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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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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冠病毒襲捲全美，已於27
日確診人數超越大陸成為世界最高，其中紐
約市更是重災區，目前已超過2萬人確診、
365 死。事實上，紐約市長白思豪早就悲觀
預測過半數市民，也就是4百萬人恐遭感染
，若疫情持續惡化，恐將有4萬人死亡；

美國已成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最慘重的
國家，醫護人力疑似也已告急。美國國務院
領事事務局26日在社交平台發文，鼓勵各國
廣大的醫療工作者赴美，幫助美國抗疫。文

中鼓勵尋求在美工作或交流的專業
醫療人員，尤其是那些致力於治療
或緩解新冠肺炎疫情的專業人員，
與就近使館或領事館聯繫申請簽證
。
美國國務院領事事務局也在其官網
發布了這則消息，並且具體列出上

述醫療人員可以辦理的兩類簽證類型，一類
是H簽，即簽發給赴美短期工作的申請人；
另一類是J-1簽，這類簽證主要針對目前已
經在美的外國醫療專業人員，J-1 簽通常可
一次延長一年，最長可達7年。

紐約市內的醫院是全美抗疫的前線。中
通社引據美聯社報導說，在紐約市，醫護人
員越來越擔心自身的健康安全問題。由於缺
乏檢測和防護物資，紐約市醫院的職員擔心

的已不是會不會感染，而是何時染上新冠肺
炎。多名醫生、護士以及護理人員強調，急
診室和加護病房的工作條件不斷惡化。

新冠病毒襲捲全美，已於27日確診人數
超越大陸成為世界最高，其中紐約市更是重
災區，目前已超過2萬人確診、365死。事實
上，紐約市長白思豪早就悲觀預測過半數市
民，也就是4百萬人恐遭感染，若疫情持續
惡化，恐將有4萬人死亡；

美國已成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最慘重的
國家，醫護人力疑似也已告急。美國國務院
領事事務局26日在社交平台發文，鼓勵各國
廣大的醫療工作者赴美，幫助美國抗疫。文
中鼓勵尋求在美工作或交流的專業醫療人員
，尤其是那些致力於治療或緩解新冠肺炎疫
情的專業人員，與就近使館或領事館聯繫申

請簽證。
美國國務院領事事務局也在其官網發布

了這則消息，並且具體列出上述醫療人員可
以辦理的兩類簽證類型，一類是H簽，即簽
發給赴美短期工作的申請人；另一類是 J-1
簽，這類簽證主要針對目前已經在美的外國
醫療專業人員，J-1 簽通常可一次延長一年
，最長可達7年。

紐約市內的醫院是全美抗疫的前線。中
通社引據美聯社報導說，在紐約市，醫護人
員越來越擔心自身的健康安全問題。由於缺
乏檢測和防護物資，紐約市醫院的職員擔心
的已不是會不會感染，而是何時染上新冠肺
炎。多名醫生、護士以及護理人員強調，急
診室和加護病房的工作條件不斷惡化。

抗疫人力吃緊抗疫人力吃緊 美國鼓勵各國醫護赴美美國鼓勵各國醫護赴美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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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開幕
蔬菜 | 肉 | 海鮮 | 雜貨

- 各部門經理（待遇從優）
- 各部門人員（蔬菜部，肉部，海鮮部，雜貨部）
- 收銀員

店誠徵KATY

聯絡方式
電話:832-680-2888
1525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OPEN
NOW

蔬菜 | 肉 | 海鮮 | 雜貨
8800 Richmond Ave. Houston, TX 77063

SCAN WITH YOUR
PHONE’S CAMERA
TO SUBSCRIBE AND RECEIVE
THIS MONTH’S SPECIAL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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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通律師
專精: 各類移民申請、聯邦及州法院各類

民事糾紛、遞解辯護、勞工權益保障   

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電話: 832-917-8232

地址：5177 Richmond Ave., Suite 770, Houston, TX 77056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德州休斯敦清晨旭日東昇，陽光依然燦
爛，但是整個美利堅共和國在沈睡停滯之中
，也是從建國二百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光景。

美國總統川晉在其推文中透露他和中國
國家領導人習近平通話就當前嚴重的疫情充
分交換了意見,他對於中國在此次疫情中獲得
許多寶貴經驗表示敬佩。

今天全球面臨前所未有之挑戰, 中美兩國
應攜手合作來拯救這場災難，多少年來中國
大陸已經成為世界工厰已經是不爭之事實 ，
從我們日常用品到口罩呼吸器無不是中國制
造， 這些實在廉價產品抑制了美國的通貨膨
脹，支撐美國經濟之發展。

我們要在此大聲疾呼，中美兩國人民及

政府要正視疫情之急迫嚴重性，立即請中國
大陸加速生產美國急需之醫療器材,而美國應
該大力加緊研究所需之疫苗及藥物。

今天我們居住在美國的華人面臨前所未
有之艱難處境，華人多半經營之中小企業面
臨倒閉之危機，尤其是餐飲業和華人人口三
分之一有關,全美各地之華埠呈現一片蕭條景
象。

今天美國全國確診人數已近八萬人，一
半人在紐約，這場疫情風暴正在襲擊世界政
治金融之心臟。

華裔同胞們這是我們應該行動自救的時
候了。

中美團結中美團結 共救世界共救世界

Today is Friday. As usual, the sun rose in the
early morning in Houston, Texas, but

the whole country seems to be in “sleeping
mode” since the attack from the Coronavirus

-- the worst time in our history.

President Trump tweeted today and said that he
just finished a good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He said they discussed in
great detail the Coronavirus that is

ravaging large parts of our planet. China has
been through so much and has developed

a strong understanding of the virus. Our
countries are working closely together in this

fight. We have much respect for these two
leaders.

We are urging these two powerful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to solve this world

problem. It has taken many years, but China has
become the top world manufacturing

country for products such as medical masks and
medical-related products. W would like

to see China step up and immediately increase
their ability to produce more medical

products for the whol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mobilize all our talented medical

researchers to develop new medicines for this
devastating virus disease.

We as Asian Chinese-American owners of small
businesses are facing shut downs,

including food-related like food-related
restaurants who are suffering the most.

There were over 74,000 cases of Coronavirus
reported in United States today. About

half of them in New York, close to almost 10
times more than any other state.

We strongly urge all the Asian America
community to do your best to try and help others

as well yourself.

United States And China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eed To Work TogetherNeed To Work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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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延燒，英國
首相強森27日發推特，自爆確診新冠肺炎！他也
是國際間第一位感染新冠肺炎的大國領袖。

強森在推特中附上文字與影片，告訴英國國
民，他 「過去24小時開始出現輕微症狀，且檢測
呈新冠病毒陽性。」強森寫道，他正在自我隔離
，但在舉國對抗新冠疫情之際，他將透過視訊會
議方式，持續領導國家對疫情做出因應。

他在文末告訴民眾， 「我們可以一起打敗病

毒。#留在家裡挽救生命」
影片中，神情略顯疲憊憔悴的強森表示，他

的症狀包括體溫升高，以及持續咳嗽， 「我正在
家工作，我正在自我隔離，那才是該做的事。」
他說，毫無疑問，自己會與政府團隊高層保持聯
繫，領導國家反擊新冠病毒。

強森的未婚妻凱莉目前身懷六甲，據了解，
她和兩人的愛犬一起隔離，但首相府拒絕透露她
目前位置。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已
有117個國家提出希望韓國能出口或提供防疫物
品。

目前韓國首先考慮的出口對象為美國，理
由是美國確診人數爆增、川普總統親自求援、
美國鑑於韓美同盟未對韓實施入境管制、與韓
簽訂雙邊貨幣互換協定等。繼美國之後，需優
先考慮的是阿聯酋和印尼，阿聯酋與韓國在多
方面展開合作，印尼是新南方政策的核心國家
。

韓國外交部高官今天在記者會上表示，有
31個國家通過官方管道提出出口請求，30個國
家請求提供人道主義援助，還有20個國家同時
提出出口和援助的請求。另有36個國家通過民
間管道要求提供幫助。為此，政府前一天已召
開專項工作組會議討論有關事宜。

韓聯社報導，韓國的新冠診斷試劑6小時內
出結果，並且已經積累36萬份可靠的臨床數據
，是韓國最具優勢和較為充裕的防疫用品。除
國內需求外，每周可供出口330萬份。他還表示

，韓國將綜合考慮各國防疫需求、本國經濟利
益和對外政策等進行篩選後積極推動援助與出
口。

此外，該高官還表示，政府將積極協助更
多韓國醫藥企業進入聯合國採購市場。

全球117國希望這個國家提供新冠防疫物資

大國領袖確診！
英首相強森推特自爆感染新冠肺炎英首相強森推特自爆感染新冠肺炎

日第一夫人賞櫻惹議 安倍全力護妻
（綜合報導）日本 「NEWS POST SEVEN」新聞網刊載日

本第一夫人安倍昭惠3月下旬在櫻花樹下與13名演藝圈名人合影
的照片。有議員指，東京都要求民眾櫻花季時盡量避免到公園宴
會賞櫻，像第一夫人這樣的貴婦就能賞櫻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7日在在參院預算委員會上，接受立憲
民主黨議員杉尾秀哉的質詢。杉尾指出，據報導，昭惠夫人與人

氣模特兒和知名藝人一起賞櫻、合照， 「像您太太這樣的貴婦賞
櫻宴會就可以，大多數的國民卻不行，而且還是在東京快要疫情
大爆發、首都封城的時候。」

安倍表示， 「（昭惠）並不是在要求民眾盡量避免去的公園
內賞櫻，而是在餐廳裡的櫻花樹下拍的合照。」杉尾又問， 「餐
廳就沒問題嗎？在要求民眾盡量避免宴會時，這樣的行動適當嗎

？」
安倍義正嚴辭地回應說， 「不能去餐廳嗎？當時（拍照時）

還不是那樣的情況。政府要求民眾自我約束的內容為何，希望
（議員）能正確地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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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出現“瞞報”病例
新增死亡病例或因錯過治療時機

綜合報導 據烏克蘭衛生部消息，烏克蘭新增10例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出現“瞞報”情況。此外，新增1例死亡病例，或因拖延而錯過最

佳治療時機。

據烏通社報道，烏克蘭衛生部消息稱，截至19日，烏境內累計確診

新冠肺炎病例26例，19日當天新增10例。其中，基輔市1例，日托米爾

州1例，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2例，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州1例，

切爾諾夫策州5例。

新增病例存在“瞞報”問題。據基輔市市長克裏奇科透露，當天基

輔新增確診病例為50歲男性。該男子日前從瑞士返回後，在基輔壹家私

人診所進行了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但該診所並未向烏衛生部和

公共健康中心進行匯報，直到德國某實驗室向烏方進行通報，烏衛生部

才知曉此事。

日托米爾州、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新增確診病例均曾有境外旅

行史。其中，日托米爾州新增病例為49歲男性，3月中旬與親友赴奧地

利滑雪，經德國返烏後主動居家隔離。

切爾諾夫策州19日新增病例占到全烏半數，該州是烏最早出現確診

病例的地區，也是疫情最嚴重的地區，現共有15例確診病例。

烏克蘭19日新增1例死亡病例，累計死亡3例。烏衛生部指出，19

日新增死亡病例為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市56歲女性。該患者出現癥狀

後，長時間自行居家治療，直到病情嚴重才住院治療，壹天後不治身亡

。其在死後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烏克蘭內務部表示，自20日起，烏國家緊急情況局將在全國範圍內

