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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中國首都北京市11日爆出
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後，疫情持續擴散。
官方宣布新發地批發市場從業人員及環境已
檢出45人病毒呈核酸陽性，今晨3時起休市
，上萬名市場人員將接受核酸檢測。

新發地是北京最大的農產批發市場，光
是蔬果供應量就佔全市9成，交易規模號稱
亞洲最大。新發地傳出疫情，輿論紛紛聯想
到武漢市首度爆發疫情的華南海鮮市場。

綜合新京報、北京日報等陸媒報導，北
京市場監管局昨晚已展開食品安全大檢查，
除了新發地，還有京深海鮮市場等多間批發
市場暫時關閉進行排查與全面消毒。

北京此前已連續56天未新增2019冠狀病
毒疾病本土確診病例，但11日新增確診1例
，12日又新增確診6例，且目前查不出關聯
與源頭，疫情恐將繼續惡化。

北京新發地市場染疫北京新發地市場染疫
上萬人須接受檢測上萬人須接受檢測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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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美麗的西雅圖上週開
始被示威者強佔了市區六
個街口，成立首都山莊自
治區，在市長頓肯之命令
下把警察全部撤離，把警
察局重新命名爲西雅圖人
民政府，在各大街道上塗
鴉設立路障，並在公園旁
設帳蓬駐紮，公然向公權
力挑戰，川普總統警告，
他可能會動用軍隊來對付
這些恐怖份子。

不過今天上午示威者
正在和市府談判，要從佔
領區撤退， 條件是把市府
治安預算砍半來幫忙非裔
社區，這是多麽令人難以
置信之亂象。

我們對于示威者在美麗的西雅圖劃地爲營
的做法表示反對， 由于佛羅伊德被虐死事件在
全國甚至全球掀起之抗議熱潮，仍然在燃燒之
中，加上新冠疫情無法有效控制，全國正處在
政治不穩，經済衰退之困境中。

川普總統今天到西點軍校向一千名畢業生
發表演說，他也表示下週末舉辦共和黨群衆大
會，民主黨挑戰者拜登諷刺川普可能會在敗選
後不願搬出白宮， 到時只有請軍隊來執行任務

， 兩位總統候選人主導國家之領導者，似乎已
經撕破臉了。

最近國內外政局及經濟之發展，真的令人
萬分擔憂，官方醫療官員不斷警告病毒可能會
再次來襲， 但白宮官員卻說，經濟即將強力複
甦， 但是如果我們的社會仍然動蕩不安，何來
經濟之重啓?!

我們目睹華府政壇上各種主張南轅北轍，
疫情防治及重開商業存在諸多矛盾，美國未來
是福是禍，難予預料。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1313//20202020

After the 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 vacated the
East Precinct last Monday night, the protesters
against the killing of George Floyd established a
zone known as CHAZ Capital Hill Autonomous
Zone and changed the name from 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 to Seattle People Department. A
federal judge in Seattle has ordered local police
to stop using teargas, pepper spray and other
strong force against the nonviolent protesters.

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ers negotiated with
local officers Friday over their terms for leaving
the six block area that they have controlled for
most of the week. They are demanding that the
police department budget be cut in half to help
the local black community.

In Washington, President Trump has threatened
to intervene by using military force, but Seattle
Mayor Jenny Durban said that action would be
unlawful and illegal.

It is so sad what is happening in Seattle. The
people need to express their views by taking
over the city streets. In this time of national
tragedy, we are witnessing demonstrations all
over the country with the coronavirus still not
under control. Not only the black community is
suffering, but all of us are also fighting for
survival.

In Washington we really need to have strong
leadership from the Congress and government
to come to a solution for our country.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re thinking about
the November election and how to get the votes
to win. They ignore the basic issue facing our
nation. When Congress drafts a police reform
bill, we need to do it in a bipartisan way.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rising crime rate in the
nation. Cutting the police budget is not the
solution at all.

As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 in the world, we can
’t isolate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Nation Is In ChaosNation Is In Chaos美國亂象叢生美國亂象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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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英國負責脫歐事務的官員在社
交媒體“推特”發文，“證實英國不會延長過渡
期，從2021年1月1日起，我們將收回控制，重
獲政治和經濟獨立”。

英國和歐洲聯盟12日均確認，雖然雙方達成
的“脫歐”協議中規定過渡期可予延長，但申請
延期的截止日期已過，英國決意放棄延長過渡期
。

歐盟委員會分管機構間關係的副主席馬羅什.
謝夫喬維奇說，儘管歐盟作了批准延期的準備，
英國政府分管脫歐事務的辦公廳大臣邁克爾.戈夫
“已經再明確不過”表明不會延期。

“按他（戈夫）的解釋，這是競選期間對英
國選民的承諾，而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在這一
點上態度鮮明，”謝夫喬維奇說，“對過渡期延
期具有決定權的唯一機構是聯合委員會，我們剛
剛履行程序，這是圍繞這一議題的最終結論。”

戈夫在社交媒體“推特”發文，“證實英國
不會延長過渡期，從2021年1月1日起，我們將
收回控制，重獲政治和經濟獨立”。

英國今年1月31日正式脫離歐盟，但在截至

今年年底的過渡期內，仍然留在歐洲單一市場框
架內與歐盟國家開展貿易往來。英國與歐盟正嘗
試協商達成一份自由貿易協定，但雙方在一些關
鍵議題上分歧明顯，包括漁業合作和競爭法規。

謝夫喬維奇12日會後告訴媒體記者，雙方取
得一些“積極結果”，但是“今後6個月仍有大
量工作”。

英國媒體12日報導，考慮到新冠疫情衝擊經
濟，英國政府正淡化“脫歐”後對來自歐盟地區
的商品設立全面邊境檢查的計劃。

英國政府2月宣布，將要求來自歐盟地區的
商品接受海關檢查併申報。英國《金融時報》報
導，戈夫將就貨物邊檢公佈一項更為“實用和靈
活”的方案。不過，英國向歐盟輸出的商品可能
仍然要面臨邊檢。

