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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自美國總統川普確診後
，多名與他同行的議員與接近人士2日陸續
傳出確診，恐已出現新的新冠風暴。而剛
舉行總統大選首場辯論所在地的俄亥俄州
克里夫蘭市政府聲明，目前已有確診11人
與該場辯論會有關，而白宮也下令員工應
在白宮公共區域內配戴口罩，且除了必要
之外，停止前往在西翼辦公室辦公。

根據克里夫蘭市政府2日聲明表示，已
得知有11起新冠病例與辯論會前置作業有
關，大多並非俄亥俄州的居民；不過目前
並未傳出有居民因這場辯論會而接觸病毒
，但相關結果仍可能依調查而改變。此外
，因總統辯論會染疫的病例仍可能持續旅

行中，克里夫蘭市政府正與州衛生單位以
及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合作，並已採
取應對措施。

此外，據路透社報導，美國國安會2日
透過郵電表示，要求白宮全體員工在公共
區域內戴上口罩，且除了有面對面商議需
求之外，同時要求員工停止前往總統橢圓
辦公室、戰情室以及總統與內閣的會議室
等組成的 「白宮西翼辦公室」訪問辦公。

報導指出，雖然在先前白宮傳出有工
作人員確診時，川普一度下令全員必須戴
上口罩，但執行規定相當鬆散，由於川普
本人不常戴，導致多位在白宮內的川普政
府要角也不戴。

((路透社路透社))

白宮嚴令戴口罩白宮嚴令戴口罩 停訪西翼辦公室停訪西翼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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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蘇丹過渡政府與反政府武裝
3日在南蘇丹首都朱巴簽署最終和平協議，以
結束長達17年的敵對狀態。

蘇丹主權委員會主席布爾漢代表蘇丹過渡
政府簽署協議，反政府武裝聯盟“蘇丹革命陣
線”旗下多支武裝領導人簽署了協議。協議內
容涉及權力和財富分配、安全、司法以及幫助
流離失所者返鄉等。

南蘇丹總統基爾、乍得總統代比、埃塞俄
比亞總統薩赫勒-沃克.祖德以及沙特阿拉伯、
卡塔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美國等國代表出
席了協議簽署儀式。

蘇丹過渡政府與“蘇丹革命陣線”8月31

日簽署初步和平協議。這被視為蘇丹朝著在衝
突地區恢復和平邁出的重要一步。

達爾富爾地區武裝組織2003年起對抗蘇丹
政府。南科爾多凡州和青尼羅河州2011年開始
出現武裝叛亂，“蘇丹革命陣線”於當年組建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2007年授權在達爾富爾
部署聯合國和非洲聯盟駐蘇丹達爾富爾特派團
。 2019 年 4 月，時任蘇丹總統奧馬爾.巴希爾
領導的政府被軍方推翻，蘇丹過渡政府數月後
成立，開始與達爾富爾等地區武裝組織和談。
南蘇丹政府2019年下半年以來斡旋並主持蘇丹
政府與“蘇丹革命陣線”的和談。

（綜合報導）據日本共同社報導，日本防
衛省2日深夜發布消息稱，俄羅斯1架“米-8
”直升機當天中午12時25分左右，侵犯了北
海道知床岬附近的日本領空。航空自衛隊戰機
緊急升空應對，向直升機發出警告，要求其離
開領空。

日本防衛省表示，日方拍攝到的直升機機
身為黃色，還可以看到紅十字標誌，可能並非
隸屬俄軍。直升機或許是誤入了日本領空。在
數分鐘後飛離領空，也沒有挑釁行為等。日本
政府通過外務省向俄政府提出了抗議。報導還
稱，去年6月，俄方轟炸機進入了日本沖繩縣
南大東島和東京都八丈島附近；同年7月，俄
羅斯空中預警機進入了韓國實際控制的竹島
（韓國稱獨島）附近。

實際上，疫情期間，俄羅斯日本之間軍事
動作不斷。俄塔斯社稱，今年3月份，隸屬於
俄軍航空航天部隊的2架圖-95MS戰略轟炸機
，對日本海和西北太平洋地區進行巡航。俄聯
邦國防部隨後發布聲明稱，俄軍戰略轟炸機的

巡航時間“超過9個小時”，在靠近日本本土
時，日本航空自衛隊“緊急升空”戰鬥機，對
俄轟炸機進行監視與伴飛。此後不到一個月，
日本防衛省發布消息稱，當地時間4月9日，
俄羅斯兩架伊爾-38反潛機從雙方長期以來都
存在爭議的北方四島方向飛來，進入日本海、
鄂霍次克海和太平洋上空進行巡航行動，日本
航空自衛隊緊急出動戰機，對其進行了監視與
伴飛。

另據日本媒體報導，日本首相菅義偉9月
29日晚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了首次電話會談
電話，會談持續了約20 分鐘，由日方提議舉
行。菅義偉在會談中稱：“希望使日俄關係整
體取得發展。不把北方領土問題推給下一代，
將為此畫上句號。” 據悉，前首相安倍把一
攬子歸還四島的基本原則改為“先行歸還兩島
”或“移交兩島”，力圖為領土談判打開局面
，但未拿出成果就已下台。分析稱，俄羅斯寫
入“禁止割讓領土”條款的憲法修正案於今年
7月生效，日本對俄交涉形勢愈加嚴峻。

俄直升機侵犯日本領空
自衛隊戰機緊急升空應對自衛隊戰機緊急升空應對

蘇丹政府與反政府武裝簽署最終和平協議

川普總統在宣佈感染新冠病毒後曾短暫工
作，隨後因突然出現疲倦與呼吸困難等症狀，
緊急由專機送往國家軍事醫學中心進行治療。
外界有人質疑其真實性，認為川普從染病到住
院皆是打悲情牌以爭取總統大選的同情票,但我
並不相信川普那麼權謀, 就像我不相信郵寄投
票會有人做假一樣。

根據CDC疾控中心統計，65歲至74歲之
間的老人在感染新冠後需住院治療者是年輕羣
體的5倍；而死亡風險更是18-29歲年輕人的
90倍,川普今年已74歲，所以屬新冠高危險人
羣, 在他今年 4 月的體檢報告中，體重指數達
30.5，面臨着肥胖問題,現在我們唯一要做的就
是祝福他早日康復,等他出院後讓一切國務恢復
正常, 在他出院前, 國會的大法官提名程序應立
即停止, 副總統辯論也不宜進行, 討論總統接班
人的事更不妥, 我們應深切檢討為什麼醫學公
衛最先進的國家為什麼處理新冠疫情束手無策
連國家元首都保護不了！

