身

亡，時任釜山市市長吳巨敦因涉性騷

擾醜聞辭職。

8日淩晨，再補選結果出爐。在首爾市

長補選中，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候選人

吳世勛在首爾市25個區獲得勝利，最終以

57.5%的高得票率擊敗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候

選人樸映宣。

這是自進步派代表樸元淳2011年任首

爾市長後，時隔10年首爾市再次由保守派

勢力掌權。韓聯社分析稱：“首爾市政治

格局發生翻天覆地變化。”

在釜山市長補選中，在野黨保守派同

樣以壓倒性態勢獲勝：國民力量黨候選人

樸亨埈得票率62.97%，遠高於共同民主黨

候選人金榮春得票率34.42%。這是保守派

時隔4年再次奪回釜山市長一職。

此外，在其他19個再補選名額中，保守黨一舉拿下

13個。

此次首爾和釜山市長補選投票率分別達到58.2%、

52.7%，這是韓國地方政府領導人再補選投票率首次超過

50%。

分析認為，主要因近期樓市風波、規劃部門職

員“炒地”醜聞等，讓民眾對執政黨支持率大幅下

降，導致執政黨此次慘敗；這將對執政黨內政權格

局、文在寅政府後期施政、甚至總統大選產生一定

影響。

交通部長新冠檢測呈陽性
泰國夜店疫情傳到內閣？

綜合報導 據泰國媒體 The

Thaiger報道，泰國交通部長薩沙

揚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這是迄今

為止泰國確診新冠肺炎的最高級別

政府官員。薩沙揚已因發高燒入院

治療。泰國總理府表示，包括泰國

副總理在內的8名內閣成員因與薩

沙揚有密切接觸，需要居家隔離

14天。受此影響，泰國政府7日的

內閣會議改成視頻會議。

報道稱，此前有消息傳出，薩

沙揚的一名助手在曼谷通鑼區一家

夜店消費後新冠檢測呈陽性。有聲

音質疑薩沙揚的行蹤，他堅決否認

自己曾去過通鑼區的夜間娛樂場所

。薩沙揚在3月接種了第一針新冠

疫苗，原本計劃7日接種第二針。

泰國副總理兼公共衛生部長阿努廷

7日表示，他與薩沙揚在周二一場

活動中有密切接觸，他將從7日開

始居家辦公14天。與薩沙揚有過接

觸的61名泰自豪黨議員也宣布將采

取自我隔離措施，不出席近期的國

會會議。

近日，泰國新一波新冠疫情以

曼谷通鑼區的夜店為中心，蔓延至

曼谷周邊地區。《曼谷郵報》稱，

曼谷當局已再次對夜店營業采取限

制措施。曼谷三個區的夜店被要求

從6日起停止營業，直至19日。繼

續營業的夜店被要求晚上9時前關

門，且不許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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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藥品管理局和世衛組織的專家

小組先後發表聲明稱，阿斯利康疫苗與

罕見血栓可能存在關聯。不過，專家強

調，這種事件非常罕見，阿斯利康疫苗

的好處仍大於風險。

另一方面，由於擔心安全問題，歐

洲多國已暫停接種或調整阿斯利康疫苗

的接種人群範圍。

血栓與疫苗可能存在關聯？
歐洲藥品管理局強調好處仍大於

風險

當地時間 7 日，歐洲藥品管理局

(EMA)表示，阿斯利康疫苗和“非常罕

見的血栓病例”之間“可能存在關聯”

。EMA稱，該機構的安全委員會得出結

論，伴有血小板減少的異常血栓癥狀，

應被列為阿斯利康疫苗“非常罕見的副

作用”。

但該機構強調，接種阿斯利康疫苗

的好處仍大於風險，因此建議繼續為成

年人註射。

同日，世衛組織疫苗安全咨詢小組

在評估了最新的全球數據後表示，阿斯

利康疫苗與血栓和血小板減少可能存在

因果關系，“但尚未得到證實”，需要

進行專門研究，以充分了解疫苗接種與

可能的風險因素之間的潛在關系。

該委員會表示，正在搜集和評估更多

數據。同時強調，雖然這一情況令人擔憂

，但非常罕見，“在全球近2億已接種阿斯

利康疫苗的個體中報告的事件很少。”