英國經濟當前受新冠疫情嚴重衝擊，經濟4
月萎縮20.4%。疫情同時阻礙英國政府在年底前
新設海關檢查站和新增海關人手的計劃。

英國首相約翰遜預期15日與歐盟委員會主席
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及其他歐盟官員舉行視頻會議
，試圖打破雙方當前的貿易談判僵局。

零星病例接連不斷零星病例接連不斷
韓國首都圈疫情持續蔓延韓國首都圈疫情持續蔓延

英國英國““脫歐脫歐””過渡不延期過渡不延期

（綜合報導）韓國首都圈地區新冠疫情持
續蔓延，聚集性感染病例不斷增加，首都首爾
和京畿道的累計確診病例均已超過1000例。

韓國防疫部門數據顯示，截至12日零時，
韓國境內較前一天新增確診病例56例，累計確
診 12003 例。其中，43 例本地新增病例中，42
例發生在首都圈地區。首爾和京畿道的累計確
診病例分別達到1073例和1011例。

韓聯社報導，截至12日中午12時，首爾某
保健品推銷公司關聯病例增至139 例，較前一
天新增23例，交叉感染範圍涉及培訓機構、呼
叫中心、教會等至少8處設施和場所。由於該
公司面向老年人上門推銷保健品，65歲以上確
診病例達62例，佔比44.6%。
此外，首都圈各地零星病例接連不斷，首爾一
家養老院當天累計確診病例14例，此前的乒乓
球館聚集性感染關聯病例增至60例。

國務總理丁世均12日在首爾與多名傳染病
專家舉行座談會，對包括首爾、仁川、京畿道
在內的首都圈地區持續發生聚集性感染病例表
示強烈擔憂。

丁世均說，鑑於近日多起聚集性感染事件
和一些感染途徑不明的確診病例集中發生在首

都圈並仍在持續，有必要做好應對第二波疫情
暴發的準備。

韓國教育部12日宣布，將首都圈地區初中
、小學和幼兒園同時段在校授課的出勤率控制
在三分之一以下的措施延長至本月30日。

保健福祉部長官樸凌厚當天宣布，無限期
延長首都圈地區施行的加強版防疫舉措，直至
單日新增病例降至個位數。同時，擴大病毒傳
染高危場所指定範圍，強制首都圈地區的培訓
機構、網吧使用基於二維碼掃描的電子出入登
記系統。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隨後宣布，暫停開放
位於首都圈地區的國立博物館、圖書館、美術
館、劇院等文化設施，以及景福宮、昌德宮、
昌慶宮、德壽宮、宗廟等知名景點，取消或推
遲7家國立藝術團體的文藝演出以及原計劃在
各大宮和王陵舉辦的文化活動。

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本部長鄭銀敬當天在記
者會上說，6月以來每日新增病例保持兩位數，
其中有5天新增超過50例，且大部分集中在首
都圈地區。首都圈聚集性疫情持續，傳播速度
快，應格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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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專家高度評價白皮書：
中國抗疫經驗值得借鑒

綜合報導 中國發布《抗擊新冠肺炎

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簡稱：白皮

書)。巴西專家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白

皮書向世界展現了中國波瀾壯闊的抗疫

鬥爭歷程，中國抗疫的措施和經驗值得

各國借鑒，中國抗疫成功為世界作出了

榜樣。

巴西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羅尼· 林

斯表示，中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鬥

爭中表現非常出色，白皮書向世界展現

了中國波瀾壯闊的抗疫鬥爭歷程，展示

了中國的大國責任擔當。

“中國在抗疫中堅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這是正確的。”林斯說，中國

在抗疫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經驗，為世界

各國抗疫註入信心。

林斯表示，中國在控制自身疫情

的同時，還向國際社會提供人道主

義援助，積極生產抗疫物資支援其

他國家，這是難能可貴的。自疫情

發生以來，中國對巴西提供了很大

援助，支持巴西抗疫，體現了巴中

兩國人民的真情厚誼。“巴西的抗

疫和疫後經濟振興，離不開中國的

支持和幫助。期望兩國加強合作，

推動兩國各領域合作邁上新臺階，

促進共同發展。”

“世衛組織在全球抗擊新冠疫情大

流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人說巴

西要退出世衛組織是不現實的。”林

斯說，全球抗疫要取得最終勝利，離

不開世衛組織的指導和協調，“巴西

不能因為世衛組織在抗疫問題上作出警

告或者批評幾句就聲言退出，那也是不

負責任的。”

巴西瓦加斯基金會國際法教授埃萬

德羅· 卡瓦略表示，白皮書讓國際社會了

解到中國抗疫的措施和貢獻，對世界各

國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現在回頭看，

中國政府在抗疫初期果斷采取隔離措施

是非常有效的，對成功控制疫情發揮了

決定性的關鍵作用。

“目前巴西疫情控制不住，感染人

數超過70萬，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

第二大疫情國，主要原因是巴西各州抗

疫行動不壹致，各自為政，隔離措施不

徹底、不嚴厲。”卡瓦略說，中國抗疫

的措施和經驗值得各國借鑒，中國抗疫

成功為世界作出了榜樣，因此，巴西更

應該向中國學習。

巴西裏約熱內盧州立大學國際關系

系主任毛裏西奧· 桑托羅表示，中國取

得抗擊疫情的勝利，這是世界抗疫事

業的壹件大事，將載入世界史冊，留

下光輝的壹頁。中國努力解決了14億

人的疫情問題，對世界也是壹個巨大

貢獻。

桑托羅稱，當前疫情還在全球蔓

延，世界正處在艱難時刻，這就更需要

全球團結合作、共同抗疫，而不是“甩

鍋”推責，搞汙名化、政治化。他說，

“當前有的國家並沒有把全部力量用於

抗疫，反而在指責中國，試圖轉嫁責任

掩蓋自身問題。這是非常不道德和不人

道的惡劣行為。”

