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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明尼蘇達州 「非裔遭警
活壓死」引起全美公憤，示威不僅從事發
當地擴散至如紐約、亞特蘭大、紐約、丹
佛、堪薩斯城等全國各大城市，連華府白
宮都一度被迫封鎖，而部分群眾怒火也從
示威激化成放火搶劫等暴力行為。對此，
美國總統川普先前除了表態已動用國民兵
平亂後，國防部罕見下令正值勤中的憲兵
部隊準備赴於最初案發地的明尼亞波里斯
市，並要求進入 「警戒狀態」 。

據美聯社引述3名知情人士報導，來自
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紐約德拉姆堡的
士兵已得知指令，要求在4小時內準備部屬
。科羅拉多州卡森堡、堪薩斯州賴利堡士

兵也被告知，要在24小時內做好準備。這
項部屬命令是在川普28日晚要求國防部長
埃斯柏（Mark Esper）、國家安全顧問歐布
萊恩（Robert O'Brien），以及數名國安官
員針準備軍事方案針對此次動盪。

報導指出，明尼亞波里斯的抗議動亂
持續升溫、無法受控，川普要求埃斯柏準
備快速部屬。這名人士表示，部隊會根據
1807 年通過的《叛亂法案》（Insurrection
Act）執行任務，上次動用此一條款是1992
年洛杉磯警方暴力製服非裔的羅德尼·金，
（Rodney Glen King）而引起的 「洛杉磯暴
動」。

美多城暴力行為美多城暴力行為 國防部要求進入警戒狀態國防部要求進入警戒狀態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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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佛洛伊德被警察虐死事件昨晚在全
美各大城市激起多處之遊行，並造成許多擄
搶商家及縦火事件，包括亞特蘭大CNN 總部
都被攻擊， 造成兩人喪生之不幸，該市女市
長波頓斯呼籲大家保持冷靜，要學習金恩博
士之精神，決不可搶劫商家縦火洩怒，休斯
敦市長唐納在會上緊急要求示威者不要破壞
公物，他深切了解示威者之忿怒，但是全體
市民是無辜的，昨晚警方已經逮捕了二百多
名示威者。

雖然檢方已經對這名殘酷的施暴警察沙
文以叁級謀殺罪被起訴，但是還是難息衆怒
，此次不幸事件正說明了我們整個社會之病
態及隱憂。

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過去七十年是美

國領導世界的時代，各國精英都千
方百計奔向美國，由于寬松之移民
政策，每年有數以百萬計之非法或
合法之移民來到此地， 爲美利堅共
和國創造了第一強國和世界警察的
地位。我們是一個人人有機會出人
頭地的國家，不幸的是，生活在底
層社會之少數族裔，因經濟條件等
諸多原因，無法接受良好之教育，
大多數更靠政府救濟，久而久之 ，
社會上貧富懸殊越來越大，公共財
富分配不均，失業人口嚴重，當然
會導致社會問題。

最近美國已經正式宣布退出國際衛生組
織及世界太空條約組織，由于川普總統之美
國優先政策， 世界政治及經濟格局已在銳變
之中，香港問題讓美中兩國面臨前所未見的
挑戰，新冠疫情造成世界毀滅性的災難， 讓
全球經濟有大衰退之危險 ，總而言之 ，我
們需要有能力及智慧的政治人物來重整世界
秩序，挽救人類之文明。

今天我們有超過兩千多萬居住在此的華
亞裔國民，許多人皆因戰亂貧窮來到美洲大
陸追求美國夢，我們要深切體認到落葉生根
的重要性，換言之，只有積極關懷社會，服
務社區， 參與政治， 是我們的義務更是我
們的權力。

天佑美國，我們共同努力吧！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3030//20202020

Protests spread across the U.S. over George Floyd
’s death, the unarmed black man who was pinned
to the ground by the knee of a white officer and
ultimately died. The fired police officer, responsible
for the man’s death, Derek Chauvin, has been
arrested and charged with third-degree murder
and manslaughter in the death of Floyd.

Protests erupted in cities across America and
turned violent as demonstrators clashed with the
police and set fires. In many cases, the
demonstrators looted many of the nearby stores
including the offices of CNN headquarters in
Atlanta. Mayor Keisha Bottoms urged the
protestors to be calm. In Houston, Mayor Turner
said in a news conference that Houston is the
home of George Floyd. There is much real pain in
our city because of the way he died and people
want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lift up his name.

Today, Floyd’s case really represents a huge
social problem in our society. In the last 70 years or
more since the end of WWII,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new immigrants have come to
America looking for the American Dream. Many
talented people brought their families and settled
down here and became U.S. citizens.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all of us have worked to build this
country and make it a super power, not just
politically, but also economically.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many
African-Americans and minority groups still were

not given equal opportunity in education or
economically. Many years later,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just got wider.

Tod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the
America First policy. We are starting to withdraw
from m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WHO. And the issue in Hong Kong has now
become a huge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s this pandemic continues to attack our land, the
whole economy is crumbling. We really need a
leader who can lead us to a brighter future.

There are more than twenty million Asian
Americans in this country. Most of us came here
after the end of WWII. We settled down here as our
permanent home. Today, as we see the country
facing our biggest challenge, we need to join
hand-to-hand to help our neighbors, our
community and our country.

Let us pray - God bless America.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Our Backyard Is On FireOur Backyard Is On Fire

我們的後院起火了我們的後院起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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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首爾中央地方法院30日透露，該
法院民事51部於幾個月前正式受理了已故韓國前總
統次子、金大中和平中心理事長金弘業訴金大中總
統三子、剛剛當選共同民主黨國會議員的金弘傑，
禁止處分父親遺留房產的訴訟。

這兩個同父異母的兒子目前爭奪的遺產是鑑定
價格32韓元（約合人民幣1854萬元）、位於首爾麻
浦區的房產和金大中獲得的 8 億韓元（約合人民幣
463萬元）諾貝爾和平獎獎金，共計2317萬元。

金大中的遺孀李姬鎬去世後，金弘傑將金大中
夫妻留下的房產變更到了本人名下。在今年4月21
日，韓國高級官員公開本人資產時，金弘傑把這個
房產納入到了本人名下資產。

此外，雖然金弘傑還繼承了父親金大中8億韓元
的諾貝爾獎獎金，但沒有把這筆錢公示到本人名下
。

與此同時，金弘傑是金大中和李姬鎬所生子女
，而次子金弘業是金大中與前妻車蓉愛所生之子。
車蓉愛去世後，金大中與李姬鎬再婚。

李姬鎬生前在三位兒子（長子19年去世）的同
意下簽署了遺囑。根據遺書，金大中的8億韓元獎金
捐給金大中紀念協會，房產改造成金大中、李姬鎬
紀念館。如果變賣該房產，三分之一的所得將捐給
金大中紀念協會，其餘三分之二由三兄弟平分。雖
然三兄弟都在這份遺囑簽字，但並沒有進行其他的
公證程序。

