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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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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最新研究表明，在美國至少有285名兒童報告出現與新冠病毒有關的
嚴重炎症症狀。

據美聯社報導，週一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在線版上論文提供了迄
今為止關於兒童在感染新冠病毒後引發的並發症最全面的報告。這種情況被稱
為兒童多系統炎症綜合徵。根據美國聯邦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定義：這些病
例通常發生在感染或者接觸了新冠病毒後；發燒至少24小時；需要住院治療；
血液測試中有炎症表現；以及至少影響到心臟、腎、肺、皮膚或其他神經系統
在內的兩個器官的現象。同時也常見出現消化道症狀包括噁心和腹瀉。一些兒
童可能有類似川崎氏病的症狀（一種罕見的兒童疾病，可以導致心臟問題。）

科學家認為這種情況並不多見，其中導致死亡的也很罕見。從3月到5月
中下旬，全美共有285起類似的兒童病例報告，其中6名兒童死亡。在6月份預
計還有更多的案例。

與研究報告一起刊發的社論稱，包括歐洲在內，全世界大約有1000名兒童
出現類似感染問題。雖然他們大多數已經康復，但可能導致的長期或永久損害
仍不清楚。

美最新研究美最新研究：：數百名兒童患數百名兒童患上與新冠有關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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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憲法修正案將要舉行全民投票，其
核心內容就是現任總統是否可以再次競選任，
因此被視為普丁的延任公投。公投從25日開始
，預計投票一週，據目前的民調來看，普丁離
他的延任大計僅差一步，如果真的通過，普丁
可以再競選2次，俄羅斯總統任期6年，因此
他的統治期限可延長至2036年。

美聯社報導，俄國政治分析師，前克里姆
林宮政治顧問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y）表示，儘管俄國的新冠病毒疫情居
高不下，但是普丁仍不懈地鼓勵民眾投票，這
反映了這位俄羅斯領導人的潛在脆弱性。

帕夫洛夫斯基說： 「普京對自己缺乏信心
，他擔心未來的變數，所以他想要得到公眾強
力支持他的證據。」

普丁是在今年一月份的國情咨文中，首次
提出修憲的計畫，他表示將要擴大議會的權力
，並且重新分配俄羅斯政府各機構的職權。當
時就引發外界對於他想要再執政的猜測，他可
能在2024年總統任期屆滿時，以擔任國會議
長或國務院主席的方式繼續掌握政權。

新的憲法修正案還強調，俄羅斯內部的法
律，高於國際普遍看法。比如國際上的LGBT
潮流很盛，但俄國堅定宣布同性婚姻為非法，
並提到 「對上帝的信仰」 是其核心價值，這些
修正案很快的由俄國下議會通過。

普丁從2000年1月開始執政，起初是代理
前總統葉爾欽的職缺，之後一路執政至今，已

經執政了超過20年，已是20世紀以來，俄國
執政最長的領導者，比前蘇聯著名獨裁者史達
林（Josef Stalin）都更長，史達林的執政時間
是1934~1953年，歷時19年。

原本普丁計畫在4月22日舉行的全民公投
，結果遇到新冠病毒疫期，城市與社區封閉、
多數工作停擺，連帶的使公投也必須暫停。也
因病毒的爆發造成的公眾不滿情緒，普丁的支
持度有所下降，據俄羅斯獨立民意調查機構列
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的調查，普丁的
支持率降至59％，雖然近達6成，卻是普丁自
上任以來的最低數字。

或許正是民調在下滑，普丁必須儘快通過
他所要的憲法，因此在俄國疫情仍不確定的情
況下，他立即重新安排了投票時間。

莫斯科的政治分析家葉卡捷琳娜·舒爾曼
(Ekaterina Schulmann )說， 「克里姆林宮面臨
著艱難的困境，早日舉行投票，將使人們指責
他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不顧公眾健康，但是推
遲投票，又將進一步增加失敗的風險。」

她說： 「如果公投延遲到秋天，支持票可
能進一步流失，對普丁而言太冒險了。」

雖然反感普丁的俄羅斯民眾有所增加，但
是俄國政壇裡，沒有像樣的反對派，雖然44歲
的亞歷克謝‧納瓦尼(Alexei Navalny)有些知名
度，但是他的力量仍不足以憾動普丁。

大多數觀察家都認為普丁能如願以償，無
論反對派的策略如何。

俄國憲法公投將臨 普丁挾民意可再延任

蘇格蘭的巴摩拉城堡（Balmoral Castle )，
是英國女王的度假別墅，每年大約都會去那裡好
幾次。這座優美的城堡也是著名的觀光名勝，雖
然庶民不能進去，但是在外頭拍照採景也是不錯
的。然而最近城堡有公共衛生問題，城堡的員工
抱怨，遊人常在莊園附近排遺，還留下許多用過
的濕紙巾。

CNN報導，由於英國的新冠病毒疫情仍未平
息，大多數公共設施都被關閉，但是人們被允許
在戶外運動和社交，可以看看風景與踏青，但是
正因為室內場所是不開放的，也就沒有公共廁所
可以使用，那麼人有內急，許多遊客只好把 「五
穀雜糧的另一種形態」 很直接的回歸大自然。

巴爾莫勒爾城堡的工作人員抱怨： 「我們在
打掃城堡周邊環境時，發現莊園、古蹟與小路上
，有許多丟棄的濕紙巾，我們一看就知道發生什
麼事。顯然人們選擇在小路或古蹟旁邊放鬆自己
，而不是選擇走更遠的路以避免污染。」

「嚴格來說，濕紙巾比排遺的問題要大一些
，因為濕紙巾是無法自然降解的。」

他們補充說： 「能理解遊客的無奈，目前附
近方圓幾英里的範圍，還沒有開放的的公共廁所
。不過，濕紙巾是無法在自然環境降解的，它不
會自然消失，是我們在清理。」

工作人員承認，人們在皇家宮殿周圍漫步時
，可能會遇到內急，但沒有廁所的問題，不是他
們能處理的。

他們在周日的一條推文中補充說： 「如果遊
客真的需要排水，請距離湖泊或溪流至少30公
尺遠，如果需要排遺，請盡量遠離建築物、道路
、水道和農場動物。將腸內物質埋在淺坑中，並
覆回泥土。」

最近幾天的炎熱天氣，促使許多英國人出門
踏青，包括海灘、公園和全國各地的鄉村都是觀
光景點。

沒廁所！英國女王別墅外 遊客隨地大小便
歐洲聯盟於週二晚間發布 「14個安全旅行

區」 ，範圍包括歐洲、亞洲、非洲與大洋洲、
南美州等國，但是台灣並未列入。

CNBC報導，歐洲官員說，本周三在比利
時布魯塞爾，27個成員國將舉行 「安全旅行區
」 的核定，有14個國家被列入安全，可以前
往休閒旅行或是商務旅行。

這14個國家分別是：阿爾及利亞、澳大
利亞、加拿大、喬治亞、日本、蒙地內哥羅、
摩洛哥、紐西蘭、盧安達、塞爾維亞、韓國、
泰國、突尼西亞和烏拉圭。

報導稱，俄羅斯、巴西以及美國，都未列
入最初的安全名單。至於我們台灣，很遺憾的
也沒有被列入。

至於中國大陸，將獲得 「臨時批准 」
(provisionally approved )，這是在中國大陸官
當局也允許歐盟遊客入境的情況下，旅行才會
開放。

這份名單，是與歐盟的旅遊業有關，深受
Covid-19打擊最嚴重的南歐國家很期望國外
觀光客造訪。

不過，歐盟內部仍有防疫限制，特別是沒
有國界檢查的26個申根國家地區，比如希臘
強制要求對來自法國、義大利、荷蘭和西班牙
的歐盟國家訪客，需要先進行COVID-19測試
、自我隔離，直到得出陰性的結果，確認未染
疫才得以入境。