歐盟委員會的輪值主席國葡萄牙

則表示，將召集歐盟國家衛生部負責

人召開重大會議，分析歐洲藥品管理

局批準繼續接種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這

一決定。

多國調整阿斯利康疫苗接種計劃
歐洲各國擬啟用“混合接種”
目前，已有多國對該疫苗的接種計

劃進行調整。

英國藥品監管機構於提出建議，中止

30歲以下的民眾接種阿斯利康疫苗，這年

齡層將改而註射輝瑞或莫德納疫苗。比利

時已決定暫時為18至55歲的人接種阿斯

利康疫苗，將用另一種疫苗代替。

此外，韓國政府決定暫時推遲原定

於8日起開展的全國特殊學校和幼小初

高校工作人員的疫苗接種工作，並暫停

對60歲以下人群接種該疫苗。

其實此前，歐洲部分恢復阿斯利康

疫苗接種的國家，因擔憂該款疫苗引致

血栓的風險，已調整接種年齡限制。這

令部分已接種首劑阿斯利康疫苗的民眾

，目前不再符合接種條件，由此他們考

慮采取“混合接種”計劃，讓受影響民

眾改打其他藥廠的疫苗。

不過此舉並未獲得EMA批準，意味

任何後果需由各國自行承擔。

德國率先頒布指引，建議曾接種首

劑阿斯利康疫苗的60歲以下人士，第二

劑選擇其他品牌疫苗。法國55歲以下人

士目前被禁接種阿斯利康疫苗，法國高

級衛生管理局(HAS)或修改不建議混合接

種的指引，允許民眾打第二針時改用輝

瑞或莫德納疫苗。挪威也將於4月中決

定是否恢復使用阿斯利康疫苗，屆時亦

可能推出混合接種計劃。

部分醫學專家認為，現有疫苗均以

病毒棘突蛋白作為抗原，雖然未有證據

證明混合接種有效，但相信亦可令人體

產生抗體。此前英國2月展開一項輝瑞

及阿斯利康疫苗混合接種試驗，但至今

未有結果。

或有因果關系？
阿斯利康疫苗血栓疑雲難解

打亂多國接種計劃

“機智”號直升機將在火星首次試飛
難度有多大？

綜合報導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新聞處發布消息稱，“機智”號

直升機在火星上的首次試飛不會早於4月

11日。備受矚目的“機智”號無人直升

機已經順利從“毅力”號火星車腹部釋放

到火星表面，開展首飛前的準備工作。外

媒紛紛認為，“機智”號直升機的首飛意

義不亞於萊特兄弟首次在地球上試飛人造

飛行器，這將為人類探索宇宙的方式方法

帶來新的“利器”。

不過這一將開創人類歷史的飛行難度

非常大。因為在火星上進行空氣動力飛行

遠比在地球上困難。這顆紅色星球的引力

只有地球引力的1/3，大氣層密度只有地

球表面的1%。更為要命的是，白天火星

表面接收到的太陽能只有地球的一半左右

，夜間溫度可以降到零下90攝氏度，這

是普通電器元件無法承受的低溫。為了建

造能夠在火星上飛行的直升機，美國

NASA噴氣推進實驗室花費了7年時間進

行設計制造和測試。為了實現火星飛行，

研究設計團隊專門搭建了模擬火星大氣條

件和引力的風洞，開展模擬實驗。據悉，

“機智”號已在地球上的模擬環境中進行

了多次飛行實驗，能否在真正火星環境下

起飛，還得等待最後的首飛情況。

從火星傳回照片看，從“毅力”號腹

部釋放到火星表面的“機智”號，猶如剛

脫離母親護佑的寶寶。脫離“毅力”號後

，“機智”號只能依靠自身的太陽能板充

電。NASA噴氣推進實驗室的地面控制組

將等待“機智”號的消息，看它是否能夠

獨立熬過火星夜晚、太陽能電池板能否正

常工作並檢查它的溫度和充電性能是否符

合預期。如果一切沒問題，那麼接下來要

做的就是解鎖旋翼、測試所有電機和傳感

器，然後才會進行令人期待的火星飛行試

驗。首飛前，“毅力”號將接收NASA噴

氣推進實驗室任務控制員的最終飛行指令

，並將其傳遞給“機智”號。還有多個因

素將決定這次首飛的精確時間，包括起飛

機場附近的風力、風速等。“機智”號螺

旋翼轉速達到2537轉/每分鐘後，如果所

有自檢看起來不錯，“機智”號將起飛。

“機智”號將以每秒1米的速度爬升，在

離地面3米處盤旋30秒。然後，“機智”

號將下降並在火星表面著陸，完成首飛。

在“機智”號飛行過程中，“毅力”號將

作為“旁觀者”記錄飛行全程。首飛結束

後，“毅力”號將把自帶攝像頭拍攝的飛

行畫面和“機智”號自身記錄的第一組工

程數據傳輸到NASA噴氣推進實驗室，由

其判斷首飛是否成功。接下來的兩天裏，

“機智”號飛行過程收集到的所有剩余工

程數據、直升機自帶攝像頭拍攝的低分辨

率黑白圖像以及高分辨率彩色相機拍攝的

兩張圖像也將陸續傳回。NASA噴氣推進

實驗室的控制人員將依據這些信息來確定

何時以及如何進行下一次飛行測試。據悉

，“機智”號將在31天內總共完成5次飛

行試驗，之後歷史使命將結束。“毅力”