英國入境檢疫新規正式生效
入境旅客須自我隔離兩周

綜合報導 為防止第二波疫情擴散，英國從8日開始正式實施壹項新

的限制措施，所有入境英國的旅客將必須自我隔離兩周。

這項措施適用於英國公民和前往英國的遊客，但也有壹些例外情況

，如貨車司機、“必要的”醫療工作者以及已經在愛爾蘭停留至少兩周

的旅行者。

英國衛生部長漢考克說，隨著英國本土病例數的下降，“來自國外

的感染人數比例增加”。

通過航空、火車、公路或海運進入英國的旅行者，必須提供旅行的

詳細信息和他們將在何處自我隔離的地址。

英國當局將對人們進行抽查，違法者將被處以1000英鎊罰款或面臨

起訴。

但批評人士質疑，英國減少了與感染病例較少國家的來往，給酒店

和航空公司帶來了更多損失。

內政大臣帕特爾上周在議會對持懷疑態度的議員們說，這項新措施

“得到了科學的支持，得到了公眾的支持，對拯救生命至關重要”。

英國政府正在逐步放松限制，6月15日零售商店將重新開放，餐館

和酒吧將在7月初開始有限制的服務。

但受疫情嚴重影響的酒店業擔心，隔離措施將意味著在夏季旅遊季

遭遇大量損失。

海灘聚集、境外輸入
憂疫情反彈，希臘重啟發布會

疫情趨緩後，希臘目前已經解封

，但多個地區重新開放後，海灘上

出現人群聚集的情況，引發當局擔

憂。此外，德國壹對夫婦日前進入

希臘後，未完成隔離要求，造成多

人感染。在此情況下，希臘當局重

啟每日疫情發布會，以便民眾了解

疫情形勢。

海灘酒吧人滿為患 當局勒令停業

目前希臘已經解封，各項禁令措施

的解除，也提高了人員聚集造成感染的

風險。

希臘SKAI電視臺報道稱，在米克諾

斯島重新開放後，位於Ftelia海灘上最受

遊客歡迎的海灘酒吧Alemagou聚集了上

百名遊客。而這些遊客既沒有遵守人員

間距的規定，也沒有佩戴口罩進行個人

防護。

目前，檢查人員已經給予酒吧處

以 60 天的停業整頓的懲罰，並罰款 2

萬歐元。

希臘貿易和消費者保護協會秘書

長帕納約蒂斯· 斯塔普利迪斯在談到

該海灘酒吧的聚集事件時說：“這

是讓人無法接受的。為了遏制新冠

病毒的傳播，政府已經采取了非常

嚴格的機制以及制裁措施。令人遺

憾的是，在島嶼間的旅行剛剛恢復

之際，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酒吧

的雇員和顧客們，都沒有確保安全

衛生措施得到遵守。”

希臘 -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

EODY的衛生專家喬治· 蘇爾維諾斯也

表達了對米克諾斯島海灘酒吧聚集事

件的關註。他說：“今年，我們註定

要度過壹個與往常不同的夏天。無論

是經營者還是遊客，每個人都應該擔

負起自己的責任。”

德國抵希臘夫婦造成多人感染
據希臘媒體報道，近日，壹對從德

國抵達希臘的夫婦，未完成當局要求自

我隔離，先後前往希臘中部的兩處城鎮

，造成多人感染。

報道稱，夫妻二人年齡分別為25歲

和26歲，此前，他們從德國經由奧地利

抵達希臘，入境後無視當局明令“境外

歸來進行14天的自我隔離”的要求，即

與希臘中部沃洛斯的另壹對夫婦見面，

造成夫婦壹家三口全部感染。

目前，這對夫婦和被感染的壹家

三口都已住院治療，其病毒檢測均為

陽性。醫護人員已對他們的健康狀況

進行了監測，狀態表現穩定。另據報

道，這對德國夫婦還曾壹起前往希臘

中部的另壹個城鎮卡蘭巴卡，衛生當

局也已著手對他們在卡蘭巴卡的行蹤

展開調查。

希臘重啟每日疫情發布會
日前，隨著全國解封造成的感染風

險上升，希臘政府宣布，從6月8日起，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將於每天18:00，