捷克不同意葡萄牙和瑞典的遊客進入。

歐盟發布安全旅行名單台灣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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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西甲西甲]]皇家馬德裏皇家馬德裏22--00馬洛卡馬洛卡

幻燈幻燈--韓國女子聯賽第韓國女子聯賽第66輪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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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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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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羅馬等地出現新增病例

帕爾米市部分街區被封鎖
綜合報導 意大利卡拉布裏亞大區雷焦卡拉布裏亞省的帕爾米市出

現社區傳播病例，起因是有兩名無癥狀感染者從外地回到家鄉；而在前

壹日，首都羅馬的宗教機構再次出現聚集性感染，目前該機構已有4人

確診。

據報道，帕爾米市在不到兩周的時間，已新增8例確診病例。當地

防疫部門已經確定，病毒感染源來自兩名2名從外地回到家鄉的無癥狀

感染者。

當地時間22日，卡拉布裏亞大區主席桑特利正式簽署了對帕爾米市

部分地區的封鎖令，當局已派出大批軍警封鎖了被隔離地區。根據大區

主席令，直到26日下午14時，在首輪病毒篩檢工作結束以前，被封鎖

地區禁止任何人員出入。

該封鎖令還規定，除基本生活需求外，帕爾米市被隔離地區內的所有商業

和生產活動全部暫停，當局將同時對封鎖區進行病毒感染者排查工作。

在首都羅馬，據拉齊奧大區衛生局通報，當地時間21日，羅馬教廷

神學院暨羅馬教皇精神研究所的4名神職人員被確診感染。

拉齊奧大區主席津加雷蒂表示，雖然近日羅馬發生了幾起聚集性感

染事件，但通過大區衛生部門對病毒傳播鏈的跟蹤和篩檢，目前疫情已

經得到有效控制。

津加雷蒂稱，羅馬是壹個有600多萬人口的城市，在新冠病毒疫苗

出現以前，人們切不可放松防疫警惕。他強調，外出佩戴口罩、保持安

全距離、註意個人衛生等，對於防止疫情擴散至關重要。

英國政府決定更大範圍“解封”
把經濟恢復提至首位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宣布，從7月4日開始，將更廣泛、更全面地解

除“疫情封鎖”，以使英國社會生活在最大程度上恢復正常。

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當日在英國議會下院宣布“解封計劃”：7

月4日後，英格蘭地區的酒吧、餐廳、咖啡廳、影劇院、博物館、畫廊

、圖書館等所有服務業、旅遊業企業機構，在確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

均可重新開放；“兩米社交距離”改變為壹米。“蘇格蘭、威爾士和北

愛爾蘭地區政府也將以自己的方式對疫情做出回應，英國所有地區都朝

著同壹方向發展。”

這是英國自3月“疫情封鎖”以來進行的第四次大規模解除封鎖，

涉及人員規模龐大、領域廣泛，意味著英國將進壹步恢復正常生活，備

受英國民眾的期待和關註。

英國媒體稱，“兩米社交距離”改變為壹米，是英國政府宣布“公

共交通”上戴口罩後的又壹重大改變，這壹改變有益於經濟社會活動，

但防疫效果仍存爭議，被認為是壹個“大膽的”決定。

政府同時決定，將從24日起不再舉行每日疫情發布會，疫情動態數

據將繼續以多媒體形式公布，有重大防疫舉措時再舉行發布會。此舉旨

在最大程度上將疫情淡化處理，未來壹段時間把經濟恢復提至首位。

約翰遜向議員們發表聲明稱，“政府不認為目前存在第二次疫情暴

發嚴重影響NHS(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的風險。英國疫情警戒級別已

從四級降低至三級。”

約翰遜表示，“英國人民的‘常識’和‘堅韌不拔’是我們能夠實

施進壹步‘解封’的關鍵”。他強調，在每壹個階段，“謹慎”都是應

遵循的行動準則。將保持對疫情的高度關註，如有必要，將“毫不猶豫

地再次實行‘疫情封鎖’”。

巴黎地區全面復課三天
三所學校出現病例被關閉

綜合報導 據報道，巴黎十二區的拉

莫裏塞小學（Lamoricière）壹名教師和壹

名學生被確診感染，學校於23日上午關

閉。據巴黎市長安娜· 伊達爾戈的教育助

理帕特裏克· 布洛什（Patrick Bloche）介

紹，這是自5月14日學校分階段重新開

放以來，巴黎首例學校因出現感染問題

而關閉。巴黎第壹副市長埃馬紐埃爾· 格

雷瓜爾證實，該校第壹宗病例於上周初

被發現，感染者是壹名教師，其所在班

級被地區衛生機構下令隔離到6月23日

，但當時還沒有決定關閉學校。22日，

該校又發現壹宗陽性病例，感染者是另

壹個班的學生，這導致地區衛生機構暫

時關閉了整所學校，該學生所在的班級

和所有相關人員都將接受檢測，如果發

現新病例，學校將關閉到學年結束，如

果沒有發現新病例，學校將於29日重新

開放。

當地時間24日，巴黎四區聖梅裏小

學（Saint-Merri）也因出現病例被地區衛

生機構下令關閉。巴黎四區的區長阿裏

爾· 韋爾確認，該校壹名教師的新冠病毒

檢測呈陽性。擁有450名學生的聖梅裏

小學宣布，所有學生和工作人員都應被

隔離觀察14天，但師生的家庭成員無需

隔離，此外，只有與確診病例有過接觸

的學生才會被要求檢測篩查，學校會聯

系有關學生。校長補充稱，學校沒有發

生集群感染，關閉學校是地區衛生機構

采取的預防措施。

另悉，巴黎大區瓦茲河谷省歐博訥

市的櫻桃樹幼兒園（Cerisaie）壹名教師

被確診感染，地區衛生機構要求對有關

接觸人員進行檢測隔離，但市政當局決

定將整所幼兒園自24日起關閉，直至另

行通知。這所幼兒園共有七個班，其中

壹些班級直到22日才接待學生返校，就

收到了強制關門指令。23日晚間，該幼

兒園的學生家長們被通知幼兒園將關

閉，據稱壹名女教師在當日的檢測中

呈陽性。壹名學生母親談到，“收到

這樣的信息，有點像洗了個冷水澡。

”歐博訥市長格雷瓜爾· 杜布裏諾解釋

說，他超越衛生當局的指示，下令關

閉學校，這是基於預防原則，“在我

看來，壹旦有病例被發現，我就應該

關閉整所學校。”

