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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民眾最早11
大陸民眾最早
11月起
月起 接種新冠疫苗
據悉，全球已有超過 30 種新冠疫苗進
入臨床試驗階段，進入三期臨床試驗階段
的有 9 種，大陸占了其中 5 種，當中 1 款是
中外國際合作研發，剛剛投入第三期臨床
試驗。已在 7 月 22 日正式啟動新冠疫苗的
緊急使用。
大陸央視《新聞 1+1》節目近日連線
大陸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生物安全首席專家
武桂珍，說明大陸新冠疫情和疫苗的最新
進展，她透露，大陸民眾最早可以從今年
11 月起，接種新冠疫苗。
武桂珍本人正在武漢參與疫苗的生產
廠房安全評審，新冠病毒是一種高危病毒
，需要在負壓車間生產。她說，由於即將
進入流感高發期，建議有慢性病的患者或
者老年人、兒童等群體優先接種流感疫苗
。
她表示，大陸流感疫苗的接種率比較
低，往年只有不到 2％，而部分西方國家
老年人的接種率達到 50％。她解釋，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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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無需任何專業背景，只需800小時的學習和
可提供F-1各專業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留學生CPT或OPT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實習崗位，表現優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良者提供H1-B機會。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www.lanecert.com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LaneCert Inc快捷培訓

是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擁有思科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兩大專家崗位的培訓，專業講師，
小班授課，幫助學生獲得CCIE認證。
學校還提供培訓，實習和就業
三位一體服務。

Email: info@lanecert.com

Cell: 682-333-3292

洛杉磯分校：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54
達拉斯分校：2850 W Parker Rd ,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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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323-488-0011, 832-539-3333, 972-268-7129

疫苗和新冠疫苗並不衝突，剛打了流感疫
苗，新冠疫苗問世的話，還能再打新冠疫
苗，一點也不衝突。另外避免了流感，就
不會因為發燒等等而去發熱門診造成心理
壓力，對醫療機構的衝擊也小，但她強調
，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預防的是完全兩種
疾病。
武桂珍稱，大概 11 月或 12 月，民眾
就可以接種新冠疫苗，因為根據三期臨床
結果來看，進展非常順利。今年 4 月，她
作為實驗對象也接種了疫苗，這幾個月感
覺良好，沒有任何不適，接種時局部也沒
有出現疼痛。她希望疫苗的有效期間是 1
到 3 年，目前還在繼續觀察。
武桂珍透露，當前大陸接種新冠疫苗
主要都是處於工作考量的一些出國人群，
包括外出學習、外出工作、外交人員，他
們當中沒有出現副作用，也沒有一例感染
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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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和抖音初步達成合作
抖音和甲骨
文今天達成合作
協議將繼續抖音
在美國之業務。
川普總統曾
經掦言，如果抖
音無法在九月十
五日前托手，他
將把它關閉 ，
但是這項合作協
議是否可行尚待
商務部之審查，
顯然微軟早先要
購買抖音之意圖
並未成功。
抖音近年來
在美國及世界各
地廣受年輕人欢
迎，已經成為當
前最流行之軟体之一 ，單就本年度之前三個月
在美國就有三億多的下載數量 ，川普政府表示
， 抖音之資訊可能會被中國大陸利用，會構成
國安問題。
在此同時，中國大陸對於抖音出售給美國公
司也有意見，所以協議是否可能達成也是未定之
天。
美國總統大選在即，民主共和兩黨為了爭取
更多之選民 ，大家都在打中國大陸牌，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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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 Tok Will Partner
With Oracle
A deal to satisf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about the short form
video App, Tik Tok, was struck when the computer
technology giant Oracle joined Tik Tok as its
business partn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ws
comes after weeks of speculation about the
Chinese app’s fu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Trump had demanded that the app be
sold or else shut d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ws about the Oracle deal came out after
Microsoft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not buy Tik Tok
’s U.S. operation.
Tik Tok has exploded in popularity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has become the first Chinese social
media platform to gain significant market share. It
was downloaded 315 million times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 of this year. But Trump said the app posed
a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because it could be
used as a spy tool by Beijing. Tik
Tok has denied those allegations
and said its data centers are located
entirely out of China.
Tik Tok’s deal with Oracle is
expected to be clarified by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as to which
types of business dealings involving
Tik Tok will be prohibited in the
country.

括對抖音及微信之禁令，但是他們也考慮到抖音
是年輕人之愛好，可能也會影響選票。
這埸總統大選是一场前所未見的政治博弈，
對於美國及世界未來之情勢必然影響很大， 假
如中美關係繼續惡化， 不但會改變世界政治版
圖，经濟上之分歧已經在顯現之中。
我們樂見抖音能繼續存在， 它將为千萬的
年輕人帶來生活上的樂趣。
(图片来源： 路透社 )

In the meantime, the Chinese state
media reported that the owner of Tik
Tok, ByteDance, would not sell to
any U.S. company.
All of the deal must satisfy all
regulatory and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hope this deal will go through
and le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users
continue to enjoy the Tik Tok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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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向英國下“最後通牒”
英國政府“無視”了

南非新冠治愈率達 88.6%
衛生部長：防止疫情死灰復燃
綜合報導 截至當地時間 9 月 9 日，南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數為
640441 例，死亡病例 15086 例。同時，南非新冠肺炎累計治愈 567729 例
，治愈率繼續保持接近九成的水平，達到 88.6%，高於 64.5%的全球平均
水平。
南非衛生部長穆凱茲指出，盡管尚未渡過最壞的時期，且依舊面臨
疫情卷土重來的風險，但南非此前抗擊疫情的效果切實有效：當前每日
新增確診病例已經從 6、7 月高峰期時的平均 1.1 萬例下降到 2000 例左右
，且這壹數字還將繼續下降。例如 7 日新增僅為 846 例，成為近三個月
以來單日新增最低。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南非經濟前景被普遍看衰。9 月 8 日，南非統
計局公布最新數據，南非第二季度 GDP 收縮 16.4%，折合成年率萎縮
51%，是有記錄以來最嚴重的季度萎縮。
對此，穆凱茲坦言，南非越早從當前“封鎖令”二級水平降至壹級
水平越好，因為南非經濟早日恢復正常，對國家和民眾可謂是雙贏的結
果。但穆凱茲也指出，南非民眾必須繼續保持謹慎並采取預防措施，這
樣就能保證疫情不會輕易死灰復燃，經濟也能在此間得到最好最快的恢
復。
“我們正處在壹個確診病例數字穩步下降的階段：住院人數已經
減少，重癥監護病房的人數也在減少。壹方面我們必須保持樂觀，
但另壹方面也必須保持謹慎，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疫情的終結。”
穆凱茲特別提示，減少社交活動、保持距離目前仍舊有效：“我們
已經看到不少教訓，世界上不少國家在慶祝確診患者清零後，很快
又面臨疫情的二次暴發。所以對此我們必須保持警惕，疫情防控措
施必須到位。”

巴西累計死亡病例超 13 萬例
聖保羅州疫情減緩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當地時間 11 日 18 時 45 分公布的數據顯示，當
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43718 例，累計確診 4282164 例；新增死亡
病例 874 例，累計死亡 130396 例；累計治愈 3530655 例。
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仍居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印度，而
累計死亡病例數則居全球第二，排在美國之後。疫情最嚴重的聖保羅州
累計確診病例達 882809 例，死亡病例達 32338 例。此外，巴伊亞州累計
確診超過 27.9 萬例，米納斯吉拉斯州、裏約熱內盧州、塞阿拉州和帕拉
州累計確診均逾 20 萬例。而首都巴西利亞所在的聯邦區累計確診也超過
17.4 萬例。
巴西環球網報道，巴西總統博索納羅當天在東北部巴伊亞州考察時
表示，巴西政府已盡壹切努力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對巴西的影響降到最低
，“實際上，巴西正在贏得這場抗擊新冠疫情的戰爭”。
聖保羅州州長若昂· 多利亞 11 日表示，目前該州所有地區都進入了
隔離措施較為寬松的“黃色”階段，全州疫情已減緩。該階段允許限制
性開放餐館、酒吧和商店等消費場所。下壹步將進入“綠色”階段，將
允許開展有在場觀眾的文化體育活動等。從現在起，該州將每月對全州
的防疫級別進行新的劃分。
從今年 6 月初起，聖保羅州政府將該州的經濟重啟計劃分為紅色、
橘色、黃色、綠色和藍色五個階段，依次實施不同的防疫和社會隔離措
施。

下廢除“脫歐”協議。此外，美國國
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警告英國稱，如
果英國試圖破壞“脫歐”協議，那麽
英國將無法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據
美媒報道，美國高層民主黨人擔心英
國的舉動將破壞北愛爾蘭和平進程。
英國《內部市場法案》可能導致北愛
爾蘭和愛爾蘭之間出現“硬邊界”，
從而破壞保證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的
《貝爾法斯特協議》。英國廣播公司
11 日分析稱，雖然英國和歐盟之間的
談判困難重重，但誰也不想做那個
“首先離開的人”，因此雙方仍有可
能消除分歧，正如去年秋天“脫歐”
協議的達成過程壹樣。

普拉托華人申請子女退學
校方：恐觸犯刑法遭指控
綜合報導 隨著意大利 9 月 14 日新學
年開學日期的臨近，以及疫情局勢持續
惡化。很多華人家長希望孩子能夠在疫
情期間留在家中，以減少疫情為孩子帶
來的風險。此舉不僅未能得到意大利教
育部門和學校的理解與支持，相反校方
警告華人子女家長，禁止適齡子女上學
，家長需承擔法律責任或觸犯刑法遭到
指控。
據報道，當地時間 9 月 10 日，僑居
意大利普拉托市的 20 多位華人子女家長
，陸續前往普拉托市壹所公立學校，向
校方咨詢如何為孩子辦理退學手續。校
方則警告稱，拒絕送適齡兒童和青少年
接受國家義務教育將觸犯刑法，學校有
義務和責任向教育主管機構和警方及時
通報情況。
根據意大利國家報 9 月 8 日發布的壹
項社交媒體民調結果顯示，生活在意大
利的華僑華人有高達 94%的適齡學生家
長，對新冠肺炎疫情具有恐懼心理，以
至於新學年不願意或不打算送子女去上
學。目前華人子女是否能夠如期入學或

返回學校和幼兒
園，已經受到意
大利社會各界的
高度關註。
普拉托是意
大利乃至歐洲華
人最集中的城市
，當地政府為了
敦促近萬名華人
子女能夠如期返
回學校，曾公開
發表聲明指出，
意大利 6 歲至 16 歲
的適齡學生接受
義務教育是憲法賦予的權利，家長送子
女上學不僅是義務，更是必須履行的責
任。家長阻擾適齡學生接受義務教育，
不僅會受到法律制裁，甚至具有被剝奪
子女撫養權及監護權風險。
普拉托壹所公立學校校長向媒體表
示，壹些華人子女家長希望為子女辦理
退學手續，校方已明確表態，法律規定
非健康、遷移居住地址或學生在其他學

