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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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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汪文斌22日主持例
行記者會。

有記者提問，休
斯敦當地消防隊員稱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
館內曾出現火情。外
交部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回應說：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在正常運作。

中美關係緊張之
際，美軍一架C-17運
輸機上週六（18日）
由沖繩空軍基地抵港
，停留逾2小時後轉飛

馬尼拉。有軍事評論
員認為，美軍運輸機
來港並非不尋常，但
相信今次或與中美關
閉對方領事館有關，
美方提前撤走駐港總
領事館的重要文件及
人員。

美軍一架C-17運
輸機上週六早上由日
本沖繩嘉手納空軍基
地起飛，早上10時07
分抵港，於香港國際
機場停留逾2小時，然
後於中午12時31分轉
飛馬尼拉。

外交部外交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正在正常運作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正在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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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五由巴威醫生主持之新冠病毒檢驗站
，為我們公司同仁做了一次完美快速之服務，
完成了所有同仁之檢測，並在十五分鐘之內立
即得到結果。

最近全國疫情繼續猖獗，各地測試工作非
常緩慢，各大城市之免費檢測站大排長龍而且
檢驗報告往往要數天或一週以上，這也是造成
疫情無法控制之最大原因之一。

由巴威醫生主持之檢驗站無疑是為當前之
疫情解決部分之困境，雖然是收費服務，但是
可以以收據向保險公司報銷，而且多半的保險
公司都可以報銷。

這項服務能為許多公司行號及個人立即測
出結果以決定他們是否本人回到辦公室上班。

當前我們全國面對之窘情是根據加強對國
民之撿測工作，來制定未來如何應對更坯的發
展。

經濟之下滑，加上疫情難予控制，疫苗之
問世也尚待時日，幾乎全球都面對同樣危機，
我們對於在前線奮戰的醫療工作者表示無限的
敬佩，他們每日都陷於病毒感染之風暴中。

全球化及地球村逐漸形成之時，從此次新
冠病毒之侵襲，沒有任何國家或地區能倖免。

這些災難我們也只有指望疫苖早日發現來
拯救世界了。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77//2222//20202020

Last Friday all our employees went to Dr. Parvin’s
COVID test station to get tested and got the results
within twenty minutes.

With the pandemic still attacking our nation, COVID
test stations are still experiencing long waiting
lines. Sometimes the people line up for so long and
then the results take more than a week to come
back. This is also the reason we can’t get more
people to take the test while the virus still keeps
spreading in the community.

Dr. Parvin’s test station really has come at the

right time to help our community to screen for the
virus. Even though people need to pay for the test,
they can get reimbursed through the insurance
company.

A lot of companies need to test employees so they
can decide whether they can come back to work.
With the economy suffering and with a virus we can
’t control still attacking us, we really just are
waiting for the vaccine to come out soon. This is
probably the only solution now to rescue the world.

Instant COVID-Instant COVID-1919 TestTest病毒撿測病毒撿測 快速通關快速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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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由於黑人佛洛依德之死所引發的全美反
種族歧視運動與暴動已經逐漸淡化，唯獨奧
勒岡州波特蘭市迄今依然未停息，強調”法
律與秩序”的川普總統於是派出了聯邦警衛
部隊前往鎮定，由於鎮暴部隊手段過激,製造
了更大的騷亂與暴動, 更有一位年輕白人女子
一絲不掛,全身裸露出現在現場, 她大膽的坐
在地上張開雙腿面對聯邦部隊,希望以此化解
暴戾之氣！

川普總統這次派出聯邦部隊去執行一個
城市的治安任務是否違憲 ? 這是相當具有爭
議的, 因為根據聯邦法律，任何一個州或城市
必須由州長或市長向總統提出請求, 總統才可
以派出聯邦部隊前往協助, 不過，總統本身也
有權力在地方政府無法控制亂情之下,頒布聯
邦緊急命令派出部隊前往執行任務，波特蘭
的問題是,市長與州長認為自己可以平定動亂.
他們從未要求川普出面奧援，但川普政府擅
自作為, 不過他也振振有詞, 強辯聯邦部隊到

波特蘭市是為了要保護聯邦法院大樓,所以並
沒有越權。其實這又是黑白講, 因為明明這些
聯邦部隊是荷槍實彈在大街上逾矩執行任務,
其手段之強硬兇猛, 從他們連番暴打一位手無
寸鐵的退伍軍人, 並打斷他的右手骨頭可見他
們是多麼沒有人性. 當這個視頻不斷播出後，
大大重創了川普的威信, 更削弱了他派遣聯邦
部隊的正當性,所以芝加哥女市長才會向川普
警告, 芝加哥不需要類似波特蘭市的聯邦鎮壓
部隊進駐, 但川普卻放話, 他已派出150人的
職邦部隊秘密進駐芝加哥執行警務，如果此
事屬實,必定會引來更嚴重的後果！

川普一再強調由民主黨執政的地方政府
軟弱無力,故意縱容街頭暴力, 讓治安失控,這
是一種泛政治化的栽贓與污蔑，他真正的動
機是要醜化地方政府,他一切的說法和做法都
只是為了獲取純粹的政治利益, 試想想看,如
果他真想協助各地改善治安, 為什麼不誠心的
去各地方政府的領導人先溝通協調呢!

李著華觀點︰波特蘭鎮暴之亂

昨天在烏克蘭發生的公車挾持事件，經
過12小時的對峙，特警發動迅雷不及掩耳的
攻堅，成功壓制歹徒，公車上的人質也無一
受傷。

歐洲新聞(Euro News)報，烏克蘭內政部
長阿森·阿瓦科夫（Arsen Avakov）在推特上
宣布 「一切都結束了。」

事件發生在昨天上午，一名持槍歹徒挾
持公車，並且要求司機把車子開到十字路口
正中央，然後他主動打電話給警方，要求政
府聽他的訴求。

美聯社報導，這名激進者是一名44歲的
烏克蘭人，他挾持公車後，曾經對外扔擲手
榴彈，嚇退警方不能接近，所幸沒有人受傷
。之後警用無人機曾經接近公車拍攝，他還
向警用無人機開了幾槍。

之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同意與他通電話，並且在臉書上
上發布了一段支持2005年動物權利紀錄片

《地球上的生靈》(Earthlings)才結束，而這
些動作是特警人員攻堅的準備時間。

7月22日早上9點半，特警發動攻堅，
先是扔出一枚閃光彈，隨後裝甲運兵車快速
抵達公車門邊，烏克蘭特種部隊立即衝進公
車裡，成功活捉歹徒。

得知救援行動成功後，澤倫斯基答應發
布的臉書連結就刪除了。

在堅攻發動前30分鐘，歹徒同意先釋放
了3名人質，是1位小孩、1名孕婦，和1名
老婦人。

內政部長隨後張貼了攻堅行動的過程，
包括襲擊者的照片。

警方事後調查，此人真正的名字，應該
是叫馬克西姆·克里沃什（Maksim Krivosh）
，他現年44歲，是烏克蘭人，生於俄羅斯。
據稱，曾有多項前科，包括搶劫、詐欺、非
法使用武器等，曾被判入獄10年。

烏克蘭公車挾持事件落幕 特警30秒擒拿歹徒

紐西蘭總理阿爾登，22日決定拔掉移民部長李斯-加洛威（Iain Lees-Galloway）的烏紗帽，因為
他與下屬有 「不當的關係」 。

阿爾登說，李斯-加洛威與轄下部門的女性員工，婚外情約維持了1年，已在幾個月前結束。她表
示，對道德判斷向來謹慎，不過李斯-加洛威對於遭控不當利用權勢坦承不諱。

41歲，與妻子育有3名子女的李斯-加洛威說，他接受阿爾登的決定且道歉，並表示9月的國會大
選，他不會尋求連任。他在聲明中說， 「我在職位上舉止完全失當，不能繼續擔任部長。」