另據巴黎地區衛生機構介紹，巴黎

二十區的克裏斯蒂諾 -加西亞初中

（collège Christino-Garcia）壹名學生也於

上周被確診，其所在班級停課。二十區

勒韋爾小學（école Levert）壹名學生22

日被檢測呈陽性，13名同學接受了篩查

。巴黎二十區的區長弗雷德裏克· 卡蘭德

拉表示，在等待篩查結果的同時，學生

們要居家隔離。

根據法國教育部的數據，22日以來

，超過80%的小學生和75%的初中生返

校復課，但復課水平按照地區有所不同

。在巴黎，83%的小學生和80%以上的初

中生復課。教育部長讓-米歇爾· 布朗凱

表示，當局的目標是讓法國的小學和初

中實現百分百復課，不過仍有相當壹部

分家長擔心安全問題，未能讓孩子返回

學校。

《自然》最新論文：
古生物學家研究發現軟殼蛋演化確鑿證據

綜合報導 國際學術期刊《自然》最

新發表兩項古生物學研究論文稱，科學

家們通過對包括鳥類、哺乳動物和爬行

動物的羊膜動物的蛋的演化進行闡述，

已研究發現關於軟殼蛋演化的確鑿證據

。

其中，壹項研究認為最初的恐龍所

產的蛋可能是軟殼蛋，這與壹般的流行

觀點——恐龍產的是硬殼蛋相左；另壹

項研究描述了壹個來自約6600萬年前南

極洲白堊紀沈積物的大號軟殼蛋，也是

迄今在南極洲發現的第壹個化石蛋。

該研究論文介紹，羊膜動物所產的

蛋包含壹塊內膜或羊膜，可以幫助防止

胚胎變幹。壹些羊膜動物(如蜥蜴和烏

龜)產軟殼蛋，另壹些(如鳥類)則產高度

鈣化的硬殼蛋。這種差異展現出不同的

演化軌跡，鈣化蛋更能抵禦環境壓力，

它們的演化在羊膜動物的歷史上具有裏

程碑意義，因為它們有助於繁殖成功，

進而推動該支系的擴散和分化。不過，

軟殼蛋鮮有化石記錄，因此難以研究從

軟殼蛋到硬殼蛋的過渡。

當中壹項研究論文通訊作者、美國

自然歷史博物館馬克· 諾瑞

爾(Mark Norell)等通過研究

原角龍和鼠龍的含胚胎化

石蛋，發現它們都是軟殼

。研究者認為，鈣化硬殼

蛋在恐龍中至少獨立演化

了3次，並可能從壹系列原

始軟殼型發展而來。軟殼

蛋可能被埋在濕潤的土壤

或沙中，之後借助植物物

質分解所發的熱來孵化，

就像如今的某些爬行動物

壹樣。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朱莉

婭· 克拉克(Julia Clarke)、盧卡斯· 勒讓德

(Lucas Legendre)是另壹項研究論文的共

同通訊作者，他們描述了來自南極洲的

壹個近乎完整的足球大小的軟殼蛋，這

是迄今描述的最大的蛋之壹，其大小僅

次於馬達加斯加已滅絕的象鳥所產的蛋

。該軟殼蛋的尺寸和薄殼(缺少透明的外

層)暗示其為卵胎生，即壹個“發育不全

”的卵子在母體內發育，待產出後立即

孵化。該軟殼蛋被劃歸為壹個新的分類

，雖然其母體依然成謎，但論文作者認

為它可能是壹種如滄龍的巨型海洋爬行

動物所產。

針對約6600萬年前南極洲的軟殼蛋

研究，瑞典隆德大學、烏普薩拉大學兩

位學者同期發表觀點文章則提出另壹種

解釋——它是壹種恐龍產的蛋，這壹假

設性解釋的依據是該軟殼蛋的估算重量

接近於鳥類和非鳥恐龍已知最大的蛋的

重量，而且後面兩類都在南極洲留下了

化石。

阿根廷水手從葡萄牙獨駕小船
85天勇渡大西洋探親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打亂

全球空中交通，壹名阿根廷

籍水手巴列斯特羅日前從葡

萄牙獨自駕駛壹艘小帆船，

花了85天時間完成橫渡大西

洋壯舉，壹圓返鄉探視年邁

雙親的心願。

47歲的他獨自壹人駕駛

長9米的小船，完成這趟長達

85天的長途冒險。

巴列斯

特羅抵達馬

普拉塔，新

冠病毒檢測

呈陰性反應

後獲準踏上

陸地，探望

高齡82歲的

母親妮爾達

和90歲的父

親卡羅斯。

巴列斯特羅說：“我完

成了過去這3個月來壹直在奮

鬥的事。歸根究底，就是為

了和家人在壹起。這是我此

行的目的。”

他曾希望趕在父親5月15

日過90大壽前抵達阿根廷，

雖然錯過祝壽，但至少能和

家人壹起慶祝父親節。

據報道，巴列斯特羅是

名經驗老道的水手，曾遠赴

阿拉斯加和南大西洋捕魚，

也擔任過海洋調查船船長，

出海尋鯨或執行環境調查。

新冠疫情暴發後，飛回

阿根廷的班機遭到取消，在

西班牙工作的巴列斯特羅便

開始策劃這項返鄉計劃。

巴列斯特羅當時帶了約

200 歐元，並在船上裝滿食

物 。這趟旅程並非壹路平

順，海上風暴不時威脅著他

的性命。

巴列斯特羅在海上期間，

家人壹度長達54天都沒有他

的音訊。但他的父親卡羅斯

表示：“我們知道他會回來，

我們毫不懷疑他會回到馬普

拉塔，陪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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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引述多名
白宮、情報官員指出，川普與各國領袖的通
話內容，讓數名前任官員相信，川普本人才
是美國國家安全的 「危險」 根源，報導透露
川普在與各國領袖討論重大議題時 「一向不
做準備」 ，而且 「幻想」 自己有能力和各國
領袖打交道，實際上官員們私底下認為，川
普的電話交談技巧根本毫無進步，甚至太天
真，完全被俄羅斯總統普丁擊敗。

CNN引述十多名熟知川普與各國領袖通
話內容的白宮、情報官員說法，指出川普上
任以來與外國元首的數百通高度機密的電話
內容中，尤其是和俄羅斯總統普丁以及土耳
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這
類強人總統通話時，川普在討論嚴肅議題上
一向不做準備，因此讓他容易在各種方式中
被利用，這種情形讓他的前任國務卿、國防
部長、2名國安顧問、以及白宮幕僚長相信，
川普本人才是美國國安的危險來源。

2名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和外國元首的通
話內容，也讓包括前國安顧問波頓、前防長
馬提斯（James Mattis）、前國務卿提勒森
（Rex Tillerson） 、 前 白 宮 幕 僚 長 凱 利
（John Kelly）等高官以及部分情報官員相信
，川普太常 「幻想」 自己有能力和各國領袖
打交道。

實際上，川普上任以來，沒有證據顯示
他和各國元首通話的技巧有更進步或更純熟
，而他本人卻仍持續相信自己能夠吸引、說
服、甚至是脅迫他國元首屈服於自己的意願
，報導更指，相對於符合國家利益，通常川
普追求的目標更貼近於自己的考量。

在這些川普熱線中，美國官員尤其關注
川普對普丁的 「敬重 」 ，《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日前報導，俄羅斯懸賞
塔利班武裝份子，以獵殺在阿富汗的美軍及

聯軍，後續報導更指，川普於3月就已聽取相
關簡報，不過至今卻未採取進一步行動。
CNN引述消息人士說法指出，這段時間川普
和普丁通話時，確實有提到傾向自阿富汗撤
軍，卻未提及懸賞塔利班一事。

官員透露，和普丁的通話中，川普多數
時候都在談論自己，而且通常是以過頭、自
我膨脹的方式表達，吹捧自己 「前所未有」
成功打造美國經濟的事蹟，稱自己如何比前
幾任 「低能兒」 、 「弱者」 還要聰明、還要
強，官員指出，川普特別喜歡和歐巴馬做比
較。

川普也過分奉承普丁，希望博取這個強
人總統的欽佩及認同。一名高階官員描述，
普丁 「擊敗了」 川普，描述電話那頭的普丁
是棋局大師，而川普只是偶爾下下棋，當普
丁擾亂西方時， 「川普只是坐在那兒，想著
自己有足夠能力成為普丁敬重的商人及硬漢
。」

另外2名熟知川丁熱線內容的高階官員表
示，川普藉由削弱美國國會、美國情報單位
、以及和歐洲盟友建立的長期戰後政策共識
， 「天真地」 抬高俄羅斯及普丁地位到和美
國相提並論的程度，報導將俄羅斯描述為二
流國家、GDP占比低於全球的4%。