美國宇航局計劃
向私營企業購買月球表面資源

校註冊等特殊原因，法律禁止學校為 6
至 16 歲的學生辦理退學手續，因此學校
無權簽發退學許可。
普拉托教育局官員表示，生活在意
大利的移民同樣須遵守當地法律，任何
人均無權剝奪未成年人接受義務教育的
權利。教育部門對於非正當理由禁止子
女接受義務教育，始終保持零容忍態度
，家長必須為此承擔法律責任。

綜合報導 美國航天局(NASA)局長
吉姆· 布裏登斯廷 10 日稱，NASA 計劃向
私營企業購買月球表面原料。
《華盛頓郵報》消息，布裏登斯廷
當日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稱，NASA 正在
面向全球的私營企業，購買 50 至 500 克
的月球表面原料，交易預算大約在 1.5 萬
至 2.5 萬美元。這些原料包括月球表面任
何位置的風化層，包括巖石、土壤和灰
塵等。NASA 計劃在月球上從私營企業
手中購得原料，並將其帶回地球。
NASA 將不支付企業抵達月球的費用。
布裏登斯廷稱，該計劃的主要目標
是為重返月球和登陸火星做準備，將於
2024 年之前完成。《華盛頓郵報》稱，
NASA 正努力在 2024 年之前送兩名宇航
員到月球南極，並希望對那裏的水冰進
行挖掘，研究是否可用作飲用水或將其
分解成火箭燃料。
當 前 ， NASA 已 與 包 括 宇 宙 機 器
人 技 術 公 司 (Astrobotic) 、 太 空 探 索 技
術 公 司 (SpaceX) 、 藍 色 起 源 (Blue Origin) 、 內 華 達 山 脈 公 司 (Sierra Nevada
Corp) 、 洛 克 希 德 · 馬 丁 公 司 (Lockheed
Martin)等合作，將科學實驗設備和貨物
運送到月球。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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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充在當天上午的視頻會議上已原則上
同意《英日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
據法新社 11 日報道，英日達成協議後，
約翰遜在推特上發文稱，該協議表明英
國已經收回了對貿易政策的控制權，並
將繼續作為歐盟以外的貿易國繁榮發展
。特拉斯稱贊這是“英國和日本的歷史
性時刻”。法新社評論稱，英國官員是

英國達成的“脫歐”協議，屬於英國的
北愛爾蘭將繼續適用歐盟單壹市場規範
，以避免北愛爾蘭和歐盟成員國愛爾蘭
之間出現實體“硬邊界”。不過根據英
國最新提出的《內部市場法案》，如果
英歐無法達成貿易協議，為確保英國離
開歐盟單壹市場和關稅同盟後，英格蘭
、威爾士、蘇格蘭和北愛爾蘭之間仍可
以無縫進行貿易，英國官員從明年 1 月
起有權修改或廢止“脫歐”協議的相關
規定。
英國政府的計劃引起各方的強烈反
對。據報道，英國多達 30 名保守黨議員
準備“反抗”約翰遜政府。他們提出壹
項修正案，禁止政府在沒有議會的支持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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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 11 日宣布與日
本達成貿易協議，這是英國“脫歐”後
達成的首份重大貿易協議。英國首相約
翰遜和大臣對此歡呼雀躍，不過倫敦方
面正在和歐盟進行的貿易協議談判依然
道阻且長。
英國政府 11 日發表聲明，稱英國國
際貿易大臣特拉斯與日本外務大臣茂木

向反對“脫歐”的人發出明確信號，即
英國可以和其他國家達成貿易協議。
盡管英日已就貿易達成協議，但倫
敦和布魯塞爾之間的談判依然艱難。據
英國廣播公司(BBC)11 日報道，歐盟周四
向英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倫敦在 9
月底前打消通過《內部市場法案》的計
劃，否則就將面臨法律訴訟。英國政府
“無視”了歐盟的這壹要求，堅持按計
劃進行立法，並表示“該法案對保護英
國的完整性和北愛爾蘭的和平進程是必
要的”。盡管雙方沒有在《內部市場法
案》問題上達成壹致，但仍決定繼續進
行談判。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稱，根據歐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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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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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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復川普斬首二把手將軍 伊朗密謀暗殺美大使

美國掌握到的情資顯示，為了報復總統川
普今年初下令狙殺伊朗二把手將軍蘇雷曼尼
（Qassem Soleimani），伊朗正秘密籌畫暗殺美
國駐南非大使馬克斯（Lana Marks）。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
Politico」13 日披露，
據 2 名匿名的美國官員透露，自春天以來，美
國陸續掌握到伊朗正在秘密籌畫暗殺美國駐南
非大使馬克斯的情資，以報復川普於今年 1 月
下令以無人機狙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
（Quds Force）指揮官蘇雷曼尼，近幾周來，
馬克斯生命受到威脅的情資愈來愈明確，其中
位在南非行政首都普勒托利亞（Pretoria）的伊
朗駐南非大使館是參與暗殺計畫的主謀之一。
官員透露，馬克斯本人已接獲相關情資。
現年 66 歲的馬克斯於 2019 年 10 月獲川普任命
成為新任美國駐南非大使，她的本業是皮包設
計師，是名牌包品牌 「
Lana Marks」的創辦人
與設計師，馬克斯與川普相識超過 20 年，自己
也是川普位在佛州的海湖俱樂部（Mar-a-Lago
）的會員，她也是已故英國黛安娜王妃的密友
。馬克斯出生南非，會說南非當地主要語言南
非語（Afrikaans）及柯薩語（Xhosa）。
官員指出，美國情報單位尚不清楚德黑蘭
為何要針對馬克斯，因為馬克斯本人和伊朗的

關聯並不多，目前他們推測，較有可能的原因
是馬克斯和川普有長達 20 多年的交情。
此外，數十年來伊朗已在南非當地建立秘
密網絡，2015 年就有媒體引述情資報告指出，
伊朗在南非當地案中建立了範圍非常廣泛的特
工網絡。另外，和美國在其他國家的外交人員
相比，馬克斯可能是比較容易下手的對象，以
西歐國家為例，美國和當地的執法人員與情報
單位有較緊密的合作。
今年 1 月 3 日，川普下令美軍使用無人機轟
炸蘇雷曼尼的車隊，有伊朗第二號人物之稱的
蘇雷曼尼當場被炸死。1 月 8 日，伊朗展開報復
行動，發射飛彈轟炸美國駐伊拉克軍事基地，
除了造成數十名士兵腦損傷之外，美軍竟奇蹟
似地沒有受到重大損害，後續更傳出美軍在轟
炸前 8 小時就獲得德黑蘭方面警告，讓美軍得
以提前躲入防空洞準備。
川普後續拒絕進一步展開報復行動，稱德
黑蘭看起來已經 「退卻」了。不過當時部分分
析師指出，伊朗有可能尋求其他方式為蘇雷曼
尼報仇，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錫（Kenneth McKenzie）8 月預測，德黑蘭可能對駐伊
拉克美軍做出新的 「
回應」。

川普女婿庫什納： 川普善變可能改變一中政策 遭控是 「獨裁者」 鐵粉 川普：有啥問題嗎？
傳奇調查記者伍德華（Bob Woodward）新書 「盛怒」（Rage，暫譯）即將於 15 日出版，先前
已爆料川普在新冠疫情在美爆發早知道病毒很危險之後，該書又透露川普事實上就愛中國大陸國家
主席習近平、俄羅斯總統普丁以及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等獨裁領導風格；而對於媒體認為他是獨
裁者的鐵粉，川普更直回 「
那有什麼問題嗎」，引起政壇關注。
據《商業內幕》報導，伍德華（Bob Woodward）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訪談節目中播出
先前專訪川普的錄音，其中指出川普對北韓獨裁者金正恩、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俄羅斯強人
總統普丁和沙烏地王儲穆罕默德．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等被控違反人權領袖時，罕見
地讚譽有加。他在錄音專訪中表示，在他個人人際關係中， 「對方愈強悍卑鄙，我跟他們就相處得
愈好」。
另外，川普 13 日在內達華州的造勢大會上再次讚揚金正恩與普丁是 「
敏銳」的領導人，遠勝過
拜登，稱 「我與他們打交道，而他們並沒有像 『睡喬』那樣的心理問題，他們機敏的很」。報導稱
，雖然川普政府遭爆在傳出俄羅斯曾 「重賞」阿富汗殺害美軍後卻未採取行動反制，以及與北韓談
判陷入僵局，但川普仍視自己為唯一可與這些獨裁國家談判的領導人。
不過，對於美媒《野獸日報》（Daily Beast）專欄作者在推特上稱川普稱普丁與金正恩在心理
上比拜登更適合當領導人， 「仍然是獨裁者的鐵粉」，川普本人不僅轉貼原文，並直稱 「有什麼問
題嗎」？對此，有網友認為這就是川普能獲得人民支持的主因，但也有人認為 「這證明川普永遠與
在站美國對面的殺人犯及獨裁者同一邊」。

揭露水門案的知名記者伍華德新書 「憤怒
」（Rage）今天正式發行。全書 7 處談及台灣
都與陸有關。書中提及 2016 年川普上任前質疑
美 「一中政策」和最終公開承認一中政策，並
在海湖莊園接待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整個過程
體現了川普善變，像液體的本質。接受伍華德
訪問，被川普重用的女婿庫什納解讀說， 「當
總統表示尊重一中，並不是什麼重大讓步，因
他可能有一天又會說不再尊重一中政策了。」
庫什納進一步解釋川普性格搖擺不定，讓
人猜不透反成為他的優點，原因在於其商人出
身背景，他深知企業要達成白紙黑字並簽名才
算交易，其他都不算數。因此他總是 「保持彈
性」。不過伍華德說，也因這特徵川普團隊常
對總統提供 「自我認定的事實」感到非常困擾
。他認為他岳父在商場打滾多年，完全不怕陷
入爭議。
另一提及台灣之處是在伍華德採訪原國務
卿提勒森章節。提勒森提到和北京交手議題中

，除南海，也要面對港台。時任國防部長馬提
斯則認為，中國在南海填海造陸是北京大戰略
一環，馬提斯認為，北京要在 2030 年前，以上
海取代紐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台灣會被大陸
以威嚇或使用武力合併（reincorporated）成為
中國一部分。馬提斯會見大陸防長魏鳳和時強
調，美軍最想和毫無戰爭經驗的軍隊對壘，戰
爭和訓練完全兩回事，美軍 8 成軍人有實戰經
驗，但美國不希望子弟兵再經歷戰爭，不希望
自己寫信給戰場犧牲的美軍家屬。
值得一提的是，川普副國安顧問博明一直
將台灣視為國家。書中提到博明和國安顧問歐
布萊恩早在 1 月 28 日就針對病毒警告川普。川
普團隊抗疫大將佛奇說，博明對疫情看法一直
正確，美國疫情完全失控。書中並提及最近訪
台的美衛生部長阿扎爾，透露阿扎爾對中方不
配合美方提出派員到陸實地了解疫情耿耿於懷
。