發布壹份新冠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學監測

報告，以便民眾及時了解所面臨的疫情

形勢。

根據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最新

公布的消息，自 6月 4日至 6月 8日，

希臘共有97例新增新冠病例。這97例

新增新冠病例中，含 30例境外輸入旅

客。

截至目前，希臘共累計確診新冠病

例3049例，累計182人死亡。10名患者

目前正在重癥監護病房內接受插管治療

，他們的平均年齡是75歲，包含4名為

女性，6名男性。

歐洲紅酒大量滯銷
多國擬將存酒改制為洗手液和酒精

綜合報導 受新冠疫情影響，歐洲釀酒業遭到重創。此前，意大利

、法國和西班牙曾致函歐盟委員會，要求歐盟批準將滯銷庫存葡萄酒改

制成洗手液和工業或醫用酒精。目前，歐盟委員會已批準該項計劃，以

期緩解釀酒業庫存壓力。

據報道，據歐洲釀酒業壹項評估資料顯示，受疫情影響，歐洲本年

度葡萄酒產量將下跌三成，整體市值將會蒸發五成，且至少有10億公升

葡萄酒因無法售出被迫存放儲酒槽。

據介紹，每100公升約為133瓶葡萄酒，如此龐大的庫存量讓酒莊不

堪負荷，以至於2020年采收季倉儲空間成為了釀酒業者的最大難題。

為解決這壹難題，5月，意大利農業聯合會向意政府提出改造葡萄

酒最終產品授權及財政紓困計劃。該計劃擬將1500萬至2000萬公升滯銷

葡萄酒，改制成洗手液和工業或醫用酒精，以便業者能夠為今年的采摘

季騰出儲藏空間。

法國農業組織表示，根據歐盟的批復，法國大約有3000萬公升滯銷

葡萄酒，需要再次蒸餾轉制成為洗手液和工業或醫用酒精。從6月5日

起，法國已有33家企業獲得授權，將把大約2000萬公升葡萄酒制成乙醇

消毒液等商品。政府將會就此撥付首筆釀酒業紓困資金。

報道稱，始建於1835年的西班牙岡薩雷斯•拜斯酒莊已率先啟動了

葡萄酒改制洗手液計劃，目前每周可以生產5000公升洗手液，並開始向

醫院、養老院和紅十字會發放。

對於葡萄酒改制產品計劃，法國奧德省歐洲議員安德烈表示，將

葡萄酒轉化為其它商品，業者的收入比賣酒會少很多。但對釀酒業

者而言，或許可以通過改制商品彌補壹些損失，以繼續進行2020年

的采收作業。

綜合報導 意大利米蘭警方向媒體通報

，警方在對3名涉嫌毒品交易的犯罪嫌疑人

的刑偵過程中，於米蘭卡索雷托大街的壹處

公寓內起獲了1500萬歐元現金，並在行動中

拘捕了3名疑犯。

據報道，警方起獲現金的公寓主人為壹

名69歲男性退休工人，他兒子是意大利毒梟

考奇。考奇曾在2019年10月，與同夥乘坐郵

輪從摩洛哥向意大利運送了1100公斤大麻，

在前往米蘭的途中被警方拘捕，並被法院判處

了16年監禁，目前在博洛尼亞監獄服刑。

報道稱，警方查獲的巨款就是考奇為自

己準備的退休金。

據介紹，警方對此案的調查已有1年多

時間。通過線人舉報，警方在公寓的內墻夾

層中，查獲了28個藏有歐元的現金紙箱，並

在公寓內的保險箱和公寓主人的汽車內查獲

了藏匿的16.7萬歐元，累計查獲的現金超過

了1500萬歐元，這是意大利警方近年來查獲

的最大金額的非法藏匿現金。

意大利警方起獲毒梟大量非法現金
總額高達總額高達15001500萬歐元萬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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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想过，一个喷嚏能“打