一名官員說，川普 「放棄了美國在冷戰
中難得贏來的優勢，給予普丁及俄羅斯從未
有過的合法性」 ， 「他在給俄羅斯一線生機
，因為毫無疑問，他們就是一個正在衰弱的
國家」 ， 「他正在玩一個他不了解的東西，
他在給他們力量，而他們會積極地運用。」
美國自敘利亞撤軍就是川普讓出優勢給俄羅
斯的一個實例。

CNN歷時4個月，反覆訪談十多名同步
聽過川普和各國元首熱線內容、或是看過通
話紀錄的白宮、情報官員。

幻想破滅！機密通話曝 普丁完勝川普

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雷曼尼
（Qasem Soleimani）遭美國狙殺，德黑蘭
昨（29）日對美國總統川普等人發布逮捕令
，要求國際刑警組織提供協助，不過美國完
全沒在怕，嘲諷這是伊朗的 「政治把戲」 ，
還稱此舉讓伊朗人看起來 「很愚蠢」 。

美國今年初狙殺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
（Quds Force）指揮官蘇雷曼尼，美伊關係
急速惡化，德黑蘭隨後祭出報復手段，轟炸
美軍駐伊拉克軍事基地。德黑蘭昨日再宣布
，對包括川普在內等36人祭出逮捕令，並且
要求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對這36人
發布 「紅色通知」 ，聲稱一旦川普下台，伊
朗馬上會起訴川普。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針
對伊朗報復行動，美國國務院伊朗政策特別
代表胡克（Brian Hook）昨日在記者會上稱
此舉為 「政治噱頭」 （politico stunt）， 「我
們一點也不驚訝，這是個我們習以為常的宣
傳花招，這和國家安全、國際和平、或是促
進穩定完全沒關係，就是個宣傳花招，沒人
會認真看待，而且讓伊朗人看起來很蠢。」

針對伊朗要求國際刑警組織提供協助、
逮捕川普等人，國際刑警組織回應 「不會考
慮這類性質的要求」 ，指出德黑蘭的要求並
不符合組織規範， 「該組織嚴格禁止進行任
何涉及政治、軍事、宗教或種族性質的干預
或行動。」

沒在怕！伊朗嗆逮捕川普 反遭美挑釁猛酸一輪

美國總統川普近期相關發言屢次遭外界認為
挑起仇恨與暴力，不僅先前其推文遭推特標註
「讚揚暴力」 後，素有 「美版PTT」 、全美知名

度最高但也飽受爭議的網路論壇Reddit，為了改
革仇恨言論在該論壇上蔓延，決定封殺最主要川
普粉絲最重要大本營之一 「The_Donald」 。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CNN），Red-
dit表示作為改革政策的一部分，將宣揚基於 「身
分認同與針對他人脆弱」 等相關仇恨言論的論壇
或使用者停止運作，目前已封殺了將近兩千個相
關論壇，其中包括被視為川普鐵粉大本營的
「The_Donald」 ，並指控其用戶經常分享宣傳種
族歧視、仇女主義、恐同性戀以及其他陰謀論的
內容。

Reddit表示， 「The_Donald」 論壇一再違反
使用規則，屢次激怒其他社群，管理員也拒絕符
合Reddit最基本的期盼，Reddit已多次向該論壇
警告，並要求其撤換其管理員。

報導也指出，去年該版一度還遭 「隔離」 ，
也就是拜訪該論壇的用戶，會先見到警語，且其

貼文也不會出現在搜尋引擎上。Reddit表示，所
有社群應該確實遵守內容政策，而在給予
「The_Donald」 多次機會卻未改善，故官方已將
其封版。

正值Reddit決定封殺 「The_Donald」 之際，
川普宣揚仇恨的言行舉止已被多家社群媒體盯上
，決定對川普採取更強硬立場。除了Reddit之外
，推特先前已多次將川普的部分推文列為 「讚頌
暴力」 、 「需查明事實」 以及 「受操控的媒體」
，而社群平台Snapchat也於6日宣布，平台上的
「發現」 （Discover）功能將不再推播川普的貼

文，稱 「不會主動替種族暴力與不公正聲音宣傳
」 。

此外，全球最大的社群平台臉書，近期因拒
絕替仲裁在社群平台內容是否涉及仇恨言論，而
遭如星巴克、利惠（Levi Strauss）、百事公司
（PepsiCo），可口可樂及英國酒商帝亞吉歐
（Diageo）等大型廣告客戶抵制，暫停在臉書上
投放廣告，並稱他們對臉書處理仇恨言論與虛假
訊息的方式感到不滿。

川普粉絲大本營 遭美版PTT封殺了

歐盟6月29日將14個新冠疫情緩和的非歐盟國家，列入安
全旅遊名單，7月起容許其公民入境，其中包括澳大利亞、紐西
蘭、加拿大、日本、南韓和泰國等，但來自美國、巴西及中國大
陸的旅客仍未能入境歐盟國家。不過歐盟表明，只要大陸容許歐
盟旅客入境，大陸可以加入名單內。

名單仍可能會修改，預計6月30
日交由歐盟成員國簽署。被歐盟列
入安全名單的另外8國為摩洛哥、
阿爾及利亞、喬治亞、蒙特尼哥羅
、盧安達、塞爾維亞、突尼西亞和

烏拉圭。至於英國，儘管其疫情嚴峻，但在2020年12月31日
脫歐過渡期到期之前，英國公民與其家屬在歐盟境內仍享有入境
豁免。

但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美國、巴西及俄羅斯，因為感染率
仍高，全部被排除在外。美國每年平均有1500萬國民到訪歐盟

成員國，未被列入安全名單，料對歐盟國家的旅遊業帶來一定的
影響。有歐盟成員國認為，若禁止美國卻開放大陸國民入境，恐
有惹怒華府的風險。

除考慮國家的控疫程度外，文件亦包括 「互惠」 作為重開邊
境的標準，即歐盟不會容許禁止歐盟公民入境的國家旅客入境。
路透報導，這項名單將自7月1日正式執行，每兩周調整一次，
視乎各地如何控制疫情的傳播，以增加或剔除名單內的國家。

為遏制新冠肺炎傳播，歐盟自3月中旬開始關閉邊界，禁止
所有非必要旅行。先前，歐盟各國已解除對歐盟成員國公民的旅
行限制。

歐盟列14個安全旅遊國美巴俄感染率高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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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漢長沙做
搭平台助湘企出海

義義工工
只見這位今年73歲的德國人漢斯一身休閒裝

扮，鬚髮皆白，但精神矍鑠。他思路敏捷，
侃侃而談，加上豐富的肢體語言，給人非常開朗
的印象。

長沙生活工作15載
漢斯的頭銜頗多，長沙市政府商務顧問、長

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平台顧問、長沙首位5年A
類外籍人才簽證獲得者、曾任湖南省商務廳駐德
國代表、獲得“瀟湘友誼獎”……看得出在長沙
的15年，根植了他對這片土地全部的愛。

漢斯與中國的緣分要追溯到1985年，他被德
國西門子集團派往中國，擔任西門子集團大中華
區總裁。2005年，漢斯退休回到了老家德國巴伐
利亞，卻意外地接到了去湖南長沙管理中德合資
企業的邀請。
漢斯很快便作好了決定，前往長沙任職。不

料，正值大中華區的公司發展蒸蒸日上之時，德
國總部公司卻破產了，漢斯面臨要麼回到德國，
享受退休生活，要麼繼續留在中國的抉擇。

漢斯選擇了留在中國，2008年，他成為長沙
高新區的外籍商務顧問，兩年後，又被長沙市政
府聘為商務顧問。但令人意外的是，漢斯希望在
商務顧問的職位上免費為長沙服務。
“錢是很重要的，但錢不是所有的東西。感

謝中國長沙，這座城市給了我很多，我很高興為
之服務。”漢斯笑言，自己曾是高管，收入可
觀，“而且現在孩子們都長大成家了，生活很

好，不需要擔心了。我在中國賺了錢，現在是要
回饋中國的時候了。”