組織車輛向民眾廣播宣傳，除非絕對必要不要外出，外出須佩戴口罩，

人與人之間保持2米以上安全距離，以及照顧好老人等。

全球確診病例超38萬
世衛組織稱大流行呈加速趨勢

綜合報導 據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

實時統計數據，截至北京時間24日12時

，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超過38萬

例。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23日指出，

新冠肺炎大流行呈加速趨勢，確診病例

從第壹例到第10萬例用了67天，從第10

萬例到第20萬例用了11天，而從第20萬

例到第30萬例僅用了4天。

歐洲感染人數持續上升。截至當地

時間23日18時，意大利累計確診病例升

至63927例，累計死亡6077人。同壹天

，西班牙累計確診病例數超過3萬，德

國和法國也均超過2萬。

歐洲多國加碼防疫舉措。德國自23

日起規定，居民出行時同行人數不得超

過兩人。法國從24日開始，在戶外鍛煉

或遛寵物等活動的範圍、時長和頻率都

要受到限制。

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23日晚宣

布執行禁止兩人以上公開聚會等更為嚴

厲的限制措施，對全國實施“有條件封

鎖”，並稱新冠病毒是“英國數十年來

面臨的最大威脅”。

美國成為繼中國和意大利後確診人

數最多的國家。截至當地時間23日中午

，美國累計確診病例已超過4.6萬例。美

國聯邦儲備委員會23日宣布“無上限”

量化寬松政策，以支撐美國經濟抵禦新

冠肺炎疫情沖擊。

中東地區疫情也在持續蔓延。截至

23日，該地區疫情最嚴重的伊朗累計確

診病例23049例，單日新增1411例；土

耳其新增293例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

例已增至1529例。

以色列23日新增371例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單日增長超過30%，是出現疫

情以來的最大增幅，目前累計確診病例

已達1442例。

沙特阿拉伯累計確診562例。為遏

制疫情，沙特國王薩勒曼當天宣布自23

日起每日19時至次日6時實施宵禁，為

期21天。

南非目前是非洲確診人數最多的國

家，累計病例達402例。23日南非新增

128例確診病例，為 3月 5日發現首例

確診病例以來單日確診數量增長最多

的壹天。南非總統拉馬福薩當晚宣布

，為防止疫情快速蔓延，從3月26日零

時至4月16日零時實行全國封鎖，時間

為21天。

截至當地時間23日晚，埃及境內累

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366例，累計死亡

病例19例。據埃及媒體23日報道，不到

壹天時間至少兩名高級軍官在防疫工作

中因新冠肺炎死亡。

布基納法索商業、工業和手工業部

部長哈魯納· 卡博雷23日確診感染新冠

病毒，這是布政府宣布確診的第5位部

長。

津巴布韋宣布該國出現首例新冠肺

炎死亡病例。死者為30歲男子，2月29

日曾赴美國紐約，3月9日經南非中轉返

回津巴布韋。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23日宣布全國即

將進入“封城”模式。新西蘭全國學校

將從24日起關閉，開始線上遠程教育。

48小時後，新西蘭將進入自我隔離狀態

，所有的非核心部門執行在家辦公政策

。阿德恩說，這種“封城”模式將持續4

個星期，此後將根據評估狀況決定是否

放松限制。

新加坡23日宣布，從27日9時起，

包括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長期準證

持有者在內，所有抵達新加坡的旅客在

入境前必須通過電子系統提交健康狀況

聲明。

“病毒的肆虐顯示戰爭的愚蠢。”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23日呼籲全球範

圍內停火以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並表示

新冠病毒是人類共同的敵人，而戰亂地

區醫療系統已經崩潰，數量已然不足的

醫療專業人員成為襲擊對象，難民和流

離失所者在疫情面前更加脆弱。

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23

日召開視頻會議，就新冠肺炎疫情對全

球經濟的影響進行討論，同意協調行動

，共同應對疫情帶來的全球挑戰。

法推加強版“禁足令”
馬賽研究所前上百人排隊求檢測

綜合報導 法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接近兩萬。當地時間23日，法

國加強了“禁足令”，嚴格限制出行次數和時間。同日，馬賽研究所前

上百人排隊要求檢測。

據報道，法國政府宣布，將加強“禁足令”，要求遛狗、運動的人

只能在家方圓1公裏內活動，壹天壹次，最長不能超過1小時；露天市

場也全部關閉，但允許各地市長向省長申請特別開放。。

同日，馬賽研究所門前大約有上百人排隊等待檢測。據悉，馬賽研

究所壹名主任推出氯喹治療法治療新冠肺炎，任何懷疑自己感染了新冠

病毒的人都可以來研究所檢測，但要求是在這裏檢測呈陽性的患者需要

接受氯喹治療法的臨床測試。

不過，該療法的可靠性及有效性還有待觀察。法國衛生部長維蘭堅

持認為，人們不應輕率冒險。他已要求其他醫院由獨立研究團隊領導、

“大規模地重復”試驗療法。

23日，法國公共衛生最高理事會給出氯喹的使用建議，建議只給住

院重癥患者使用，且必須由專家會診決定，並進行密切醫學觀察。不建

議在大範圍內針對輕癥群體使用。

維蘭還表示，法國的新冠病毒檢測力度在歐洲國家裏算“中上等”

水平，法國每天做5000份病毒檢測，德國約為法國的兩倍。法國將加強

檢測力度，除了新冠病毒測試外，還將采用抽血(是否有抗體)的方式進

行檢測。

當地時間23日，法國衛生部長維蘭在每日疫情通報會上表示，法國

當日新增3167例，累計確診19856例，死亡860例(新增死亡186例)，重

癥2082例，8675例住院治療。

英國政府宣布執行“有條件封鎖”措施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宣布執行更嚴厲的“社交

疏遠”措施，對全國實施“有條

件封鎖”，這被媒體稱為“英國

式封城”。

宣布的5項限制措施為：所

有英國民眾不能與朋友或不是住

在壹起的家人見面；關閉所有銷

售非必需品的商店，如服裝店、

電子用品商店；關閉圖書館、遊

樂場、戶外體育館和禮拜場所；

禁止兩個人以上的公開場合聚會

（不包括與妳同住的人）；禁止所

有社交活動，包括婚禮、洗禮。

人們只能在下列情況可以離

開家裏：購買基本必需品，且

盡量少買；壹天可以進行壹次

戶外體育鍛煉，例如獨自或與

家人壹起跑步、散步或騎自行

車；有醫療需求，或向弱勢群

體提供護理或幫助時；上下班

時，但僅在絕對必要且不能在家

完成的情況下。

該措施實行三周。如果違反

，警察有權強制執行，包括罰款

和驅散聚會。

在應對疫情發布會上，約翰

遜表示，“沒有首相會願意頒布

這樣的措施，它將給人們的生活

、工作、企業效益造成破壞”。

“我可以保證，我們將於三周後

審查這些限制措施執行效果。如

果證據表明放寬限制是可行的，

我們就會放寬，但是現在沒有別

的選擇”。“前進的道路是艱難

的，而且會失去許多生命，這的

確令人遺憾。”

約翰遜警告說，新冠病毒是

“英國數十年來面臨的最大威

脅”，如果人們不認真對待政府

的抗疫建議，全英國醫療系統將

在兩周內崩潰，因此可能會出臺

“更加嚴厲的措施”，英國可能

面臨意大利式的封鎖。

蘇格蘭第壹大臣尼古拉· 斯

特金（Nicola Sturgeon）稱，“我

就直話直說，新的限制就是‘城

區封鎖’”“新冠病毒確實是我

們壹生中最大的挑戰”。

英國衛生大臣馬特· 漢考克

（Matt Hancock）在接受媒體采

訪時表示。“采取進壹步‘強

硬措施’，希望迫使人們進行更

有效的‘社交疏遠’”。英國媒

體對該“強硬措施”解讀為“英

國式封城”。

23日，英國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新增967例，新增死亡病例54

例。累計總確診病例6650例，總

死亡病例335例。

防疫致邊界過境點大塞車
歐盟促15分鐘快速通關

綜合報導 歐盟敦促27個成員國必須緩解

邊境通關阻塞現象，讓貨運車輛能在15分鐘

內通行各國邊界，以確保民生基本物資與醫

療設備運輸順暢。

據報道，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壹

段視頻聲明中指出，防疫措施可減緩新冠肺

炎疫情擴散，但也影響交通順暢，有時候還

癱瘓了運輸，因而導致物資流通遲緩且有短

缺的風險。

她說：“周末有些邊境過境點大排長龍

逾40公裏，等候時間長達18小時，這種情況

不能再發生。”

據報道，歐盟委員會已經要求成員國指

定部分重要過境點設立快速通關，其中包括

鐵路、航空、海運與水道的過境點。

歐盟委員會表示，通過這些過境點時，

等候不得超過15分鐘，這段時間包括對運輸

人員的檢查或健康篩檢，而防疫篩檢基本上

應采取量體溫的方式。

快速通關應開放給載運各種貨物的車輛

，歐盟國家也應該暫停任何管制措施，例如

在周末或夜間禁止駕駛等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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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一名海軍官員向美國有線電視網CNN
證實，航空母艦 「羅斯福號」（USS Theodore Roosevelt，
CVN-71）有25人新冠肺炎檢測呈現陽性。還有官員表示，如
果出現大規模染疫的話，美國國防部不會公開具體數字，原因
是擔心中國或北韓的敵軍，以為美國戰力變弱，趁機耍手段。

這名官員表示，預計 「羅斯福號」上會有更多人確診，可
能會出現 「幾十個」病例。另一名官員則說，若出現大規模的
感染，美國國防部可能不會公開具體數目，原因是美國擔心讓

敵人中國或是北韓以為美國戰力變弱了。
儘管航母爆發疫情，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吉爾迪（Mike Gil-

day）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相信，我們積極的措施，能讓
航母 「羅斯福號」能夠應對任何危機。

美國海軍代理部長莫德利（Thomas Modly）26日對外表示
，我們正在對所有船員進行檢測，以確保我們能夠控制任何可
能發生的傳播情況。莫德利表示， 「羅斯福號」正駛向關島，
除了待在碼頭，船員們不准前往關島的任何地方。據悉， 「羅

斯福號」上約有5000人。
「羅斯福號」是在24日首次發現3名水兵檢測結果呈陽性

。在短短3天時間裡，航母上染疫的水兵人數從3人快速增長
至25人。

美軍現役10艘尼米茲級航空母艦中，以 「羅斯福號」作戰
次數最多、實戰經歷最為豐富，它多次參加美國在海外的軍事
干涉行動，也不斷在中國南海通過演習炫耀武力。 「羅斯福號
」不僅是一艘航母，還是美國軍事力量的象徵。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殃及全球，美國為疫情最嚴重的國
家，目前累計確診人數已飆破8.5萬起，死亡人數為1,296人，
儘管政府已下令鎖國封城，但確診人數還是不斷飆升。日前在
美國喬治亞州有名醫療人員染疫在家隔離，不料卻慘死在家中
，被發現時已病逝多時，年僅5歲的兒子還傻傻伴在屍體旁邊
，令人相當鼻酸。