李斯-加洛威的不倫醜聞會炸裂，主要是在野黨國家黨領袖柯林斯女士，向阿爾登的辦公室打通風
報信。該黨透過一位可證實部長搞婚外情的第三人，獲得許多相關細節。

阿爾登說，在柯林斯通報之前，她對李斯-加洛威的婚外情一無所悉，如果李斯-加洛威能早點告
訴她就好了。李斯-加洛威在21日遭解職後，先向家人坦白此事，22日醜聞才被公諸於世。

在野黨打小報告 紐國已婚部長偷吃下屬被拔官

（中央社）國民黨日前指控總統府秘書長
蘇嘉全與立委蘇震清叔侄利用國營事業圖利，
蘇嘉全昨天委任律師提告妨害名譽。國民黨認
為蘇嘉全等人明知資料為真，執意提告，今天
到北檢反控誣告。

國民黨20日出示一份台灣駐印尼代表處
2017年回報外交部的密件，質疑國營事業已遭
中間人控制，企圖將政府排除在外以謀取個別
私利，指控蘇嘉全、蘇震清可能涉入。

蘇嘉全認為，國民黨王育敏、羅智強、游
淑慧3名黨務主管，憑著一篇日期與內容完全
錯誤的幻想文，惡意污衊他圖謀私利，昨天委
任律師到台北地檢署對王育敏等3人提出妨害
名譽告訴，也會另外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訴訟。

王育敏、羅智強、游淑慧今天上午在律師
葉慶元等人陪同下，到北檢對蘇嘉全提告誣告
。

蘇嘉全告妨害名譽 國民黨反控誣告

（中央社記者林長順台北22日電）立法院
今天三讀通過國民法官法，法官協會下午發表
聲明指出，國民法官法是司法社會化工程基石
，期許審、檢、辯三方共同努力推動新制，並
呼籲司法院著手因應相關配套措施。

法官協會表示，由不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
國民加入審判行列，與職業法官合審合判，討
論並作成判決，讓許多來自外國的法律制度走
入台灣社會，與國民的法感情相互融合，進而
縮小法律與社會生活的鴻溝，是司法社會化工
程的重要基石。

法官協會指出，殷切期盼審、檢、辯三方
能本於法曹的職責與社會責任，共同推動 「國
民法官法」 的宣導與模擬演練，以期在法案正
式施行時，不僅審、檢、辯三方都已熟悉這部
法案的運作，台灣民眾也都已做好準備經過抽
選走上審判席，執行國民法官的職務。

新法施行後，刑事審判程序將有 「卷證不
併送」 與 「卷證併送」 兩種不同制度雙軌運作
，法官協會呼籲司法院應研擬審判流程參考手

冊，並與法務部共同協商研議，調整現行起訴
送卷模式與證據開示的具體運作辦法。

此外，司法院應儘速規劃因應新制配套所
需的各法院法庭硬體建置、調整刑事庭法官人
力與事務分配模式，以利落實國民法官審判案
件集中審理，降低國民法官參與所需成本與負
擔，同時也避免排擠到其他刑事案件的審理資
源，影響法院運作效能。

法官協會表示，法案研議過程中，部分人
士為阻撓立法審議進度，動輒對職業法官加以
污名化，此類非理性的偏見，不僅無助於法案
的精緻化，更傷害了絕大多數為實現公正審判
而投入大量熱忱、努力不懈的法官。

呼籲各界應回歸理性，並盼望新制上路後
，國民將因參與而理解司法審判，更因理解而
信賴司法審判。

法官協會指出，相信在司法行政的全力支
援下，國民法官新制將穩健施行，敬請各界支
持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共同走上審判席，開展
素人與法律專業相互對話交流的司法新頁。

法官協會：國民法官法是司法社會化工程基石

（中央社）高市新興警分局前金分駐所警
方涉嫌為求緝毒績效違法搜索及製作假筆錄，
高雄地檢署偵結，依貪污等罪嫌起訴趙姓巡佐
，並移審高雄地院裁定收押，另3名員警則獲緩
起訴。

高雄地檢署今天表示，民國108年5月間，
趙姓巡佐為查緝毒品案件，與所內警員李姓、
林姓等被告3人，均明知未聲請搜索票，也未徵
得受搜索人黃姓與洪姓男子同意，就違法搜索
位於高雄市苓雅區某民宅。

檢方表示，另為掩飾違法搜索犯行，被告
並要求黃、洪2人簽署自願接受搜索同意書，由

林姓員警製作內容不實的搜索扣押筆錄，交由
分局偵查隊後將黃、洪依涉毒案送辦。

另外，趙姓巡佐並覬覦洪男的年輕女友美
色，以協助追查另一毒品通緝犯為由，要求將
他加為通訊軟體好友，隨後以不執行查毒等為
由，3次要求發生性關係，但未得逞。

全案由新興警分局不護短送辦並配合檢調
偵辦，經高雄地檢署偵結，認定趙姓巡佐非法
搜索、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要求不正當利益
等罪嫌起訴，趙姓巡佐於21日移審高雄地方法
院後裁定續押禁見。同案3名員警均坦承犯行，
獲檢方緩起訴。

高雄警方涉違法搜索 1巡佐起訴收押3警緩起訴

（中央社）男子陳福祥於104年間犯下西門町峨眉停車場雙
屍案，一、二審、更一審均被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最高法
院今天二度撤銷原判決，發回台灣高等法院更審。

陳福祥被控於民國104年1月13日，假意出售愷他命給蔡宗
育、蔡鎧陽，但懷疑兩人先前曾侵吞他販賣毒品款項，又以為蔡

宗育帶槍，且有觸摸腰際疑似
掏槍舉動，在台北市峨眉停車場先後槍殺蔡宗育、蔡鎧陽。

一審、二審均判處陳福祥死刑，但最高法院認為，二審未釐
清陳福祥是預謀殺人或臨時起意犯案，且精神鑑定報告並未排除
陳福祥接受矯治的可能性，二審未調查釐清即不予採納，將全案

發回更審。
高院更一審認定陳福祥再社會化可能性甚低，仍維持死刑判

決。最高法院認為，原判決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的違誤，
讓判決死刑是否妥適難以斷定，撤銷原判決，發回高院更審。

男子涉雙屍案3度判死最高院又發回更審

國民法官法二讀國民法官法二讀 藍綠各表立場藍綠各表立場
立法院立法院2222日挑燈夜戰日挑燈夜戰，，處理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等案處理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等案，，清晨二讀通過國民法官法全部清晨二讀通過國民法官法全部

條文條文，，國民黨立委在議場持標語籲不應草率通過國民黨立委在議場持標語籲不應草率通過，，民進黨立委則高舉贊成民進黨立委則高舉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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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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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逐步解封潛水業重啟
業界：不用擔憂社交距離

綜合報導 新冠病毒重創全球觀光業，希臘遊客數量大減。隨著希

臘逐步解除限制措施，以及從7月起對更多國家開啟國門，潛水勝地安

吉斯特裏島已經見到了遊客逐漸回流，重新享受海底之美。

報道稱，希臘的安吉斯特裏島壹直是潛水愛好者熱愛的景點，隨著

疫情降溫解封，遊客又能重新擁抱這片湛藍的海。

來自葡萄牙的潛水愛好者費南德茲為了慶祝希臘解封，決定用壹技

之長幫忙凈化海洋，在海底清除釣魚線等人造廢棄物。

費南德茲說，“隔離期間我體會到，我不只想念親友，還想念大自

然海底世界的懷抱，這是我自從疫情以來的第壹次潛水，從事這項活動

不用擔心社交距離的問題。”

希臘從7月起向歐洲大部分國家，以及14個非歐盟國家開啟國門，

讓各大旅遊景點逐漸恢復生機。在安吉斯特裏島開設潛水學校的從業者

表示，這項活動是隔絕病毒的最佳選擇。

潛水學校負責人巴比斯指出，盡管疫情還在，但潛水相對安

全，“我們將遵循壹切防疫規定，采取壹切必要措施，因此相信

會安全的。”