因此李姬鎬的親子金弘傑認為這份遺囑無效，
因為本人是李姬鎬唯一的法定繼承人，因此所有遺
產應該歸本人所有。

根據韓國民法，父親死亡後，與前妻所生子女
和繼母的親屬關係將自動解除。

歐盟能大力實施經濟救援計劃歐盟能大力實施經濟救援計劃，，
得感謝英國脫歐走了得感謝英國脫歐走了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留下韓國前總統金大中留下23002300萬遺產萬遺產 同父異母兒子為爭遺產打官司同父異母兒子為爭遺產打官司

（綜合報導）就在這個全球政府都在應對危機，拼老命實施
經濟救援計劃的時候，《經濟學人》帶我們回到了幾年前，一個
頗為意味深長的時刻。那時候，英國首相還是戴維 卡梅倫，那
一次英國人以微弱優勢投票決定留在歐盟。財政大臣喬治 奧斯
本上任後，面臨著一場全球流行病（甲流H1N1）和英國自1706
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最糟糕的是，歐盟方面提出了一項不
受歡迎的提議：拿出7500億歐元（近6萬億人民幣）的複蘇基金
，專門撥給陷入困境的南歐經濟體，由歐盟發行債券支付。其中
落到英國頭上的約900億歐元。 “喬治，我確實警告過你。”當
時倫敦地方報紙《旗幟晚報》主編鮑里斯 約翰遜在一篇專欄文
章中幸災樂禍地寫道。

英國前駐歐盟大使伊凡 羅傑斯爵士指出，如果英國沒有脫
歐，而歷史走上這條老路，英國就會否決歐盟官員希望將歐盟從
經濟困境中解救出來的計劃。然而事實卻沒有往這個方向走。英
國投票脫歐了，約翰遜成了首相，前財政大臣奧斯本在倫敦編輯
當地報紙。而且，歐盟第一次走上了一條本來很可能被其前成員
國（英國）所阻止的道路。

隨著英國的離去，歐盟正在聯合起來。向受新冠疫情影響嚴
重的國家發放5000億歐元贈款（約3.97萬億人民幣）和2500億
歐元貸款（約1.98萬億人民幣）的計劃，是邁向更一體化集團的
一步。一些人將此舉與美國在1790年建國之初的債務共同化法
案相提並論。但對另一些人來說，這與其說是一次飛躍，不如說
是一次洗牌：歐盟以前曾以這種方式發行過債券，不過規模要小
得多。無論如何，歐盟主要成員國一件是一致的。法國和德國提
出了一個和歐盟委員會差不多的計劃，而西班牙和意大利則呼籲
出台一個更加慷慨的計劃。

然而，即使沒有英國，前進的道路也並不完全是清晰的。奧
地利、瑞典、荷蘭和丹麥——所謂的“節儉四國”——批評了該
計劃。每個成員國都和其他成員國一樣，在即將到來的談判中擁

有否決權。在一份文件中，四國要求援助必須被償還，而不是直
接給予，並且受援助國必須執行嚴格的經濟改革。任何資助都將
作為歐盟1.1萬億歐元七年預算的一部分進行談判。
雖然英國脫歐了，但歐盟預算中仍然留有一些英國式的頑固紀念
品。 “節儉四國”傾向於對那些入不敷出的歐盟國家實施一種
複雜的返現系統。自從上世紀8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要求歐盟
進行預算談判以來，這種返現系統一直在起推波助瀾的作用。
財政保守的“節儉四國”和法德立場不一

沒有了英國，這場辯論的態勢已經發生了變化。主張嚴格預
算的鷹派現在沒有了英國可依賴，他們的分量已經大大減輕。傳
統上反對共同債務的德國向該援助提供了支持，促成了關鍵的轉
變。 “節儉四國”加起來只有4200萬公民——還不到歐盟人口
的十分之一，比西班牙還小。

更何況，他們對援助計劃的批評還要受這樣一個限制：每個
國家的執政聯盟裡都有強烈支持歐盟的政黨。在奧地利，財政上
持保守立場的財政大臣塞巴斯蒂安 庫爾茲與綠黨一起執政，後
者更熱衷於向貧困的意大利人發放現金。在荷蘭，基督教民主聯
盟的強硬派與親歐盟的D66自由黨共同執政。

分歧仍然存在，比如說歐元區19個成員國和歐元區外8個成
員國之間的分歧，但它比英國加入歐元區時要小。在2010年至
2012年的歐元危機期間，英國選擇不向除愛爾蘭以外的任何歐元
區成員國提供救助資金。當時的英國首相卡梅倫非但沒有提供幫
助，反而發表了關於歐元結構缺陷的演講——就像在隔壁鄰居的
房子著火時還在頌揚防火安全的優點一樣。

通過歐盟預算運行複蘇資助計劃，意味著所有成員國都要在
財政出力，即使它的大部分受益人都在歐元區。瑞典和丹麥，這
兩個不在歐元區的國家似乎很樂於提供幫助，儘管他們在如何幫
助的這一點上還沒有達成一致。經濟需求的動力是充足的：超過
70%的瑞典出口最終進入歐盟。如果歐洲單一市場崩潰，它也會

崩潰。即使是像波蘭這樣的國家，只要不削減從西歐流向東歐的
歐盟常規援助（名為“凝聚力基金”），也同意設立資助計劃的
想法。既然最格格不入的歐盟成員國英國已經離開，一種適用於
所有成員國的政策方法變得更加可行。

如此依賴歐盟的預算來解決歐盟的問題也是有其缺陷的。歐
盟用於在東歐建設基礎設施的大量資金，往往出人意料地落不到
實處，它們很有可能落入匈牙利領導人維克托 歐爾班身邊商人
的口袋裡。有一些錢也會花得很無謂，南歐廢棄的機場就證明了
這一點。

但歐盟並非注定要重蹈覆轍。花錢的規則已經變得。一個新
任命的歐洲公共檢察官辦公室將調查任何濫用資金的行為。無論
如何，當遭受疫情重創的國家對整個歐盟失去信心時，派發印有
歐盟旗幟的成捆成捆的鈔票並不是最糟糕的主意。民調顯示，
40%的意大利人希望離開歐盟。在英國鬧劇般的脫歐之後，沒有
哪個政府還會再把這個問題付諸公投表決。但忽視這些信號也是
魯莽和不智的。
約翰遜力主脫歐

只要涉及到錢，歐盟就會陷入一場有失尊嚴的爭吵。然而，
協議的框架正在浮出水面。 “節儉四國”（奧地利、丹麥、荷
蘭和瑞典）保留他們的援助+返現提議，東歐繼續接受慷慨的援
助，意大利和西班牙得到他們的複蘇基金，這樣的妥協似乎是可
行的。法國能夠讓自己發揮帶頭作用，而德國則向自己保證，如
果沒有它的支持，歐盟什麼也做不成。

在最終方案出爐前，仍然需要一點小改動。部分原因是為了
讓一些國家領導人能夠在國內宣布他們爭取到了勝利；部分原因
是領導人盡其所能攫取好處。在歐盟七年預算加總計1.85萬億歐
元的複蘇基金的情況下，有很多東西需要爭奪，甚至計劃中的談
判也可能變得棘手。在即將到來的關於現金的爭論中，英國的幽
靈似乎從未離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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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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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壹周，巴西、秘魯和智利等