據 CNN 統計，川普在感染前一個禮拜，
到過五個城市，在這期間內與他一起參加活動
有過接觸的人共有23人確診感染：當中除了川
普夫婦外，還有川普競選經理和助手、前白宮
顧問、共和黨主席、兩名共和黨聯邦參議員、
聖母大學校長、三名白宮記者以及十一名川普
競選團隊人員，上述這些人大多於上星期六在
白宮參加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巴瑞特的發
佈會以及川普的造勢大會, 由此可證群聚場合
是病毒感染的途徑, 川普如沒有堅持提名新的
大法官以及遵照 CDC 的社交距離規定，不舉
辦現場造勢大會的話，他們都可倖免於難, 不
過現在說來為時已晚, 我們只能從此事吸取教
訓, 嚴禁再舉行大型活動。

據華盛頓大學預測，美國新冠死亡人數於
今年底可能達到37.5萬,如果防疫措施放鬆，死
亡人數將達43.7萬人,這些數字真是讓人觸目驚
心, 縱使疫苗研製出來了, 我們的防疫工作還有
一段艱險的路要走啊！

【李著華觀點:只有祝福,唯有等盼--
十月驚奇: 總統入院】



AA33要聞3
星期日       2020年10月4日       Sunday, October 4, 2020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川普總統週五下午六時已經住進瓦特
里海軍醫療中心，白宮方面表示， 這並非
是緊急救醫而是要總統得到進一步的療養
， 川普總統昨天是自行走向直昇機， 而不
需要人摻扶，第一夫人仍在白宮休息只是
有輕微咳嗽及頭痛。

民主黨挑戰者拜登在得知川普進到醫
院之後，立即把一些攻擊性負面廣告下架
， 並在推特上希望川普夫婦早日康復。

根據美國憲法第二十五條修正條文，

川普總統可以在其無法執行政務時，通函
參議院由副總統代行職權， 一直到他認為
可以復職。

川普不幸染上病毒 ，对他的選情將是
重大之打撃 ，這充分証明他在防疫工作上
是彻底失敗。

世界都在關注美國政情之發展 ，我們
期盼川普早日康復 ，十一月三日之大選能
圓滿舉行 才是國家之福也。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0303//20202020

President Trump arrived Friday evening at
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
15 hours after he had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The White House said the move
was precautionary and not the product of an
urgent deterioration in Trump’s condition.

Trump walked out of his residence in the White
House without assistance and displayed no
outward signs of illness.

White House spokeswoman Alyssa Farah said
there has been no transfer of power to Vice
President Pence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was
still in charge. Pence is working at his own
residence and remains in good health.

First Lady Melania who also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remains well with only a mild
cough and headache.

Moments before Trump was heading to Walter
Reed,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Joe
Biden said he was suspending all negative
campaign advertising for the time being.

According to the 25th Amendment, Trump
could make a determination for transfer of
power from himself with a letter to the Senate
to formally hand over power to the Vice
President who would then govern until Trump
informed the Senate that he was taking power
back.

The most significant problem for Trump is that
his COVID-positive diagnosis will prove almost

impossible for him to
effectively handle the
health crisis.

The full extent of the
political fallout of the
situation remains
unclear and depends
on the severity of
Trump’s illness. But
the whole world is still
watching.

President Trump Is In The HospitalPresident Trump Is In The Hospital世界正高度注視美國政情世界正高度注視美國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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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疫情升溫
防疫限制下政府推新就業保障計劃

英國新增6634例新冠確診病例，為

疫情暴發以來的最高單日新增病例數。

多所英國高校在秋季開學後暴發群聚感

染事件，英國政府目前已收緊防疫措施

，同時相應推出新就業保障計劃。

多所高校暴發疫情

學生或被限制聖誕節返家
英國高校秋季學期9月份開始以來

，多所高校出現學生集體感染事件。情

況最嚴重的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截至

24日已有至少124人感染，逾600名學生

正自我隔離。利物浦大學本周已報告87

例確診病例，包括80名學生和7名學校

工作人員。鄧迪大學發現壹例確診病

例後，要求 500 名學生自我隔離。華

威大學、巴斯大學等十余所高校也出

現疫情。

英國大學和學院工會(UCU)指出，各

大學相繼暴發疫情，證明現階段開放校

園並不可行。英國政府突發事件科學咨

詢小組則表示，如今讓學生返鄉會造成

傳播病毒風險，因此建議他們今年聖誕

假期也不要回家，而是繼續待在學校。

英國衛生部長漢考克24日也表示，

當局不排除限制大學生在聖誕節期間不

許離開校園回家過節的情況，以減少病

毒傳播的可能性。

英政府宣布新“工作支持計劃”
保證員工可領約75%薪水
英國今年3月23日宣布禁足令。當

時為彌補對員工生計造成的損失，政府

宣布負擔受影響員工最多80%薪水，上

限每月2500英鎊，但這項“工作保留計

劃”將於10月31日到期。

不過，隨著英國疫情升溫，約翰遜

22日宣布，為了控制第2波疫情，從24

日起，英格蘭地區的餐館、酒吧必須在

晚上10時結束營業，並呼籲民眾盡可能

在家工作。這些新防疫措施或需實行6

個月。

為避免民眾失業，英國政府 24日

宣布“工作支持計劃”，讓受影響員

工保證可領約 75%薪水，時間長達 6

個月。

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表示，工作支

持計劃是範圍更大的“冬季經濟計劃”