號火星車也將“拋棄”“機智”號，獨自

開展探索活動，尋找火星可能存在微生物

的證據並收集樣本。

“機智”號若成功，將帶來重大變革

性影響。NASA噴氣推進實驗室行星科學

部主任博比· 布勞恩認為，如果人類能夠

在大氣稀薄的火星上依托空中飛行方式進

行科學考察，當然可以在太陽系的許多其

他星球上，如土衛六或金星上進行考察，

動力飛行在太空探索的未來是真實而強大

的。

IMF稱全球經濟復蘇
需防金融脆弱性風險

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全球金融穩定報告》

說，疫情期間寬松貨幣政策使金融體系表現穩健，但可能導致金

融脆弱性上升，因此在經濟復蘇過程中需防範金融脆弱性風險。

報告說，在超寬松貨幣政策支持下，全球金融體系在新冠疫

情期間表現穩健。融資環境顯著放松為實體經濟復蘇提供支持，

幫助抑制了金融穩定風險，但同時可能帶來市場估值過高等後果

。不斷上升的金融脆弱性如果得不到解決，可能成為結構性遺留

問題。

報告指出，自 2020 年第三季度以來，在經濟快速復蘇和政策

支持延續的預期下，多國股市大幅上漲，估值已顯著偏離經濟基

本面。近期美國國債利率大幅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資者對

經濟前景的信心增強，但若利率持續快速上升，可能會導致市場

風險的重新定價以及融資環境的突然收緊，進而影響市場信心並

危及宏觀金融穩定。

報告還說，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復蘇進程預計將出現分

化，特別是在發達經濟體政策制定者著手推動政策回歸常態的情況下，

新興經濟體融資環境存在顯著收緊風險。融資環境如果變得不利，可能

引發大規模資本外流，對存在巨大融資需求的部分新興經濟體構成重大

挑戰。

報告認為，持續不斷的政策支持對實現可持續和包容性經濟復蘇至

關重要。IMF建議，政策制定者應盡早采取行動，收緊部分宏觀政策工

具，以應對一系列嚴重的脆弱性問題。

《全球金融穩定報告》通常在IMF每年春季會議和秋季年會期間發

布，並在當年年中和次年年初進行更新。受疫情影響，今年IMF和世行

春季會議4月5日至11日在線上舉行。

美國舉辦口罩設計大獎賽
獎金達50萬美元

綜合報導 盡管美國正在大力推進新冠疫苗接種工作，但疫情形勢

依舊十分嚴峻，許多美國人不愛戴口罩成為拜登政府實施防疫政策的大

難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4日報道稱，為設計出防護效果更好、佩戴

更舒適的口罩，讓更多人願意主動戴口罩，拜登政府發起獎金高達50萬

美元的口罩設計大獎賽。

大賽分為初選和終選兩個階段。在初選階段，參賽者應於4月21日

前提交口罩設計方案，主辦方將在參賽作品中選出10個作品進入第二階

段，每個作品獲得1萬美元獎勵。進入終選階段的10個方案將做進一步

優化改進，形成原型產品，主辦方將根據防護效果、佩戴舒適性、是否

適合量產等標準選出5個優勝作品，而這5個作品將平分剩余40萬美元

的獎金。

值得註意的是，獲獎選手必須為美國公民或擁有美國合法居留身份

的人士。此外，參賽作品註重原創性，單純改良現有口罩的設計是不符

合評獎要求的。

巴西聖保羅市挖掘舊墳墓
給新冠死者給新冠死者““騰地方騰地方””

綜合報導 近日，巴西新冠肺炎死亡人

數激增，最大城市聖保羅市加快了舊墓的

清理工作，該市將挖掘1056具遺體，為新

冠肺炎死者騰出空間。

據報道，當地時間4月1日，在聖保羅

北部的公墓內，有人發現一些工作人員身

穿白色防護服，打開了數年前的墳墓，將

腐爛的遺體轉移至其它地方。

負責殯葬服務的官員在一份聲明中稱

，重新安置遺體是他們的常規工作。但隨

著巴西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變得更為嚴重，

這一切又變得緊迫起來。目前，巴西的新

冠肺炎死亡病例僅次於美國，單日新增新

冠肺炎死亡人數約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已

遠超其他國家。在過去的一周中，巴西平

均每天有3000人死於新冠肺炎，日均新增

新冠肺炎病例約7.55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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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由兩
黨成員組成的“最高法院改革委員會”（簡稱委員會），負責
研究“最高法院改革事宜”。

消息一出，備受關注。
對最高法院進行改革？為什麼要改，要怎麼改，改成什麼

樣，這些都成了很多人關注的問題。
委員會裡有哪些人？
最高法院改革委員會由前白宮律師鮑爾、前聯邦副檢察長

羅德里格斯出任聯合主席，成員共有36名。
這些成員既有律師、法學家、前聯邦法官和法律界從業人

員，也有憲法、歷史和政治學領域的專家。
白宮聲明稱，該委員會最重要的職能是研究是否應增加聯

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數（目前為9人）；除此之外，還將研究
是否應規定法官任職期限（目前除非失職、犯罪或自動退休任
職終身）和任職年齡上限（目前無上限），以及研究大法官提
名和確認程序是否需要修改等。
聲明稱，該委員會將“舉行公開會議，聽取其他專家、團體和
有興趣個人對將審議問題的看法”。

這一行政命令要求委
員會在第一次公開會議
後180天內完成相關報

告，還表示該委員會在公佈報告前不會公開發布
任何具體建議。
委員會中，兩位聯合主席鮑爾和羅德里格斯都曾

在奧巴馬時代任職白宮，被認為“親民主黨和自
由派”。其他的成員包括部分自由派甚至“進步
派”人士，但更多的是穩健派、保守派代表人物
。
由此看，委員會確實大體做到了兼顧黨派平衡

——否則它的成立本身就會遭遇更大阻力和爭議
，更別說其即將面對的一系列棘手且敏感問題。
美國憲法第三條並未明確規定最高法院人數，但

南北戰爭結束後僅 4 年的 1869 年，最高法院大法
官開始由9人組成，這一規模自此成為慣例，至今
從未更改。
大法官由總統提名、聯邦參院多數表決確認。為

確保司法的獨立、專業和超黨派，大法官一經確
認，“如無行為不當則終身任職”，除非本人主
動提出退休。
二戰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大

體維持著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平衡。
兩派要么人數相當（存在若干中間派），要么只

有一人之差，這種局面加上大法官內部心照不宣
的“搖擺慣例”（即某派優勢過大時往往會有一
名對立派大法官“突然”改變立場）， 令 聯 邦
最高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超脫於立法、行政機
構無所不在的黨派博弈，大體保持司法領域的中

立。
但近年來，這一“超黨派”底線卻不斷經受挑戰。
先是民主黨籍總統奧巴馬試圖通過“選舉年突擊提名”等

手段，讓自由派在最高法院佔據優勢，卻遭到參院共和黨人的
強力阻擊。

繼而是共和黨籍總統特朗普在4年任期內接連提名通過3
名保守派大法官，令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史無前例地佔據6:3的
懸殊優勢。