”多远？

虽然我们都知道，呼吸道疾病

患者很可能通过咳嗽或打喷嚏传染

他人，但具体到底能传多远，多大

的范围？而每次在呼吸道流行病高

发时期，专家呼吁戴口罩、勤洗手

、勤通风，也都有人不以为然。

根本原因是我们对病毒的传播

细节知之甚少，之前关于病毒的感

染控制指南大多是基于模型研究和

专家推测，而不是实测数据。

2014 年，终于有数学家做了这样

的实验。

数学家 Lydia Bourouiba 利用高速

视频解析了喷嚏和咳嗽时的产生的

流场，并用数学模型计算出了两者

的传播距离。结果可能让你大吃一

惊！

喷嚏和咳嗽的时候喷出来的是

什么？

喷嚏和咳嗽的产生开始于深呼

吸，然后肺部的空气被压缩，最后

被吸入的空气在几分之一秒内被肺

压出来。

咳嗽喷出的东西不止有气体，

还伴随着液滴（气溶胶），液滴的

大小在 100 微米以下，相当于人类头

发丝的宽度。这些液滴产生于气体

喷射的过程中，将肺部、支气管、

气管黏附的体液一并带出，喷涌出

数万个小液滴。

在重力的作用下，一些较大的

液滴很快落到地板上，较小的液滴

（直径小于或等于 5 微米的颗粒）

就飞得比较远，而且会随着气流扩

散开来。而这时候，大量的病毒和

细菌就乘着这些小液滴一起传播了

出来。

如何观察咳嗽、喷嚏的气体流

动？

前面说了，气溶胶是很小东西

，人的肉眼是很难看清的。所以科

学家用了什么方法来进行观察呢？

具体来说，科学家用 2 个摄影机和

多个光源，在高帧率下拍摄喷嚏下

的大量细节，最后用慢动作播放观

察，建立数学模型计算。

实验中，科学家招募来 10 名健

康志愿者，站在摄影机前方，然后

刺激他们的呼吸道，让志

愿者忍不住打喷嚏、咳嗽

，通过高速摄像机捕捉到

喷嚏、咳嗽时的瞬间。

通过这个可以每秒捕

捉几千帧的高速摄影机，

科学家可以观察到人们咳

嗽或打喷嚏时产生的液滴

。

喷嚏和咳嗽到底能飞

多远？

高速视频捕捉到的喷

嚏。打喷嚏后，较大的液

滴(绿色)从口中喷出，下

落速度相对较快。雾状的

液滴“云”(红色)，它们

传播距离多达 8 米（图片

来源：文献 1）

通过慢动作视频，我

们可以看到喷嚏、咳嗽产

生的过程。

在咳嗽、喷嚏的过程

中，我们可以看到液滴组

成的高密度喷射物，科学

家将之称之为“云”。

较大的液滴不受气相

流动的影响，下坠速度较

快，距离比较近，在 1 米

范围内；而较小的液滴以

不同程度的湍流气云悬浮

，射程较远。

这团“云”在喷射过程中，会

将周围的空气卷入，“云”的体积

会不断增大，但速度也会逐渐减慢

。

通过大量测量，然后将数据输

入数学模型后，科学家得出结论：

打喷嚏产生的较大液滴可以最远到

达 8 米远的地方，而咳嗽则达到 6 米

远。并且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喷

嚏和咳嗽最多可以在空中停留长达

10分钟。

由此可见，咳嗽和喷嚏不管在

传播距离还是停留空中的时间方面

，都足够长，如果是在室内打喷嚏

或咳嗽的话，“云”肯定可以从房

间一端飘到另一端，这是完全没问

题的。

所以是不是人站在患者 10 米开

外就没问题了呢？并不是。

前面说了，实验的计算结果的

是均值，并不是所有的数据，一些

颗粒较小（5微米以下）的液滴会飞

得很远，甚至有可能会在空中一直

漂浮，而这些飘在空中的到底能飘

多久这就很难说了，所以室内通风

很重要。

另外，有的人肺活量大，传播

距离会更远，人与人之间能呼出的

距离是有一定差异的。

最终小液滴落了下来，有的落

在了桌子上，有的落在了手机上，

有的落在了你的键盘上，有的落在

了 把 柄 上 ， 有 的 落 在 了 你 的 手 上

……而你无意中触摸了这些液滴，

最后又不洗手，就在不知不觉中染

上了病毒，所以勤洗手也很重要。

戴口罩到底有什么用？

既然咳嗽和喷嚏传播病毒、细

菌的能力那么强，那我们就得戴口

罩了。不过问题又来了，口罩到底

能阻挡多少病毒、细菌的传播。

有个新加坡的科学家就做了这

么一个实验，用彩色纹影法成像，

观察戴不同类型口罩，会对病毒的

传播有什么影响。（作者注：纹影

法是力学实验中一种常用的光学观

测方法。利用光在被测流场中的折

射率梯度正比于流场的气流密度的

原理，将流场中密度梯度的变化转

变为记录平面上相对光强的变化，

使可压缩流场中的激波、压缩波等

密度变化剧烈的区域成为可观察、

可分辨的图像，从而记录下来。）

科学家选择了标准外科口罩、

N95 口罩作为实验材料，在规范戴口

罩的前提下，看看不同口罩对呼出

物有怎样的阻止效果。

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人咳嗽

从嘴中呼出的气溶胶自然地涌入周

围的空气中。

而戴上普通外科口罩之后，虽

然咳嗽产生绝大多数气溶胶已从口

罩过滤出来，但仍会有少量从口罩

上方边缘渗透出来。

而 N95 口罩边缘则不会侧漏，都

会从正前方透出口罩，也就是说都

被过滤了。

由此可见，口罩能降低咳嗽产生

的气溶胶的传播效率，标准外科口罩

和 N95 口罩都有很好的保护效果，

N95 口罩的保护效率更高一些。但不

管怎么样，不戴口罩肯定是最糟糕的

，尤其是当你已经出现咳嗽等症状时

，更加需要戴上口罩阻断传播。

在这特殊的时期，大家出门都

赶紧戴上口罩吧。

不戴口罩？看看咳嗽、喷嚏能飞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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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衛生部宣

