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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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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lanecert.com       Email: info@lanecert.com
Phone:  323-488-0011, 832-539-3333, 972-268-7129     Cell: 682-333-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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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分校：2850 W Parker Rd ,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達拉斯分校：2850 W Parker Rd ,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可提供F-1各專業
留學生CPT或OPT
實習崗位，表現優
良者提供H1-B機會。

無需任何專業背景，只需800小時的學習和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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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路透社））

美國波士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專家凱特琳·埃
特曼表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前幾個月裏，美
國人出現抑鬱症跡象的數量是以前的三倍，而現
在的情況可能更糟。

據報道，美國波士頓大學與三個研究健康問
題的美國醫學機構合作，在今年3月31日到4月
13日期間對1470名美國成年人進行了調研。專家
得出的結論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和人們被隔離
的情況下，抑鬱症的發病率是以前的三倍。

波士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專家凱特琳·埃特曼
表示：“出現抑鬱症風險增加相關的因素包括失
業、難以支付房租、親人死於新冠肺炎、經濟困
難等。”研究還顯示，低收入、低儲蓄或未婚人
士受到的威脅最大。

報道稱，自4月以來，這種情況在美國並未
發生好轉。此外，白人警察針對非洲裔美國人暴
力執法引發的抗議和衝突持續，凱特琳·埃特曼認
為，可以預見，隨著新冠病毒的蔓延及其造成的
經濟後果，再加上其他社會問題的持續發酵，美
國人精神健康問題的發生率會進一步增加。

疫情難熬疫情難熬 美國人抑鬱發病率倍增美國人抑鬱發病率倍增



AA22大俠天下行
星期四       2020年9月17日       Thursday, September 17, 2020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休斯敦萊斯大學趙沈允教授日前來函，希望
在十月二十一日和紐約的華人博物館舉辦一场視
訊交流會，她在信中希望把我們在美南地區之華
裔社區情況向全世界廣為介紹，其中包括趙博士
主持之休斯敦亞裔口述歷史檔案，這項由萊斯大
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精心設計的歷史记述，已邀
集了許多亞裔人士之參與。

紐約市的華裔博物館成立於一九八〇年，其
主旨是詳情記録了華人在一百六十年前來美洲大
陸淘金修路的血淚史。

今天我們在美國之處境因政治上之變化，變
得更加艱難，諸多我們對社會之貢獻缺乏記録而

被人遺忘。
我們十分感謝趙氏家族在萊斯大學設置之趙

氏亞洲中心，其尊翁趙廷箴夫婦早年從台灣來到
德州從事石化業，卓然有成，在其二位公子繼續
经營下，西湖化工已执美國化工業之牛耳， 是
我們華人在美成功之典範。

我們在此向趙氏家族及趙教授表示崇高之敬
意， 早年我們也把近三十年的美南新聞原版送
請趙教授主持之亞洲硏究中心，也算是我們記録
在美华人历史的一部份。

不論政治社會如何變化， 我們堅信大家一
定要團結在一起，我們永遠以華亞裔為榮。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99//1616//20202020

Professor Anne Chao of Rice University and the
Asian Center recently asked me to be part of her
show project which will join with the New York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 on October 21,
2020. The show will also be co-hosted by Nancy
Yao Maasbach, President of the museum.

In Anne’s letter, she wrote, “The director of
MOCA reached out and invited our archive, the
Houston Asian American Archive, to talk about the
amazing people we have in this region of the
country.”

Dr. Anne Chao, adjunct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is co-founder of the “Houston
Asian-American Archive” for which she serves
as project manager. Its mission is to foste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ouston’s
immigrant history and to document the
unique cultural legacy of
Asian-Americans. Anne’s parents,
Ting Tsing and Wei Fong Chao, made it
possible with a generous gift to set up
the Chao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t
Rice University.

Founded in 1980, the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 is dedicated to
preserving and presenting the history,
heritage, culture and diverse experiences
of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useum promotes dialogu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people of all cultural
backgrounds bringing 160 years of American
Chinese experience to life. Here people can see a
vivid part of American history displayed through its
exhibitio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rograms.

Today, Chinese Americans are facing new
challenges in America. More than one hundred
sixty years ago our pioneers came to America to
build the railroad. Many people joined in the war
and sacrificed their lives. We really need to
archive all of the stories to educate the general
public as well as our next generation.

Thank you Anne for your and your family’s
contributions to our community. We are all looking
forward to a better tomorrow.

We Are Very Proud Of OurWe Are Very Proud Of Our
HeritageHeritage

我們以華亞裔為榮我們以華亞裔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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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市以1200萬美元與布
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 的家人達成了和
解協議, 因為該市的三位白人警察3月13日深
夜，在沒有敲門就強行進入泰勒家中, 當時與
泰勒同居一室的男友誤以為遭到強盜打劫,於是
開槍擊防衛，打中一名員警，導致雙方的槍戰
, 三位警察肆意盲目開槍,泰勒不幸被員警當場
擊斃，此事當時曾引起了軒然大波, 後來在佛
洛伊德遭到白人警察霸凌致死後,Taylor之死也
開始被全美極度關注,泰勒的家歲當時即向路易
維爾市提起訴訟,如今雙方和解,事件暫告一段
落。

泰勒之死是一件莫須有的悲劇, 才26歲的
她, 正值青春年華, 在路易維爾大學醫院擔任急
診醫療人員, 只因為自己的前任男友涉嫌販毒,
竟讓自己招來殺身之禍，在自己家裡活生生被
玩忽職守的警察打死, 她的生命竟變得如此的
卑微，難道是1200萬美元可以換得來的嗎? 值

得商榷的是, 路易維爾市警察局在處理這件事
時敷衍塞責,三位肇事員警迄今竟沒有被提起刑
事指控，而且和解金也不需由他們支付, 而是
由路易維爾市全部市民買單, 這顯然是沒有天
理和公道的！

從佛洛伊德死後全美各地掀起的”黑人的
命也是命”示威活動中，美國人應該是得到了
一些覺醒, 警察固然是“法律與秩序”公權力
的執行者，但法律並沒有賦予他們無限使用槍
枝的權利,他們必須去除種族歧視的偏見,堅守
神聖的職責, 精準判斷用槍時機, 才可以減少許
多悲劇的發生！相當令人遺憾的是，根據泰勒
家人的律師表示，路易維爾市警察局目前仍不
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什麼差錯，他們也從不為泰
勒的死亡而感到惋惜, 如果此事屬實, 那麼這個
警察局的主管必然應該受到嚴懲才對, 路易維
爾市政府應該立即對警察局進行全新改革與整
頓, 否則將來還會無數的泰勒事件發生的!

李著華觀點︰生命的代價不是1200萬

美國財經頻道CNBC知名
節目主持人克雷默（Jim Cra-
mer）昨（15）日專訪眾議院
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
時，竟說溜嘴稱呼裴洛西為
「肖婆南西」 ，原本笑臉迎人

的裴洛西瞬間臉僵，不過她隨
後抓緊機會砲轟為她取了這個
綽號的川普。

綜合《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美國版《太陽報
》（The U.S. Sun）報導，美
國CNBC 「瘋狂金錢」 （Mad
Money）節目主持人克雷默15日在節目中連
線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討論新冠肺炎
紓困案的國會僵局。

克雷默當時詢問裴洛西， 「我們能有什麼
協議」 ，接著就不小心噴出 「肖婆南西」
（Crazy Nancy）一詞，畫面中可以看到原本
笑容滿面的裴洛西表情漸漸僵掉。

克雷默關鍵字出口後就知道說錯話了，急
著挽救僵局，他馬上道歉，怪罪川普為裴洛西
創造了這個綽號， 「我很抱歉，是總統」 ，辯
解自己很敬重裴洛西，永遠不會用這個詞。