由於現任大法官中最年長的布雷耶（82歲）是自由派，民
主黨人曾擔心，一旦特朗普連選連任，而布雷耶在其第二任期
內退休，保守派在最高法院的優勢將擴大到7:2。

所幸特朗普在去年底的總統大選中敗選，與此同時，民主
黨也奪得參院微弱多數，即便布雷耶退休，一位民主黨籍總統
和一個民主黨席位佔優的參院，也能確保用另一位自由派大法
官遞補，自由派在最高法院的佔比劣勢不至於進一步擴大。

但民主黨內“進步派”並不滿足於此。
他們早在去年就放出風來，要設法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人

數，通過這種“摻沙子”的手法，儘早扭轉本方在最高法院中

的人數劣勢，從而確保諸如“墮胎自由”、槍支管制、全民醫
保等所謂“進步議題”在聯邦司法領域獲得有利於本方的解釋
和裁決。

民主黨內自由派一直希望通過“摻沙子”獲得最高法院控
制權，最後一次正式嘗試，是上世紀30年代的小羅斯福主政時
期。

但即便因“新政”民意如日中天的他，在這方面的嘗試也
以失敗告終。

自那之後大半個世紀，再無人敢輕越雷池半步。但“進步
派”顯然已不願再忍耐和等待下去。

激進“進步派”組織“奪回法院”領導人貝爾金就一再催
促國會民主黨人“加緊行動”，稱“增加大法官人數是恢復法
院平衡的唯一方法”。

對此國會共和黨人自然極力反對，他們指出這種所謂“打
包”做法是放任黨派政治介入司法領域——其本身理應是“超
黨派”的。

但民主黨人反唇相譏。他們指出這樣做的始作俑者正是共
和黨人。

2016年，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逝世，時任總統奧巴馬提
名自由派加蘭遞補，參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籍）麥康奈爾藉
口“大選年確認大法官人選妨礙司法公正”，迫使奧巴馬撤回
提名。

隨後特朗普勝選，並提名保守派戈拉奇遞補。
2020年9月，自由派大法官、87歲高齡的金斯伯格去世，

仍是參院多數黨領袖的麥康奈爾，卻罔顧民主黨人和自己4年
前如出一轍的訴求，執意讓另一位保守派人選巴雷特搶在大選
投票日前幾天“闖關”。

但問題是複雜的：事實上，很多民主黨內和司法圈內的自
由派人士也不贊成草率“擴容”，其中包括現任中年事最高的
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

這些反對輕率“擴容”的自由派人士，大多數認為“隨意
變更成法會削弱最高法院權威”、“法院應遵循法律而非政治
原則”。

還有些自由派人士擔心，大法官人數太多，會嚴重影響聯
邦最高法院的辦事效率——要知道即便只有9人，最高法院目
前的效率也早已為人所詬病了。

拜登本人的態度則一如其在大多數重大問題上那樣模棱兩
可。

他曾多次明確表示“反對擴容”，卻在去年10月選情最膠
著時含糊其辭地承諾成立專門委員會討論此事。

NPR電台援引知情人士話稱，拜登目前左右為難，既不想
冒險力推大法官“擴容”，又不願得罪黨內“進步派”，便藉
兌現競選承諾之由成立兩派勢力平衡的委員會，然後將這一左
右為難的棘手“皮球”一腳踢給這個委員會去磨洋工。

此事的最終結果會如何，目前還很難說。不過大多數分析
家認為，鑑於茲事體大，且“進步派”在“擴容”問題上孤軍
深入，不了了之是最可能的結果。

（綜合報導）電据美國《世界日報》報導，龍
捲風10日自清晨起一路席捲美國南部多州，路易
斯安納州至少有一人喪生、七人受傷，密西西比州
的樹木和電線桿倒塌，亞拉巴馬州沿海城市降下冰
雹，佛羅里達州西北部有建築物被夷為平地。美國
國家氣象局表示，襲擊路州當地的龍捲風為EF3級
龍捲風，時速130至140英里。

路易斯安納州聖蘭德里區區長傑西.貝拉德證
實，當地時間10日凌晨2時左右龍捲風來襲，住在
帕爾米託的27歲居民希加雷達不幸死亡，另有七
人受傷送醫。

在密西西比州蘭金郡，有電線和樹木被龍捲風
摧毀，無人受傷。

貝拉德表示：“我們為所有受到風暴影響的家

庭祈禱，也將盡全力協助他們。”由於有成千上萬
用戶失去電力，工作人員正努力清理碎片並恢復供
電。

美國國家氣象局 10 日凌晨先對路易斯安納州
和密西西比州部分地區發出警告，指有強烈龍捲風
可能造成威脅。凌晨1時22分，氣象局進一步對包
括帕爾梅託在內的路州部分地區發布龍捲風警告。

當地時間10日上午6時和9時，氣象局也分別
對佛羅里達州部分地區發出龍捲風警告。佛州巴拿
馬市海灘一戶人家和一間雜貨店被疑似龍捲風夷為
平地。佛州彭薩科拉一家市區啤酒廠屋頂被暴風刮
走。風暴過後，佛州西北部約3萬戶停電。

此外，在亞拉巴馬州奧蘭治海灘，不少汽車的
擋風玻璃被冰雹打碎，有些冰雹和棒球一樣大。

（綜合報導）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地區一名20歲的黑人男子被執法人員當街槍殺
。經媒體曝光後，此事迅速引發外界關注，也在社交媒體上掀起討論熱潮，一度登上推特美國
熱搜第一。據報導，該男子與女友在駕駛途中被警察攔住，爭執期間遭到另一名警察槍擊。目
擊者表示，該男子中槍後，駕駛車輛“經過了幾個街區，然後撞到了另一輛車上”。