沒人比我更懂？川普： 「不覺得」 科學能解釋氣候變遷
美西岸野火延燒數日，意外成為當前美總統大選競選議題。
但對於民主黨人們稱造成野火連天的主因是氣候變遷，川普對此
表示不以為然，並再次以他未經證實的說法稱主要是森林管理不
當才是釀成大火的主因，不僅稱大火 「不久後就自然冷卻下來了
」，且不認為所謂的科學能夠解釋氣候變遷。
據美聯社報導，川普 14 日赴北加州並與聽取民主黨籍的州
長紐瑟姆（Gavin Newsom）簡報森林大火問題。然而，加州天

然資源局局長克勞福德（Wade
Crowfoot）同時向川普呼籲，希
望總統能理解氣候變遷與其對
我們森林的意義， 「如果我們忽略科學，對其視而不見，而僅認
為問題出在森林管理，我們將無法成功保護加州人民」。
不過，川普反駁氣候變遷是造成森林大火的主因，並稱 「氣
候會開始逐漸降溫的，好好看就是了」，對於克勞福德禮貌性的
回應 「希望科學能夠同意總統所說的」，川普更直接回： 「我不
認為科學了解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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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史丹佛大學氣候變遷科學家費爾德（Chris Field）表
示，與事實不一致，認為川普的建議如同 「平行世界」，當前的
加州如同在火爐上加熱到沸騰的熱水壺，川普卻要它立即冷卻下
來， 「
這與我們認知的世界完全不同」。
西部森林大火已成為新冠疫情、國內經濟以及種族社會問題
後，最新的大選議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表示，川普未能體
認全球暖化在野火所扮演角色，直嗆他是 「氣候縱火犯」，稱若
讓一個氣候縱火犯在白宮再做 4 年，那麼美國若有更多野火發生
，大家何必驚訝。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日本執政黨 9 日在首相官邸向首
相安倍晉三遞交了有關東日本大地震災後重建
的第 9 次建議。明年 3 月將是地震發生 10 周年
，該建議對遲遲未能推進居民返家的福島縣沿
岸地區的重建給予重視，並呼籲必須早日決定
東京電力福島第壹核電站持續增加的處理水處
理方式，以及提供能帶動產業發展的支援等。
安倍稱：“不能忘記‘沒有福島的重建就
沒有東北的重建’這壹原點，今後也必須繼續
努力。”
據報道，處理水中含有放射性物質氚，目
前存放在核電站廠區內的儲罐中。該建議考慮
到儲罐的增設有限度，當地的雙葉町和大熊町
要求早日解決處理水問題，指出處理方式的決
定“處於不能繼續拖延的狀態”。
為發展沿岸地區的產業，該建議強調中央
政府計劃建設的“國際教育研究基地”最為重
要，要求以反應堆報廢技術、機器人、智能農
業等為研究課題，帶動創造新產業。建議還提
出，運營主體應以新設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為主
展開討論。
報道稱，福島縣內 7 個市町村剩余的返家
困難區域中，大部分尚未決定解除疏散指示的
時間及放射性物質去汙方法。該建議稱“需要
將政策的方向性具體化”，要求加速討論。
建議中提出，在基礎設施建設告壹段落的
宮城縣和巖手縣等地震海嘯災區，應力爭在應
對災民心理健康等剩余課題的同時完成重建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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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10 日傍晚舉行臨時記者會，表示將東京都
的新冠疫情警戒級別由此前最高的“疫情
正在擴大”下調 1 級至“必須警惕疫情再
次擴大”。
東京都政府於 10 日下午召開了疫情監測
會議，分析疫情的專家就下調警戒級別匯總
了意見。小池在傍晚的記者會上公布了該項
決定。
此前東京都要求東京 23 區內提供酒類的
餐飲店等縮短營業時間，小池在記者會上宣
布這壹要求將於 9 月 15 日正式解除。小池說
，這壹措施對疫情起到了壹定的抑制作用，
希望民眾繼續註意避免長時間的在外聚餐和
近距離對話。
10 日 ， 東 京 都 新 增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確
診 病 例 276 例 ， 對 此 小 池 表 示 ， 疫 情 警
戒級別雖有所降低，但仍要繼續保持警
惕。
由於 7 月開始東京都感染人數快速增長
， 東 京 都 政 府 於 7 月 15 日 將 疫 情 警 戒 級 別
提升至最高級，至此已維持了近兩個月時
間。此後，東京都又要求都內提供酒類的
餐飲店等商鋪於 8 月 3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縮
短營業時間。
8 月中旬起，東京都感染人數有所下降，
各市町村按計劃於 8 月 31 日解除該項限制，
但東京 23 區感染人數依然較多，因此決定延
長至 9 月 15 日。

日本東京都下調疫情警戒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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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病毒專家：
印尼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創新高
應正視疫情威脅 國際攜手抗疫 雅加達將二度實施“大規模社會限制”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著名病毒研究專家薩紮
利教授 10 日在其辦公室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
表示，在此次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面
前，他很贊同中國領導人所提出的“秉持人類
命運共同體理念，同國際社會攜手應對日益嚴
峻的全球性挑戰”。“我想，除了攜手抗
‘疫’，我們別無選擇。”薩紮利說。
薩紮利目前在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任教授
，並擔任馬來亞大學流行病毒研究和教育中心
總監。
“我們的星球很小，”薩紮利說，此次新
冠肺炎病毒傳播迅速，沒有區域或個人可以獨
善其身。在他看來，世界各國應該正視疫情的
威脅，攜手合作，共同“解決這個問題”。
在今年 2 月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薩紮
利曾高度評價中國政府應對疫情的“開放”及
與國際社會的“團結協作”。當時他表示，中
國很快將病毒的相關研究成果分享給全世界，

“正因如此，我們(馬來西亞)才能迅速準備好
我們的診斷步驟”。
“我們應該(向中國)表達謝意，”此次接
受記者采訪時，薩紮利再度強調，在疫情暴發
初期，中國的醫生和科學家就做出“迅速的反
應”並及時向世界分享病毒相關信息。在薩
紮利看來，面對全新病毒的威脅，“資訊的
共享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這些及時的
分 享 ， 世 界 各 國 科 學 家不可能那麽迅速開始
對病毒的研究，“現在也不可能進入疫苗臨床
試驗階段”。
薩紮利並表示，中國還派出醫學專家來到
馬來西亞，與馬來西亞分享抗擊疫情的經驗。
不僅如此，在此次疫情中，中國以其先進的技
術和豐富的資源協助世界很多國家與疫情鬥爭
。他認同中國領導人所提倡的“構建人類衛生
健康共同體”；認為這充分體現了人道精神和
共享互助精神，將令全人類受益。

綜合報導 印尼政府新冠肺炎
疫情官方網站 10 日下午公布，該
國當日新增確診病例 3861 例，累
計確診 207203 例；新增死亡 120 例
，累計死亡 8456 例。這是印尼自 3
月 2 日發現首例確診病例以來單日
新增確診病例數的最高紀錄。
多家當地媒體報道，雅加達
省省長阿尼斯於 9 日夜宣布，因
疫情惡化，該省將於本月 14 日起
二度實施“大規模社會限制”措
施，除衛生醫療、金融、能源、
物流等 11 個服務行業仍可運行外
，其余所有辦公場所、商場娛樂
場所及大部分宗教場所都將被關
閉；實施居家辦公、居家學習、
居家敬拜等措施。

阿尼斯未談及是否對進出雅加
達市區進行限制及如何限制，稱將
與大雅加達地區地方首長商討後另
行通告。雅加達市區周邊隸屬該國
西爪哇省的茂物、德博、勿加泗等
市(縣)及隸屬於萬丹省的大唐格朗
地區被視為雅加達市的“衛星城”
，上班時間每天有數百萬人往來通
勤。
今年 3 月 2 日，雅加達市發現
該國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4 月
10 日，雅加達省開始實施“大規模
社會限制”措施：禁止 5 人以上集
會，關閉學校、宗教場所和公園等
公共娛樂場所，關閉購物商場，限
制公共交通，強制居家辦公等。大
雅加達地區“衛星城”亦同步實施

上述措施。
6 月 8 日起，雅加達市開始采
取“新常態過渡期”措施，除電影
院、夜總會、學校等少數場所外，
其余行業均在限制人數條件下逐步
開放。
此後隨之而來的是雅加達省疫
情的惡化。特別是 8 月份以來，雅
加達市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不斷刷
新紀錄。10 日該市新增確診 1274
例，累計確診超 5 萬例、達 50671
例，占印尼全國確診病例數近四分
之壹。
阿尼斯稱，雅加達省醫療系
統容量已接近飽和，如無法控制
病例過快增長，衛生體系有崩潰
危險。

香港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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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上萬醫護公僕參與
(

近600內地人員援港 178萬人次採樣

普檢四功：斬疫鏈 擴檢力 添經驗 利通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 5 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成功，為香港取得四大成效，除了找出 及計劃得以成功和順利進行，有賴中央


根

最少32宗確診新個案、6宗康復者“復 政府全力支持，迅速組成核酸檢測支援

陽”個案外，還成功截斷12條傳播鏈繼
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續蔓延，料已阻止近 200 人受到感染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為期 14 天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14 外，有醫生認為，計劃為香港累積豐富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日圓滿結束，截至14日晚8時，一共累 的經驗，如一場大型演習，日後或可藉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計約 178.3 萬人次參與檢測，佔香港 6 是次經驗，推動區域性的檢測，同時讓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

隊伍，短時間內大幅提升香港的檢測能
力。支援隊570多位成員日以繼夜在臨
時氣膜實驗室工作，不畏勞苦，完成任
務，實在值得敬佩。負責採樣的 6,000
多名醫護人員和學員，以及負責支援工