儘管裴洛西相當尷尬，不過她聽到克雷默
的辯解後仍笑了出來， 「但是你剛剛才這麼做

了，你剛剛才這麼做了。」
聽到裴洛西調侃，克雷默也馬上回應，

「噢拜託，妳知道我的意思」 ，試圖扭轉尷尬
氣氛。

後續裴洛西沒有繼續讓克雷默難堪，反而
抓緊機會怪罪川普，怪他到處給政治人物亂取
綽號， 「總統說的任何事都投射出自己的不安
全感，他罵別人瘋了，是因為他是投射大師。
」

川普經常在推特稱呼 80 歲的裴洛西是
「肖婆南西」 。除了裴洛西，他還替拜登取了
「瞌睡喬」 （Sleepy Joe）、為希拉蕊取 「騙

子希拉蕊」 （Crooked Hillary）等綽號。

美主播專訪中失控譏美主播專訪中失控譏 「「肖婆肖婆」」 國會女王當場臉僵了國會女王當場臉僵了 下秒開罵下秒開罵

大陸熱門手機應用程式微信和TikTok相繼在
印度和美國市場受阻後，大陸科技企業開始將目
光投向東南亞，多家大陸科企紛紛將業務重心轉
往新加坡。

微信母公司騰訊（Tencent）已將新加坡選
為亞洲中心，正計畫將包括國際遊戲在內的業務
轉出大陸。作為大陸國內最大社交平台和遊戲公
司，騰訊今年的海外業務拓展並不順利。7月及
9月初，該公司開發的微信和《絕地求生》、
《傳說對決》等遊戲海外版都在印度先後遭禁。

8月6日，美國總統川普又簽署行政命令，
宣稱將在45天後（即9月20日）禁止騰訊與任
何個人和實體進行交易。

美媒援引知情人士透露，騰訊高層一直視新
加坡為潛在亞洲中心，由於最近地緣政治風險和
去全球化趨勢加劇，騰訊正加速其在東南亞市場

的步伐。
此外，被美印兩國制裁的大陸科技公司字節

跳動也在新加坡大量招募員工，計畫未來3年內
大手筆投資新加坡，以發展TikTok、Lark等海外
業務。另據美國《華爾街日報》14日報導，另一
家大陸科技企業阿里巴巴正準備向總部位於新加
坡、提供網路預約車輛、送餐和電子錢包業務的
Grab投資30億美元，雙方正進行磋商。消息指
，這筆交易是阿里巴巴繼2016年投資Lazada以
來，在東南亞市場最大的投資之一。

受印度和美國制裁影響，新加坡逐漸成為大
陸公司拓展國際業務的基地。由新加坡大華銀行
、普華永道與新加坡金融科技協會聯合發布的報
告指出，東協（ASEAN）地區金融科技企業所獲
資金總數有51%流向新加坡，新加坡金融科技企
業數量占東協總數的45%。

被美印拒之門外 陸科技巨頭紛紛轉往這國

（中央社）51歲蘇姓女子曾代理中國涼茶
品牌，涉嫌從中國以每片新台幣2.5元進口印
製偽冒MIT鋼印的兒童與成人口罩共20萬片，
因沒許可證被扣在貨櫃場。刑事局循線逮人送
辦。

刑事局偵七大隊副大隊長徐釗斌今天在記
者會上表示，日前獲報，有民眾涉嫌進口中國
製口罩，經查以51歲蘇姓女子涉嫌，掌握線索
後，昨天前往蘇女住處搜索，查扣中國進口偽
標口罩84箱，共20萬片，包含成人口罩10萬
片、兒童口罩10萬片。

警方查出，蘇姓女子曾在2017年取得中國
涼茶品牌 「王老吉」 代理商；但蘇女事後卻從
中國進口印有偽冒MIT鋼印的口罩。

警方表示，蘇姓女子開設國際貿易公司，
但沒有國家核發醫療器材輸入許可證，卻直接
從中國進口刻印MIT字樣口罩，混充台灣製醫

療用口罩，企圖低價進口中國製口罩以較高價
格在台販售，謀取暴利。

蘇姓女子警訊時稱，口罩是中國友人委託
販賣，但鋼印則是她要求印製，因沒許可證，
決定把口罩捐出做公益使用。

刑事局訊後依違反詐欺罪、藥事法等罪嫌
，把蘇姓女子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警政署指出，近期有部分不肖業者趁機以
偽冒口罩混充MIT口罩銷售，魚目混珠欺騙國
人，嚴重影響防疫安全及口罩國家隊辛苦累積
信譽。

警政署表示，為杜絕仿冒MIT及偽劣口罩
流通市面，已通令各警察機關積極嚴查仿冒口
罩違法案，截至目前為止，各警察機關偵辦偽
冒口罩共13件、移函送6件14人、查扣仿冒
及偽劣口罩51萬逾片。

涉進口偽台製口罩20萬片 王老吉前代理商遭逮

（中央社）國民法官法將於112年1月1日
施行。司法院今天舉辦 「國民法官法（北區）
說明會」 及 「國民法官制度種子講師研習營
（第二期）」 期盼在各界群策群力，讓新制準
備工作順利展開。

司法院籌辦新制的各項準備工作，已與行
政院成立跨院際的協調平台、展開與行政院各
相關部會、律師團體的聯繫合作、與各地方法
院的施行籌備會議，形成共識並盤點資源。

除此之外，為了使審檢辯充分瞭解新制，
培養推動新制的人材，刻正辦理新制的全國分

區說明會及種子講師研習營，今天在司法院三
樓大禮堂，接續舉辦 「國民法官法（北區）說
明會」 及 「國民法官制度種子講師研習營（第
二期）」 ，由司法院秘書長林輝煌主持。

林輝煌致詞指出，為了迎接112年國民法
官進入法庭，坐上法檯，與法官合審合判，特
別是選任國民法官、卷證不併送、證據開示、
當事人自主出證等等刑事訴訟的重大變革，法
律專業社群責無旁貸，需要用心地學習，並透
過說明會及模擬法庭，預先熟稔制度操作。

林輝煌強調人才是推動新制最寶貴的資產

，與會者作為推動新制的領頭羊，重要性不言
可喻，期盼在群策群力下，國民法官新制準備
工作能順利展開，並推展到社會每一個角落。

今天上午的 「分區說明會」 ，由台北地院
法官陳思帆主講，共有117名法官、檢察官及
律師參加，陳思帆除了詳細講授新制以國民法
官為中心的諸多變革外，更佐以立法過程的討

論及日本實施裁判員制度的經驗，作為將來可
能議題的參考。

第二期 「種子講師研習營」 ，有40多名種
子講師與會，由刑事廳廳長彭幸鳴說明舉辦目
的及相關規畫，再由約10人分為一小組，輪流
至各分組討論不同議題。

因應國民法官法施行 司法院舉行種子講師研習營

（中央社）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表示，科
技偵查法對象是刑事涉犯重罪者，並非政治偵
防或蒐集人民資訊，且現今21世紀，犯罪集團
以先進科技設備犯案，執法者怎能還用20世紀
的偵查方法。

法務部今天下午舉行媒體茶敘，檢察司長
林錦村以簡報說明 「科技偵查法」 立法目的為
保障人權，僅針對犯罪嫌疑人實施，避免犯罪

調查的手段落後於科技發展的腳步，確保偵查
機關的調查符合正常法律程序，保障犯罪被害
人及公共利益；法務部長蔡清祥於茶敘時做出
上述表示。

為何需要設備端通訊監察侵入手機等設備
取證？林錦村指出，使用通訊軟體的通訊，本
質與傳統電信的通訊相同，若不擴及於通訊軟
體的通訊，將造成販毒、擄人勒贖等重大犯罪

