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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Electoral College formally confirms Joe Biden’s victory over Trump

Once the Electoral College
vote is complete, Trump’s
sole remaining gambit
would be to persuade
Congress not to certify the
count on Jan. 6.

LANSING, Mich. (Reuters) - Democrat Joe Biden on
Monday won the state-by-state Electoral College vote that
formally determines the U.S. presidency, all but end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floundering campaign to overturn his loss in the Nov. 3 election.

released by his transition team. “And we now know that nothing — not even a pandemic — or an abuse of power — can
extinguish that flame.

California, the most populous state, delivered its
55
electoral votes to Biden on Monday afternoon, officially putting the former vice president over the 270 votes
needed to secure the White House. Based on November’s
results, Biden earned 306 Electoral College votes to the
Republican Trump’s 232.

There was next to no chance that Monday’s voting would
negate Biden’s victory and, with Trump’s legal campaign to
reverse the results failing, the president’s dim hopes of clinging
to power rest with persuading Congress not to accept Monday’s electoral vote during a Jan. 6 special session - an effort
that is virtually certain to fail.

Earlier in the day, electors in several major battleground
states where Trump has unsuccessfully sought to reverse
the outcome - Arizona, Georgia, Michigan, Nevada, Pennsylvania and Wisconsin - also voted for Biden, who is set
to take office on Jan. 20 alongside running mate Kamala
Harris.

Once in office, Biden faces the challenging task of figh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reviving the U.S. economy and
rebuilding relations frayed with U.S. allies abroad by Trump’s
“America First” policies.

Traditionally a formality, the Electoral College vote - set
for Monday by federal law - assumed outsized significance
because of Trump’s unsubstantiated claims of widespread
fraud.
Biden planned a prime-time address at 7:30 p.m. ET on
Monday (0030 GMT on Tuesday) to mark the occasion
and call on Americans to “turn the page” on the Trump era.
“The flame of democracy was lit in this nation a long
time ago,” he was expected to say, according to excerpts

“In this battle for the soul of America, democracy prevailed.”

RELATED COVERAGE
THREATS OF VIOLENCE
In Arizo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lectors’ meeting there,
the state’s Democratic secretary of state, Katie Hobbs, said
Trump’s claims of fraud had “led to threats of violence against
me, my office, and those in this room today,” echoing similar
reports of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 in other states.
“While there will be those who are upset their candidate didn’t
win, it is patently un-American and unacceptable that today’s
event should be anything less than an honored tradition held
with pride and in celebration,” Hobbs said.

A group of Trump supporters called on Facebook for protests
all day on Monday outside the state Capitol in Lansing, Michigan, one of the hardest-fought states where Trump lost.
But by early afternoon only a handful had gathered, including
Bob Ray, 66, a retired construction worker. He held a sign
that read: “order a forensic audit,” “save America” and “stop
communism.”
Under a complicated system dating back to the 1780s, a
candidate becomes U.S. president not by winning a majority
of the popular vote but through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which allots electoral votes to the 50 states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largely based on the size
of their population.
Electors are typically party loyalists who represent the winning candidate in their state, with the exception of Maine and
Nebraska, which allocate some of their Electoral College votes
based on which candidate won each of the states’ congressional
districts.While there are sometimes a handful of “rogue” electors who vote for someone other than the winner of their state’s
popular vote, the vast majority rubber-stamp the results.
Trump said late last month he would leave the White House
if the Electoral College voted for Biden, but has since pressed
on with his unprecedented campaign to overturn his defeat. On
Monday, he repeated a series of unsupported claims of electoral fraud.
“Swing States that have found massive VOTER FRAUD,
which is all of them, CANNOT LEGALLY CERTIFY these
votes as complete & correct without committing a severely
punishable crime,” he wrote on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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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lp Is Really On The Way
In the last eleven months we have been
living in hell. Many of us have lost our
loved ones, and because of COVID-19,
there are many sad stories among all of
us.

But the deaths and the number of new
virus cases have soa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Americans will not be eligible for vaccination
until this spring. Health officials still urge
that the public must wear their masks
The first three million doses were sent to and keep the social distance.
600 locations in fifty U.S. states. Trucks
and cargo planes were packed with the Across the country governors and state
first coronavirus vaccines on Sunday. health officials were preparing for the arThis is the most ambitious vaccination rivals of the vaccine shipments. Later
campaign in American history.
they will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as to
who will be given the vaccine first.
In Kalamazoo, Michigan, the first boxes
of the vaccine developed by Pfizer were We are really thankful for all those scienloaded on the trucks as workers ap- tists who made their mission from the implauded openly. This is an historical possible to the possible.
monument for our nation.

Today real help is on the way. We will
fight and win against this evil. May the
world get back to normal and peaceful
very soon.

Around the world countries are being issued emergency approvals for the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for the
people who need them at hospitals, clinics and cars and h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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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Home!										Wear
Stay
Home!
Wear Mask!
Mask!
More Than D-Day Or 9/11

The Coronavirus
Is Surging
Again
COVID-19's
Most Lethal Day:
3,309 Dead on
Friday

installment of the Axios/Ipsos Coronavirus Index.

Poll Says: Federal Response
Has Only Grown Wors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Coronavirus infections jumped by
almost 17% over the past week
as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increased in 38 states and Washington, D.C.
Why it matters: The U.S. is
headed solidly in the wrong direction — and at a dangerous time, as
experts say the fall and winter will
likely make the pandemic worse.
They had hoped we could get cases under control before then, but
that seems unrealistic.
By the numbers: The U.S.
racked up an average of up 51,000
new cases per day over the past
week.
• The number of new infections
rose in 38 states, spanning every
region of the country.
• Three states — Montana, New
Mexico and South Dakota — saw
their case counts rise by over
50%.
• The pace of new infections
slowed down in only one state:
Texas.
• The U.S. is now conducting
roughly 1 million tests per day, up
about 6% from the week before.
• But the increase in cases is bigger than the increase in testing,
which is a sign of an actual worsening outbreak.

Data: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state
health departments; Note: Missouri has not
reported cases since Oct. 10; (Map: Andrew
Witherspoon, Sara Wise/Axios)
The big picture: The U.S. has consistently
failed to control the virus, and we are failing to
control it now.
• Experts say the fall and winter will likely
make things worse, as colder weather causes
people to move their socializing indoors, where
the virus can spread more easily. If those assumptions bear out, those increases will come
on top of a caseload that’s already too high.
• Americans believ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pandemic has gotten significantly worse over tim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Data: Axios/Ipsos poll; Note ±3.3% margin of
error for the total sample size; Chart: Andrew
Witherspoon/Axios
Why it matters: Every other institution measured in Week 29 of our national poll — from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people’s own employers
and area businesses — won positive marks for improving their responses since those panicked early
days in March and April.
• The findings suggests people see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political team as one of the biggest impediments to turning things around.
• With one week left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s the U.S. hits all-time daily highs for new cases,
four in five Americans say they’re worried about
COVID-19 outbreaks.
By the numbers: 26% of Americans said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virus is better than it was
at the beginning, but 46% say it’s actually gotten worse (and
another 27% saw no change), for a net deficit of 20 percentage points.
• Barely half of Republicans said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handling has improved while one in five said it has gotten
worse. Only one in 10 Democrats and one in four independents said it improved.
• Those sentiments fit with other measures in the survey:
62% sai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making the country’s
recovery worse, an assessment essentially unchanged since
the summer. And just one-third of respondents trus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them with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rus.