當中的壹部分。根據官方數據，目前大

約有近300萬名員工正在放有薪假，約

占英國總工作人力的12%。工作支持計

劃將與工作保留計劃無縫接軌，從11月

1日起實行。

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間貿易出口下滑
專家呼籲消除內部貿易壁壘

綜合報導 歐亞經濟聯盟各成員國今年1-7月相互貿易出口均出現下

降，專家呼籲消除內部貿易壁壘。

歐亞經濟聯盟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哈薩克斯坦、吉

爾吉斯斯坦五個成員國。據國際文傳電訊社報道，該組織本周發布的最

新統計顯示，今年1-7月，俄向聯盟其他成員國出口182億美元，進口

102億美元，實現貿易順差80億美元，是聯盟中唯壹保持貿易順差的國

家。

引起各方註意的是，聯盟各成員國1-7月相互貿易出口均出現下降

：哈薩克斯坦下降19.6%、俄羅斯下降14.9%、白俄羅斯下降6.2%、亞美

尼亞下降15.9%、吉爾吉斯斯坦下降23.5%。

據哈薩克斯坦阿塔梅肯商業電視臺報道，在近日舉行的關於歐亞經

濟聯盟發展的專家座談會上，與會者壹致呼籲該組織致力於消除內部貿

易壁壘及打造共同價值觀。

哈薩克斯坦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阿魯波夫表示，目前歐

亞經濟聯盟成員國間存在61項貿易限制措施。按照相關組織的估算，每

取消壹項限制措施將帶來1億美元的收益，“但2018和2019年僅取消了

6項限制措施”。

羅莎· 盧森堡基金會中亞地區代表處專家切爾內赫表示，在促進經

濟壹體化的同時，歐亞經濟聯盟國家應達成新的意識形態共識。“衛國

戰爭勝利是目前各國唯壹的共識，”她說，“我們需要打造新的共同價

值觀”。

阿拉木圖商業管理大學國家政策與法律教研室專家古別爾特表示，

建立了歐亞經濟聯盟的各國領導人及其同輩人終將告別歷史舞臺，應該

讓新壹代樹立合作和壹體化意識，為推動地區發展作好文化和民族心態

方面的準備，“需要為年輕壹代註入新的發展動力”。

希臘醫療系統抗疫壓力大
總理籲民眾遵守防疫規定

近期，希臘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數連續出現三位數增長，給該國公立醫

院的應對能力帶來巨大挑戰。另壹方面

，盡管希臘政府壹直在根據疫情形勢做

出相應部署，但是民眾似乎並不買賬。

為此，希臘總理呼籲民眾配合政府防疫

措施，避免再度實施封鎖措施。

希臘政府采取措施緩解公立醫療系
統壓力

報道稱，目前，包括首都雅典在內

的阿提卡地區依然是希臘新冠疫情防控

的重點區域。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

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雅典目前的新冠患

者總人數預計超過900人。

關於此前媒體報道的重癥監護病房

床位緊缺的問題，基基利亞斯說，

“我們已將醫院重癥病房的床位數量

從557張增加到了941張，還將繼續努

力，爭取達到 1200 張。另外，不少醫

院還將雇傭更多的長期工作人員以滿足

治療需求。”

據報道，為緩解希臘公立醫療系統

的壓力，希臘衛生部24日公布了壹項決

定，將三級醫療保健中心和軍用醫院預

留設施和床位，專門用於治療感染新冠

病毒的醫務人員。如果公

立醫院病人數量超負荷，

患者也將被轉移到私立醫

院進行救治。

而這些為公共衛生系

統提供服務的私立醫院將

得到政府的專項基金支持

，該基金數額約3000萬歐

元，專門用於與疫情有關

的緊急開支。

希臘重癥監護協會負

責人 25日稱，如果希臘

疫情持續蔓延，希臘重癥

監護系統將承受前所未有壓力。但她也

同時指出，目前，希臘的重癥患者仍然

可以得到專業的護理。

總理呼籲民眾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民意調查機構 Kapa Search 在本月

開展的壹項關於新冠大流行的民意

調查顯示， 24%的希臘民眾稱自己

並沒有嚴格遵守政府出臺的防疫措

施。

25日，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發表電

視講話，呼籲民眾嚴格遵守防疫措施，

在密閉空間內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他說，為遏制病毒擴散，公眾要擔負

起應盡的責任，避免實施封鎖措施。

同日，希臘公民保護部副部長表示

，目前希臘還遠未進入需要再次封鎖的

狀態，但他強調政府仍需出臺更多措施

以應對疫情。

據報道，從26日起，供應酒類的售

貨亭和小超市將從午夜至淩晨5點關閉

。涉及的區域包括：阿提卡、伊馬夏、

基爾基斯、佩拉、皮埃裏亞、哈尼亞、

伊拉克利翁、紮金索斯、萊斯沃斯和米

克諾斯。另外，午夜至淩晨5點期間，

僅允許藥店和加油站營業。烏克蘭新增確診再創新高
總統稱正受第二波疫情沖擊

綜合報導 據烏克蘭衛生部發布的最新數據，截至當地時間26日，

烏克蘭過去24小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3833例，再次刷新疫情以來單

日新增確診紀錄。烏總統稱正在受到第二波疫情的沖擊。

烏衛生部統計數據顯示，該國截至26日累計確診195504例，治愈

85133例，死亡3903例，目前仍有106468例在接受治療。

自9月中旬以來，烏克蘭每日新增確診人數不斷攀升，疫情形勢趨

於嚴峻。據烏通社報道，烏總統澤連斯基25日表示，烏克蘭目前正在面

臨新冠疫情的第二波沖擊。

澤連斯基表示，目前，全球包括烏克蘭在內的許多國家，疫情形勢

正在加劇，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數量日益增加，“為了更好地應對疫情

，烏克蘭目前將暫不開放國家邊境”，“還不能允許外國國民進入烏克

蘭”。

澤連斯基未明確指出邊境關閉政策還將持續到何時。他表示，“我

們不能冒讓國民和外國人失去健康的風險，因此直到疫情穩定後才會開

放。”據悉，疫情發生後，烏克蘭於3月16日宣布關閉邊境並暫停國際

常規航空客運業務，自6月15日起有所松動，恢復了部分國際客運。

疫情下的對內對外隔離措施明顯影響了人員流動。烏國家統計署近

日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至8月烏克蘭運輸公司運送旅客16億人

次，同比下降40%。其中鐵路運輸(含城市電汽火車)4590萬人次，同比

下降56.5%；汽車運輸7.097億人次，同比下降41%；空運310萬人次，

同比下降65.8%。

超幸運！
男子撿到9.07克拉鉆石 曾以為是玻璃

綜合報導 美國阿肯色州

鉆石坑州立公園是向公眾開

放的“鉆石產地”搜尋區，

只要付出10美元入場費，就

可以入內壹碰運氣。日前，

該州壹位銀行經理在節假日

期間，跟朋友壹起來這裏碰

運氣，結果還真撿到壹個9.07

克拉鉆石。

報道稱

，鉆石坑州

立公園坐落

於阿肯色州

西南，遊客

可向園方租

借設備，用

簡單的濕篩

法試手氣。

這位名叫凱

文 · 金納德

的幸運兒，從小就會定期來

這裏找鉆石，但每次都空手

而歸。

金納德說，“我當天只

濕篩10分鐘，然後就開始在

犁過的地面上走來走去，只

要看起來像水晶的東西，我

都撿起來塞到袋子裏。”

據報道，就在鉆石搜尋區

南面活動時，金納德發現壹

個彈珠大小的結晶體，“看

起來很有趣也很閃亮，我以

為可能是塊玻璃，就放進袋

子了”。

幾小時後，金納德和朋

友走進州立公園的鉆石探索

中心，在見到朋友請工作人

員進行鑒定後，他也把自

己的“戰利品”拿出來，

隨後就被工作人員告知，

他真找到壹顆鉆石，“我完

全震驚了”。

鉆石坑州立公園管理處

助理處長埃德蒙茲表示，金

納德找到鉆石可以說是天時

地利人和，“工作人員8月20

日才犁過搜尋區，熱帶颶風

‘勞拉’幾天後就帶來累計

超過5厘米的雨量。金納德先

生來訪時，太陽已升起了，

他走的路正好能註意到反射

著陽光的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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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豪雨不斷
雅加達特區首長要求設網上預警系統

