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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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道】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歷史上
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露
絲．巴德．金斯柏格
（Ruth Bader Gins-
burg）18 日在華府去
世，終年87歲。距離

美國總統大選只剩下45天，最高法院卻因金斯
柏格的離世，9位大法官中出現一個空缺，而
今共和、民主兩黨針對大法官提名戰及其結局
，將對美國總統選舉選情產生重要影響。

金斯柏格是一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也一
直是婦女權利的捍衛者，她在1993年出任最高
法院大法官。最高法院在聲明中說，金斯柏格
死於轉移性胰腺癌併發症。首席大法官羅伯茨
（John Roberts） 在一份聲明中說： 「我們的
國家失去了一位享有歷史名望的大法官。」

金斯柏格在她位於華府的家中去世，家人
陪伴在她身邊。就在去世前幾天，金斯柏格還
向孫女克拉拉．斯佩拉口述了這樣一句話：
「我最熱切的願望是，在新總統就任前，我不

會被人取代。」
依據美國憲法，最高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

名，經國會參議院表決通過後才能任命。據中
新社19日報導，圍繞新任大法官的提名之爭，
在金斯柏格逝世當晚即已打響。在金斯柏格訃
告發布1小時後，國會參議院多數黨（共和黨
）領袖麥康奈爾發表聲明稱， 「參議院將就川

普總統提名的大法官候選人舉行投票」。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則敦促參議院不要

立刻確認金斯柏格的繼任人選。他說： 「毫無
疑問，我要明確表明的是，選民應該選擇總統
，（下屆）總統應該為參議院選擇大法官。」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由5名保守派大法官和
包括金斯柏格在內的4名自由派大法官組成。
金斯柏格的離去，讓最高法院持自由派立場的
大法官僅剩 3 人。川普上任以來，已經任命 2
位保守派大法官，如今川普則獲得第3次提名
大法官的機會。美媒分析認為，鑒於共和黨在
參議院掌握多數以及川普的用人傾向，最高法
院有可能最終出現6名 「保守派」大法官的格
局。

今年6月以來，被視為 「保守派」的首席
大法官羅伯茨在移民、同性戀平權等案的裁決
中多次站到 「自由派」一邊。美國輿論分析認
為，如果再增加一名 「保守派」大法官，羅伯
茨在判例中的關鍵 「搖擺人」角色將被大大弱
化。

距離總統大選只剩下45天，最高法院大法
官繼任人選，將為2020年的美國大選提前埋下
伏筆。而由於最高法院對美國憲法擁有解釋權
，一旦總統大選出現爭議，9名大法官很可能
成為美國大選結果的 「定音之錘」。例如，
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經過36天的爭議，
正是訴至最高法院才最終定案。

((路透社路透社))

美大法官金斯柏格辭世美大法官金斯柏格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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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當
地時間 19 日，泰國曼
谷再度有學生髮起大
型示威活動，預估有
10 萬人走上街頭。除
了最初訴求外，示威
民眾還將呼籲改革君
主制，希望限制泰國
國王的權力。美媒形
容，這是公開挑戰泰
國王室。

示威者除要求以
總理巴育為首的軍政
府下台，還要求限制
泰王哇集拉隆功的權
力。
以學生為首的示威團
體8月提出了10項訴求，包括廢除禁止民眾批
評王室的“冒犯君主罪”、修憲以允許民眾批
評泰國、禁止王室對政治發表意見，以及禁止
泰王為政變背書。當時不僅堪稱打破禁忌，更
面臨被捕及被起訴的風險。

最早，示威團體的訴求是解散現有的國會
並舉行大選，制定新憲法。不過，19日集會的
主辦單位表示，希望增加限制君主權力的新訴
求。預料此舉會讓官民之間的緊張情勢進一步

升溫。
美媒19日引述活動主辦單位估計稱，多達

10萬人在法政大學聚集。校方雖然禁止民眾在
校內聚集，但示威人士稱會如期進行。

據悉，近一個月來，泰國多地陸續出現以
年輕人為主的抗議集會活動。泰國總理巴育此
前表示，要追查是否有人背後支持和煽動這些
示威活動，也將會在全國各地舉辦論壇，聽取
抗議學生的意見。

（綜合報導）據日本放送協會(NHK)19日
報導，日本首相菅義偉將於當地時間9月20日
晚，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電話會談。

報導稱，鑑於菅義偉決定繼續貫徹安倍內
閣的方針，以日美同盟為基礎開展戰略性外交
，菅義偉或將在電話會談中向特朗普傳達這一
方針，並向其傳達希望進一步加強日美關係，

今後也將進行緊密合作的願望。
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總裁菅義偉 16 日在臨

時國會首相指名選舉中，當選日本第99 任首
相，並成立內閣。上任後，他表示將堅定繼承
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各類政策，並稱這是他“被
賦予的使命”。

日本首相菅義偉將於20日
與特朗普舉行電話會談

泰國爆發大規模示威呼籲限制泰王權力

維繫美國新精神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露
絲金斯伯格驟然長逝,告別了美國,告別了亂世,
為創鉅痛深的 2020 年增加了難以言喻的悲傷,
87歲的她, 既是一位女性先驅者,又是一位民權
捍衛者, 更是一位公理正義的化身, 她將活在這
一代美國人心中！

金斯伯格是於1993年被柯林頓總統任命為
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上任後她一直堅守自由
派聲音，她在女權的觀點，令人折服，她留下
的那句名言令人難忘,歷久而彌新: “我們所爭
取的不是特權，而是僅僅讓男人把他們的腳，
從我們的脖子上拿開。”這使她成為活生生的
傳奇人物！

金斯伯格身前兩度患癌，當保守派以健康
原因呼籲她辭職時，她不為所動，她從未錯過
任何一場裁決,她不打算退休, 去年曾摔斷三根
肋骨，她才住了幾天即出院工作，她用行動證
明自己是不屈不撓的勇士，即使最高法院的右
傾主義越發明顯，她仍然是法律和憲法的擁護
者與支撐人。

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是終身職，分別由總

統提名，任何一位大法官出缺，則由時任總統
補提名，但需經參議院聽證，半數表決通過才
上任，因此最高法院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意識型
態比率一直都是機緣巧合下自然形成們的，無
論左或右都不確定，大法官不應屬於政黨之爭
的產物，政治人物應順從天意安排！

金斯伯格在世時，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
有4人是由民主黨總統提名的自由派人士，其
中三人為女性,金斯伯格去世給已經任命了兩名
保守派大法官的川普創造了又一個機會，如果
他再次提名,最高法院將成為6比3, 保守派佔優
勢的局面。

