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

2021年1月3日 星期日
Sunday, January 3, 2021

12042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 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 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 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全美確診破 2000 萬 專家
專家：
：黑暗在後面

【綜合報道】時序進入 2021 年，新冠病
毒仍持續肆虐。據 World meter 網站統計，全
球疫情最嚴重的美國，確診個案增至 2062 萬
、逾 35.6 萬人病故。在疫情震央加州，洛杉磯
郡每日病歿人數不斷刷新紀錄，如今平均每
10 分鐘就有 1 人被新冠病毒奪去寶貴生命。
在美國確診病例最多的加州，超過 21000
名患者住院，較去年 12 月的數量增加了至少
25％，其中約 4500 人在加護病房。緊張的醫
療資源、源源不絕的新增確診病例，迫使多名
當地醫護人員發出警告。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在元旦當天發表題為
《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 2000 萬例，專家
預測 1 月將迎來艱難時刻》的文章，稱最壞的
情況 「還在後面」 。

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佛奇也分析
，目前美國疫情在各方面都開始 「失控」 ，且
1 月情況可能比去年 12 月更糟。此外，繼科羅
拉多州後，加州和佛州也發現英國變種新冠病
毒。佛奇認為，這種病毒可能已在多州現蹤。
川普政府的新冠疫苗計畫 「曲速行動」 先
前誇口，稱去年底就可替 2000 萬人接種疫苗
。但疾控中心（CDC）網站顯示，截至去年
12 月 30 日，全美僅有 279.4 萬人完成第 1 劑疫
苗施打。專家和官員批評，接種進度與預期狀
況差距太大。
統計顯示，自去年 11 月 3 日以來，全美單
日新增都保持在 10 萬以上。累計確診人數於
11 月 9 日突破千萬大關，不到 2 個月就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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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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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Year Of 2021
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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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會更好
我們總算告
別了醜陋頹喪傷
感的二 O 二 O 年
， 近壹年之久 ，
全世界之大小媒
體充斥著新冠病
毒導致的新聞報
導， 加上政客們
的興風作浪 ，譲
平民百姓受盡苦
痛， 各國経濟重
劊是人類歷史上
所罕見。
美國我們號
稱世界第壹民主
制度之強國， 但
是此次疫情把我們打得鼻青臉腫 ，確診及
死亡人數佔了世界的四分之壹 ，我們請問
執政的共和黨還有臉面對我們嗎？ 壹直到
今天在亞特蘭大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在競
選大會上，多半不遵守規定戴口罩保持距
離， 因而政客們都染上了病毒。
不願承認敗選的總統，據稱已經有壹
百二十位共和黨眾議員及數位參議員準備
在元月六日宣布美國總統選舉人票時來推
翻此次之大選 ，華府白宮及重要之國防軍

Մ↛፹
LIVE

Finally, the year of 2020 is over. It has been a
year of misery and great sadness.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the whole world is in chaos.
Many people have suffered and every one in a
thousand citizens have lost their lives. Every
one in sixteen people have been confirmed
with COVID-19. It is the darkest page in our
human history.
We are also very surprised that President
Trump still refuses to admit his loss in the
presidential race. According to a reliable
source, there are one hundred twenty congressmen and a few senators who will vote in
the U.S. Senate on January 6, 2021, against
the Electoral College results announcing that

Joe Biden will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he world has been
full of uncertainty. America has withdrawn
from m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Unfortunatel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still attacking our land. Do politicians really care
about how many people are still losing their
lives?
We all hope the new year will open with new
leadership to regain our national soul and dignity. We wan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to return
to multi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lead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again.

事部門有意拖延交接 ，造成拜登團隊之極
大困擾。
所幸這些動作不可能影響大局 ，我們
相信元月二十日壹定是新領導人上臺 ，我
們必須找回美國的尊嚴 ，找回我們的國
魂 ，決不能被政客所綁架。
我們非常期待和興奮新的壹年已經到
來 ，願上天保佑天下太平。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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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允許“
英國允許
“混合接種
混合接種”
”不同廠商的新冠疫苗
專家斥責：
專家斥責
：不顧科學
（綜合報導）英國政府最近更新相關規
範，允許“混合接種”不同藥商生產的新冠
疫苗。許多專家提出質疑與警告，甚至痛批
此舉是“不顧科學”。
據《紐約時報》1 日消息，英國政府目前
批准輝瑞（Pfizer）與阿斯利康（AstraZeneca
）新冠疫苗，最近更新相關規範，允許“混
合接種”已批准的新冠疫苗。根據指導方針
，若民眾無法獲得同款疫苗的第二劑，或者
不清楚第一劑疫苗的藥廠，則第二劑可使用
另一款疫苗代替接種。
英國公共衛生部最新疫苗規範指出，若
病患處於“即時高風險”，或被認為“不太
可能再次接種”的必要情況下，可以接種不
同款的後續疫苗，“由於 2 種疫苗都以棘蛋白
（spike protein）為基礎，第二劑很可能只是
協助加強第一劑的反應”。英國公共衛生部

強調，個人“應盡一切努力”完成同款疫苗
的接種時程。該機構指出，輝瑞與阿斯利康
疫苗具有相同之處，而“混合接種”的臨床
試驗將於今年展開。
英國的疫苗新規範引發科學界質疑。美
國康奈爾大學疫苗專家摩爾（John Moore）
直言，“無論如何都沒有這方面的數據”。
他批評，英國官方“似乎已經完全放棄科學
，只是試圖透過猜測擺脫混亂局面”。摩爾
也擔憂，快速推開新的相關規範“不明智”
，可能會危及脆弱人群。此外，英國指導方
針的改變，許多是在沒有公開會議或沒有強
有說服力的大數據的指導下做出的，美國加
州大學傳染病醫師田（Phyllis Tien）就表示，
可能會削弱人們對疫苗接種運動和公共衛生
措施的信任。

東京都知事要求實施緊急狀態，
東京都知事要求實施緊急狀態，
首相菅義偉元旦夜召集緊急會議
（綜合報導）2021 年新年元旦，日本新增新
冠確診感染者 3246 人。因近期新增新冠感染人數
激增，東京都知事敦促日本政府再次宣布進入緊
急狀態。
據日經新聞 1 月 2 日消息，東京都知事小池百
合子將於當天下午與日本經濟再生擔當相西村康
稔會面並提出要求。
報導指出，雖然 1 日的新增病例比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 4520 人有所減少，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感
染者減少，而是由於一部分醫療機構在新年期間
停止和減少了檢測，部分地方政府也在新年期間
停止了感染者數的統計與發表。
日本已經連續 4 天新增感染者人數超過 3000
人。厚生勞動省的最新統計數據稱，元月 1 日，
日本全國重症感染者比前一天增加了 35 人，達到
716 人，創下了迄今為止最多的記錄。同時，病
亡人數也達到 45 人，其中大阪府和兵庫縣各死亡
9 人。
其中，東京首都圈的感染情況依然嚴峻，東
京都在 12 月 31 日新增確診超過 1000 人之後，元