近日，印度尼西亞強降雨不斷，多地嚴重

受災。雅加達特區首長阿尼斯要求減災署設立

網上預警系統，在洪水來襲前至少壹天發出預

警，提醒首都居民做好防洪準備。

雅加達特區首長要求設網上預警系統
據報道，阿尼斯9月中就加速改善防洪系

統，向雅加達減災署發出指令。當中列出了七

項指示，當中包括建立壹套系統及早探測來襲

洪水並發布警報；設立智慧型、綜合型的防洪

系統；確保現有的防洪減澇基礎設施獲得充分

利用；根據氣候變化要求，對防洪減澇系統作

出相應改進；增進社區對防洪和氣候變化的了

解，賦予社區更大的防洪責任，以及提倡積極

防災等。

除了雅加達和西爪哇部分地區豪雨成災，

暴雨更在其他地區引發洪水和山體滑坡等災害

。西加裏曼丹省和中加裏曼丹省過去兩周暴雨

成災，分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直至9月26日和

27日。

中加裏曼丹壹個人道援助組織負責人阿迪

當地時間23日稱，根據該省減災署的數據，受

災人數共16459人，至少4000所民宅受損。洪

水水位在洪災爆發第八天達到最高點，當時水

深3.5米，相當於兩個人身高疊加起來。其中塞

如延縣出現15年來最嚴重的災情，另有六個縣

的數十個區受洪水波及。

阿迪說，該組織設法向災民運送糧食、洗

漱衛生工具包、尿片等救援物資，但洪水切斷

了通往壹些村子的道路，使得那裏的村民陷入

孤立無援的困境。

無法獲得救濟品，多人感染由水傳播疾病
據報道，中加裏曼丹省卡丁根縣數百個災

民過去兩周無法獲得足夠救濟品，多人因喝下

或使用不幹凈的水而感染由水傳播的疾病，如

腹瀉和皮膚病。

中加裏曼丹減災署代主任達連斯加表示，

該署出動直升機運送救援物資到道路無法通達

的災區，同時調派醫護人員到緊急避難所，為

災民提供治療。

在西加裏曼丹省，可塔彭縣 15 個村子

洪水泛濫。他呼籲該縣人民保持警惕，因

為西加裏曼丹還將迎來暴風雨。他也促請

要撤離家園的災民遵守冠病防疫措施，以

免傳播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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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緬甸金鳳凰中文報微信公眾號消

息，緬甸衛生與體育部24日發布疫情監控公報顯

示，新增1052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至此，緬甸

累計確診病例已達到8344例，累計死亡150例。

隨著疫情傳播率快速上升，在曼德勒省政

府的指示下，由曼德勒省旅遊委員會批準經營

的540多家酒店和旅館已從22日起暫時停業。

曼德勒酒店與旅遊局稱，目前禁止省內酒店

和招待所接待新客人，只接待原來下榻的客人。

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時候，才準許恢復營業。

另壹方面，仰光省選舉委員會宣布，仰光

省部分鎮區選舉委員會分支機構的工作人員將

接受隔離觀察，目前6個鎮區的選舉委員會分支

機構均暫時關閉。

據了解，因部分鎮區選舉委員會分支機構

暫時關閉，當局在選舉工作、競選活動，選民

清單公布等方面的工作會給民眾帶來不便，仰

光省選舉委員會請求民眾諒解。

緬甸確診病例激增，公立醫院床位緊張，

但私立醫院仍未準備好接收新冠患者。

據緬甸上部地區私立醫院協會秘書長吳梭

敏所說，包括曼德勒在內的緬甸上部地區私立

醫院。衛生與體育部部長敏推博士也表示，原則上同意私立

醫院接受治療確診患者，請私立醫院制定具體計劃。但緬甸

上部地區私立醫院目前尚未準備好給確診患者進行治療。

據了解，緬甸上部私立醫院協會共有約60所私立醫院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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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山口縣巖國市市長福田

良彥在市議會全體會議上，就美軍在該市

巖國基地追加部署F35B隱形戰機的計劃表

示，“將綜合考慮並給予理解”。報道分

析稱，這意味著巖國市將同意美軍的部署

計劃。

據報道，福田在市議會強調，追

加部署不會造成很大噪音，他表示，

“此事不會給居民的生活環境造成大

的影響”。

此前在24日的市議會會議上，有市議

員對噪音增加和F35B的安全性表達了擔

憂，但防衛省中國四國地區防衛局局長森

田治男就噪音問題表示，“部分地區會增

加，但不會有大變化”，同時他還指出，

飛機的安全性也沒有問題。

報道稱，山口縣知事村岡嗣政也在23

日的縣議會會議上，表明了追加部署對生

活環境影響較小的看法，還表示將參考巖

國市等周邊地方政府的判斷，再決定如何

應對。

據介紹，目前，該基地已經部署了

16 架 F35B 隱形戰機，美軍計劃在 10 月

以後，把隸屬於海軍陸戰隊的 12 架

FA18 戰鬥攻擊機逐步更換為 16 架 F35B

隱形戰機，使該基地 F35B 的數量增加

至32架。

日本10月將接納留學生等入境？
政府開會商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召開新冠

感染癥對策小組會會議。由於日本

考慮最快從10月初起，將接納自費

留學生、醫療與體育相關人士等中

長期逗留者入境，會議就分階段恢

復與海外往來的防疫措施展開討論

，強化機場檢測態勢等成為課題。

據報道，在會議伊始，日本經

濟再生擔當相西村康稔就表示，希

望從10月1日起，陸續將留學生納

入允許入境的對象。小組會還圍繞

疫苗接種的方式進行磋商，計劃匯

總方針。

此外，在會議上，還將商討多

項議題，包括：計劃10月1日起，

將東京都納入旅遊支援項目“Go

To Travel”的對象；對於力爭於10

月中旬後啟動的活動，應該如何推

進；以及對商業街活動提供補助的

項目等。圍繞這些議題的討論，也

將聽取專家意見。

報道稱，就新冠對策向厚勞省

建言的專家組織，9月24日召開了

會議。分析稱，雖然新增感染者呈

減少趨勢，但減少速度減慢。政府

計劃在呼籲徹底采取防疫措施的同

時，進壹步推進經濟活動的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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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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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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

全國共接待國內遊客

0.97億人次

按可比口徑同比恢復

73.8%

實現旅遊收入

766.5億元人民幣

按可比口徑同比恢復

68.9%

10月2日

全國共接待國內遊客

1.08億人次

實現國內旅遊收入

765.1億元人民幣

（測算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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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自古便是絲綢之路的鎖匙之
地和黃金路段。在敦煌，從9月底開
始便迎來旅遊高潮，黃金周期間莫高
窟的A類參觀票更是早早便已售罄。
根據假期首兩日的遊客人流量，預計
整個假期莫高窟將迎來今年旅遊最高
峰。針對今年長假的特點和持續升溫
的研學遊，敦煌研究院特別上新“莫
高·和集”文創產品。其中神奇敦煌學
習禮精品套裝和敦煌手賬套裝兩套文
創禮盒，不僅能讓孩子們在研學的過
程中體驗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敦煌
藝術的無窮魅力，同時還能將“敦煌
元素”帶回家，在家邊聽故事，邊學
歷史，重溫漢唐盛世和敦煌美景。