希臘旅遊部門估計，今年約有500萬遊客造訪希臘，數量還不到

2019年3100萬人的六分之壹。

英國大學擔憂中國留學生
取消求學計劃

綜合報導 英國大學研究機構發布報告，英國大學普遍擔憂中國留

學生因新冠病毒疫情取消秋季課程計劃，致使英國大學面臨巨大的經濟

損失。

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EPI)當日發布的壹份研究報告表明，中

國留學生人數從目前的12萬可能將大幅減少，“樂觀”的估計是下降

12%，英國大學將減少4.6億英鎊經費收入，而悲觀的結果是，61%的中

國學生將取消課程，英國大學將減少收入23億英鎊，面臨巨大的經濟損

失。

研究報告稱，英國大學海外留學生支付的學費比本國學生更高，中

國學生是英國大學最大的海外留學生群體，所占比例最高為35%，每年

的學費和住宿費等費用約為40億英鎊。

研究員米格爾· 安東尼奧· 林(Miguel Antonio Lin)博士表示，“社交

媒體已廣為報道，許多英國人不遵守‘社交距離指南’，在公共場合不

戴口罩”，中國留學生及家長“對目前英國疫情死亡人數感到震驚，英

國是世界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之壹”。

該研究報告稱，大多數中國留學生家長反復強調，防疫安全是他們

現在首要考慮的問題。

“父母擔心孩子的安全是可以理解的。”米格爾· 安東尼奧· 林認為

，“對許多中國留學生來說，在國外生活和學習將是壹生難得的機會，

但目前，他們對自身安全和學習經歷的質量感到了擔憂。”

英國大學國際學院主任薇薇安· 斯特恩(Vivienne Stern)感到憂慮，

“我們根本不知道明年秋季會有多少中國學生來這裏”，“如果經濟出

現嚴重下滑，將對大學財政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

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長尼克· 希爾曼(Nick Hillman)表示，英

國大學經濟上對中國學生形成了依賴，“如果他們不再來，英國大學的

經費底線難以維持，這將是最糟的情況”。

翺翔天際50年
英航宣布旗下波音747飛機將全數退役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重創國際航空旅行

，英國航空公司宣布，旗下波音747飛機將

全數退役。

英航的聲明指出：“很遺憾地證實，

我們即刻起將讓整個747機隊全數退役。”

波音公司1970年推出載客量為400人的

747機型。此後，素有“空中皇後”美譽的

這款飛機，便稱霸國際航空旅行及貨運業

數十年之久。

聲明稱：“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旅行

活動低迷，我們的‘空中皇後’不太可能

再為英國航空公司提供商務服務。”

根據聲明內容，英航機隊裏共有31架

波音747飛機，是目前運營此類飛機最多的

航空公司。聲明還指出，由於英航漸漸改

用波音787和空客A350等較先進且省燃料

的機型，最後壹架747飛機預計將於2024年

退役。

新冠疫情重創航空運輸業。今年5月，

英航所有者國際航空集團公布，第壹季度

虧損16.8億歐元。該航空公司已宣布計劃

裁員1.2萬名員工。

英國遊客湧入
希臘當局新冠病毒檢測力度加大40%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

(EODY)宣布：過去24小時內，希臘新增

28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12例來自

境外輸入。目前該國全國累計新冠確診

3964例，累計死亡194例。

據希臘OPEN TV報道，過去24小

時內，希臘的新冠病毒檢測數量增加了

40%。

該電視臺新聞編輯米娜· 卡拉米特魯

(Mina Karamitru)稱，7月的前14天，在

該國機場進行了9萬次核酸檢測。據報

道，在7月15日到16日期間，希臘機場

進行的旅客核酸測試量增加了 30%至

40%。

與此同時，在英國直飛希臘的航班

開通後的第二天，英國遊客在“埃萊夫

塞裏奧斯· 韋尼澤洛斯”雅典國際機場受

到了熱烈歡迎。壹位英國遊客告訴

OPEN TV：“我原本兩周前就打算來希

臘，但當時航班取消，現在剛剛通航，

我就立馬來了”。

還有壹位英國遊客表示：“我們來

自倫敦，我們已經完成了表格填寫，也

拿到了健康碼。這裏壹切都井然有序”

。壹位遊客則稱：“我很緊張，認為這

肯定是壹個相當痛苦的過程，但實際情

況並沒有那麼麻煩”。

目前，希臘全國各

地的防疫管制仍然很嚴

格。每位入境旅客必須

在抵達前 24 小時填寫

PLF表格。針對英國遊

客，當局還特別要求加

大抽檢數量。根據報道

，預計到當地時間7月

18日，將有 100多架載

有英國遊客的飛機抵達

希臘。

最新數據顯示，僅

僅壹天，就有超過1500名英國遊客抵達

紮金索斯和克裏特。希臘外匯協會主席

Haralamos Bulgarian說：“人們普遍擔憂

，害怕英國市場沒有足夠的活力”。

報道稱，英國人對恢復與希臘直航

的興趣，也同樣增加。壹名ITV記者登

上了直飛斯基亞索斯島的航班，新聞記

者詹姆斯· 梅茨(James Mates)表示：“ 7

月中旬，在斯基亞索斯島上，最受歡迎

的海灘幾乎空無人煙，這表明新冠疫情

對該地區的旅遊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影

響”。

根據民航局的指示，瑞典直飛希臘

的航班禁令將延長到周日。這意味著，

自7月20日起，從北歐國家起飛的航班

也將獲準降落希臘機場。

截止當地時間7月16日晚間，希臘

全國累計新冠確診3939例，其中54.9%

是男性，有1069例證明(27.1%)與出國旅

遊行有關，2035例(51.7%)與已知病例有

關。

目前，希臘全國共有193人因新冠

肺炎死亡，其中62名(32.1%)為女性。他

們的平均死亡年齡為76歲，他們中有

95.9%的人患有某種潛在疾病，或年齡在

70歲以上。

法國官方調查南特教堂大火是否為縱火引發
法總理赴現場查看

綜合報導 法國西部城

市南特的地標建築聖皮埃

爾與聖保羅大教堂當地時

間 18 日遭遇大火，目前火

災已被撲滅。法國官方正

在調查該教堂的大火是否

為縱火引發。

法國調查人員已經勘查

了火災現場並初步收集了

相關物證。南特檢察官塞

內斯表示，當調查人員到

達發生火災的地方時，發

現了三處起火點，而且每處

起火點之間的距離較遠，因

此立即展開事件是否為縱火

的司法調查。

塞內斯透露，目前調查

人員尚沒有發現外來者闖入

的跡象。當地教區長尚普努

瓦表示，17日晚上教堂的壹

切都“井井有條”，而且

“就像其他夜晚壹樣”，在

教堂關閉之前進行了非常仔

細的檢查。

大火給聖皮埃爾與聖保

羅大教堂造成了嚴重損失

，教堂內的管風琴被完全

燒毀，管風琴後面的彩色

玻璃窗也受損嚴重。現場照

片顯示教堂內部的座椅等也

被燒毀。

現場照片同時顯示教堂

內的重要文物布列塔尼公爵

弗朗索瓦二世的陵墓看上

去沒有受到火災的影響，

不過具體仍需要專業人員

對文物狀況進行進壹步評估

和鑒定。

法國總理卡斯泰當天下

午在內政部長達爾馬寧、文

化部長巴舍洛的陪同下前往

現場查看情況。卡斯泰與撲

滅教堂大火的消防員會面並

向他們表示感謝，他指出如

果沒有消防員的努力，損失

可能會更大。

卡斯泰表示，將把火災

原因的調查和教堂重建工作

列為優先事項處理，並強調

國家將在重建工作中起到

“主要作用”。他希望重建

可以盡快展開。

聖皮埃爾與聖保羅大

教堂始建於 1434 年，經歷

長達數百年的建造。該大

教堂是華麗的哥特式風格

建築，1972 年曾遭遇大火

，教堂屋頂被燒毀，之後

曾用十余年時間進行維修

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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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就在美國和中國大陸針鋒相對之際，兩國
本月將雙雙展開火星任務，為日益激烈的競爭
另闢新戰場。