Data: Axios/Ipsos poll; Note ±3.3% margin of error for the
total sample size; Chart: Andrew Witherspoon/Axios
Between the lines: Concerns are directed more at the political
arm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an at scientists.
• On its own,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on net positive ratings (+10) — 33% said it improved it’s handling, while 23% said it declined and the rest saw no change.
What they’re saying: The coronavirus “is the issue of this
election,” said Cliff Young, president of Ipsos U.S. Public Affairs.
• “People are just looking around at the facts on the ground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s been no coordinated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at the national level.”
• At the local level, by contrast, people see “specific, concrete
things” like stickers on the ground for social distancing at stores
where they shop, or modifications to schooling.
• “When they think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y’re just thinking of the overall mess. There’s no end in sight. The number of
cases are only increasing.”
Methodology: This Axios/Ipsos Poll was conducted Oct. 23-26,
2020, by Ipsos’ KnowledgePanel®. This poll is based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probability sample of 1,079 general population adults age 18 or 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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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riel Cervera calls the family of a patient who died, as healthcare personnel
work inside a coronavirus unit at United Memorial Medical Center in Houston, Texas. REUTERS/Callaghan O’Hare

President Trump stands among U.S. Army cadets as he attends the annual Army-Navy collegiate football game at
Michie Stadium in West Point, New York. REUTERS/Tom Brenner

A man wearing a protective mask points his guns outside the Cathedral Church of St. John the
Divine in Manhattan, New York. REUTERS/Jeenah Moon

An Ethiopian refugee who fled Tigray region, stands within the Fashaga camp on the Sudan-Ethiopia border, in Kassala state, Sudan. REUTERS/Mohamed Nureldin Abdallah

Members of the far-right group Proud Boys clash with counter protesters, in downtown Washington. REUTERS/Erin Scott

Marine One, carrying President Trump, passes over people attending a rally to protest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 in front of Supreme Court building in Washington. REUTERS/Jonathan Ernst

Boxes containing the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are prepared to be shipped at the Pfizer
Global Supply Kalamazoo manufacturing plant in Portage, Michigan. Morry Gash/Pool

Boxes containing the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are prepared to be
shipped at the Pfizer Global Supply Kalamazoo manufacturing plant in Portage,
Michigan. Morry Gash/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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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ndemic has come storming
back to Europe, and hope of a return to normality is being replaced
by a much more ominous prospect: the return to lockdown.
The big picture: Case counts in countries
like France and Spain have skyrocketed
past the numbers seen during the spring
peak. While that’s partially due to more
widespread testing, it’s now clear that
deaths are climbing too.
Breaking it down
In the first two weeks of August, a total
of 668 people died of coronavirus across
Spain, France, the U.K., Italy and Germany — remarkably low given the U.S.,
which has a similar population, was averaging roughly twice as many per day
during that time.
• Fast forward two months, to the first
two weeks of October, and those countries
have combined for 4,316 deaths — 6.5
times higher.
• Spain (1,622 deaths), France (1,081) and
the U.K. (1,012) have been hit hardest, but
even Italy (401) and Germany (200) are
recording more than three times as many
deaths as they were two months ago.
• Flash back to the first two weeks of
April, though, and the five countries’ combined death total was 44,771 — ten times
what they’re recording now.
The looming disaster
Sky-high case counts and a reluctance to
impose full lockdowns mean the question
is less whether these countries can quickly
return to the relative calm of August, than
whether they can avoid a return to April’s
brutal reality.

Europe’s Second Wave Soars Past America’s Third Wave

Poland

UNESCO Main Square in Krakow, Poland.

Czech
Republic

Coronavirus Civil Unrest In Franc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Germany

Open Bavaria inn before curfew measures.

Mass at Town Square, Prague, Oct. 26, 2020.

France

Ireland
Bar in Manchester, nor’west England.

The European Coronavirus
Crisis in Photos

Spain

Italy

Pub in Dublin under 6-week lockdown.

Bar owner closes before the citywide curfew.

Belgium

United Kingdom

Peaceful demonstrators in Naples, Oc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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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night of a nationwide curfew Madrid, Spain.

Quiet street in Cardiff, Wales capital.

(Photos Courtesy Getty Images)
The looming disaster (continued)
• “We’re probably just seeing the beginning part of the increase in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which tend to lag three
or four weeks behind a spike in cases,
says Stephen Kessler, a researcher at Harvard who models the spread of diseases
including COVID-19.
•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 unprecedented spike in cases across Europe will necessarily translate to unprecedented death
tolls, Kessler says, both because of increased testing and improved treatments.
The outlook is nonetheless grim. Hans
Kluge, the WHO’s director for Europe,
said today that if the current trajectory holds, death rates will be four or five
times higher in January than they were in
April.
• “It’s time to step up. The message to
governments is: don’t hold back with
relatively small actions to avoid the painful damaging actions we saw in the first
round,” Kluge said.
But with weary populations and
wounded economies, governments are
highly reluctant to impose the sorts of
strict lockdowns that snapped into place
across Europe last March.
• “The only thing that we know works
and works very effectively is pretty strict
lockdown,” Kessler says. “That said, I do
think that there’s a lot we can do in the
middle ground to mitigate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 It will b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prevent large gatherings that could become
super-spreader events, he says.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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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官主審 控方指黎乞美制裁內地香港

勾結外力案曝光 肥黎提堂禁保釋
黎智英案10被捕者現況

=+7

黎智英(73歲)

被控欺詐及還押候訊的壹傳媒創辦

涉嫌罪名：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串謀欺詐、發布煽
動文字
最新情況：
12月2日被控欺詐罪，還押至明年4
月16日再訊。

人黎智英，被警方國安處加控違反香港
國安法“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 全 罪”， 12 日 在 西 九 龍 裁 判 法 院 提
堂。控方呈交的案情撮要列舉大量黎智
英涉嫌犯下的罪狀，由於警方需時檢視

12 月 11 日被加控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黎智英 Twitter 戶口內逾千個訊息及評
語、訪問片段及黎在海外的活動，涉及

12月12日提堂再被法庭拒保釋

乞求美國制裁內地及香港。國安法指定
法官蘇惠德應控方要求押後至 4 月 16 日

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58歲)