攜程旅遊大數據顯示，“塞上江
南”寧夏在“十一”黃金周旅遊熱度較
往年暴增360%，特別是“寧夏銀川+
中衛”4日3晚跟團遊，穿越騰格里沙
漠露營等項目，成為“爆款”，預訂同
比增長200%以上。“其實大家都是奔
着沙坡頭去的，沙漠、黃河、星夜，都
是自駕遊遊客的最愛。”來自四川的王
穎和姐姐今年黃金周選擇了自駕長途
遊。自10月1日抵達景區，王穎便結交
了幾十個來自天南海北的自駕遊朋友。

“大家一起在中國最大的天然滑沙
場滑沙，一起乘坐橫跨黃河的‘天下黃
河第一索’，一起在黃河上乘坐最古老
的運輸工具羊皮筏子，一起騎駱駝穿越
騰格里沙漠，一起領略大漠孤煙、長河
落日的奇觀。”王穎說，這種感覺對於
從小生長在“天府之國”的姐妹倆來
說，簡直就是一種奇妙之旅。“面對大
漠長河，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和透徹，
一種由心而生的快樂。”

王穎表示，除了大漠長河，寧夏的
烤全羊也非常棒。“俗話說：天下黃河
富寧夏，這裏的羊喝着黃河水，啃食天
然礦物質，因而其肉質細嫩、無膻味、
味道鮮美、脂肪分布均勻，絕對是中國
最好的烤全羊之一。”

■■ 被譽被譽為為““天空之境天空之境””的青的青海茶海茶
卡鹽湖吸引遊客國慶打卡卡鹽湖吸引遊客國慶打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 甘肅張掖七彩丹霞景區國慶迎來大
批遊客。 網上圖片

■■ 西安大唐不夜西安大唐不夜
城城。。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趙女士和王先生參觀兵馬趙女士和王先生參觀兵馬
俑時拍照留念俑時拍照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攝

“有人說，西安‘吹過的風都是文化，踩的地全是歷
史’，隨手擷下的一片樹葉，上面也滿是經典。”

10月1日一大早，雖然從酒店出發後便遭遇堵車，但來自山
西的情侶趙女士和王先生卻絲毫沒有介意。夾在時走時停的
車流中，王先生不緊不慢地刷着手機，而趙女士則依着車門
盯着窗外，眼裏滿是嚮往。

AI面部比對 遊客秦俑成“兄弟”
作為一對“文化控”情侶，兩人節前打算出遊時便一致

選擇了陝西西安。“沒有刻意，就是心之嚮往。”而到了西
安，他們卻突然沒了主意。“西安不僅推出旅遊大禮包和
‘一元（人民幣）遊景區’，同時還有200多項文博活動。鐘
鼓樓、古城牆、大小雁塔、秦帝陵博物院、大明宮、大唐芙
蓉園、碑林博物館……讓人難以取捨。”

經過緊急“商議”，最終兩人決定先去參觀“世界第八
奇跡”兵馬俑。“兵馬俑三個坑有陶俑、陶馬7,000餘件，
真是太壯觀和震撼了。”當日，經歷近2個小時的堵車後，
趙女士和王先生終於看到了心儀已久的兵馬俑。其間，一款
“尋找兵馬俑”的小程式引起他們極大興趣。“都說秦俑千
人千面，這款互動遊戲，通過AI實現了秦俑與遊客的面部比
對，然後找尋與自己最像的秦俑。”趙女士笑言，還真找到
了男朋友失散千年的“兄弟”。“鼻子眼睛，連神態都像，
真是太有意思了。”

除了兵馬俑的壯觀，遊覽過程的有序也讓趙女士很是感
慨。“入館時，大家都自覺排隊，參觀時也沒了亂擠亂插，

雖然人超多，但每個人都很安心。”趙女士說，疫情就像一
面鏡子，照出了瑕疵也改變了國人。

體驗沉浸式演出 人景樂融一體
結束兵馬俑的行程後，中午兩個人回到西安，隨即一頭

扎進了大唐不夜城。“真是絕美，唐朝獨有的朱紅色鮮艷明
快，建築古色古香，身邊不時走過裙裾飄飄的唐裝小姐姐和
小哥哥，就像夢境。”讓趙女士更為欣喜的是，唐文化演
出、唐朝生活情景劇這些沉浸式體驗項目，都可以讓觀眾參
與互動。“人、景、音樂融為一體，猶如回到唐朝，讓人如
癡如醉。”一千多年前的唐都長安，在全盛之時曾“晝夜不
分”，正所謂“流光溢彩長安夜，璀璨大唐不夜天”。通過
此次西安之行，趙女士似乎突然找到了那種感覺。

“有朋自遠方來，歌悠悠，舞翩翩……”當晚，在璀璨
的禮讚祖國燈光秀和雄渾的唐樂聲中，十餘位掌燈華服仕女
和武士從西安明城牆南門款款而出， 引領“文武百官”出
城迎賓。

“走過吊橋，進入城門，行進在大唐國禮迎賓隊伍中，
所有遊客都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 趙女士笑着說，
如果不是演出結束時的廣播提醒，怕真是要“迷失”在這長
安夜中了。

根據最新發布的《2020年國慶&中秋假期出行預測報
告》，西安僅次於北京，位列假期熱門旅遊目的地全國第
二。對於西安的這種“熱”，趙女士深有感觸：“文物
多、遊客多、活動多、體驗多，然後歡樂也多。”即將離
開時，趙女士卻遇到了“難題”：“本來計劃去成都，但
是突然看到西安鐵路局發布多條觀光列車的消息，特別詳
細。”於是兩人一合計，乾脆臨時更改行程去蘭州。“西
安和蘭州之間假期每天都有169趟列車往返，既然來了，
那就索性徹底地來一次西北遊吧。”

兵馬俑兵馬俑藏千年底蘊藏千年底蘊
不夜城不夜城尋盛唐風光尋盛唐風光
山西情侶山西情侶：：一元遊一元遊西安西安景區景區 文博活動文博活動200200多項多項

和往年比起來，今年

西北的秋意似乎來得更

早，秋雨絲絲，涼意縷

縷。然而，隨着國慶黃金

周開啟，西北的“熱度”迅速攀高。如早前旅遊平台預測，兵馬俑、莫高窟、茶卡

鹽湖、沙坡頭等景區人氣迅速飆升，全國各地大批遊客紛至沓來，西北遊直線走

熱。AI比對尋找“失散多年”的兵馬俑“兄弟”、與莫高窟千年飛天“齊舞”、在

“天空之鏡”茶卡鹽湖感受天人合一……西北各大景區鉚足勁，紛紛拿出“看家本

領”，讓遊客在襲人的秋涼中感受了一把“我心歸處是吾鄉”的詩意和溫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西北十大旅遊熱點景區
秦始皇地陵博物院（兵馬俑）