難以追緝，因通訊軟體使用加密技術的緣故，
只有以此方式才能進行通訊監察。

林錦村說，草案的發動門檻與傳統通訊監
察相同，並未放寬標準，德國、奧地利及瑞士
等法治先進國家均立法允許實施設備端通訊監
察侵入手機等設備取證，並非我國所獨創。

蔡清祥表示，科技偵 「查」 法並非上午立
法委員所說的科技偵 「防」 法，這是誤解及扭
曲；科技偵查法對象是刑事涉犯重罪者，並非
政治偵防或蒐集人民資訊，最重要的一個觀念
，現在是21世紀，犯罪集團用最先進的科技設
備，在從事犯罪，執法人員怎能還用古老的20
世紀偵查方法，這已不符人民期待。

蔡清祥說，尤其對犯罪嫌疑人的追蹤，傳
統以人在跟蹤，花費時間及人力物力，若透過
科技設備來定位或是用GPS（全球定位系統）
跟蹤的話，就可減少人力及物力，又可達到效
果； 「我所做的都是法律所允許的」 。

檢察司副司長李濠松指出，新的犯罪手法
不斷更新，對基層辦案人員來講，就有必要提
升武器跟工具， 「有工具會比沒有工具好，有
法律會比沒有法律好」 ，外界不應一開始就好
像有點汙名化 「科技偵查法」 ，去否定掉整個
立法必要，而沒辦法理性討論，這不是一個法
治國家應該有的態度。

蔡清祥：科技偵查法對象刑事重罪者 非政治偵防

國家防災日防災週啟動徐國勇致詞
消防署16日舉辦 「109年國家防災日防災週啟動儀式暨災害防救深耕績優單位頒獎典禮」 活動

，內政部長徐國勇出席致詞，呼籲民眾可牢記抗震3步驟，遇地震時應 「趴下、掩護、穩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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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擬推新法案修訂脫歐協議
官員坦承或違反國際法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日前透露，擬推出壹項新的內部市場法案，對

英國脫歐協議的內容進行“些微澄清”。這壹消息引發多方擔憂，也為

最新壹輪英歐貿易談判蒙上陰影。當地時間8日，英國北愛爾蘭事務大

臣在下議院坦承，新法案恐違反國際法。

報道稱，英國政府擬推出的新法案文本將於當地時間 9 日公

布。但英國政府已證實，法案內容將涉及北愛爾蘭與愛爾蘭邊界

等問題。

據報道，英歐此前達成的脫歐協議中，涉及如何處理國家援助(政府

對企業的財政支持)，以及是否需要海關對貨物進行檢查的問題。目前，

英歐雙方仍在就如何實施相關規定進行談判。

當地時間8日，英國壹些議員就新法案可能會改變脫歐協議的部分

內容提出質疑。對此，英國北愛爾蘭事務大臣布蘭登· 劉易斯坦承，新

法案將以“具體而有限的方式”違背脫歐協議。

英國前首相特蕾莎· 梅警告稱，這種改變，可能會損害英國與其他

國家在未來貿易協議上的“信任”。

8日，英國政府法律部門常任秘書喬納森· 瓊斯宣布，他將辭去政府

職務。據報道，喬納森· 瓊斯認為，新法案將使英國政府違背國際法義

務。

據此前報道，自英國於 1 月 31 日退出歐盟後，雙方就貿易協

議進行了多輪談判，都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英國的脫歐過渡期將

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結束，英國必須在此前，與歐盟達成新的貿

易協議。

英國首相約翰遜9月7日發表聲明稱，如果10月15日的歐洲理事會

會議未能達成協議，英國準備退出貿易談判。同日，英國政府透露，擬

推出壹項新議案，對脫歐協議中有關北愛爾蘭國家援助和海關安排等條

款進行“些微澄清”。

意大利50萬教職員工接受新冠檢測

1.3萬人結果呈陽性

綜合報導 意大利緊急民防部11日的疫情報告數據顯示，在過去24

小時，該國新增確診病例1616例，死亡病例10例。截至11日18時，該

國累計確診病例增至284796例，其中死亡病例35597例，現存病例36767

例，治愈患者212432人。

據報道，意大利新冠病毒應急委員會主任阿庫裏表示，目前，已有

大約50萬教職員工接受了開學前的病毒檢測，接近全國教職員工總數的

50%。在接受病毒檢測的教職員工中，有1.3萬人的檢測結果呈陽性，感

染率為2.6%。

阿庫裏指出，教職員工檢測量最大的地區為倫巴第大區，受檢率達

到了該地區教職員工總數的70%；受檢率最低的地區為撒丁島，僅有5%

的教職員工接受了測試。上述數據不包括拉齊奧大區20萬教職員工的數

據，因該地區的監測數據尚未通報。

阿庫裏強調，在接下來的兩周內，預計全國教職員工檢測比例將會

達到60%至70%。部分地區教師檢測率較低原因是缺少檢測人員，此外

，還有部分教職員工拒絕接受檢測。

意大利衛生部副部長西萊裏表示，各級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

應做好教師隊伍的道德教育和勸導工作，學校必須在確保安全的

前提下進行開放，倘若某些學校安全措施未能達標，可延長四到

五天復課。

新冠疫苗三期試驗風險有多大？
疫苗專家這樣解釋

綜合報導 由英國阿斯利康制藥公司

和牛津大學合作開發的新冠疫苗近日因

為壹名參與者意外發病，被迫叫停正在

進行的三期臨床試驗。盡管美國CNBC

新聞網稱，目前這款疫苗接受快速評估

後已重獲英國官方批準，允許繼續試驗

，但此事讓關註疫苗進展的人們仍然擔

憂，接種試驗中的三期疫苗到底有多大

風險？

壹位匿名疫苗專家告訴記者，從科

學角度講，疫苗的作用原理就是利用人

體千百年來的免疫機制。通常不良反應

主要有兩類：壹類是活疫苗的減毒病原

體可能會引發嚴重感染，比如針對脊髓

灰質炎的口服糖丸有二十五萬分之壹的

概率導致殘疾；另壹類是過敏，可能導

致過敏性休克、喉頭水腫等。英國疫苗

就屬於後者，參與者的病因不明確，容

易讓疫苗背黑鍋。武漢大學醫學部病毒

研究所楊占秋教授13日也表示，疫苗三

期試驗的不良反應通常表現為發熱、腹

瀉、嘔吐、註射部位紅腫等。英國疫苗

接種者發病與疫苗是否有直接關系還不

清楚。不過英國官方批準重啟試驗，至

少說明之前癥狀跟疫苗關系不大。

美國《華爾街

日報》則借機炒作

“中國給數萬人註

射了試驗階段的新

冠疫苗”，並吹噓

西方藥企“有操守

”，強調說9家西

方藥企已經簽署聯

合聲明，承諾不會

在完成臨床試驗前

就去讓政府批準將

試驗階段的疫苗用

於“大規模註射”

。事實上，該報玩了壹個“偷換概念”

的把戲，將中國藥企給企業內部人員和

因為工作需要不得不註射試驗階段疫苗

的國企員工和記者等，說成是搞“大規

模公眾註射”。接受采訪的疫苗專家表

示，中國頒布的疫苗管理法規定，疫苗

只要獲得許可，在特定情況下可以緊急

上市或者大規模應急使用。所有接種疫

苗的人都簽署了知情同意書，屬於應急

使用。

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假如

再次出現武漢疫情那樣的嚴重狀況，相

關地區就應該對民眾進行大規模的疫苗

接種，但在當前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的情況下，現有的疫苗還沒有到普通人

大規模接種的階段。他還建議，疫苗接

種應該分層進行。如需要前往疫情高風

險的海外地區工作的人群，從事與疫情

相關的醫務防疫工作人員等特殊人群，

應該建議第壹波接種；然後是從事餐飲

、安保、清潔等保障社會基本運轉的人

員，政府公務員等提供社會公共服務以

及學校等人員密集區域的工作人員，可

視情形分階段接種。

不顧疫情惡化，法國“黃背心”又上街了
綜合報導 法國新冠疫情形

勢告急，“黃背心”卻再次上

街“搞事情”？就在法國新冠

單日確診病例刷新最高紀錄之

時，因為病毒“銷聲匿跡”的

“黃背心”卻在 12日高調回歸

街頭。

法國電視二臺稱，衛生部12

日晚通報稱，法國當天新增確診

病例10561例，突破新冠肺炎疫

情暴發以來單日確診最高紀錄。

面對不斷惡化的各項衛生指標，

42個省被列入疫情“紅色區域”