再訊，又認為黎智英所涉罪行性質嚴

涉嫌罪名：串謀欺詐
最新情況：獲警方國安處保釋，明
年3月2日報到

重，且在保釋期間干犯相關控罪，故拒
絕其保釋，須繼續還押監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黎智英“勾外”案情摘要
‧去年 6 月修例風波觸發黑暴罪行，黎智英 7 月 8
日在美國與蓬佩奧會面，乞求美國對止暴制亂
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實施制裁
‧去年 8 月，“攬炒團隊”骨幹李宇軒在前“香
港眾志”成員周庭協助下，在日本經濟新聞刊
登廣告，並由一間加拿大酒店物業公司支付全
數 147 萬港元廣告費。根據黎智英早前申請保
釋時所作的誓章，黎智英承認是該公司的大股
東
‧去年 10 月 13 日，黎智英、陳方安生、郭榮鏗
及莫乃光與美國參議員克魯茲見面，討論所謂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同月 22 日，黎在
“獨人”朱牧民陪同下會見 4 名共和黨參議
員，黎智英在會上乞求美國“關注”香港事
務。同月 25 日，黎與李柱銘出席美國副總統彭
斯的演講，其間，彭斯大肆抨擊中國政府
‧今年 2 月至 6 月下旬，黎智英在華爾街日報、台
灣 Yahoo TV、CNN、霍士商業新聞、彭博、
紐約時報、BBC 中文、胡佛研究所、自由亞洲
電台、日本 FACTA 月刊接受訪問或發表文章，
發表包括“我們很想 CIA、我很想美國影響我
們，我很想英國影響我們……”“美國先制裁
中國再到香港，香港最終會得益……”等言論
‧今年 5 月 27 日，黎智英在 Twitter 帖文內標籤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賬戶，要求特朗普實行“最
有效的制裁”，凍結內地官員在美國的銀行戶
口
‧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今年 6 月 30 日生效後，及
他在 8 月 10 日被捕後繼續從事有關行為，包括
通過在蘋果日報發表文章、主持直播清談節目
及 Twitter 發文等，發表有關針對國安法、中
央政府及香港的指控
‧黎智英於今年 8 月在 Twitter 發帖，乞求美國
政府協助營救12名香港逃犯。黎智英形容該12
名潛逃的罪犯是“政治犯”，更在帖文中稱：
“美國政府能否找方法拯救這些年輕人？”
‧黎智英在近一年多時間內乞求外國或境外勢力
制裁或封鎖內地及香港。其間，美國眾議院、
參議院通過多項針對香港的法案，美國政府其
後更對總共 29 名中央及香港官員實施經濟制
裁，並撤銷移交逃犯等3份雙邊協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12 日
身戴鎖鏈被押上囚車，
身戴鎖鏈被押上囚車
，前往西
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 中新社

73歲的黎智英被控一項“勾結外國或境外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違反在《 2020
年全國性法律公布》（2020 年第 136 號法律公告）
附表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第29(4)條。
控罪指，黎智英今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1 日期間
（包括首尾兩日），在香，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
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
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
動。案件由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處
理。

鐵甲囚車押解 旁聽者須經安檢
與早前黎智英提堂不同，懲教署 12 日明顯加強
押解黎智英的保安，派出有懲教署“飛虎隊”之稱
的區域應變隊人員押解，亦出動押解重犯的鐵甲囚
車，而法院也為黎智英案特別設立安檢，旁聽人士
入庭前要搜袋，亦不准帶液體，通過檢查才可入
庭。同時，警方國安處及機動部隊也在法院戒備。
據了解，控方呈上的案情撮要長達 18 頁，列舉
黎智英曾撰寫的文章、接受的訪問、Twitter 賬戶帖
文，涉及抹黑中央及香特區政府的言論。今年 6
月 30 日香國安法生效後，黎智英繼續作出勾結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其間透過 Twitter 及其
名下《蘋果日報》發表文章，及接受外媒訪問，意

壹傳媒營運總裁周達權(63歲)
圖煽動他人或外國對中央及香特區政府進行制
裁，其間美國亦通過所謂《香自治法》等法案。
據悉，警方調查發現黎智英與一個乞求外國對中央
及香政府進行制裁的組織也有關連（見表）。

涉推特逾千信息 明年四月再訊
香律政司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12 日
向法庭申請將案押後至明年 4 月 16 日再訊，以便警
方進一步調查，包括檢查黎智英 Twitter 賬號內逾
千條信息和留言，以及相關視像訪問，同時反對黎
智英的保釋，指本案控罪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黎
智英有潛逃風險，且被告在擔保期間犯案，包括於
今年 5 月 18 日就其他案件首次上庭後獲法庭擔保期
間，再涉嫌干犯 3 宗案件，涉及參與 6 月 4 日未經批
准集結及本案。黎智英今年 8 月已因本案被捕，但
之後仍然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故此他有再犯
風險。
當控方向法庭提出反對黎智英保釋時，黎智英
一度搖頭。當蘇官宣布將案件押後時，指示黎智英
起立，黎智英一度“走神”無反應，要法庭傳譯員
重申蘇官的提示，黎智英才站起身。
蘇官表示，考慮警方需時調查逾千條 Twitter 訊
息及翻看訪問片段等，遂應控方要求押後至明年4月
16 日再訊。考慮到罪行性質嚴重、一旦定罪後可能
判處的刑罰，決定不批准保釋。

律政司：任何外力干涉 必徒勞無功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
奧等外國政客日前在 Twitter 發帖，要求特區政府
“釋放黎智英”，香特區政府律政司發言人 12 日
強調，有關人等的言論不尊重香特區的司法制
度、損害法治精神，若任何要求或聲明有意干涉由
香特區律政司主管的檢控決定和程序，或影響香
特區司法機構獨立進行審判，必定徒勞無功。司
法程序將會依法獨立並公正地繼續進行。

彭斯蓬佩奧等無理要求釋放
彭斯在 Twitter 的帖文中，竟形容黎智英是“英
雄”，更稱針對他的控罪是“對世界各地熱愛自由
者”的“侮辱”；蓬佩奧則在帖文中聲稱，香國
安法是“對正義的嘲弄”，而黎智英的“唯一罪
行”是“講出真相”，要求撤控針對黎智英的控罪
並予以釋放。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發言人瑪斯拉莉（Nabila
Massrali）亦在 Twitter 聲稱，基本自由必須得到尊
重和保護，但黎智英被起訴是香國安法“打壓香
公民社會和支持的民主聲音又一例證”。英國首
相約翰遜的發言人則聲稱，英方深切關注香向
“民主派人士”提出的法律訴訟，並已經向有關當
局提起這宗案件，及會在高級層面繼續“游說工
作”，要求他們停止“針對民主”的聲音。

律政司發言人 12 日在回應這些言論時強調，基
本法第六十三條指出檢控工作由香特區律政司主
管，不受任何干涉。任何人都不應干涉或企圖干涉
獨立的檢控決定，檢控決定是基於所有可接納的證
據和適用法律進行客觀分析後而作出。

檢控獨立公正絕無政治考慮
發言人指出，律政司司長曾經在不同場合強
調，《檢控守則》為檢控工作提供清晰並貫徹的指
引和原則。檢控人員不得受任何涉及調查、政治、
傳媒、社群或個人的利益或陳述的因素影響。所有
檢控決定是按可接納證據、適用法律和《檢控守
則》而作出，不會有任何政治考慮。案件不會因涉
案人士的政治理念或背景而在處理上有所不同，律
政司在有充分可被法院接納的證據，令案件有合理
機會達至定罪的情況下，才會提出起訴。
發言人強調，若任何要求或聲明有意干涉由香
特區律政司主管的檢控決定和程序，或影響香
特區司法機構獨立進行審判，必定徒勞無功。這些
憲制職能和責任已在基本法內訂明，保障得以獨立
行使。奉公守法的人都應該對此尊重並加以維護，
香特區政府亦會確保該等職能和責任得以妥善履
行和秉公處理，不受任何干涉。司法程序將會依法
獨立並公正地繼續進行。