西安城牆歷史文化景區

甘肅張掖七彩丹霞景區

敦煌莫高窟

青海青海湖

海西茶卡鹽湖

寧夏沙坡頭

鎮北堡西部影視城

新疆昌吉天山天池風景名勝區

新疆阿勒泰喀納斯旅遊景區

敦煌推文創產品 助重溫漢唐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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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抗疫疲勞 逼爆郊遊熱點
西貢旺似旺角 懶理“隱患”傳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特區政府因
應疫情紓緩，上月中放寬酒吧營業時間至午夜12
時。有酒吧在國慶兼中秋節長假期間，對顧客“來
者不拒”，更偷偷違規通宵營業。警方2日清晨突擊
搜查尖沙咀麼地道36號地下一間酒吧，發現酒吧內竟
有143名酒客“犯聚”，當中17人未成年，全部顧客
被票控，酒吧男負責人及 5名職員涉違反“限業
令”被捕。

2日清晨6時許，油尖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接獲線
報，指麼地道36號地下一間酒吧違規，派員巡查時見
酒吧已經落閘，探員在場了解期間，發現有人從酒
吧後門出入，隨即經後門進入調查，揭發酒吧內有
多達143名顧客，其中17人更是未成年人士，酒吧
環境顯得非常擠迫及空氣不流通，明顯違反“限業
令”及“限聚令”。

顧客全票控 多人未成年
警方拘捕酒吧男負責人及5名職員（2男3女，

19歲至47歲），他們涉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
章））。而 143 名顧客 (105 男 38 女，14 歲至 47
歲)，涉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
條例》（第599G章)，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警方事後將未成年人士帶回警署及聯絡監護人帶
走，有部分酒客離開時一度不滿大聲叫囂，遭警員
喝令離去。警方呼籲市民顧己及人，嚴格遵守《預
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以協助控制疫情及減低病毒在
社區傳播的風險。

■■警方將未成年酒客帶署及聯絡其監護人跟進警方將未成年酒客帶署及聯絡其監護人跟進。。

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雖

有回落之勢，但2日再有兩宗不明

源頭個案，而過去一周有8宗本地

確診個案，當中5宗也屬未找到源頭病例，顯示社區仍存在隱形傳播鏈。

不過，巿民似乎再呈現出“抗疫疲勞”。適逢國慶及中秋一連4天假期，

大批巿民不理政府及專家警告，紛紛湧到各郊遊熱點。香港文匯報記者2

日到西貢，發現人流爆滿，往西貢碼頭更現長長車龍，不少人選擇到沙下

灘玩獨木舟，下水前已紛紛脫下口罩“零距離”嘻笑打鬧，隨時有播疫風

險；碼頭一帶食肆也未有遵守食客人數不可超過座位一半的規例。除西貢

外，長洲、梅窩、坪洲等離島亦相當多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尖沙咀有酒吧趁節日假期違規通宵營業尖沙咀有酒吧趁節日假期違規通宵營業，，22日日
清晨大批警員到場調查清晨大批警員到場調查。。

■西貢碼頭2
日人頭湧湧，
等候搭船的人
群中有人扯下
口罩，埋下病
毒傳播隱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2日，西貢一食肆顧客爆滿，每張餐枱和人員相隔距離，有不符合“限聚令”之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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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無視“限聚”擠滿行人天橋

第三波疫情緩和，香港本地確診個案
連續多日維持個位數，專家及港府

雖然強調香港續有不明源頭個案，呼籲巿
民長假期間仍不能放鬆防疫措施，然而不
少巿民並未理會。香港文匯報記者2日到
西貢觀察，發現有不少巿民趁假期到該處
遊玩，市中心人山人海程度有如假日的旺
角。

碼頭人潮湧動 有人除罩透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西貢碼頭察看近

一個小時，現場可見，街渡生意亦非常暢
旺，不少市民都到攤檔查詢遊船河的價
格，但仍有不少乘船者遵守“口罩令”規
定，有佩戴口罩。不過，有部分巿民明顯
因疫情緩和而鬆懈，脫下口罩“唞唞
氣”（透氣），西貢碼頭附近的沙下灘有
攤檔出租獨木舟，吸引不少市民聚集租用
出海，很多人在岸上未下水前，便已紛紛
脫下口罩，互相嘻笑打鬧，又紛紛拍照

“打卡”，隨時有播疫風險。
居於港島的黃先生帶同小朋友到西

貢碼頭遊玩，他表示由港島到將軍澳，在
將軍澳等了十多班小巴，才能上車到西
貢。他表示，見到疫情近日回落至個位數
水平，才敢帶同小朋友外出，但強調不會
因而完全鬆懈，會保持戴口罩和用酒精搓
手液的習慣：“已經教佢（小朋友）不要
到處摸。”

另一對到西貢的張氏夫婦亦表示，
近期疫情緩和，故感到放心，趁假期到郊
外鬆一鬆，“留在家裡太久會病，出來曬
下太陽反而可以增加抵抗力。”

食肆來客不拒 滿堂座無虛席
碼頭附近的食肆生意也非常火爆，

港府雖表明會對違反防疫規定的食肆嚴
厲執法，不少食肆雖遵守“四人一枱”
的規定，但為多做生意，大部分對客人
也來者不拒，未有遵守食客人數不可過

半數座位的規定，多家食肆座無虛席，
有食肆更在街上加枱加凳接待食客。

有食肆負責人則表示，第三波疫情
令當地人流大減，加上政府實施的“限聚
令”和禁堂食措施，曾試過“一日只有
40蚊生意”，形容“生意難做”，故現
時想“追一追之前的損失”。

除西貢外，前往長洲、南丫島、梅
窩、坪洲等離島的中環碼頭，2日早亦有
不少市民聚集等船，亦有組織舉辦梅窩親
子生態團，有不少一家大小參加，渡輪公
司更要增加往長洲的班次以應付人流。馬
料水碼頭前往塔門，或東坪洲的街渡亦出
現長人龍等候上船。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在疫情簡報會中表示，現時的確診數
字是反映一兩周前的感染情況，目前市民
聚集的行為亦要在一兩周後才能看到影
響，並強調社區仍有隱形患者沒有找到，
只要是人多擁擠的地方都有可能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市
民在一連四天的國慶及中秋節假期外出消
費，大批外傭亦趁假期與鄉親友好聚會，
但外傭在新冠疫情緩和下，亦開始放鬆防
疫意識，香港文匯報記者2日在外傭聚集
熱點所見，很多外傭無視“限聚令”規
定，超過4個人聚集，其中旺角的行人天
橋便擠滿外傭，有外傭認為疫情趨於穩
定，相信感染風險不高。

印傭Sulis 當日脫下口罩與同鄉在銅
鑼灣維園的草地上休息，她表示自己仍
對疫情感到擔心，但認為香港疫情已有
改善，放假外出也不會有太大風險，
“疫情最嚴重時我放假都沒有外出，只
是留在房間玩手機，上網看影片，至上
月疫情改善後才重新出來與朋友相
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所見，維園