歲以上人口逾兩成；當中約171.9萬個 一眾參與的醫護學生得到臨床實戰經 作的4,000多名現職和退休公務員發揮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名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員、6,000
名本 情實況，有助釐定防疫措施，落實通關 提供高質素和有效率的服務，特區政府
■14 日晚八時後，工作人員忙於收拾清理各區檢測中心，標誌
美年齡未滿
18 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口罩。
口罩
。
網上圖片
為期14天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圓滿結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地醫護團隊，以及4,000多名現職及退 及推出“健康碼”。
表示感謝。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休公務員群策群力下，計劃取得空前的
香港特區政府 14 日晚亦表示，普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成祖明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普檢是本港檢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測能力大練兵，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大幅提升香港社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區動員能力和數
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據收集能力。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圖片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資料圖片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14 日找出 6 名新冠肺 於葵青區的退休男子，以及 22 歲住屯門的待 該大廈保安員和首名確診者的太太，都在普
炎隱形患者，是計劃展開
14 天以來，發現隱 業女子，他們均無病徵，若非接受普檢或會 檢計劃中找出，衞生署遂進行傳染病流行學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形患者最多的一天，為計劃畫上完美句號， 一直潛在社區。
追蹤，陸續發現更多人染病，更有人受二代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使計劃累計找出 32 宗確診個案，並成功揪出
傳播，包括同事和其數名家人。隨着患者及
大圍交通城群組 5人普檢證確診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12 條傳播鏈，另有 6 宗康復者“復陽”個
早被發現及隔離，大廈傳播鏈被切斷，撲熄
大圍交通城群組
尖沙咀港景峯家庭群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群組累計有13宗個案，4宗由普檢找出）“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3人均為普檢找出）
案。若以港大早前的研究結果推算，每名患
檢測計劃中找出最大傳播鏈為大圍交通
病毒蔓延。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者最多可傳播 4 人，並引發二代、三代傳 城大廈群組，累計有
13 人確診，當中 5 人有 5 日在《紐約時報》刊
另外，檢測計劃也找到多個家庭群組、
42歲女外傭
同住
50歲男
僱主夫婦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播，今次普檢計劃及時切斷傳播鏈，已經阻 參與普及社區檢測。雖然群組首名確診的
61 餐廳群組、公司群組等，包括住尖沙咀港景
（個案4872
（個案4881，有病徵，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止近200人受到感染。
歲車房工人不是從檢測計劃找出，但隨着大
峰的兩夫婦及其外傭、屯門家庭群組，以及
檢測前有病徵，
普檢找出）
（均有病徵、曾求醫）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15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在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展開第三日，已找 廈愈來愈多的商戶及保安員接受普檢，漸漸
14 日新發現的都城餐廳群組。中醫診所懷孕
曾求醫）
89歲女（個案4867）、
傳播鏈1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許多
出首兩名隱形患者。兩名患者分別是
63 歲居 發現大廈存有傳播鏈，其後的確診個案包括 33周的執藥員也是透過檢測計劃找到。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92歲男
（個案4873）
同層商舖員工，
傳播鏈3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曾短暫交談 其他防疫物資。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60歲男冷氣水電工人
61歲汽車維修男工人
傳播鏈2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 個 案 4855， 普 檢 找
（個案4824，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出)
群組首名確診者）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同層商戶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放、穩定、安全。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的最後一絲希望。
曾無戴口罩交談
傳播鏈4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46歲家庭主婦
從 3 月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64歲交通城保安員
夫妻
港府專家顧問、香港中大呼吸系統科講 按目前衞生署的檢測能力，每日該署可處理
另外，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
（個案4851，有病徵，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個案4854）
座教授許樹昌 14 日抵達沙田源禾路體育館的 約 12,000 個樣本，但難以應付如普及檢測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是一次演練機會，假如日後
普檢找出)
球。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渡難關。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同事
檢測中心參與檢測工作。他表示，這次普及 般，每日化驗 10 多萬個樣本，故需要內地支 有個別地區出現社區爆發，可利用這次經驗，
傳播鏈5
社區檢測為香港累積豐富的經驗，如一場大 援隊幫忙。他認為，透過普及社區檢測為香 推動區域性的檢測。他指出，普及社區檢測計
59歲交通城管理處男職員
64歲交通城管理處男職員
型演習。若將來再次推行全民病毒檢測，可 港累積豐富經驗，就如一場大型演習，如實 劃能收集社區數據，也能確認社區的疫情紓
（個案4884）
（個案4888）
再次動員具經驗的醫護人員，到時僅實驗室 驗室的設立、內地支援隊到港、尋找 100 多 緩，同時也是好的演練機會，“因為不論是動
須尋求內地支援，其他軟件則能自給自足， 個檢測場地、到組織數千名本地醫護人員幫 員社區上的檢測人手，尋找檢測地點，甚至是
家人 傳播鏈6
家人 傳播鏈7
但他希望不需再次推行普及檢測，因為他不 忙，若將來不幸有疫情爆發、要再次推動全 實驗室內高流量的快速建立和運作，不多不少
希望有第四波疫情。
民檢測，可再次動員具經驗醫護人員，只是 都出現不同的問題需要理順，今次我們就累積
54歲女
25歲男
43歲太太
17歲女兒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完結，許樹昌指出， 實驗室須尋求內地幫忙。
咗這方面的經驗。”

樣本完成新冠病毒病核酸檢測。在575 驗，也令特區政府及外界更掌握香港疫 高度專業能力，盡心盡力工作，為市民

成效

1 檢出32“隱患” 斬斷12傳播鏈

普檢截斷十二條傳播鏈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成效

2 檢測能力大演習

成效

（個案4889）

3 醫護經驗更豐富

成效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圓滿結束，各區檢測
中心隊伍由來自不同醫療組織人員組成，例
如醫生、護士、醫護學生、救護員等。有份
在社區檢測中心參與採樣工作的醫護誠信同
行主席林哲玄認為，最大的得着是能夠參與
抗疫，讓醫護之間上下一心。而且，醫護學
生更是獲益良多，透過檢測計劃讓一眾醫護
學生得到臨床經驗，學懂與病人溝通、關心
和診斷病人。

（個案4890）

（個案4897）

不同住家人 傳播鏈8
28歲女
（個案4893，有病徵，普檢找出）

上下一心齊抗疫

（個案4899）

交通城50歲清潔女工
（個案4892，曾與確診保安員接觸）

屯門家庭群組

林哲玄 14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日常醫務上，採樣不是醫生的主要工
作，但對於執業醫生、護士、醫科生或學護
而言，採樣難度不大。
他認為，能夠參與抗疫，醫護之間上下
一心的感覺，就是最大的得着和經驗，“大
家一齊由摸索開始，直至完成計劃，都係上
下一心。”
另外，參與採樣工作的除了醫生和護士

4 有利推行健康碼

過去一段日子一直有不少人誤將普及社區
檢測計劃與“健康碼”混為一談，以為參與檢
測便可取得“健康碼”，或者日後可優先取得
“健康碼”。多名特區政府官員已多次重申，
參與檢測絕非取得“健康碼”的先決條件，但
只要愈多人參與便愈能掌控疫情與社區內隱形
患者的比例，除了能作為放寬限制社交距離措
施的考慮因素外，亦能為推行“健康碼”提供
有利條件，讓香港恢復正常生活、重啟經濟活
動。

內地支援虎添翼

外，也有醫科生和學護。林哲玄表示，在他
參與計劃的檢測中心是兩名採樣員一櫃位，
輪流採樣，該中心的隊長也有安排輪更，但
相信醫科生和學護已有足夠機會實戰如何採
樣。他認為，更重要的是檢測計劃能夠讓一
眾醫科生和學護學習如何與病人溝通、關心
和診斷病人，“臨床經驗不只是指識採樣、
洗傷口等，仲要識同病人溝通、關心病人、
了解病人的需要。”

放寬出遊振經濟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便於網誌上
指出，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以內地在防
疫控疫及穩住經濟方面成效最為顯著，如果
香港不再出現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並好好
利用在普檢計劃中所提升了的檢測能力，加
快推出“健康碼”，便有望放寬與內地以至
其他地方的人員往返限制，甚至有限度的外
出旅遊。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之前亦在
網誌上明確指出，這一波疫情尚未完結，中

央亦認為普檢計劃有助香港防控疫情，為互
認“健康碼”及相互豁免檢疫等安排提供基
礎。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之前
也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旅遊氣泡”要
視乎疫情和雙方是否有互認檢測安排等因
素，而香港有逾百萬名市民參與普檢計劃，
得出的數據能給予接洽的國家和地區有更客
觀、宏觀的數據，檢視香港的情況，增加有
關國家及地區對香港通關的信心。

45歲流浮山女文員
(個案4938)
傳播鏈9

一起食飯

傳播鏈10

家人

79歲男
（個案4958，普檢找出）

52歲屯門山景邨景榮樓男派遞員
（個案4946，普檢找出）
80歲女
（個案4962，普及檢測發現）

14日發現的都城餐廳群組
63歲女及61歲男
（個案 4968、4969，普及檢測
發現，每周光顧2次至3次）

14日發現的公司群組
23歲男
（個案4970，普及檢測發現）
同事

食客

傳播鏈11

49歲男
（個案 4972，普及檢測發現，
幾乎每天光顧）

傳播鏈12

28歲男
（個案4971，普及檢測發現）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註：→表示有可能傳染 ┅表示有流行病學關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普及檢測至今共找到19宗確診個案及6宗康復病人復陽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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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改會批律師參加記者會被拒 北院：處理沒問題

（中央社）太陽花學運驅離事件，北院
今天判決馬英九等 4 人無罪。司改會批評北
院不讓律師參加記者會。北院指出，當事人
或律師到法庭聆判，記者會讓記者參與，處
理方式尚屬妥善。
太陽花學運驅離事件，台北地方法院今
天判決前總統馬英九、前行政院長江宜樺、
前警政署長王卓鈞、前台北市中正一警分局
長方仰寧無罪。北院隨後召開記者會說明。
民間司改會下午在臉書貼文，表示律師要參
加記者會被擋在門外，質疑北院限制記者會
出席者的規範為何。
北院晚間發布新聞稿指出，法庭的公開
宣判是當事人可聆聽判決結果或聽取理由摘
要的場合，記者會則是基於公共營造物的使
用目的及司法行政行為，透過記者的報導以
滿足人民對於法院公開審理案件的資訊場合
。
因此，記者不會在法庭內發問及採訪新
聞，而是在記者會中進行發問及採訪，而當
事人不能以要求參加記者會，以滿足其應該

在法庭內聆聽判決結果及理由摘要的權利。
本案律師所屬民間團體，以無法參加記者會
聽取理由摘要，而指摘北院舉行記者會僅限
記者參與，有不是之處，應有誤解。
北院表示，合議庭上午 11 時在第十三法
庭宣判，審判長除宣示主文外並準備理由摘
要，預定於當事人或代理人到庭聆聽宣判時
，一併說明理由摘要。但審判長在宣判前確
認並無任何當事人或代理人到場，旁聽席則
有多數記者等待宣判結果以便發布新聞。
為避免在場記者陸續發問，影響法庭的
使用及重複說明，審判長在宣示主文之後，
告知記者判決理由摘要部分在記者會統一說
明，審判長並隨後在記者會中說明判決理由
摘要，並將新聞稿上傳至司法院新聞稿專區
，以滿足國民知悉法院公開審理案件的訊息
。
北院指出，本案自訴人代理人在言詞辯
論終結時已知悉宣判的時間及地點，如果自
訴代理人出席法庭宣判，就可以在宣判時第
一時間得知判決結果及理由摘要。