涉嫌罪名：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串謀欺詐
最新情況：被控串謀欺詐，獲法庭
保釋至明年4月16日再訊

壹傳媒行政總監黃偉強(59歲)
涉嫌罪名：串謀欺詐
最新情況：被控串謀欺詐，獲法庭
保釋至明年4月16日再訊

壹傳媒動畫公司總經理吳達光(53歲)
涉嫌罪名：串謀欺詐
最新情況：獲警方國安處保釋候
查，明年3月2日報到

黎智英長子黎見恩(42歲)
涉嫌罪名：串謀欺詐
最新情況：獲警方國安處保釋候
查，明年3月2日報到

黎智英次子黎耀恩(39歲)
涉嫌罪名：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最新情況：獲警方國安處保釋候
查，明年3月2日報到

前
“香港眾志”
成員周庭(24歲)
涉嫌罪名：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最新情況：獲警方國安處保釋，但
因去年 6．21 包圍警察總部事件，
被裁定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以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被
判囚 10 個月，現身在獄中，12 月 9
日申請保釋等候上訴被拒

“港獨”
分子李宇軒(29歲)
被捕罪名：涉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洗黑錢、無牌
管有彈藥罪
最新情況：今年 8 月 23 日，包括李
宇軒在內的 12 名港人被中國海警拘
捕，目前被扣查在內地，同時被香
港警方通緝

前
“學民思潮”
成員李宗澤(23歲)
涉嫌罪名：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最新情況：獲警方國安處保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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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十七屆法國電影展映啟動

黃曉明獲法國騎士勛章 以大使身份揭幕影展
法國電影展映活動，是由法國電
影聯盟(UniFrance)主辦、法國駐華大使
館協辦，旨在把更多更好的法國電影
帶給中國影迷，同時也向法國影人介
紹中國文化的壹場電影盛事。
自 2004 年舉辦首屆法國電影展映
以來，至今已走過了十七個年頭。十
七年來，通過法國電影展映來華的電
影人，包括蘇菲· 瑪索、讓· 雷諾、梅
爾維爾· 珀波、維吉妮· 拉朵嫣等影星
，克洛德· 勒盧什、勞倫· 岡泰、菲利
普· 加瑞爾等著名導演，及百代公司總
裁傑羅姆· 賽杜等重要的法國電影工業
領袖。
他們既為中國影迷帶來了精彩的
法國電影，也向法國介紹了中國文化
，令中法電影領域的戰略夥伴關系逐
年穩固發展。
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 年第十七
屆法國電影展映的時間，不得不從通
常的夏季推遲到冬季。但這並不影響
法國電影的精彩紛呈，也無礙中國觀
眾的觀影熱情。
從 2020 年 12 月 3 日到 2021 年 1 月
初，法國電影展映將在北京、上海、
西安、昆明、三亞、大連等多個城市
巡回，為中國觀眾帶來《真相》《眼
淚之鹽》《壹出大戲》《南法撩妹記
》《我失去了身體》《祝妳生日快樂
》《西比勒》和《好夢壹日遊》共八
部法國新片。
此次展映活動，邀請到金雞獎最
佳男主、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
獲得黃曉明先生擔任形象大使，為中
國影迷推廣法國電影。

八部法國新片
國內影迷狂歡
從 2020 年 12 月 3 號活動正式開幕
，到 2021 年 1 月初，第十七屆法國電
影展映，將在北京、上海、西安、昆
明、三亞等多個城市巡回，為中國觀
眾精選《真相》《眼淚之鹽》《壹出
大戲》《南法撩妹記》《我失去了身
體》《祝妳生日快樂》《西比勒》和
《好夢壹日遊》共八部法國新片。
本屆法國影展的開幕片，是由金
棕櫚導演是枝裕和，與兩位法國女神
凱瑟琳· 德納芙、朱麗葉· 比諾什聯合

帶來的《真相》。除了《真相》，法
國國寶級演員凱瑟琳· 德納芙，還有壹
部《祝妳生日快樂》參與此次展映。
這兩部電影，都聚焦在家庭範圍裏，
講述家人之間的裂痕和縫隙，及親情
的彌足珍貴。
法國電影大師菲利普· 加瑞爾的
《眼淚之鹽》，剛被法國《電影手冊
》入選為 2020 年十佳電影。這部電影
延續了導演近些年的創作態度：癡迷
於對現代愛情的探索，事無巨細地去
摹刻現代男女的情感瑣屑——他們深
愛著彼此，卻又經不住新鮮和激情的
消退，以及其他異性的吸引，和世俗
生活對兩人情感的沖蝕，直到他們把
彼此折磨得體無完膚。
《壹出大戲》《南法撩妹記》和
《好夢壹日遊》是此次參展的三部喜
劇電影。《壹出大戲》的導演埃馬紐
埃爾· 庫科爾，試圖用戲劇舞臺的開放

性，自由之於人們的重要性，而吊詭
或諷刺的是，他戲中的主角卻是壹群
失去自由的囚犯。
相比而言，《南法撩妹記》的喜
劇風格要輕松些，它在三個男人駕車
同遊的艷遇之旅上，展現當代法國青
年的生存與情感現狀，笑點頗多。尼
古拉斯· 貝多斯導演的《好夢壹日遊》
，奪得第 45 屆法國凱撒電影獎最佳原
創劇本，是壹部天馬行空、眾星雲集
的愛情喜劇。
傑赫米· 克拉潘導演的《我失去了
身體》是此次影展的唯壹壹部動畫片。
這個講述壹只斷手與身體重新結合的奇
幻動畫，獲得2020法國電影愷撒獎最佳
動畫片，在世界各大電影節都備受關註
。由女性導演茹斯汀· 特裏葉執導的
《西比勒》（獨家線上播出平臺：歡喜
首映 APP），是入圍 2019 戛納電影節主
競賽單元的女性題材作品。

此次精選的八部新近影片，是各
地觀眾在大銀幕上欣賞法國電影的最
佳時機。相信觀眾在體驗法國電影展
映的同時，能濃烈地感受到全世界人
類情感和命運的共通之處，以及藝術
和文學給予不同語言、不同文化背景
人們的精神慰藉！

金雞獎影帝黃曉明助陣
法蘭西騎士勛章授勛
12 月 3 號的第十七屆法國電影展映
開幕儀式，在北京雅辰悅居酒店召開
，並為北京及其他展映城市的活動拉
開帷幕。法國駐華大使羅梁先生，和
金雞獎二封影帝黃曉明出席開幕式活
動。
這不僅是黃曉明傾情助陣的法國
電影展映活動的開幕式，也是這位金
雞獎二封影帝被法國政府授予“法蘭
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的授勛儀式