當天晚些時候，數百人在當地警察局前舉行遊行示威，並與警察發生肢體衝突。社交媒體
上流傳的錄像顯示，示威者“跳上警車，打碎擋風玻璃，並與執法人員對峙”。警方命令示威
者“盡快離去”，在警告無效後，動用了催淚瓦斯、閃光彈等武器。對峙一直持續到深夜。據
悉，一些示威者趁亂搶劫了附近的一些店鋪，再度上演了令人不齒的“零元購”事件。

布魯克林中心市長邁克.埃利奧特（Mike Elliott）表示，槍擊事件是“讓人痛心的”，同時
敦促示威者“保持和平”，隨後埃利奧特在推特上宣布，當地將施行宵禁令。

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Tim Walz）表示，他正在“密切監視局勢”，並“為被槍殺
男子的家人祈禱”。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引發全美大規模抗議的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跪殺的事件也發生在
明尼阿波利斯市，抗議活動席捲了美國，而後演變成大規模的暴力活動，一些示威者刻意攻擊
警察與平民、搶劫地方店鋪並縱火。而今，“黑命貴”（Black Life Matters）活動在美國境內愈
演愈烈，諷刺的是，很多黑人並沒有藉著這次活動為自己的族裔爭取權利，反而爭相為自身牟
利。據紐約時報報導，“黑命貴”活動的發起者帕麗斯.卡洛斯於4月10日在洛杉磯的高檔社區
購買了一套價值140萬美元（約917萬人民幣）的豪宅，而該社區內絕大多數居民都是白人，黑
人的比例僅僅佔1.8%。更讓人震驚的是，該豪宅還只是卡洛斯名下豪宅之一。

龍捲風襲擊美國南部多州致1死7傷 上萬用戶斷電

美國黑人男子被警察當街槍殺美國黑人男子被警察當街槍殺
引發抗議示威引發抗議示威，，結果又成結果又成““零元購零元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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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王作丹手中厚約5厘米的田野考古工
作日誌已經寫滿半本，工整的字

跡詳細記錄了每件出土器物的具體情
況、三維坐標、文保措施以及發掘工作
推進情況、發掘思路等內容。“考古發
掘是不可逆的過程，因此必須要形成完
備的資料，方便未來進一步研究。”24
歲的王作丹看起來仍顯稚嫩，談起工作
卻十分嚴肅認真。

防護服創意塗鴉增添樂趣
參與三星堆新發現6個“祭祀坑”

發掘工作的考古工作者有200多位，其
中超過四分之三是“90後”和碩博士。
他們以厘米為單位小心翼翼地清理“祭
祀坑”每一處填土，既會熟練運用各種
“黑科技”對出土文物進行保護修復，
也會在防護服外畫上創意塗鴉，在古老
的三星堆遺址上展現中國新一代考古人
的實力與朝氣。

“雖然考古研究歷史，但絕不代表
這是一門古老的行業，實際上，它正在
朝氣蓬勃地發展，需要不斷有新的從業

者加入。”從事考古工作是王作丹從小
的夢想，她希望自己能提出新的觀
點，為考古領域的發展貢獻力量。“雖
然我們還很年輕，但我們很努力、很堅
定，每天都在成長。”

“與先民對話 最吸引我”
其實，大部分參與本輪“祭祀坑”發

掘工作的“90後”都已有過田野考古經
驗。1999年出生的四川大學學生陸澤敏
負責7號“祭祀坑”的記錄與6號“祭祀
坑”的發掘工作，此前她已參與過貴州貴
安新區招果洞遺址、雲南劍川海門口遺址
發掘。“每次看到坑內滿滿的器物，就感
覺自己正和古蜀先民對話，這是考古學的
魅力之一，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雖然發掘現場時，考古工作者穿着
統一的白色防護服，但不少“90後”考
古人用寫在後背的“請叫我紅領巾”
“精忠報國”等創意文字給嚴肅的考古
現場帶來青春活潑的氣息。“我背後是
‘萬里長城永不倒’，想給緊張的考古
工作增添一些樂趣，同時方便大家辨

認。”出生於1998年的四川大學大四學
生楊海容笑道。

雖枯燥卻“每天有新東西”
楊海容所在的7號“祭祀坑”目前

尚未發掘到器物層。在旁人看來，連續
一個多月每天8小時的填土清理工作可
能稍顯枯燥，但在這位“90後”女孩眼
中卻是“每天有新東西”。“如果你仔
細辨認，每隔幾厘米的泥土都有細微的
差別。”楊海容說，考古並非“為了器
物而發掘”，而是盡可能地還原歷史，
她覺得別有意義。

“‘考古年輕化’是必須的，任何
行業都需要不斷有‘新鮮血液’注入，
才會一直呈現出勃勃生機。”四川大學
考古文博學院帶隊開展三星堆考古工作
的老師馬永超同樣也是“90後”。在他
看來，新一代考古人在享受科技時代紅
利、緊跟當前社會信息化步伐的同時，
也在堅守老一輩考古學者們留下來的優
秀傳統。“考古絕不是一門死板的學
科，考古現場也能富有青春活力。”

清晨，陽光“喚醒”了沉

睡的三星堆遺址，也宣告考古

工作者忙碌一天的開始。四川

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研二學生王

作丹熟練地穿上防護服，照例

進入5、6、7號“祭祀坑”所

在的考古工作艙開始工作。除

了配合發掘清理以外，她還需

事無巨細地記錄每日發掘情

況，以便後期形成完整的發掘

記錄報告。 ●中新社

三星堆90後挑大樑
朝氣蓬勃中國考古

●●參與三星堆新發現參與三星堆新發現66個個““祭祀坑祭祀坑””發發
掘工作的考古工作者有掘工作的考古工作者有200200多位多位，，其中其中
超過四分之三是超過四分之三是““9090後後””和碩博士和碩博士。。王王
作丹作丹（（左左））在發掘現場工作在發掘現場工作。。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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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從湖北省宜
昌市長江珍稀魚
類 放 流 點 踏 上
“回家”旅程，
十數天以後，這
些 佩 戴 “ 身 份
證”的中華鱘將
洄游入海。