創建平台促對外交流
漢斯定居長沙的前幾年，長沙能流利說英文

的人很少，機場、道路的英文標識都不齊備，外
國企業來到長沙投資興業需要很長的溝通時間和
成本。漢斯注意到這一點，決心解決這個問題。
漢斯找到長沙市相關部門，提出搭建國際商

務溝通平台，建議以此作為一站式對接國外企業
與政府各部門溝通的橋樑。漢斯認為，只有政府
和企業間的對接更加順暢方便，才會吸引越來越
多的國外企業、機構來到長沙，讓長沙加速走向
國際化。
2015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平台終於面

世，漢斯參與了平台設計、籌備和建設的全過程。
現在，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和外國人來到長

沙，長沙也因此變得更加國際化，漢斯看在眼裏，
倍感欣慰，因為這其中就有他的付出和心血。
在國際科技商務平台的成功基礎上，長沙高

新區又相繼搭建了外國企業服務中心、“湘企出
海+”綜合服務平台“長沙專區”營運中心及長沙
高新區進出口商品展示中心等服務機構，實現線
上線下相結合，全方位地為開放型經濟服務。

“長沙與國外的交流合作增多了，外向型經
濟正在快速增長，這也是我在長沙工作的目的。
很幸運，我們的目標正在逐步實現。”漢斯由衷
地說。

之前，漢斯是通過辦理外國人工作許可
證長期在長沙生活工作，近期他已經向湖南
省政府遞交了辦理中國“綠卡”的申請。

“我護照上的永久居住地原來是德
國，現在是中國長沙。這裏有我的朋友
們，生活非常舒服。現在的長沙，是我生
活與工作的中心。”漢斯說。
漢斯長時間待在中國，和自己的孩子

們見面不多，大都是通過電話網絡聯絡。
獨在異地，他也非常思念親人，他的手機

裏，保存着家人的照片，想念的時候就翻
出來看看。
他的二兒子是醫生，每次德國家庭聚

會時，都會發一些照片給漢斯，特別是他
的孫子學習走路、吃飯時嘴巴沾滿醬料等
等有趣的照片，總能引得漢斯開心不已。

孫子今年3歲了，牙牙學語的兒童，
將漢斯稱為“中國爺爺”。“我從德國回
長沙，孫子找不到我就問他爸爸，‘中國
爺爺’去哪裏了？”漢斯開懷大笑起來。

今年年初，中國突然暴發新冠肺炎疫
情，令漢斯的親友十分擔心，漢斯總是回
覆說：“這邊的朋友、領導和同事都非常
關心我，照顧我，完全不用為我擔心，長
沙比你們想像的要安全。”

疫情發生後，長沙市非常關心漢斯的
身體健康與生活需求，工作人員每天通過
微信給他推送疫情信息，提醒相關的防疫
事項，還及時給他送來生活必需品。

“我還真不知道長沙的領導和同事
們，哪裏來的活力與激情，每天身處一線
工作的同時，還會將最新的疫情信息實時
推送至在長沙外籍人士的微信群，並不斷

告訴我們一些防護的措施。”漢斯看在眼
裏，感動不已。

對接各國機構送防疫物資
漢斯服務的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

平台，在疫情中也成了國際聯手對抗疫情
的平台。疫情初期，26個商協會通過自身
渠道，積極採購防疫物資，為湖南、湖北
抗擊疫情助力；當國外疫情暴發後，長沙
高新區又通過平台對接德國、法國、西班
牙、韓國、日本等30個國家的48個機
構，第一時間為他們送去防疫物資，支持
當地抗疫。

漢斯·阿克曼在湖南長沙工作和生活

15年，已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新長沙

人”。這10多年來，漢斯作為長沙

市政府和高新區的外籍商務顧問，免費為長沙的國

際交流合作助力，即使是今年疫情暴發的特殊時

期，漢斯也沒想過離開長沙。“現在的長沙，是

我生活與工作的中心。”漢斯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長沙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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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居住地：中國長沙

■■ 長沙高新區向國外捐贈防疫物長沙高新區向國外捐贈防疫物
資資。。 長沙高新區供圖長沙高新區供圖

■■漢斯在漢斯在20192019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
平台總結大會上發言平台總結大會上發言。。 長沙高新區供圖長沙高新區供圖

.1
�#�

專題
中
國2020年7月1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趙雪馨 1

穩沿線國家供應鏈

“從小就知道，一千多年前西安便有了一
條駝隊踩出的絲綢之路。長大後，沒

想到我也成了這條路上鋼鐵駝隊的一員。”胡
瑞冬所在公司，隸屬於招商局集團，是中歐班
列“長安號”的運營方之一。作為香港四大中
資企業，自2013年“長安號”開行以來，招商
局集團便深度參與其中，胡瑞冬也可以說是見
證了這趟班列從小壯大的整個歷程。

日均班列同期翻倍
“剛開行時，雖然線路少，但集團一直

看好。”2019年，隨着中歐班列“長安號”
新開線路越來越多，實現高頻次常態化運
行，這也讓胡瑞冬一時間熱血澎湃。“集團
看到這種趨勢後，投入越來越多，布局越來
越廣。”而隨着中歐班列利好消息不斷，中
外運物流西北公司業務量一路飆升。“2020
年1-4月份我們發運進出口班列169列，約為
2019年的119%。”胡瑞冬說，經他們發往
中亞地區的中國輕工產品，發往俄羅斯的果
汁、太陽能設備、汽車配件，以及從俄羅斯
運回的紙漿和板材等，都大受歡迎。

5月 6日，在9003次中歐班列汽笛聲
中，今年中歐班列“長安號”開行突破1,000
列。而這個目標的達成，足足比去年少了76

天。截至目前，“長安號”途經和抵達14國
44個城市，日均開行9到10列，較去年同期
翻了一倍。

16條線路5000餘種貨物
隨着中歐班列“長安號”的火爆，胡瑞

冬和公司也頻頻遭遇“幸福的煩惱”。“一
方面是量確實大了，一方面也是受疫情影
響。”據胡瑞冬介紹，疫情期間，內地很多
企業停工停產，從俄羅斯發來的30餘列約
1,500餘集裝箱板材，一度無人提貨，大量堆
放西安車站。而關鍵時刻，中歐班列運行機
制的優越性再次顯現。鐵路、海關、地方管
理機構迅速聯手協調，中國鐵路西安局特批
就近鐵路用地免費存放集裝箱，西安國際港
務區則開通中歐班列24小時服務綠色通道，
優先檢疫和放行。“當前國際物流領域萬業
皆頹，為何唯有中歐班列逆勢增長？”胡瑞
冬說，中歐班列強大的鐵路運力和高效的組
織保障，使越來越多的中外企業願意，甚至
期盼搭上中歐班列。
今年以來，雖受疫情影響，但中歐班

列“長安號”依然不斷創造着新的紀錄。1
月至5月，首列中歐班列“長安號”公共
班列、西安至波蘭光電產品專列、西安至

羅斯托克—維羅納—哥德堡—斯德哥爾摩
鐵海聯運班列、西安至巴塞羅那、西安至
荷蘭光伏專列先後開行。至此，“長安
號”開行線路 16條，實現歐亞區域全覆
蓋，運輸貨品由最初單一石油鑽井設備增
加到汽車、生活用品、廚具、日化等13大
類5,000餘種貨物。