。“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
是法國政府於 1957 年設立的，用於表
彰全世界在文化藝術領域享有盛譽，
或對弘揚法國和世界文化作出特殊成
績和傑出貢獻的法國人及外國人，是
法國四種部級榮譽勛章之壹，也是法
國政府授予文化藝術界的特殊榮譽。
黃曉明獲此榮譽，可謂實至名歸
，他是中國最年輕的最佳男主角大滿
貫獲得者，出道至今曾獲得中國電影
金雞獎、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主角
，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男演員等眾多
獎項，憑借《無問西東》《中國合夥
人》《大唐玄奘》等多部電影作品，
成為中國觀眾們最喜愛的好演員，並
致力於推動電影新人發展，成為戛納
電影節入選影片的聯合出品人，把優
質的電影作品推介給世界廣大觀眾。
同時熱心公益慈善，擔任中國兒童
少年基金會形象大使，聯合國兒童基金
香港委員會兒童基金會愛心大使 ，成
立“黃曉明明天愛心基金”等，在電影
藝術與文化領域作出了傑出貢獻。
在授勛儀式上，法國駐華大使羅梁
先生，先是用“初生牛犢不怕虎”來誇
贊黃曉明進入影視行業的契機，又稱贊
他從影以來，隨著影響力提升，對慈善
事業的投入。黃曉明用“受寵若驚”來
表達自己授勛時的心情，以新晉“騎士
”，和第十七屆法國電影展映形象大使
的身份，號召中國觀眾和影迷走進電影
院，支持此次展映活動。
這其實是黃曉明先生第二次擔任
法國電影展映的形象大使。談及法國
電影，他盛贊“法國電影是世界電影
的發源地”，並現場哼了壹段法國電
影《虎口脫險》的配樂，說這是他
“小時候看的第壹部法國電影”。黃
曉明先生還提到期待拍攝法國電影，
希望有機會能學習法語，以更好地為
中法電影和文化做奉獻。
從今天 2020 年 12 月 3 日起到 2021
年 1 月，由黃曉明先生擔任形象大使
的第十七屆法國電影展映活動，將在
北京、上海、西安、三亞、昆明、大
連等全中國近 10 個城市巡回，放映八
部最新的法國電影佳作，這是中國觀
眾在大銀幕上領略法國電影的最佳時
機。

梁鳴作品《日光之下》公映

三大看點揭秘脫軌青春
由梁鳴執導，呂星辰、吳曉亮
、王佳佳領銜主演的電影《日光之
下》，正式於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
盟專線上映。《日光之下》是導演
的個人首部長片，在此前舉辦的國
內首映觀影中，導演李霄峰、北京
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等電影同行，
都給予影片高度評價，隨著這部講
述少女隱秘心事的佳作與觀眾見面
，影片的三大看點也逐壹揭曉。
《日光之下》講述了東北小
城裏的壹段往事。少女谷溪（呂
星辰 飾）自小與哥哥谷亮（吳曉
亮 飾）相依為命，當哥哥的新女
友慶長（王佳佳 飾）出現並逐漸
橫亙在二人之間時，兄妹間本來
穩固的親密關系，因此分崩離析
。隨著東北雪原氣溫的驟降，這
段三角關系亦變得危機四伏。

復雜最是三角情。導演梁鳴曾
解讀，片中谷溪對哥哥的占有欲超
出了自己的想象，當“瀟灑姐”慶
長以闖入者的身份出現時，谷溪的
獨享感便被打破，三個人之間的情
感也變得愈加微妙。《日光之下》
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它敢去架設壹
個“三人行”的結構，把壹個不諳
世事的沈默女孩置入復雜的三角旋
渦。影片的著力點並非局限於個體
，而在於對人性更為普遍的觀察。
個中深意，引人遐想，值得觀眾去
進壹步發掘。
每個少女，都有難以言說的心
事。《日光之下》另壹看點，就在
於對少女內心世界的刻畫。影片以
谷溪的視角切入，不疾不徐地展現
了壹個原生家庭缺位的女孩，是如
何懷揣著青春期特有的緊張與不安

，遊移在青春與成人的世界邊緣，
將壹個敏感少女的世界娓娓道來。
“智齒”，是貫穿電影始末的
重要意象。在東北方言裏，智齒又被
稱為“立事牙”，象征著成人與青春
的分水嶺。影片中有壹場堪稱“高光
時刻”的戲：谷溪忍著疼痛，親手拔
掉了自己的智齒。此景此景，隱喻著
少女獨有的情愫，在智齒刀起刀落的
瞬間，並入了成人世界的軌道。曲折
最是少女心，觀眾可以通過《日光之
下》窺見異軌青春的獵奇，影片呈現
出的迷茫與撕裂，掙脫與新生，想必
將引發觀眾強烈的共鳴。
《日光之下》是導演梁鳴潛心
七年之作，他曾於2012年婁燁執導
的《浮城謎事》裏擔任副導，在專
業劇組學習和浸泡的經歷，為《日
光之下》的品質打下了堅實基礎。

此外，該片還擁有強大的制作團隊
。李少紅擔任影片監制，婁燁的禦
用編劇梅峰擔任劇本監制。配樂丁
可曾為《暴雪將至》作曲。攝影何
山曾掌鏡《心迷宮》和《暴裂無聲
》。音效師張金巖、龍筱竹憑借
《暴雪將至》曾獲金馬獎最佳聲音
設計提名。剪輯朱琳的代表作包括
《推拿》和《我不是藥神》。美術
設計黃家倫的代表作為《藍宇》。
《日光之下》由上海淘票票
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優酷電影有
限公司、北京中導協文化發展有限
公司、歡娛（天津）影視傳媒有限
公司、克諾影視傳媒（北京）有限
公司出品，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
、上海淘票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發
行。目前，該片在全國藝術電影放
映聯盟專線熱映中。

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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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出席氣候雄心峰會 宣布中國自主貢獻新舉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 12 日在氣候雄心峰會上通過視頻發表
題為《繼往開來，開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新征
程》的重要講話，宣布中國國家自主貢獻一系
列新舉措。
習近平強調，5年前，各國領導人以最大的
政治決心和智慧推動達成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
定》。5年來，《巴黎協定》進入實施階段，得
到國際社會廣泛支持和參與。當前，國際格局加
速演變，新冠肺炎疫情觸發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深
刻反思，全球氣候治理的未來更受關注。

團結一心 提振雄心 增強信心
■習近平在氣候雄心峰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習近平提出3點倡議。
第一，團結一心，開創合作共贏的氣候治
理新局面。在氣候變化挑戰面前，人類命運與

共。中方歡迎各國支持《巴黎協定》、為應對
氣候變化作出更大貢獻。
第二，提振雄心，形成各盡所能的氣候治
理新體系。各國應該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根據國情和能力，最大程度強化行動。
發達國家要切實加大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
技術、能力建設支持。
第三，增強信心，堅持綠色復甦的氣候治
理新思路。大力倡導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
式，從綠色發展中尋找發展的機遇和動力。

二氧化碳排放目標 2030降逾65%
習近平強調，中國為達成應對氣候變化《巴
黎協定》作出重要貢獻，是落實《巴黎協定》的
積極踐行者。中方已經宣布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
力度，我願進一步宣布：到 2030 年，中國單位

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
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
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
億千瓦以上。中國歷來重信守諾，將以新發展理
念為引領，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促進經濟社會發
展全面綠色轉型，腳踏實地落實上述目標，為全
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更大貢獻。
習近平最後強調，“天不言而四時行，地
不語而百物生。”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唯一的
家園。讓我們繼往開來、並肩前行，助力《巴
黎協定》行穩致遠，開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新
征程！
氣候雄心峰會由聯合國及有關國家倡議舉
辦，旨在紀念《巴黎協定》達成五周年，進一步
動員國際社會強化氣候行動，推進多邊進程。