布，截至當日中午，馬來西亞新

增確診病例7例。

這是馬來西亞自3月 18日開

始實施行動限制令以來，單日新

增確診病例首度降為個位數，也

是馬來西亞3月8日新增確診病例

6例以來最低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數字。

衛生部總監努爾介紹，這7例

確診病例中包括2例境外輸入病

例。截至目前，馬來西亞累計確

診病例8329例，累計死亡病例117

例，累計治愈病例6694例。

努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馬

來西亞實施行動限制令是及時的

，成功“壓平了疫情曲線”。

馬來西亞此前已宣布將於 6

月 10 日進壹步放寬行動限制令

，國內旅遊業、理發業等此前

被禁止的行業經營活動都將開

放。據馬來西亞媒體報道，相

關消費尚未開放已出現顯著復

蘇勢頭，不少酒店和理發店都

接到大量預約。

馬來西亞國防部長伊斯梅

爾 8 日還透露，馬來西亞將在

近期內重新開放該國民眾往返

新加坡工作，目前馬新兩國正在就具體事宜

進行磋商。

疫情暴發前，馬來西亞有大量民眾每天往返

新加坡就業，有估計稱“跨國上班族”或達30萬

人左右。馬來西亞實施行動限制令後，很大壹部

分“跨國上班族”工作受到影響。

日本石垣市
擬更改釣魚島所在地區名稱
綜合報導 日本石垣市在議會投票表

決將釣魚島(臺灣稱為釣魚臺)從“尖閣諸

島”改名為“登野城尖閣”，臺灣宜蘭縣

政府及議會表示強烈不滿。

據報道，自稱擁有管轄權的日本石垣市

9日將在議會投票表決，把釣魚島更名為

“登野城尖閣”；因執政黨占多數，表決通

過後10月1日將正式更名。而在臺灣，釣魚

島的管轄權屬於宜蘭頭城鎮。8日，宜蘭縣

議員蔡文益在議會聯署提案，獲得不分藍綠

黨派的多數議員支持，提案建議把釣魚島改

名為“頭城釣魚臺”，並將帶隊登島掛上

“釣魚臺路1號”的門牌，“宣示主權”。

宜蘭縣長林姿妙稱，將出海前往釣魚島登島

掛門牌，並邀請蔡英文共同前往。

不過，臺灣“外交部”僅輕描淡寫地

重申釣魚島是“中華民國”固有土地，

“不會因為任何國家將該列嶼改名而有任

何改變”。臺“總統府”8日稱，“釣魚

臺列嶼是中華民國領土，這是政府壹貫的

立場”，呼籲各方以和平方式解決爭議。

事實上，民進黨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壹

向被批媚日。民進黨上臺之初，恰逢臺灣

漁民在沖之鳥礁附近被日本公務船抓扣並

勒索，民進黨當局沒有半句譴責抗議的話

。2017年初，時任美國國防部長訪日時稱

“釣魚島適用日美安保條約”，而面對釣

魚島被日本覬覦，蔡英文和臺北駐日代表

謝長廷均未做出表態，引發島內批評兩人

是“兒皇帝”“孫代表”。2018年，謝長

廷又在接受臺灣媒體采訪時稱，“沖之鳥

、釣魚臺及慰安婦等爭議，都是懸案”。

有臺灣輿論直言，臺灣有些人老是用這類

發言討日本人的歡心，但“就算是日本人

，其實內心也看不起這群人吧”。

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大陸

國臺辦發言人此前曾表示，兩岸同胞都負

有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責任，應該

心往壹處想、勁往壹處使，共同維護中華

民族的整體和根本利益。

韓統壹部：
朝韓聯絡線路是基本溝通渠道

應當維持
綜合報導 韓國統壹部對朝鮮宣布

關閉朝韓之間的所有通訊聯絡渠道壹

事表示，相關渠道是雙方溝通協調的

基本途徑，根據朝韓協議，雙方應當

維系這些聯絡渠道。

韓國統壹部表示，當地時間9日上

午9時，朝韓聯絡辦公室韓方工作人員

撥打朝方電話，但朝方並未接聽。

韓國統壹部相關人士稱，韓國政

府將遵守朝韓協議，為朝鮮半島的和

平和繁榮而努力。

據朝中社報道，朝方有關部門從

當地時間9日12時開始徹底斷絕並廢

除通過朝韓共同聯絡辦公室壹直維持

的朝韓通訊聯絡線、朝韓軍方之間的

東西海通訊聯絡線、朝韓通訊試驗聯

絡線、朝鮮勞動黨中央本部大樓和青

瓦臺之間的熱線通訊聯絡線。

朝鮮統壹戰線部發言人5日曾發表

談話，譴責“脫北者”從韓國向朝鮮

方向散布反朝傳單以及韓方縱容此事

的態度，並稱朝方決定關閉設在開城

工業園區的朝韓聯絡辦公室。該發言

人表示，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壹

副部長金與正已經采取

關鍵措施，徹底消除韓

方的種種挑釁，徹底隔

斷和摒棄與韓方的壹切

接觸空間。朝方的第壹

步行動是關閉設在開城

工業園區的朝韓聯絡辦

公室，此後還將采取其

它相應措施。

朝鮮勞動黨機關

報《勞動新聞》 4 日

報道，金與正當天發

表談話，強烈譴責“脫

北者”團體散布反朝傳

單，並強調韓方若不采取相應措施，

將面臨拆除開城工業園區、關閉朝韓

聯絡辦公室、解除《關於落實板門店

宣言中軍事領域共識的協議》等壹系

列後果。

柬埔寨舉行
芒果輸華議定書交換儀式

綜合報導 “中國和柬埔寨關於柬埔寨鮮食芒果

輸往中國植物檢疫議定書”交換儀式，當地時間6月9

日在柬農林漁業部舉行。柬埔寨農林漁業部大臣翁沙

空、中國駐柬埔寨大使王文天、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

商務參贊鄔國權等到場祝賀。

翁沙空感謝中方給予柬農業和經濟發展的大力支

持，稱之給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是對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性體現。

王文天稱，鮮食芒果輸華議定書的簽署，標誌著

繼柬香蕉去年出口中國後，柬第二種新鮮水果即將出

口中國，為中柬友好合作再添新成果。

王文天表示，柬農業資源豐富，水果種類多、品

質佳，中國市場前景廣闊，雙方合作潛力巨大，既推

動了柬農業和經濟發展發，又為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

在的好處。

王文天稱，相信隨著疫情逐漸得到控制，雙方互

補優勢將進壹步得到釋放。王文天還指出，將繼續落

實好兩國領導人共識，統籌好疫情防控和務實合作，

爭取更多成果，推動中柬友好合作不斷邁上新臺階。

中國檢驗認證集團(CCIC)柬埔寨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其生向中新社記者表示，中國海關總署簽署的柬新

鮮芒果輸華植物檢疫議定書中對檢疫處理方法的規定

，為柬芒果生產企業降低了加工、包裝設備的成本，

有利於柬出口芒果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

資料顯示，2019年 6月，中國海關總署與柬農

業部簽署推進柬鮮食芒果輸華檢驗檢疫準入計劃。

同年11月底，中國海關總署派員完成柬芒果果園檢

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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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香港眾志”以所謂“中學

生行動籌備平台”的名義發起“罷課

公投”，借此反對涉港國家安全立

法，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12日點名

批評黃之鋒、鄭家朗之流企圖把學生當作其阻止全國人

大常委會通過涉港國家安全立法的“炮彈”和“工

具”，用心歹毒、行為卑劣。全社會都應當積極行動起

來，要讓一切煽動“港獨”、暴力的言論在學校絕跡。

教育管理部門和有關機構要把規矩用起來，斬斷伸向教

育、伸向孩子的黑手。請家長守護好自己的孩子，請教

師守護好自己的學生，請學校守護好自己的大門，請所

有香港人守護好自己的家園和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應詢表示，自5月28日全國人大作出有關決定
以來，在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

機制的必要性、緊迫性已經得到香港社會的普遍認同。中央立法不僅
不會損害“一國兩制”，還將進一步築牢“一國兩制”的根基，將更
好地保護絕大多數港人的合法權益和自由、更精準地打擊極少數從事
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人，這一點也為廣大市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了。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法定程序展開立法之際，一些自知其罪的“港
獨”分子正想方設法借外部勢力特闢的所謂“綠色通道”潛出外國，
一些自知理屈的縱暴分子開始把“港獨”旗幡落在自己身上的碎影抖
落，但仍有人把黑手伸向學校，伸向未成年人，搞所謂中學生罷課行
動，企圖把學生當作其阻止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涉港國家安全立法的
“炮彈”和“工具”，其用心何其歹毒！其行為何其卑劣！“香港眾
志”以及黃之鋒、鄭家朗之流是在為自己的罪行錄上再添下重重的一
筆。
“修例風波”以來，學生和孩子已經付出了其難以承受的慘痛代

價。相當數量的青年、學生扔下書本、衝向街頭，參與激進暴力犯罪。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一度淪為暴徒的“戰場”和“兵工廠”，
寧靜校園黑影憧憧，書香聖地硝煙瀰漫。截至5月29日，因參與“修例
風波”相關違法活動被捕的8,981人中，超過四成是學生，年齡最小的才
11歲。年僅12歲的學童三次因參與違法活動被捕，年僅13歲的孩子身藏
兩枚汽油彈，年僅16、17歲的少年攻擊清潔工羅伯致其死亡。青年學生
涉及的罪名包括參與暴動、非法集結、傷人、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縱
火、刑事毀壞、藏有攻擊性武器、襲警等等，其中許多都是重罪，這種
案底和污點將長期沉重壓在他們的身上，本該有的美好前途毀於一旦。
所有有良知的人都倍感痛心、揪心、憂心。人們不禁要大聲追問：是什
麼讓青年學子黑白不分，是非顛倒？是什麼讓純潔的學生心中充滿仇
恨，變得如此殘忍暴力？是什麼誘引他們走上了違法犯罪、破壞家園、
對抗國家的黑暗之路？

教育偏離正軌“港獨”蠱惑學子
毫無疑問，在香港不少學校裏，教育已嚴重偏離“一國兩制”的正

確方向。“港獨”思想和鼓吹暴力在校園蔓延。有教師公然宣稱鴉片戰
爭時英國侵略中國是為了消滅鴉片，還有考評局竟然出題問考生是否同
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有通識科教師在網
上詛咒“黑警死全家”，有中學助理校長詛咒警察子女“活不過7歲”。
在校園外，一個又一個蠱惑人心的歪理邪說被炮製出來，並堂而皇之傳
進學校：戴耀廷長期鼓吹“違法達義”，梁家傑公然聲稱暴力是解決問
題的一種方式，楊岳橋則恬不知恥地煽惑年輕人“留案底的人生更精
彩”。這是在培育心靈還是在毒化心靈？這是在培植健康的樹苗還是在
播撒“港獨”的種子？這是在維護“一國兩制”的大堤還是在侵蝕“一
國兩制”的根基？這是在創造香港美好的明天還是在摧毀香港的前途？
講台已被污染，課堂已不安靜，香港的教育亂象如不剎住，香港的政治
亂象將無休無止！
香港的教育必須堅守“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必須堅守愛國、