（中央社）武界壩閘門異常開啟放水釀
4 死，台電大觀發電廠副廠長黃陵育今天說
，既然遙控可能有問題，武界壩 11 座遙控閘
門動力電源全切除，若需排洪，相關人員一
定要到現場開啟並監視。
台灣電力公司大觀水力電廠武界壩閘門
13 日異常開啟放水，導致下游溪床野營民眾
遭沖走釀 4 死，引發居民質疑武界壩安全性
，台電與居民今天在武界壩員工宿舍會議室
座談，部落居民強烈要求 「
別再有下一次」
，並要代表台電公司出席的黃陵育做保證，
黃陵育則回覆說， 「
我希望做到這樣」。
居民紛紛提出質疑，有人問武界壩多久
維修一次，怎會當天閘門離譜開啟 2 次；也
有居民說，這起悲劇讓人到現在還嚇到腿軟
，也發現台電這幾年 「
不愛村民了」，發聲
後常不了了之，希望台電記取教訓，不希望
還有下一次，大家承擔不起。
另有居民指台電不要帶風向，居民要真
相，不要用 「
偵查不公開」敷衍，會中還有
村民嗆聲 「
台電沒派高層來，是看不起我們
部落嗎」。對於居民各種聲音，黃陵育說，
未被授權，只能簡單說明，但檢察官終結偵
查程序後，一定會向部落居民報告真相。

黃陵育說，根據台電初步調查，可能因
線路絕緣不良，導致閘門無預警異常開啟，
但詳細過程仍須由檢察官、水利署等單位調
查釐清，但這件事之後，已加派人力，同時
將武界壩 11 座閘門的動力電源全部切除隔離
，也就是說，若有排洪必要，人員一定要到
現場開啟並監視。
黃陵育表示，台電同時研議增設告示牌
加強提醒遊客，並考慮往一線天附近增加廣
播設備，而有關武界壩安全機制，也研議加
裝設備，使武界壩閘門開啟時能發出燈光及
聲響，提醒部落居民及控制室值班員。
對於媒體事後追問武界壩蘇姓值班人員
是否打瞌睡、中控室為何沒安裝監視器等問
題，黃陵育說，目前仍由檢方調查中，不便
說明。
南投地檢署今天表示，檢察官第一時間
相驗及保全證據後，為求慎重，昨天再率專
案小組重返現場，並會同台電人員就相關可
能環節逐一現場履勘及調閱文件，有關台電
說法是否確實，仍會再調查，有必要不排除
尋求第三方鑑定，以儘速釐清發生原因並公
布。

武界壩放水釀4死 台電斷遙控閘門要求人員現場操作

民團籲教育部宣導性平 保障兒童人權

日前教育部贈書 「國王與國王
國王與國王」
」 給小一新生
給小一新生，
，遭受部分家長團體抗議
遭受部分家長團體抗議，
，認為繪本中偷渡了同志
議題，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等民間團體 15 日在立法院外舉行記者會
議題，
日在立法院外舉行記者會，
，呼籲教育部秉持多元價值初衷
，加強對教育人員以及家長的性平與兒童人權意識宣導
加強對教育人員以及家長的性平與兒童人權意識宣導。
。

桃園挾持人質案 2主嫌各判逾10年徒刑

（中央社）桃園 39 歲男子林佑儒與 23 歲同夥
林竑甫，去年持槍挾持 9 名人質與警方對峙；桃園
地方法院今天宣判，不得易科罰金有期徒刑部分，
林佑儒 13 年 6 月，林竑甫 10 年 4 月，全案可上訴。
桃園地檢署調查，39 歲主嫌林佑儒與 23 歲同
夥林竑甫，去年 5 月間因為在汽車旅館門口開槍被
警方緝捕，兩人因此展開逃亡。
去年 6 月 12 日凌晨 3 時許，兩人先到中壢一間
與他們有債務糾紛的商行門口開槍洩憤後，再打給
在桃園三民路經營中古汽車行的梁姓友人借錢，卻
遭到梁男拒絕。
兩人當晚 6 時許直奔梁男的車行，但梁男不在
店內，2 人隨後持槍挾持店內 9 名員工，並朝天花
板、門口等處連開數槍，不但要人質在窗邊排排站
以防止警方狙擊，林竑甫甚至對警方恫嚇 「
我手上
有炸彈、手榴彈，要死一起死。」
警匪對峙近 5 個小時，時任桃園警分局偵查隊

小隊長的王強生進入車行與歹徒談判時，還一度被
槍枝抵頭，當時事態之嚴重，警政署長陳家欽、刑
事局長黃明昭都在場坐鎮指揮。
在警方多次交涉下，人質陸續被釋放，當晚
11 時許 2 人棄械投降，警方起獲 2 把長槍、6 把短
槍，以及 138 發子彈。
桃園地檢署去年 10 月間偵結，依加重強盜未
遂、恐嚇，以及槍砲等罪嫌起訴林佑儒、林竑甫。
桃園地方法院今天下午宣判，林佑儒犯非法寄
藏手槍罪、恐嚇危害安全罪、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
自由罪等，累犯，有期徒刑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
執行 13 年 6 月徒刑。
林竑甫犯共同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共同犯非法
持有手槍罪、共同犯攜帶兇器強盜未遂罪等，累犯
，有期徒刑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 10 年 4 月徒
刑。

（中央社）新北市汐止警分局長安派出所員警
日前攔查 1 名違規逆向的婦人，沒想到竟是在逃 17
年通緝犯，只差 1 年就能撤銷通緝，警詢後將她移
送屏東地檢署歸案。
汐止警分局今天表示，長安派出所員警王人平
日前中午在忠孝東路與茄苳路口巡邏時，發現頭戴
紅色瓜皮帽、身穿樸素襯衫的 59 歲婦人一路逆向

騎車，立刻上前將人攔下。
經使用警用電腦查詢該名婦人的年籍資料，結
果顯示其因案通緝中，進一步查證確認婦人涉詐欺
案件被屏東地檢署通緝，且已長達 17 年之久。
警方表示，該通緝案的法定時效為 18 年，婦
人宣稱 17 年來完全不知道自己通緝，沒有到地檢
署報到過，警詢後，將婦人送往屏東地檢署歸案。

涉詐欺被通緝17年 新北婦人違規逆向露餡

國家防災日將至 大賣場推出防災專區

921 國家防災日即將到來
國家防災日即將到來，
，各賣場及網路平台響應推出防災專區
各賣場及網路平台響應推出防災專區，
，提醒民眾平日準備
好避難急救相關物品，圖為台北市大賣場內的防災商品陳列
好避難急救相關物品，
圖為台北市大賣場內的防災商品陳列。
。

陳其邁首波員警異動 二線三以下派補陞遷35人
（中央社）高雄市長陳其邁上任後的首波員警人事異動今晚
公布，主要是以分局組長等 「
二線三星」以下位階人事進行派補
陞遷共 35 人。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指出，基於現階段推動治安工作需要，以
有效發揮整體治安功能，經局長召集副局長、主任秘書、督察長
及人事室主任等相關業務主管召開人事評議會，就現有及遞遺職
缺員充分討論，依陞遷積分順序及專業能力等原則，總計派補陞
遷計 35 人，預計 18 日下午 3 時前辦妥離到職手續。
這分名單包括，三民一分局督察組長陳英中、三民二分局督
察組長周春成、苓雅分局督察組長侯智評、旗山分局督察組長蘇

江啟臣：
江啟臣
：兩岸交流最重要是善意尊重對等

國民黨宣布不以政黨形式參加海峽論壇，
國民黨宣布不以政黨形式參加海峽論壇
，黨主席江啟臣
黨主席江啟臣（
（中）15 日表示
日表示，
，海峽論壇只是溝通管
道之一，兩岸交流最重要是善意
道之一，
兩岸交流最重要是善意、
、尊重
尊重、
、對等
對等。
。

金良、鳳山分局行政組
長陳壽烈、鼓山分局行
政組長林奇成、六龜分局行政組長周松祐、鼓山分局民防組長李
明達、鳳山分局防治組長杜嘉鴻、鹽埕分局防治組長潘慶寶、林
園分局交通組長洪桂霖、鹽埕分局交通組長許鴻文、林園分局勤
務指揮中心主任張簡西國。
督察室督察員陳永慶、督察室督察員翁國峻、督察室警務正
潘宏炎、秘書室警務正黃茂菘、政風室警務正黃義彰、刑警大隊
警務員紀淑如、刑警大隊警務員洪子棠、左營分局警務員彭?燦
、交通警察大隊警務員陳智傑、交通警察大隊警務員陳奇賢、湖

我們的新網站

內分局警務員陳協遠、鳳山分局警務員陳仁進、六龜分局警務員
吳定諺。
鳳山分局五甲派出所警務員兼所長林福雄、鳳山分局忠孝派
出所警務員兼所長丁順清、三民一分局長明街派出所警務員兼所
長蘇瑋傑、苓雅分局三多路派出所警務員兼所長邱中均、苓雅分
局民權路派出所警務員兼所長許世祺、楠梓分局楠梓派出所警務
員兼所長潘煜烽、小港分局大林派出所巡官兼所長林鼎哲、六龜
分局義寶派出所巡官代理所長林濰濬、六龜分局寶來派出所巡佐
代理所長陳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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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News Group

廣告
休城社區
星期三

2020年9月16日

Wednesday, September 16, 2020

A8

慶祝中華民國109年雙十國慶
松年學院書法繪畫藝術師生學習成果展揭幕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上周六（9 月 12 日）慶祝中華民
國 109 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當天，除了舉行國慶返國致
敬團授旗典禮外，休士頓舉行的首項活動，即為由 「休士頓台
灣松年學院」主辦的 「松年學院書法繪畫藝術師生學習成果展
覽」由 「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致開幕詞，了介紹當天展出書
法、國畫、油畫、手工藝作品的師生。謝謝師生全體參展，歡
迎大家參加“ 活到老 學到老 ”課程，這項展出日期為 9 月 12
日至 9 月 27 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當天現場並安排該校國
畫老師李柏榮醫師當眾揮毫作畫。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
，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也出席該開幕式。
這次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松年學院書法繪畫藝術師生學習
成果展覽」包括：書法：老師樓偉亮，展出學員包括：陳秋喜
、游雲真、高雅珠、鄭慰如、吳麗茜、吳明慧、許勝弘、劉瑞
屏、伍建洲、潘淑明。國畫：老師李柏榮，展出學員包括：高
雅珠、鄭慰如、潘淑明、伍建洲、劉瑞屏、吳麗茜、吳明慧、
陳秋喜、許勝弘。油畫：老師連淑琴，展出學員包括：林麗玉
、游雲真、高雅珠、吳麗茜、吳明慧、潘淑明、楊詹純、羅月