習近平提十要求 貫徹總體國安觀
政治安全放首位 堅持系統思維構建大安全格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11 日下午就切實做好國家安全工
作舉行第二十六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國家安全工
作是黨治國理政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保障國泰民安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做好
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
期，把國家安全貫穿到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同經濟社會發展一起謀劃、一起
部署，堅持系統思維，構建大安全格局，促進國際安全和世界和平，為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提供堅強保障。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袁鵬就這個問題進
行講解，提出了工作建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認真聽取了他的講解，並進行了討論。

強化國安工作頂層設計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指出，黨
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首次把統籌發展和安全納
入“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並
列專章作出戰略部署，突出了國家安全在黨和國家工
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這是由我國發展所處的歷史方
位、國家安全所面臨的形勢任務決定的。
習近平強調，我們黨誕生於國家內憂外患、民
族危難之時，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銘心的
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對發展和安全高度
重視，始終把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緊緊抓在手上。黨
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
統一領導，把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納入堅持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
國家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強化國家安全
工作頂層設計，完善各重要領域國家安全政策，健

全國家安全法律法規，有效應對了一系列重大風險
挑戰，保持了我國國家安全大局穩定。

維護政權安全制度安全
習近平就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10點要求。
一是堅持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絕對領導，堅持黨中央
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加強統籌協調，把
黨的領導貫穿到國家安全工作各方面全過程，推動各
級黨委（黨組）把國家安全責任制落到實處。
二是堅持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貫徹總體國
家安全觀，堅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國家利益至
上有機統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
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防範化解重大安全風險，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提供堅強安全保障。
三是堅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國家安全一切為
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積
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安
全權益，始終把人民作為國家安全的基礎性力量，
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強大力量。

■ 中共中央政治局 11 日下午就切實做好國家安
全工作舉行第二十六次集體學習。
全工作舉行第二十六次集體學習
。
視頻截圖
四是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發展和安全並
重，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既
通過發展提升國家安全實力，又深入推進國家安全
思路、體制、手段創新，營造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
的安全環境，在發展中更多考慮安全因素，努力實
現發展和安全的動態平衡，全面提高國家安全工作
能力和水平。
五是堅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維護政權
安全和制度安全，更加積極主動做好各方面工作。
六是堅持統籌推進各領域安全，統籌應對傳統
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發揮國家安全工作協調機制作
用，用好國家安全政策工具箱。
七是堅持把防範化解國家安全風險擺在突出位
置，提高風險預見、預判能力，力爭把可能帶來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美國國會
參議院11日以84票贊成、13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
了 2021 財年國防授權法案。據媒體報道，授權法案
包含協助台灣維持自我防衛能力、啟動“太平洋威懾
計劃”等內容。北京軍事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美
國防授權法案多個內容明顯針對中國，釋放了美對華
政策依然強硬的信號，需要引起中方高度警惕並做好
萬全準備。

“太平洋威懾計劃”針對中國
據報道，本周早些時候，美國會眾議院以335票
贊成、78 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該法案。根據法
案內容，2021財年美國國防支出為7,405億美元，比
上一財年略有增長，其中，超過6,300億美元用於國
防項目基本預算，690億美元用於海外軍事活動。
有媒體報道，美國防授權法案與台灣有關的部

分主要在1260條以及9724條。1260條主要是表達國
會對確認“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為美台關係
基石的意見、1260A條涉及對台軍售、1260B條建議
美台醫療安全夥伴關係。9724 條則是保障台灣民眾
在國際金融組織的公平僱傭規範。
此外，法案還首次設立“太平洋威懾計劃”，
按照法案規定，從 2021 年到 2026 財年，美國每年
都要增加在太平洋方向的軍事建設經費，有報道
稱，此舉目標就是要在太平洋上，針對中國重新確
立起所謂的壓倒性軍事優勢。

中國需做好充分應對準備
該法案將被送至白宮，由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成
法或否決。由於對其中部分內容不滿，特朗普此前多
次威脅否決該法案。軍事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
平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鑒於國會參眾兩院均以超過各

自席位的三分之二通過法案，即使特朗普否決，國會
也可以推翻否決使法案成為法律。
宋忠平表示，美國防授權法案涵蓋多項目標很
明確的對華條款，與台灣有關部分明確表明美國依
然要和台灣發展更多關係，尤其是政治關係、軍事
關係，包括經貿關係。最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提到的
“太平洋威懾計劃”，“可以說，這個計劃就是針
對中國而定，中國需要做好萬全的準備來應對。”
對於美國持續擾動台海局勢，部分綠營政客妄
圖挾洋自重的行為，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曾
明確表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在
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中方決不允
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國家採取任何方式把台
灣從祖國分離出去，一切違背歷史潮流、製造“一
中一台”、分裂中國的圖謀都將受到包括所有海外
華人在內全體中華兒女的堅決反對。

中歐班列首運日貨往歐洲

美通過國防授權法挺台抗陸 京專家籲警惕

大風險的隱患發現和處置於萌芽狀態。
八是堅持推進國際共同安全，高舉合作、創
新、法治、共贏的旗幟，推動樹立共同、綜合、合
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加強國際安全合作，完
善全球安全治理體系，共同構建普遍安全的人類命
運共同體。
九是堅持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
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加強法治思維，構建系統完
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國家安全制度體系，提
高運用科學技術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不斷增強塑
造國家安全態勢的能力。
十是堅持加強國家安全幹部隊伍建設，加強國家
安全戰線黨的建設，堅持以政治建設為統領，打造堅
不可摧的國家安全幹部隊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搭載有來自日本的移動垃圾箱、手推
貨運車、振動測試記錄儀等貨物的
X8015/6 次列車 12 日上午從湖北武漢
吳家山站開出，駛往德國杜伊斯堡。
這些貨物從日本名古屋港經海運、長
江水運直達武漢陽邏港，轉乘中歐班
列前往歐洲。
“這是日本貨物首次搭乘中歐班
列（武漢）前往歐洲，武漢由此開闢
出一條海鐵聯運國際中轉新通道，為
日本等地貨物出口歐洲提供了一條新
路徑。”中國鐵路武漢局集團有限公
司漢西車務段吳家山站貨運負責人郭
佩說。
武漢港航發展集團有限公司相關
負責人介紹說，與單純的海運相比，
運 輸 時 間 將 由 50 多 天 壓 縮 到 20 多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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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奧巴馬健康保險登記後的注意事項

奧巴馬健保每年僅有的 45 天開放
期馬上就要結束了，截止日期是 12 月
15 日，您已經登記了嗎？還沒有登記的
保戶請抓緊最後幾天的時間註冊登記。
登記以後的保戶有哪些事項需要註意呢
？
一. 盡快交納第壹個月的保費，若
第壹個月的保費沒有交納，保單不會生
效。第壹個月保費交納截止日期是 12
月 31 日。選好計劃後保險公司會寄壹
個賬單到家裏。收到後盡快付款。付完