月 1 日依然達到 783 人。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
示，將不得不考慮準備再次進入緊急事態。
據亞通社報導，日本首相菅義偉在元旦夜與
負責防疫工作的經濟再生大臣西村、厚生勞動大
臣田村、內閣官房長官加藤等在首相官邸舉行了
緊急磋商，內容涉及“實施緊急事態”問題。
日本移動通訊公司 NTTdocomo 的檢測數據
顯示，1 日當天，日本全國主要城市的外出人數
，比平時減少了 90%，顯示許多人居家過新年，
沒有外出去神社、寺院參拜。
今年的日本天皇新年參賀儀式也因為疫情取
消，德仁天皇夫婦錄製了祝賀影片，提早在元旦
當天向民眾拜年，期望國民團結髮揮忍耐力，度
過疫情難關。
日本天皇德仁表示，“現在在這種困難的情
況下，我相信只要人們對未來，抱有堅定的期望
，能安心生活的日子，必定就在不久的將來會到
來。”
去年 4 月，由於疫情變得嚴峻，日本政府曾
宣布全國進入為期一個月的緊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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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歐開啟新篇章：

英財長稱脫歐為金融業帶來契機

英國與歐盟日前達成脫歐後自由貿
易協議，這標誌著英國與歐盟的關系將
展開全新的壹頁。當地時間 27 日，英國
財政部長表示，脫歐為英國金融業帶來
契機。同時，英國正在著手與多個國家
簽署貿易協定。
【英財政部長：脫歐為金融業帶來
契機】
當地時間 27 日，英國財政部長蘇納
克表示，英國脫歐為英國提供了壹個在

了保證，因為協議中提到了壹個穩定的
監管合作框架，我認為這將給人們提供
保障，即當涉及到等價決定等事情時，
我們將與歐洲夥伴保持密切對話。”
當 地 時 間 24 日 ， 英 國 與 歐 盟 達 成
脫歐後自由貿易協議，但英國首相約
翰遜坦言，這項協議中有關金融服務
業和監管等領域的事項並非是他所期
金融服務方面做不同事情的機會。但是 望的那樣。
，英國將與歐盟保持合作，盡管其貿易
協議中的細節很少。
【英國敦促企業做好準備 法國香檳
據報道，從當地時間2021年1月1日起 制造商“松口氣”】
，所有總部位於英國的金融服務集團將失
當地時間 28 日，英國敦促企業為英
去自動進入歐盟單壹市場的權利。英國和 國脫歐做好準備。英國內閣辦公室大臣
歐盟雙方表示，新的市場準入必須在特定 邁克爾· 戈夫在壹份聲明中說，“協議已
等值交易的貿易協議之外進行談判。
經達成，但巨大的變化帶來的是挑戰和
蘇納克說：“現在我們已經離開了 機遇”，“企業需要適應英國退出歐盟
歐盟，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有所不同(在金 單壹市場和關稅聯盟。”
融服務方面)”， “但這項協議也提供
他表示，“企業和公民需要為壹些

與歐洲貨運受阻
英國超市限購部分商品
綜合報導 英國與歐洲之間貨運嚴重受阻，英國超市樂購(Tesco)對
部分商品實行限購。
該超市規定，每位顧客最多只能買壹包廁用卷紙，雞蛋、大米、肥
皂和洗手液等商品最多購買數量不得超過三個原包裝件。由於大量顧客
湧入，蔬菜、面包等商品貨架空空如也。
Tesco 發言人解釋說，實行限購是預先采取的防範措施，是為了控
制恐慌性購買，以幫助緩解未來幾周的集中購物需求。
Tesco的首席執行官傑森· 塔裏(Jason Tarry)表示，從歐洲進口的生菜、
花椰菜、柑橘類水果等新鮮產品貨源充足，希望大家能按照平時的購買量
“像往常壹樣購物”，並稱超市能充分保障直至12月25日的食品供應。
英國政府近日公布新發現變異毒株，並對倫敦、英格蘭東南部地區
升級實施第 4 級疫情封鎖措施。目前全球有超過 50 個國家和地區宣布對
英國航班、貨運實行“禁運”。法國從 20 日午夜起，暫時禁止來自英國
的航班、列車和輪渡運輸入境 48 小時，造成 3800 多輛貨運大卡車和近萬
名司機沿途滯留。
英國近壹半的新鮮蔬菜和大部分水果依賴從歐洲進口。數據顯示，
每年壹月份，英國有 90%的萵苣生菜、84%的番茄、70%的草莓等從歐盟
進口。英國大型超市集團森寶利(Sainsbury's)警告稱，如果英國和歐洲之
間的貨運無法及時暢通，英國在聖誕節之後將出現生菜、色拉葉、西蘭
花和部分水果產品短缺現象。
英國交通大臣格蘭特· 沙普斯(Grant Shapps)對媒體表示，“我們正
在努力恢復與歐洲的貨物運輸，努力緩解港口的擁堵。”

秘魯 256 名醫生死於新冠

利馬和卡亞俄 40％人群已感染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顯示，新增 1339 例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其中過去 24 小時新增病例為 919 例，另外 420 例為調整
補增，累計確診病例達 1007657 例；單日死亡人數 60，累計死亡 37474 例
。目前該國仍有 4239 人住院接受治療。
27 日，秘魯醫學院報告稱，自 3 月疫情暴發以來，有 256 名醫生因
新冠肺炎死亡。由於秘魯沒有足夠的重癥監護病房，其中壹部分醫生未
能進入 ICU 接受治療。
秘魯醫學院指出，疫情中，秘魯醫務工作人員面臨了許多困難，很
多人在照顧新冠肺炎患者時感染了新冠病毒，肺部功能嚴重受損，無法
繼續在常規住院病房中工作。
壹周前，秘魯衛生部發布的報告顯示，重癥監護病房的負荷能力已
達到極限，全國範圍內僅有 25%的重癥監護床位可以繼續投入使用。
另壹方面，秘魯衛生部國家疾病防控中心 27 日發表了在利馬和卡亞
俄進行的新冠病毒血清抗體檢測調查報告。報告顯示，40%的利馬和卡
亞俄人群已經感染了新冠病毒。同時，如果第二波疫情暴發，仍有 60%
的人面臨感染風險，死亡病例可能會增加。
此外，調查結果還表明，經濟水平較高的人群感染新冠病毒的比例
較低，經濟“高水平”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占 13.1%，經濟“中高水平”
的感染者只有 25.8%。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是來自經濟“中下水平”的
人群，感染新冠病毒的比例為 52.8%。