省。手工藝：老師：林麗玉、彭紹葩、黃皓英、陳玲容。展出
學員包括：吳明慧、潘淑明、羅月省、吳麗茜、彭紹葩、陳玲
容、伍建洲、劉瑞屏。
「松年學院」為經德州政府立案之長輩學院，為終生學習
之場所，永無畢業，但肯定階段性之成就而給予認定與鼓勵，
授與 「榮譽學位」。
該校課程豐富，在歷史、文學方面有：台美史地、歷史之
旅、氣道書法、台灣俗語故事。在 「藝術」方面有：插花、音
樂欣賞、電影欣賞、說話藝術、繪畫、手工藝。健康保健方面
有：新世漫談、保健常識、原點療法應用。在運動方面有：每
天早操健身、舞蹈、太極拳、瑜珈、高爾夫球。人生哲學：人
生園地、漫遊中東。科學知識方面：電腦、科技新知。休閒時
間：園藝、合唱團。語言：西班牙文、英文、日文。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院長：許勝弘。
其辦校宗在於追求豐盛的生命，全人的健康生活，活到老、學
到老，愛與服務。

上週四共和黨的提案在國會失敗 阻止您獲得救濟支票
在兩黨做出讓步之前 您不會獲得任何刺激性救濟支票
（ 休 士 頓/ 秦 鴻 鈞 報 導 ） 參 議 院 多 數 黨 領 袖 麥 康 奈 爾
（Mitch McConnell）和他的共和黨同胞在 9 月 7 日公佈了一份新
的 285 頁的刺激計劃。這項所謂的“瘦身”法案關注醫療保健，
教育和經濟問題。由於多種因素，美國人的救濟可能會再次推遲
，下面列出的是可能的原因：
1.民主黨人要太多: 對於“當前”一輪刺激，民主黨是第一
個採取行動的人，早在五月份就通過了 3 萬億美元的刺激立法。
毫無疑問，談判仍將繼續，但是截至 9 月中旬，兩國之間相距甚
遠。
2.共和黨人提供的東西太少: 共和黨在 7 月份提出的提案總額
僅為 1 萬億美元，而 9 月份的“瘦”法案卻提供了更少的總救濟
。 儘管可能在未來的立法中再次提出另一輪“薪水保護計劃”
資金，1050 億美元的學校撥款和每週 300 美元的失業救濟金的規
定，因為該法案仍然有效，因此不會獲得民主黨的批准，因此不
會即將在不久的將來進入美國人或經濟。
3.赤字太大: 聯邦預算赤字是政府支出超過收入的數額。 到
2020 年，美國的赤字預計將達到 3.3 萬億美元，是 2019 年赤字的
三倍多。任何額外的刺激資金都會對聯邦赤字產生負面影響，可
能使其達到 4 萬億美元甚至更多，具體取決於 批准的刺激措施的
規模。
4.失業救濟金太小: 新的共和黨立法包括每週 300 美元的額外
聯邦失業金。 較早前立法批准的每月 600 美元的額外付款有所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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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松年學院許院長（中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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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慶活動松年師生學習成果展
開幕式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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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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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該筆付款已於 7 月底到期。民主黨人提議恢復最初的每週
600 美元的福利。
5.立法中沒有刺激措施: 9 月初通過的共和黨“瘦身”法案
沒有任何語言提及美國人的刺激措施。 1200 美元的刺激性支
票的想法已經流行了好幾個月，但共和黨提出的立法卻沒有提
到這種支票。
6.對企業的訴訟保護: 共和黨冠狀病毒應對措施的關鍵條
款之一是保護企業免受新冠病毒暴露訴訟的侵害。如果公司免
受消費者和員工訴訟的影響，公司可以更快地開業，經濟可以
更快地複蘇。
7.為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資金: 共和黨人在 9 月發布的冠狀
病毒包未為城市和州提供直接幫助。這與民主黨的提案有很大
該校國畫班老師李柏榮醫師 （ 右 ） 在開幕式現埸表演揮毫作畫
該校國畫班老師李柏榮醫師（
的不同，民主黨的提案為各州，城市和縣提供了近 1 萬億美元
。旁為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
旁為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
（左）。（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的大流行相關援助。這筆錢將專門用於基本服務，這些服務是
稱為“瘦身”法案的共和黨提案在國會正式失敗。這項立法需要
市政和社區設施，可惠及包括您在內的所有居民。
8.美國郵政總撥款: 8 月，新任郵政局長宣布削減成本的措施 60 票才能甚至退出參議院，共和黨無法召集所需的支持。所有參
導致大量郵件延遲。由於公眾的強烈抗議，許多變更都被推遲了 議院民主黨人對共和黨法案非常失望和不滿意，他們和一名參議
。當民主黨在 5 月通過刺激法案時，他們為郵政局分配了 250 億 院共和黨人對該法案投了反對票。這將共和黨送回計劃委員會，
美元，是共和黨“瘦身”法案的 2.5 倍。 9.即將舉行的選舉: 隨著 從新起草可能獲得兩黨批准更多機會的法案。
我的刺激支票付款在哪裡？聯邦刺激措施旨在幫助美國人度
11 月選舉的到來，政治光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對於
民主主義者和共和黨強硬派來說，這意味著進一步強化其立場， 過由冠狀病毒大流行引起的經濟打擊，仍然有大約 2000 萬美國
以表明他們如何成為其政治立場的旗手。10. 截至 9 月 10 日，被 人等待他們的救命錢。 在兩黨雙方都可以做出讓步之前，您將
不會獲得任何形式的刺激性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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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美国意大利后裔
你不知道的美国意大利后裔

美国日志在前面陆陆续续将美国各
芝加哥之王阿尔· 卡彭也是意大利裔
族裔移民的前世今生，进行了盘根问底
。如德裔、爱尔兰裔、犹太裔、墨西哥
美国日志在前面陆陆续续将美国各
裔等。今天就再来聊聊美国的意大利后
族裔移民的前世今生，进行了盘根问底
裔吧。
。如德裔、爱尔兰裔、犹太裔、墨西哥
很多人是通过影视作品里的“黑手
裔等。今天就再来聊聊美国的意大利后
党”这一充满传奇又臭名昭著的意大利
裔吧。
黑帮组织，来初识美国意大利人的。如
很多人是通过影视作品里的“黑手
经典电影《教父》和美剧《黑道家族》
党”这一充满传奇又臭名昭著的意大利
里关于意大利裔的黑帮传奇故事。
黑帮组织，来初识美国意大利人的。如
而含有意大利黑帮情节的作品里，
经典电影《教父》和美剧《黑道家族》
几乎都会出现一个大家眼熟的地名“西
里关于意大利裔的黑帮传奇故事。
西里”。没错，这里就是另一部经典电
而含有意大利黑帮情节的作品里，
几乎都会出现一个大家眼熟的地名“西
西里”。没错，这里就是另一部经典电

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的西西里岛
。不同的是，黑帮电影里的“西西里”
本是热血少年心生敬畏的神秘之地。
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的西西里岛
而莫妮卡贝鲁奇演绎的《西西里的
。不同的是，黑帮电影里的“西西里”
美丽传说》，却令无数懵懂少男被荷尔
本是热血少年心生敬畏的神秘之地。
蒙之魅，美好得不知所措。
而莫妮卡贝鲁奇演绎的《西西里的
历史上从事“黑帮产业”，确实是
美丽传说》，却令无数懵懂少男被荷尔
美籍意大利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标签”
蒙之魅，美好得不知所措。
之一，特别是在“禁酒令”执行的那个
历史上从事“黑帮产业”，确实是
年代。然而洪流已逝，美国早已成熟为
美籍意大利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标签”
文明的法治社会。
之一，特别是在“禁酒令”执行的那个
除了“黑手党”之外，美国意大利
年代。然而洪流已逝，美国早已成熟为
裔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文明的法治社会。
除了“黑手党”之外，美国意大利
裔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欧洲之意大利，有些像亚洲之中华。
相同之处是，两者都是所在大洲的
文化摇篮，古罗马帝国为欧洲人开启了
欧洲之意大利，有些像亚洲之中华。
早期文明，中华帝国影响了整个东亚及
相同之处是，两者都是所在大洲的
东南亚千百年。
文化摇篮，古罗马帝国为欧洲人开启了
不同之处是，世界近代文明的转折
早期文明，中华帝国影响了整个东亚及
“文艺复兴”也源于意大利，而“文艺
东南亚千百年。
复兴”时的中华帝国却遗憾的驶入了文
不同之处是，世界近代文明的转折
化发展的下坡道。
“文艺复兴”也源于意大利，而“文艺
意大利人哥伦布甚至开辟了对现代
复兴”时的中华帝国却遗憾的驶入了文
世界格局决定性影响的“大航海时代”
化发展的下坡道。
。所以美国这个“新大陆”上建起的国
意大利人哥伦布甚至开辟了对现代
家，从历史源头上也无法忽视意大利人
世界格局决定性影响的“大航海时代”
的关键作用，虽然那时候的意大利半岛
。所以美国这个“新大陆”上建起的国
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家，从历史源头上也无法忽视意大利人
虽然意大利探险家们是开辟大航海
的关键作用，虽然那时候的意大利半岛
的关键人物，但美洲“新大陆”终究是
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属于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等海洋帝国
虽然意大利探险家们是开辟大航海
的地盘。而意大利只是地中海里的一个
的关键人物，但美洲“新大陆”终究是
“半内陆国”，哪有什么征服大洋的本
属于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等海洋帝国
领。所以意大利人晚至 19 世纪后期才大
的地盘。而意大利只是地中海里的一个
规模移民美国，是合乎情理的。
“半内陆国”，哪有什么征服大洋的本
在 19 世纪中叶前后，相比美国意大
领。所以意大利人晚至 19 世纪后期才大
利人更愿意移民到南美。19 世纪移民到
规模移民美国，是合乎情理的。
巴西和阿根廷的意大利人，在数量上高
在 19 世纪中叶前后，相比美国意大
于前往北美的。这时来美国的意大利人
利人更愿意移民到南美。19 世纪移民到
多是受意大利独立战争影响的难民，大
巴西和阿根廷的意大利人，在数量上高
部分来自意大利北部地区。从 1820 年第
于前往北美的。这时来美国的意大利人
一艘满载意大利人的轮船驶入纽约港直
多是受意大利独立战争影响的难民，大
到 1870 年，意大利移民在总数上也只有
部分来自意大利北部地区。从 1820 年第
2.5 万人左右。
一艘满载意大利人的轮船驶入纽约港直
1870 年之后，前往美国的移民潮开
到 1870 年，意大利移民在总数上也只有
启，1880 年至 1914 年之间，有 400 多万
2.5 万人左右。
意大利人移民到美国。而这时的移民大
1870 年之后，前往美国的移民潮开
部分来自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多数
启，1880 年至 1914 年之间，有 400 多万
是贫苦的农民。
意大利人移民到美国。而这时的移民大
这些南部农民几代人在意大利半岛
部分来自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多数
上受尽了压迫和剥削，先是被奥地利帝
是贫苦的农民。
国的统治者压迫，又经历了长达 20 多年
这些南部农民几代人在意大利半岛
的独立战争，好不容易熬过战乱又遇上
上受尽了压迫和剥削，先是被奥地利帝
了新政府的高额赋税。
国的统治者压迫，又经历了长达 20 多年
而此时刚结束的美国内战有超过 50
的独立战争，好不容易熬过战乱又遇上
万人伤亡，造成高速发展工业化的美国
了新政府的高额赋税。
劳动力急缺，使得在移民政策上大开国
而此时刚结束的美国内战有超过 50
门。这对于南部意大利人可谓雪中送炭
万人伤亡，造成高速发展工业化的美国
劳动力急缺，使得在移民政策上大开国
门。这对于南部意大利人可谓雪中送炭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实行民主的成
本是高昂的。
按照今天西方的标准，只有全体公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实行民主的成
民一人一票才能叫做民主。
本是高昂的。
任何对选举权进行限制，或者实行
按照今天西方的标准，只有全体公
间接选举的国家都不能被称为民主。
民一人一票才能叫做民主。
一人一票理论上确实保障了公民的
任何对选举权进行限制，或者实行
平等参政权，但他的代价也是高昂的。
间接选举的国家都不能被称为民主。
先不说阿拉伯之春、东欧剧变这些
一人一票理论上确实保障了公民的
民主转型国家。
平等参政权，但他的代价也是高昂的。
就算是实行宪政民主多年的西方，
先不说阿拉伯之春、东欧剧变这些
最近也出了不少民主乱象。
民主转型国家。
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新冠中的
就算是实行宪政民主多年的西方，
集体反智以及欧洲尾大不掉的福利政
最近也出了不少民主乱象。
策。
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新冠中的
无不彰显出一人一票的一个巨大弊
集体反智以及欧洲尾大不掉的福利政
端，就是愚民政治，甚至是暴民政治。
策。
我们发现将重大的选择交给普通人
无不彰显出一人一票的一个巨大弊
手中并没有带来更好的结果。
端，就是愚民政治，甚至是暴民政治。
其 实 ， 在 60 年 代 前 ， 西 方 的 思 想
我们发现将重大的选择交给普通人
家一直是反对一人一票的，而反对的
手中并没有带来更好的结果。
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大多数人不具备认
其 实 ， 在 60 年 代 前 ， 西 方 的 思 想
知政治的能力，他们参与选举只会选
家一直是反对一人一票的，而反对的
出糟糕的候选人，导致政治的低效。
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大多数人不具备认
一 、 60 年 代 前 西 方 思 想 家 大 都 反
知政治的能力，他们参与选举只会选
对一人一票，各国都对选举权进行限
出糟糕的候选人，导致政治的低效。
制
一 、 60 年 代 前 西 方 思 想 家 大 都 反
与很多人认知的相反，西方大部分
对一人一票，各国都对选举权进行限
思想家其实都反对一人一票的普选，
制
他们都主张对选举权进行限制。
与很多人认知的相反，西方大部分
最早的雅典，女性、奴隶、外邦人
思想家其实都反对一人一票的普选，
他们都主张对选举权进行限制。
最早的雅典，女性、奴隶、外邦人