國新冠病毒加速擴散，世衛組織官員

表示，南美已經成為新冠疫情的重災

區。

巴西的情況最引人關註。目前巴

西確診人數接近40萬，僅次於美國，

死亡人數約2.5萬，世界第六。而近幾

天巴西新增死亡病例超過美國。泛美

衛生組織預計，到8月4日，巴西死亡

病例將達到8.83萬，而“半島新聞”

網站27日壹則報道稱，有研究顯示到8

月初這壹數字可能高達12.5萬！

曾在防範寨卡病毒、瘧疾以及艾

滋病毒感染方面取得不錯成績的巴西

，怎麽會到這壹步？從媒體報道看，

專家們認為有比較多的客觀原因，但

幾乎所有媒體都提及，巴西總統博索

納羅的態度和做法，也要負相當大的

責任。

巴西在1月底發現首例感染，在

隨後壹段時期，疫情擴散並不快。3

月 12 日，博索納羅的新聞秘書檢測

呈陽性，引起壹定程度的國際關註

。3月13日，巴西衛生部開始行動，

建議地方政府取消大型集會，要求

入境者，無癥狀的居家隔離7天，出

現癥狀則隔離 14 天。巴西知名網站

UOL26 日的壹篇報道稱，當時巴西

還沒有死亡病例，現在回看，巴西

衛生部的這個決定顯得有力而且有

遠見。

但不到24小時之後，衛生部就撤

銷了這些建議，理由是地方政府“提

出了批評和建議”。

然而，路透社26日的壹篇報道稱

，讓巴西衛生部取消建議的壓力，是

來自巴西總統府民事辦公室主任布拉

加· 內托。總統府民事辦公室在巴西政

府內非常重要，主任有“超級部長”

之稱，被認為是巴西“權力第二大”

的官員。內托是壹名將軍，今年2月被

任命現職。

3月16日，博索納羅下令成立“危

機內閣”，也由內托領導。路透社的

報道稱，這標誌著巴西抗疫的話事權

，從衛生部門和專家轉移到內托手中

。

隨後，內托和衛生部門以及專家

的不同就顯露出來：衛生部門和專家

希望嚴厲限行，但內托秉承博索納羅

的意思，認為防疫不能耽誤經濟發展

。

博索納羅對衛生部也不滿。4月16

日，主張“封城”的衛生部長曼代塔

被解職。由泰奇繼任，5月16日，主張

封城抗疫的泰奇也覺得幹不下去，宣

布辭職。博索納羅就任命沒有任何衛

生工作背景的現役將軍帕祖洛擔任臨

時衛生部長。

帕祖洛倒是很挺總統，5月24日，

不顧世衛組織和專家保持社交距離的

要求，參加了支持博索納羅的遊行示

威。但巴西的疫情卻越發嚴重。對此

，路透社報道稱，“博索納羅派將軍

們去抵抗新冠病毒，但這場戰爭中巴

西正在潰敗。”

報道還說，巴西政府內很多人都

希望說服博索納羅實行嚴厲的限制措

施，但沒人能說得動他。4月20日，博

索納羅還說，“民眾不可能壹直呆在

家裏，因為他們的冰箱空了啊。”

也有和博索納羅持相同主張的。

路透社報道稱，經濟官員壹般和總統

壹樣，反對封城措施。巴西病毒學家

克羅達說，壹名負責退休金改革的官

員甚至稱，“死亡病例多是老人，這

是好事，壹方面可以讓經濟表現更好

，另壹方面可以減少我們的退休金赤

字。”

總統及其團隊如此，巴西也就和

美國差不多。總統支持者反對封城，

全國為如何防疫爭論不休。在最近的

壹次記者會上，有記者就巴西確診病

例不斷增多壹事提問時，總統博索納

羅反問道：“那又怎麽樣？不好意思

，妳想讓我做什麽？”——這也頗有

特朗普的風格。

《金融時報》26日的壹篇文章稱

，在防疫方面，博索納羅比特朗普

“更危險”。特朗普說壹種抗瘧疾的

藥可防新冠病毒，但他只是說自己吃

了，博索納羅則讓衛生部將這種藥列

入防疫指南；特朗普只是謾罵和他意

見不同專家，博索納羅則炒掉了他的

衛生部長。

所以有分析認為，盡管病毒進入

巴西不能怪博索納羅，地方政府不聽

話也不怪他，巴西大城市人口密集、

衛生條件欠佳、醫療資源不足，也不

能怪他。但是身為總統，他在防疫中

的表現難以讓國民信服。

裏約州長被指涉“抗疫貪腐”

巴西聯邦警察26日突擊搜查裏約

熱內盧州長威爾遜· 維策爾的官邸和私

人住宅，為檢察機關調查他涉嫌抗疫

工程貪腐案件搜集證據。

維策爾堅稱清白，指責總統雅伊

爾· 博索納羅及其陣營出於政治目的

“構陷”於他。

據聯邦檢察院聲明，經巴西高等

法院批準，警方取得針對維策爾在裏

約州和聖保羅州住所的12張搜查和扣

押財產令。維策爾涉嫌侵占裏約州用

於抗擊新冠疫情的公共資金。這次行

動沒有逮捕任何人。

路透社獲取的聯邦法院文件顯示

，檢方指控維策爾及其妻子埃萊娜經

由後者經營的律師事務所接收壹家獲

得州政府抗疫工程合同的企業轉移款

項。涉事企業提供“帳篷搭建與拆除

、安裝水箱和發電機、戰地醫院地板

鋪設”等服務。

法新社報道，裏約州原定修建9所

應急戰地醫院，目前僅完工3所。按照

美聯社的說法，維策爾承諾修建8所醫

院，僅壹所投入運營。

面對媒體記者，維策爾憤怒指責

警方采取“暴力行動”，並認定這是

壹場“政治迫害”，幕後指揮是總統

博索納羅。“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將會

發生在其他被認為是(總統)敵人的州長

身上。”

維策爾出任州長前是壹名聯邦

法官，政治立場與博索納羅同屬右

翼陣營，壹度是總統盟友，但關系

已惡化。

裏約熱內盧州立大學政治學者

毛裏西奧· 桑托羅說：“(巴西)衛生

系統的脆弱性和施行隔離措施的困

難已導致大批人死亡，聯邦和州政

府之間的政治沖突只會加重疫情中

的人間悲劇。”