法治、自強、包容、和諧等香港的核心價值觀，必須讓一切煽動“港
獨”、暴力的言論在學校絕跡。全社會都應當積極行動起來。教育管
理部門和有關機構要恪盡職守，依法履職、依法盡責，要把規矩用起
來，斬斷伸向教育、伸向孩子的黑手。香港的教育，是香港的大事，
也是國家的大事。教育不容玷污，校園不容玷污，學生不容玷污。請
家長守護好自己的孩子，請教師守護好自己的學生，請學校守護好自
己的大門，請所有香港人守護好自己的家園和未來。

香港中聯辦發言人指出，香港的成功來之不易，教育事業為
香港的繁榮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但必須看到的是，近年

來有政治團體和別有用心的政治勢力千方百計地把政治帶入校
園，令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受到極大衝擊，使香港教育呈現一
些觸目驚心的亂象，嚴重影響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一些中小學
校在課程設計和教學中，忽略了對學生全面的歷史知識和正確
的歷史觀教育；一些教師背離師德與職業操守，在課堂上散播
極端言論，甚至慫恿帶領學生參與違法暴力活動；一些教材把
關不嚴，存在抹黑國家、污名化“一國兩制”、美化違法暴力
甚至煽動仇恨情緒的內容；一些考試試題引導學生“仇中”
“仇警”，甚至公然歪曲歷史，傷害民族感情。香港社會眾多
有識之士和學生家長，紛紛發出“救救孩子、救救教育、救救
香港”的急切呼喚，必須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

國家觀念國民身份認同缺失
發言人強調，香港教育亂象暴露出來的一個突出問

題，就是國家觀念與國民身份認同在不少青年學生身上的
嚴重缺失。回歸祖國之後，香港憲制秩序發生根本變化，結
束一百多年被殖民的歷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
行政區。對於香港的教育而言，這一歷史性轉折喻示着，香
港社會各界和教育工作者有一個共同的使命，就是要建立
年輕一代對“一國兩制”的價值認同，努力培養青年學生
的國家及民族認同，造就國家和香港的合格建設者，這是
實施“一國兩制”對香港教育界的必然要求，也是香港教
育界的社會責任。

辦好教育為特區主體責任
發言人指出，教育有着鮮明的主權屬性，在培養合格國

民、厚植家國情懷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只有“一國”之責，
沒有“兩制”之分。基本法賦予了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有
關教育發展和改進政策的權利，這體現中央對特區的授權，也
說明辦好教育是特區政府義不容辭的主體責任。中央政府堅定
支持特區政府行使教育管治權，在堅持香港教育傳統優勢的同
時，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加強國家安全教育，加強國民教
育和國情教育，建立健全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教育體系。

發言人強調指出，教育是全社會共同的事業，希望香港各
界與特區政府一道，痛定思痛、正本清源，引導學生明是非、
行正路、守法治，努力為香港下一代營造健康成長的環境，為
“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提供強大的教育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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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港澳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據香港中聯辦網訊，香港中

聯辦發言人12日發表談話，表

示近日有激進團體針對香港國安

立法在學校煽動聯署、罷課，特

區政府有關官員和專責部門表達了堅決反對的嚴正立

場，要求校方立即勸阻和嚴肅處理。我們支持特區政

府相關表態，支持採取有效措施維護校園安全和穩定。

發言人強調，從香港長治久安出發，我們堅定支持特

區政府履行對香港教育的主體責任，建立健全與“一

國兩制”相適應的教育體系，呼籲全社會共同努力，

為青少年創造一個健康成長的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中聯辦中聯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兩辦指香港教育須堅守兩辦指香港教育須堅守““一國兩一國兩
制制””的正確方向的正確方向。。圖為香港中學升圖為香港中學升
旗禮旗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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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及“支聯會”一群攬炒政

棍，於本月4日無視法紀，

涉嫌公然煽動他人到銅鑼

灣維園非法集會。警方繼

11日以傳票檢控黎智英、“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

俊仁及秘書蔡耀昌等 4人“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

結”，12日再檢控“支聯會”其他核心成員及工黨、民陣共

9人同樣罪名，包括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和梁耀忠，目前該案被

控人數增至13人。警方調查仍在進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

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支聯會核心成員13人被控
上周四維園涉煽他人非法集結

《國歌條例》正式生效
香港重回正軌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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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李卓人、何俊仁及蔡耀
昌11日已接被控通知。

6．23東區法院齊齊過堂
港島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12日

再通知8男1女（24歲至69歲），
指他們6月4日涉嫌“煽惑他人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已向法庭申請發
出傳票，案件在6月23日在東區裁
判法院提堂。13人將齊齊過堂。

新被檢控的包括支聯會副主席
鄒幸彤，擔任常委的立法會議員尹
兆堅、梁耀忠，以及張文光、麥海
華、趙恩來及梁錦威，另有工黨副
主席郭永健及民陣副召集人陳皓
桓。他們被指涉嫌於6月4日“煽惑
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當日，一眾攬炒煽暴政棍，無

視警方及上訴委員會反對“支聯
會”集會的禁令，公然煽動他人到
銅鑼灣維園“犯聚”及“遍地開
花”。在集會期間，黎智英、支聯
會、工黨及民陣等政棍高叫口號，
集會期間更有黑衣人叫囂“港獨”
口號、揮動港英旗和“港獨”旗。

多人涉另案正保釋候訊
由於警方在此前多次警告，有

關公眾集會及遊行，不但會增加市

民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參與未經
批准集結也是違法行為，警方認為
有人公然煽動他人違法，於是展開
調查並採取行動。
根據資料，在13名被傳票檢控