没有选举权，只有雅典成年男性公民
有选举权，但即使如此，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也鲜明反对雅典的民主，认
没有选举权，只有雅典成年男性公民
为雅典的民主就是暴民政治。
有选举权，但即使如此，柏拉图、亚
到了古罗马时期，西塞罗极为推崇
里士多德也鲜明反对雅典的民主，认
罗马的混合政体，认为罗马既有民主
为雅典的民主就是暴民政治。
政体也有贵族政体的优势，平民选举
到了古罗马时期，西塞罗极为推崇
出保民官代表自己的利益，贵族则组
罗马的混合政体，认为罗马既有民主
成元老院，从而实现精英和平民的均
政体也有贵族政体的优势，平民选举
衡。
出保民官代表自己的利益，贵族则组
到 了 18、 19 世 纪 ， 西 欧 的 英 国 、
成元老院，从而实现精英和平民的均
法国普遍开始实行代议制民主，代议
衡。
制民主避免了雅典公民直接参政的弊
到 了 18、 19 世 纪 ， 西 欧 的 英 国 、
端，通过让公民选主的方式来保障精
法国普遍开始实行代议制民主，代议
英政治，保障政治的专业性。但即便
制民主避免了雅典公民直接参政的弊
选民不直接参与决策，而只是选择精
端，通过让公民选主的方式来保障精
英代表，西方思想家们依然认为应对
英政治，保障政治的专业性。但即便
选举权进行限制，因为无知的人只会
选民不直接参与决策，而只是选择精
选出糟糕的候选人。
英代表，西方思想家们依然认为应对
比如洛克认为只有纳税人才配拥有
选举权进行限制，因为无知的人只会
选举权，无代表不纳税反过来就是无
选出糟糕的候选人。
纳税不代表，只有纳税才能在议会中
比如洛克认为只有纳税人才配拥有
拥 有 代 表 。 19 世 纪 的 英 美 ， 都 曾 贯 彻
选举权，无代表不纳税反过来就是无
这一原则，英国甚至对选民的财产进
纳税不代表，只有纳税才能在议会中
行了规定，要求只有年收入超过一定
拥 有 代 表 。 19 世 纪 的 英 美 ， 都 曾 贯 彻
金 额 的 人 才 能 参 加 选 举 ， 因 此 1831 年
这一原则，英国甚至对选民的财产进
的 英 国 ， 选 民 仅 占 4.4% ， 直 到 1931 年
行了规定，要求只有年收入超过一定
，男女公民才大致都拥有选举权。
金 额 的 人 才 能 参 加 选 举 ， 因 此 1831 年
密尔认为应对不同阶级人选票的价
的 英 国 ， 选 民 仅 占 4.4% ， 直 到 1931 年
值进行区分，比如富人和受过高等教
，男女公民才大致都拥有选举权。
育的 1 票顶 4 票，中产阶级 1 票顶 2 票，
密尔认为应对不同阶级人选票的价
值进行区分，比如富人和受过高等教
育的 1 票顶 4 票，中产阶级 1 票顶 2 票，

穷人则是 1 票，通过分配选票权重来保
障选举质量。密尔的思想在英国曾得
到实践，国曾允许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穷人则是 1 票，通过分配选票权重来保
投两次票以加强权重。
障选举质量。密尔的思想在英国曾得
这还只是英美，在法国由于法国大
到实践，国曾允许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革命的教训，法国戴高乐的第五共和
投两次票以加强权重。
国在初期甚至实行间接选举，即选民
这还只是英美，在法国由于法国大
选出地区议会代表和中央议会代表，
革命的教训，法国戴高乐的第五共和
然后再由这些代表选出总统，按照今
国在初期甚至实行间接选举，即选民
天西方的标准，这种非直选都很难算
选出地区议会代表和中央议会代表，
作民主。
然后再由这些代表选出总统，按照今
西方以前对于选举权进行限制，很
天西方的标准，这种非直选都很难算
大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大多数人不具备
作民主。
认知政治的能力，因此只能让一部分
西方以前对于选举权进行限制，很
人进行选举。
大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大多数人不具备
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认知政治的能力，因此只能让一部分
2016 年 的 英 国 脱 欧 ， 一 半 多 的 人 不 知
人进行选举。
道欧盟是什么，2016，红脖子选出了川
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普，而今年我们发现红脖子是一群相
2016 年 的 英 国 脱 欧 ， 一 半 多 的 人 不 知
信 地 球 是 平 的 ， 5g 是 比 尔 盖 茨 阴 谋 ，
道欧盟是什么，2016，红脖子选出了川
川普比科学家聪明的重度反智主义者
普，而今年我们发现红脖子是一群相
。而在法国和希腊，选民更是完全不
信 地 球 是 平 的 ， 5g 是 比 尔 盖 茨 阴 谋 ，
顾国家财政的困境，只知选出允诺高
川普比科学家聪明的重度反智主义者
福利的人，完全没有理性思考能力。
。而在法国和希腊，选民更是完全不
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一人一票的弊
顾国家财政的困境，只知选出允诺高
端还没有那么明显，因为那时大家都听
福利的人，完全没有理性思考能力。
主流媒体的，而互联网诞生后所有人都
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一人一票的弊
可以发声都可以抱团，这消解了主流媒
端还没有那么明显，因为那时大家都听
体和官方的权威，加重了小圈子和信息
主流媒体的，而互联网诞生后所有人都
茧房，导致巨大的反智主义。
可以发声都可以抱团，这消解了主流媒
我们要想避免这种愚民政治，必须
体和官方的权威，加重了小圈子和信息
茧房，导致巨大的反智主义。
我们要想避免这种愚民政治，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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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有很强的故乡情结。
到了 20 世纪，随着美国国力持续提
升，前往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开始高于到
，虽然他们有很强的故乡情结。
南美地区的。
到了 20 世纪，随着美国国力持续提
随着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升，前往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开始高于到
，意大利人大规模移民美国的时代突然
南美地区的。
终结了。此后，只在 1922 年墨索里尼法
随着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西斯上台时，出现了一波数量上能称之
，意大利人大规模移民美国的时代突然
为移民潮的移民现象。
终结了。此后，只在 1922 年墨索里尼法
从 1820 年 到 2004 年 ， 美 国 总 共 接
西斯上台时，出现了一波数量上能称之
收了大约 550 万意大利的第一代移民。
为移民潮的移民现象。
1880 年至 1914 年之间，大规模移民
从 1820 年 到 2004 年 ， 美 国 总 共 接
美国的意大利人，有 50%左右从事工人
收了大约 550 万意大利的第一代移民。
工作。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从事海员、
1880 年至 1914 年之间，大规模移民
裁缝、泥瓦匠、鞋匠和理发师这样的技
美国的意大利人，有 50%左右从事工人
术性工作。当时在美国的意大利人做律
工作。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从事海员、
师、医生和教师这种高文化工作的人极
裁缝、泥瓦匠、鞋匠和理发师这样的技
少，这源于他们不太重视教育。
术性工作。当时在美国的意大利人做律
相比学校的书本理论知识，早期的
师、医生和教师这种高文化工作的人极
美国意大利裔更相信社会实践经验。在
少，这源于他们不太重视教育。
子女的职业选择上，意大利裔家庭更倾
相比学校的书本理论知识，早期的
向触手可及的技术工作，而非那些长线
美国意大利裔更相信社会实践经验。在
教育投入，才能实现的远大理想工作。
子女的职业选择上，意大利裔家庭更倾
相信这和他们祖上在意大利南部世
向触手可及的技术工作，而非那些长线
代务农有很大关系。
教育投入，才能实现的远大理想工作。
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虽然也是
相信这和他们祖上在意大利南部世
天主教徒，但他们在宗教仪式和形式上
代务农有很大关系。
并非一味追求正统，他们注重的是对圣
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虽然也是
母玛利亚的尊崇，并且喜欢热闹的节日
天主教徒，但他们在宗教仪式和形式上
礼仪。
并非一味追求正统，他们注重的是对圣
在美国，除了圣诞节、复活节等重
母玛利亚的尊崇，并且喜欢热闹的节日
大节日，意大利裔相对较少参加教堂祈
礼仪。
祷礼仪。意大利裔给天主教教会的人均
在美国，除了圣诞节、复活节等重
捐款也很少，只相当于其它欧洲裔天主
大节日，意大利裔相对较少参加教堂祈
教徒的十分之一，甚至还不到。简单来
祷礼仪。意大利裔给天主教教会的人均
说，南部的意大利人认为宗教是高度个
捐款也很少，只相当于其它欧洲裔天主
人化的事情。
教徒的十分之一，甚至还不到。简单来
但这并非表示意大利人喜欢单打独
说，南部的意大利人认为宗教是高度个
斗，因为相比宗教组织，他们更坚信家
人化的事情。
族组织，意大利裔的黑帮更是如此，关
但这并非表示意大利人喜欢单打独
于这一点看过《教父》和《纽约黑帮纪
斗，因为相比宗教组织，他们更坚信家
实》的朋友应该深有感触。
族组织，意大利裔的黑帮更是如此，关
谈美籍意大利人在美国奋斗的移民
于这一点看过《教父》和《纽约黑帮纪
史，离不开他们的家族史，意大利人对
实》的朋友应该深有感触。
于家族及亲情的信仰，也和华人很像。
谈美籍意大利人在美国奋斗的移民
史，离不开他们的家族史，意大利人对
于家族及亲情的信仰，也和华人很像。