巴西總統派將軍抗疫
為何卻陷入被動

据欧联网援引希腊欧联通讯社

27 日报道，希腊政府日前再次向

英国大英博物馆提出归还帕台农

雕塑(又称“埃尔金大理石雕”)要

求，引起全球文化界对于这批著

名文物的关注。

据报道，文化观光长期是希腊

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在新冠疫

情下，希腊已经关闭了考古遗址

和博物馆两个多月，在上周才终

于得以重新开放。

“国际帕台农雕塑

回归协会” 再次致

信希腊文化部，呼

吁希腊政府再次向

大英博物馆施加压

力。

当 地 时 间 5 月 18

日，希腊雅典，雅

典卫城向公众开放

，吸引游客参观，

当天希腊露天考古

遗址和各类主题公

园当天起恢复开放

。 希腊文化部长

门多尼在声明中表

示，希腊重新开放

了包括雅典卫城在

内的考古遗址，与

此同时，当局也收到“回归协会

”要求索回帕台农雕塑的信件。

她说，这些文物最终需要归还给

希腊人民，需要回到它们的故乡

。

此前，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已

经正式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希

望能“借用”帕台农雕塑回到希

腊展览，以庆祝 2021 年希腊独立

建国 200 周年的纪念。而大英博物

馆则表示，将会优先审查希腊所

提出的任何借展需求。

回顾历史，1801 年英国驻君士

坦丁堡大使埃尔金伯爵从帕台农

建筑物上拆下石雕并运走。这些

石雕主要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部分雕刻品分别被收藏在巴黎的

卢浮宫、丹麦的哥本哈根等地，

大部分剩余雕塑仍然收藏在雅典

卫城博物馆，还有少数雕刻仍可

以在神庙的庙体上看到。

希腊大约从 30 年前开始要求

归还文物，而英国政府一直坚拒

，并表示帕台农石雕是在当时的

希腊统治者、奥斯曼帝国允许下

前往英国的，具有清楚的来源，

而非是战争后的掠夺。

希腊政府认为，将这批雕塑交

给埃尔金伯爵的奥斯曼帝国，是

历史上的侵略者，该政权无法代

表希腊人民的意志，更无权将希

腊的文物赠与任何人，所以奥斯

曼帝国所答应的任何承诺都是无

效的。希腊政府曾经考虑就此问

题将英国政府告上国际法庭，但

最后还是采取了更为外交的途径

：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调

解。但英国政府明确地拒绝了相

关的调解提议。

英国各大博物馆乃至政府对于

近年来热议的“文物归还”议题

一向抱消极甚至对抗的态度，与

法国、意大利等欧洲文化大国大

相径庭。甚至希腊独立 200 周年的

纪念时，能否让文物暂时回归原

处展示，都还是未知之数。

由于英国各大文化展馆的收藏

中有大量的争议文物，英国政府

担心若是开启了文物归还的先例

，必然会触发许多国家以同样的

标准要求英国政府，甚至会冲击

英国文化产业的收入，如门票、

出版物和授权金等。

希臘再次喊話大英博物館
要求立即歸還帕臺農雕塑



AA55中國焦點
星期日       2020年5月31日       Sunday, May 31, 2020 要聞

文
匯2020年5月30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何佩珊 1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反分裂國家法》實施15周年座談會29日

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

在會上發表講話強調，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深刻認識《反分裂國家法》的重要作用，堅

決反對“台獨”分裂、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他強調，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

創造廣闊空間，但我們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

創廣闊和統空間 不留任何台獨空間
栗
戰
書：

《反分裂國家法》實施15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周琳 北京報道）中
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在
《反分裂國家法》實施15周年座談會上指出，台灣問
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勢力干涉。有文事
者，必有武備，解決台灣問題必須用兩手，兩種方式
都不能排除。他強調，人民軍隊有堅定的意志、充分
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
謀。
李作成指出，當前台海方向反“獨”促統的力量

正加速匯聚，“台獨”勢力勾連外國勢力謀“獨”、
急“獨”的投機性、冒險性愈發抬頭，為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帶來最大現實威脅。
他援引《反分裂國家法》指出，如果出現“台

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

分裂出去的事實，如果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
出去的重大事變，如果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
人民軍隊將與全國人民包括台灣人民一道，採取一切
必要措施，堅決粉碎任何分裂圖謀和行徑，堅決捍衛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李作成表示，今天的中國不是孱弱的舊中國，綜

合國力、軍事實力都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十八
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
下，人民軍隊聚焦能打勝仗，戰鬥力標準牢固確立，
實戰能力大幅躍升。
“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

措施的選項，就是要穩控台海局勢，防止兩岸關係偏
離和平發展軌道；堅決懾止‘台獨’分裂活動，促進
祖國統一大業，堅決維護祖國統一。”李作成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據“CCTV國
家記憶”公眾號消息，《國家記憶》欄目29日起推出十集大
型文獻紀錄片《一九五八炮擊金門》。該系列首次深度、全
面、權威披露炮擊金門這一軍事行動的歷史內幕，展現60多
年前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計劃遭到重挫、美國“劃峽而
治”的圖謀宣告失敗、海峽兩岸形成“一個中國”的默契過
程，彰顯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祖國終將統一的歷史必然。
消息指出，為了回顧歷史，啟迪今天，《國家記憶》欄

目5月29日至6月11日每周一至周五CCTV-4每晚20:00推
出《國家記憶》之《一九五八炮擊金門》。節目以1958年8
月23日大陸炮擊金門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為主線敘事，從“炮
擊金門作戰的國際國內背景”“對美外交鬥爭”“中央決策

內幕”“解放軍三軍調兵遣將”“炮擊金門作戰過程”等方
面，對炮擊金門軍事行動進行深度剖析，揭示出大陸通過炮
擊金門，警告了插手干涉中國內政的外國勢力，激化了台灣
國民黨當局和美國之間的矛盾，摸清了美國協防台灣的戰略
底牌，向觀眾展示毛澤東和黨中央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高
超軍事謀略和政治智慧。

據了解，《國家記憶》欄目組歷時兩年完成該系列的拍攝
製作，片中實地探訪了當年作為第一線戰場的角嶼和金門島，
集中呈現了大量珍貴的歷史影像，帶觀眾重回戰場。同時，片
中還有採訪葉飛、石一宸、林虎等近30位當時的前線解放軍官
兵，洪秀樅等10多位福建前線民兵，以及包括郝柏村在內的台
灣嘉賓的珍貴鏡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周琳 北京報道）
《反分裂國家法》實施15周年座談會於29日在北
京召開。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表
示，在《反分裂國家法》實施15年來的今天，我
們粉碎“台獨”分裂圖謀、反對外來干涉、推進祖
國和平統一的能力更加堅實，牢牢把握着兩岸關係
的主導權主動權。他指出，法律利劍是對一切“台
獨”分裂活動的強大震懾，恢恢法網要讓任何“台
獨”分裂分子難逃懲治。“台灣問題必將隨着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而終結。”

統一的車輪滾滾向前
劉結一指出，島內“台獨”分裂勢力謀“獨”

挑釁動作不斷。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島內“台
獨”分裂勢力更是肆意進行政治操弄，加緊勾連外
部勢力，企圖“以疫謀獨”。他續指，“台獨”分

裂勢力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是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最大障礙。“他們的行徑與中華民族根本
利益和台灣同胞切身利益背道而馳，致使台海形勢
更加緊張動盪，只會把台灣推向更加危險境地，給
廣大台灣同胞帶來深重禍害。”
他強調，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是

歷史定論，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
求。”台灣前途命運歸於國家統一，關係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國之大事，不是地方當局能夠觸碰
的，更不是任何分裂勢力能夠阻撓的。

“儘管海峽兩岸尚未完全統一，但中國主權和
領土從未分割，也絕不容分割；大陸和台灣同屬一
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也絕不會改變；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絕不容挑戰。”劉結一強調，
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
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任何“台獨”分裂活動都是