，許多城市決定對餐飲、娛樂經

營場所采取更嚴格措施。就在此

刻，因為新冠疫情暫停的“黃背

心”抗議遊行再次走上街頭，他

們聲稱要“解封民憤”，反對政

府利用疫情實行衛生獨裁。

《費加羅報》稱，爆發於

2018年底的“黃背心”運動初衷

為反對精英，追求購買力與社會

公平。如今該運動又多了壹個新

口號：反對政府利用疫情搞“衛

生獨裁”。據內政部數據，12日

全法共有6000多人上街遊行，巴

黎大約有2500人。巴黎遊行隊伍

打出了“為了能體面填滿冰箱”

的標語牌，遊行者中有人戴口罩

，有人則完全無視防疫保護措施

。警方提前部署了預防暴力行為

計劃，在“黃背心”遊行之前搜

繳出不少榔頭、木棍、鐵鉗、汽

油瓶等物品。因此，12日的遊行

相對平穩。但抗議者在現場還是

與警方爆發了零星沖突。部分示

威人員還沖進法國BFM電視臺辦

公樓，高喊“叛徒”表示對媒體

的不滿。

截至 12 日晚，巴黎警方共

逮捕 256 人，開出 90 份罰單。

12日“黃背心”遊行的壹個新

特點是，混在“黃背心”當中

的暴力“黑衣人”數量甚至超

過前者。法國媒體認為，“黃

背心”運動早已名存實亡，其

領導層已經放手，因此難掀大

浪。

中東地區疫情依然嚴峻
以色列“封城”在即

綜合報導 中東地區疫情

形勢依然嚴峻，部分國家單

日新增確診病例數仍保持高

位，以色列即將采取“封城

”措施。

以色列累計確診病例突

破15萬，全國“封城”在即

。據以色列媒體報道，以色

列將從18日早6時開始在全國

範圍內實施“封鎖”措施，

持續兩周，學校將於16日關

閉。以衛生部12日晚公布的

數據顯示，當天該國新增確

診病例 4158 例，累計確診

152722 例，累計死亡 1103 例

， 治 愈 113496

例。

埃及衛生

部宣布，埃及

新增新冠確診

病例148例，累

計 確 診 100856

例，累計死亡

5627 例，累計

治愈83261例。

中國駐埃及大

使廖力強9日在

壹場線上記者

會中表示，中

方支持中埃兩國開展疫苗合

作，這將成為兩國抗疫合作

的亮點。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衛生

和預防部12日發布的數據顯

示，該國當天對95287人進行

了新冠病毒檢測，其中確診

1007例，單日新增病例數首

次破千，累計確診78849例。

12日晚，土耳其衛生部官

網顯示，過去 24 小時內對

98326人進行了新冠病毒檢測

，其中1509人檢測結果呈陽

性。至此，土耳其累計確診

289635例。新增 48例死亡病

例，累計死亡6999例，累計

治愈 257731 例。土耳其北部

宗古爾達克省宣布，民眾需

居家隔離，不遵守規定者將

被強制集中隔離。

其他壹些國家12日更新

的累計確診病例數為：伊朗

3999401 例 、 沙 特 阿 拉 伯

325050 例、伊拉克 286778 例

、卡塔爾 121523 例、科威特

9421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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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15日前往佛羅里
達州拜票，為爭取西班牙裔選民，他在競選
活動上用手機播放了西班牙語熱門歌曲
《Despacito》，他將手機對準麥克風，當
《Despacito》輕快有勁的歌聲響起，拜登也
在講台上跟著搖頭擺動，大約持續了15秒，
然後說： 「我只有一句話，繼續堅持到底。
」

《Despacito》是路易斯．馮西（Luis
Fonsi）、洋基老爹合唱的一首歌曲，單曲發
行於2017年1月，後來收錄在馮西2019年發
行的專輯《VIDA》中。

快歌碰上 「慢喬」 這個小插曲很快在社
群媒體上引發關注，Despacito也迅速衝上推
特熱搜。但拜登的這一招似乎糟蹋了舞曲，
也打壞了選情。有網友調侃稱， 「這曲非常
適合慢喬，Despacito的意思是慢，和拜登相

得益彰。」 川普也不客氣，在推文酸他，
「拜登在搞什麼鬼？」 而另一個迷因網站則
打趣地說： 「拜登只有一件事要說，但結果
太不妙了。 」 並將 Despacito 的音樂換成
NWA的 「去他的警察」 （F**k Tha Police）

原本輕快的音樂，因為拜登不輪轉又遲
緩的動作，簡直是一場災難。距離美國大選
還有還剩不到2個月，為了爭取更多的支持，
川普和拜登各出奇招。就在2天前，川普推文
吹噓自己曾從邁阿密的古巴人那裡獲得一項
至高榮譽——豬灣獎。希望爭取佛州的拉美
裔選民，尤其是古巴裔。然而，經過事實查
核，發現這個這個獎項並不存在。

有些自稱拜登的支持者留言，拜登這招
討好拉丁裔選民的 「神來之筆」 著實讓他們
尷尬不已，有位網友說， 「到底是誰出的餿
主意，不管是誰，都該立刻把他炒了。」

拜登佛州造勢 快歌碰上慢喬等於災難

華府不具名知情人士表示，川普政府為
了持續對中國大陸施壓，計劃將提供台灣多
達7種的主要武器系統，包括地雷、巡弋飛彈
和高性能無人機。

以往，美國對台灣軍售都相當低調，希
望最大程度地減少與北京的緊張關係，有些
時候軍售之前，還會以各種形式向北京說明
。

如今的川普政府則採用完全不同的方式
，顯然決心與北京方面採取一種對抗鬥爭的
方式，理由包括間諜活動、貿易戰，以及關
於新型冠狀病毒傳播與責任的的爭議。

為了繼續對中國大陸施壓，或者說挑戰
，美國加大對台灣軍售武器的品項與數量，
在蔡英文再次當選總統後，又顯得尤為明顯
。

路透社稱，台灣是中國大陸最敏感的議
題之一，主要在主權與領土的爭議。北京說
台灣這是中國大陸的一個省，並譴責普政府
對台灣的支持。

華盛頓目前的做法，是為台灣提供有效
的武器做為軍事牽制，被稱為 「台灣要塞化
」 的努力，另一種形容是 「豪豬戰略」 (或叫
刺猬戰略、刺鼠戰略)

據熟悉美國國會山莊軍售交易情況的人

士說，為了使台灣更難被進攻，美國計畫提
供遠程偵查無人機，此類無人機可以在監視
地平線外的目標，再加上先進的飛彈與沿海
防禦系統，其中包括能夠阻止軍艦與登陸艦
接近的智慧水雷，還有遠程火箭砲系系統等
等。

知情人士說，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高機
動火砲火箭系統（HIMARS），本質上是由卡
車運載的長程導向火箭，這是台灣想要的武
器之一。除此以外，台灣也尋求先進的反戰
車飛彈。

先前曾經報導，華盛頓已逐步通過提供
台灣4架大型先進空中無人機，以大約6億美
元的價格出售給台灣。還有波音公司的陸基
魚叉反艦飛彈，也是海上防禦的有效武器。

然而，路透社此篇報導提到的售台武器
數不到7種，僅有：MQ-9B海上守護者無人
機 (SeaGuardian)、陸基魚叉、高機動火砲火
箭、智慧型水雷，加起來僅有 4種，而且
MQ-9B與陸基魚叉算是舊聞。或許路透社是
把川普政府先前同意售台的武器也列入，那
就要再加上F-16C/D Block70(俗稱F-16V)、
M1A2艾布蘭戰車，以及肩射式刺針飛彈，這
樣算起來就有7種了。