金斯伯格在去世前留下遺言,她不希望由川
普任命她的接替人選, 而交由新總統來認命, 我
認為對川普最有利的做法就是在11月3日大選
之前先不要任命，先讓保守派的選民全力支持
他當選總統後, 再由他來任命，更何況即使他
沒有連任成功, 也要到明年1月19日才卸任, 仍
有足夠時間來任命, 相信川普一定會為自己的
選戰做出最有利的抉擇的！

【李著華觀點:向亂世告別
--大法官金斯伯格遺願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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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下旬由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和萊斯
大學合辦的德非經濟高峯大會， 因新冠疫情被
迫取消。

去年九月到訪休斯敦的西非幾內亞總統孔
戴曾在我們家宴席上答允，會在今年前來參加
，還有包括衣索比亞、 迦納等國元首，在他們
參加紐約聯合國大會之便也到德州來訪問， 遺
憾的是 ，由於疫情尚在蔓延之中 ，包括聯大在
紐約之大會都以視訊方式進行。

國際貿易中心成立十五年來是美南集團走

向國際之舞台，多年來，我們接待上千人次的
國際人士， 其中有來自非洲、中南美、加拿大
、亞洲各國之大使及總領事，我們得到美國政
商界之大力支持，市長特納经常光臨指導，今
天已經有徳州聯合國協會及六個國際商會常設
办公室，共同為休斯敦開拓國際關係。

今年年會被迫改期，我們正在準備明年二0
二一年秋季再度召開，希望到時有許多非洲各
國元首蒞臨，必將是一场國際盛會。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99//1919//20202020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planned to
sponsor the Texas African Business Summit this
fall, but due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e will
have to cancel the event.

Last year on September 16, President Alpha
Conde of the West African country of Guinea
came to Houston for an official visit. We had the
honor to welcome him and seventeen of his
cabinet members to my house. He promised me
and the President of ITC, Hon. Gezahgen
Kebede, to participate this year in the Texas
African Business Summit. We also invited many
other heads of state from African countries to join
us when they were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meetings in New York. Unfortunately,
we have had to cancel the summit this year.

In the last fifteen years, the ITC has provided an
international stage to all countries and has
welcomed hundreds of foreign visitors to Houston,
especially from Africa. We are very proud that we
have built this bridge between Texas and the
world.

Today we have six international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he United Nation Association who
have their offices at the ITC. From this special
platform, w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culture, trade
and education programs to all people from all
parts of the glob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changed the world
and our lifestyle. The ITC still has a very special
responsibility and vision for the future.

Pandemic Cancels TexasPandemic Cancels Texas
African Business SummitAfrican Business Summit

德非經濟高峯大會被迫取消德非經濟高峯大會被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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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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將推出新應用程序抗擊疫情
綜合報導 英國衛生大臣馬修· 漢考克11日宣布，將於本月24日推

出新的新冠病毒追蹤應用程序(APP)。

該應用程序利用智能手機的低功耗藍牙技術，探測周邊手機信息並

做記錄，如有人感染新冠病毒，其接觸記錄將被上傳，所有密切接觸者

都會收到相關提示。

政府部監管門稱，該應用程序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誌願

者中進行了長達數月的開發試驗。試驗結果表明，該應用程序“與傳統

的NHS新冠病毒追蹤系統壹起使用，以識別新冠病毒患者的密切接觸者

，是非常有效的”。

漢考克表示，“我們需要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來控制病毒的傳播，

包括尖端技術”，運用新技術來“改變遊戲規則”。

近壹周來，英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日均新增近3000例，較之此前的日

均新增數百例，出現局部大幅反彈現象。漢考克稱，“本月晚些時候啟動

該應用程序是壹個決定性時刻，將有助於我們在關鍵時刻遏制該病毒。”