據CNN新聞網22日報導，要是氣候允許，
中方火箭周四可望從海南島升空，展開 「天問
一號」 火星探測任務。而美國航太總署（NASA
）的火星探測車 「毅力號」 （Perseverance）
也預定7月30日發射升空。而雙方的火星探測
車都預定在2021年2月抵達火星。

「毅力號」 的目標在於解答，火星上是否
能讓生命存續，其中包括探索以往生命的跡象
，並尋找微生物存在的證據。

要是成功，這將是NASA第7次成功探測火
星，而 「毅力號」 將是送上火星的第4台探測車
。相對的， 「天問一號」 則是中方進行的首次
火星任務。以往NASA和中國國家航天局科學家
彼此合作，除了在國際太空站上攜手外，也為
成功進行任務互相道賀。例如，中方率先成功

登陸月球背面時，NASA就向中方致賀。
不過，隨著美中競爭加劇，太空競賽也無

可避免地政治化。北京很清楚，要是能在太空
超越美國，可能會獲得多大的聲望。一旦 「天
問一號」 任務成功，中方打算終將送人上火星
。近年來北京挹注了數十億計美元，致力發展
太空計畫。

北京甚至在第13個5年計畫中，將太空任
務列為優先研究要務。中方計畫，要在2022年
以前建立永久太空站，並可能會設法在2030年
代送人上月球探測。而美國總統川普上台後，
美中太空競爭加劇，他不僅要求NASA重新把美
國太空人送回月球，還希望最後能登陸火星。

此外，川普還成立了太空部隊，成為自
1947年美國空軍獨立以來，五角大廈成立的第
6個軍事部門和第1個新設軍種。這位白宮主人
說，無論從攻或守，還有其他許多方面來說，
太空都將是未來。

探索宇宙合作變調！美陸爭鋒 另闢火星新戰場

隨著美國疫情日益嚴峻，讓先前多次對疫
情樂觀、甚至呼籲全國大膽重啟經濟的川普終
於坦言 「疫情在好轉之前只會更惡化」 ，不過
態度反轉仍讓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十分不滿他處
理疫情的方式，直嗆 「新冠病毒應該叫川普病
毒」 。

裴洛西（Nancy Pelosi）接受美國有線電視
新聞網（CNN）訪問時表示，她認為總統在疫
情記者會上的言論，證明川普總算認知到他所
犯的錯誤，如今才認同要戴上口罩，且疫情確
實在發生、並非只是騙局一場， 「但很明顯，
這就是 『川普病毒』 」 。

裴洛西的批評，主要都針對川普先前不願
戴上口罩，以及刻意將防疫首席專家佛奇以及
其他防疫小組成員排除在外。她指出， 「全美
確診人數逼近4百萬，讓人民飽受病毒影響，還

有14萬人病逝；如果現在戴口罩是重要的，那
麼3月疫情剛爆發時就應該很重要，而不是到了
4月還告訴我們可以一起上教堂，我希望那只是
總統隨口說說，但他的說法根本沒有科學根據
」 。

裴洛西說， 「如果他們防疫沒有回到科學
與治理，這也是美國能克服疫情的方法。我們
期盼並祈禱疫苗問世，但仍有數月之久，人民
仍會病逝。所以，我們還是要希望總統離承認
『川普病毒』 是事實多近一點」 。

隨後裴洛西也在個人推特上轉貼受訪片段
，不僅在推文中標籤 「川普病毒」 ，更稱 「我
們在應對 『川普病毒』 嚴重落後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們並沒有足夠設備進行檢測以及保護我
們前線醫療人員，我們總統應該立即充分運用
國防生產法」 。

現在才想認真防疫 美國會女王嗆：新冠應叫川普病毒

美國與英國雙方達成外交 「新豁免協議」
，針對過去允許駐外美籍外交人員妻子涉及重
大交通事故後，擁有刑事豁免權並可以離境的
規定進行修正。

英國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提到，這項改變意味類似事件將不再重演
。

在去年八月，19 歲的少年哈利•鄧恩
(Harry Dunn) 騎摩托車時與一輛逆向行駛的汽
車迎面相撞而死亡，逆向行駛的駕駛是駐扎在
克勞頓(Croughton)美國空軍基地的美籍情報人
員的妻子－安妮•薩庫拉斯(Anne Sacoolas)，
薩庫拉斯當時與丈夫住在倫敦的美國空軍基地
附近，然而她在肇事後使用外交刑事豁免權離
境。

當時美國拒絕放棄她的外交豁免權，未讓
薩庫拉斯返回英國接受這起少年車禍的相關咎
責。

這起報告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前往倫敦之
行的第二天(21日)被提出。

拉布在報告中說道， 「首先，美國對刑事
豁免權的棄權聲明現在已明確擴展至克勞頓美
軍基地的美籍派駐人員之家庭成員，我們對哈
利•鄧恩的家屬深表同情，沒有任何一個家庭
該經歷這樣的事，我也深知這項改變無法換回
哈利的性命。」

當蓬佩奧在週二與英國首相強生見面時，
唐寧街的官員轉述強生的話： 「重申為哈里•
鄧恩（Harry Dunn）及其家人伸張正義的必要
性，英國人民也強烈認為必須這麼做。」

美英達成外交 「新豁免協議」

共和黨眾議員約霍（Ted Yoho）口不擇言惹禍！他與民主黨新生代美女眾議員歐加修－寇蒂
茲，在周一針對失業問題，有一番激烈唇槍舌戰。但兩人吵完了之後，約霍轉身離開時，卻被在
場的媒體The Hill記者，聽到約霍罵對方， 「他X的臭婊子」 ，引發軒然大波。歐加修－寇蒂茲已
公開要求約霍道歉。

歐加修－寇蒂茲是立場激進的進步派，約霍則是眾院共和黨團中，最保守的成員之一。他的
發言人否認約霍說過這種話，稱約霍只是喃喃嘟嚷著 「狗屎」 。

歐加修－寇蒂茲發推特指出，和約霍 「不曾談過…自己與打過交道的共和黨同事，都處得很
好」 ，她指出，和約霍的互動交談中，對方一直 「很沒禮貌」 。她在推文最後幽默寫道， 「婊子
就是有能力把事做好」 （bitches get stuff done）。

約霍以性別粗話罵人，共和黨幾乎沒人跳出來護航，眾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說，他會和約霍
聊聊， 「我們認為，大家應該要互相尊重才是。」

遭共和黨議員辱罵婊子民主黨正妹幽默反擊
從中美貿易戰開始，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頻頻出手，處處針對的意味相當濃厚，現在就有前

白宮首席戰略顧問爆料 「美國制定完整作戰計畫，目標就是要先對抗（confront）、後擊垮
（take down）中國大陸。」

根據美國媒體《Fox News》報導指出，前白宮首席戰略顧問班農（Steve Bannon）在接受
專訪時表示，美國總統川普為了對抗中國大陸，制定了一連串的計畫，計畫從科技、資訊戰、經
濟戰方面與中國大陸對抗，然後擊垮中國大陸，揭穿他們的虛張聲勢。班農甚至還表示，這其中
也包含了中印衝突中支持印度等決定。

而協助川普總統制定計畫的成員，班農對媒體透露，成員名單中有國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恩
（Robert O’Brien）、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瑞伊（Christopher Wray）、國務卿龐皮歐
（Mike Pompeo）和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班農還公開建議成員中要新增美國財政部
長 「美國財政部現在也要開始努力了，您已經看到一個連貫的戰爭計畫了。」

前白宮首席戰略顧問爆料 美國制定計畫欲搞垮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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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新聞客戶

端報道，7月21日，因新冠肺炎導致肺部

不可逆纖維化、接受湖北首例肺移植手術

92天後，65歲的崔志強從武漢大學人民

醫院重生出院。據悉，崔志強是目前全球

已開展的10例因新冠肺炎接受肺移植手

術後，首位達到出院標準的患者。

��(���

全球首位新冠肺移植患者出院
救治166天 中國抗疫不放棄每一個生命

從1月 23日不幸罹患新冠肺炎，到使用EC-
MO+呼吸機維持生命62天，一度被認為

“救不過來了”的崔志強，4月20日在武漢大學人
民醫院接受雙肺移植手術後重獲新生。在92天的
漫長術後康復期裏，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多學科20
餘位醫護人員幫助崔志強闖過一道道難關，直到護
送他安全出院。至此，崔志強在不幸罹患新冠肺炎
後，在醫院救治了166天。