根據《每日郵報》報導，42歲的威爾克絲（Dedra Wilkes
）為皮埃蒙特紐南醫院（Piedmont Newnan Hospital）乳房放射
師，近日她因確診新冠肺炎，被要求待在家中進行隔離，不過
上週警方前往探視時，發現威爾克絲已不幸身亡，且死亡還超
過16小時之久，5歲的兒子是否染疫有待進一步檢驗。

威爾克絲的遺體隨後被送往醫學中心檢驗，報告顯示為新

冠肺炎陽性反應，不過據了解，威爾克絲生前不曾與確診患者
接觸，也未待在相關醫療部門。皮埃蒙特紐南醫院發言人表示
，聽到這個消息讓人感到相當遺憾，目前已通知曾接觸過威爾
克絲的人員進行篩檢、隔離。

5歲兒傻傻 「抱著屍體睡」 ！醫護媽染疫慘死…16小時才被發現

（綜合報導）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新冠病毒不斷增加，多數
確診案例集中於紐奧良，恐成下一個重災區，專家表示可能是
今年2月底在紐奧良舉辦嘉年華會，大批民眾集中於此一同狂
歡遊行，而造成病毒迅速傳播的原因。

截至26日下午為止，路易西安納州新冠病毒確診已逾2300
例，而全州疫情最嚴重的核心地帶，就是紐奧良。據《NBC》

報導，許多公衛專家認為，可能是1月初至2月底舉辦的狂歡
嘉年會，吸引100萬人以上參加，這可能是紐澳良和路易斯安
那州確診病例突然大幅增加的原因。

紐奧良杜蘭醫學中心重症醫療科醫師丹森(Joshua Denson)
表示，上周確診的患者，情況非常危急，而她發病的時間大約
就在狂歡節遊行結束的兩周。他認為病毒在紐奧良傳播可能開

始於狂歡節大遊行期間， 「有人把病毒帶來這裡，然後就慢慢
傳播開來。」

紐澳良杜蘭大學全球社區衛生與行為科學部主任奧伯赫爾
曼醫師（Dr. Richard Oberhelman）認為，嘉年華會的活動就是
病毒 「完美的滋生地點」。

紐澳良曾辦百萬人嘉年華會
確診數狂升恐成下個重災區

美航母羅斯福號染疫人數美航母羅斯福號染疫人數
短短短短33天從天從33暴增至暴增至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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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鑒於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長期持

續，韓國教育部正考慮在全國幼兒園和中小學

實施“線上開學”的方案。此前，教育部已三

次推遲開學時間至4月6日。

據報道，韓國社會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官俞

銀惠近日與該國全國教職員工會、教師工會聯

盟、新學校網絡等教育團體舉行了座談會，就

延期開學給壹線學校帶來的難題及對策進行了

協商。參加座談會的壹名教育界相關人士表示

，“會上討論了推遲高考時間、進壹步推遲開

學時間等各種方案”。

報道稱，教育部相關人士表示，“現在

各學校必須為4月6日仍然不能正常開學的最

壞情況做好準備”，還有人表示，“在各種

方案中，政府正探討啟動網上教學的線上開學

方案”。

據介紹，如果確定線上開學的方針，學生

們將通過線上平臺上課。同時，校方使用部分

學校運營的“在線學習”系統，也可以對學生

的遲到早退和上課情況進行有效管理。

不過，能否實現“線上開學”還是壹個未

知數。教育部相關人士說，“開學意味著壹個

學期的正式開始，需要對教學計劃和高考系列

考試的日程進行全面探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23日通報，當地時

間22日0時至23日0時，韓國新增64例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8961例。另外，截至目

前，韓國國內累計死亡病例增至111例。

單日新增病例逾200例
馬來西亞政府“加碼”防控舉措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衛生部宣布，22日

12時至23日12時，馬來西亞新增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212例，這是該國疫情暴發以來首

度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逾200例。

這也是馬來西亞連續9天新增確診病例

數過百，該國累計確診病例總數已經達到

1518例。此外，21日至23日，馬來西亞新

通報了10例死亡病例，而此前馬來西亞死

亡病例總數為4例。

應對疫情發展，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23

日宣布多項舉措，“加碼”防疫並緩解民生

壓力。

穆希丁透露，政府將撥款5億林吉特(約

合1.14億美元)給衛生部增購醫療設備、檢

測設備和防護設備。此外，政府還將為衛生

部門聘請2000名以護士為主的新職員，以

增強壹線抗疫力量，緩解現有人手緊缺、壹

線人員疲勞問題。

在經濟和民生問題上，穆希丁亦宣布多

項舉措，其中包括符合條件民眾可每月提取

部分公積金應急、資助受疫情影響的小商販

及病患家屬、允許半年內暫停償還高等教育

貸款。

此前，馬來西亞政府於本月18日開始

實施“行動限制令”，關閉大部分機構，限

制民眾出行，希望能盡快阻斷病毒傳播。這

壹舉措原定延續到本月31日。

穆希丁稱，如果疫情屆時未能緩解，那

麼這壹限制令可能會繼續延長。

尼泊爾“封國”首日：加德滿都宛若空城
綜合報導 作為內陸國家，3

月 23日是尼泊爾在航空、陸路

兩個緯度上的徹底“封國”首日

。這壹天，加德滿都壹別往日喧

鬧，頗為寂靜。

而恰恰就是在這壹天，官方

宣布尼泊爾出現第二例新冠病毒

感染確診病例。這距離第壹例確

診病例已經過去了約2個月，民

眾的神經難免變得緊張。

南亞各國目前都出現了確診

病例。尼泊爾在3月中下旬密集

出臺政策直至封國，其力度與斯

裏蘭卡相似，不可謂不重。

由於外國遊客幾乎匿跡，且

政府建議大家待在家中，街市上

的店鋪索性關門。在加德滿都最

為熱鬧的泰米爾區，也鮮有店面

開張。除了壹些當地人經過，已

見不到外國人面孔。

在以往，泰米爾區是在尼外

國遊客的集中地。縱使遇到節假

日、選舉等事件，此地照樣熱鬧

非凡，各國遊客穿插而過，仿佛

壹個國際性大都市。

“我在這裏做了4年生意，

從來沒看到過這樣的泰米爾區。

”周明虎在這裏開了家火鍋店，

平時生意很火爆，甚至成為當地

人打卡中國美食的地方。如今，

火鍋店顧客比平常少了很多。

“疫情影響所有人，我們也

沒有辦法。只能希望疫情早點過

去，大家好盡快做生意。”周明

虎對記者說，沒有顧客的時候閑

得發慌。

壹位黃包車司機普拉薩德坐

在臺階上，與自己同伴聊天。見

到記者要拍照，非常自然地擺起

了造型。拍完後，他就說：“拍

攝要收費。”問及原因，他說現

在壹天幾乎拉不到壹個客人，收

入接近於零。而在以前，拉壹位

外國遊客就可能會有2美元的收

入。

在超市，記者看到不少人開

始大量采購。人們主要購買米、

方便面、油等物資。總體上看，

超市物品還算充裕，畢竟尼泊爾

政府規定說“封國”僅限於人口

流動，不影響物流。

室外佩戴口罩的人也多了起

來。這與政府、媒體、專家的倡

導有關，同時也與生活習慣密不

可分。“這幾年加德滿都空氣汙

染嚴重，大家早有戴口罩的習慣

，我們不排斥口罩。”當地出租

車司機卡馬爾告訴記者。

尼泊爾采取的是聯邦體制，

因此地方政府也出臺不少應對政

策。除了都在建設隔離病床外，

比拉德訥格爾市還宣布自24日

起封城；凱拉利縣則宣布開始宵

禁。

當地媒體報道稱，特殊時

期應采用特殊舉措，應當開展

全國性的“封鎖”。加德滿都

市民對於封城普遍是矛盾心理

：壹是希望病毒不侵擾這裏，

二是也擔心日常收入下滑。但

人人心中有桿秤，在南亞疫情

開始升溫的當下，抗擊病毒是

第壹要務。

現在，加德滿都街道上

“最靚的仔”當屬煤氣配送小

哥。由於疫情，加德滿都壹度

出現煤氣短缺問題。小哥們踩

著自行車，載著兩三個煤氣罐

，為居民運來日常生活裏的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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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藝術之所以包羅萬象東南亞藝術之所以包羅萬象，，主要源自於各個不同國家與地主要源自於各個不同國家與地

區文化藝術間的差異區文化藝術間的差異。。而東南亞藝術板塊中而東南亞藝術板塊中，，單一國家與區域的單一國家與區域的

藝術風貌藝術風貌，，其實在其實在 20152015年前後已開始受到重視年前後已開始受到重視，，逐漸被挖掘出逐漸被挖掘出

來來，，例如例如 20162016香港佳士得秋拍中香港佳士得秋拍中，，越南現代藝術家越南現代藝術家

梅忠恕等均刷新紀錄，成為一波關注焦點，不

過越南藝術在東南亞藝術板塊中的市場認知

度，仍屬薄弱。

新年伊始，香港邦瀚斯藝術廊（Bonhams）

策劃了一場“新勢力｜現代越南藝術”重要越南

二代藝術家作品群展，為亞洲市場介紹出一批越

南現代藝術家，而其亞洲區現代與當代藝術部主管

王子能，則希冀新年此展，為越南藝術創造市場新

生機。

採訪、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陳儀雯

筆筆道道之之間間看越南現代藝術看越南現代藝術
新年展覽新年展覽發現東南亞藝術發現東南亞藝術新新勢勢力力

■■““新勢力新勢力｜現代越南藝術｜現代越南藝術””重要越南二代藝術家作品群展現場重要越南二代藝術家作品群展現場

■■邦瀚斯亞洲區現代與當代藝術部主管王子能邦瀚斯亞洲區現代與當代藝術部主管王子能

■■裴春湃畫作中呈現出越南人戰後愉悅的心境
裴春湃畫作中呈現出越南人戰後愉悅的心境

■■阮忠作品阮忠作品《《褐色大門褐色大門》》

■■藝術家阮上同樣以女性作主題的作品
藝術家阮上同樣以女性作主題的作品《《Young Girl by Lo

tus
Young Girl by Lo

tus》》

■■阮忠作品阮忠作品《《漁村家庭漁村家庭》》

■■裴春湃給阮上畫的頭像裴春湃給阮上畫的頭像（（左上左上）、）、阮上給裴春湃畫的頭像阮上給裴春湃畫的頭像（（右下右下））

凡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藝術品，既是文化的載
體，也是對該國家、地區的歷史和民生的反

映。上世紀的越南，穿越過一段沉重的歷史，五十
年代開始戰爭，人民的精神世界長期受到壓迫，藝
術作品因此而發展出一種獨特的風格，越南的藝術
家們，亦將當時的生活狀態，一筆一筆地刻畫在藝
術作品當中。