當 日 舉 行 的
“2021年長江三峽中華鱘增殖放流活動”，由農業農村部長江
流域漁政監督管理辦公室、宜昌市政府、中國三峽集團主辦。為
幫助中華鱘安全“回家”，科研人員為中華鱘佩戴了聲吶標、
PIT標和T型標。當日，有來自2009年和2011年繁殖的“子二
代”中華鱘各8尾，其體長均超過1.5米，重量均超過50公斤，
魚齡均在10歲以上，都是接近性成熟的雄性個體。牠們不僅佩
戴了常規的“身份證”，還首次成批量地打上了衛星標記。該標
記可以連續系統地記錄中華鱘海洋生活環境及近海活動方位，為
進一步研究揭示中華鱘海洋生境及其適應性提供可靠數據，開創
了中華鱘野外全生命周期科學調查與研究的新路徑。

●文/圖：中新社

每當傍晚降臨，數以千計的都江堰市民和遊客來到古城旁
的仰天窩廣場，拿起手機與這座千年古城的新地標“自拍熊
貓”雕塑留下合影。

四川省都江堰市擁有都江堰水利工程、青城山、中國大熊
貓保護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
野放繁育研究中心等著名景點，市域範圍內生活着近70隻大熊
貓，每年吸引遊客超過2,000萬人次。

而剛剛對遊客開放不到一周便有數萬人打卡的“自拍熊
貓”，能在眾多景點中走紅，源於設計製作團隊的奇思妙想。

這個蹺腿躺在草坪上，正拿着自拍桿自拍的熊貓雕塑體型
巨大——長26.5米、寬11米、高12米，體重130噸。雖然體
型被網友笑稱“XXXL”，但卻絲毫不顯笨重，來自荷蘭的設
計師弗洛倫泰因．霍夫曼和製作團隊用300萬根漆面不銹鋼絲
組成了大熊貓的黑白毛髮，讓雕塑看上去就像一隻憨態可掬的
大熊貓來到了城市之中。

設計師曾創作“大黃鴨”
據了解，霍夫曼曾設計了著名的藝術作品“大黃鴨”，

在北京、香港、大阪等地展出。他介紹，這隻熊貓雕塑以
2005年大熊貓闖入都江堰鬧市區的故事為創作靈感，通過到
都江堰實地考察，對都江堰城市規劃、旅遊資源、歷史文化

進行充分了解後，他們
選擇將這件藝術品放置
於都江堰仰天窩廣場。

●新華社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2

● 4月7日，在四川省都
江堰市仰天窩廣場，一名
遊客使用手機拍攝“自拍
熊貓”雕塑。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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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久旱不雨，水庫水位頻頻下探，
為了提升人工增雨成功機率，水利署與中科院正
在研發新型增雨焰彈，發射高度可達300至350公
尺的高空雲層，水利署表示，預計年底前有初步
成果。

面對嚴峻水情，水利署把握任何一次機會
實施人工增雨，透過燃放增雨焰劑催化降雨，水
利署副署長王藝峰表示，目前人工增雨方式是靠
氣流力量將焰劑帶上雲層，高度最高約200公尺
，若有時遇到下層氣流，就無法帶上天空，因此

現階段人工增雨僅約增加7%至10%雨量。
為了提升成功機率，水利署與中科院研發

新一代增雨焰彈，採發射方式，利用彈體動能將
增雨劑帶到雲層內，預計高度可達300至350公尺
。

不過目前仍在開發階段，王藝峰說明，研
發過程牽涉發射筒製作、模具開模及火藥裝填，
預計今年底之前將進行測試提供初步成果，一旦
新型焰彈效果非常好，將會啟動全面汰換。

(綜合報道）公平會今天召開 「數位平台、內容網站及線上
廣告產業生態及爭議」座談會，廣泛蒐集業界意見；台北市報業
商業同業公會認為，希望政府積極因應，協助新聞業者跟平台進
行談判，及早跟上 「新聞付費」的產業新慣例。

澳洲國會日前通過 「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
（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
，要求數位平台必須為刊登澳洲產製的新聞內容付費，台灣是否
適合跟進相關法案也引發近期一連串討論。

公平交易委員會今天上午召開座談會，包括報紙、電視台
、雜誌業者、網路平台業者、學者都出席參與，相關政府機關經

濟部國貿局、智財局、文化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也都有代表出席。

公平會副主委陳志民受訪時指出，座談會主要目的是廣泛
蒐集各界意見，希望了解目前數位平台跟媒體、廣告商還有相關
產業，在平台使用過程中產生哪些問題，同時請專家學者從學理
上分析，了解哪些問題需要解決，媒體代表提到希望有分潤機制
，但還沒討論太多政策面與法規面議題。

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則在座談會中提出多項聲明，政
府應該積極擬定因應方針，協助新聞業者談判，及早跟上 「新聞
付費」的產業新慣例；另外，各國積極發展科技反壟斷立法潮，

台灣不應該缺席。
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也認為，澳洲、加拿大、英國政

府的談判方式，就是聯合相關新聞媒體公會集體發聲，台灣作為
華文世界最重要的新聞媒體產出基地，有相當談判籌碼，必須採
取 「在政府支持之下進行集體談判」。若能透過 「澳洲模式」的
啟發，推動 「台灣模式」立法，才能確保國內傳統媒體營運永續
發展。