提供高效低價運輸方案
在胡瑞冬看來，“長安號”線路的多點

開花，帶來的是實實在在的“一帶一路”新
商機。“班列大幅提高了運輸時效性，降低
了成本，大大增強了中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
和佔有率。”招商局集團目前已建成多個圍
繞中歐班列發展的倉庫和堆場，為華為、美
的、格力、廣汽汽車等提供十餘天直達歐洲
的快速精品班列。同時，由歐洲進口的紅
酒、高端汽車、製造業設備、各類食品，由
俄羅斯進口的建築板材、傢具木材、電解
銅、PVC顆粒等產品，僅用十餘天便可直
達全國各地。“招商局集團品牌的中歐班列
已在西北、華南等地區深度發展，除了內地
企業，我們亦可為港企提供遠高於海運效
率，遠低於空運成本的中歐班列運輸方
案。”

“中歐班列‘長安號’常態化開行，疫情期
間真是雪中送炭。”今年二季度以來，在疫情影響
下，一些進出口運輸渠道受到影響，而穩定開行的
中歐班列，為陝西各企業保持正常進出口貿易提供
了強有力的支持。自復工復產以來，這些企業普遍
加班加點趕訂單。“得益於‘長安號’，停工損失
不但補了回來，馬上就大幅盈利了。”

西安愛菊糧油是陝西本土企業，每年近三萬
噸的糧油米麵都通過“長安號”從哈薩克斯坦運抵
西安，通過加工供應省內市場。“近期，通過中歐
班列運輸麵粉3,980噸、油脂2,200噸，既保障了
生產，也保證了正常的市場供應。”愛菊集團負責
人介紹。
不僅是產自中國的優質產品，瑞典的牛奶包

裝盒、比利時的食品添加劑，這些曾經空運、海運
進入中國的產品，疫情期間亦紛紛轉乘中歐班列。
“疫情爆發以來，從海運、空運轉乘的貨量佔長安
號新增貨量的40%以上。”西安國際港務區管委
會主任孫藝民表示，中外貨物在西安集結、分撥，
“長安號”真正成為中國製造走出國門、沿線國家
特色產品進入中國的“絲路使者”。

位於西安國際港務區的第十四屆全
國運動會主場館——西安奧體中心項
目，是西安最早復工復產的重大項目之
一。然而在復工初期，由於海外疫情影
響，國際供應鏈遭受嚴重衝擊，許多國
外進口材料難以運抵，這也讓施工方一
度焦頭爛額。
據了解，第十四屆全運會將於2021

年在陝西省舉辦，西安奧體中心將承擔
全運會主要活動和比賽。自2017年10
月9日開工建設以來，承建運營方華潤
集團和西安國際港務區夜以繼日，以確
保今年6月30日竣工交付。

為高品質、高質量建設全運會主場
館，西安奧體中心選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供應商。“這家供應商位於意大利，之前
計劃採用海鐵聯運，先通過海運運抵天津
港，再從天津港通過鐵路運抵西安，全程
大約50天左右。”西安國際港務區相關人
士表示，但是一場疫情突然而至，海運+
陸運的運輸方式，無論從時間和成本上都

已經無法把控。“說輕了，可能延誤工
期，說嚴重點，或將直接影響到全運會。
所以時間緊迫，必須要更換運輸方式。”
而令中方欣喜的是，中歐班列“長安號”
竟然是該意大利供應商長期穩定的合作夥
伴。“長安號”憑借其穩定的班列頻次、
有保障的運輸時效和最優的全程物流解決
方案，讓這家意大利供應商一直都很滿
意，所以雙方一拍即合。

2月下旬，新運輸方式啟用。“我
們採用‘公鐵聯運’門到門國際物流解
決方案，從意大利的工廠直接提貨，8
個集裝箱先通過公路運抵米蘭，再從米
蘭搭乘火車運抵德國杜伊斯堡。然後在
德國杜伊斯堡搭乘‘長安號’回程班列
一站直達西安，再通過‘短倒運輸’運
送到奧體中心項目現場。”西安奧體中
心項目方表示，通過中歐班列全程運輸
時間近20天左右，幾乎比原計劃的海
鐵聯運節約了近一個月時間，真是解了
燃眉之急。

解西安奧體中心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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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那一班剛過，下一列馬上就開過來了。”

家住西安新築車站附近的張大爺，自宅家避疫以來，每天

坐在陽台上眺望不遠處呼嘯而過的中歐班列，似乎成了他

最大的樂趣。“最近幾個月，估計就數這條鐵軌最忙了。”

和張大爺有相同感受的，還有中外運物流西北有限公司總經理

助理胡瑞冬。“真是太火了，今年從西安開行的中歐班列已逾

千列，較去年幾乎翻了一番。”胡瑞冬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

航空、海運因疫情普遍受阻之際，中歐班列就更加凸顯出不可替

代的絕對優勢。“時下對於很多中外企業而言，逆勢增長的中歐

班列，不僅是連接歐亞最便捷的黃金貿易通道，同時鐵輪所過之

處，也意味着更多‘一帶一路’新商機的到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運輸業務逆勢增長

◆今年1至4月份，中歐班列共開行2,920列、發送
貨物26.2萬標箱，同比分別增長24%、27%，綜
合重箱率98%

◆去程 1,638 列、14.8 萬標箱，同比分別增長
36%、40%，重箱率99.9%

◆回程 1,282 列、11.4 萬標箱，同比分別增長
11%、14%，重箱率95.5%

編 者 按 ：

疫情席捲全球，物流受限，環球經濟受累。

在“一帶一路”這條連通中外、造福世界的跨國經濟

帶上，中歐班列憑藉其“分段運輸，不涉人員檢疫”的

跨國物流優勢，在疫情期間成為亞歐大陸上一條最美麗

的運輸線，為沿線國家和人民的生活、生產、抗疫物資的

及時輸送，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對於穩定全球供應鏈，發

揮了重要作用。香港文匯報特別

開闢“疫情下的絲路郵差”

欄目，講述行走在“絲綢

之 路 ” 上 的 “ 鐵 駱

駝”—中歐班列的

故事。

■■ 長安號貨物進入長安號貨物進入
第十四屆全運會主場第十四屆全運會主場
館館。。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疫情下 的 絲路郵差絲路郵差

▼▼中歐班列中歐班列““長安號長安號””真正實現真正實現““買買
全球全球、、賣全球賣全球”。”。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中歐班列西安
至巴塞羅那。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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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猫场
镇箐口村箐口小学幼儿园，孩子们开心
地笑着。 罗大富摄（人民图片）

图②：江苏省淮安市淮海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生为社区居民免费检查身体。

赵启瑞摄（人民图片）
图③：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双堆集

镇吴井村贫困户吴书杰夫妇正在大棚内
为早熟葡萄进行疏果管理。

万善朝摄 （人民图片）
图④：云南省西畴县西洒镇瓦窑幸福新

村全貌。 吕德仁摄

两会特刊

①①

②②

③③

全面小康 千年梦想定能实现
本报记者 申孟哲 严 瑜 李亚楠 李昌禹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
主席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如是说。

什么是小康？从汉代《礼记·礼运》以来，丰衣
足食的“小康”就是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描绘，是
中国老百姓孜孜以求的“千年梦想”。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 2020 这个“决战决
胜”年份增添了许多压力。中国是否能如期全面建
成 小 康 社 会 ？ 中 国 又 将 如 何 继 续 发 力 民 生 事
业，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我们采访了几
位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请他们畅抒己
见。

底气十足 圆梦全面小康

就业是民生之本。受疫情影响，就业承压最重。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赖明勇告诉本报记者，疫情使

低收入群体工资性收入受到较大影响；外贸需求减少、农产品滞
销，进一步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困难。

“我们看到，各级党委政府出台了细致的政策措施，帮扶困难
企业，做好大规模人员外出务工的组织服务，提升困难群众劳务
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迅速恢复春耕备耕等重要生产物资调入和农
产品调出的物流通道，提升困难群众经营性收入水平。精准摸
排、精准识别、精准帮扶，这些措施让人感到很温暖。”赖明勇
说。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卢天锡告诉记
者，通过组织网络就业培训、贫困劳动力就业情况大数据监测、