美國計畫提供台灣7種武器 協助台灣達成 「要塞化」 目標

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FBI）16日宣布，
美國執法人員破獲5名中國大陸居民和兩名馬來
西亞商人涉及廣泛的駭客入侵罪行。5名隸屬
APT41駭客組織的中國公民，鎖定超過100家在
美國和其它國家的公司和機構為目標，竊取資料
牟利，其中1人並與大陸國安部門有關。美國已
對這5人發出通緝令，兩名藉機獲利的馬來西亞
人則已在馬國落網，將被引渡到美國受審。

美國司法部次長羅森（Jeffrey Rosen）、聯
邦調查局（FBI）副局長鮑迪奇（David Bowdich
）等4位官員於美東時間16日上午11時（台灣時
間晚間11時）召開記者會並宣布此事。

他們表示，5名駭客鎖定的目標包括軟體開發
公司、電腦製造商、電信供應商、社交媒體公司
、電腦遊戲公司、非營利組織、大學和智庫。駭
入其電腦網路竊得資料。而被點名的APT41駭客
組織，據稱不僅為中國當局執行間諜工作，也為
私人營利進行駭客活動。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恩上個月（8月）就
曾表示，距11月3日美國總統大選越來越近，與
中國政府有關的駭客一直鎖定美國選舉基礎設施
作為目標。中方則一再否認曾參與駭客活動的說

法。
美國國土安全部 「網路及關鍵基礎設施安全

保護局」 （CISA）與聯邦調查局14日才發出警告
，指美方持續觀察到，與中國國家安全部有關聯
的駭客在中國大陸運作，利用可公開獲得的信息
資源和通用與熟知的手法、技巧和程序，對美國
政府機構網路發動攻擊。

警告稱，為了掩飾攻擊，中國駭客通常將受
害者的資料存入加密的壓縮檔、改變文件名稱和
系統的時間戳記（timestamp），並經常返回之前
攻擊並竊取資料卡的受害網路再次作案，有時時
隔幾年之後再次返回。駭客並利用各種資源，對
目標網路的安全狀況進行分析，然後按網站應用
與操作系統的漏洞以及這些漏洞是否及時做出補
漏措施等情況，選取攻擊目標。

警告援引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書稱，中國國家
安全部所屬的網路駭客還對美國等國家的不同產
業發動網路攻擊，包括高科技製造、醫療設備、
土木工業工程、太陽能、製藥和國防等產業，而
且攻擊已持續了十多年。網路攻擊既讓駭客受益
，也讓中國的國家安全部獲利。

美宣布通緝5名大陸駭客

暴龍是生活在白堊紀時期的大型的肉食性恐龍，雖然已滅絕
了6500萬年，但是當它的化石在世界各地出土後，它巨大的體
型與可怖的利齒，立即就喚起我們對於遠古巨獸的想象力，因此
也成為最受歡迎的恐龍。一具被暱稱為 「史丹」 (Stan)的暴龍化
石，將在下個月於紐約進行拍賣，它相當完整，而且有12公尺
之大，在拍賣之前就已相熱門，因此這場拍賣很可能創下高昂的
紀錄，賣方認為上看8千萬美元。

暴龍的學名是Tyrannosaurus rex，意思是 「暴君之王」 ，
另一譯名 「霸王龍」 也相當貼切，英文簡稱為T-rex，有時被說
成雷克斯龍，其實rex在拉丁文中是 「國王」 的意思。在化石研

究上，暴龍是相當幸運的一種恐龍
，它的化石可以完整出土，這一點

相當不容易，許多的恐龍，至今只發現一段脊椎，或一截腿骨而
已，使得研究相當困難。然而，暴龍的骨骸大概90%都已確定
了，這顯示在白堊紀時期，暴龍數量相當的多。

這一次被拍賣的 「史丹」 ，是1987年在南達科他州的水牛
鎮(Buffalo )附近所發現的，總共有188具骨頭，黑山地質研究所
(Black Hills Ge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的古生物學家，用了
三年多的時間對其進行了挖掘和重建。研究人員估計，史丹死於
大約6000萬年前，享年20歲。它是最完整的暴龍化石之一，因
此許多的研究中心和博物館，購買的是以 「史丹」 為原型製作的

化石複製品。
附帶一提，最完整的暴龍化石，是一具名叫 「蘇」 (Sue)的

母暴龍，同樣在南達科塔州發現，也同樣是黑山地質研究所挖掘
與重建。

此次拍賣由佳士德拍賣行主持，將在10月6日於紐約舉行
，起標價預計在600萬至800萬美元之間，這個起標價是參考
1997年10月， 「蘇」 的成交價，當年以840萬美元成交，但幾
十年過去了，當然更有價值。所以佳士得拍賣行的詹姆士·海斯
洛普（James Hyslop）說，能獲得如此完整的T-Rex，是可遇
不可求的機會，我們相信，任何自然歷史博物館都會把史丹視為
鎮館之寶。」

暴龍化石 「史丹」 將在紐約拍賣期望創下高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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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近日，狗不理王府井店就博主“谷
岳”發布視頻評論採取不妥行為引發輿論
關注。狗不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15日發
出聲明稱，狗不理集團從即日起，解除與
王府井店加盟方的合作。

據《華西都市報》報道，近日，一位
微博博主發布的在北京王府井狗不理餐廳
的實地探訪視頻引發網友關注熱議。視頻
中，微博博主“谷岳”對店內包子品質、
服務以及菜品價格等方面進行點評，以負
面評價為主。

該視頻發出後不久，微博賬號@王府
井狗不理店發布聲明稱，該視頻所有惡語
中傷言論均為不實信息，已經報警，要求
博主停止侵權行為並公開道歉。對此，該
博主表示視頻內容是自己的真實體驗。

狗不理集團：該店嚴重損害名譽
15日，狗不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出

聲明稱，“狗不理王府井店”為2005年
狗不理改制前的加盟店並存續至今。該事
件發生後，狗不理集團高度重視，集團領
導率隊在第一時間趕赴狗不理王府井店了
解事情經過。

經了解，在未向狗不理集團報告的情
況下，狗不理王府井店面對消費者評價擅
自處理且嚴重不妥，不能代表集團官方行
為和立場。

聲明指出，由於王府井店嚴重違反了
狗不理集團企業品牌管理規定和與狗不理
集團簽訂的加盟協議相關約定，嚴重損害
了狗不理集團名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
會影響，狗不理集團從即日起，解除與該
店加盟方的合作。 ■中新網

在佛山2,000平米的“天降美食王國機
器人餐廳”裏，銀色和酷炫紫粉色為

餐廳渲染了未來感十足的用餐環境。餐廳
分為快餐、中餐和火鍋三個區域。

搭1.5小時地鐵“銀髮”團“打卡”
在甜品、咖啡機器人櫥窗外，掃碼的

年輕人和小孩忙着拍照、錄影。一群從廣
州結伴而行的“銀髮”團搭了一個半小時
地鐵，只為嚐鮮機器人做的煲仔飯。在快
餐區，隔壁檔口的煲仔飯機器人是餐廳的
“人氣掌勺”，提供七款不同口味菜品的
煲仔飯，包括廣式臘味和雙椒牛肉。掃碼
下單後，在透明的櫥窗內，煲仔飯機器人
的機械臂迅速調成“工作模式”。淘米、
加水、燜煮、加菜等工序一氣呵成。