實際和程序上的變化做好準備，而做這
些最後準備的時間非常短。”
英國政府表示，企業需要了解歐盟
和英國之間進出口商品的新規則。還需
要對歐盟貿易進行報關，而貨運商需要
許可證才能前往肯特郡的港口，否則將
面臨罰款。
另壹方面，在英歐貿易協議達成後
，法國香檳制造商開始歡慶。因為英國
是法國香檳最大海外市場，而新協議讓
香檳免於新關稅和配額限制。
據 報 道 ， 英 國 每 年 消 費 2500 萬 至
3000 萬瓶法國香檳。歐盟和英國簽訂的
新貿易協議，未對英吉利海峽兩岸間貨
物貿易征收新關稅或規定新限額。法國
香檳酒莊聯盟(UMC)主席巴希耶爾表示
，這令業界“大大松壹口氣”。
自從英國 2016 年公投決定退出歐盟
後，“無協議”脫歐的陰影壹直籠罩法

國香檳業。巴希耶爾本月稍早擔憂表示
，“如果沒有(貿易)協議，英國將變成像
非洲或亞洲壹樣的遙遠市場。”他擔心
面臨“新關稅、過關手續、復雜的官僚
程序和物流惡夢”。
【首個自由貿易協定將與土耳其簽
訂】
英國貿易部表示，英國和土耳其將
於當地時間 29 日簽署壹項自由貿易協定
，這將是自英國與歐盟達成脫歐新貿易
協定以來的首個自由貿易協定。
此外，英國外交大臣拉布當地時間
27 日表示，英國現在正在尋求與澳大利
亞、美國等國家達成貿易協議。
他特別強調，2021 年 1 月，約翰遜
將訪問印度，促進英國與印度的經濟關
系，並將與印度總理莫迪壹起參加印度
共和國日的慶祝活動”。

希臘在新年夜和元旦封鎖令依舊
將討論學校重開問題
綜合報導 希臘通報新增新冠確診病
例 476 例。希臘政府發言人佩薩斯表示，
對於本周即將到來的新年夜和元旦，目前
實施的各項限制措施將繼續有效，並稱預
計本周將舉行會議，討論重新開放學校的
問題。
當地時間 12 月 28 日傍晚，希臘國家
公共衛生組織表示，過去 24 小時希臘新
增 476 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 135931
例；當日新增死亡 66 例，累計死亡 4672
例。
目前，希臘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已正式
開啟。這項被命名為“自由”的疫苗接種
計劃於 28 日繼續推進，位於雅典的五家
指定醫院繼續為醫護人員接種。同時，政
府也向拉裏薩大學醫院、約阿尼納大學醫
院、帕特雷大學醫院等分發了新冠疫苗，
就職於這些醫院的醫生和護士將從 29 日
起接種疫苗。
此外，在繼希臘總統薩克拉羅普盧和
總理米佐塔基斯接種疫苗後，希臘主要反
對黨領袖、衛生部部長、衛生部負責初級
衛生保健的秘書長等政要都接種了疫苗。
12 月 28 日，佩薩斯也接受了疫苗接
種。隨後，他在社交媒體發文稱：“接種
疫苗不僅是壹種自我保護的行為，也是壹

項團結行動。通
過疫苗的接種，
我們正在築起壹
道‘免疫墻’，
這是戰勝疫情必
須要做的。”
他在當天舉
行的新聞發布會
上說，從流行病
學的數據上看，
希臘的疫情形勢
比許多歐洲國家
要好，重癥病例
數正在減少，但民眾仍需保持警惕。他說
，已經啟動的全民疫苗接種計劃是壹項非
常復雜和艱巨的任務，但同時也是恢復正
常生活和經濟重啟的關鍵。
對於本周即將到來的新年夜和元旦，
佩薩斯表示，目前實施的各項限制措施將
繼續有效。他還指出，重新開放學校仍是
政府的當務之急，預計教育部官員將在本
周與衛生專家舉行的會議上討論這壹問題
。此前，他曾表示，若疫情形勢繼續朝著
好的方面轉變，各階段學校很有可能在
2021 年 1 月 8 日開學。
雅典-比雷埃夫斯醫院協會主席帕格

柏林最大接種中心
跨年期間暫時關閉

尼 28 日表示，從目前的情況看，2021 年
年初各階段學校重新開學都將是相對安全
的，但人們仍然需要減少聚會活動，人員
的聚集可能會出現新冠病例激增的情況。
在學校重新開放這壹問題上，傳染病
學專家戈戈斯的態度則更為謹慎。他說，
根據疫情數據顯示，在新年假期結束後，
小學有望首先開學。之後可以根據實際的
流行病學數據，允許中學重新開放。他同
時建議，企業繼續采取讓員工遠程辦公的
形式運作。他還提到關於零售行業重新開
放的問題，政府和醫學專家組將在新年假
期結束後進行討論。

綜合報導 由於優先考慮通過移動作業
組前往養老、護理機構和醫院為高風險人
群註射疫苗，因此將在 12 月 31 日至 1 月 3
日期間暫時關閉柏林特雷普托體育館的接
種中心。
該接種中心是柏林六個接種中心裏最大
的壹個，每天平均可為 5000 人接種新冠疫苗
，於 27 日下午正式啟動，先期主要接受護
理機構工作人員的預約。但德國媒體 29 日
報道稱，接種首日只有 228 人前來註射，遠
低於預期人數。而預約疫苗接種的人員過少
也被認為是有關當局決定臨時關閉特雷普托
體育館接種中心的原因。另外，鑒於初期新
冠疫苗數量有限，柏林其他五個接種中心雖
然實際上也已經準備就緒，但目前尚未投入
使用。
據悉，德國 27 日起正式在全國範圍內
啟動史上規模最大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80
歲以上老年人、養老和護理機構人員、壹線
醫護人員等優先接種。

李元鐘保險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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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韓國法務部表示，首爾東部
拘留所對第二次新冠全面檢測中呈陰性的
1689 人進行第三次檢測，共 233 人檢測結果
呈陽性。由此，該拘留所確診病例累計達
748 例。
當地時間 28 日上午，法務部將 345 名
輕微或無癥狀者移送至慶尚北道北部第二
監獄。
據報道，對於輕微或無癥狀者，專門
醫療隊按照生活治療中心(集中隔離點)的標
準進行管理，重癥患者將在防疫部門的配
合下立即移至定點醫院住院。
而關押在首爾東部拘留所的韓國前總
統李明博在第壹次檢測中為陰性，之後為
了治療疾病而住進了首爾大學醫院，在第
二次檢測中被排除在外。
韓國國務總理丁世均 29 日就首爾東部
拘留所發生集體感染表示，政府直接管理
的設施發生了大規模集體感染，對此感到
慚愧。
他補充道，因為大部分是收容者，所
以向地區社會傳播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如
果再次進行全面檢查的話，確診患者可能
會增加。法務部和防疫當局要盡全力采取
非常防疫措施，防止再次發生類似事件。
另外，收押韓國前總統樸槿惠的首爾
拘留所也發生集體感染。樸槿惠在此前的
檢測中結果呈陰性。