“点对点”包车等方式，江西全省已经运送农民工9.34万人外出复
工；同时引导就地就近就业，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优先选聘
受疫情影响的贫困家庭劳动力参与扶贫项目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
龙晓华介绍，为了对冲疫情对旅游业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当地跟
踪帮助转移就业人员返岗，把旅游“空档期”变成“提档升级
期”，提升旅游品质，同时对实体经济进行减免和帮扶，成效明
显。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13团11连职工尤良
英说，当地农产品虽然因为疫情变得“不好卖”了，但职工正努
力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等新形式，打开农产品销路。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大家看到了祖国的强大，看到了党和政
府对人民的关心，也看到了团结一心向前走的力量，今年我们一
定会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尤良英说。

化危为机 激发内生动力

疫情给中国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带来挑战，但越是面对困难挑

战，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发展，从眼前的危机中
抢抓和创造机遇。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君乐宝乳业
集 团 董 事 长 兼 总 裁 魏 立 华 说， 尽 管 有 许 多 困 难，但中国经
济正处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可通过制度性、结
构性、市场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

“以奶业为例，产业链上游是数百万养殖农户，中游是加工、
销售的百万劳动大军，下游连接亿万消费者家庭，产业扶贫、精
准扶贫空间非常大。”魏立华说，这些年君乐宝在河北三县采取产
业扶贫、项目扶贫的方式，直接带动了 5000 余户贫困户增收脱
贫，增加近4000个就业岗位。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今年带来了关系到
“民以食为天”的提案。他告诉记者，受非洲猪瘟影响，2019年，
全国生猪存栏同比下跌27.5%，今年叠加新冠疫情，使生猪供给可
能较长时间处于偏紧状态。要提振这一民生产业，必须实施综合
性的提振复产措施，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同时加强跨区域协调，
并鼓励企业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加大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

卢天锡介绍，现在受疫情影响，大部分农村扶贫项目推迟开
工、延期复工，而距离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剩下半年多，时
间紧，任务重。为确保按期完成目标任务，下一步政府部门应尽
可能简化扶贫项目审批手续，专门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简化评
审、采购等程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告诉记者，可以预
见，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经贸交往活跃度将比较低迷，必须激活国内市
场潜力、畅通内部良性循环、强化居民消费引擎；另一方面，对产业
链供应链进行修复稳定、优化升级，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
化，牢牢守住经济发展的底线。

面向未来 关注发展质量

在访谈中，多位代表委员都表示，全面小康社会今年一定能
如期建成，从现在起，更要着眼未来，用更全面、更高质量的发
展，带动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前行。

“三农是基本盘，民营企业是毛细血管，他们与实现全面小康、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同时又相对是发展短板，抗风险能力更弱，
更容易受到影响。建议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加强对农民
持续增收的政策扶持；同时，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依然存在，仍需更加细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魏立华说。

全国人大代表、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表示，从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角度看，较之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发展
还比较滞后。在今年以新基建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蓝图中，应当更
加重视智能物流等新型基础设施，推动货物流通更加顺畅、生产
服务更加高效。

张连起对记者表示，调控“组合拳”必须更有针对性，财政
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要协同发力。同时，地方政府应主动
作为，一手加大投资补短板力度、支持制造业改造升级，一手从
战略谋划布局的高度创造机遇，如推进都市圈、数字城市建设以

及网络型城市群结构拓展，加快旧城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等，重
塑产业链供应链，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打通产学
研创新链、价值链。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认为，如期建成
全面小康社会后，千万不能有万事大吉、刀枪入库的想法，重点
要关注“后扶贫时代”，关注摘帽贫困地区的成效巩固问题，将其
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今年中国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现象可能仍
将长期存在，有针对性的扶贫减贫仍将是一项长期工作。我在今
年的提案中建议，可以制订新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体系，增加
精准措施，搭建新的应急救济、长效帮扶社会管理体系。”刘永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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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時代的公平正義：美國能縱容白人至上主義到什麼程度？
面對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

與種族不公的雙重挑戰，美國民眾正處
在一個轉捩點上。

新冠肺炎已經造成全球44萬5000
人死亡，其中超過11萬8000名死者是
美國居民。在疫情仍在持續之際，美國
白 人 對 明 尼 蘇 達 州 非 裔 佛 洛 伊 德
（George Floyd） 遭 白 人 警 員 沙 文
（Derek Chauvin）殘酷殺害感到憤怒
，他們逐漸意識到美國非裔每日都在面
對的挑戰。

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6月19日舉行一場座
談會，與會專家詳細列出這些挑戰：警
察暴力與過度執法、經濟不公、獲得健
康保險的差距、高入獄率造成累犯率上
升，和社會普遍存在的種族主義文化。

舊金山加大醫學院內科教授阮清東
（Tung Nguyen）表示，從新冠肺炎疫
情可以看出，美國以白人需求為主的公
共衛生系統的失敗。他指出，美國的醫
療系統是全世界最昂貴，但成效很差，
因為它弄錯了重點。

身兼亞裔健康研究中心（Asian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on Health
）主任的阮清東說： 「最主要的因素是
低平均壽命或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生
活在暴力中，和其他包括工作、住房和
糧食無保障、氣候變遷等決定性因素，
這些都是公共衛生和醫療未來需要努力
解決的問題。」

身兼資深民權人士、律師，同時也
是洛杉磯 「進步計劃 」 （Advance-
ment Project）共同創辦人暨共同總監
萊斯（Constance Rice）說： 「美國現
今的種族關係正處於一種我從來沒有見
過的狀態。」

她說： 「這個問題是美國討論得最
多的第四大議題，它無關種族，而是：
美國白人現在可以容忍何等程度的種族
主義？他們究竟要縱容白人至上主義到
什麼程度、到什麼時候？」

「大部分美國白人第一次表示：
『好，我們必須做出選擇。我們過去不

知道我們是選擇的一部分，也不知道我
們是這個議題的一部分。』 有如鯨魚突
然發現自己生活在水中一樣。不過，起
碼他們現在開始意識到問題，接下來要

看後續的發展。」
萊斯認為，人們意識的覺醒，要歸

功於全球各地的年輕抗議人士發揮了巨
大的影響力。

萊斯說： 「這是結構性的板塊變化
，是地震，我們不知道政治上會發生哪
些變化。讓我們觀察11月大選，看美
國白人會選擇白人民族主義的道路，還
是多元種族民主政治的未來。」

她還表示，美國警政的根源藏匿在
過去的 「奴隸巡邏」 制度（slave pa-
trols）裡，意在要人們要 「安份」 ，這
是一種 「戰士心態」 。這不只是一顆壞
蘋果的問題，而是整個果園都有毒、整
個文化的問題。

南 加 大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社會學、美國與族裔研究教
授派斯特（Manuel Pastor）表示，對
非裔民眾過度執法，只是一直將少數族
裔群體邊緣化的文化的冰山一角。

派斯特說： 「我認為，社會如此嚴
重分裂出現在兩大現象之後：川普三年
半來的執政讓美國法西斯主義抬頭，並
過份單純化經濟策略，這些年對美國少

數族裔來說非常殘酷。」
同時也是南加大環境與地區平等計

劃 （Program for Environmental and
Regional Equity）和移民融合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主任的派斯特，還指出了
美國嚴重的經濟差距。美國勞工局數據
顯示，美國非裔民眾平均年薪約1萬
7000美元，是所有族裔中最少，白人
平均年薪則高達17萬1000美元。