非法的徒勞的。“民族復興和國家統一的歷史車輪
滾滾向前，螳臂當車，注定失敗。”

劉結一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
家統一的最佳方式，也是廣大台灣同胞的歷史機
遇。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
口。他強調，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
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是民族大義。他表
示，我們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
一的前景，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
留下任何空間。“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
和極少數 ‘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
針對台灣同胞。”

他相信，廣大台灣同胞能夠認清前途所向、利
益所在、福祉所繫，為祖國和平統一貢獻力量，同
大陸同胞共建共享美好未來。

栗戰書指出，《反分裂國家法》以憲法為依
據，貫徹黨中央對台工作大政方針，是堅

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制度體系
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反“獨”促統政治責任和
使命要求的重要遵循。實施15年來，為維護台
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提供了堅實法
治保障。

“台獨”是絕路 以身試法必遭嚴懲
栗戰書指出，一段時間以來，“台獨”分

裂勢力誤判形勢，不斷挑釁，嚴重損害兩岸同
胞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嚴重破壞台
海和平穩定，嚴重挑戰我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的底線，必須堅決遏制打擊。世界上只
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無論
“台獨”分裂分子使出什麼謀“獨”花招，都
是非法無效的；無論他們怎麼折騰，都是徒勞
的；無論他們與外國勢力如何勾連表演，都無
法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和法理事實。
“台獨”是絕路一條，以身試法必遭嚴懲。

堅守民族大義 解決台灣問題
栗戰書指出，海峽兩岸同胞要攜手共同反

對“台獨”、促進統一。黨和國家始終關心台
灣同胞的利益福祉，積極為兩岸交流合作創造
條件。廣大台灣同胞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深入思考台灣在民族復興中的地位和作用，認
清“台獨”勢力包藏的禍心，堅守民族大義。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中國內部事
務，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干涉。
栗戰書強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

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礎。我們願意為
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我們絕不為各種形
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海內外
中華兒女要堅定信心，不懈努力，共擔民族大
義，共促祖國統一，共圓民族復興的偉大夢
想。
座談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主持。許其亮、楊潔篪、
尤權等出席座談會。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

務辦公室主任劉結一，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主任沈春耀，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
成，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
在座談會上發言。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全國人大、全

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
央軍委有關部門及北京市有關負責同志等參加
了座談會。
同日，中國集郵總公司發行《反分裂國家

法》公布施行15周年紀念封一枚。

劉結一：恢恢法網“台獨”分子難逃懲治

李作成：解決台灣問題須用兩手

紀錄片《一九五八炮擊金門》央視播出

■十集大型文獻紀錄片《一九
五八炮擊金門》海報。網上圖片

部分與會代表發言摘要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

沈春耀：

《反分裂國家法》不是“稻草人”
《反分裂國家法》是一部反“台獨”、反分裂
的法律，是一部求和平、促統一的法律，也是
一部切實管用的法律。這部代表全體中國人民
共同意志的重要法律，是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
“壓艙石”。
民進黨當局及其“台獨”分裂勢力必須有清
醒的認識，《反分裂國家法》不是田野的
“稻草人”，不是法律貨架上的擺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姚志勝：

警示民進黨踩線後果
近一段時間以來，民進黨當局炮製“反滲透
法”、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甚至修
訂“公投法”為“法理台獨”鋪路。在挑釁
面前，我們必須強調《反分裂國家法》的紅
線，警示踩線的嚴重後果，有法必依、違法
必究。
15年來的法治實踐雄辯地證明，《反分裂
國家法》絕不是像“台獨”及其背後國際反
華勢力所污衊的“對台宣戰法”，也不是像
一些台灣同胞所擔憂的“制裁台胞法”，而
是一部維護台海和平之法、推動兩岸發展之
法、造福骨肉同胞之法。
作為在香港的反“獨”促統組織，要始終堅定
“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不為一時之曲折動
搖，不為外部干涉迷茫，積極宣傳和展示港澳
“一國兩制”的實踐經驗。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周琳

■■ 《《反分裂國家法反分裂國家法》》實施實施1515周年座談會周年座談會2929日上日上
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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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冠疫情對日本經濟沖擊持續

加劇，日本政府日前推出本財年第二次

補充預算案，進壹步擴張經濟刺激計劃

規模。日本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最終能

否落實和奏效引起普遍關註。

據悉，第二次補充預算案及與之配

套的投融資涉及的資金規模合計約117.1

萬億日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加

上日本政府4月出臺的經濟刺激計劃，

日本經濟刺激計劃總規模將超過230萬

億日元，約為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

四成，號稱世界最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

劃。

日本政府所稱經濟刺激計劃的總規

模通常不僅包含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支出

，也包含民間投融資。但由於民間投融

資最後能落實多少不得而知，因此，日

本政府的實際支出成為各方關註焦點。

日本廣播協會報道說，在4月份出

臺的經濟刺激計劃中，日本政府支出規

模僅為48.4萬億日元，而此次推出的補

充預算案及各種配套措施中，政府支出

規模約為72.7萬億日元。

日本第壹生命經濟研究所經濟學

家星野卓也指出，雖然日本政府表示

經濟刺激計劃規模將超過 230 萬億日

元，但這其中實際上包含去年12月出

臺的壹些經濟措施涉及的金額。再者

，第二次補充預算案看起來規模很大

，然而其涉及的資金中壹部分是政府

預留的新冠疫情對策準備金，具體用

途仍未確定，目前尚不能期待其對經

濟的刺激作用。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中西宏明

認為，執行速度是經濟刺激計劃奏效的

關鍵，政府應盡快解決審批難、執行難

的問題。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說，到

目前為止，政府針對日本居民和企

業的補貼實際執行較為緩慢，大量

援助並未真正抵達陷入困境的家庭

和企業。如果不簡化程序、疏通渠

道，刺激計劃規模再龐大也難以對

經濟提供有效支撐。

日本內閣府近日發布的初步統

計結果顯示，受新冠疫情影響，今

年壹季度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扣

除物價因素後環比下滑 0.9%，按年

率計算降幅為 3.4%。這意味著，日

本經濟已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陷

入“技術性衰退”。

第二次補充預算案擬於6月8日提交

日本國會審議。此間民眾期待這壹補充

預算案盡快獲批通過，以幫助有需要的

家庭和企業盡快走出困境。

日本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
能否落實和奏效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愛知縣

知事大村秀章就新冠疫情蔓延情況，

反復發言稱：“東京、大阪處於醫療

崩潰狀態”，遭到大阪府知事吉村洋

文反駁。吉村稱“大阪沒有發生醫療

崩潰，根據不明”，知事之間展開罕

見的交鋒。

另壹方面，5 月 28 日，同樣被

大村點名的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表示：“對於其他地方政府人士說

的事情不打算作答。希望集中於東

京。”