款後保險公司才會寄出保險卡。
二. 選基本醫生(PCP)。PPO, EPO
計劃不需要選擇基本醫生，看專科醫生
也不需要推薦信。HMO 計劃需要選擇
基本醫生，看專科醫生也需要基本醫生
的推薦信。在登記時選擇的基本醫生從
政府網站傳向保險公司時可能會出現變
化，保險公司會根據地理位置自動選擇
家庭醫生，有可能與自己的選擇不符合
，這時候需要核實壹下，若看到與自己
所選醫生不符合的話需要及時變更，否
則看病時就會耽誤時間。
三. 註意來往信件，及時處理。若
需要提供支持文件的話，90 天之內需要
遞交，否則保單會被取消。
四. 及時交後續保費。每月第壹天
是保費應付日期，可以提前交納，托欠
保費的話有個寬限期(graceperiod)，不
享受優惠者是 30 天，享受優惠者是 90
天，過期還不交費保單就會被取消，而
且無法恢復，下年再在同壹家投保時也
必須得先交清欠費，新保單才可生效。
五．若有家庭成員申請 Medicaid,

Chip 計劃成功者請通知保險公司取消該
成員的保險計劃，若沒有通知的話保險
公司也會自動查到並給予取消。
六．可以參加保險公司的優惠活動
。 有 壹 些 保 險 公 司 像 Community
Health, Ambetter 有優惠活動，按建議
項目完成各項要求後，可領取優惠卡。
每壹項金額不等，總優惠可達$200 多
。建議項目有體檢，打預防針，看視頻
，民意測驗等，每人建議項目不壹定相
同，在登錄到賬戶後可以看到詳細的建
議項目及優惠金額，做完壹項後就上傳
相應信息，即可獲得禮品卡。
七. 建議在保險公司網站上註冊賬
號，以方便各種服務。每家保險公司都
提供了網絡支持平臺，甚至手機應用軟
件，客戶可以在保險公司網站上註冊賬
號。在登記時政府網站上的信息會自動
傳輸到保險公司，輸入基本信息後賬號
即可建立，所有保單信息在賬戶裏都會
顯示。註冊賬號後可實現的服務有：
1. 付款，可以用信用卡，銀行卡或
銀行賬號付款。而且可以設置自動付款

。有個別公司如 Oscar 不能使用信用卡
支付。
2. 選換基本醫生 網站裏可以查找
網絡內醫生，也可以更換，更換後有的
公司可以立即生效，有的則需要 24 小
時才能生效，建議提前選好。
3. 打印保險卡。交款後在還沒有收
到保險卡時，可以在登錄賬
戶後打印保險卡。
4. 有 的 保 險 公 司 比 如
Community Health 還提供了
聊天功能，在辦公時間可以
用這個功能與保險公司聯系
，非常方便，減少了打電話
的等待時間。
5. 查詢優惠活動項目及
優惠金額，完成後上傳相應
信息，領取優惠卡。
6. 方便辦理各種服務，
減少電話等待時間，省時省
力，方便快速。
希望您順利地買到自己
所需要的保險計劃，並成功

地保持全年，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駕護
航！
關於此文或其他問題，歡迎與本文
作者聯系：安穩保險 楊德清，電話
713-952-5031. 微信號：yangdeqing1
，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謝謝閱覽 ！

注意假日旅行安全

这个圣诞节
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请避免大型聚会
保持社交距离
出行戴上口罩

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更多关于新冠的信息和指南 请登录哈里斯郡卫生署网站

www.hcpht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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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增加了獲得和傳播 COVID-19
的機會。 待在家裡最安全，但是如果
您 必須旅行，注意所涉及的風險。 機
場，汽車站，火車站和休息站是 COVID-19 可以傳播的所有地方。 每種旅行
都有不同的挑戰，並且可能 降低您的
風險和暴露於 COVID-19 的風險。 在
旅行或過夜之前，請確保您 檢查設施
要求的 COVID-19 預防措施。
在您旅行之前請注意：： •COVID-19 是否在您的目的地傳播？ •您與
可能因 COVID-19 患嚴重疾病的風險增
加 的 人 住 在 一 起 嗎 ？ • 您 因 COVID-19 患嚴重疾病的風險增加了嗎？ •
您的目的地對旅行者有要求或限制嗎？
如果您生病或周圍有其他人過去
14 天被感染了 COVID-19，請勿旅行
。 如果您決定旅行，請採取措施保護
自己和他人免受 COVID-19 的侵害：
•在公共場合戴口罩，保持鼻子和嘴巴
遮蓋 •避免與不是你家的人保持距離
至少 6 英尺（2 米）（約兩臂長），以
防止緊密接觸。 •經常洗手或使用洗
手液（至少 60％的酒精） •避免觸摸
眼睛，鼻子和嘴巴

降低風險 •汽車短途旅行，沿途
停站數少 •與家人同住的房屋或小木
屋（例如，度假屋）
中度風險 •與不在您家裡的人一
起乘汽車或房車旅行 •沿途一站或多
站的長途汽車或房車旅行 •長途火車
或公車旅行 ••直飛/直航
高風險 •有中途停留的航班 •乘
坐遊輪或內河船旅行 •旅館或多單位
旅館（例如住宿加早餐旅館） •住在
家人或朋友的家裡 •房屋或小木屋中
有不是您家裡的人 •與許多人共用的
空間和共用浴室設施（例如，宿舍式旅
館）
員工 COVID-19 響應小組（SCRT
）的感恩節旅行安全檢查清單
在你走之前： •考慮您要去哪里
以及存在哪些風險和限制（CDC COVID 數據跟踪器） •考慮如何到達目的
地以及乘坐每種交通工具的風險 （疾
病預防控制中心知道您的旅行風險）
•考慮旅行時需要注意準備哪些安全事
項。例如，口罩，洗手液，紙巾。 •
如果您生病/暴露在外/在返回時呈陽性
，請準備在家工作 ; 事先與您的主管交

談，以了解您是否能夠在家中工作。離
開辦公室之前，隨身攜帶工作所需的所
有必需品。 確保您可以在工作時將工
作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連接到家庭網
絡 居家辦公 •在出發前的幾天/幾週內
採取安全行為，以保護您所拜訪的人
， 尤其是免疫力低下的人和老年人。
鼓勵那些拜訪您的人也這樣做。
（CDC 如何保護自己和他人 •注射流
感疫苗
在旅途中和到達目的地時： •如
果您符合以下任何條件，請勿旅行或參
加任何面對面的假期活動： （疾病預
防控制中心知道什麼時候推遲旅行，以
免傳播 COVID-19） •盡可能避免接
觸過多人群•在公共場合一定要戴口
罩 •盡可能與家人和朋友在戶外度過
假期。 如果不能在戶外，請限制 出席
的人數，並鼓勵戴口罩。 •避免近距
離接觸問候。 例如擁抱，親吻，握手
•保持社交距離，即使與朋友和家人
•參加低風險和中等風險的假期活動
（請參閱下一頁） •避免高風險活動
（請參閱下一頁） •經常洗手/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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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白內障？
什麼是白內障
？怎麼治療
怎麼治療？
？