英國政府早在疫情暴發初期即宣布將開發新冠疫情追蹤應用程序。

5月初，該應用程序開始在英國南部懷特島投入測試。

秘魯新冠確診累計超73萬例
疫情改變消費者付款方式
綜合報導 秘魯通報新冠確診病例累計738020例。據金融科技公司

調查發現，自強制性社會隔離結束以後，秘魯使用二維碼付款的人與

2020年初相比大幅增加。疫情不僅改變了公司與客戶的互動方式，消費

者付款方式也發生了改變。

據秘魯衛生部9月15日發布的疫情報告顯示，與前壹日報告相比，

秘魯新增確診病例4160例，其中過去24小時新增確診病例為604例，另

外3556例為調整補增，累計確診達738020例；單日新增死亡115例，累

計死亡30927例。目前仍有9962人住院治療，已有580753人康復。

當天，總統比斯卡拉表示，秘魯新冠病毒感染、住院和死亡病例正

逐步降低。據衛生部報告，北部和東部地區的疫情正在穩定下來，中部

和南部的各項數據已開始下降。

比斯卡拉說：“可以說，我們已經看到了抗疫勝利的希望”，但疫

情有可能會卷土重來，因此要繼續團結壹致努力抗疫。比斯卡拉強調說

，疫情得到控制後，秘魯經濟將得到發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秘魯人

民的生活質量將得到改善。

報道還指出，疫情大大改變了公司企業的工作方式，以及與客戶的

互動方式，消費者的付款方式也發生了改變。金融科技公司Mercado Pa-

go發現，自強制性社會隔離結束以後，秘魯的二維碼付款與2020年1、2

月相比，增長了1000%。

據Mercado Pago經理指出，這些付款方式使用頻率的增長，是由於

交易的快速和安全性，電子支付幫助秘魯成千上萬的企業在疫情期間繼

續開展業務。電子支付已成為繼續恢復秘魯經濟的關鍵，為買賣雙方帶

來了更多選擇。

此外，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秘魯民眾對在線購物的需求也大幅增

長，在線購物銷售額較往常增長了100%。

英無協議脫歐風險再增
蘇格蘭擬再謀“獨立”公投

英國下議院二讀通過壹項涉嫌違反

脫歐協議的市場法案，但該法案在英國

保守黨內部引發巨大爭議，也恐影響到

本就陷入僵局的英歐貿易談判。目前，

英國脫歐過渡期僅剩大約3個多月時間

，由於英國無協議脫歐風險不斷增大，

英國蘇格蘭地區也再度表達有意進行

“獨立”公投。

340比263票！
英國內部市場法案二讀通過
報道稱，約翰遜政府近期推出極具

爭議性的“國內市場法案”，擬廢除脫

歐協議中需在北愛爾蘭與英國本土設置

海關的要求，並大幅修改甚至否定脫歐

協議中關於國家補貼的政策。

14日，英國下議院議員在對就該法

案進行激烈辯論後，最終以340票比263

票的結果二讀通過該法案。目前，這項

提案已經進入委員會審議階段，約在壹

周之內，議員們將就議會是否應批準實

施提案中爭議最大的部分，展開辯論。

根據英國與歐盟達成的脫歐協議，

為防止英國脫歐後，英國北愛爾蘭及歐

盟國家愛爾蘭之間出現硬邊界，北愛爾

蘭將在脫歐過渡期結束後，繼續遵循某

些歐盟規則。

但約翰遜政府的“國內市場法案”提

出，假如英歐最終無法達成自貿協定，英

國將可單方面重新檢討北愛爾蘭貨物檢

查，以及對北愛爾蘭企業補貼等安排，不

過，這些內容被指違背脫歐協議。

此前，英國北愛爾蘭事務大臣布蘭

登· 劉易斯在下議院坦承，新法案將以

“具體而有限的方式”違背脫歐協議。

不過，英國政府堅持稱，法案只是“保

險措施”。

憂法案違反國際法
5名英國前首相反對
英國廣播公司(BBC)稱，作為壹項成

熟的國際條約，脫歐協議同時還是法律

協議。由於英國政府推出的新法案將違

反脫歐協議，所以也將違反國際法。

批評人士表示，背棄具有法律約束

力的條約將損害英國的聲譽和全球地位

。而歐盟顯然也希望英方放棄當前提出

的新法案。

據報道，14日的投票中，多名資深

保守黨議員拒絕支持該法案，其中包括

前財政大臣賈維德以及前總檢察長傑弗裏·

考克斯等，還有30位議員投了棄權票。

英國已有5名前首相先後表態反對

這壹法案。英國前首相卡梅倫表示，他

對新法案有“顧慮”，破壞國際條約應

該是“最終手段”。英國保守黨前首相

特雷莎· 梅及約翰· 梅傑，還有工黨前首

相托尼· 布萊爾和戈登· 布朗都譴責了該

計劃。

其中，托尼· 布萊爾和戈登· 布朗均

表示，新法案將使英國政府違背國際法

義務。

無協議脫歐風險變大
蘇格蘭揚言“獨立”公投
另壹方面，由於英歐貿易談判本已

停滯不前，多方擔心，英國政府推出的

新法案或使英歐關系進壹步轉冷，硬脫

歐的可能性不斷走高。有分析稱，壹旦

英國無協議脫歐，將導致邊界混亂、供

應鏈斷裂和食物短缺，使英國經濟進壹

步遭受重創。

目前，英國僅與日本、韓國等20個

國家及地區達成貿易協議，僅覆蓋壹成

貿易額。英國與歐盟及美國這兩大貿易

夥伴的貿易談判均陷入僵局。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警告稱，若約

翰遜政府故意違反脫歐協議，美國國會將

不會批準英美貿易協議。因此，壹旦約翰

遜政府強行通過了“國內市場法案”，英

國未來或將陷入更大的不確定性中。

蘇格蘭首席部長尼古拉·斯特金表示，

會竭盡全力在議會反對新法案，並揚言“只

有‘獨立’才能阻止約翰遜政府奪權”。

斯特金9月初曾宣布，將在2021年5

月議會選舉前，推出第二次“獨立”公

投草案。近日，她曾表示，新法案“在

任何層面上都令人厭惡”。

有分析認為，如果英國最終無協議

脫歐，蘇格蘭“獨立”問題將再次被置

於臺前，鑒於約翰遜曾多次表示不會允

許蘇格蘭再次進行“獨立”公投，屆時

英國局勢將更加動蕩。

亞洲開發銀行說亞太經濟體將出現近60年來首次萎縮

綜合報導 據德新社馬尼

拉消息，亞洲開發銀行當地

時間15日說，由於新冠病毒

大流行，亞洲和太平洋地區

的經濟體今年將出現近60年

來的首次萎縮。

總部設在馬尼拉的亞洲

開發銀行說，2020年該地區

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將下

降0.7%，這將是自上世紀60

年代初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報道說，預計該地區46

個經濟體中的大約四分之三

在2020年將出現負增長。不

過，預計2021年的經濟增長

率將升至6.8%，部分原因是

2020年經濟疲軟，但明年的

產出仍將低於大流行前的預

測。

據報道，亞開行說，中

國經濟逆勢增長，預計2020

年中國的GDP將增長1.8%，

2021年將增長7.7%。

報道說，在五個次區域

中，預計只有東亞在2020年

實現 1.3%的正增長，預計到

2021年東亞的GDP增長將恢

復到7%的強勁水平。

亞開行首席經濟學家澤

田康幸說：“新冠肺炎疫情

構成的經濟威脅仍然十分嚴

重，因為第壹波疫情的擴大

或反復可能會促使政府采取

進壹步的遏制措施。”

報道表示，除了新冠肺

炎疫情蔓延的風險外，其他

風險包括美國和中國之間的

貿易和技術沖突升級，以及

可能因新冠病毒疫情而加劇

的金融脆弱性。

俄反對派人士已能自主呼吸
俄官員：德方未與俄協作

綜合報導 正在德國接受治療的俄羅

斯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在其個人社交

網站賬戶分享了壹張自己坐在病床上的

照片，並說自己已能自主呼吸。同日，

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稱，德國未提

供有關納瓦利內目前身體狀況的信息，

也未就該事件與俄協作，俄方對此表示

不解。

據報道，納瓦利內在社交網站Insta-

gram上發照片並寫道，“大家好，我是

納瓦利內。我很想念妳們。我現在還是

很虛弱，但昨天我壹整天靠自己呼吸。

沒有借助呼吸機，甚至最簡易的通氣閥

也沒有使用”。納瓦利內的發言人證實

，他計劃返回俄羅斯。

另壹方面，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

斯科夫表示，“就納瓦利內的情況，俄

羅斯之前和現在對於合作和協同調查，

都完全是敞開的。為了推動調查，俄羅

斯必須與德國方面協作，獲取患者的組

織樣本。但由於某種原因，我們尚未從

德國方面得到答復”。

他還說：“這令我們很困惑，但我

們仍然對此抱有希望，既然法國專家和

瑞典專家已經有這樣的機會獲取組織樣

本，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的專家也獲悉分

析結果，那麽為何俄羅斯專家就不能拿

到樣本”。

納瓦利內是俄知名反對派人士。8

月 20日他在乘機前往莫斯科的途中突

然陷入昏迷，隨後飛機緊急迫降在鄂

木斯克。鄂木斯克當地醫生稱，未在

納瓦利內體內發現毒藥痕跡。此後納

瓦利內被專機接到德國柏林壹家醫院

接受治療。

9月2日，德國聯邦政府表示，德軍

方實驗室在對納瓦利內進行毒理學檢測

後發現其體內有“諾維喬克”類神經毒

劑的“明確證據”。9月14日德國政府

發布消息稱，法國、瑞典的實驗室通過

獨立分析，證實納瓦利內遭受了“諾維

喬克”類神經毒劑襲擊。

對此，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就納

瓦利內疑似中毒事件對俄羅斯作出沒有

依據的指控是不合適的。普京表示，俄

方希望德國提供納瓦利內的醫學檢測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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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全國多地蔓延 韓官方稱“形勢仍令人擔憂”
綜合報導 韓國疫情在全國多地