本次展覽透過越南的十位現代藝術家共二十五
件藝術品，帶領觀賞者走進越南人民在戰爭時期以
及戰後的生活狀況，追溯越南社會三十多年來的變
遷。悉數展出的畫家中，黎譜（Le Pho）以及梅忠
恕（Mai Trung Thu）等人屬於戰前、越南第一代
的藝術家，他們出生於越南的安穩世代，大多留學
法國、定居歐洲，之後再也沒有回到越南去，是故
此一批藝術家深受同期歐洲、美國藝術風格的影
響，王子能指出，戰前越南藝術家畫作的市場流通
也集中在歐美地區，而相較於第一代從故土出走，
負笈歐美的越南藝術家，戰後第二代藝術家則更加
傾向於留在故土求學、生活，反觀其畫作中的藝術
語匯、展演風格，則顯出與第一代藝術家很大的不
同。

王子能概括指出，今次展覽的脈絡是由十位越
南藝術家勾連出，他們均經歷過越南二十世紀下半

葉的巨變，第一代藝術家陣群成長於五十年代中期
直到七十年代的越戰時期，而第二代則是由八十年
代“革新”時期的經濟改革至“國家開放”。他解
讀，越南社會發展的曲折給藝術家帶來了不同的衝
擊和截然不同的創作環境，“這些藝術家的作品，
給戰爭時期的越南社會環境留下了印記，同時也帶
動上世紀越南的藝術創作走向新方向，打破舊有
的、傳統的創作思維。”

畫中見越南女性的地位
導覽中，王子能為記者講解兩件重點展覽作品

《漁村家庭》（Fisherman Family ）以及《褐色大
門》（Ochre Gate），兩件畫作均由阮忠所創作，
出生於1940年的阮忠，是越南第二代畫家中的領軍
人物，其畫作以“具象”以及“象徵抽象”兩種不
同的風格為人所熟知。其中1997年所繪的布面油畫
《褐色大門》，尺幅為120cm方形作品，王子能介
紹，該作是阮忠“象徵抽象”的代表作品，他將抽
象表現主義的表現形式注入佛家的元素和符號，得
到行內不少藝術評價和市場內的關注。相比之下，
《漁村家庭》風格則更具體和寫實，它用直接的方
式呈現越南當時的人們的狀態和對生活的態度，而
此件作品亦是阮忠“具象”作品中的佼佼者。

今次展覽中可見，“女性”話題在越南藝術家
筆下的探討熱度。好像阮忠，就在眾多作品中以女
性作為題材進行創作。王子能指出，觀賞者可以在
畫中了解八十年代的越南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的
場合的生活狀態，對於女性經常出現於畫中的現
象，他認為東南亞的女性在社會中扮演一個更鮮明
的角色。“按比例來看越南女性本身就比男性要
多。女性在家庭裡面既需要負責打理家務，同時也
會在社會上工作，因此女性會相對比較容易受到關
注。”王子能通過平日的觀察，發現藝術家喜歡在
不同社會背景的女性中挑選題材去創作，又同時以
畫作來歌頌女性，除了阮忠以外，不少彼時的藝術
家也創作了很多類似的題材來表達越南社會的女性
之美。

戰後的第二代畫家、享年六十八歲的裴春湃，
出生於1920年，在越南被法國統治的殖民時期成

長。裴春湃曾於中南半島美術學院就讀，在越南第
二代藝術家中，他曾經榮獲最豐厚的國際聲譽。王
子能介紹，裴春湃從小就對畫畫感興趣，曾經給河
內的報社畫繪製插畫以換取學費，並在他二十歲的
時候賣出自己首張作品。展覽中其作品《新年快
樂》創作於1984年，適逢越南戰爭經已結束，他在
畫作裡面展現出越南人愉悅的心境，也同時展示了
當時經歷蓬勃，國家進入新生氣息的景象，裴春湃
因為在畫作中開展出截然不同的藝術風格，作品因
此而獲得大眾的認同。

戰後作品壓抑中獲釋放
“裴春湃在戰爭時期思想被打壓，作品明顯呈

現出一種壓抑感，不過他戰後的作品對於我來說是
非常吸引和豐富的。”王子能提到，戰爭時期藝術
家除非願意迎合政府去畫政治素材的畫，否則藝術
作品在戰爭時期大多都不被許可，所以在某種意義
上講，當時的藝術家都經受不同程度的創作壓
抑。

“在越戰時期當一個藝術家並不簡單，也沒有
太多的人關注藝術。”王子能介紹，裴春湃和阮忠
與大部分藝術家一樣，都不希望藝術作品直接與政
治掛鈎，因此在他看來，越南的藝術家只有在戰後
才找到藝術真正的意義，“越南藝術家很少依循一
種特定的規律去創作，他們不會刻意迎合觀賞者認

為好看或想看的東西，所以在他們的作品中你往往
能夠看見越南社會最最真實的樣貌。”王子能說。

展覽是藝術愛好者的機遇
王子能指出，今次的展覽作品亦可供人購買，

不過他強調，在選擇畫作和策展時，還是更側重於
展覽的意味，而非純粹以買賣和交易為策展指標，
因為他認為，展覽的平台，可以更多給收藏家或者
藝術愛好者提供出不一樣的藝術觀看視角，開闢他
們看藝術、理解藝術家的新視野。

至於在此時特意選擇將越南藝術家的畫作帶到
香港進行展賣，一直在香港市場推動東南亞版塊的
王子能直指，自己一直覺得香港是一個能夠凝聚、
包容世界各地藝術家和藝術風格的城市，“越南藝
術在香港，可以更好地被亞洲藏家看見、理解。”
他又說，讓越南藝術家的畫作在這裡展出，雖然是
一個市場推廣的好機遇，卻也具有一定的挑戰性，
“挑戰性在於很多收藏家都不認識這次展覽藝術家
的名單，他們不像黎譜、梅忠恕等第一代藝術家那
樣為人熟悉。”王子能認為越南第二代藝術家在藝
術市場上一直是被忽略的一群，而這次展覽的目的
是希望將他們帶到觀賞者的眼前，讓亞洲的觀眾在
二級市場提供出的視線中，去理解、品味和認識上
一代的越南藝術家們，在他眼中，“藝術家需要機
遇、市場也需要被理解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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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理北京報道）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26日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中國
關於抗擊疫情的國際合作情況。中國外交部副
部長羅照輝表示，中國政府已經宣佈向80多個
國家，以及世衛組織、非洲聯盟等國際和地區
組織提供緊急援助，包括檢測試劑、口罩等醫
療物資，更已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爾
維亞、柬埔寨五個國家派出七批醫療專家組。
“我們向世衛組織提供了2,000萬美元捐

款，支持其開展抗疫國際合作。中國的地方
政府、企業和民間機構也向疫情嚴重國家施
以援手。”羅照輝表示，中國的善舉義舉得
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在分享疫情防控和診
療方案方面，羅照輝說，“迄今我們已經形成新
冠肺炎防控方案、診療方案、病例監測方案、流
行病學調查方案、密切接觸者管理方案、實驗室
檢測技術指南等諸多文件，並翻譯成多種語言，
同世界各國以及國際和地區組織分享。”
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介紹，最

新的診療方案和防控方案等一整套技術文件，
中國及時分享給了全球180個國家10多個國際
和地區組織，助力維護全球衛生安全。

範圍最廣人道行動
在同一場合，國際發展合作署副署長鄧

波清介紹，中國目前已分4批組織實施對89
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的抗疫援助，現正在制
訂第5批援助實施方案。此次對外抗疫援助是
新中國成立以來，援助時間最集中，涉及範
圍最廣的一次緊急人道主義行動。充分展現
了中華民族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寬闊胸襟
和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的俠肝義膽，贏得國
際社會的廣泛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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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採共同舉措聚合力 減關稅撤壁壘暢貿易

習近平籲 團結戰疫防衰退G20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6

日晚在北京出席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

別峰會並發表題為《攜手抗疫 共克時艱》的重要講話。習

近平強調，當前，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國際社會最需要的是

堅定信心、齊心協力、團結應對，攜手贏得這場人類同重大

傳染性疾病的鬥爭。中方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願向其

他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為世界經濟穩定作出貢獻。

習近平首先表示，在中方最困難的時
候，國際社會許多成員給予中方真誠

幫助和支持，我們會始終銘記並珍視這份友
誼。

提聯防聯控等4倡議
習近平指出，重大傳染性疾病是全人類的

敵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給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帶來巨大威脅，給全球公共
衛生安全帶來巨大挑戰。習近平就會議議題提
出4點倡議。

第一，堅決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
阻擊戰。盡早召開二十國集團衛生部長會
議，加強信息分享，開展藥物、疫苗研發、
防疫合作，有效防止疫情跨境傳播，攜手幫
助公共衛生體系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
能力。我建議發起二十國集團抗疫援助倡
議，在世衛組織支持下加強信息溝通、政策
協調、行動配合。中方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
理念，願同各國分享防控有益做法，開展藥
物和疫苗聯合研發，並向出現疫情擴散的國
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第二，有效開展國際聯防聯控。中方已
經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網上知識中心，向
所有國家開放。要集各國之力，共同合作加
快藥物、疫苗、檢測等方面科研攻關。探討
建立區域公共衛生應急聯絡機制。

第三，積極支持國際組織發揮作用。中
方支持世衛組織發揮領導作用，制定科學合
理防控措施。我建議，二十國集團依託世衛
組織加強疫情防控信息共享，推廣全面系統
有效的防控指南。要發揮二十國集團溝通協
調作用，適時舉辦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高級別
會議。

第四，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各
國應該聯手加大宏觀政策對沖力度，防止世
界經濟陷入衰退。要實施有力有效的財政和
貨幣政策，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維護全
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中國將加大向國際市
場供應原料藥、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資等產

品。要保護弱勢群體，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中國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
幣政策，堅定不移擴大改革開放，放寬市場
准入，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積極擴大進口，
擴大對外投資，為世界經濟穩定作出貢獻。

習近平呼籲，二十國集團成員採取共同
舉措，減免關稅、取消壁壘、暢通貿易，發
出有力信號，提振世界經濟復甦士氣。制定
二十國集團行動計劃，並就抗疫宏觀政策協
調及時作出必要的機制性溝通和安排。
習近平最後強調，值此關鍵時刻，我

們應該直面挑戰、迅速行動。我堅信，只
要我們同舟共濟、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夠
徹底戰勝疫情，迎來人類發展更加美好的
明天。

各方支持世衛發揮領導作用
今年二十國集團主席國沙特國王薩勒曼

主持峰會。二十國集團成員和嘉賓國領導人
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負責人與會。
各方在發言中均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

世界範圍快速蔓延，不僅嚴重危害世界公共衛
生安全，還對全球經濟、金融、政治產生巨大
負面影響。面對這一全人類的共同危機，沒有
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國際社會比以往
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團結和合作，應迅速採取協
調、有力行動，有效切斷疫情傳播，加強藥品
和疫苗研發等科研合作，加大對患者救治力
度，有力維護民眾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要採
取有效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保障全球供應鏈安
全、穩定，維護全球金融穩定，促進世界經濟
盡快復甦，全力降低疫情對經濟社會造成的損
害。各方支持世衛組織發揮領導作用，承諾幫
助發展中國家和弱勢群體提高應對能力。
峰會發表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