—眼科醫生楊美儀 (Dr. Linda Yang) 專欄一

眼睛是感知世界的窗戶。可是，
對於白內障患者而言，就像是明澈的
窗戶上蒙上壹塊布。眼睛裏晶狀體老
化或病變了，變得渾濁，光線就被混
濁的晶狀體阻擋，其嚴重性可從視物
模糊到失去光明。所以，壹旦發現有
白內障的可能，就要充分重視，及早
治療。當妳看不清，看東西模糊的時
候，就應該到眼科醫生那裏去檢查。
首先，妳得知道跟白內障有關的這些
事兒：
1，白內障會致盲嗎？白內障是世
界上導致失明的主要原因，約佔所有
國家所有失明病例的 42％。白內障的
風險從 40 歲左右開始隨著年齡增加。
據統計調查, 60 至 70 歲人群的白內障
發病率約為 24%。到 75 歲，大約壹半
的美國人患有白內障。到 80 歲時，大

約有 70％的美國人患有白內障。糖尿
病患者白內障的發病率是普通人群的
10 倍。50 歲以上人群視力障礙比例高
達 30％，主要原因就是白內障。
2，只有老年人會得白內障？儘管
大多數人是隨著年齡增長而患上白內
障，但年輕人亦會患上白內障。 實際
上，有些嬰兒天生患有白內障，可以
通過手術矯正。年輕人也可能由於眼
睛受傷或服用某些藥物如類固醇而患
上白內障。環境因素如暴露於太陽的
紫外線中過多亦可能導致越來越多年
輕人、中年人提早患上白內障。白內
障已然不是老年人的“專利”。當發
現在壹段時間裏，視力突然下降得很
快，或者看東西越來越模糊的時候，
就要當心了，趕緊去看眼科醫生！
3，白內障能用藥治好嗎？
知道自己得了白內障，聽人說可
以吃藥或塗眼膏治好？錯錯錯！到目
前為止，沒有可以消除白內障的特效
藥。治好白內障，必須做手術，千萬
不要花了冤枉錢，耽誤了看病！
手術是治療白內障唯壹有效的方
法！
4，白內障要等“熟”了才做手術
？
以前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因為
醫療水平和醫療設備受限，白內障手

術需要剝離晶狀體。如果硬壹點、
“熟”壹點 (指晶狀體基本上全混濁了)
，剝離晶狀體會比較容易。從九十年
代初開始使用超聲乳化手術以後，就
不需要等到白內障長硬長熟了。白內
障長得越熟越硬，超聲粉碎所用的時
間和能量越大，手術風險也越大，所
以白內障手術要早壹點做為好。壹般
的標準是當白內障患者視力降至低於
20/40 或影響生活時，就應該做手術。
5，白內障手術很複雜嗎？
白內障手術壹般采用表面麻醉的方法
。通過壹個很小的切口，采用超聲波
擊碎後摘除渾濁晶狀體，再以人造晶
狀體替換渾濁晶狀體。手術通常大約
在十分鐘左右完成，患者沒有明顯不
適。
6，得了糖尿病不能做白內障手術
？
有些患者認為自己有糖尿病不能
做白內障手術，或者認為手術沒有效
果，而放棄治療。這些想法都是錯誤
的，有白內障的糖尿病患者不僅能做
手術，而且要早做。視力降低，只要
影響生活，就可以做手術了。
糖尿病患者通常傷口較難愈合。如等
白內障發展到晚期再做手術，將大大
增加手術的難度與風險, 亦大大增加了
並發癥發生的可能性，如發生色素膜

炎、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等並發癥。嚴
重者可達到失明的程度，最終失去手
術治療的機會。
糖尿病患者只要控制好血糖，白
內障手術是完全可以順利進行的，絕
大部分患者可以達到很好的術後視力
。臨床上空腹血糖值是手術治療的重
要參考指標之壹。手術前要控制飲食
，少吃升糖快的甜食等食物。
7，年紀太大不能做白內障手術？
白內障發展到了壹定程度就應該
做。如果患者壹般健康情況良好，不
管是 60 歲還是 90 歲都應該做手術。因
為隨著發病時間越長，晶狀體過度老
化，還可能會產生青光眼和發炎。甚
至有些人在白內障早期，由
於病情突然加速，起病很急,
繼發青光眼，壹夜之間就可
以造成失明。此時再想做白
內障手術，已經來不及了。
因此，白內障手術是否能做
要全面評估，不能單純從年
齡上判斷。
眼科醫生楊美儀 (Dr. Linda Yang), 本科畢業於萊斯大
學 Ric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at
Galveston 德州大學醫學院醫
學博士，在 University of Tex-

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at Dallas 德州大學達拉斯西南醫學中心完成
了住院醫生的訓練。楊美儀醫生 (Dr.
Linda Yang) 對於各種眼疾都有豐富的
經驗，尤其擅長白內障手術。到目前
為主，她已成功地做過 2000 多例眼睛
手術。楊美儀醫生 (Dr. Linda Yang) 是
休斯頓出生和長大的華裔，會說流利
中文， 對於華人患者來說，實在是太
方便了。
診所:
1429 Hwy 6 South, Suite 102
Sugar Land, TX 77478
(832) 500-1480
8am – 5pm Mon –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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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澳關係陷冰點 衝突背後發生發生什麼事
衝突背後發生發生什麼事？
？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與澳大利亞簽署雙
邊自貿協定、兩國領導人定期互訪......很難想象

這只是短短幾年前的事情。如今，我們似乎只能
看見澳中兩國政府拿起“擴音喇叭”隔空喊話。
澳中關系是怎樣壹步步降至今天的“冰點”的？
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壹直在中美之間遊走：
與美國結盟維繫軍事和國家安全；在經濟上依賴
中國大陸的市場。這是中澳在上世紀 1970 年代建
交之後逐漸成形的不點明的外交方向。
2015 年 12 月，澳中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允許
澳洲出口到中國的農產品逐年遞減關稅，鞏固了
中國作為澳洲最大的礦業和能源市場的地位——
澳洲超過 70%的鐵礦、煤礦和天然氣都是出口至
中國。單在 2017 年，澳洲就向中國出口了超過
850 億澳元的能源產品。在留學產業、旅遊、投

資方面，澳洲也獲利無數。而澳洲與美國作為盟
友，也是歷史悠久。澳洲在 1941 年成為 「五眼聯
盟」 壹員，和美英加紐共享情報。二戰後的 「澳
紐美安全條約（ANZUS）」 確定了澳洲作為美國
緊密盟國的地位。澳洲也長期有美軍的情報單位
設站，並由美軍在澳洲開展各類軍事訓練。2001
年的阿富汗戰爭和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澳洲
也均有參與其中。
如今，平衡似乎難以為繼。澳洲媒體形容，
中澳關係跌到建交以來的最低點，兩國貿易戰持
續，引發澳洲國內農礦業擔憂。僅是短短五年，
中澳兩國關係是如何隨著近年來中美關係緊張而
走到如斯田地的？這些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請看美南國際電視 15.3《JJ 觀點》，本期話
題---中澳關系是如何走到冰點的？休斯頓新聞
名人馬健與國際貿易中心共同主席金路威與您分
享他們的觀點。
請收看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的《JJ 觀點》
，美南國際電視已加入北美最大的中文電視平臺
，您家如果安有 iTalkBB，收看效果更好！也可以
在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scdaily.com， youtube 上 搜 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看美
南國際電視的節目。美南國際電視多平臺覆蓋，
您隨時隨地都可以收看到美南國際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