蔓延。韓國防疫部門稱，形勢仍令

人擔憂。

據韓國中央防疫部門統計，過

去24小時，韓國新增136例確診病

例，本土感染118例。自8月韓國疫

情反彈後，單日確診者壹度超過400

個，首都圈感染尤為嚴重。雖然最

近壹周新增趨勢有所放緩，但韓國

保健福祉部長官樸淩厚 12日稱：

“形勢仍令人擔憂。”

樸淩厚說，在全國提高防控等

級的嚴格措施下，單日病例始終未

能降至100例以下；且最近每天約

有20%的確診病例無法追蹤感染源

，意味著疫情仍在社區持續蔓延。

除首都圈疫情持續外，全國多

地出現集體感染。京畿道富川市兩

家直銷公司發生感染；大田市日前

舉行的壹個論壇出現感染者，截至

12日統計，已確診54人。

樸淩厚稱，2月韓國疫情第壹

次大流行主要集中在大邱，而當前

疫情在多地傳播，需要更嚴格的管

控措施。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副本部

長權埈郁12日表示，近期死亡率提

高，主要與高齡患者激增有關，要

求養老院等機構嚴格限制訪客。

目前，韓國全國社交距離限制

措施升為二級；首爾采取更嚴格防

控，如禁止連鎖咖啡廳堂食、禁止

21時後到餐廳就餐等。韓國政府表

示，將在評估當前疫情態勢、並盡

力推動經濟恢復的基礎上，決定是

否繼續延長加強版防控措施。

菅義偉執掌日本自民黨
日本政壇又迎平民首相

“令和大叔”終於正式“接棒”。14

日下午，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不出意

料地以壓倒性票數當選自民黨新總裁。他

將在16日接受任命，成為日本戰後第99

任首相。菅義偉擔任安倍的內閣官房長官

近8年，盡管出鏡率很高，但始終作為制

定和執行安倍政策的幕僚人物，如今他將

真正從幕後走向臺前。對於這位在日本政壇

罕見的農民的兒子、從小地方白手起家、非

世襲出身的日本準首相，各國輿論給予了特

別關註，認為他將不僅僅作為“安倍副本”

存在，或許給日本政壇帶來改革親民之風。

這位當年磨爛了好幾雙鞋終於選上市議員的

日本自民黨新總裁，在14日發誓“傾註我本

人的壹切，為日本和老百姓工作”。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14日對菅義偉當選日本自民黨新任

總裁並將成為下壹任日本首相表示祝賀。

壓倒性勝利
當地時間14日下午2時，自民黨舉行

參眾兩院議員大會。隸屬於自民黨的394

名國會議員和47個都道府縣支部聯合會各

3名代表先後進行了投票。約1個小時後，

自民黨總裁選舉管理委員長宣布計票結果

：投票總數為534票，候選人得票數為：

菅義偉377票，政務調查會長岸田文雄89

票，前幹事長石破茂68票。菅義偉的自民

黨總裁任期到明年9月底。

選舉結果公布之後，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登上主席臺致辭稱，菅義偉是令和

時代最合適的總裁，自己將作為壹名國

會議員支持菅義偉的工作。

緊接著，菅義偉上臺對安倍晉三表

示感謝：“面臨新冠肺炎疫情擴大這壹

國難，不允許出現政治空白。為了讓國

民過上穩定的生活，必須繼承首相安倍

晉三此前推進的政策。”他還說：“作

為秋田壹家農戶的長子而出生。邁進沒

有地緣和血緣關系的政治世界，壹切都

是從零開始的。這樣的我將擔任具有歷

史和傳統的自民黨總裁，發誓傾註我本

人的壹切，為日本和老百姓工作。”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報道，菅義偉

14日在自民黨總部坐上自民黨總裁的椅子之

後，面露微笑表示，“感到緊張和責任感。

太舒適了以至於讓人無法安定”。在當天下

午的記者會上，菅義偉表示將“打破縱向行

政”“打碎前例主義”，推動行政改革，建

立壹屆“為人民服務的內閣”。

日媒認為，菅義偉將面臨眾多需要解

決的課題。除了當下需要處理的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與經濟重啟並舉之外，東京奧運會能