冠肺炎特別峰會聲明》。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

由沙特主辦，以視頻方式舉行，旨在推動全球
合作應對疫情、穩定世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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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抗疫

◆承諾採取一切必要衛生措施，尋求確保
充足的資金以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情
況

◆表示將及時、透明地分享信息，交換有
關新冠病毒的數據

◆承諾與各方共同努力，填補世衛組織戰
略準備和應對計劃中的資金缺口

◆要求各國衛生部長分享最佳經驗，在4
月會議前制定一套應對新冠肺炎的緊急
行動方案

◆如有必要，準備好再次召集會議

重振經濟

◆致力於恢復信心，維持金
融穩定，重拾經濟增長勢
頭並實現更強有力的復甦

◆“不惜一切代價”採用所有可行的政策工
具，將新冠病毒大流行對全球經濟和社
會的損害降到最低

◆要求G20央行行長和財長研究G20行
動方案，以應對新冠病毒

協助他國

◆致力於幫助所有有需要的國
家，並在公共健康和財政措

施方面採取協同行動

綜合《聯合早報》及鳳凰網

沙特國王薩勒
曼：G20各國
必須盡快恢復
正常的貨運及
服務流通，以
此重振對世界
經濟的信心。
G20各國有責
任向發展中國
家和最不發達
國家伸出援助
之手，幫助他們能夠發展其能力並改善其
基礎設施，以克服這次的危機及其影響。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這場危機將改變現有
的全球化局面，各國領導人應在危機後共
同努力，重建國內對全球化的信心。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全球抗疫下，需要
一個“綠色通道”來輸送貨物及科技；
G20各國需要共同的方案來支持經濟。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非洲呼籲G20各國
通過刺激計劃來支持非洲經濟。

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要求G20各國
將緊急融資能力翻倍，以及通過可觀的
特別提款權（SDR）分配來增強全球資
產流動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培嘉

據路透社及《聯合早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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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中國圖為中國
援建核酸檢援建核酸檢
測 實 驗 室測 實 驗 室
2525 日在伊日在伊
拉克巴格達拉克巴格達
揭牌揭牌。。

新華社新華社

■ G20輪值主席國沙特
阿拉伯國王薩勒曼主持峰
會。 路透社

■■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家主席習近平2626日晚在北京日晚在北京
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
肺炎特別峰會肺炎特別峰會。。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題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題
為為《《攜手抗疫攜手抗疫 共克時共克時
艱艱》》的講話的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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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党养花时最羡慕别人拥有大院

子、大露台，可以随便折腾，阳台养花

很憋屈，空间施展不开，光照条件也有

限，养花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尤其是

封闭阳台！今天花花就和大家聊一聊封

闭阳台养花的那些事儿！

封闭阳台的特点就是光照弱，基本

上隔着玻璃晒，都是散光或强散光；再

一个通风差，空气流通性低，有点闷的

感觉，植物不能很好的呼吸，状态就会

差，如果是夏天的话，封闭阳台直接就

变成了桑拿室，很多植物会闷死的！

那针对这些弱点，我们要学会两点

，挑选合适的植物，选对植物，能少走

不少弯路。我以前在封闭阳台养花，不

了解植物习性，养什么基本全凭喜好来

，结果很多花儿根本不能适应，不是冬

天闷死，就是夏天热死。

先给大家推荐一些我曾经养过、觉

得能适应的植物，花友们可以参考一下

。

1、绣球花

绣球花对光照要求不高，封闭阳台

不管是东西向的，还是南向的都可以养

，有充足散光就能长得不错。就是夏天

要注意开窗通风。

2、蓝雪花

蓝雪花太可了，它的特点是耐热，

夏天不怕会热死，而且开花很勤快，剪

一茬开一茬，能很好的适应封闭阳台的

环境。冬天封闭阳台也有优势，温度高

，能保持在0度以上就能让蓝雪安全过

冬。

3、小菊花

大部分小菊花的适应性都很强，比

如夏菊、勋章菊、千头菊等，这些菊花

喜光也耐阴，定期喷点多菌灵就不用担

心会招虫，开花勤快，有些品种耐热，

有些品种耐寒，交叉着养，能保证一年

四季都有花看。

4、矮化百合

矮化品种百合，比如亚洲百合，长

势矮小，不占空间，开花比较快，没有

香味，所以在封闭阳台养，不会熏得人

头晕，而且也比较耐热，度夏容易些。

5、矮牵牛

矮牵牛这些小草花在封闭阳台表现

都还可以，开花不断，就是打顶要费心

；夏天浇水也是个问题，怕涝又怕干，

注意土壤排水与环境通风。

6、三角梅

三角梅的优点是耐热耐晒，抗性强

，几乎没什么虫害，养起来很省心，就

是如果光照不理想，开花量会受影响，

有些品种开出来颜色会变淡，比如绿叶

樱花。

7、蟹爪兰

蟹爪兰是个省心的小仙女，首先对

光照要求不高，其次它好度夏，夏天控

制浇水，别乱晒就不会有大问题，再一

个花期也长，从年前能一直开花到5月

份。

8、朱顶红

朱顶红适应性很强，冬天的封闭阳

台非常适合养朱顶红，注意通风，控制

浇水，种球要是养得好，一年四季都能

开花。

最后再说一下不适合在封闭阳台养

的花，新手还是避开比较好。

1、月季，首先光照可能不太好，其

次打药会让你后悔养了它！

2、重瓣太阳花，隔着玻璃晒，光照

强度和时长都有限，开花效果会大打折

扣，零零星星开几朵，没有任何美感。

封闭阳台养花，就选这几种

你的猫会舔你吗？对于有的人来说

这种经历恐怕是幸福又难为情的。因为

你知道猫咪这种行为代表着它很爱你，

另一方面，对于有的人来说，猫咪舌头

上的倒刺刮着你的皮肤也比较难受。

但是大自然就是这么设计的，猫咪

的毛发之所以能够如此的丝滑，很大程

度上也要归功于这个带倒刺、表面粗糙

的舌头。

在了解猫咪为什么会舔你之前，我

们先来搞明白猫咪喜欢一直舔舔舔的九

个原因。

其实猫咪舌尖上的倒刺，对于维护

自身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在猫咪自己

用舌头梳理毛发的时候，这些倒刺可以

有效的去除寄生虫、碎片和灰尘，而且

还可以刺激皮肤的血液循环，使皮毛保

持良好的状态。

此外，“舔”也是猫咪社交的一部

分，在不同的情形下意味也是不同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过度的“舔”很可

能是压力较大的信号，一定要注意识别

，这样就可以及时帮它减压。

以下，归纳了九个猫咪“舔”的原

因：

1. 保持皮毛整洁：这个应该不难理

解，不过多解释。

2. 剔除骨头上的肉：倒刺可以把骨

头上的碎肉剔下来，喂食生骨肉的家长

，应该有所了解。

3. 调节温度：用唾液覆盖毛发，唾

液蒸发，可以在炎夏解暑。

4. 找回正常气味：猫在去看兽医或

被陌生人抚摸后会梳理自己的毛发，这

样做是为了去除外来的气味，找回自己

。个人觉得主要是嫌弃。

5. 建立种群气味：多猫家庭的猫会

互相梳理，这是在整个群体中建立一种

统一的气味，作为群体归属的标志。

6. 社交纽带：猫可能会互相舔来维

持和平，并转移战斗中的紧张情绪。

7. 缓解尴尬：是否见过一只猫从沙

发上掉下去之后就开始疯狂的舔自己？

其实这只是恢复自我尊严，缓解尴尬的

方式而已。

8. 缓解压力：焦虑的猫可能会过度

舔自己，因为这会向血液中释放天然吗

啡，这会让它感觉更好一些。有些猫会

因此而上瘾，以致于把自己都舔秃了。

9. 母性：母猫会舔小猫，以刺激它

们排尿排便。

那为什么猫咪会舔你呢？

从上面列举的原因来看，猫咪舔你

的理由可能非常的多。但是有些原因是

显而易见的，比如，如果它看到你的手

脏了，很可能会帮你舔干净。

而其实更多的时候，它舔你，都是

爱的象征，这意味着它在你的面前很舒

服，最重要的是，它把你当做他们群体

里的一员，它把你当做一只友好相处的

大猫。

通常来说喜欢舔你的猫，非常重视

你的陪伴，和你在一起非常的舒服。

然而，如果舔得太多，温柔地拒绝

它也是很重要的。永远不要因为它舔你

而惩罚它，因为它会觉得这很不舒服。

相反，试着用玩具或游戏分散它的注意

力，把它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如

果你躺着不想动，那么轻轻地吹吹它的

皮毛，这会打断它舔你的动作。

猫咪舔你是为什么？

2020年3月27日（星期五）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魯 冰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 周琳及外交部網

站消息）中國累計報告境外輸入確診病例已突

破500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國家移民

管理局25日晚間發佈公告，指鑒於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範圍快速蔓延，中方決定自2020年3

月28日零時起，暫時停止外國人持目前有效來

華簽證和居留許可入境。這是中方為應對當前

疫情，參考多國做法，不得已採取的臨時性措

施。中方願與各方保持密切溝通，做好當前形

勢下中外人員往來工作。中方將根據疫情形勢

調整上述措施並另行公告。

中國明起暫停外國人入境
周日起削國際航班 外國航企每家每周最多一班次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羊城晚
報》及記者 倪夢璟報道）廣東進一步
嚴格境外疫情輸入防控，27日6時起，
將對所有經廣東口岸入境人員，包括來
自港澳台地區人士和中轉旅客實行核酸
檢測全覆蓋，並集中隔離醫學觀察14
天，集中隔離食宿費用自理。

對保障港澳正常生產生活的特定
人員和承擔粵港澳急需物資運輸的跨
境司機、船員等，暫不實施集中隔離
醫學觀察，但全部實行核酸檢測，並
對其嚴格加強全流程健康管理，確保
閉環運作。廣東將密切關注境外疫情
發展，進一步加強與港澳特區政府的
溝通合作，繼續強化粵港澳疫情聯防
聯控，實施全流程健康監測管理，全
方位織密織牢境外疫情輸入防護網

入境滬一律隔離14日
上海亦宣佈進一步加強防疫強

度，將對入境的全部人員，一律實施
為期14天的隔離健康觀察。不過，對
入境的外交人員和從事重要經貿、科
研、技術合作的人員，官方指另有規
定的按規定執行。上海要求各區、各
有關部門嚴格落實聯防聯控責任，嚴
防境外疫情輸入。

據悉，上海海關對空港口岸所有
入境人員實行全面集中管控、封閉管
理。海關緊急調配關員支援空港一
線：由原編制在崗的500人增加到了
1,132人，24小時不間斷運作，全面強
化口岸現場的檢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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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6時起，對所有經廣東口岸入境人員實行
核酸檢測全覆蓋。圖為日前在港珠澳大橋珠海公
路口岸，醫護人員對入境人員進行信息登記。