陳志民表示，目前公平會沒規劃要開其他座談會，會先整
理座談會各方提出的資訊，盤點哪些業務跟公平會相關，行政院
後續可能會召開跨部會會議討論。

無畏缺櫃缺工不利因素台3月機械出口年增3成
（中央社）無畏國際貨運缺艙缺櫃、原物料價格上漲、以及

缺工等不利因素影響，台灣3月機械出口值達29億美元，較去年
同期22.19億美元增加30.7%。

台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統計，3月機械出口值29億美元，
較去年同期出口值22.19億美元增加30.7%。若以新台幣計算約
819.17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2.5%。

其中3月工具機出口值2.23億美元排名第4，年成長0.2%，
罕見跌出出口排名前3大。電子設備3月出口值5.32億美元排名
第1，年成長135.2%；檢量測設備出口值3.85億美元排名第2，
年成長35.5%；動力傳動件出口值2.25億美元排名第3。

累計今年前3月台灣機械出口值76.18億美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 27.4%。以新台幣計價約 2159.67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0.1%。

觀察今年前3月機械出口值前3大，首先電子設備11.62億
美元、占比15.3%，較去年同期成長57.8%；檢量測設備10.67億

美元、占比 14%，較去年同期成
長39.8%；動力傳動件5.98億美元
、占比 7.9%，較去年同期增加
51.5%。

從出口國來看，今年前 3 月
機械出口國前 3 大包括中國大陸
24.68 億美元、占比 32.4%；美國
16.24 億美元、占比 21.3%；日本
4.91億美元、占比6.4%。

公會指出，中國大陸仍是台
灣出口重要市場，此外韓國、新
加坡、荷蘭、德國、香港等出口
也有兩位數百分點成長。

展望今年，公會表示全球產業復甦力道強勁，加上地緣政治
與短鏈效應，預估今年全年產值繼連續4年突破新台幣兆元後，

可望再創新高，出口值也有望挑戰300億美元大關，再創台灣機
械產業新高峰。

公平會探討數位平台新聞付費報業公會籲及早跟上

提升人工增雨成功率 水利署
中科院研發新型增雨焰彈

葉俊麟音樂創作暨生活文物展基隆登場葉俊麟音樂創作暨生活文物展基隆登場
「「葉俊麟音樂創作暨生活文物展葉俊麟音樂創作暨生活文物展」」 1111日起在基隆市黃蠟石文化館登場日起在基隆市黃蠟石文化館登場，，展示手稿真跡展示手稿真跡

和生活文物等和生活文物等，，展覽至展覽至66月月3030日止日止，，歡迎民眾前往欣賞歡迎民眾前往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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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救助協會伸援手關懷救助協會伸援手 助旅外國人休士頓打疫苗助旅外國人休士頓打疫苗

周日舉行票選國慶籌備會主委周日舉行票選國慶籌備會主委
劉志忠劉志忠、、劉美玲當選今年正副主委劉美玲當選今年正副主委

（（本報訊本報訊））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33
月月2222日起和連鎖藥局日起和連鎖藥局WalgreensWalgreens合作合作，，協助協助
美南地區旅外國人及留學生注射新冠肺炎美南地區旅外國人及留學生注射新冠肺炎
疫苗疫苗，，迄今已有將近迄今已有將近4040人受惠人受惠。。救助協會救助協會
會長黎淑瑛會長黎淑瑛44月月99日特別偕同副會長嚴傑日特別偕同副會長嚴傑、、
秘書長何真及財務長李莉穎等人到該藥局秘書長何真及財務長李莉穎等人到該藥局
，，向協助的王經理致謝向協助的王經理致謝，，同時了解國人施同時了解國人施
打情形打情形。。

這是黎淑瑛於今年初卸任僑務委員這是黎淑瑛於今年初卸任僑務委員、、
並於並於33月中旬當選救助協會會長以來辦理的月中旬當選救助協會會長以來辦理的
第一項活動第一項活動；；她強調她強調，，疫苗施打專案將延疫苗施打專案將延
續到疫情結束續到疫情結束，，只要旅居美南的國人有需只要旅居美南的國人有需
求求，，救助協會的志工會全力相助救助協會的志工會全力相助，，絕不懈絕不懈

怠怠。。休士頓文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休士頓文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
楊容清也隨行到場致意楊容清也隨行到場致意，，對於王經理的熱對於王經理的熱
心幫忙讚不絕口心幫忙讚不絕口，，救助協會像及時雨一般救助協會像及時雨一般
協助旅外國人防疫協助旅外國人防疫，，表示十分感動表示十分感動。。王經王經
理早年自台灣移民美國理早年自台灣移民美國，，對於能協助鄉親對於能協助鄉親
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待緩解的時刻注射疫苗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待緩解的時刻注射疫苗
，，感到非常的榮幸感到非常的榮幸。。
據 了 解據 了 解 ，， 有 需 求 的 旅 外 國 人 只 要 致 電有 需 求 的 旅 外 國 人 只 要 致 電
832832--866866--33333333，， 或或 email: yaochristi@yahoo.email: yaochristi@yahoo.
comcom，，提供電話提供電話、、英文姓名及生日英文姓名及生日，，救助協救助協
會志工會即時轉介到會志工會即時轉介到WalgreensWalgreens進行排序進行排序，，
一個星期內即可完成施打一個星期內即可完成施打；；至於疫苗種類至於疫苗種類
，，則按藥局當日收件而定則按藥局當日收件而定。。