者中，多人早前涉非法集會的罪行
被起訴及處於保釋期間：黎智英之
前被控組織及參與非法集結及刑事
恐嚇，面對6項罪名，李卓人、何
俊仁及陳皓桓早前也分別被控組織
及參與非法集結，以及公告未經批
准的遊行；蔡耀昌及梁耀忠則已被
控組織及參與非法集結，全部人都
正在保釋候訊。

根據香港法例第245章 《公安
條例》第17A條 ，任何公眾集會、
公眾遊行或公眾聚集，或其他集
會、遊行或人眾聚集，若屬未經批
准集結，則任何人在無合法權限或
無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明知而參與
或繼續參與此等未經批准集結，或
明知而成為或繼續成為此等集結的
成員；及任何人在此等公眾集會、
公眾遊行或公眾聚集，或在其他集
會、遊行或人眾聚集，一如上述般
成為未經批准集結後，即屬犯罪，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
年；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2
級罰款及監禁3年。

■6月4日帶頭在維園集會的支聯會核心成員均被控“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後排左起：郭永健、陳皓桓、蔡耀昌、何
俊仁、李卓人、鄒幸彤、張文光。前排左起：黎智英（被鏡頭遮擋）、梁耀忠、疑似趙恩來、尹兆堅、麥海華、疑似梁錦威。

資料圖片

■許智峯12日晚在銅鑼灣被捕。 ■防暴警在銅鑼灣拘捕多人。

■■一名被捕男子涉攜手鏈刀一名被捕男子涉攜手鏈刀。。警察圖片警察圖片

■警員12日晚在旺角截查多名“急救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攬炒煽暴政棍繼續煽
惑“犯聚”製造亂局，12日又煽動“18區開花”，攬炒
區議員加上“港獨”組織借擺街站引人“犯聚”。在銅鑼
灣、旺角和沙田有大批人聚集叫囂，黑衣人揮動“港獨”
旗，防暴警多次警告和舉藍旗，最後“以快打慢”驅散人
群，迅速制服多名肇事者，行動中搜獲手鏈刀等暗器。截
至晚上10時，警方拘捕35人，包括“遺臭”立法會的許
智峯和一班攬炒區議員。警方重申絕不容忍任何違法暴力
行為，會果斷快速執法。

鄭家朗銅鑼灣“播獨”
12日晚7時起，各區陸續有人聚集在街頭或大型商

場“犯聚”，在銅鑼灣崇光百貨有數百人叫口號及唱
歌，攬炒區議員彭卓棋、袁嘉蔚、楊雪盈及麥景星等到
場煽暴以撈取政治資本，“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亦
現身街站“播獨”。
其間，有黑衣人揮動“港獨”旗幟及大叫“港獨”

口號，防暴警兩度舉藍旗警告無效下，果斷採取驅散行
動及制服拘捕多人。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涉嫌阻礙
警方執法截查，更不斷出言挑釁警方，並涉嫌非法集結
被拘捕。其後，警方再在附近拘捕南區區議員彭卓棋、
北角區議員李予信等。防暴警又截查“犯聚者”發告

票，至深夜人群逐漸離去。

銅鑼灣旺角拘捕多人
在旺角朗豪坊一帶，有“港獨”組織在洗衣街天橋

擺設街站及展板，有攬炒區議員在朗豪坊外舉辦所謂放
映會推波助瀾，令聚集人數迅速增加。在場戒備的防暴
警截查可疑人等，及以揚聲器提醒在場者可能違反“限
聚令”。晚上8時許，防暴警分別在雅蘭中心及朗豪坊
對開舉起藍旗警告，同時驅散眾人，防暴警在山東街拘
捕多人。
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大埔、元朗、深水埗、荃灣、

黃大仙及觀塘等區，12日晚也有“港獨”組織和區議員
擺街站吸人“犯聚”，但在防暴警迅速干涉下未能形成
亂局。另外，12日晚9時許，港鐵觀塘站同仁街出口，
一名27歲男子突持刀襲擊現場聚集的人，當場被捕。

警方深夜在facebook專頁表示，旺角、銅鑼灣、元
朗及觀塘一帶在入夜後有羣眾集結及高聲叫囂。在旺
角，有人在山東街從高處向警員投擲硬物，警方各區發
出多次警告，並果斷採取驅散及拘捕行動。截至晚上10
時，共拘捕24男11女，涉嫌傷人、參與非法集結、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及藏有攻擊性武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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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經香港特區
立法會通過的《國歌條例》
正式刊憲生效。條例規定，
公開、故意篡改國歌，或以
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者
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5
萬港元及監禁3年。從此，
國歌奏唱、保護和推廣在香
港有法可依。
當國歌聲在香港莊嚴響

起，香港重回正軌的訊號清
晰有力！《國歌條例》的實
施，是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的必然之舉。對於現代國家來
說，國歌與國旗、國徽是最重要的
象徵和標誌。香港特區作為國家不
可分離的部分，完成國歌法本地立
法，不僅是其應當履行的憲制責
任，也應是香港維護國家尊嚴的自
覺擔當。
香港特區政府訂立《國歌條

例》，一直強調的核心精神是尊重
國家。在“一國兩制”下，只有尊
重國家，談“兩制”才有意義。愛
國，是每個中國人最基本的操守。

在修例風波中，亂港分子肆意篡改
國歌的行為屢屢刺痛國人神經，愛
國愛港人士高唱國歌而被暴徒攻擊
的情景令人無比憤慨。這樣的倒行
逆施決不容許重演！
依法保護和尊重本國的國歌，是

國際社會的通行規則。今天，《國歌
條例》生效，讓香港市民有了最基本
的一項法治保障。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在簽署《國歌條例》時表
示，為了讓下一代瞭解國歌的歷史和
精神，以及遵守國歌奏唱的禮儀，特
區政府教育局會更新教學資源，並以
通告形式向學校發出指示，支援學校
教導學生。可以期待，《國歌條例》
生效後，增強國家觀念、弘揚愛國精
神的教育將在香港校園裡得到進一步
的落實。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國

歌條例》在港生效，是香港激濁揚
清、撥亂反正的好開端。未來，隨
著“港區國安法”的出台實施，必
將為香港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提供更堅實的保障，香港
再出發的前景無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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