否舉辦，如何讓日本地方充滿活力將是迫切

需要解決的問題，下壹步還需要考慮自民黨

高層和內閣成員等人事問題。

贊譽和質疑
日本首相多出自政治世家，在菅義

偉之前，只有菅直人、田中角榮等屈指

可數的幾位平民首相。菅義偉出生於日

本北部秋田縣，父親是壹位種植草莓的

農民。因此，外界對這位即將上任的新

平民首相給予了強烈關註。共同社稱，

市議員時代的前同事介紹菅義偉稱，

“當時就認為他像有四只耳朵似的有著

卓越的信息收集能力，精通政界財界的

事情”。去年春天因發布新年號被稱為

“令和大叔”提升了知名度。記者會上很

多時候他反復按照官僚準備的回答要領發

言，避免作出正面回答。他每天走路並鍛

煉腹肌，曾成功減肥14公斤，不會喝酒。

他的座右銘是“有誌者事竟成”。

《日本經濟新聞》稱，熟悉菅義偉

的人壹致認為他“律己守信”“會體諒

別人”。某房地產企業會長山田達從菅

義偉1987年參加橫濱市議會選舉時就開

始支持他，至今仍記得菅義偉每天在選

區內走訪200—300戶選民家庭的情形，

稱他當時磨爛了好幾雙鞋，“有的支持

者看不過去給他送鞋子”。

北海道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鈴木壹藤

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說，菅義偉有

望成為“安倍副本”。日本問題專家格羅

斯曼表示，菅義偉還沒有表現出“他在任何

方面真正背離安倍的路線，甚至在總體上脫

離自民黨主流。他的人生故事精彩……是

個白手起家的人。但問題是，他的個性能

在多大程度上表現出來”。CNN稱，作為

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被廣泛認為是壹個成

功的發言人，因為他能夠在準確傳達信息的

同時，不搶老板的風頭。但在高層工作中

，演講能力和個人魅力是重要的品質。

“無派別、非世襲出身，菅義偉的國

家領導力仍是未知數”，韓國《每日經濟

》的報道稱，菅義偉憑借成熟的“參謀能

力而非領導力”走上日本最高政治舞臺。

在安倍執政期間，菅義偉補足了首相出身

政治世家的缺陷，作為沒有政治根據地的

菅義偉，像不倒翁壹樣圓滑推動各項關系

民生的政策，而其業務推動力的核心就是

對日本官僚社會的掌控。與此同時，也有

批評觀點認為，菅義偉並沒有闡釋國家發

展前景和方向的領導力。

安倍政策的暫時延續
英國《金融時報》稱，菅義偉明顯

是憑借著他在安倍政府的履歷來競選的，

他的獲勝意味著，日本政府將繼續支持

央行的貨幣刺激政策，並與美國結成盡

可能密切的安全聯盟。菅義偉因推動安

倍壹些最重要的國內改革而備受贊譽，

例如締造中國人赴日旅遊熱潮的簽證改

革。但他在國際事務方面經驗稍顯不足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稱，菅義偉還需要

在日益自信的中國和反復無常的美國總

統之間的外交鋼絲上遊刃有余。安倍刻

意尋求與特朗普建立友誼。而菅義偉將

如何應對壹位正在為自己的連任而戰、

越來越善變的美國總統？安倍傳記作者

哈裏斯說，在擔任首相不到8年的時間

裏，安倍進行了81次出訪，“安倍在國

際舞臺上留下了大腳印，而菅義偉可能

很難做到這壹點”。

“韓日矛盾短期內看不到出口”，韓

聯社14日稱，隨著“日本進入菅義偉時

代”，韓日之間包括貿易紛爭在內的各種矛

盾短期內還將繼續，因為他很有可能全盤繼

承安倍晉三的內政外交衣缽。此前菅義偉就

將韓日矛盾觸發的原因歸咎於韓國法院對日

本殖民時期強制征用勞工賠償的判決，並主

張日本要堅決加以強硬應對。

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文化經濟學

院教授廉德瑰對記者說，安倍在各個

方面的政策，菅義偉應該暫時都會延

續，因為他是得到安倍和麻生太郎的

支持，才以鐵板釘釘的壓倒性優勢贏得

這次選舉，“所以他不可能否定安

倍”。廉德瑰說，現在中美對立，普

遍的看法是，日本想走中立路線，雖

然菅義偉並沒有說那麼明白，但他說

中日之間有壹些問題，需要解決，

“說這些話體現出他重視中日關系，

並將采取務實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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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國強在回應美台互動頻繁問題時表示，台灣是中國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

任何外來干涉。近期美國和民進黨當局加緊勾連，頻繁製造
事端，無論是以台制華，還是挾洋自重，這都是癡心妄想，
玩火者必自焚。中國人民解放軍有堅定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
敗一切“台獨”分裂勢力，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東部戰區：應對當前台海局勢必要舉措
隨即，東部戰區官方微博發布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張春

暉講話指出，近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
在台灣海峽進行戰備警巡和海空聯合演練，檢驗多軍兵種一
體化聯合作戰水平。有關行動是應對當前台海局勢的必要舉
措，有利於提高戰區部隊捍衛國家統一和領土主權安全的能
力。戰區部隊堅決履行職責使命，有信心有決心挫敗任何
人、任何勢力以任何形式策劃實施“台獨”分裂活動。微博
引發網友熱烈點評，東部戰區也在評論區對網友給予積極回
應。在網友“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留言下，
東部戰區回應稱：“中國的領土沒有一寸是多餘的；中國一
點都不能少！”

汪文斌在當日舉行的外交部例會上表示，這次演習是針對
當前的台海形勢，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採取的正當必要
行動。台灣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純
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任何以台制華，挾洋自
重的企圖，都注定是死路一條。”汪文斌嚴正指出，中方有
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夠的能力挫敗一切外部勢力干涉
和“台獨”分裂行徑，堅決捍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美台互動頻繁，繼美國衞生部長阿扎8月訪台後，美國
副國務卿克拉赫17日至19日率團訪台，台媒大肆炒作，稱
“這是美國國務院自1979年以來，訪台最高層級官員”。
此外，美國對台軍售對抗大陸的傳聞也一直不斷。

台媒：解放軍軍機頻現多地空域
台灣方面一邊緊抱美國大腿，一邊密切關注解放軍動

向。日前有台媒報道，炒作解放軍軍機在9月的9日、10
日、13日、16日連續多次進入台西南空域。18日上午，
台媒報道稱，解放軍軍機早上頻繁出動，連續出現在台
灣西南、西部、北部及西北空域。台灣當局空軍各基地
各型戰機更罕見緊急起飛達17次之多，部分台灣空軍聯
隊戰機起飛頻率之高創成軍以來紀錄，花蓮基地除了警
戒機及預備機全部升空外，地面還不斷有其他F-16戰
機遞補待命，整個基地內相當忙碌，還出現“漢光演
習”也不常見的緊急掛彈畫面，氣氛顯得格外緊張。
台灣防務部門在18日下午對媒體披露，當天總計有
18架解放軍戰機出現，包含轟-6轟炸機2架、殲-16
戰鬥機8架、殲-11戰鬥機4架、殲-10戰鬥機4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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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

京報道）近段時間美台互動頻繁，

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任國強9月

18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證實，從

18日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

區在台海附近組織實戰化演練。發言人強調，這

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採取的正當必要行

動。隨即，解放軍東部戰區官微發聲，指出有關

行動是應對當前台海局勢的必要舉措，有利於提

高戰區部隊捍衛國家統一和領土主權安全的能

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亦作出回應，指

“任何以台制華，挾洋自重的企圖，都注定是死

路一條”。

解放軍從18日起在台
海附近組織實戰化演練，
評論指這是解放軍一次針
對美台勾連的軍事行動。

有軍事專家和台灣問題專家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國防部明確表示這是針對“當前台
灣局勢”，足見台海形勢已經十分緊張，
而造成台海危機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國和台
灣當局相互勾連。如果美台再進一步玩
火，逼迫中國大陸，那麼台海局勢絕不只
是擦槍走火的危險，將是對“台獨勢力”
的致命一擊。