派斯特說： 「它代表的意義是，當
危機爆發時，少數族裔沒有不工作的選
擇，因為他們沒有財富可以緩衝。」 他
指出，在全美絕大部分地區實施居家避
疫時，許多非裔民眾在疫情中被迫外出
工作。此外，非裔的入獄率和出獄後難
以找到工作，是導致他們高累犯率的原
因。

談到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不當取
消 「童年抵美暫緩遣返計」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稱 DA-
CA），派斯特說： 「過去三年半，川普
政府折磨了70萬從任何角度看都是美
國人的年輕人，我們必須擴大視野，集

中力量對抗反黑人種族主義，讓西語裔
、亞裔、原住民、其他少數族裔和白人
盟友，都成為這股力量的一部分。」

未來研究院（Institute for the Fu-
ture）院長戈畢斯（Marina Gorbis）將
美國比喻為一個 「種植經濟」 （planta-
tion economy），意即大部分居民都生
活在貧困中。

戈畢斯說： 「我真心希望，這個暴
露所有種族不公、警察暴力等事件的時
刻，能提供我們一個重新思考經濟的機
會，重新想想勞工在這個經濟中應該獲
得什麼，以及誰該得到這些東西。」

戈畢斯說，財富懸殊的問題必須解
決，她質疑主導矽谷的 「英雄創業家」
（hero entrepreneurs）應該比員工獲
得更多財富的觀念。她認為，全民基本
資產（universal basic assets）是一種
權利，而不是人們必須去爭取的東西。

她說： 「所有人都有權利獲得某些
能讓我們安心過日子的必要資產。」

校聯會在五月二十七日舉行新舊會長交接儀式圓滿成功
今年因為是新冠病毒疫情的關系 ，

為了安全設施，我們一年一度盛大的年
會及獎學金之夜不克舉行。然而處變不
驚，我們今年八萬多元的獎學金，還是
照樣的發給了四十多位優秀的同學們，
新舊會長和幹部的交接儀式也用 Zoom
視頻會議的方式來進行。雖然今年的儀
式會議不能如往年的年會那啓的盛大，
但
意義還是一樣的深刻，我們一年以來的
議案和節目終於圓滿的完成告一段落。
接著新的團隊將展開新的任務和運作。
因為大部分的理事沒有辦法參 Zoom
meeting. 我謹藉此電郵向大家告別緻謝
！

首先我要感謝校聯會所有的理事顧
問們，這一年來給與我們的贊助與支持
，讓我們的活動都能夠順利舉行。從去
年6月接任以來，我們馬上就致力於年
輕人的活動。首先成立了 Young pro-
fessional committee ，先後舉辦了，和
臺灣留學生代表 TSA 交誼互動餐會，
以及十一月的籃球比賽，和理事青年的
感恩節聚餐。最重要的是今年2月的職

場精英論壇 ，雖然在新冠病毒的憂慮之
下，周玲瑩女士的演講，及豐富而多元
的議題，還是吸引了許多年輕人參與。
謝謝我們能幹而多才的第二副會長翁履
中，李懋卿及 committee 的團隊們,
Young Professional Committee 立馬成
功，希望這啓好的節目，能夠在未來繼
續傳承下去 。

另 外 一 個 新 成 立 的 mentoring
committee 也毫不遜色 。良師顧問委
員會一共成立了，資訓科技，生物醫學
，財務，石油/工程 以及 自由創業五組
。由十五位休士頓資深的專業人士和十
五位青年才俊配合。在二月二日溫馨而
又興奮的彼此認識以後，開始了五六個
月以來，mentor and mentee 之間每個
月一次的溝通與交流。今天 6/27 下午
從1點半到3點半，正好是他們的結業
典禮 。大家交換心得，收獲滿滿。謝謝
許建斌，楊家玲以及五位 committee
委員們。尤其是許建斌，一手策畫帶動
整個 committe，功不可沒. 希望這個有
意義的活動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今年三月，因為新冠病毒，活動沒

有辦法舉行。校友會看到疫情嚴峻，前
所未有。馬上在4月8日開會，提議成
立校聯會新冠病毒基金方案。由理事長
鄧嘉陵帶動全理事會通過決議，由大專
校聯會對頭兩萬元的募款者做一對一的
對捐。募款的第一天就捐到了$24,000
元. 並且很快的在兩、三個星期之內就
募到將近$75,000元的捐款. 其中三千元
在四月十六日，用來買防護品捐給眾議
員Al Green 在福遍郡的PPE Drive。約
三萬元在四月二十三日，購買醫護用品
等捐給西南區的赫曼醫院。接著在五月
十六日捐四萬元給休士頓食物倉庫, 以
幫助因新冠病毒失業的休斯頓市民們 。
最後三千元在五月二十三日捐給 "送餐
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 的團隊。由李雄,
張少歐, 華啓梅等帶動將近六十個亞裔
社團包括校聯會等共同組成的救災團體
。在兩個月之內，我們快速的完成了四
個救災的活動。校聯會在此衷心的感謝
諸位理事顧間及校友們 。在此疫情中，
充份發揮人饑已饑，人溺已溺的慈悲情
懷。所有捐款的名單將在今天會後，公
佈給所有的會員們以致謝意。下面我簡

單的先謝謝捐款一千元
以上的善心人士和校友
們。捐款一萬元: 趙元
修，捐款兩千元以上:
張南庭，何怡中，朱增

輝夫婦，捐贈—千元的有: 鄧嘉陵，劉
美玲，葉宏志，周兆玲，劉友梅，郭中
穎，許國麗，范增璞，周芝陽，徐小玲
，及廖良基夫婦。無比的感激，謝謝所
有捐款的人。

我們 2019 到 2020 年優秀的工作
團隊: 第一副會長劉美玲，第二副會長
許建斌，楊嘉玲，翁履中，李懋卿，陳
元華 ，陸燕琪，財務長 林恂，秘書長
何怡中，公關 鄧曉玲。在此堅強團隊的
合作之下 ，我們參加了國慶升旗典禮，
合辦中秋佳節烤肉，舉辦令人難忘的年
終舞會，參加盛大的休斯頓牛仔節馬車
遊行。我們的關懷推廣委員會贈送一千
元給 Alief 學區感恩節火雞食品的分發
，並在二月捐贈一千元參與扶輪社為
Alief 學 區 獎 學 金 所 設 立 的 Souper
bowl 遊園會。謝謝所有committee 的
會員及前理事長黃初平的贊助與支持。

謝謝風雅集招集人周芝陽，把校聯
會的風雅之情，吃喝玩樂事宜，一手包
辦，多彩多姿。另外要特別謝謝退休委
員會負責人范增璞，十二年來照顧校聯

會老年人的活動，醫療資訊，投資講座
，社會保險等等，其無以倫比的精力和
熱誠，令人敬佩。我們也在此，歡迎年
輕有為的新退休委員會負責人劉志忠，
預祝他順利成功 。謝謝我們網路負責人
黃自強，校聯會的 newsletter，只要一
個 e-mail 服務就來並且做得盡善盡美
。也謝謝我們的 Auditor - 劉曙明，
Historian 謝家鳳和 legal advisor 趙偉
宏 服務校聯會 數十年如一日，無怨無
悔。另外要謝謝我們的獎學金委員會負
責人鄭大展，和獎學金committee 委員
們，以及所有獎學金捐款的善心人士。
獎學金眾多而復雜的工作在鄭大展手中
處理得得心應手，充容不迫。而且獎學
金—年比一年做得更盛大，更完美。

最後我要在這裏特別謝謝我們的前
理事長葉宏志，和第—副會長劉美玲，
在新冠病毒的救災活動中，全心全力支
持救災活動。冒著感染病毒的危險，拋
頭露面，在所不辭。

我們 2019 到 2020 年的理事會幹
部及各委員會團隊們。在6/27的交接典
禮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我們在此下臺
鞠躬，謝謝大家！

大專校聯會下任會長 徐小玲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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