2021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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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前總統李明博所在監獄累計確診 748 例

總理表慚愧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發表錄播
談話宣布，菲首都大馬尼拉地區等9個地區的
“壹般社區隔離檢疫(GCQ)”延長至 2021 年 1
月31日。該國其他地區也將繼續實行限制性最
低的改良性壹般社區檢疫(MGCQ)。
繼續實施 GCQ 的地區，除了大馬尼拉地
區，還有八打雁、伊莎貝拉、南拉瑙、北達
沃省，以及聖地亞哥、伊洛伊洛、塔克洛班
、伊利根和達沃市。
當日，杜特爾特在馬拉卡南宮英雄大廳
會見菲政府內閣成員、衛生官員和專家後，
宣布上述地區的檢疫分類。
杜特爾特提醒公眾，除非絕對必要，不
要離開自己的家。早些時候，他敦促公眾不
要參加聖誕新年慶祝活動，特別是大型集會
，以避免感染或傳播新冠病毒。
據總統新聞發言人哈裏· 洛克介紹，當天
會上杜特爾特批準了菲律賓科學技術部衛生研
究與發展委員會的JaimeMontoya博士關於加強
基因組監測的建議，目標是對高危人群進行測
序；總統還批準將抵菲英國旅客檢測出的陽性
標本，送到菲律賓基因組中心、熱帶醫學研究
所和菲律賓國立衛生研究院大學進行基因組測
序；為避免新冠病毒變種在該國傳播，批準將
原定於2020年12月31日結束的對來自英國旅
客的禁令再延長兩周等。
據菲衛生部數據，菲新增確診病例 766
例，累計確診 470650 例，其中 22746 例仍在
病程中。累計死亡 9124 例、康復 438780 例。

通訊：印尼中資電站之“光”
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東南沿海、瀕 電力緊張局面得到了大幅緩解。
臨印度洋的明古魯省，是該國經濟相對
“自從有了這座電站，我們酒店使
落後的省份。近年來，壹家中資電站的 用柴油發電機的頻次越來越少了”，當
建設運營，為它送來了幸福之“光”、 地最大酒店經理斯莉女士如是說。
心靈之“光”。
當地招商部門官員介紹說，該電站
不僅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保障，還發揮了
幸福之“光”
投資示範作用。今年來已有許多投資商
“截至 27 日零時，明古魯電站本年 前來明古魯考察、洽談。
累計發電量已超 5.8 億千瓦時，累計上網
據電站負責人介紹，在電站建設
電量超 5 億千瓦時，為明古魯省乃至整 過 程 中 ， 先 後 有 14 家 當 地 公 司 參 與
個蘇門答臘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電力 ，為當地提供 2000 多個就業崗位；在
支撐”。站在花園般的電站廠區，該電 當地設備及建築材料采購金額超 4000
站負責人如此介紹。
萬美元，各類稅收貢獻超 2000 萬美元
明古魯燃煤電站，中國電建在印尼 ；投入運行後，每年從當地采購的燃
市場化競爭條件下獲得的首個火電投資 煤 近 100 萬 噸 ， 直 接 拉 動 了 明 古 魯 省
項目，也是明古魯省目前最大的外資項 煤炭產業鏈……
目，年發電能力 14 億度。電站於 2017 年
保證電力、帶動就業、拉動經濟、
2 月開工建設、2020 年 7 月進入商業運行 增加稅收……這家中資電站為明古魯省
。隨著該電站的並網發電，蘇門答臘島 送來了幸福之“光”。

心靈之“光”
烏米· 赫菲亞，明古魯有名的慈善人
士，用無私愛心經營著壹家名叫曼迪利
的孤兒院，收養著 60 余名孤兒。為了養
育這些孤兒，烏米女士常常四處求助。
2019 年 4 月，烏米向明古魯電站發
出了求助信息。當中國電建的建設者們
來到孤兒院時，被眼前簡陋的條件震驚
了：不足 200 平方米的簡易木質房屋年
久失修根本無法阻擋風雨；60 余名孩子
有的嗷嗷待哺、有的智力發育不全、生
活無法自理，生活物資朝不保夕，晚上
睡在壹張破舊不堪的地毯上，連被子都
不是每個人都有……
“盡快啟動對曼迪利孤兒院的幫扶
，先從改善生活環境開始，為他們捐贈
急需生活物資。”電站總經理趙勇當天
就做出了安排。

A5

短短四天時間，電站為孤兒院修繕
了屋頂，維修了門窗，為孩子們采購配
置了新的架子床、床單、毯子、枕頭等
物資，並送去了食品等物資。
當年 11 月，電站再次組織人員為
孤兒院送去蚊帳、畫板、彩筆及足球
、排球、羽毛球等體育用品，並為孩
子們安排了壹
場當地傳統手
鼓表演。
今年新冠
疫情在印尼暴
發後，各地抗
疫形勢嚴峻。
電站在做好自
身防疫基礎上
，派出工作人
員又壹次走進
他們時常牽掛

馬尼拉壹般社區隔離延長至明年壹月底
對英旅客禁令延長兩周

星期日

的孤兒院，送去大量生活物資和口罩等
防疫物資，並現場向孩子們演示如何正
確佩戴口罩、講解防疫知識。
每次看到這壹切，烏米女士眼角總
是略顯濕潤。她說，如此用心和貼心的
外資企業值得我們每壹個人尊重。
當地媒體以“關愛孤兒成長，播撒
愛心陽光”為題對電站的善行做了專題
報道，越來越多的當地愛心人士陸續加
入對孤兒院的幫扶隊伍。
這家中資電站，成了感動和帶動許
多當地人的壹道心靈之“光”。

中國焦點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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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產業新機 直播包羅萬象
從手袋批發到開工廠 港商廣州打拚連連收穫驚喜
● REC

走進港商張應軍租賃的直播
室，在這個位於廣州尚峰直播基地的約十
平米空間裏，除了能看到專業的直播設備，還能
看到堆積的上百款各式各樣女包，儼如一個小型展示

倉。“這都是廠家直銷的，你去哪裏能買到這麼平靚正的
東西？只有來香港叔叔這裏。”張應軍嫺熟地為自家招牌打
起了廣告。來內地做皮包生意 11 年了，從做檔口拿別人的貨批
發開始，到成立自己的皮包工廠，“相信時代會給予機會，相
信付出會有回報，相信敢闖就會贏”，這是 40 歲的張應軍身上
最鮮明的特點，也是這些特點讓他牢牢把握住了“全民直播時
代”帶來的效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廣州報道