15分鐘上菜 煲仔飯香氣足
這些看似簡單的燜煮、加水、添加食

材等動作，實則是工程師們經過“台下半
年功”，轉化了逾150道程序、提供逾30
種工藝，才把名廚們的“獨門秘方”轉化
為代碼。比如，揭蓋、加水兩個動作，需
要在第幾分鐘的幾秒添加，加熱到多少度
才能保準鍋巴均勻金黃？這背後是名廚和

工程師們上千次實驗、長達10個月的磨合
的成果。

掃碼購買一份售價18元人民幣的廣式
臘腸煲仔飯，從下單到取餐用時15分鐘左
右。揭開瓦瓷蓋，香氣四溢。米飯顆粒分
明，金黃鍋巴口口香脆。店內，很多食客
的煲仔飯瓦罐碗內顆粒不剩。

而在中餐區域，抬頭就能見到的玻璃
“雲軌”送餐機器人在軌道上接單、送

菜、最終以“天降美食”的方式投遞餐
食。此外，粉麵機器人、咖啡機器人、甜
品機器人等20多款餐飲機器人各司其職，
在自己的崗位精準調製。

從設想到研發製造、系統搭建、落地
營業，千璽機器人餐飲集團的核心研發團
隊只花了一年多時間。機器人餐廳正計劃
登陸大灣區其他各個城市，同時也在急需
向大廚們“學習”烹飪其他中國菜系。

博
主
點
評
菜
品
事
件
發
酵

粵食客遠
道嚐鮮

在廣東，有一批會做煲仔飯的機

器人，它們“拜師”10位粵港名廚，

卻只用了不到一年時間便“出師”

了，如今已經在佛山、廣州、台山三

地開設了10家體驗店。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機器人煮煲仔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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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不理集團與其王府井加盟店解約。圖為該店外觀。網上圖片

■送餐機器人將餐點“從
天而降”送到顧客桌邊。

■■幾名來自廣州的幾名來自廣州的““銀髮族銀髮族””
打卡佛山的機器人餐廳打卡佛山的機器人餐廳。。

■■中國在黃海海域發射長征十一號海射運載火箭中國在黃海海域發射長征十一號海射運載火箭，，採取採取““一箭九一箭九
星星””方式將方式將““吉林一號吉林一號””高分高分0303組衛星送入預定軌道組衛星送入預定軌道。。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9月15日9時

23分，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所屬中國運載火箭技術

研究院（以下簡稱“火箭院”）抓總研製的長征十一號運

載火箭在黃海海域，採用“一箭九星”的方式，成功將吉

林長光衛星有限公司研製的“吉林一號”高分03組衛星送

入距離地球535公里的太陽同步軌道。這是長征十一號運

載火箭連續10次高精度入軌、連續10次箭上質量零問

題、連續10次零窗口準時發射，是長十一火箭執行的第二

次海上發射任務，也是第一次海上商業化應用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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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射三優勢：
增加運載力 利特殊軌道 提升安全性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首次海上商用發射“三新”

2.新平台
選用“德渤3號”動力船

3.新廠房
在北京完成部段總裝後運至海陽
火箭總裝廠房進行火箭部段對
接、測試等工作

1.新軌道
首次海上發射太陽同步軌道衛星

數說長十一歷史
連續10次高精度入軌

連續10次箭上質量零問題

連續10次零窗口準時發射

2015年首飛以來已成功送

51顆衛星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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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十一號在海上發射平長征十一號在海上發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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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介紹，此次發射的“吉林一
號”高分03組衛星由吉林長光

衛星有限公司自主研發，包括3顆高
分03C視頻星和6顆高分03B推掃
星，其中一顆衛星被命名為嗶哩嗶哩
視頻衛星，定製用於互聯網科普傳
播。

“此次發射任務是一次真正意
義上的海上商業化應用發射，不僅一
次性將九顆‘吉林一號’高分03組
衛星送入太陽同步軌道，完成了同一
個軌道面的部署，而且進一步優化海
上發射技術流程，提升了海上發射技
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為未來實現海
上發射常態化、高頻次奠定了基
礎。”火箭院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副
總指揮金鑫說。

採用新軌道新平台新廠房
火箭院長十一火箭總體設計師

張飛霆表示，此次任務有“三新”，
一是新軌道，此前長十一火箭雖然在
陸基發射場執行過多次太陽同步軌道
發射任務，但在海上發射太陽同步軌
道衛星尚屬首次。相較於去年6月5
日首次海上低傾角發射任務，此次任
務中，長十一火箭要將9顆重約42千
克的衛星送入距離地球535公里的太
陽同步軌道，對其運載能力要求更
高。

二是新平台，“德渤3號”動力
船長接近160米、寬40米，時速為
每小時20多公里。此前在長十一海
遙一火箭任務中，它曾作為備保方

案，而在此次任務中正式從幕後走上
台前。相較以前使用的“泰瑞號”駁
船，“德渤3號”動力船結構更加細
長，在海面上受浪湧影響，船上振動
環境條件更加惡劣。型號隊伍開展了
大量試驗和深入細緻的仿真分析工
作，認為火箭設計可靠，完全能夠適
應海上環境變化。

三是新廠房，海陽火箭總裝廠
房在此次任務中正式投入使用。火箭
在北京完成部段級總裝後，由公路運
輸抵達海陽港，在新廠房裏進行火箭
部段對接、整流罩對接、測試等工
作。新廠房的投用，也為未來海上發
射常態化奠定了基礎。按照計劃，後
續長十一火箭箭上產品將直接在海陽
總裝廠齊套，總裝、測試完成後，在
較短時間內就可完成發射，這將提高
火箭快速響應能力，開啟海上商業衛
星發射新時代。

料10年內商星需求近二千顆
有媒體引述預測稱，未來10年

中國商業小衛星發射需求近2,000
顆。目前，長十一火箭研製團隊正在
依託海上發射方式研製更大噸位的系
列固體運載火箭，覆蓋1噸至5噸的
太陽同步軌道發射能力。屆時，將形
成陸海通用的固體運載火箭系列，滿
足不同衛星用戶的發射需求。同時，
研製隊伍正在論證多功能海上發射平
台，可以保障遠海海域發射，預計在
2021年開赴低緯度地區實施低傾角
海上發射。

長十一火箭是四級固體運載火箭，
全長約20.8米，最大箭體直徑2米，總
質量約58噸，主要用於發射近地軌道
和太陽同步軌道有效載荷。該型火箭被
譽為中國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家族中的
“快響利箭”，自2015年長十一火箭

首飛以來，已成功將51顆衛星送入預定軌道。此外，
長十一火箭具備很高的適應性，截至目前火箭已經在西
昌、酒泉、海上進行了發射。

陸地那麼大，為何還要選擇海上發射？專家表
示，運載火箭發射的任務目標是將有效載荷可靠、安
全、經濟地送入預定軌道，與常規在陸地進行運載火箭
發射不同，海上發射運載火箭具有三大優勢。

一是海上發射為火箭運載能力提高提供了可行條
件。一般情況下，海上發射平台可以在海上大範圍移
動，理想的發射地點是靠近赤道附近的低緯度區域。如
果運載火箭在赤道附近發射，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球
自轉速度，節省推進劑消耗量，從而提高火箭的運載能
力。這意味着，同等起飛規模的運載火箭在赤道附近發
射可以具有更高的運載能力，運載效率提升的同時也可
以降低單位質量有效載荷發射成本。

二是海上發射有利於運載火箭執行特殊軌道發射
任務。隨着信息技術發展，人們對海上探測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小傾角衛星可以實現對某一地區的高頻次重
訪，有利於數據獲取，目前數量越來越多。如果火箭從
赤道附近發射，可以避免衛星軌道傾角變化消耗能量，
既能提高火箭執行該類任務的運載能力，也可以有效地
提高衛星在軌壽命。