吉村鑒於上述發言，27 日在社

交網站“推特”上指出，“完全不

清楚以什麽為根據那樣說”。考慮

到大村與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的

不和，吉村諷刺道：“我的

想法是，在發表沒有根據的

意見之前，與名古屋市稍微

加深合作吧”。

有關指出醫療崩潰的根據，

大村列舉截至4月下旬，大阪府

感染者中許多人在家隔離這壹厚

生勞動省調查結果，介紹稱：

“如果無法全部送入醫院，就是

醫療崩潰”。

據大阪府介紹，在感染人數

激增的時期，曾有數百人暫時在

家隔離，但沒有無法收治重癥患

者的事例。吉村28日向媒體不

屑地表示：“不能理解(大村)為

什麽那樣說。不想理睬。”

大村28日在記者會上明確表

示：“東京和大阪是日本的要地

，想以聲援的心態說起”。不過，考

慮到吉村在媒體亮相的次數增加，大

阪市市長松井壹郎數落道：“是嫉妒

吧。因為大村是想引人註目的人。”

據日本放送協會報道(NHK)，日本

國內新冠確診病例累計超1.6萬例，累

計死亡882例。

東京大阪陷入“醫療崩潰”
大阪知事：無根據 不想理

馬來西亞土著團結黨28日宣布，開

除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的黨籍。

5月18日舉行的政府更替後首次國

會會議上，馬哈蒂爾與上述四名議員同

反對黨議員坐在同壹區域，被認為表達

了反對現政府的立場，這成為土著團結

黨此次開除馬哈蒂爾等人的理由。

土著團結黨是馬哈蒂爾離開馬來

民族統壹機構(巫統)後，與馬來西亞現

任總理穆希丁等人創建的政黨。在

2018年馬來西亞大選後，土著團結黨

作為勝選的希望聯盟(希盟)成員黨成為

執政黨之壹。

今年2月馬哈蒂爾辭去總理職務

，土著團結黨退出希盟，希盟政府下

臺。穆希丁率領該黨大部分議員在巫

統、伊斯蘭黨等原在野黨支持下組建

國民聯盟政府，成為新總理。穆希丁

此壹舉動遭到馬哈蒂爾的激烈批評，

指其“背叛”了自己。

馬哈蒂爾和其支持者拒絕支持穆

希丁政府，公開宣布謀求以新的執政

聯盟取而代之，且與穆希丁在黨權上

發生激烈爭奪。

這是馬哈蒂爾政治生涯中，繼兩

度離開巫統之後，第三次與所在政黨

“分手”。截至記者發稿時，馬哈蒂

爾尚未對此做出反應。

馬來西亞土著團結黨
開除馬哈蒂爾黨籍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華府消息：在新型冠狀病毒嚴重
擾亂美國整體社會生活之際，全美各地的亞太裔挺身而出，集合
及動員社區力量紓解災情，募集捐贈價值超過3100萬美元物資
，為醫院，警察局，消防局等重要機構募集金錢及個人防護用品
。這些捐贈品送到了全美各地，支持了超過2547家機構，例如
醫院，頤養院，警察局，郵局，公共交通部門，消防局，超市，
以及地方政府部門。

5月26日，國際領袖基金會聯合全美亞太裔組織，召開了一
場線上記者及社區簡報會，向亞太裔社區為紓解COVID-19疫情
所做的努力表示敬意。簡報會的出席者包括總統亞太裔委員會主
席徐紹欽博士，聯邦眾議員孟昭文(民主黨- 紐約)，聯邦眾議員
Amata Coleman Radewagen(共和黨-美屬薩摩亞)，白宮亞太裔
計劃主任魏鬱婷，全國亞裔總商會執行長暨國際領袖基金會會長
董繼玲，百人會會長黃徵宇，慈濟基金會美國總會執行長陳濟弘
，亞太公共事務會創辦人尹集成，道安基金會創辦人何道鋒，北
美台灣商會會長汪俊宇等。會上播放各大主流媒體對亞太裔的社
區捐贈所做的報導，包括ABC、NBC等。

盡管和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仇視事件不斷增加，全美各地的
亞太裔，不分來美時間之長短，不分各地祖籍之異同，不分政治
立場之分野，紛紛在為抗疫救災而慷慨解囊，為美國防疫物資短
缺而奔波操勞。根據迄今為止收集到的部分信息，全美各地的亞
太裔已經捐出價值超過3100萬美元的現金及物品，其中包括超
過250萬N95口罩，超過600萬醫用口罩，超過100萬手套等。
具體數目如下：

各組織捐款及物資總價值：$31,242,806
N95口罩：2,507,727
醫用口罩：6,769,248
手套：1,332,375
護目鏡：126,852
防護服：214,398
為記錄並褒揚全美亞太裔社群幫助前線工作人員對抗COV-

ID-19的努力，國際領袖基金會聯合全美亞太裔組織，與亞太公
共事務會(APAPA)，百人會，慈濟基金會美國總會，道安基金會
，北美洲台灣商會等合作，推出United-USA.net網站，建設成為
褒揚亞太裔所作貢獻的平台，展現從亞太裔組織收集而來的數據
摘要，使之成為曆史的一部份。例如捐贈的個人防護用品種類，
捐贈者的完整名單，各地亞太裔善人善事的新聞報道等。平台已
獲得全美各地許多亞太裔組織的捐贈資訊，除以上各大組織外，
還得到羅德島華人協會， 美國華人愛心聯盟(ACUC)，以及We-
Star聯盟等團體的支持。我們歡迎各界亞太裔社區成員繼續向
UnitedUSA網站平台提交捐贈行動的證明及詳細情況。經網站團
隊確認核實後，捐贈成果會被錄入平台資料庫，呈現在網站上。

徐紹欽博士說：“美國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國家。團結一致的
精神將我們連接在一起，讓我們可以共同努力，克服困難，追求
更高的成就！ 曆史證明，戰鬥中的美國精神勢不可擋。冠狀病
毒不會打敗美國人民，尤其是亞太裔人民。 在美國的各個角落
，亞太裔人群及其強大的社區組織都在展示著這種精神，代表著
美國社會的堅強力量。”

“在這段時間裏，有如此多的前線工作人員願意趕往他們的
工作場所挽救人命，而這其中有約兩百萬人是亞太裔人群。我認

為這一點非常重
要——亞裔美國
人也奮鬥在第一
線上。”聯邦眾
議員孟昭文說：
“當我們的國家
在應對大流行的
新冠病毒時，我
們的社群也面臨
著種族主義和歧
視的病毒。我們
必須站在一起，
互相鼓勵，大聲
疾呼，反對仇恨
。”

魏鬱婷特別
引用了商務部部
長羅斯在本月發
表在全美亞裔美
國人和太平洋島民商業峰會的演講：“在亞太裔傳統月中，特別
感謝在與冠狀病毒鬥爭中的所有前線工作者，包括在我們的醫療
保健行業工作的數十萬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 通過對社區
和同胞的承諾，他們正冒著生命危險（其中一些人甚至已經獻出
生命）來拯救他人。 他們每天為使美國成為一個充滿愛心和傑
出的國家做出貢獻。”

羅斯還說：“許多亞太裔擁有的公司在全球範圍內激活其個
人和業務關系網，以確保個人防護用品並將其捐贈給我們國家的
醫院和我們的一線醫療工作者。 沒有大約2200萬美國亞太裔社
區的捐助，我們就無法與這一可怕的敵人作鬥爭。 ”