通過實戰演練下最後通牒
軍事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平指

出，台海危機已經到了十分緊張的階段，
特別是美國高官不斷訪台，挑釁一中原
則，踐踏三個聯合公報，中美關係的基石
正不斷被美國侵蝕。因為台灣問題，中美
關係正進入到一個非常危險地帶，整個中
美關係很可能因為台灣問題出現惡化，甚
至是嚴重倒退，國防部宣布實戰化演練也
是提醒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不要再進一步玩
火，否則的話，台海局勢將難以預測。

“可以說解放軍演練就是一次實戰綵
排，因為現在單是震懾已經無法阻止域外
勢力和‘台獨’勢力。解放軍當前加大軍事
鬥爭準備，瞄準的就是如何剷除‘台獨’，
制止‘台獨’。現在所有演練都是立足於實
戰，可以隨時轉化為實際的軍事行動。解
放軍通過這種方式來給‘台獨’分子下最後
通牒。”宋忠平認為，台海局勢越來越不
太平，主要原因就在於美國不斷給“台獨”
分子撐腰打氣。“如果台灣當局在美國的

支持之下一意孤行，妄圖走‘獨立’路徑，
解放軍將被迫採取非和平手段來解決台灣
問題。”

陸對台政策取決於美台關係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研究所所

長朱松嶺則表示，台灣民進黨重新上台以
來，拒不承認“九二共識”，明確跟大陸對
着幹。美國在通過“台灣旅行法”和“台北
法案”之後，不斷推進美台官方交往，維護
台灣當局的所謂“邦交國”，幫台灣當局穩
固和拓展對外關係，美台關係越來越近。這
些做法，在中國大陸引起了民意的強烈反
彈，要求中央改變和平統一方針的聲音越來
越高。

“這是美國咄咄逼人的結果，也是島內
‘台獨’猖獗的結果。說白了，就是美國和
台灣當局逼的。如果美台繼續接近，繼續逼
中國大陸武統民意上漲，未來台海繼續維持
和平、美國繼續保持西太平洋地區既有利益
的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如果美國不逼得這
麼緊，美台之間依然能保持民間經濟交流，
未來大陸的對台政策應該還會繼續穩定。未
來怎麼走，大陸政策會不會變，取決於美國
的動作，也取決於‘台獨’是否觸犯《反分
裂國家法》。兩岸之間不會擦槍走火，但是
一旦把中國逼迫到一定地步，台海必有一
戰。”

朱松嶺認為，解放軍正在舉行的實戰化
演習就與美國副國務卿訪台有關，也表明中
國人民解放軍有實力、有準備，為了捍衛國
家主權領土完整，會不惜一切代價。“美國
別把中國逼急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北京報道

台海如有一戰，必是美台逼的
��
/1

■■ 88月月99日日，，東部戰區陸軍某旅組織兩棲裝甲分東部戰區陸軍某旅組織兩棲裝甲分
隊開展海上編波等課目訓練隊開展海上編波等課目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據中國常駐
聯合國代表團網站消息，9月17日，中國常駐聯
合國副代表耿爽大使就媒體報道美國常駐聯合國
代表克拉夫特大使16日同“駐紐約台北經文
處”負責人共進午餐向美國常駐團提出嚴正交
涉。

耿爽表示，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
方往來，這一立場是一貫、明確的。美國常駐聯
合國代表克拉夫特作為美政府高官同“駐紐約台

北經文處”負責人接觸，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以及聯大第2758號決議，
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耿爽強調，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認清
台灣問題高度敏感性，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以及聯大第2758號決議，慎
重處理涉台問題，不要給中美關係和兩國在聯合
國的合作製造新的困難。

■■ 東部戰區海軍某驅逐艦支東部戰區海軍某驅逐艦支
隊隊88月赴東海某海域展開多個月赴東海某海域展開多個
實戰化科目訓練實戰化科目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東部戰區海軍某護衛艦支隊的訓練編隊近日開展海空聯
合訓練。 網上圖片

華駐聯國代表：
反對美台官方往來 促美恪守一中原則

■■ 東部戰區海軍某護衛艦支隊的訓練編隊東部戰區海軍某護衛艦支隊的訓練編隊
的艦艇在近日訓練時開火射擊的艦艇在近日訓練時開火射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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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近期雖有緩

和，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18日預期，冬季將迎來第四波疫

情，並將較第三波嚴峻，故公布一

系列防疫措施，包括繼續嚴格實施入境防疫管制措施，同時加強病毒檢

測，而特定群組的檢測計劃將恒常化，並增加備用檢疫及隔離設施。同

時，特區政府最少會預先採購兩款來自不同製造商及平台的疫苗，及採購

最少全港兩倍人口的疫苗劑量，確保即使每種候選疫苗未必成功推出市

面，都有足夠劑量供應全港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港冬季或爆第四波 防疫不放鬆
食衞局：特定群組檢測恒常化 將購人口兩倍疫苗量

香港文匯報訊 在18日舉行的2020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
政首長聯席會議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是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下的重大發展戰略，將帶動
泛珠三角區域發展。積極參與大灣區發展，是香港特區在疫情
後恢復經濟動力的重點方向。

是次聯席會議在海南省三亞市召開。為處理香港疫情防控
工作，林鄭月娥與香港特區政府相關官員留港以視像會議形式
參與聯席會議。

會上，林鄭月娥與泛珠省區行政首長就後疫情時代攜手推
動泛珠區域合作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交通運輸網絡，以及
共建制度集成創新平台等議題進行討論。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一直積極加強香港在推進大灣區
建設的角色，其中的重點範疇包括鞏固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
位，以及推廣香港的高增值海運服務。她亦表示，專業服務是
香港的優勢，尤其是在金融和法律方面，期望香港的專業服務
能協助泛珠企業開拓更大海外市場。

她續說，新冠肺炎疫情突顯發展和推廣科技應用的重要
性，亦肯定了香港科技創新產品和方案打進海外市場的潛力，
增強香港在大灣區發展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信心。香港特區
政府正向海外市場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香港如
何應用科技抗疫，並樂意與泛珠省區分享相關經驗。

林鄭月娥還表示，香港過去一年多經歷了艱難時期，感謝
中央政府及泛珠省區對香港的支持，並特別感謝廣東、廣西和
福建派出支援隊，協助香港特區政府順利完成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為接近180萬港人進行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

新增兩本地確診 無源頭不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25日將開會審議54億
元（港元，下同）對防疫抗疫基金的注
資，以推出紓困措施，及用於採購和注射
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的約84.4億元
等一系列撥款，以增強香港整體的防疫抗
疫能力。除有關項目外，當日會議會審議