廣州電商發展扶持辦法（部分
部分）
）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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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的獎勵。
別最高可給予 萬元、
場、新三板新上市的企業，分
獎勵；對在境內外其他證券市
直播電商企業最高可給予 萬元
對在國內主板、科創板新上市的
（越秀區）扶持相關企業上市。

4

才獎勵
個人經濟貢獻可獲最高 的特殊人
人才公寓，對骨幹和高管人才按照
才 萬元安家補貼及最高 平方米
（南沙區）予行業高端領軍人

5,000

3

才培養的稅收激勵政策
進行稅收優惠，落實國家支持人
術企業的直播電商企業
對認定為高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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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化融資解決方案
屬融資產品在內的一
供包括直接貸款、專
直播經濟市場主體提
協調金融機構為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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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雲課堂，指導行業商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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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應軍在內
地成立了自己
的皮包工廠。

去年年初疫情發生以後，張應軍就着
手在網上開設直播，邀請帶貨主播

來為自家產品站台。比起喊他的原名，張
應軍更喜歡別人喊他“香港叔叔”，這是
直播間裏粉絲給他起的名字，他覺得聽起
來很親切，也因此成為了他的品牌名。
“5， 4， 3， 2， 1， 搶 ！ 你 們 得 這 麼
說！”張應軍在直播間裏與小主播們溝通如
何銷售自家工廠的女包，當他聲情並茂地解
說時，恰好幾個淘寶工作人員經過，被他
的狀態吸引。他們建議張應軍，與其讓別
人給自己帶貨，不如自己試試做直播，因
為“沒人比你更了解自己家的產品”。

16人次秀場也要熱情推介

■張應軍在直播間熱情洋
溢地帶貨。
溢地帶貨
。 受訪者供圖

實力寵粉 不賣空錢包
去年8月1日是張應軍40歲生日，粉絲在微信群裏給
他發了一個視頻，要求他在直播的時候點開播放。看到視
頻那一瞬間，張應軍眼眶濕潤了。“港叔生日快樂”、
“港叔，祝你和港嫂幸福快樂”、“港叔，辛苦賣貨的同
時也要注意身體”……
這是一條來自全世界各地、三十多位粉絲送他的
生日祝福視頻。粉絲的一句句祝福，讓步入不惑之
年、早已習慣了勤奮、習慣了將奮鬥的辛酸苦澀放在
心底的張應軍感動不已。曾經，他以為直播賣貨只是
一個賺錢的手段，但這一天，他發現做直播的意義遠

不止於此。
事實上，能和粉絲形成這樣的良性互動與張應軍的
前期積累不無關係。有人買錢包的時候，他會在包裏放
一張 10 元港幣，因為送空錢包寓意不好；有人在直播間
留言說自己新婚，他會要對方留下地址，送上一份小禮
物；有人留言說自己想吃某個食品，但家住新疆店家不
給快遞，他會自己掏腰包買下這個東西送粉絲。甚至，
在“香港叔叔”直播間裏常年掛着一個名為“生日專
拍”的鏈接，標價9.9元人民幣，只要粉絲拍下，來年生
日的時候，就能收到港叔送上的一個包包。

從 4 月 24 日正式啟動第一場直播
到現在，張應軍一共直播了 100 場。
成績最差的時候，3 小時裏只有 16 人
次進入，他想做一個秒殺活動，一
個路人來了句：“你粉絲那麼少，
送都送不出去吧！”看到這句話，
笑容僵在了他的嘴邊，但幾十秒
後，內心中“不能放棄”的念頭讓
他又將聲音提高八個度，更加熱情
洋溢地推廣起產品來。
成績最好的時候，直播間來了
10.8 萬人次，成交額接近 40 萬元
（人民幣，下同），而那天他幾乎沒
有停頓地直播了 5 個半小時，中途只
去了1次衞生間。當然，再早些時候，
他還試過一天直播八九個小時……
實在太累了。又要介紹產品和粉絲
互動，又要關注庫存，還要隨時隨地調節
直播間的氣氛——播放背景音樂、和小助手
互動，甚至要偷偷瞄一眼入場粉絲數的變
化。一晚上下來，張應軍的嗓子都乾啞了，
可是看到直播間裏點擊關注的粉絲數每日遞
增，他默默和自己說：辛苦都只是過程，很
快會過去。

圈粉3萬 半年營業額增30%
如今，“香港叔叔”直播間有 3 萬粉
絲。因為直播的帶動，工廠的營業額每月穩
速遞增，半年已增長了30%。一些過往不好
賣的存貨，也在直播間裏以“活動價”的方
式被處理，且這個處理價還是保本的。
直播已經成為張應軍工廠的一個出貨渠

受訪者供圖

應軍在平台直
■ 香港叔叔張
匯報廣州傳真
播。 香港文

道。他希望 2021 年，粉絲量可達到 30 萬，
單日營業額突破 150 萬元。當然，他也不排
斥培養幾個主播輪流坐 C 位。畢竟，給自己
的直播間漲粉，漲的也是自己的粉。

找準定位 做好人設管理
數據顯示，目前在淘寶直播間的主播約
有 8 萬左右，其中活躍的有 6 千以上，每天
直播場次在 1 萬場左右。而直播半年以來，
張應軍排名在 3 千以內。很多人覺得他很成
功，想向他請教成功的“秘訣”，但張應軍
認為，直播沒有“成功”之說，一旦放鬆自
己，就會掉粉，“做直播很難，但首先你要
去試，其次是找準自己的定位。”
自從李佳琦、薇婭等頂流主播興起以
後，想做主播的年輕人就越來越多。但現實
是，直播平台多，流量被分得特別薄。張應
軍認為自己能起得來，一是有產品，二是有
經濟基礎，三是有相熟的供應鏈，廠家願意
給底價。而新人主播在起步期，沒人幫忙加
上買流量費用昂貴，成功幾率非常低。但如
果是廠家想嘗試以直播帶動銷量，張應軍
稱，時間不等人，想到就得馬上做起來，
“機會很快就會過去，與其抱怨經濟形勢不
好，不如自己去找出路。”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在直播間說 10 小
時，有些人 10 分鐘就不行了？說到底是定
位問題。”張應軍認為，直播的產業鏈很強
大，需要的崗位很多，想往這一行發展的香
港年輕人不要只盯着主播這個 C 位，可以先
去看看成功的主播是怎麼做的，然後找到合
適自己的位置。
至於如何在技術層面上做好一場直播，
張應軍也有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做好“人設
管理”和“直播間氛圍營造”。
“我是一個以家庭為主的人，是爸爸，
是別人的老公”，張應軍認為，好老公、好
父親，這能給粉絲帶來安全感和信任感，
“我很實在，不會說浮誇的東西，畢竟好的
人設是讓粉絲願意掏腰包的第一步。”
其次是直播間的氛圍，張應軍會以綜藝
方式進行打造。如果有粉絲提出要求讓唱
歌，適當的時候也可以給予滿足。還有在不
同的節日裏，也可以對直播間進行一些布
置，像雙十一的時候，他會在直播間裏放一
把“砍刀”，寓意“砍價”，和粉絲進行遊
戲互動。