換肺成功 撤下使用62天ECMO
今年1月23日，崔志強出現發熱症狀，2月7日

確診新冠肺炎後入院。2月17日其病情急速惡化，武
漢市紅十字會醫院給予氣管插管有創呼吸機支持後，
崔志強血氧飽和度仍不能維持，次日緊急接受EC-
MO（俗稱人工膜肺）治療。3月18日，當崔志強被
轉運到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時，與他身體連接的
ECMO已經運轉了1個月，細菌通過穿刺插管進入他
的血液，引發嚴重感染。東院ICU主任周晨亮等為
他徒手“盲穿”股靜脈，冒着巨大風險更換了EC-
MO管線，控制住了感染。

治療期間，崔志強核酸檢測多次呈陰性，已是
新冠肺炎康復期患者。但因新冠肺炎已導致他的雙
肺出現不可逆的肺纖維化、呼吸衰竭，他始終無法
脫離呼吸機和ECMO輔助，生命危在旦夕。

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醫療救治組肺移植專
家組成員、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胸外科林慧慶教授對
崔志強病情進行綜合評估後，確認崔志強符合肺移

植標準。4月20日，雲南一例腦死亡患者愛心捐獻
的肺源與崔志強配型成功。當日下午，愛心肺源通
過南航“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空運到武漢天河機場
後，在武漢交警的護送下，僅用40分鐘即抵達武
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陳靜瑜、林慧慶等肺移植國
家專家組團隊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胸外科、心外
科、麻醉科等多學科專家歷經6個多小時，順利完
成雙肺移植手術。
手術2天後，崔志強成功撤下了輔助他呼吸62

天的ECMO。

移植後排異 感染加重 腸功能衰竭
但肺移植手術後的康復並非一帆風順。5月9

日，崔志強出現明顯的移植後排異反應，醫護團隊
立即給予激素衝刺、球蛋白等治療，幫助老崔挺過
了“第一波打擊”。5月25日開始，又出現了醫生
最不願意看到的感染加重、多重耐藥菌等，同時合
併腸功能衰竭。李光和團隊精準施策，給予加強抗
感染，以及床邊胃鏡置入空腸營養管、刺激腸道蠕
動等治療，逐漸控制感染，恢復了腸功能。

由於長期臥床，崔志強的全身肌力幾乎為零。
術後的頭幾天，他只能靠轉動眼球配合治療。武漢
大學人民醫院康復科汪軍民教授等組成的康復團
隊，為崔志強制定包括感覺聽覺刺激、神經肌肉電
刺激、本體感覺刺激、關節活動訓練，以及穴位點

按、音樂療法在內的一系列周密的康復計劃，幫助
他術後加速康復。
兩個多月後，崔志強的肌力從原先的0級，慢

慢恢復到3級至4級。到了6月中旬，移植肺已經
完全適應了崔志強的身體，他的氧合指數已經達到
380以上，達到了正常人的肺功能。但長期臥床造
成了一個巨大的難以癒合的壓瘡，成為崔志強生命
的新威脅。

舉行歡送出院儀式慶重生
經過反覆評估，6月19日，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整

形外科主任余墨聲教授為崔志強進行骶部深部清創+
皮瓣移植手術，將其臀部的一塊皮瓣成功轉移到壓瘡
處。術後，原本碗口大的壓瘡癒合良好。

7月20日，連日陰雨的武漢陽光初現，崔志強
坐着輪椅來到醫院廣場，享受了半年多來第一次
“日光浴”。7月21日，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為崔志
強舉行了簡短熱烈的歡送出院儀式，慶祝他重生。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院長王高華介紹，為救治崔

志強，醫院認真落實國家衞健委指示，不遺餘力、
不惜成本、不惜代價，就是希望共同努力救治他的
生命、給他生的希望。醫院黨委書記萬紅慧表示，
人民醫院盡全力救治崔志強，在抗擊疫情中不放棄
每一個生命，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指示精神的生動寫照。

香港文匯報訊據人民日報新聞客戶
端報道，6月12日早上，崔志強找醫護
人員要來了筆和紙，提筆寫下了“感
謝”兩個字，並鄭重署上自己的名字。
21日的歡送出院儀式現場，崔志強提筆
寫下“出院了，感謝大家”，他的家屬
為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贈送了“生命至上
醫術精湛；人民至上 大愛無疆”的錦
旗，並哽咽着表示，他們的感激之情不
能對每一個人都說到，但要把內心的這
份感情表達出來，“感謝醫護人員！感
謝黨和國家！”
中國國家衞健委醫政醫管局醫療質

量與評價處處長馬旭東，曾在手術室全
程觀摩了崔志強的肺移植手術，並始終
關注着他的康復過程。21日，半年多來
一直駐守武漢的馬旭東，也專程來到醫
院歡送崔志強回家。
歡送會上，馬旭東為崔志強頒發了

編號為“5510”的“戰勝者證書”，祝
賀他康復出院。崔志強也是武漢大學人
民醫院抗疫期間收治的所有5,510名住
院患者中，最後一名出院病人。

已成功開展6例新冠肺移植
馬旭東說，從4月開始，中國國家

衞健委組織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醫療救
治組肺移植專家組集合全國最精銳的醫
護力量，一直在指導崔志強的救治。江
蘇、浙江兩支肺移植醫療團隊撤離武漢
後，5月15日組織第一次線上會議，並
先後7次線上討論崔志強的救治方案。

據悉，新冠疫情發生後，中國是全
球最早開展肺移植救治因新冠肺炎導致肺部不可
逆纖維化患者的國家，包括崔志強在內目前已成
功開展了6例新冠肺炎肺移植。在新冠肺炎救治
“中國經驗”的引導下，意大利、美國、 奧地
利、韓國4個國家各開展了一例新冠肺炎肺移
植。而崔志強，是全球10例新冠肺移植中首位
出院患者。

﹁感
謝
醫
護
人
員
！
感
謝
黨
和
國
家
！
﹂

■■崔志強在紙板上寫下“出院，感謝大家”的字
樣。 中新社

■■院方介紹院方介紹，，崔志強是目前全崔志強是目前全
球已開展的球已開展的1010例因新冠肺炎接例因新冠肺炎接
受肺移植手術的患者中受肺移植手術的患者中，，首位首位
達到出院標準的患者達到出院標準的患者。。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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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全國說，自己在美無分毫資產。圖為早前
新疆民族群眾一起參加特色體育遊戲項目、民
族歌舞表演等活動。 新華社

千方百計保護好市場主體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近日，美
國宣布對4名新疆官員及新疆公安廳實施制
裁，宣布禁止新疆官員及其直系親屬入境美
國，凍結在美資產和實體，禁止美國人同被制
裁對象及其擁有的實體進行商品或服務交易。

陳全國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新疆事務純屬
中國內政，任何外部勢力包括美國政客都沒有
權利、沒有資格說三道四、橫加干涉！美國所
謂的“制裁”，是赤裸裸、蠻橫無理的霸權行
徑，嚴重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
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美關係。我對此
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

沒興趣赴美 在美無分毫資產
這裏，需要聲明的是，我本人根本沒有興

趣去美國，在美國也沒有一分一厘的資產。所
謂的“制裁”，不過是美國政客自取其辱的醜
陋鬧劇和令人作嘔的拙劣把戲，根本嚇唬不了
誰，更絲毫動搖不了我們推進反恐和去極端化
工作、維護新疆長治久安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
心。我們將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繼續堅定不移地打擊暴恐勢力、分裂勢力、宗
教極端勢力。任何外部勢力的干擾阻撓都是徒
勞無效的。