所以他们最初在美国的定居方式，
也是来自一个村或一个大家族的人，几
乎都会扎堆形成一个独立封闭的社区。
所以他们最初在美国的定居方式，
美国的意大利后裔里为什么容易干
也是来自一个村或一个大家族的人，几
黑帮产业？
乎都会扎堆形成一个独立封闭的社区。
其实并非意大利人就天生热爱从事
美国的意大利后裔里为什么容易干
黑帮，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黑手
黑帮产业？
党”发源于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而
其实并非意大利人就天生热爱从事
意大利移民中绝大多数来自那不勒斯及
黑帮，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黑手
其南部地区和西西里岛，所以美国的
党”发源于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而
“黑手党”组织这一社会现象，是西西
意大利移民中绝大多数来自那不勒斯及
里岛的黑帮家族将这一“文化”带到了
其南部地区和西西里岛，所以美国的
美国。
“黑手党”组织这一社会现象，是西西
在现今意大利的版图统一之前，这
里岛的黑帮家族将这一“文化”带到了
里曾是其境内最大的国家，叫“两西西
美国。
里王国”。据调查来自这一地区的意大
在现今意大利的版图统一之前，这
利移民，占到了美国意大利裔的 84%左
里曾是其境内最大的国家，叫“两西西
右，剩下的则来自意大利北部地区。
里王国”。据调查来自这一地区的意大
美国现在哪几个地区意大利人最多
利移民，占到了美国意大利裔的 84%左
？占比和排名是怎样的？
右，剩下的则来自意大利北部地区。
第一名，罗德岛州占 18.9％；
美国现在哪几个地区意大利人最多
第二名，康涅狄格州占 18.7％；
？占比和排名是怎样的？
第三名，新泽西州占 16.8％；
第一名，罗德岛州占 18.9％；
第四名，马萨诸塞州占 13.9％；
第二名，康涅狄格州占 18.7％；
第五名，纽约占 13.5％；
第三名，新泽西州占 16.8％；
第六名，宾夕法尼亚州占 12.2％；
第四名，马萨诸塞州占 13.9％；
第七名，新罕布什尔州占 10.7％ 。
第五名，纽约占 13.5％；
看这些州名，可能对于国人来说不
第六名，宾夕法尼亚州占 12.2％；
够直观。其实从区域上来说，这些州都
第七名，新罕布什尔州占 10.7％ 。
集中在美国东北部。更直观的来说，这
看这些州名，可能对于国人来说不
些地区就是纽约市及纽约周边。
够直观。其实从区域上来说，这些州都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些来
集中在美国东北部。更直观的来说，这
自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的农民们，为
些地区就是纽约市及纽约周边。
何到了美国就弃农从工？因为踏入并世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些来
代定居的都是美国东北部的港口城市，
自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的农民们，为
没有多少农田可以种。
何到了美国就弃农从工？因为踏入并世
而过了上百年的时间，这些意大利
代定居的都是美国东北部的港口城市，
人为何还集中在美国东北的这些港口城
没有多少农田可以种。
市？亲情的联系和家族信仰，决定了意
而过了上百年的时间，这些意大利
大利人更愿意聚在一起生活繁衍。是不
人为何还集中在美国东北的这些港口城
是又和华人很像呢？
市？亲情的联系和家族信仰，决定了意
事实证明，意大利人在纽约唐人街
大利人更愿意聚在一起生活繁衍。是不
长期与华人混居，且相安无事。这是否
A10-1-SIMPSON GALLERIES辛普森拍賣行345C_40
是又和华人很像呢？
因为意大利人的价值观念、文化特点和
事实证明，意大利人在纽约唐人街
华人较为接近呢？
长期与华人混居，且相安无事。这是否
因为意大利人的价值观念、文化特点和
华人较为接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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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也应该参加考试：谈谈投票权问题
选民也应该参加考试：谈谈投票权问题
要想出一个兼顾平等和选举质量的办
法，那就是选民也要考试。
二、选民也需要考试，兼顾平等和
要想出一个兼顾平等和选举质量的办
选举质量
法，那就是选民也要考试。
首先，对于一人一票，肯定不能退
二、选民也需要考试，兼顾平等和
回 到 18、 19 世 纪 ， 正 如 托 克 维 尔 所 说
选举质量
虽然民主和平等有种种问题，但是他
首先，对于一人一票，肯定不能退
的潮流不可阻挡，在平等深入人心的
回 到 18、 19 世 纪 ， 正 如 托 克 维 尔 所 说
今天，如果实行选举，却要求只有富
虽然民主和平等有种种问题，但是他
人才能投票或者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
的潮流不可阻挡，在平等深入人心的
才能投票显然是不可行的。而且只让
今天，如果实行选举，却要求只有富
富人投票等于让穷人丧失了发言权，
人才能投票或者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
穷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才能投票显然是不可行的。而且只让
再比如受教育这一点也存在很大问
富人投票等于让穷人丧失了发言权，
题，因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亚，普遍
穷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是年轻人平均受教育年限高，如果按
再比如受教育这一点也存在很大问
照教育限制，则年轻人会成为投票主
题，因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亚，普遍
力，但是年轻人显然不够成熟，就算
是年轻人平均受教育年限高，如果按
是我国网络，也大量存在没有任何社
照教育限制，则年轻人会成为投票主
会经历的大学生拿着毛选嘲笑上山下
力，但是年轻人显然不够成熟，就算
乡知青脱离群众的情况。（因此我主
是我国网络，也大量存在没有任何社
张 选 民 年 龄 下 限 应 该 是 23 岁 ， 学 生 进
会经历的大学生拿着毛选嘲笑上山下
入社会才有能力判断）
乡知青脱离群众的情况。（因此我主
那么如何解决那，答案就是选民也
张 选 民 年 龄 下 限 应 该 是 23 岁 ， 学 生 进
需要考试。
入社会才有能力判断）
投 票 资 格 需 要 通 过 考 试 获 取 是 19
那么如何解决那，答案就是选民也
世纪美国曾经运用的方案，不过那不
需要考试。
是为了提高选举质量而是为了排斥黑
投 票 资 格 需 要 通 过 考 试 获 取 是 19
人。但如果妥善实施还是不错的方案
世纪美国曾经运用的方案，不过那不
。
是为了提高选举质量而是为了排斥黑
既然不能通过歧视限制选民，就用
人。但如果妥善实施还是不错的方案
。
既然不能通过歧视限制选民，就用

考试来限制，考试是最平等但又兼顾
选举质量的方案。因为通过考试是通
过努力可以达到的。
考试来限制，考试是最平等但又兼顾
无论你是穷人富人，什么族裔，什
选举质量的方案。因为通过考试是通
么性别，多大年龄，只要你通过考试
过努力可以达到的。
就能投票，考试内容就是政治的基本
无论你是穷人富人，什么族裔，什
常识和当年候选人的主流政见，你只
么性别，多大年龄，只要你通过考试
有在了解这些基本常识后才能做出判
就能投票，考试内容就是政治的基本
断。由此可以把一些不靠谱的反智主
常识和当年候选人的主流政见，你只
义者和不学无术的人赶出去，如果想
有在了解这些基本常识后才能做出判
参加选举，必须先进行自学。
断。由此可以把一些不靠谱的反智主
如果一个人连自学政治常识通过考
义者和不学无术的人赶出去，如果想
试的意愿和毅力都没有，那他显然没
参加选举，必须先进行自学。
有重视这次选举，这种随意作出选择
如果一个人连自学政治常识通过考
的人不应该参与决定国家未来数年命
试的意愿和毅力都没有，那他显然没
运的大选。
有重视这次选举，这种随意作出选择
对选民进行考试，可以筛选出真正
的人不应该参与决定国家未来数年命
重视选举的人，同时提高选民的质量
运的大选。
，降低反智主义者的比例，而且在合
对选民进行考试，可以筛选出真正
法性上无可挑剔，如果实行，也许会
重视选举的人，同时提高选民的质量
缓解普选之下愚民政治的问题。
，降低反智主义者的比例，而且在合
西方实行宪政、共和已经超过 300
法性上无可挑剔，如果实行，也许会
年，事实证明宪政、共和是非常成功
缓解普选之下愚民政治的问题。
的，他确实可以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
西方实行宪政、共和已经超过 300
，保障公民权益，而一人一票的民主
年，事实证明宪政、共和是非常成功
最 多 不 过 实 行 70 年 ， 互 联 网 时 代 后 的
的，他确实可以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
民 主 更 是 不 到 10 年 ， 一 人 一 票 的 民 主
，保障公民权益，而一人一票的民主
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规训。
最 多 不 过 实 行 70 年 ， 互 联 网 时 代 后 的
对选民进行考试，绝对是一个可行
民 主 更 是 不 到 10 年 ， 一 人 一 票 的 民 主
的方案，选民应该如教师证一样，成
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规训。
为一种需要通过努力获得的资格。
对选民进行考试，绝对是一个可行
的方案，选民应该如教师证一样，成
为一种需要通过努力获得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