香港

■責任編輯：于大海
新聞
香港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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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說鼻祖《科學怪人》講述以人造器官拼湊成新生命的故事，日本動漫《鋼之鍊金
術師》則描述殘障少年憑“機械鎧”義肢克服殘障，突破重重難關……事實上，人造器
官向來是人們夢寐以求的科學產物，因它不僅有助殘障者重過新生，更可能為人帶來
“超能力”，成就不可能。香港科技大學學者范智勇深受科幻作品影響，研發出世
界首隻具有 3D 視網膜的球狀仿生人造眼，同
時模仿了人眼、八爪魚眼和鷹眼的不同
結構和優點，部分功能更勝人眼，望十
年內能在醫學應用，助視障者重見
光明。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姜嘉軒

人造眼窩

液體金屬
神經纖維

半導體納米線
陣列視網膜
■范智勇
范智勇（
（右）及科大博士後研究員顧磊磊
及科大博士後研究員顧磊磊（
（左）團隊研發人工眼球技術
團隊研發人工眼球技術。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鋁製鞏膜

“我喜歡看科幻電影和小說，例如
《未來戰士》，而我一直都在
做光電傳感器工作，我認為當中最高級
的就是眼睛，於是就想挑戰一下這個最
高課題。”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及計算機
工程學系教授范智勇團隊花 9 年時間，
2020 年終利用電化學研發出全球首款
3D 人造眼，並在頂尖期刊《自然》發
表，廣受全球關注，其中包括仿照視網
膜視覺細胞的排列模式，將光敏半導體
納米線製成 3D 密堆積陣列，而整個眼
球結構跟人眼相似，“部分功能更超越
人眼，例如是感光器密度，比人眼視網
膜高 6 倍到 10 倍左右，可以說跟鷹眼有
點像，在很遠的地方都看得到。”
此外，人眼中視神經纖維是置於感
光細胞之前，在神經匯合離開視網膜的
接駁處構成“盲點”，團隊特別參照了
八爪魚眼的結構，將金屬神經纖維置於
感光器之後，為人造眼提供了全方位、
無盲點的視野。

材料需生物兼容
范智勇笑言研究當初是以機械人為
目標，“慢慢才發現更多人需要它來作
義眼，所以亦希望可造福病人”，是故
應用前景也該分為兩部分，醫學應用方
面，原來世上只有兩家公司在做類似產
品，“他們（視網膜假體）的像素密度
比較低，大約在 3 毫米乘 6 毫米的面積
上，他們只有 60 個像素點；我們則可
在 2 毫米乘 2 毫米（面積），輕鬆集成
上百個像素點。”
換言之，現有產品的成像質量都不

八爪魚

感光細胞

人類

人眼及八爪魚
眼睛對應結構

視覺神經

視覺神經

晶狀體
虹膜
神經纖維

離子狀態
玻璃體

晶狀體
香港科技大學圖片

主人味道不對勁
電子狗鼻即示警

高，“就是讓病人看到光點，好像晚上
看到星空一樣……所以我們只要做得比
它好一點點，已經很好了。”相比之
下，安全性才是實現仿生眼醫學應用的
最大難關，“因為我們的仿生眼還不完
全是醫療裝置，我們要用生物兼容材料
去取代金屬、半導體等現有材料……安
裝和手術過程不能太複雜，風險不能
高，還有排斥反應等，都需要花長時間
研究”。
他分享團隊目前正開展老鼠實驗，
預計動物實驗要做 5 年，“現在只是第
一步，過兩年會嘗試將仿生視網膜直接
放到老鼠眼睛裏，看看會否出現發炎等
問題，測試生物兼容性”；最終期望是
將仿生視網膜這項核心技術，十年內應
用人體，“可以說是取代，又或是協助
產生訊號，主要針對眼球本身 OK，但
因病變或年紀大而導致感光細胞出毛病
的人。”
至於團隊為何製作出整顆球狀人造
眼？“（人造眼球）全部做出來，是給
機械人用的，”范智勇解釋，仿生眼的
其中一項優勢在於廣角，“手機鏡頭的
視角大約 45 度左右，人眼視角約 150
度，我們仿生眼已經做到 101 度，還可
以提高。”將來，仿生眼還可望應用於
手機、電腦鏡頭之上。
“造‘人眼’的團隊少，競爭不
大，但難度高，周期長；應用至機械
這部分，畢竟是跟現有鏡頭競爭，對
性能要求就會高很多”，但始終毋須
顧慮生物兼容的安全性問題，范智勇
表示也許三數年內就會有新技術誕
生，而團隊目前正雙軌並行，希望兩
個方向都能做出成績。

仿生眼的醫學應用前景備受期
待，惟製作機械人才是范智勇的研究
初衷。事實上，除眼睛外，范智勇團
隊亦有循“電子鼻”方向着手，目標
是仿生貓狗般的靈敏嗅覺，不僅能察
覺室內外有害氣體，甚至可為“主
人”進行“健康檢測”，憑呼氣偵測
肺癌等健康風險，“你可能曾聽說一
些故事，家中貓狗突然異常亂叫，似
乎是嗅到主人身上有難以察覺的奇怪
味道；主人感不妥，安全起見找醫生
檢查”，最終及時發現身上早期頑
疾，保住一命。
“ 我 們 另 有 項 目 在 做 Electronic
nose（電子鼻），現階段未算是仿生，
但往後會做傳感器陣列，集成一塊，
好比是嗅覺細胞，再結合人工智能，
就可以有效分辨出多種氣體，真的就
跟狗一樣靈敏，將來我們考慮會製作
一隻機械狗去做展示。”范智勇分享
說，假如有這麼一隻機械狗，最基本
如漏煤氣，或是油漆塑料中的甲醛、
甲苯等，以及室外汽車廢氣之類，
“這些東西人們不容易嗅出來，但日
子久了可能會對身體有損傷”，在
“電子鼻”下則無所遁形。