資料圖片

國家衛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米鋒26日在京表
示，目前已有23個省份報告境外輸入病例，

防止疫情擴散的壓力依然很大，要做好更加持久的
防控準備。

暫停過境免簽政策
通報指出，暫停外國人持APEC商務旅行卡入

境。暫停口岸簽證、24/72/144小時過境免簽、海
南入境免簽、上海郵輪免簽、港澳地區外國人組團
入境廣東144小時免簽、東盟旅遊團入境廣西免簽
等政策。持外交、公務、禮遇、C字簽證（即乘務
簽證，編者註）入境不受影響。外國人如來華從事
必要的經貿、科技等活動，以及出於緊急人道主義
需要，可向中國駐外使領館申辦簽證。外國人持公
告後簽發的簽證入境不受影響。

中國民航局26日發佈通知29日起進一步調減
國際客運航班運行數量。要求各航空公司以民航局

3月12日官網發佈的“國際航班信息發佈（第5
期）”為基準，國內每家航空公司經營至任一國家
的航線只能保留1條，且每條航線每周運營班次不
得超過1班；外國每家航空公司經營至我國的航線
只能保留1條，且每周運營班次不得超過1班。

班機客座率不高於75%
根據民航局要求，各航空公司在抵離中國的航

班上採取嚴格的防控措施，確保客座率不高於
75%。民航局還特別強調，根據疫情防控需要，可
能出台進一步收緊國際客運航班總量的政策，要求
各航空公司密切關注、提前研判，做好已售機票的
延期、退票等處置工作。

陸路水路須加強防控
另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

小組組長李克強主持召開領導小組會議。會議
提到，要進一步加強陸路水路防輸入輸出工
作。落實暫停跨境國際道路旅客運輸和加強國
際水路航線客運管理的措施。對陸運口岸入境
人員，除邊民、外交人員和從事重要經貿、科
研、技術合作等人員外，由入境地所在省份按
規定採取集中隔離措施。

在確保跨境貨運暢通情況下，落實好對貨
運車輛司乘人員的防控措施。除運送不可中途
裝卸的貨物外，入境我國的外方貨運車輛原則
上在口岸所在地卸貨。加強邊民出入境管理，
減少非必要人員流動，做好群防群控工作。落
實港航和遠洋漁業企業防控責任，加大對入境
國際船舶登臨檢疫力度。要加強與周邊國家防
疫合作。加大對沿邊地區防疫工作指導和物
資、技術、人力等支持，強化邊境管控，嚴防
非法入境。

■中方決定自28日零時起，暫時停止外國人持目前有效來華簽證和居留許可入境。圖為20
日，上海對非重點國家航班入境人員實施“4個100%”。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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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26日公佈截至去年12月底

全年業績，股東應佔淨利潤 456.8 億元

（人民幣，下同），按年少13.9%，每股

盈利0.25元，擬派末期息加特別息合共每

股0.06601元。中石油表示，考慮到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油價變化等影響，或將調

整今年資本支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中石油或將調整今年資本支出

集團期內營業收入逾2.51萬億元，按年多6%。
原油產量9.09億桶，同比增長2.1%；可銷售天

然氣產量3.91萬億立方英尺，同比增長8.3%，去年
原油平均實現價格為每噸3,162元，按年跌1.6%；
天然氣平均實現價格為每千立方米1,313元，按年跌
4%。

全球油氣需求放緩
接替退休的王宜林、由中石化調至中石油的新任

董事長戴厚良指出，疫情對內地經濟造成很大影響，
全球油氣消費需求顯著放緩，國際油價斷崖式下跌，
加劇了全球油氣公司的經營壓力，對集團亦有較大影
響，因需求下滑，2月份內地成品油及原油庫存有增
長，隨着3月份復工復產，油氣市場需求逐步回升，
成品油及原油庫存有所下滑。

他指出，國際原油價格由年初至今跌了一半
至每桶30美元，料今年國際油價於低位運行，若
需求增長及石油出口國組織達成協議，市場預期
油價每桶會在60至65美元的水平；若全球經濟增
長及需求放緩，石油出口國組織未能達成協議，
油價每桶在50至55美元的水平。

已有措施應對低油價
此外，公司已有一系列措施應對低油價，包

括優化投資結構，盡量提高投資回報，嚴加管控
成本特別是生產成本，及持續進行技術創新，以

有效開採低價原油。副總裁李鷺光補充，上月國
際油價出現急劇下跌，對行業上游造成最大衝
擊，公司正編制與油價聯動產量目標。
集團財務總監柴守平表示，去年集團表現優勝於

國際同行，而且股東回報率保持4.7%，表現已有改
善。今年因應市場變化及受疫情及油價下跌影響，以
量入為出作原則，調整開支以保持現金流。去年集團
資本性開支為2,967億元，按年升15.6%。董事會早
前已批准今年資本支出2,950億元，按年微跌0.6%，
但考慮到疫情、油價等因素，或將調整今年資本支
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多間內地房企公
佈2019年業績顯示，行業毛利率呈普遍下滑，雖然
商品房銷售額按年增6.5%，但增速收窄了5.7個百分
點。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房企大推“無理由退
房”或“全款優惠”等促銷，相信銷售量和毛利率或
繼續面臨階段性的下行壓力。

潤地盼全年賣樓2620億
華潤置地毛利率在行業中一向維持高位，2018年高

達43.4%，但2019年下降了5.4個百分點，至37.9%，開
發物業的毛利率亦下降至36.5%。去年公司綜合營業額
按年增21.9%至1,477.4億元（人民幣，下同），股東應佔利

潤升18.7%至286.7億元，派末期息0.937元。今年公司
訂下2,620億元銷售目標，按年增速為8.03%。
富力地產去年權益協議銷售額按年升 5%至

1,381.9億元，仍略低於目標；毛利率32.8%，按年跌
3.6個百分點；全年盈利96.7億元，按年升15.5%。
考慮到疫情壓力和全球市場波動，公司今年會設定較
溫和的銷售目標。

保利調低武漢銷售目標
雖然內地樓市增長速度放緩，中國海外對樓市規

模仍保持信心，其股東應佔溢利上升10.3%至416.1
億元，擬派末期股息每股57港仙，全年共派102港

仙。年內合約物業銷售額和對應銷售面積分別有約
25.2%和12.6%的增長，毛利率縮減逾4個百分點至
33.6%。
受惠於啟德龍譽項目，保利置業去年收入同期增

長71.9%至399.44億港元，股東應佔溢利升71%至
38.33億港元，派息20.9港仙，惟其毛利率亦下降2.7
個百分點至33.9%。考慮到疫情影響，董事總經理王
健透露，會將武漢今年銷售目標減半至25億港元，仍
力爭全年工程及銷售目標不變。
合景泰富全年收入增加234%至249.6億元，股東

應佔利潤擴1.4倍至98.05億元。主席孔健岷稱今年銷
售目標較去年增20%至1,033億元。

商品房銷售降溫 內房毛利率回落

香港文匯報訊（通訊員 羅洪嘯 北
京報道）中國人壽董事長王濱26日出席
網上業績會議時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對
行業首季度發展衝擊較大，導致全年的
不確定性有所增加，但公司加大推進在
線銷售服務及強化隊伍的在線培訓及科
技投入，相信隨着疫情逐步向好，業績
很快會回到正軌。
談及新冠疫情對業務前景的影響

時，國壽投資管理中心負責人張滌表
示，公司是長期價值投資者，市場巨幅
下跌反而會帶來長期買點，公司對中長
期看法不悲觀，近期已在港股舉牌農業
銀行和中廣核，未來還會優選高股息的
龍頭個股作為投資標的。

她透露，目前公司境外投資規模佔
總投資資產的2%，規模不大，長期看風
險敞口較低。至於境內投資，隨着疫情
的爆發，無風險利率下行，對於長期投
資者來說，無風險利率固定收益品種的
配置存在着一定的挑戰。不過公司認為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利率未來還有上
升的可能性。

國壽擬續投資高息龍頭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因應
香港目前的新冠疫情，長江生命科技26
日宣佈，已與新加坡科技研究院
（A*Star）簽訂許可協議，在香港以至全
球 分 銷 以 CoV-2 冠 狀 病 毒
（SARS-CoV-2）逆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
（Reverse Transcriptas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 進 行
COVID-19測試的檢測試劑盒。
該檢測試劑盒由A*Star及陳篤生醫

院共同研發，並已取得新加坡衛生科學
局的臨時認可於當地使用。自今年2月
以來，該試劑盒已獲新加坡當地6家公
立醫院及一家私立醫療集團採用。

長江生命科技副總裁及營運總監余英
才表示，相信將該檢測試劑盒引進香港，
正好響應港府進行更多COVID-19檢測之
措施。作為A*Star檢測試劑盒的全球分銷
商，公司的首要任務是優先在香港供應該
檢測產品。

長科引進COVID-19測試劑盒

■■中石油表示中石油表示，，考慮到新冠疫考慮到新冠疫
情和油價變化等影響情和油價變化等影響，，或將調或將調
整今年資本支出整今年資本支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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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警政署長陳家欽今天遭內政部政
風室依涉犯偽造公文書罪嫌函送北檢偵辦，創下
台灣治安史上首位警政署長遭上級機關內政部主
動送辦首例。知情人士指出，自去年7月前台南
市警察局長黃宗仁 「被回鍋」警政署擔任副署長
一職，到今年初總統大選結果出爐後，特定偏綠
媒體多次撰寫文章攻擊陳家欽，警界早已聞到濃
濃政治味介入警察人事，政治黑手 「逼宮」傳言
早已在警界傳開，也令人為這場綠營大內鬥直捏
冷汗。

知情人士爆料表示，綜觀歷屆警政署長的人
事調派，除少數特殊職位外，內政部長鮮少直接
介入警察人事，大多尊重署長的專業與人事權，
但在徐國勇上任後，他對高階警官人事調動之關
心，可稱是歷屆 「部長之最」，尤其他積極參與
治安工作的態度，令警界相當 「側目」與 「好奇
」。

去年7月，前台南市警局長黃宗仁二度被回
任警政署副署長，這項人事惡例引起警界怨言，
當時極力主導的人就是徐國勇，徐自知要讓沒犯
錯的黃宗仁回任副署長，自當引起輿論批評，當
時徐曾多次南下密見黃 「溝通」，黃雖極力說明
爭取，最後還是無奈下台回鍋，當時傳言徐就是
要力保自己推薦的人出任。

知情人士指出，警政人事輪調原本正常，但
近1年多警察人事大搬風，二級、三級胡亂跳升
者大有人在，短暫過水後馬上升官者也不少；也

有人從某單位調升後，又重新回鍋、回任， 「黃
宗仁們」相當多。去年某波高階警官人事異動名
單，警界高層傳出這些名單根本是特定人士所推
薦，真正由署長依專業調任者不到一成， 「大家
都心知肚明要去找誰喬」。