（本報訊 ）第一場：4/20 舉辦線上專題演講
『面對仇恨犯罪如何做自我安全保護』

近期頻頻發生針對亞裔暴力事件，與反亞裔仇恨
犯罪升級的報導，激起了亞裔社區內僑胞們的恐慌，
如何預防、療愈及用和諧的方式打破偏見與仇恨對立
，以及避免事件升級成仇恨犯罪，是生活在美國僑胞
們所需深入瞭解的當務之急。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
協會，為提供給僑胞們更多有關仇恨犯罪的資訊，與
如何做好自我保護與防範，特定於 2021 年 4 月 20 日
（星期二）美中時間晚間7：00，邀請到曾任Greater
Dallas Community Relations Commission （專門研究種
族問題），與現任於Plano警察局（Police Communi-

ty Liaison並獲取Crime Prevention Specialist證書）的劉
援(Yuan Liu) 女士，以其多年服務與警界的經驗，為
僑胞舉辦一場線上講座。

日期：4/20/2021 （星期二）
時間：7:00pm – 8:30pm 舉行 (加拿大和美國中

部時間)
講題：面對仇恨犯罪如何做自我安全保護
講座當日，劉援女士將與您暢所欲言，尤其在我

們該如何保持警覺、如何應正面接受、如何做萬全準
備等生活層面的認知，也將鉅細靡遺的與您說明，講
座後將有Q & A為您解答生活中的問題，為了您自身
與家人的安全，誠摯歡迎您踴躍參加，同時也請您不

要僅將此信息保留給自己，
也請將其傳遞給您的家人和
朋友，因為讓我們海外僑胞
能免除生活的恐懼與與心理

的不平，是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協會的宗旨。
第二場：5/01 蔣學聖 醫師Dr.Chiang,：如何診斷

治療照護失智症
蔣醫師現任：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
行為神經科／失智科 專科訓練醫師
學經歷：
台灣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UTD)認知神經研究所博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神經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醫師執照及美國神經內科專科執照
日期：2021年5月1日(星期六)

時間：7:00pm - 8:30pm
題目：如何診斷治療照護失智症
內容：
一、什麼是失智症？
二、失智症的徵兆？
三、如何診斷、治療及居家照護失智症？
四、如何預防失智症？
五、Q＆A

報名請至：http://forms.gle/Vj6e6fEgwpdw3zkQ7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孟敏寬會長（469）

789-6858， 張 志 榮 副 會 長 （817） 903-2581， 或
email 至 dfwajwvc@gmail.com 為了您自身與家人的安
全的保護與防範，請踴躍參加。
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協會
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view/dfweaa/home

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協會舉辦二場線上專題演講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中華公所等社團於周日中華公所等社團於周日
（（44月月1212日日））下午一時至三時下午一時至三時，，在僑教中心後門戶外在僑教中心後門戶外
票選今年票選今年（（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10110年年））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正正、、副副

主委主委，，經過經過2525個社團票選個社團票選，，選舉結果於當天下午三時選舉結果於當天下午三時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在僑教中心大禮堂,,羅秀娟主席當眾開票羅秀娟主席當眾開票，，劉志忠劉志忠、、
劉美玲正式當選今年劉美玲正式當選今年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主委、、副主委副主委。。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中華公所主席林國煌及現任共中華公所主席林國煌及現任共
同主席黃泰生同主席黃泰生、、江麗君江麗君，，僑聯總會代表李迎霞等多人僑聯總會代表李迎霞等多人
在現場觀禮在現場觀禮。。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表示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表示：：希望國慶系列活希望國慶系列活
動能自今年九月起在僑教中心舉行動能自今年九月起在僑教中心舉行，，過了辛苦的一年過了辛苦的一年
，，希望我們能迎向嶄新希望我們能迎向嶄新、、燦爛的未來燦爛的未來。。

新當選主委劉志忠致詞表示新當選主委劉志忠致詞表示：：他和副主委劉美玲他和副主委劉美玲
將全心全力的作將全心全力的作，，不負大家託付的重任不負大家託付的重任。。現全球的疫現全球的疫
情還不穩定情還不穩定，，他將按美國政府規範的準則行事他將按美國政府規範的準則行事。。他也他也
說明每年的說明每年的 「「國慶系列活動國慶系列活動」」 都是大休士頓地區的僑都是大休士頓地區的僑
胞胞，，表達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與向心力表達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與向心力，，在歷任主在歷任主
委的支持委的支持、、努力下努力下，，呈現精彩的活動呈現精彩的活動。。尤其去年在疫尤其去年在疫
情嚴峻的時刻情嚴峻的時刻，，主委何怡中還辦了主委何怡中還辦了2020項精彩的活動項精彩的活動，，
尤其尤其 「「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院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院」」 充份發揮了溫馨充份發揮了溫馨、、創意創意
，，使我們彷使我們彷佛佛又重溫兒時的溫馨時光又重溫兒時的溫馨時光。。

圖為出席國慶籌備會正副主委選拔的圖為出席國慶籌備會正副主委選拔的 「「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及各社團代表合影及各社團代表合影。（。（右起右起））中華中華
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 「「世華工商世華工商」」 新任會長孫玉玟新任會長孫玉玟、、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新當選新當選
主委劉志忠主委劉志忠、、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江麗君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江麗君、、 「「中華公所主席聯誼會中華公所主席聯誼會」」 會長林國煌會長林國煌、、徐安徐安
夫婦夫婦，，僑聯總會代表李迎霞僑聯總會代表李迎霞，，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新當選新當選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劉志忠主委劉志忠（（右三右三））致詞致詞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陳奕芳陳奕芳（（左四左四））及黎淑瑛及黎淑瑛（（左五左五））帶隊感謝王經帶隊感謝王經
理理（（右五右五）。）。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團隊服務旅外國人全年不打烊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團隊服務旅外國人全年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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