呼氣成分測肺癌
“我們還嘗試給‘電子鼻’加入
額外功能，包括跟醫院合作，製作人
體健康傳感器”，范智勇解釋，人體
會揮發出氣體，而每個人都有不同氣
味，“你可能有聽說一些故事……主
人因貓狗的異常反應而看醫生之類，
這是因為牠們的鼻子特別靈敏，感覺
到主人身上味道‘不對了’，於是作
出了反應”。其人體健康傳感器則嘗
試從人的呼氣成分着手，以此判斷是
否有早期肺癌，“（電子鼻）也許還
要多做幾年，屆時就會出現有趣的事
情。”
另外，范智勇團隊以往亦有將荷
葉效應用至太陽能板表面，“那個也
是仿生，就是模仿了荷葉表面的自清
潔結構，少量水珠就可以將板上的塵
埃帶走。”他解釋，太陽能板上一旦
積上灰塵，會因光線被遮擋而影響發
電量，而此設計則有助提升太陽能板
效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盲點

原始創新風險大 沒有成果沒職升
cremental（遞增）的創新，就是將已
有的東西改良，使其某方面的性能更
好、更快一點……通常情況下可以預
見到，多少年後會取得那種程度的結
果。”至於另一種則是“Original Innovations”（原始創新），“從無到
有、從 0 到 1 是最難的，很多師生都不
敢做，只因這風險太高，假如無論文
發表出來，學生未必畢到業，老師亦
難升職。”
他表示，全世界從事仿生眼相關
課題的團隊其實少之又少，“大約十
多年前美國有位老師在做，發了很好

的論文，後來就放棄了；現在的話，
韓國有兩個老師在做……全世界做這
種 項 目 的 ， 大 概 就 5 組 到 10 組 左 右
吧。”事實上，從科研角度來說，流
行的科研課題隨時會有數以萬組團隊
在做，涉及數十萬名研究人員，相比
下足見仿生眼的冷門程度。
范智勇坦言，其仿生眼項目其實
亦需要依賴其他項目分出部分資金維
持，猶幸團隊都願意嘗試，“找到資
源需要運氣，找到願意一起努力的同
事，更需要運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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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智勇團隊花了足足 9 年時間研究
仿生眼，除了技術難點，如何持續發
展亦是一大挑戰。他解釋，原來仿生
眼是相當冷門的研究課題，被認為是
風險極高的“Crazy Idea”，放諸全球
不到十組人做，“講到底難保必定成
功，一旦做不出成果，學生未必畢到
業，老師未必有職升，風險高亦自然
難去申請經費。”因此，他特別感謝
團隊支持，笑說自己很幸運。
范智勇笑言，普羅大眾或覺得科
研就等同創新，但其實業內都知道，
創新之中分很多層次，“大多數是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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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優先 休士頓元旦升旗典禮首次線上舉行

10 位 FASCA 青年獲頒美國總統志工獎
【 本報訊
本報訊】
】 因應休士頓地區新冠肺炎疫情
嚴重 ， 休士頓中華公所 110 年元旦升旗典禮以
嚴重，
視訊方式舉行。
視訊方式舉行
。 當日僑務委員黎淑瑛
當日僑務委員黎淑瑛、
、 陳美芬
、 張世勳及吳光宜等僑務榮譽職人員
張世勳及吳光宜等僑務榮譽職人員、
、 僑團負
責人、
責人
、 僑胞及僑青等近百人上線參加
僑胞及僑青等近百人上線參加，
， 駐休士
頓辦事處處長羅復文、
頓辦事處處長羅復文
、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主任陳奕芳、
心主任陳奕芳
、 副主任楊容清也出席共慶元旦
。
升旗典禮由秘書長陸忠主持，
升旗典禮由秘書長陸忠主持
， 在播放美國

國歌 、 中華民國國歌及國旗歌後
國歌、
中華民國國歌及國旗歌後，
， 公所共同主
席徐朗及關邦健分別致詞，
席徐朗及關邦健分別致詞
， 一致感謝團隊及各
僑團在嚴峻疫情中的支持。
僑團在嚴峻疫情中的支持
。 羅復文表示
羅復文表示，
， 別開
生面的升旗典禮讓人感受到疫情的嚴重，
生面的升旗典禮讓人感受到疫情的嚴重
， 但不
減對國家的熱愛，
減對國家的熱愛
， 希望疫情緩解後能儘速恢復
辦理實體活動；
辦理實體活動
； 他鼓勵僑胞接種疫苗
他鼓勵僑胞接種疫苗，
， 注意健
康 。 陳奕芳認為
陳奕芳認為，
， 由於大家通力合作
由於大家通力合作，
， 才能順
利辦理線上升旗典禮；
利辦理線上升旗典禮
； 僑胞這一年來遭逢疫情
的多重打擊，
的多重打擊
， 仍然記得參加升旗
仍然記得參加升旗，
， 表達對中華

升旗活動在線上舉行，
升旗活動在線上舉行
，吸引原本不便出席實體活動的僑界先進參加
吸引原本不便出席實體活動的僑界先進參加。
。
民國政府及台灣的支持，令人感動
民國政府及台灣的支持，
令人感動。
。
隨後進行頒獎，
隨後進行頒獎
，陳奕芳代表僑委會表揚 109
年辦理雙十國慶活動有功僑團及個人，
年辦理雙十國慶活動有功僑團及個人
， 她同時
說明各僑團活動事蹟，
說明各僑團活動事蹟
，共有 25 個僑團及個人獲
頒感謝狀。
頒感謝狀
。休士頓 FASCA 青年志工大使團指導
老師許健彬及戴珮青也偕手頒發 2020 年美國總
統志工服務獎給 10 位僑青
位僑青，
，表彰他們在疫情期
間仍舊協助僑社辦理活動、
間仍舊協助僑社辦理活動
、 推廣台灣文化的熱
忱；他們愉快的展示獎狀
他們愉快的展示獎狀，
，向大家問好
向大家問好。
。

中華公所在典禮中以預錄方式播出新、
中華公所在典禮中以預錄方式播出新
、舊
公所主席交接短片 ， 徐朗及關邦健在中華公所
公所主席交接短片，
主席聯誼會會長林國煌監交下，
主席聯誼會會長林國煌監交下
， 交棒給新屆主
席黃泰生及江麗君。
席黃泰生及江麗君
。 羅復文隨即代表僑委會委
員長童振源頒發感謝函給徐朗及關邦健，
員長童振源頒發感謝函給徐朗及關邦健
， 頒發
賀函給黃泰生及江麗君；
賀函給黃泰生及江麗君
； 他期許中華公所在新
團隊領導下再創新局。
團隊領導下再創新局
。

福奇在聖誕節後警告美國人最糟糕的時刻尚未到來
慶祝新年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在家或與朋友連線慶祝