台灣高階警官藍綠標籤特別明顯，其實陳家
欽過去時任高雄市警局時，因與當時市長陳菊關
係頗佳，後陳家欽能獲得升任警政署長一職，傳
出菊姐背後也出了不少力。但奇怪的是，照理說
陳家欽與綠營關係不錯，與深綠媒體關係也佳，
沒想到朝他開第一槍者就是他的黨內同志、派系
好友，讓他相當意外。

令外界好奇的是，今年以來特定網媒多次揭
露陳家欽用人爭議，撰稿內容幾乎與每周三內政
部晨會內容有極大雷同之處，凡是當周周三晨會
討論的會議內容，沒多久後就會在特定媒體報導
出來， 「內容之詳細幾乎就是會議紀錄」，外界
好奇是誰讓這些資訊外洩？為什麼報導這些內幕
的媒體就是那幾家。

照理說，若遇到自家人醜聞，應會私下協調
低調處理；但年初至今一波波攻擊警政署人事醜
聞，竟是透過特定媒體每天一報，目標無非就是
陳家欽，這種輿情操作令人摸不著頭緒，有警界
人士笑稱是 「民進黨今年總統大選贏太多了嗎？
」，哪有人在媒體上赤裸裸揭瘡疤給人看的？警
界一片霧裏看花。

【閣揆震怒】警政署長被法辦！

知情人士知情人士：：政治黑手插手警界人事政治黑手插手警界人事

（中央社）曾叱吒政商界的61歲前立委蔡豪，2014年間因
賄選案入獄服刑，假釋出獄後，2017年驚傳與屏東縣議員妻子宋
麗華家暴、離婚，去年8月再遭法院判刑，還曾因欠稅1433萬元
被列為禁奢對象，沒想到昨天蔡豪又被《蘋果新聞網》直擊搭乘
白色BMW轎車到橋頭地院開庭，案由竟是遭女助理控告性侵被
起訴！

昨天(26日)上午9時50分，《蘋果》記者在高雄橋頭地院門
口直擊蔡豪與2名律師驅車抵達，坐在副駕駛座的蔡豪下車後，
面對記者提問性侵案，先是一愣，隨即轉頭丟下一句 「一切交給
律師處理」，隨即快步進入法院，他的委任律師李漢中則稱 「法
院審理中」，均不願多做說明。

數小時後，蔡豪親自，性侵案即將在5月27日宣判，但他堅
稱，是朋友公司發生勞資糾紛，沒有處理好，卻波及到他造成誤
會，希望《蘋果》不要報導。

但根據追查，受害人是一名曾與蔡豪有工作往來的女助理，
她2年前向檢警提告指出，2016年7月11日中午，蔡豪在高雄市
義大路一處辦公室內，假藉討論個性問題，要求她喝酒，她被灌

醉後不勝酒力，躺在辦公室休息
時，蔡豪趁機撫摸她胸部，並以
手指對她性侵。

女助理當下驚醒掙扎，但因
酒後無力抗拒，又被蔡豪扳開雙
腳摩蹭下體，過程中還拉她的手
碰觸他的生殖器。
跟到榮總急診室 載她進摩鐵逞
慾
女助理說，當時她酒醉無法脫身
，清醒後因全身起酒疹，到高雄
榮總掛急診，沒想到蔡豪得知她
就醫，當晚7點多也跟到醫院假
意探視，再開車把她帶到汽車旅
館開房間，並在房內對她上下其
手。
事發後，女助理不敢聲張，僅分
別對兩名女性友人吐露遭性侵過
程，沒有立即報警，但因此身心
受創長期尋求心理諮商，最後仍
走不出陰影，才在 2018 年向高
雄市婦幼警察隊報案提告。

據了解，蔡豪挨告後，堅決
表示絕無此事，但檢察官調閱醫院病歷，查出被女助理當天確實
曾因起酒疹赴醫院掛急診，蔡豪也有到醫院，隨即帶被害人離開
，開車前往汽車旅館。

另有兩名女證人證稱，她們曾在事發當天及事後分別與被害
人以LINE及臉書簡訊聯絡，得知事發過程，檢方綜合各項事證
，認定蔡豪犯嫌重大，依乘機性交及強制猥褻罪將他起訴。

案發第一現場 竟在義大醫學院內
追查發現，案發第一現場其實是在義大醫學院內的一處辦公

室，至於為何蔡豪會與女助理出現在此？兩人還飲酒並發生性侵
事件，記者曾試圖到義大醫學院內查訪，但警衛表示若無明確探
訪對象，外人不能隨意進入。

對於蔡豪性侵案件，義聯集團和義守大學醫學院相關人士私
下都表示 「不清楚、沒聽說」，但據了解，義大醫學院校區共有
A、B、C棟教學大樓和育成研究實驗大樓等4棟大樓，案發地最
有可能是在育成研究實驗大樓，至於蔡豪為何在此有辦公室？是
以育成合作的民間公司租用？還是別人的辦公室借蔡豪使用？則

不得而知。
對此，蔡豪昨天庭訊後致電《蘋果》表示，本案是朋友公司

勞資糾紛衍生，當天他幫提告人介紹工作，借義大的會議室在裡
面泡茶聊天，後來對方自己騎機車離開， 「如果她有喝酒，怎麼
可能騎車走？」

到醫院探病後 送她到賓館休息
蔡豪表示，到了晚上，對方打電話告知發高燒正在高雄榮總

看病，他趕到醫院探視，對方說有吃藥，請他幫忙送到賓館休息
， 「我送她去之後就離開了。」

蔡豪嘆氣說，後來對方為了幾萬塊發生勞資糾紛，沒想到最
後沒處理好，造成誤會，大家搞得不愉快。

蔡豪堅稱，這件事情對方沒有任何證據，只有她跟別人
LINE來LINE去的簡訊，且醫院的帶子調出來，所有證明都對他
有利，相信法院會還他清白， 「這又不是打架殺人，這種不實在
的指控在判決出來之前公諸於世，對我是二次傷害，這種案子很
難解釋。」

檢方查證結果 蔡豪說詞顯有出入
不過，檢方起訴的犯罪事實，跟蔡豪的說法有明顯出入，檢

方依據被害人的指述查證，證實被害人當天有因起酒疹而到榮總
掛急診，且案發當天與事後都曾向女性友人傾訴，且持續接受心
理諮商輔導，加上證人的通訊記錄等事證，因此不採信蔡豪的辯
詞，將他起訴。

蔡豪曾是叱吒政商界的立法院無黨聯盟總召，因2008年間
參選立委涉賄，2014年被最高法院判刑4年定讞，入監服刑後獲
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改判3年10月徒刑，且坐牢僅短短1年
5個月就獲准假釋，2015年9月出獄，沒想到剛出獄不到1年，
就爆發這起性侵疑雲。

昨天下午也致電蔡豪前妻宋麗華，詢問對於蔡豪性侵遭到起
訴一案的看法，宋麗華表示不知道此事， 「基於保護我的小孩，
不方便受訪，希望能諒解。」

家暴違保護令 有罪定讞恐撤銷假釋
蔡豪與現任屏東縣議員的宋麗華已於2017年10月協議離婚

，當時蔡豪因懷疑宋女與司機有染，憤而對宋跟監、砸車，還傳
簡訊嗆潑酸報復，宋麗華嚇得報案聲請保護令，但蔡豪不甩法院
核發保護令，持續到宋麗華住處及傳簡訊騷擾，鬧出軒然大波，
同年10月兩人正式離異，蔡豪也因兩次違反保護令，去年被法
院判刑3月及拘役30天，現上訴二審中，若該案在今年7月6日
前判決有罪定讞，恐將使他假釋被撤銷，得回籠服完賄選案的殘
刑。

前立委蔡豪被控灌醉女助理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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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现在威力最大的武器当然

是核武器了，一个氢弹就可以轻松的毁

灭一个国家，但你知道吗？在1908年，

在没有核武器的年代，发生过一次相当

于氢弹级别的爆炸，也被我们称之为通

古斯大爆炸，那么当年俄罗斯的通古斯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下面跟随笔者一起

来探个究竟吧。

1908年 6月30号早上7点的时候，

通古斯这个地方突然间发生了一个大爆

炸，周围2000平方公里的树都被拦腰截

断，在漆黑的环境下发出一片巨大的亮

光，幸好周围没有人居住。而住在650

公里外的居民房子的玻璃都被震碎了，

而且在城市里的观测站，有人就看到有

蘑菇云从通古斯上空冒出，像是核爆的

景象，后来询问了一下离通古寺比较近

的游牧民族，他们表示当时身上很热像

发烧一样，还有几个人被震飞了。而专

家估计这样的爆炸比广岛原子弹还要大

上1000倍，如果按照爆炸威力程度计算

的话，相当于氢弹的威力。时隔13年后

，俄罗斯当局才重视起这一件事，可能

有人会问，为什么是要时隔13年后才被

重视呢？这么大的爆炸，应该早就引起

了当局的关注啊，其实在1908年那个时

候，俄罗斯还在闹革命，所以根本就没

有人理会这一事件。

13年后政府派了一个小分队，他们

起先猜测这么大的爆炸，是陨石撞击地

球造成的，所以这个小分队就沿着树林

去找陨石，他们发现树都是往一个方向

倒，于是他们想着如果按照倒的方向去

找的话，估计可以找到陨石坑，可是让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搜寻了好几天

，也没找到任何线索，后来无奈只好撤

退。又过了几年，随着人类卫星技术的

成熟，于是就在空中拍了一张照片，发

现倒塌的树像一个蝴蝶形状，他们想着

如果是在地面上爆炸，不会出现这样的

形状吧？于是有人就做了一个实验，在

空中引爆一个东西，发现正好地面的棍

子倒成蝶形，于是他们认为肯定是有东

西在空中爆炸的，但关于是什么东西在

空中爆炸的，就有很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就是核爆炸，这是由美

国的一位科学家提出的，1908年美国的

一片森林里，树木带有放射性物质，他

们怀疑跟通古斯爆炸有关，但

那个时候还没有核武器，所以

如果是核爆炸，那么会是谁制

造的核武器呢？而且如果是核

爆炸，那么周围肯定是不能居

住人的，在那里的游牧民族却

生活的很好。

第二种说法是反物质，什么

是反物质？我们平常的物质是正

质子和负电子组成，而是反物质

，就是负质子和正电子组成，所

以如果宇宙中的这种物质刚好来

到了通古斯附近与地球上的物质

进行结合，就会释放出很大的能

量，从而形成巨大的爆炸，但这

种观点只是科学家的一种推测，要找到

反物质，理论上的观点。

第三种说法是彗星，因为慧星他的

组成很特别，一般是由冰组成的，所以

在跟地球大气层摩擦时，由于高温冰会

大量蒸发，在还没有到达地面之前就发

生了爆炸，掉落下来的碎冰也会融化成

水，所以就找不到任何的碎片，而这种

说法被科学家普遍认同，但也有人表示

反对，慧星并不是完全由冰组成的，所

以在地面上应该会留下一些证据，但当

时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

还有科学家提出了黑洞说，他们认

为通古斯大爆炸是由于一个小型的黑洞

经过地球时所引起的，但由于这种说法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所以并不是很让人

接受。当然最后还有人提出了飞碟说，

他们认为是外星人驾驶着飞碟来到了通

古斯，然后扔下了一颗炸弹才引起爆炸

，而这种说法引起了很多UFO爱好者的

兴趣，他们很乐意把这一爆炸事件说是

外星人搞的鬼，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当

年的通古斯大爆炸，到底是什么原因引

起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让所有人都信

服的说法，理所当然，也成了一个最棘

手的谜团，对此大家更认同哪一种说法

呢？

通古斯大爆炸
112年来一个难解的迷题

汗血宝马的故事流传了二千多年，

传说它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传

说它奔跑时前脖部位流出的汗是血色的

。那么，汗血马真的存在吗?为何“流汗

如血”?是否真的“日行千里”?