陳全國指出，事實勝於雄辯，公道自在人
心。新疆已連續3年7個月沒有發生暴恐案
（事）件，各族群眾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現行
標準下的新疆農村貧困人口將全部脫貧，各族
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生活安寧祥和，享受着充
分的生存權、發展權，分享着偉大祖國的尊
嚴。許多美國政客根本沒有來過新疆，卻敢閉
着眼睛造謠，實在令人不齒。

朱海侖表示，我想在這裏奉勸一些美國政
客，你們虛偽的嘴臉、霸權的本性，早被世人
看穿，你們種種圖謀妄想，注定枉費心機，不
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否則只會搬起石
頭砸了自己的腳！我不會去美國，在美國也沒
有任何資產，所謂的“制裁”只不過是美國政
客們的鬧劇而已。

王明山表示，當聽聞我被列入美國所謂的
“制裁名單”後，我感到很榮幸、很光榮，也
感到美方的行徑真的是很可笑、很滑稽。歷數
美國關於涉疆問題攻擊污衊、造謠抹黑的種種
拙劣表演，只會讓世人更加看清美方的虛偽和
霸道。希望美方好好反省一下，不要把“制
裁”作為給世人留下的最刺眼的“標籤”。我
和我的家人根本不願去、也不會去美國，在美
國也沒有任何資產。如果美國想借此興風作浪

的話，那就告訴他們，我是“不管風吹浪打，
勝似閒庭信步。”

霍留軍表示，美方雖然整天把人權掛在嘴
邊，但實際上美國才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權侵犯
者，美方對中國涉疆問題的指控完全是罔顧事
實、顛倒黑白，是本世紀最大的謊言。美方有
關官員應對此而感到羞恥，美國人民也應為他
們有這樣滿口謊言的官員而感到難過。至於我
被“制裁”，我和我的家人都感到非常自豪，
奉勸美方不要再違背良知、無事生非，否則必
將自取其辱、自食惡果！

新疆官員：美“制裁”把戲嚇不倒人

■■2121日日，，習近習近
平在北京主持平在北京主持
召開企業家座召開企業家座
談會並發表重談會並發表重
要講話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 21 日 座
談會上，習
近平強調，
企業家要帶
領企業戰勝
當 前 的 困
難。新華社

習近平提四點要求：
一 要落實好紓困惠企政策

二 要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三 要構建親清政商關係

四 要高度重視支持個體工商戶發展

習
近
平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座談
會。

努力把疫情損失補回來
座談會上，海康威視數字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黨委書記陳宗年，中國中化集團有限公
司董事長、黨組書記寧高寧，武漢高德紅外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黃立，歌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姜濱，上海品海飯店總經理趙憲珍，微軟全球資
深副總裁、微軟亞太研發集團主席洪小文，松下
電器（中國）有限公司總裁趙炳弟等7位企業家代
表先後發言，就當前經濟形勢、保護市場主體、
加強科技創新、深化企業改革、吸引用好人才、
“十四五”規劃建設等提出意見和建議。發言過
程中，習近平不時就一些問題同大家深入交流，
現場氣氛熱烈活躍。

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

話。他表示，經過全國上下共同努力，目前中國疫
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經濟發展呈現穩定轉好
態勢，在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上都走在世界前列，
情況比預料的要好。我們要增強信心、迎難而上，
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損失補回來，爭取全年經濟發展
好成績。習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在
各級黨委和政府領導下，各類市場主體積極參與應
對疫情的人民戰爭，團結協作、攻堅克難、奮力自
救，同時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物質支撐。

習近平向廣大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
業、港澳台資企業、個體工商戶為疫情防控和經濟
社會發展作出的貢獻，表示衷心的感謝。

企業家要同員工攜手渡難關
習近平強調，黨中央明確提出要扎實做好

“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各地區各部
門出台了一系列保護支持市場主體的政策措施，
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使廣
大市場主體不僅能夠正常生存，而且能夠實現更

大發展。
習近平指出，企業家要帶領企業戰勝當前的困

難，走向更輝煌的未來，就要弘揚企業家精神，在
愛國、創新、誠信、社會責任和國際視野等方面不
斷提升自己，努力成為新時代構建新發展格局、建
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生力軍。要
勇於創新，做創新發展的探索者、組織者、引領
者，勇於推動生產組織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
新，重視技術研發和人力資本投入，有效調動員工
創造力，努力把企業打造成為強大的創新主體。要
承擔社會責任，努力穩定就業崗位，關心員工健
康，同員工攜手渡過難關。要拓展國際視野，立足
中國，放眼世界，提高把握國際市場動向和需求特
點的能力，提高把握國際規則能力，提高國際市場
開拓能力，提高防範國際市場風險能力，帶動企業
在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中實現更好發展。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非封閉運行
習近平強調，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

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集中
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
勢，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
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
化水平，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
關，打造未來發展新優勢。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
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
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
的發展。從長遠看，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各
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我們要站在歷
史正確的一邊，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強科
技領域開放合作，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丁薛祥、劉鶴、楊潔篪、黃坤明、尤權、王
勇、王毅、何立峰出席座談會。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有關人民團體負責
同志，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港澳台資
企業、個體工商戶代表等參加座談會。

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 強調為經濟發展積蓄基本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21日下午在北京主持召開企

業家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產

生巨大衝擊，中國很多市場主體面臨前

所未有的壓力。市場主體是經濟的力量

載體，保市場主體就是保社會生產力。

要千方百計把市場主體保護好，激發市

場主體活力，為經濟發展積蓄基本力

量。習近平也就如何讓市場主體不僅能

正常生存，而且能夠實現更大發展提出

了四點要求（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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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7月
21日上午11時35分，隨着最後一段軌排落下，格
（爾木）庫（爾勒）鐵路新疆段與青海段在新疆
若羌縣依吞布拉克車站3公里處順利實現接軌。歷
時3年多時間建設、全長1,214公里的格庫鐵路實
現了全線鋪通。

格庫鐵路東起青海省格爾木市，西至新疆庫
爾勒市，是繼蘭新線和哈額鐵路之後進出新疆的
第三條鐵路大通道，建成通車後，從新疆庫爾勒
乘火車到青海格爾木時間將縮減至12個小時，進
一步完善中國西部鐵路網，對促進沿線地區經貿
往來和資源開發、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等具有
重要意義。

據了解，為減輕火車運行時的顛簸感，格
庫鐵路全部採用500米長的無縫長軌鋪架。格庫
鐵路建成投運後，新疆將形成以蘭新線和蘭新
客運專線為主通道、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至新
疆哈密鐵路為北通道、青海省格爾木至新疆庫
爾勒鐵路為南通道的“一主兩輔”格局，進一
步增強新疆鐵路東聯能力。

■格庫鐵路
實現了全線
鋪通。圖為
中鐵一局的
施工人員在
格庫鐵路新
疆段連接最
後 一 組 軌
排。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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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废物这块“硬骨头”说
啥也得“啃”下来

杭州青年路社区，临近西湖，环境、绿化各
方面都很不错，但就一点——社区楼道，旮旯边
角，到处堆满了居民杂物，不仅上下楼堵得慌，
时间久了，居民心里也是直“添堵”。

由于青年路社区属于老旧小区，老年人较
多，对于桌椅、盆罐等老旧物品，大多都怀着

“留着没啥用，扔掉舍不得”的心态。“以前我们
也试着清理过楼道，但哪怕是一只破罐子，有的
老人也不让动，说是要种花养草。”青年路社区
城管专管员任宁远无奈地说。

营造和谐健康的生活氛围，人居环境改善很重
要。青年路社区决定，楼道废物堆放这块“硬骨
头”，说啥也得“啃”下来。

但具体怎么“啃”，还得讲求新思路。在按网
格将社区分为15个片区，并对楼道堆放物进行全
面排查后，任宁远与同事们决定寻求“内援”帮
助。他们发动20多位片区组长、楼长，一起张贴
清理公告，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果不其然，有
了街坊邻居的“牵线搭桥”，这次清理动员工作也
顺畅许多。