評論是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
聞網
（CNN
CNN）
）的國情咨文採訪
時發表的 這位 80 歲的老人說
，美國正處於
美國正處於“
“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
”，
每天報告 200
200,,000 例新病例
例新病例，
，
每天有 2,000 例病毒死亡
例病毒死亡。
。佛
奇表示，
奇表示
，美國可能會在節後經
歷該病毒的激增 。
雖然數週以來全美新冠病例
和住院人數有所增加，
和住院人數有所增加
，但上週
末，在全美各地度假的國民使
雖然數週以來全美新冠病例和住院人數有所增加，
雖然數週以來全美新冠病例和住院人數有所增加
，但上週末
但上週末，
，在 得美國的航空出行創下了疫情
全美各地度假的國民使得美國的航空出行創下了疫情以來的最高 以來的最高紀錄
以來的最高紀錄。
。一些公共衛
紀錄
生專家警告稱，
生專家警告稱
，這樣的情況預
【休士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秦鴻鈞報導】
】白宮首席防疫專家 示著又一波疫情或將到來
示著又一波疫情或將到來。
。 週日
週日，
， 美國國家過
福奇（
福奇
（Anthony S.Fauci）
S.Fauci） 受訪時指出
受訪時指出，
， 美國新 敏和傳染病研究所
敏和傳染病研究所（
（NIH
NIH）
） 所長福奇告訴 CNN
冠肺炎疫情將邁入艱難時期，
冠肺炎疫情將邁入艱難時期
， 未來 2、 3 周將 ：“
：“我們很可能會看到一個後季節性的激增
我們很可能會看到一個後季節性的激增，
，
「 在瘋漲的基礎上再次瘋漲
在瘋漲的基礎上再次瘋漲」
」 。 福奇在聖誕節 在聖誕
在聖誕、
、 新年後出現的
新年後出現的，
， 就像我描述的那樣
就像我描述的那樣，
，
後新冠病毒飆升時警告美國人“
後新冠病毒飆升時警告美國人
“ 最糟糕的時刻 激增過後的又一個激增
激增過後的又一個激增。”
。” 年末之時
年末之時，
，美國正
尚未到來”。
尚未到來
”。預計有
預計有 8500 萬人前往假日旅行 ， 在經歷著這樣的現實
在經歷著這樣的現實：
： 疫苗接種正在進行
疫苗接種正在進行，
，為
即大流行最黑暗的日子即將來臨 。福奇博士的 結束這場疫情帶來了希望
結束這場疫情帶來了希望，
， 然而感染
然而感染、
、 住院和

死亡人數也已達到創紀錄的水平 ， 而節日慶祝
死亡人數也已達到創紀錄的水平，
活動還可能讓情況加劇。
活動還可能讓情況加劇
。 他也強調
他也強調，
， 各地政府
目前頒布的防疫規定，
目前頒布的防疫規定
， 有必要延續到新年假期
。 佛奇警告疫情若嚴重道讓醫療體系難以負荷
， 恐讓地方政府被迫再度祭出封鎖措施
恐讓地方政府被迫再度祭出封鎖措施，
， 如此
發展令人憂心。
發展令人憂心
。 他說
他說，
， 現在國家處於非常艱困
的時期，
的時期
， 民眾應該做好個人抗疫
民眾應該做好個人抗疫，
， 盡一己之力
， 包括保持社交距離
包括保持社交距離、
、 戴口罩
戴口罩，
， 協助醫院系統
減輕壓力，
減輕壓力
，同時也避免實施新一波封鎖
同時也避免實施新一波封鎖。
。
運輸安全管理局週一（
運輸安全管理局週一
（28 日 ） 表示
表示，
， 上週
日 （27 日 ） 該局對 1284599 名乘客進行的安全
檢查顯示，
檢查顯示
， 與疫情暴發前相比
與疫情暴發前相比，
， 全美旅遊減少
了 55
55%
% 至 65
65%
% ， 但上週日是自 3 月中旬以來旅
客人數最多的一天，
客人數最多的一天
， 也是十天以來日出行量第
六次超過百萬人次。
六次超過百萬人次
。 最近幾週
最近幾週，
，每天約有 20 萬
例 新 病 例 被 上 報 ， 12 月 17 日 達 到 破 紀 錄 的
252431 例 。 上週日全美總病例已超過 1900 萬
例，儘管假期預計還會造成報告的滯後
儘管假期預計還會造成報告的滯後。
。 12 月
初以來，
初以來
，全美住院人數已超過 10 萬，並在 12 月
23 日達到 11
11..9 萬的峰值
萬的峰值。
。 日均死亡人數超過
2000 人 ， 12 月 17 日是有史以來死亡人數最多

的一天，共計 3406 人死亡
的一天，
人死亡。
。 隨著新年的臨近
隨著新年的臨近，
，
聯邦疾控中心（
聯邦疾控中心
（CDC
CDC）
） 週一再次呼籲國民在家
慶祝新年。
慶祝新年
。 該機構再次警告稱
該機構再次警告稱，
， 旅行和聚會可
能會增加傳播風險，
能會增加傳播風險
， 建議人們舉辦網絡倒計時
活動，
活動
， 或以社區為單位舉行敲鐘儀式
或以社區為單位舉行敲鐘儀式，
， 讓人們
在自家門前慶祝。
在自家門前慶祝
。 “慶祝新年最安全的方式就
是與同住的人一起在家慶祝，
是與同住的人一起在家慶祝
， 或是與朋友和家
人連線慶祝。”
人連線慶祝
。”CDC
CDC 在其發布的指導意見中說
：“呆在家中是保護自己和他人的最好方式
：“
呆在家中是保護自己和他人的最好方式。
。
”
同時另一個意外消息剛發生，
同時另一個意外消息剛發生
， 隨著英國變
異新冠病毒在世界範圍內傳播，
異新冠病毒在世界範圍內傳播
，12 月 29 日，美
國科羅拉多衛生官員表示，
國科羅拉多衛生官員表示
， 科羅拉多當地實驗
室確診了美國首例變異新冠病毒感染者，
室確診了美國首例變異新冠病毒感染者
， 並已
通知美疾控中心。
通知美疾控中心
。此感染者是名 20 多歲的男性
，沒有旅行經歷
沒有旅行經歷，
，目前在隔離狀態中
目前在隔離狀態中。
。 科羅拉
多州州長表示，“
多州州長表示
，“我們對這種變異新冠病毒了
我們對這種變異新冠病毒了
解不多，
解不多
， 但英國的科學家曾警告
但英國的科學家曾警告，
， 該病毒更具
有傳染性。
有傳染性
。 科羅拉多州居民的健康與安全是我
們的重中之重，
們的重中之重
， 我們將密切監視這例感染的情
況並儘最大努力阻止該病毒的傳播。”
況並儘最大努力阻止該病毒的傳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