三是海上發射將大幅提高火箭發射安全性。對內
陸發射而言，落區安全是發射任務設計中必須考慮的重
要因素。落區選擇不僅影響制約發射軌道設計，可能由
於落區選擇問題而降低火箭運載能力；而且在實際發射
中，還需要對火箭助推器、一級和整流罩等分離體的實
際落區進行人口疏散，確保不發生安全問題。對海上發
射而言，由於遠離人口稠密地區，火箭落區可選擇範圍
很大，對火箭而言發射軌道設計更加方便，同時落區安
全性也可以大幅提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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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纬

▶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
程序界面。 本报记者 张一琪摄

◀ 北京市朝阳区某街道在全路段
禁停之下依然有多辆车停在路边。

本报记者 张一琪摄

应对顽疾出新招

违法变道、违法停车、不礼让行人……伴随
着中国进入汽车社会，交通违法行为也逐渐增
多，但是执法力量的配备并不能总是跟上汽车数
量的增长。因此交通乱象成为了很多城市的“顽
疾”。很多司机抱有侥幸心理，不能规规矩矩地
遵守交通法规，对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

小杨对此深有感触。他家在北京西直门附
近，小区东门外的街道本就不宽阔，街道两旁还
停满了车，导致交通经常拥堵，尤其是早晚高峰
的时候经常是“过不去，过不来”。“虽然也经常
看到一些车辆被贴了违法停车的处罚单，但是收
效甚微，路边依然停满了车。”小杨对记者说。

听闻现在可以将违法停车拍照上传之后，小
杨决定试一试，“这既是对违法停车的惩戒，也
希望让街道清静一些，方便大家出行”。

从 8 月 5 日上线以来，截至 9 月 6 日，北京
交警“随手拍”平台注册用户达到 36.6 万。经
筛查审核，市民举报线索中符合证据标准的5.3
万起交通违法线索，已依法录入非现场执法系
统。

同时，对举报线索基本清楚，经传唤当事人补
充调查，予以处罚的57起；对涉及遮挡、变造车辆
号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973件举报线索，全
方位开展侦查工作；对32处举报热点地区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对群众举报的764件交通信号灯故
障问题，全部第一时间进行修复。

从北京交警披露的数据来看，“随手拍”平
台上线对遏制交通违法、疏导交通以及服务市民
等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济南、南昌等城市对“随手拍”实行奖励政
策。南昌市自2017年1月南昌交警“随手拍”启
动以来，到今年8月，平台共收到市民的举报线
索15.3万余条，其中被采纳的有3万余条。累计
参与人数达到了1.6万余人次，累计发放奖励90
万余元。济南市从 8 月 28 日起启动“随手拍”，
对一些专项的交通违法行为，可奖励 500-3000
元。

“‘随手拍’的出现，首先是因为在日常交
通行为中存在许多违法违章行为，限于警力、资
金和技术的不足，无法得到及时发现或者不能被
发现。从理论上说就是管理成本过高。”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黄璜表示，公共事务本来
就是大家的事情，“随手拍”是一种相互监督，
共同治理，这可以大大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而
微信、微博等手机APP这些工具降低了公众参与
公共治理的成本，更加方便大家参与。

完善平台保运行

“随手拍”给了公众参与交通治理提供一个
新途径，使得许多交通违法行为无处遁形，违法

必惩戒得到有效保证。“将‘随手拍’作为一种
解决问题和监督执法的沟通平台，从而推动警民
互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同济大学政治与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葛天任对记者说。

在实际的运行难免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
尽快解决，以确保举报平台的健康运行。

比如，技术上的问题。据网友反映，北京交警
“随手拍”的小程序必须使用程序内的相机，这就
导致部分照片的清晰度不够。同时，对于一些较远
距离的拍摄，也很难保证照片质量达到证据的标
准。对此，北京交管部门表示，将在不影响用户体
验感的情况下，进一步优化自定义相机与用户手
机机型的适配和兼容性。

比如，隐私保护的问题。其一是市民在拍摄
违法车辆的同时，会将自身的一些隐私信息一同
拍摄，导致自身隐私的泄露；其二是市民举报都
为实名举报，个人信息比较完整，存在着泄露的
可能，进而有着遭受打击报复的可能。

对此，黄璜建议，执法机构要保护举报人
的隐私，应该保证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非特
殊授权情况下看不到举报人的信息。对于举报
人信息被泄露，遭到打击报复的情况要有合理
及时的救济措施和责任追究机制。

还有恶意举报的问题。“随手拍”因为其便
捷性、低门槛的优点，导致某些车主车辆可能被
恶意举报，蒙受损失。因此，“随手拍”要从制
度设计上来识别和杜绝恶意举报，要对恶意举报
有具体的约束机制。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人也产生了质疑：普
通市民拍摄的照片是否能够成为处罚的直接依
据？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廖怀学对此进行了解
释：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行政处
罚的取证主体是行政机关。没有执法资格的公民
拍摄的违法照片或视频只能作为举报线索，行政
机关应当根据线索依法调查取证，不能直接依据
公众拍摄照片或视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
机关应当根据举报线索依法调查取证，对‘随手
拍’的照片或视频的真实性应进行查证。”廖怀
学说。

因此在各个城市公布的“随手拍”的案例
中，都是按照交通违法线索采用，同时还要补充
调查，最终确定被拍摄车辆是否违反交通法律法
规。

葛天任表示，如果“随手拍”是充分考虑了
软件及其衍生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并且
由具有执法资格的机构作为最后负责主体，那么
作为维护公共交通秩序的技术工具或技术平台，
这个还是应该提倡的，“这有利于形成人人参与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有利于公共交通治理的良性
发展，有利于形成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

社会治理须创新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在一些城市，有
些交通违法线索举报后并没有得到回应，导致市

民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交通违法处理过去的瓶颈是信息采集成本

比较高，‘随手拍’这种创新降低了成本；现在
一个月可能有几万条线索，瓶颈就转变为信息处
理成本。”黄璜表示，要保证创新机制的可持续
性，一方面是保证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还要保障公安机构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投入。

“如果只有‘随手拍’，做不到及时严格的处理，
那就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现在，全国各地的“随手拍”平台都是由政
府机构在运营，葛天任认为可以在运营模式上进
行更多的探索和创新。

“依据我国国情，在法治基础上，由人大完
善相关立法工作，并在政府支持下，各地可以采
取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由社会组织加以运
行平台，并采取第三方评估和社会监督的形式，
这是这类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可以采取的一种模
式。”葛天任表示。

“随手拍”是中国对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和
尝试，这背后其实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大课题。尤其伴随着许多新技术的诞生和
成熟，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将这些新
技术吸收进去，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

“技术运用要兼顾效率、公平和安全。”黄璜
对记者表示，效率强调挖掘技术的经济、社会和
决策价值；安全要考虑到国家安全、市场安全和
个人隐私安全；公平要求为全体社会公众提供技
术使用的可及性和可用性等。

黄璜还提醒说，不能为了追求新技术、追求
创造一些所谓的政绩工程，不顾实际，不重实
效，盲目投入，忽视产出；不能明明可以用比较
低成本的技术手段实现，却宁可选择那些听上去
更加高大上的实现方式。“就是要保证成本和收
益要平衡。”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虽
然“随手拍”平台是技术创新治理模式，但本质
上还是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才能真正发挥平台
的社会治理效能。

“技术+治理无疑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但关
键因素还是治理，还是人的因素起主要作用”。
葛天任表示，在未来数字社会，再强大的数字技
术都不可能取消人的主观能动性，“治理的重要
目的之一就是激活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认同与潜
能，从而最大程度发挥潜能，推动社会进步和国
家发展”。

交通违法等行为无处遁形——

随手一拍 治理更现代
本报记者 张一琪

手机随手拍一拍，交通违法全处理。8月5日，北
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市民如果发
现交通违法行为，可以用手机拍照后，上传到小程
序，交管部门经过核实、调查后，如果确系违法，将
对涉嫌交通违法的车辆进行处罚。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越来越成为人们
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互联网+政务”成为各级政
府加强社会治理的新方法和新途径。交通违法“随手

拍”就是表现形式之一。成都、西安、南昌等城市也
相继上线“随手拍”，对交通违法、不文明行为进行大
力治理，获得了城市居民的支持。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其中就包括对互联网等新技
术的运用。交通违法、不文明行为的“随手拍”只是
第一步，未来互联网等新技术将会更加深刻地影响社
会治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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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鄭大展的岳母(紀淑瑛的母親) 今天下午4：20 左右安祥離去，兒子，女兒，
孫女，曾孫子，曾孫女，都在ZOOM 上，一直陪著她走完最後一程.