“老李啊，你这腌菜缸就别要了，长梗白菜
腌一次忒麻烦，咱们上年纪的又嚼不动，想吃的
时候，去菜市场买腌好的成品菜多方便！”看着
清理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热心的毛大爷也当起
了劝解志愿者。他告诉记者，废弃菜缸堆积在楼
道里实在碍手碍脚，稍不注意还容易绊倒，放久
了可能招引飞虫，很不卫生。“这次清理很彻
底，一上午就有十几个大缸被抬走了，咱社区做
工作真是了不得！”

清理掉的废弃物会立刻被处理吗？并非如
此。“虽然这次清理前，已经跟居民沟通过，但
为了防止错拿误搬，我们设置了‘临时安置
区’，将东西分类暂时摆放几天，居民回来翻找
也比较方便。”任宁远说。

正说着，70岁的楼长吴大妈匆匆跑来。为了
彻底清洁楼道，她早上5点多就起床，走街串户
忙活了一上午，中午回家才发现自己放在楼道里
的椅子也被清理掉了。“有一把红木靠背椅，有
年头了，我自己根本抬不动，本想找人帮忙抬进
家的，但忙了一上午自己都把这事给忘了，倒成

了给社区添麻烦了。不过不要紧，我们都是分类
摆放，椅子肯定丢不了。”说罢，吴大妈又继续
在木板堆里“寻宝”去了。

人居环境需要改善，对于人流更密集的公共
场所而言，强化卫生管理更是关键。

近期，杭州湖滨步行街的客流量正迅速回
升，日均销售额已恢复至疫情发生前的水平。
如何让卫生管理这根弦绷得更紧、拉得更牢？
步行街管委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每天凌晨1点半至3点，我们会对大型综合
体商场进行垃圾集中清运。沿街零散商户的垃
圾，会在白天进行三次针对性清理，以确保‘化
整为零’，最大程度降低垃圾堆积量。”湖滨街道
区域发展中心主任余丽丽告诉本报记者，为充分
展示出“无街不美景、无处不精细”的新风貌，
步行街管委会还开展了“60秒清扫行动”，即采用
全天候分组巡回保洁模式，当发现垃圾时，区域
负责人员会在60秒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可以
说，我们是采用‘居家式’清洁作业模式开展卫
生管理工作，清洁效果也是有目共睹。”

“一餐一公筷、一汤一公
勺”带来新“食”尚

“我见不得混在一块的吃法，在一个盘子里夹
菜，你看到的是筷子，我看到的全是病菌。”复旦大
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言论，点破了
合餐形式下暗含的健康隐患。然而，混合就餐当真
会引发病菌的传播吗？

近日，杭州市疾控中心的11位专家专门针对
使用公筷是否会对用餐后细菌数量产生影响而进行
了一次实验，通过对比发现，“不用公筷”组所产生
的菌落总数全都超过了“使用公筷”的对照实验组。

“以幽门螺杆菌为例，流行病学统计数据显
示，幽门螺杆菌感染主要通过共用餐具传播，如
家中亲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可能会在合餐时发
生传播，感染其他成员。”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主任医师戴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社会重塑良好
用餐习惯创造了新契机。为避免“病从口入”，
降低感染疾病风险，各地纷纷发出倡议，北京提
倡火锅商家应提供专用“生料公筷”；兰州全面
实行“公筷公勺分餐”，力争年底实施率达到
60%以上；太原主推“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
勺”的用餐方式……在这些努力下，使用公筷公

勺、推行分餐制正蔚然成风。南方日报调查显
示，有超九成的受访者赞成使用公筷公勺，超七
成支持餐厅分餐。

然而，外出就餐，餐饮商家可对使用公筷、分
盘用餐进行针对性引导，但回到家中关上屋门，是
否还能坚持这一良好饮食习惯，则完全看个人。在
许多人眼中，与亲友分餐无疑是“生分见外”的表
现，殊不知，在有效隔绝病菌传染的同时，分餐制
也能帮助养成定量取餐、按需进食的好习惯，家住
长春的网友“黄河浪”对此深有体会。

“我们家刚开始实行分餐时，的确有些不习
惯，主要是掌握不好每个人的用餐量，但适应两
三天以后就没问题了。”除了卫生有保障，“黄河
浪”发现，分餐后洗碗“压力”也小多了，两口
人吃饭用两个盘子就够了，而且饭菜按照个人食
量定，顿顿“光盘”，自然而然减少了食物浪
费，“坚持了一个多月的分餐制，我居然比之前
减肥将近两公斤。”为此，“黄河浪”特意编了几
句顺口溜发在朋友圈上感谢“分餐制的奇效”：

“盘里有菜又有饭，饭后洗碗很方便，分餐吃饭
有定量，一月瘦了三斤半。”

事实上，作为良好用餐习惯的不同体现，
“分盘就餐”与“公筷使用”应如何选择还需视
具体情况而定。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
安全与营养所副所长刘忠卫指出，比如中国人讲
求吃整鱼，切鱼分餐反而不合情理，使用公筷公
勺则更恰如其分。“在不适宜分餐制条件下，严
格使用公筷公勺也能够保障用餐卫生。”。

“推行公筷或分餐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需要餐饮企业、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等社会
多个层面形成合力，只有深刻理解公筷、公勺和
分餐的益处，公众才会自觉推行，安全健康的新

‘食’尚才能逐渐形成。”戴月说。

更加重视解好心理健康这
道考题

“自己治愈后，是否还可能‘旧病复发’？”
“复工后同事们会不会对自己有所排斥？”“万一
身上还携带病毒，传染给家人可怎么办？”……

“疫情暴发的第二周左右，压力情绪类案例
比例明显提升，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了 15%左
右。”“壹点灵”心理咨询平台的丁建略教授告诉
本报记者，面对持续积压负面情绪的不良现状，
很多人都果断寻求专业机构的心理疏导帮助。

“虽然复工复产了，但生意实在不好，我压
力太大了！”今年4月，青岛市一名个体经营者
拨通了“壹点灵”心理咨询平台公益求助热线。

“当时，他面对很大的招工难题，店面客流
量也不够，开业即赔钱，不开业还要倒贴房租，
模糊不确定的未来令他天天焦虑到失眠。”丁建
略介绍说。

面对心理求助，丁建略一方面详尽地了解其
个人情况，另一方面还结合市场热点给求助者提
供建议。“我们前后沟通了3次，最终他采纳了
我的建议，不仅个人经济难题缓解了，心理危机
也减轻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心理健康对个人成长、
家庭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性愈发关键。

若想守护社会心理健康，培养人们直面心疾
的勇气，除了专业机构的支持，政府主导的心理
咨询同样不可或缺。一些省份在开展科普宣传的
同时，还在进一步研究完善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
系的建设。

在湖北，各市州均已开通至少一条以上心理
援助热线，招募组建了心理热线服务队伍，建立
了志愿者定期的反馈机制，针对问题及时整改，
提高服务质量。

在上海，卫生健康部门依托“健康云”网络
平台开设心理服务板块，邀请200多名专业咨询
人员参与其中，提供24小时服务。

济南市芙蓉街社区未成年人心理疏导站专门
开通了心理求助专线，针对辖区青少年儿童提供
专业心理支持，以缓解长期“宅家”引发的焦虑
情绪。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大众对于心理健康
服务的认知一直存在阻隔，主动进行心理咨询的
案例少之又少。”丁建略表示，随着国家对国民心
理健康水平的日益重视以及心理咨询行业的日渐
规范，社会大众对于心理健康的了解也在逐步深
化 。《 中 国 国 民 心 理 健 康 发 展 报 告
（2017-2018）》显示，有88%的受访者认为心理
健康工作极其重要。

如今，虽然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但人们
对于心理咨询的需求并没有降低。通过观看心理
知识网课、拨打公益专线、进行一对一专业诊疗
等方式，社会对于心理健康的认知正稳步提升，
人们也会主动地进行心理咨询。“我现在才知
道，原来我的失眠症状是可以借助心理疏导来
获得缓解的。”一名近期接受过心理诊疗的咨询
者说。