聯邦眾議員Amata Radewagen說：“如今正是充滿挑戰的
時代，當我們同舟共濟時，便能變得更加強大。我們的亞太裔社
區在國家迎接挑戰時貢獻出了他們的時間和資源，給了我們很多
感謝他們的理由，我很榮幸有份參與。”

董繼玲說：“在這極具挑戰時刻，亞太裔加緊對抗COV-
ID-19。我們的前線醫療工作人員在照顧COVID-19病人上展現勇
氣與犧牲的感人故事啓發了我。個人防護用品短缺，醫療工作人
員們的生命懸於一線。United-USA.net的設立，是為褒揚亞太裔
個人及社區組織為保護前線醫療人員已經做出的善舉，我們需要
團結起來，對抗病毒。”

黃徵宇說：“在過去的幾個月中，由百人會組成的委員會及
其成員一直在投入大量資源，以提供與COVID-19戰鬥所需的必
要物資。我們認識到，我們的努力僅有助於支持所有美國醫護人
員和急救人員做出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犧牲。在亞太裔傳統月期間
，我們特別感謝領導這場鬥爭的華裔美人，以及亞裔美人，並頌
揚他們為幫助美國從疫情中複原所做的貢獻。”

陳濟弘說：“在慈濟基金會美國總會提供災難救濟時，我們
爭取成為第一批抵達，最後一批離開災區的人。在這疫情期間，
我們努力在全國範圍內採購和分發個人防護裝備。延遲收到如此
重要的物資可能會致人喪命，我們在所有行動中都將這一點深深
銘記在心。”

尹集成說：“在這充滿挑戰的時刻，做為美國人，我們有責
任幫助我們的社區以及我們的國家共同對抗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
。”

何道鋒說：“新冠肺炎來襲，吾思此乃上帝保護生命之呼召
，聯合13亞裔夥伴及NGO發起“拯救生命行動”，向急需之人
提供PPE抗擊新冠, 至今捲入志願者近百人，供PPE百萬。行動目
標自始明確：保護醫務，拯救生命；保護弱勢社群，減速新冠傳
播。任何危機來襲：連接於上帝呼召精神，我們必勝"。

汪俊宇說：“我們國家嚴重缺乏個人防護用品。北美台灣商
會籌款和購買口罩的目的，是想要盡力照顧老年人以及貧困人群
， 由於他們是易感人群，死亡比例較高， 但他們得到的關注卻
較少。

網站UnitedUSA的使命是分享這次疫情中鼓舞人心的積極故
事，以使我們的社區團結在一起，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變得更
為堅強。 UnitedUSA是一個資訊平台，專門收集並分享關於全美
亞太裔努力對抗COVID-19疫情的善人善舉。我們希望藉此平台
向社區中的醫護人員、捐助者和志願者們表示敬意，感激他們為
挽救生命而付出的努力和犧牲，並為美國社會和我們的子孫後代
保留這些曆史記錄。我們對美國共同的愛把我們凝聚了起來。我
們將共同努力，重建一個更好的家園。 ILF COVID-19工作委員會
包括：創會會長董繼玲、各分會會長及委員會委員黃亞村，趙斌
，王開元，吳剛等 ，總協調：覃曲鴿。 COVID-19 Tracker由王洪
剛提供。
堅強。 UnitedUSA是一個資訊平台，專門收集並分享關於全美亞
太裔努力對抗COVID-19疫情的善人善舉。我們希望藉此平台向
社區中的醫護人員、捐助者和志願者們表示敬意，感激他們為挽
救生命而付出的努力和犧牲，並為美國社會和我們的子孫後代保
留這些曆史記錄。我們對美國共同的愛把我們凝聚了起來。我們
將共同努力，重建一個更好的家園。 ILF COVID-19工作委員會包
括：創會會長董繼玲、各分會會長及委員會委員黃亞村，趙斌，
王開元，吳剛等 ，總協調：覃曲鴿。 COVID-19 Tracker由王洪剛
提供。

全美亞太裔集合及動員社區力量紓解災情全美亞太裔集合及動員社區力量紓解災情
募集捐贈價值超過募集捐贈價值超過31003100萬美元物資萬美元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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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香港29日新增13宗輸入確診個案，為本

月新高，患者均由巴基斯坦返港，令累積個

案增至1,080宗。香港衞生防護中心指巴基斯

坦回港確診個案比例偏高，但只要沒有傳入

社區，不會增加病毒傳播風險，並認為出入

境限制或“限聚令”有放寬空間，特區政府

正審視情況。

國務院港澳辦發唁電哀悼何鴻燊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務院港澳辦網訊，港

澳辦近日致唁電對何鴻燊先生逝世表示哀悼，
並對其親屬表示慰問。唁電全文如下：

唁 電
何鴻燊先生親屬何鴻燊先生親屬：：

聞悉何鴻燊先生逝世，謹表沉痛哀
悼，並向你們致以深切慰問。

何鴻燊先生是港澳知名工商界人士，
愛國愛港愛澳，一生建樹良多。曾擔任全

國政協常委、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務，為香港、澳門
順利回歸祖國和保持繁榮穩定，為國家改
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
獻。

望節哀珍重！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2020年5月26日
■何鴻燊
資料圖片

■國務院港
澳辦發唁電
悼 念 何 鴻
燊。

港澳辦
網站截圖 1921-2020

港增13人染疫 全為巴國輸入
累計逾1100人巴國回港 33人確診比例偏高

▲最新疫情記者會指港增
13宗確診，全由巴基斯坦
輸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29日在疫情
簡布會上指出，新增的9男4女患者均於28日

（28日）搭乘QR818航班由巴基斯坦經多哈返港。他
們介乎2歲至46歲，涉及不同群組，其中第1069宗至
第1073宗個案是38歲女子與兩子一女，他們今年1月
到巴基斯坦出席一名24歲男子的婚禮，5人28日回港經
檢測全部確診，但均無病徵。

第1074宗及第1075宗個案為朋友，兩人分別於2
月底及3月底到巴基斯坦；第1076宗及第1077宗個案
是母女，當中2歲女兒是29日年齡最小確診者；第1068
宗、第1078宗、第1079宗及第1080宗個案均為男士，
屬個別個案，沒有相關確診者。

張竹君表示，現有逾1,100名巴基斯坦返港人士，
約3%即33人確診，比例偏高，28日約80名返港者中就
有13人確診，而由於巴基斯坦近兩周疫情上升，已預
期會有當地輸入個案。

不入社區無增傳播風險
由於巴基斯坦返港人士均須到火炭駿洋邨接受14日

隔離，確診個案的緊密接觸者也延長檢疫期，故雖持續出
現輸入個案，只要不傳入社區，不會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張竹君認為，內地、香港與澳門疫情穩定，出入境限
制或有放寬空間，粵港澳三地相關單位正商討聯防聯控工
作。至於“限聚令”，她指港府正檢視，會考慮多項因素，
但疫情仍在全球大流行，香港或續有輸入個案，加上不肯
定本地個案會否“斷尾”，故市民應減少不必要聚會。