汗血宝马的历史要追溯到汉武帝时

期了。汉武帝将汗血宝马称为“天马”

，并赋《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

，涉流沙，九夷服。”为了得到汗血宝

马，武帝两次发兵大宛国，最终得到汗

血宝马。有了汗血宝马，大大提升了战

斗力，大汉王朝击败了匈奴，稳定了边

关，建立了西域都护府，才有了后来的

新疆。

三国演义中，吕布的坐骑赤兔马，

据说就是汗血宝马，能日行千里，还能

夜走八百。因此有“人中有吕布，马中

有赤兔”之说。

金庸大师的武侠小说中，郭靖有一

匹汗血宝马，温驯聪明，日行千里，自

带“高级范儿”。

在现实生活中，汗血宝马确实存在

，但非常少见，纯种的汗血宝马全世界

只有2000多匹。

世界上大约有300多个马种，其中

最著名的3个品系是汗血马、纯血马和

阿拉伯马。被称为“汗血宝马”的阿哈

尔捷金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

。汗血宝马头细颈高、四肢修长、体态

匀称、步态轻盈、神态威严，以形态优

雅、善通人性著称，在马的世界里，绝

对属于“美男子”。

当今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纯血马，都

有阿哈尔捷金马的基因。它的原产地在

土库曼斯坦，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

而土库曼斯坦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马

形象置于国徽中的国家，国徽正中间就

是一匹金色汗血宝马，想进口汗血宝马

必须得有土库曼斯坦总统令。

汗血宝马爆发力、耐力也很强。据

测算，汗血宝马在平地上跑完一公里仅

需67秒。1935年曾创造84天跑完阿什哈

巴德至莫斯科4300公里行程的记录，迄

今未被打破。值得一提的是，在穿越卡

拉库姆沙漠的三天内，所有的汗血宝马

未做任何停歇，也未进水进食，但最后

均平安抵达终点莫斯科。

那么，汗血宝马在奔跑时，为什么

会流血呢？

据权威专家研究，马在高速奔

跑时，体内血液温度可以达到 45℃

到 46℃，但它头部温度却恒定在与

平时一样有 40℃左右。据此，专家

们猜测：汗血马毛细而密，这表明

它的毛细血管非常发达，在高速奔

跑之后，随着血液增加 5℃左右，少

量红色血浆从细小的毛孔中渗出，

也是极有可能的。

也有外国专家说，阿哈马“流汗如

血”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他们曾对汗血

马的“汗血”现象进行过考察，认为

“汗血”现象是受到寄生虫的影响。即

一种钻入马皮内的寄生虫，这种寄生虫

尤其喜欢寄生于马的臀部和背部，马皮

在两个小时之内就会出现往外渗血的小

包。

还有专家提出了一种猜测：流汗如

血仅仅是一种文学上的形容。马出汗时

往往先潮后湿，对于枣红色或栗色毛的

马，出汗后局部颜色会显得更加鲜艳，

给人的感觉是在流血。而马肩膀和脖子

是汗腺发达的地方，这就不难解释为什

么汗血宝马在疾速奔跑后，肩膀和脖子

流出像血一样鲜红的汗。

汗血宝马真的日行千里？流汗如血吗？

（中央社）新竹縣政府2月爆發1級主管消保官羅鈞盛、環
保局代局長羅仕臣涉嫌接建商招待喝花酒，遭檢廉依貪瀆法辦。
昨（26日）檢廉搜索竹縣消防局副局長辦公室，並逮捕副局長陳
中振，並帶走相關消防安檢資料。據了解，陳中振與羅鈞盛、羅
仕臣都有受廠商招待喝花酒情事，甚至陳中振名下帳戶疑有不明
資金，涉消防安檢放水之嫌，遭檢廉法辦。檢方昨漏夜偵訊後，
今早向新竹法院聲請羈押，法官認陳有串證且涉5年以上重罪，
午間裁定收押禁見。

據了解，新竹縣消保官羅鈞盛涉嫌替湖口一家建商，居中協
調污水排放罰單金額，並與環保局長羅仕臣接受業者招待喝花酒
，上月遭到檢廉政署大陣仗搜索法辦，目前消保官羅鈞盛正被羈

押中。
而負責大樓消防安檢的新竹縣消防局副局長陳中振也涉貪，

6名檢廉昨天到消防局副局長辦公室進行搜索，並拘提陳中振到
案說明，並協請3名消防人員說明相關消防安檢業務，而3消防
員昨日均已被請回。

據了解，陳中振對於檢廉掌握接受喝花酒，且名下有來路不
明的財產，疑有涉賄情事，避重就輕矢口否認，檢方經漏夜偵訊
後，今早向法院聲請羈押，法官午間裁定收押禁見。

據傳此案和消保官案接受喝花酒疑有關，可能是消保官案件
的延伸，廉政署懷疑消防局副局長陳中振和建商有不正常往來。
新竹地檢署指揮廉政署偵辦縣府公務人員，且為局處1級主管，

其涉案程度茲事體大，但案情均以偵查不公開，不對外說明。
據悉，消保官接受業者喝花酒案，已知有環保局代局長羅仕

臣也涉案其中，今再爆陳中振也涉嫌接受喝花酒遭到收押，案情
不斷延燒，也讓縣府 「頭殼毛在燒」。據了解，檢方不排除還有
其他人涉案，目前仍正在釐清調查。

這次涉案的消防局副局長陳中振，是在新竹縣基層一路從外
勤分隊長往上升，當過內勤組員、組長及科長，15年前就晉升消
防局秘書，8年前升上副局長，對於消防各項業務都非常熟悉，
也在地方上有一定人脈。

（中央社）身高172公分身形纖細的高等法院女法官文家倩
，是法界出名的美女，平常喜歡穿裙裝的她，上周四(19日)在北
市捷運大安站搭手扶梯時，竟遭一名年約30歲的男子摸臀，她
當下斥喝對方： 「你摸我！」並請旁邊女路人協助報警，最後男
子道歉並捐款數萬元給婦團，文法官因此給他自新機會，沒有提
告，這也是近3年來，文法官第4次遇到鹹豬手襲擊。

文家倩是司法官訓練所45期結業，台大法律系財經法組畢
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曾在新北檢、北檢擔任檢察官
，2015年轉任台北地院法官後，就接到太陽花318佔領立院案。

今在文法官午休時間訪問她，她無奈表示近3年來已經4度
搭捷運被性騷擾，前2次是在捷運車廂上，有男子故意碰她腿部
、手部，她站開一點，對方又靠過來，於是她閃到別的車廂。

第3次是去年發生而且情節誇張，文法官在捷運大安站搭扶
梯往上時，身後一名男子伸手摸她臀部而且還往裙內探去， 「這
次蠻嚴重的，我愣住了，一恍神他已經跑掉，之後我心裡不舒服
了好一陣子，所以決定如果再碰到這種情況一定要報警。」

不料她真的又遇到這種事，上周四這次也是在捷運大安站搭
扶梯， 「他隔著裙子摸我大腿到臀部這一段，我轉頭問他 『你在
幹嘛？你摸我！』他沒回應，我就說 『我要報警，你不准走』，
然後請路過的女生幫忙報警」。

文家倩表示，到了警局後，這名男子矢口否認摸臀，但監視
器畫面顯示他確實貼在文法官身後， 「不承認有用手摸我，辯稱
可能是雨傘碰到，但願意道歉，我要求他捐款給婦女團體，他立
刻同意」。文表示，警察在處理時有問她職業，她據實說： 「法
官。」鹹豬男聽到，身體震了一下。

文家倩建議，遇到鹹豬手時，先出聲制止並把人攔下來，然
後請現場路人協助報警、作證。文坦言，因為搭捷運而遭遇4次
鹹豬手襲擊，對她確實造成陰影， 「我現在只要搭手扶梯會先看
後面是男的女的，如果是男的，我會稍微側著身體防備。」

文以自身經驗呼籲： 「一定要報警才可能嚇阻
這種人，讓他不敢再犯，如果我們希望自己和孩子
生活在安全的環境裡，一定要勇敢主張自己權益，
才能保護其他女性安全。

◎文家倩今把事發經過及感觸寫在臉書上，以
下是全文：

上周晚上下班時在捷運站遇到性騷擾，這是近
幾年第四次在捷運發生類似狀況，前三次都因為嚇
到、愣住而沒有立即處理或趕著回家而沒有攔下行
為人，事後覺得很後悔，這次我不姑息，下定決心
要報警，即使知道報警後的程序會拖延很久，無法
早點回家陪伴孩子，我還是決定要給行為人一個警
惕。

因此，我當場攔下行為人，請路人陪同我至捷
運站詢問處報警，並立即調閱觀看監視錄影畫面，
到警局後，我要求行為人捐款給婦女團體，我就不
提出告訴，行為人當場答應，我就先以備案處理，
行為人這週也已捐款完畢。我並非一定要行為人負
擔刑事責任，也不是要索取賠償，只希望行為人藉
由這次教訓懂得尊重女性的身體自主權。

以我近幾年在捷運站遇到性騷擾的次數，可以想見性騷擾的
犯罪黑數和潛在被害人遠多於地檢署和法院所收到的性騷擾案件
；以我擔任司法人員、辦理婦幼、性侵案件多年，前幾次遇到性
騷擾時都手足無措、未能及時反應，可以想見一般女生被性騷擾
時通常也無法立即反應或報警處理，而讓行為人食髓知味，不斷
再犯。

女性的一生中多多少少都有過被性騷擾的經驗，或許因來不
及反應而讓行為人逃逸，或許進入訴訟程序卻因蒐證困難而無法
將行為人定罪，導致被害人在性騷擾事件中，經常是處於弱勢的

一方，潛在被害人因而無法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但在一個性別意識健全平等的社會，女性不該因擔心受害而

不敢自由行動或搭乘交通工具，因為這是個人行動自由的一環；
女性也無須自責因自身穿著而招致犯罪，如何穿著是個人的自由
與權利，他人應當予以尊重；女性更無庸因成為被害人而覺得羞
恥或遭人指點，真正該覺得可恥、該受責難的人是加害人，不是
被害人。

因此，遇到性騷擾事件時，女性應當挺身捍衛自己的權利，
也藉此保護其他潛在被害者的安全(男性為被害人時亦同)。

捷運伸鹹豬手襲臀性騷
驚！摸到美女法官

竹縣消防副局長涉貪收押禁見 疑與消保官花酒案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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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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