的撥款還包括向香港食物及衞生局（衞生
科）提供追加撥款近20.2億元，以支援醫
院管理局應對冬季服務高峰期或下一波疫
情，以及開設一筆約1.04億元的新承擔
額，設立專項基金以推出特別支援計劃，
協助受疫情爆發期間實施的出入境限制影
響而未能如期回港前往醫管局覆診的慢性

病患者，於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接受資助的
跟進診症服務。

同時，港府會增加近1.3億元的撥款
以滿足對短期食物援助增加的需求，及將
綜援計劃下的援助失業人士特別計劃由今
年12月1日延長6個月至明年5月31日，
為受影響的市民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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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財會將審54億防疫基金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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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當日在記者會上介紹最新防控策略
時表示，社區仍有隱形傳播鏈，故不會

如6月時大幅放寬限聚令等社交距離措施，
並預計第四波疫情於冬季出現，且過去疫情
一波較一波嚴重，故政府會繼續進行六方面
工作，包括跨境管制、加強檢測、追蹤緊密
接觸者、隔離措施、社交距離及疫苗採購。

在跨境管制方面，她表示，為防輸入個
案，特區政府不會放寬跨境管制與入境檢
疫。衞生署會密切監察全球疫情發展，以訂
定極高風險地區名單，調整抵港人士的檢疫
檢測安排。

加強檢測是重要一環，陳肇始指出，經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巿民對檢測效果有更多
了解，而公營檢測服務檢測量已增至每日
7,000個樣本，衞生署和醫管局有需要時會向
私營化驗所採購檢測服務，加強檢測能力，
而私營機構檢測量同樣有提升，必要時可協
助處理數萬個樣本檢測。

院舍運輸業等將重複檢測
特區政府亦會將特定群組檢測恒常化，

包括安老院舍、殘疾者院舍、護養院的員
工；公共交通工具司機（含的士司機）、餐
飲業務前線員工、街市攤檔從業員；屠房工
人及貨櫃碼頭指定前線員工，會視乎需要安

排定期重複檢測，倘出現一些群組爆發，會
按風險評估推行緊急群組檢測，盡快識別患
者及阻止傳播鏈。

同時，港府會提升追蹤密切接觸者人手
效率，如借調公職人員至追蹤接觸者的團
隊，加強追蹤確診人士的密切接觸者，香港
食衞局聯同創新及科技局及其他部門則正研
究開發專為追蹤工作而設的內部資訊平台，
連繫多個相關部門或機構和現有資訊系統，
以電子方式統一收集資料，簡化以人手為主
的資料搜集、輸入和分享程序，加快追蹤工
作。

竹篙灣檢疫中心本月增700單位
在隔離設施方面，陳肇始表示，竹篙灣

檢疫中心第二期本月竣工，將提供700個單
位，第三及第四期則在年底前落成，屆時提
供多2,000個單位；政府會重新徵用鯉魚門公
園及度假村作檢疫中心，並租用整棟酒店供
密切接觸者入住，預計駿洋邨第一至第三座
本月底停用，下月中交還給房委會後，今年
底前仍會有超過4,000個單位作檢疫用途，以
應付下一波疫情。

現有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可提供約900
張病床，香港正透過中央政府的支援，擴展
亞博社區治療設施，爭取數周內額外配置約

1,000張病床，並在四個月內於鄰近亞博館約
3公頃土地上興建臨時醫院，提供可容納逾
800張病床的負氣壓病房。

將加強對食物業處所執法
特區政府還會加強院舍感染防控，以及

加強對違例的食物業處所嚴厲執法，如警方與
食環署今日便到酒吧等食物業處所採取聯合行
動。陳肇始又說，特區政府已預留84億港元
資金，以“雙管齊下”的策略採購疫苗，除
參與涵蓋香港35%人口的COVID-19疫苗全
球獲取機制（COVAX機制 ），作為照顧最
脆弱群組的安全網外，同時最少會預先採購
兩款來自不同製造商及平台的疫苗，並採購
最少全港兩倍人口的疫苗劑量，確保即使每
種候選疫苗未必成功推出市面，都有足夠劑
量供應全港市民。

■■ 陳肇始表示陳肇始表示，，不會大幅放寬限聚令等不會大幅放寬限聚令等
社交距離措施社交距離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港府將加強對違例的食物業處所港府將加強對違例的食物業處所
嚴厲執法嚴厲執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林鄭月娥（右四）在政府總部通過視像會議參與2020年泛
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

■18日新增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當中
兩宗為本地感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18
日新增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當中兩宗
為本地感染，均與早前確診個案相關，包
括觀塘和樂邨鐘聲慈善社女文職人員的55
歲女性家人，以及旺角創興廣場盈館員工
的24歲女性家人，其中一人在九龍灣
Megabox的Aeon任職售貨員，另一人則為
恒生銀行土瓜灣分行的客戶服務員。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18日公布香港新增
的確診個案，除兩宗為本地感染外，另一
宗為輸入個案，為英國抵港的51歲女子，
她9月6日已發病。香港18日並沒有源頭
不明個案，連同新增的3宗個案，香港累
計已有4,996宗確診個案和一宗疑似個案。

在本地個案中，一名55歲在九龍灣
MegaBox工作的AEON女售貨員（個案
4995）12日已發病，而她與17日確診的
57歲觀塘和樂邨鐘聲慈善社女文職人員
（個案4989）是同住家人，居於油塘油
塘邨美塘樓。AEON永旺（香港）本周
三（16日）已公布MegaBox分店一樓內
衣部一名員工初步確診，而分店因此暫
停營業兩天，徹底清潔及消毒，至18日

恢復營業。
另一確診的恒生土瓜灣分行24歲女客

戶服務員，則於16日發病，她是旺角創興
廣場七樓食肆“盈館”52歲女確診員工（個
案4992）的家人，居於砵蘭街300號。

恒生銀行17日表示，土瓜灣分行有女
員工初步確診，分行當日起暫時停止服務
14天，並已進行深層清潔及消毒，而該名
染疫員工本周三上班前探測體溫正常，工
作期間全程佩戴口罩，而該行亦已安排分
行其他員工接受深喉唾液測試，以及在家
自我隔離14天。

另外，香港再有確診患者離世。香港
醫管局18日公布，瑪嘉烈醫院一名81歲確
診男病人（個案4630）17日不治。病人本
身有長期病患，上月19日因肺部感染及心
跳異常入院治療，其後確診染疫，衞生署
周四解除其隔離令，惟病人因細菌性肺炎
病情惡化，延至17日晚8時44分離世。連
同這名病人，至今累計有103名確診患者
死亡，當中102人於公立醫院離世。