街区全面清理街区全面清理、、就餐使用公筷就餐使用公筷、、加强心理疏导加强心理疏导

扬卫生新扬卫生新风风，，把健康留住把健康留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乐艺刘乐艺

66月月2323日一大早日一大早，，已经在杭州青年路社区生活了近已经在杭州青年路社区生活了近3030年年
的毛大爷刚准备出门的毛大爷刚准备出门，，就发现平常堆积在楼道内的腌菜缸就发现平常堆积在楼道内的腌菜缸、、
纸板箱等各种杂物居然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纸板箱等各种杂物居然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让他既惊奇又让他既惊奇又
开心开心。。

原来原来，，为了维护社区环境卫生为了维护社区环境卫生，，青年路社区联合物业公青年路社区联合物业公
司对楼道堆放物进行了全面排查司对楼道堆放物进行了全面排查。。只见只见，，清理出的楼道杂物清理出的楼道杂物
正被工作人员分门别类地归置在新设的临时正被工作人员分门别类地归置在新设的临时““安置点安置点”，”，自自

行车一类行车一类，，坛坛罐罐一类坛坛罐罐一类，，旧家具一类……旧家具一类……““社区开展清理社区开展清理
楼道工作楼道工作，，我举双手赞成我举双手赞成！”！”看着平常最影响自己出入的看着平常最影响自己出入的

““路障路障””被一个个清除被一个个清除，，毛大爷乐开了怀毛大爷乐开了怀。。
许多社会力量都在公共环境整治许多社会力量都在公共环境整治、、饮食习惯培养饮食习惯培养、、心理心理

健康关怀等方面不断创新健康关怀等方面不断创新，，不断丰富卫生工作内涵不断丰富卫生工作内涵，，为尽快为尽快
实现环境卫生治理向社会健康管理转变实现环境卫生治理向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营造文明健康的社营造文明健康的社
会氛围而发力会氛围而发力。。

图为图为77月月1010日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涂市镇地灵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得到极大改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涂市镇地灵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得到极大改
善善，，两个孩子骑着自行车在两个孩子骑着自行车在快乐游玩快乐游玩。。 陈碧生陈碧生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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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以下重要詳情。
1.�� 優惠僅適用於精簡商業支票帳戶。需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開設帳戶。精簡商業支票帳戶
的最低開戶金額為�$3,000。月費為�$15，並可能有其他每月服務項目收費。帳戶的最低
結餘需維持在�$3,000�或以上，才會豁免月費（豁免開戶後首六個月的月費）。適用時仍
會產生服務項目費用。 

2. 優惠僅適用於商業分析支票帳戶。需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開設帳戶。商業分析支票帳戶
的最低開戶金額為�$200。月費為�$18，並有服務項目收費，服務項目收費可能會完全或

部分被收益積分抵消。收益積分率分為三個等級並由國泰銀行決定。帳戶中的餘額將決
定收益積分計算時所使用的等級。向客服專員了解更多詳情。

3. 優惠僅適用於在優惠期開設新的精簡商業支票帳戶或商業分析支票帳戶的客戶。費用將
返還到接收電匯款項的帳戶中。六個月內，最高可豁免�$120�的匯入匯款的費用。

4. 服務可能會收取費用，請向客服專員查詢詳情。
國泰銀行保留隨時終止此優惠的權利。

2020-business-banking-promo-SCDN-TX-11.2X10.1-TC.indd   12020-business-banking-promo-SCDN-TX-11.2X10.1-TC.indd   1 7/10/2020   10:26:29 AM7/10/2020   10:26:29 AM

【休士頓訊】16日（周四）上午，美南銀行舉行了一年一
度清寒學生獎學金頒獎典禮，今年由於受到新冠狀病毒（COV-
ID-19） 疫情的影響，為因應防疫故將整個頒獎活動改為網路線
上視訊會議（Zoom Meeting）方式舉行（如圖）。在美南銀行
董事長李承穗、執行長馬克•西蒙斯 (Mark Simmons) 、總裁
Mohammed Younus、財務長林佩珊、公關莊幃婷和董事們，與
4位優秀獲獎學生及部份親友家長的參與下，在線上視訊中熱烈
交流，圓滿舉辦。

視訊頒獎典在財務長林佩珊的介紹中舉行，她表示：疫情改
變了大家的生活和學校學習。但是，對於學問的追求不會因此而
遲緩或停頓，還是需要不斷的學習，通過現代網路新技術與功能
。執行長馬克•西蒙斯 (Mark Simmons) 在視訊中與每位學子交
流並鼓勵期許他們在未來生涯規劃上能夠不懼堅難更上一層。

董事長李承穗則以一位家長的角度，分享自己大學經歷。並
與每位獲獎學生的大學專業選項一一分別交流分享。同時對於此
次疫情嚴峻，她更以醫生專業鼓舞大家，堅信終會過去。而4位
優秀獎學金獲獎者也在活動中回應分享他們得獎的感言和大學因
疫情對於未來開學後上課的各種措施和改變情況。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清寒學生獎學金成立的目的是為了
減輕貧困學生家庭的負擔，鼓勵學子們繼續努力，並不忘回饋社
區。

第15屆清寒學生獎學金申請由於受到疫情影響，學校暫時
關閉改為居家線上學習，而連帶影響到申請獎學金的資料取得的

延誤過程。不過經
過獎學金評選會審
核下依然核定出4
位優秀獎學金獲獎
者。每位可獲得
1000 元的獎學金
，其獲獎名單和大
學資料如下：

1. Karen
Tseng : Universi-
ty of Texas Aus-
tin – Computer
Science

2. Rachel
Dalina : Texas
A&M University
– Neuroscience
/ Pre- Law

3. Aira Pa-
sha : University
of Houston –
Exercise Science
(Kinesiology)

4. Zarmin Hussain : Texas Teach University – Mechan-
ical Engineering

（Texas州休斯頓） – 7月10日星期五，即7月政黨決選
舉提前投票的最後一天，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初試無需下車投票
，作為選民在COVID-19疫情期間投票的另一種選擇。。這是
Texas州歷史上的第一次有選舉辦公室舉行了“無需下車投票”
，讓許多選民可以在不離開汽車舒適性和安全性的情況下進行投
票。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說：“我的首要任務是確
保選民和選務工作人員的安全。”“從無需下車投票初試收到的
反饋證明，選民們可以放心地行使自己的投票權，並且提供選民
在投票中心進入的一種簡單而有效率的多項選擇之一。我們正在
探索更多的投票選擇，以擴展該計劃在11月大選的特定地點，

作為COVID-19期間的另一種投票方式。”
選民們對這次投票經驗大加讚賞。在無需下車投票站進行投

票的200位選民中，有141位完成了一項問卷調查，以審查此項
新服務。有些人寫道，無需下車“非常方便”，而另一些人則引
用該服務如何“使選民感到安全”。一位受訪者甚至寫道，這是
他們“有史以來最好的投票體驗！

選民將再次地踴躍參與該項服務，並樂與推薦。當以0到10
的等級進行評分時（大多數給予10），當問卷調查如果將來再
次提供相同的服務，他們是否會考慮使用相同的服務，選民的平
均評分為9.70。以同樣的比例，當被問及是否將“無需下車投票
”推薦給其他選民時，選民平均給予的評分為9.66。

使用“無需下車投票” 是防範害怕接觸COVID-19的主要
原因。當被問及為什麼選民選擇使用“無需下車”投票服務而不
是以傳統的方式於室內進行投票時，有82名受訪者（58％）表
示擔心疫情期間的自我健康和安全。其他受到歡迎的的原因包括
服務便捷和對“無需下車投票”體驗的純粹好奇。

無需下車投票將於2020年7月10日星期五上午7:00至晚上
10:00 在Houston社區學院–西環路進行測試。

原始的匿名調查結果可以在這裡找到。該問卷調查有英語，
西班牙語，中文和越南語版本。在200位投票者中，有141位完
成了調查。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的無需下車投票初試圓滿成功
選民踴躍參與該項服務並樂與推薦

美南銀行第15屆清寒學生獎學金7月16日舉辦網路線上視訊頒獎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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