紀伯母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女性，前些年身體好時經常參加我們的活動，與我們全無
代溝，八十多歲時還參加我們的fashion show. 她樂觀，熱愛生活，與她交談時眼睛總
是散放著快樂的光芒，帶著如少女般幾乎是嬌羞的微笑.

紀淑瑛的母親走完最後一程

美國休士頓地區僑務諮詢委員李席舟於
9月14日辭世，享年71歲。總統蔡英文聞訊
深感不捨與懷念，李席舟一生致力促進臺美
交流，支持自由民主臺灣，貢獻良多，已指
示僑委會同仁向家屬表達哀悼與關心，協助
家屬治喪事宜。

李席舟1950年出生於臺灣臺南，現任
行政院政務顧問、僑務諮詢委員、福和會共
同創辦人、臺福教會總會董事，歷任休士頓
臺灣人傳統基金會會長、休士頓臺灣之友會
發起人兼副會長、休士頓臺灣商會創始理事
及副會長、美南臺福教會長老、臺美公民協
會理事及僑務委員。

副總統賴清德今日也在臉書發文追弔李
席舟僑務諮詢委員，副總統表示，在聽聞李
席舟長老榮歸天家消息的那一刻，深感難過
與不捨，李長老一生為他所熱愛的土地努力
，即使人在海外仍心繫臺灣，在僑界貢獻心
力，以民間角色的靈活，協助臺灣在國際發
聲。李長老在2018年創立的 「福和會」 ，

除了訴求福音與和平，也期盼臺灣成為新而
獨立，且有信仰的國家。

文末副總統說， 「李長老已經安息主懷
，請家屬珍重，他對土地的熱情和精神，值
得感佩，我們會繼續堅守臺灣民主的自由價
值，謝謝您。」

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表示，李席舟不僅
是休士頓重要僑領，更積極參與主流活動，
推動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2018年李席舟
與林逸民及顏慶章創立福和會，不僅關注臺
灣民主價值之發展與鞏固，也與美國及其他
先進國家政要、精英交流，推動外交與經貿
合作，堅定支持自由民主的臺灣，愛國情操
令人感佩。

李席舟是美南臺灣僑社重要意見領袖，
一生懸命為提升臺美人地位努力，任休士頓
臺灣同鄉會及休士頓臺灣人傳統基金會幹部
期間更致力推廣臺灣多元文化，積極參與臺
灣社區各項僑務活動，以實際行動為臺灣發
聲，為臺僑在海外貢獻國家樹立了典範。

（作者: 柯志佳）兩個禮拜前，突然聽聞: 尤文
芳老師已經往生，並很快火化完畢，骨灰已移送至
人在紐澤西的女兒，就近安置處理。經過詳細查證
以後，確定上述聽聞屬實。依照尤老師女兒的吩咐
，儘量不要暄揚, 愈少人知道愈好, 我們在此只有默
默的祝福他老人家, 一路好走了。

想起老師的一切, 他自己住一個兩層樓算大的
房子，每天起床後都很自愛地做做拉筋運動，並在
社區走路運動。午餐後會休息一下再繼續下午的課
程，他的生活一直很有規律。

談到尤老師，為大家開日文課，義務性質不收
取任何費用。他說道自己能夠到活動中心開課和大
家一起學習，他感覺心情是無比的興奮。他也常常
對學生們說:

「今天我能夠不待在家裡而可以出來走走看看
，和大家互相研究日語，這個是學生們給予我的機
會，所以我才能夠順利出來和大家互相鼓勵交流，
我衷心地感謝大家。」

他的這種心境是多麼偉大和極致的無私奉獻啊
! 尤老師教我們學習日文課, 比方今天下午有兩點
的課，他老人家在一點五十分鐘一定在教室等學生
的到來。這是尤老師的習慣，他寧願在教室等大家
，自己不願遲到。再有一點，日文課本來是兩個鐘
頭課程，尤老師他不但會超過時間不計較，而且在
這短短兩個小時裡，他老人家絕對不會坐在椅子休
息，而是全程站著教授，這大概是日本老師的精神
吧!

還有，尤老師擅長用繪畫教學，風格相當逼真
。透過老師的畫圖註解，我們更能徹底地了解書中
的意義。尤老師在下課後，會找學生們一起去冰店
吃冰解渴和學生們一起聊天。

很不幸，尤老師在這次 COVID-19 pandemic
疫情嚴峻時刻離我們而去，做為他的學生真的感到
非常的不捨。雖然尤老師是已經九十幾歲的人，但
他仍然堅持自己開車，不倚靠別人接送。他是多麽
堅強獨立且令人尊敬的一位長者呀!

尤老師，感謝您的教導，思念以前在一起的時
光。在以後沒有老師的時刻，我們就把它當作老師
您去長期旅遊還沒回來， 思念， 思念!

（作者: 江朝雄）前天長春會柯會長來電，囑
咐弟寫一篇緬懷長春會尤文芳、簡永謙二位最近往
生的長輩的文章。因他認為我跟他們二位同工較早
，比較熟。我馬上接受的他的吩咐，不是因我和兩
位前輩有多深的交情，或有親戚關係 (他們是2005
年當我開始參加長春會才認識的) ，而是希望能將
這15年來我從他們二位所看到，所學到的與同鄉
分享。

尤文芳前輩比我早十年出生，當我參加長春會
那年他已是服務會友的理事。有ㄧ次聊天，他說他
12歲便隻身前往日本讀中學，而後進早稻田大學，
在日本一共待了29年。後來從日本移民美國，在
紐約經營旅館生意，退休後將事業交由女兒經營。

來休士頓後他熱心於長春會的志工活動。記得
松年學院剛成立時，他也是第一屆董事會成員，而
令同鄉晚輩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近五、六年，
他在活動中心義務教日文；週二教中級班，以及週
五增開的初學班。一位年過85歲的長者，如此認
真地教授日文，的確令人感佩。

簡永謙先生比我年長八歲，桃園大溪人。我
2005年加入會員時，他已擔任多屆的理事同工，
並致力於會章的修訂。透過簡先生的貢獻以及幾位
同工多次開會的研討，會員大會於1993年通過修
訂會章，明定會長兩年任期及連選連任一次的制度
。簡先生曾告訴我，他沒讀大學，只讀早期的台北
開南商工土木工程科。但他自豪的說，在大溪這個
小地方，他是第一家甲級營造廠。緊接著，他也毫
不避諱地說，蔣家那些陵寢他做了不少工程。儘管
蔣氏父子在台灣人心中，褒貶不一，簡先生的事業
應該受到尊重。在一個月一次的月會碰面時，偶爾
我會跟他開玩說， 「桃園甲級的」 。他也會開玩笑
回答 「甲級流氓」 。

感謝上帝，讓我有機會認識這二位長者，學習
他們的優點。也很高興我能不受年齡差距的影響以
及他們所受日式教育的不同，仍然可以與他們同工
。在這疫情干擾人們生活的時刻，一切變化那麼地
快速，他們的突然離世讓人一下子無法相信，只能
默默為他們祝禱。

緬懷二位同鄉

（（文化文化//歷史觀察者歷史觀察者 江朝雄江朝雄））

安息吧! 親愛的尤文芳老師

美國休士頓僑領李席舟辭世總統：高度不捨與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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