草坪有數以百計的外傭聚集，她們大多
選擇在樹蔭位置休息，每個群組之間的
距離不足1.5米，個別群組的聚集人數更
多於“限聚令”所規定的4人，但保安員
經過時亦未有理會。

另一外傭放假的聚會熱點旺角道行人天
橋，2日亦擠滿外傭，天橋上近半位置都被放
假的外傭佔用，群組之間距離同樣不足1.5
米。

IFC日餐廳“無二”廚師染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第

三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續，截至2日凌晨新
增7宗確診個案，當中有3宗屬本地感
染，其中2宗為不明源頭本地個案，確診
者包括一名33歲男廚師，他在中環國際

金融中心（IFC）的日本餐廳“無二”任
職，9月25日發病後仍上班至周二（9月
29日）。該食肆13名員工被列為密切接
觸者，需要檢疫14天。另一無源頭個案
為1日初步確診的25歲伊利沙伯醫院男
護士，中心2日公布其證實染疫，而與他
有接觸的同事及病人暫未發現有人檢測
呈陽性。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該名感染源
頭未明的33歲男廚師（個案5102），在
國金中心2樓的日本餐廳“無二”工作。
他9月25日開始有發燒徵狀，然而他發
病後未有取假，一直上班至9月29日，

即發病起的5天內仍繼續工作，周三（9
月30日）才因不適到嘉諾撒醫院求診，
結果經病毒檢測證實染疫。

她表示，該名確診廚師居於灣仔軒
尼詩道172至174號光裕樓，中心會為該
大廈居民派樣本瓶進行病毒檢測。另
外，患者工作的食肆，共有13名員工被
列為密切接觸者而須檢疫，該餐廳亦要
停業14天。衞生防護中心仍呼籲9月23
日後曾光顧“無二”的食客，如果感到
不適便應盡快求醫，而其他沒有病徵人
士也可以到普通科門診診所或透過電郵
領取樣本瓶檢測，中心亦向該食肆索取
訂枱記錄以便追查有關食客。

■■一名不明感染源頭確一名不明感染源頭確
診者在國金的日本餐廳診者在國金的日本餐廳
““無二無二””任廚師任廚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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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福地區以二場專題演講慶祝國慶達福地區以二場專題演講慶祝國慶 歡迎大家在線上會議平台上聽講歡迎大家在線上會議平台上聽講

【【本報訊本報訊】】由美國媒體人攜手由美國媒體人攜手““回家回家””牌牌
月餅發起的首屆月餅發起的首屆““一封家書一封家書””全球征文活動圓全球征文活動圓
滿落下帷幕滿落下帷幕，，1111名作者獲獎名作者獲獎。。召集人鄭直表示召集人鄭直表示
：“：“雖然籌備時間緊促雖然籌備時間緊促，，但來自美國但來自美國，，中國以中國以
至遠自印尼的華人朋友展現了對文字的熱情和至遠自印尼的華人朋友展現了對文字的熱情和
親情的眷戀親情的眷戀，，我們明年會預留更多的時間讓更我們明年會預留更多的時間讓更
多的朋友有機會參與多的朋友有機會參與。”。”

無論是書信無論是書信、、散文散文、、詩歌詩歌、、小小說小小說,,這次投這次投
稿的作品深深的留下了稿的作品深深的留下了20202020年的特殊烙印年的特殊烙印，，寫寫
手們這場曠世疫情中的感悟分享給讀者手們這場曠世疫情中的感悟分享給讀者。。即使即使
許多參賽作品沒有多麼華麗的辭藻許多參賽作品沒有多麼華麗的辭藻，，沒有多麼沒有多麼
精妙的構思精妙的構思，，卻用質樸的文字和真摯的情感卻用質樸的文字和真摯的情感，，

直抵讀者心房直抵讀者心房。。中秋節當日主辦方將評選結果中秋節當日主辦方將評選結果
公布如下公布如下：：

一等獎一等獎：《：《及鋒面試及鋒面試 看小女手段如何看小女手段如何》》
作者作者：：劉秀平劉秀平（（休斯敦休斯敦））
二等獎二等獎：：
《《千裏共嬋娟千裏共嬋娟》》
作者作者：：鄭銀申鄭銀申（（印尼印尼））
《《一封家書一封家書》》
作者朱國良作者朱國良（（加州奧克蘭加州奧克蘭））
優秀作品獎優秀作品獎：：
《《此去經年此去經年 漁燈向晚漁燈向晚》》謝光茹謝光茹（（甘肅甘肅），），

《《古詩詞不管用了古詩詞不管用了》》張瞇瞇張瞇瞇（（達拉斯達拉斯），《），《中中

秋寄語秋寄語》》辛迪辛迪（（休斯敦休斯敦），《），《故鄉月亮故鄉月亮》》石青石青
松松（（紐約紐約），《），《月亮之上月亮之上》》牧海牧海（（黑龍江黑龍江），），
《《月光下的皮帽月光下的皮帽》》龔捷龔捷（（新澤西州新澤西州），《），《明月明月
萬裏行萬裏行》》雷康雷康（（休斯敦休斯敦））

少年作者獎少年作者獎：：
《《花好月圓猜謎花好月圓猜謎》》陳思陳思（（1212歲歲，，北卡州北卡州））
同時同時，，考慮到評選活動的公平公正考慮到評選活動的公平公正，，主辦主辦

方並未在征稿時註明評委陣容方並未在征稿時註明評委陣容，，現將為此次征現將為此次征
文活動的諸位特邀評委公布如下文活動的諸位特邀評委公布如下：：

蓋軍蓋軍美南日報美南電視總編輯美南日報美南電視總編輯
劉曉東僑報前執行總編輯劉曉東僑報前執行總編輯
朱首末朱首末青年旅美作家青年旅美作家

曉白曉白美國編劇美國編劇
王福生王福生世界名人網總編輯世界名人網總編輯
章建民章建民浙江日報海外版主編浙江日報海外版主編、、高級記者高級記者
鄭直鄭直美國媒體人美國媒體人
主辦方表示主辦方表示，，獲獎人證書及獎品將通過作獲獎人證書及獎品將通過作

者郵箱聯絡通知者郵箱聯絡通知。。還是那句話還是那句話，，中秋佳節中秋佳節，，最最
甜不是含在口中的月餅甜不是含在口中的月餅，，而是掛在心頭的那一而是掛在心頭的那一
份團圓份團圓；；最美不是天上一輪圓月最美不是天上一輪圓月，，而是灑在筆而是灑在筆
下的一腔深情下的一腔深情。。今夕感恩有你今夕感恩有你，，我們來年再相我們來年再相
約約！！

“一封家書”徵文大賽獲獎名單公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今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之一～
「雙十中秋賞月健行」於中秋節次日，周五（10月2日）下午六