那打素負壓房跳掣18分鐘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

婉霞在記者會上則公布，再有公立醫院發生隔離病房負
壓系統事故：29日上午10時17分，大埔那打素醫院隔
離病房負壓系統發出警報，職員通知機電署人員檢查，
10時35分以人手啟動系統，系統暫停約18分鐘。

她說，當時有3名病人在該病房內，包括一名確
診肺癆病人、一名懷疑肺癆病人及一名正等候新冠病
毒檢測結果但證實陰性的病人。3人未有離開病房，病
房門關上，無人出入，醫護人員亦有N95口罩等裝
備，經評估認為傳播病毒風險低，已要求機電署徹查
及維修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卡啦OK、派對
房間、浴室及夜總會等處所的限制營業期屆滿29
日可以重新營業，有市民立即相約朋友在相關場
所聚會。旺角一間卡啦OK的職員雖表示復業首
日生意較停業前理想，但表示大部分都是過往也
經常光顧的熟客，認為仍需要時間觀察市民是否
已對外出聚會恢復信心。不過，有派對房間業界
預測，生意最多只可回復疫情前的一半。

卡啦OK等處所恢復營業後，仍要採取額外
防疫措施，如卡啦OK及派對房間，每間房不可
超過8人，器材及用具使用前後都要消毒清潔；
夜店每枱客不得多於4人，不可有現場表演或跳
舞；浴室淋浴設施只可“隔一個、開一個”，蒸
汽浴或桑拿設施要繼續關閉。

大學生孫先生29日下午與朋友到旺角一間卡
啦OK消遣。他表示，自己過往平均每一兩星期
就光顧卡啦OK一次，但自疫情爆發後，大部分
時間都留在家中避疫，最主要娛樂變成“打
機”，“已經幾個月沒唱K，停業前已經因為疫
情嚴峻而暫停光顧。”
香港29日已連續15日沒有本地新冠病毒確診

個案，孫先生表示現時對疫情的憂慮程度已經下
降，所以決定再次光顧，但表示在卡啦OK房內除
會繼續戴上口罩外，亦盡量避免四處觸摸，減低

感染病毒機會。
同區另一間卡啦OK的職員透露，有顧客前

晚9時已到場，一邊吃東西、一邊等候限制營業措
施在29日凌晨零時屆滿後立即唱歌。該名職員指
生意早在“打邊爐家族”群組出現後已受影響，
29日的生意較停業前理想，回復至修例風波爆發
前的一半以上。
但他直言，29日光顧的大部分是熟客，他們

已近兩個月沒有唱K，卡啦OK重新營業初期有較
強光顧意欲，暫未能反映一般市民是否已走出疫
情的陰霾，願再次外出與朋友聚會，故生意是否
可以恢復仍有待觀察。

業界：對重開後生意不樂觀
派對房間同日亦重新營業，但香港派對場地

協會會長林漢然對重開後的生意並不樂觀，他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在“限聚令”及現時社會氣
氛雙重打擊下，估計生意只可回復至疫情前的
30%至50%。

他續指，協會估計全港約有500間派對場地，
但當中70%在長逾兩個月停業期內已轉手或結
業，部分負責人更願以零轉手費轉讓，避免繼續
蝕租。他指疫情對業界造成極大打擊，期望港府
可以提供更多援助。

卡啦OK重開人流疏 派對房生意料減半

▶有市民在卡啦OK29
日重開首日立即光顧。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孫先生(左)與朋友光顧
卡啦OK。

■浴室29日重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夜總會夜總會2929日重開日重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顧委會：港台落實約章有嚴重落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電台多個節

目一直被批評立場偏頗，港台顧問委員會29日與港
台管理層開會，討論早前通訊事務管理局就兩個節
目分別被嚴重警告及警告一事。
委員會主席陳建強會後透露，該會已責成廣播

處處長梁家榮在編輯方針、質素及標準上牢牢把
關，並認為港台落實約章時有嚴重落差，要求梁家
榮向員工解說準確及持平的原則並非只適用於新聞
報道，同時給予清晰指引，確保不再犯嚴重錯誤。

陳建強在港台顧問委員會與港台管理層會後表
示，該會已向港台提出4項建議：一、委員會認同
通訊局裁決，對港台被“嚴重警告”和“警告”感
到非常失望及痛心，重申須跟隨港台約章，節目要
準確；二、委員會不能接受有關節目予外界有煽動
仇恨的感覺，責成梁家榮在編輯方針、質素及標準
上牢牢把關；三、委員會理解港台有適時跟進，亦
聽到梁家榮提出的補救方法，但認為港台落實約章

時有嚴重落差；四、委員會認為準確及持平的原則
非只適用於新聞報道，要求梁家榮向員工解說並給
予清晰指引，確保不再犯嚴重錯誤。

他續說，委員會將成立工作小組，尋求可行機
制令港台節目準確持平，並重申支持梁家榮做好港
台，亦聽到港台工會的擔心，並會將工會全體委員
納入工作小組內。

梁家榮被問及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8日宣布
港府將成立專責小組檢討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時
表示，將全力配合專責小組的工作，但透露自己暫
未被邀加入小組。被問及如何確保編輯自主，他則
稱港台員工會恪守港台約章內容。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29日則表
示，港台是政府部門，商經局有責任監察港台，而
專責小組將由一位資深首長級公務員領導，向商經
局常任秘書長（通訊及創意產業）負責，成員包括
多個政府職系人員，目前正籌組人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立法會財
委會29日第四次開會，審議海洋公園的54億元
（港元，下同）救亡撥款，攬炒派議員表明反
對，而多名建制派議員雖然亦不滿海洋公園的表
現，但均相繼表態支持撥款，結果撥款最終以32
票贊成、20票反對、2票棄權獲得通過，可資助
其營運一年及償還貸款，暫時避過倒閉危機。

海洋公園表示會謹慎運用撥款，控制營運開
支及各項成本，並積極配合港府重新檢視海洋公
園的工作，冀可以盡快重開。
開園43年的海洋公園倘不獲立法會財委會撥

款，下月就可能要清盤，結果財委會經過四次會
議約17個小時的審議，終於通過54億元撥款，
其中11億元用於公園的營運，近7億元是完成大
樹灣發展項目，另有5億元預作可能的賠償開
支，還有近31億元，則是用以償還3筆來自中國
銀行的貸款。

除鄭松泰及陳沛然棄權外，其餘攬炒派議員
均投反對票，但撥款仍在建制派議員支持下最終
獲得通過，而攬炒派先後提出的14項臨時動議，
包括要求當局定期到立法會交代園方財政狀況
等，全部被否決或不獲處理。

建制派促開源拓財源
建制派亦不滿海洋公園的管理層表現，要求

思考其他開源方式，民建聯區議會（二）議員周
浩鼎認為應放寬讓海洋公園尋求外來投資或其他
開源模式，讓園方以後毋須再要求港府撥款；建
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指出，
海洋公園90公頃的土地，部分有商業價值，可產
生直接商業效益，但管理層這方面“做得相當一
般”；民建聯議員蔣麗芸則指港府發現問題應及
時提出並解決，質疑港府難辭其咎，但認為須償
還貸款及考慮員工生計。

財會通過撥款54億救海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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