另外，香港大學兩名在醫學院實驗
室工作的職員17日晚送院接受新冠病毒
測試，校方已安排清潔和消毒兩人工作
的地點。消息指其中一名技術人員初步
確診新冠病毒，經覆檢後呈弱陽性，病
毒量低，另一人初步呈陽性，但經覆核
則為陰性。有指呈弱陽性的技術人員，
本周未有處理過實驗室樣本，她曾在上
周四的定期病毒檢測中呈陰性，相信是
在社區受感染。港大學生會則指確診人
員在實驗室工作期間一直有戴口罩，無
與其他職員或學生有密切接觸，同層工
作人士要強制接受檢測，其他曾到訪人
士亦可主動要求接受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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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
福遍郡華裔共和黨黨員及候福遍郡華裔共和黨黨員及候

選人選人，，在僑灣社會長浦浩德的發動下在僑灣社會長浦浩德的發動下，，昨天昨天（（99月月
1919日日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糖城百佳超市前停在糖城百佳超市前停
車場車場，，分發競選看板分發競選看板（（yard signs ),yard signs ), 為共和黨候選人為共和黨候選人
助選助選。。其中有共和黨州議員候選人其中有共和黨州議員候選人 Jacey Jetton ,Jacey Jetton , 及及
張晶晶等多人到分發現場取走看板以示支持張晶晶等多人到分發現場取走看板以示支持。。

福遍郡華裔共和黨黨員及候選人
昨在糖城百佳超市前分發看板助選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安良工商會休士頓分會、世
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共同主辦的 「國慶醫療講座」於昨天
（9月19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起在僑教中心203室舉行。因為
在疫情期間，僑教中心嚴格遵守美國政府規定，現場除主辦單位
及主講人、貴賓，不到十個人，其餘觀眾全部在線上聽講、觀看
。

講座在下午二時準時開始。首先由主辦社團安良工商會休士
頓分會、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江麗君介紹當天現場出
席的貴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國慶籌備會主委何怡中、松年
學院董事長陳美芬及夫婿陳清亮夫婦，而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
處長也隨後趕至，他之前正與路州首府貝塘日市女市長會晤。
江麗君會長隨即介紹當天的主講人毛志江醫師，在休士頓內科行
醫近四十年，並兼任三所醫院醫務總監十八年，日前已退休，他
仍關心國人的健康，已發表數十篇的論文及專題演講，在僑界頗
富盛名。

毛志江醫師主講： 「人體免疫系統 」，他談（一 ）人體免
疫系統之重要性，免疫系統，非常複雜且完善。（二）免疫系統
之老化：細胞老化，一定要去除，才能汰舊換新。（三）身體的
兩種免疫：包括先天免疫，及後天兔疫。（四）免疫細胞，補體
系統及細胞荷爾蒙。其中免疫細胞包括：自然殺手細胞、巨噬細
胞、毒細胞、純淨細胞、T- 記憶細胞及淋巴球（T & B ); 補體
系統：包括20種不同的蛋白質；細胞荷爾蒙（Cylokine ) 老化細
胞所分泌，加深慢性發炎。（五）免疫細胞大約數量：大約每一
CC 有 4200 萬個白血球，白血球在對付身體發炎時可從每 CC
400萬個增至2500萬個以對付發炎。（六 ）目前現代醫學對付
COVID 19 的缺失，大致在於人們欠缺自身的抗病能力，再加上
各國政策誤導全世界人民，讓全世界經濟隨之陪葬。其實，我們

只要（1 ）生活健康（2 ）睡眠充足
（3 ）沒有不良嗜好 （4 ）服用天然
的補充劑 （5 )如普爾茶、靈芝、中藥
鹿茸，尤其經常喝普爾茶，對抗CO-
VID 19 有效。（ 七 ）中華醫學及中
藥的契機：美國研究中藥的功能，其
結果令全世界驚艶。證明中藥有效，
尤其在美國作合乎科學要求的實驗之
後。另外，毛醫師也提到，維他命D,
可防癌，並幫助身體對鈣的吸收，還
有，薑黃素也一樣好。毛醫師特別提
到，身體 「發炎」，對身體有好處，
急性發炎，可召集全身所有的免疫細
胞。

毛醫師在回答觀眾提問 「先天和
後天的免疫系統」時談到：先天的免
疫細胞白血球，在血液中循環，可吞
食外來的病毒，如淋巴球T, 而B 細胞
會產生抗體，一定要到抗原才會發生
，因此，先天是很強，而後天較緩慢
，仍非常強。

在問到 「疫苗 」時毛醫生回答：
現在還無法出來，即使出來，仍受質
疑。用抗原作 「疫苗 」，作出來是否
可用 ? 很難說。

在觀眾問到美國食物那些對免疫有效？ 毛醫師首選蔬菜、
水果，因為它們能保護我們身體不發炎，很多疾病可無藥而癒。

而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也在會中提到綜合維他命、Omica
3, 及按摩小穴道耳朵、手掌等，都可增加自己的抵抗力。最重要
要注意安全，他要僑胞在疫情期間要保護自己的健康，有美好、
安全的環境。

安良工商會暨世界廣東同鄉會主辦國慶醫療講座
毛志江醫師主講： 「人體免疫系統 」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圖右為福遍郡共和黨候選人及支持者昨合影於圖右為福遍郡共和黨候選人及支持者昨合影於 「「福福
遍郡華裔共和黨遍郡華裔共和黨」」 分發競選看板攤位前分發競選看板攤位前。（。（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圖左圖左（（左起左起））共和黨州議員候選人共和黨州議員候選人Jacey Jetton ,Jacey Jetton ,
「「僑灣社僑灣社」」 會長浦浩德會長浦浩德，，張晶晶等人在張晶晶等人在 「「福遍華裔福遍華裔
共和黨共和黨」」 攤位前攤位前。（。（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昨天圖為昨天（（99月月1919日日））下午舉行的下午舉行的 「「國慶醫療講座國慶醫療講座」」 現場出席代表現場出席代表：：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羅
復文處長復文處長（（中中），），主講人毛志江醫師主講人毛志江醫師（（左三左三），），主辦社團安良工商會主辦社團安良工商會、、世界廣東同鄉會世界廣東同鄉會
會長江麗君會長江麗君（（右三右三），），國慶籌備會主委何怡中國慶籌備會主委何怡中（（右二右二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左二左二 ））
，，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董事長陳美芬董事長陳美芬（（左一左一）、）、陳清亮陳清亮（（右一右一））夫婦夫婦。（。（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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