時至八時在糖城 Oyster Creek Park & Trail 舉行，共有僑胞百餘
人參加。因逢周末，公園內聚集了當地各族裔的居民，有的還帶
上寵物，前來慢跑或健行健身，十分熱鬧，大會提前於下午五點
半集合，在入口處不遠的空地上，掛上主、協辦單位的橫幅，還
有貴賓包括：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張家華組長，僑教中
心主任陳奕芳，楊容清副主任，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 「國慶
籌備會」主委何怡中，該活動的主辦單位負責人，包括： 「休士
頓美南藝文社」王姸霞， 「糖城台聯會」陳煥澤等人。

活動的主辦人王姸霞首先致詞，認為大家在
這光輝十月，走出戶外，走出健康，走出美好的
明天，趕走不明的疫情，回到原來的我們！她也
感謝這次大力贊助他們活動的恆豐銀行、美南銀
行、金城銀行、台塑美國德州廠、美國味全公司
、海港餐廳等單位的大力贊助。

「台北經文處」的羅復文處長在致詞時特別
推崇大家走向戶外，曬曬太陽，運動一下，不要
每天悶在家裡，為了體驗走出戶外的熱情、作用
，他當天特別提早來到現場。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在致詞時特別提
到 「雙十中秋賞月」的意義，就是希望我們的國
家與 「日月同輝」，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希
望大家儘快避過疫情，好好享受當晚健行的愉悅
。

「國慶籌備會」的主委何怡中致詞：謝謝
「美南藝文社」王姸霞和 「糖城台聯會」會陳煥

澤的用心，及義工們的辛勞，才有今天這個有益
身心的活動，給予大家難得的放風機會。

當天活動的主持人孫玉玟介紹當天的活動還
邀請到台裔第二代的青年子弟，他們充滿活力和
才華洋溢，他們分別是Jasmine Huang ( Elkins High School )、Ja-
cinta Huang (Fort Settlement Middle School )、 Elijah Wang Chen
和 Emma Wang Chen ( Logos Prep Academy ), 他們今天帶來很多
動聽的音樂演奏，首場即奏出膾炙人口的名曲“ 月亮代表我的

心” 獲得全場的熱烈掌聲。
當天全場出席的一百多位僑胞，在長達50分鐘內走完二浬

的健行全程。還每人拿到一份精彩的有吃有用的伴手禮，滿載而
歸 。留下美好的回憶。

慶祝中華民國109年國慶，雙十中秋賞月健行
周五傍晚舉行，共有僑胞百餘人參加

【【本報訊本報訊】】達福地區國慶籌備會在當前疫情之下是考慮到安全達福地區國慶籌備會在當前疫情之下是考慮到安全
性及可行性的雙重考慮之下性及可行性的雙重考慮之下，，今年將以不同的形式來慶祝中華民國今年將以不同的形式來慶祝中華民國
國慶國慶。。

11.. 第一場第一場 專題演講與座談專題演講與座談：：翁履中教授翁履中教授
日期日期：： 1010//99 ((星期五星期五)) 77::0000pmpm 舉行舉行
題目題目：： 「「從民意變化從民意變化，，解析美中台關係的現在和未來解析美中台關係的現在和未來」」
翁教授在取得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翁教授在取得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UT-Dallas)(UT-Dallas)政治學博士政治學博士

之後曾相繼在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之後曾相繼在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Cortland)at Cortland)和康乃狄克州衛斯理大學和康乃狄克州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 CT)(Wesleyan University, CT)任教任教，，
目前是擔任德克薩斯州山姆休斯頓州立大學目前是擔任德克薩斯州山姆休斯頓州立大學(Sam Houston State Uni(Sam Houston State Uni--
versity, TX)versity, TX)政治學系教授政治學系教授。。

傑出研究領域有比較政治傑出研究領域有比較政治；； 國際關係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政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政
治治；；東亞和東亞和
東南亞政治東南亞政治；； 媒體與政治媒體與政治；； 等等等等

22.. 第二場第二場 專題演講與座談專題演講與座談：：周浩昌教授周浩昌教授((醫師醫師))
((本場次與美南達福地區達拉斯急難救助協會合辦本場次與美南達福地區達拉斯急難救助協會合辦 ))
日期日期：： 1010//1717 ((星期六星期六)) 77::0000pmpm舉行舉行
題目題目：：COVID-COVID-1919新冠肺炎常見十大迷思新冠肺炎常見十大迷思
周浩昌教授現任貝勒急診醫學系研究總監周浩昌教授現任貝勒急診醫學系研究總監(Director of Research(Director of Research

and Ultrasound in the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edicine at Baylorand Ultrasound in the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edicine at Baylor
Scott's White All Saints Medical Center)Scott's White All Saints Medical Center)，，TCUTCU 和和 UNTHSCUNTHSC 醫學院醫學院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和和 UNT Health Science Center)UNT Health Science Center)的急診醫學的急診醫學

教授教授。。他和他的團隊目前專注於多個有關他和他的團隊目前專注於多個有關COVID-COVID-1919新冠肺炎新冠肺炎 管理管理
的新穎研究項目的新穎研究項目。。
33.. 地點地點：：線上會議平台線上會議平台 Zoom Online MeetingZoom Online Meeting。。
44.. 全程演講將以中文進行全程演講將以中文進行。。
55.. 費用費用：：完全免費完全免費。。
66.. 線上報名表線上報名表：： https://tinyurl.com/yyxkrzbhttps://tinyurl.com/yyxkrzb33
或是掃描底下的二維碼或是掃描底下的二維碼(QR Code)(QR Code)報名參加報名參加。。
77.. 您將在專題演講開始前您將在專題演講開始前22天收到您感興趣的會議的天收到您感興趣的會議的ZoomZoom線上會議線上會議
平台鏈接和密碼平台鏈接和密碼。。
88.. 若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進一步的協助若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進一步的協助，，請聯絡國慶籌備會總召集請聯絡國慶籌備會總召集
人 張 志 榮 先 生人 張 志 榮 先 生 E-mail: doubletenthdfw@gmail.comE-mail: doubletenthdfw@gmail.com 或 電或 電
817817--903903--25812581

達福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達福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網站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view/dfweaa/home:https://sites.google.com/view/dfweaa/home

圖為所有參加圖為所有參加 「「雙十中秋賞月健行雙十中秋賞月健行」」 的僑胞的僑胞，，在領隊陳煥在領隊陳煥
澤澤（（右一右一））的帶領下走完二浬全程的帶領下走完二浬全程。（。（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最早抵達健行出發現場的貴賓合影圖為最早抵達健行出發現場的貴賓合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左三左三））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何怡中主委何怡中（（右三右三 ），），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左二左二），），健健
行活動主辦人王姸霞行活動主辦人王姸霞（（右二右二 ），），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 代表莊幃婷代表莊幃婷（（左一左一 ），），大會司儀大會司儀
孫玉玟孫玉玟（（右一右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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