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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逾50
美逾
50萬人染疫亡
萬人染疫亡 佛奇稱明年仍需戴口罩

（路透社
路透社）
）

（綜合報道）美國總統拜登
21 日警告，受到新冠病毒出現變
異以及疫苗生產可能中斷等不確定
因素影響，美國今年無法恢復正常
生活。白宮首席醫療專家佛奇也表
示，美國的疫苗接種還不足獲得群
體免疫。他悲觀估計，美國人到明
年可能還得繼續戴著口罩生活。佛
奇還強調，美國死亡總數超過 50
萬人， 「是可怕的歷史性里程碑」
！對此，《紐約時報》特別在頭版
發布了一個由超過 50 萬個小點構
成的圖，象徵著逝去的生命。拜登
今天將為因新冠往生者默哀 1 分鐘
，為 50 萬逝者燃燭祈福。
拜登 21 日在密西根州視察輝
瑞製藥廠時指出，近日美國大部分
地區遭受到極端寒流天氣的影響，

疫苗的分發和運輸工作遭到阻礙。
美國至今注射了超過 6000 萬劑新
冠疫苗，接近每 100 人注射了 18
劑。但是初步研究表明，已推出疫
苗對新出現的、傳染性更強的變異
新冠病毒防護效力較差。美國傳染
病學專家佛奇日前就表示，新冠病
毒毒株不斷變種，這意味著政府和
製藥公司將 「必須靈活調整，以製
造出專門針對病毒突變的疫苗」 。
雖然美國新確診人數已經大幅度下
降， 「但我們還沒有給足夠多的人
接種疫苗來獲得群體免疫」 。
根據統計，全球超過 1 億 1 千
多萬人確診新冠，近 250 萬人死亡
。美國近 2 千 9 百萬人確診，奪走
了至少 511133 條人命。印度、巴
西確診人數也都超過 1 千萬人。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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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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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ns Shall Overcome
Together

德州人 我們大家以牛仔精神挺住
在過去一週的酷寒日子中, 世界能源
之都休斯敦及二千七百萬美國人口第二大
州德州佔據了全球媒體之版面。
由於冰雪風暴之來襲，造成供電系統
中斷，有近一千多萬居民無水、無電，近
六十多位州民因凍而死，醫療機構因停水
缺电被迫遷移病人，使用氧氣管的老人因
無电源而窒息，家中有許多孩童的家長已
經近一個星期沒水，全州各大主要幹道公
路被封，這真是個悲慘的世界。
拜登總統已經宣布德州進入重大災難
狀態，立即批准更多的聯邦資金援助災，
他也將於近日前來休斯敦探視災情。
經過一星期的酷寒和斷電，德州今天
已經全面恢復供水及電力 但是數百萬家庭
仍然處於水管破裂之窘境，全州之水電工

嚴重短缺。
德州近十年來遭受到多次水災，龍捲
風也是經常光顧，這一年來，新冠病毒之
肆虐，如今又面對百年來罕見之雪災、水
患，對德州人说來，這是歷史上空前之挑
戰。所幸我們見到無數守望相助雪中送碳
的溫暖畫面，包括拜登總統下令全面緊急
救助（請大家立即上网或電話聯邦救災局
www.Disaster Assistance .gov 訪 問 FEMA 或電話 800-621-3362 查詢）。
我們今天大家共同攀爬過了一座山，
又要面臨一條水势兇猛的大河，我們只有
手牽手，同舟共濟，德州人，我們一定要
挺住，以一股堅毅的牛仔精神，戰勝未來
。
After a devastating week for all Texans, finally, we have some relief.

The temperature on Sunday continued to
warm, reaching into the 60’ s and 70’
s --much closer to the normal temperatures
at this time of the year.
In last week’s brutal winter storm, millions of
homes lost power forcing families to huddle together in front of fireplaces and spend the
night in their cars, while others spent many
cold hours searching for food on fast-emptying grocery shelves. The frigid temperatures
caused pipes to burst and led to water disruptions for half of the state’s population.
Winter temperatures across the state are historically low, and in Dallas, sometimes dip to
as low as 5 degrees. Some people this year
have died of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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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ing their cars in their home garages.
President Biden has already declared much of
Texas a major disaster area. His action makes
federal funding available to communities
across 77 counties, including the hard hit area
of Harris County. The White House said that
the president is eager to go down to Texas
and show his support.
In the last ten years we as Texans have faced
so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Harvey hurricane and many other natural disasters. Especially in this coronavirus pandemic time, this
severe winter storm really has tested the
strength of our community.
Fortunately, all Texans are working together.
Our tough “get it done spirit” will overcome
our tragedies. Let’ s continue to hold our
hands toge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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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電站設施異常，
，或因地震引發
【李 著 華 觀 點 : 內 訌 - 共 和 黨 衰 頹 的 開 端 】 福島核電站設施異常
日本為何總是發生核事故

司表示核電站一設備出現異常。
核電站工作人員當時為了防止核反應
堆發生爆炸，造成危險，就一直將設備
的內部壓強維持在 1.2 千帕。
但就在 21 日下午，核電站發現 1 號機
組內部壓強出現異常，壓強突然下降，
從 1.2 千帕降至 0.9 千帕。
其實就在日本 7.3 級地震發生以後，1
號機組的內部水位就在下降，10 年前核
洩漏事故中出現損壞的部位因為水位的
下降漏了出來，從而也就導致了內部壓
強的下降。
共和黨最近面臨嚴重內訌危機, 因參議院少 支持共和黨的金主們在各種選舉中深怕壓錯了寶
這次的核電站 1 號組機發生異常，東京
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在彈劾川普案未成功後批評川 而面臨痛苦抉擇。
電力公司表示只要持續向設備內部加水
普要為煽動暴民攻擊國會負起責任,於是川普重
川普的迷思是一直留戀著曾在大選中獲得
，就不會造成核洩漏問題。並且稱多個
砲回擊, 稱麥康奈爾是沒有領導才能的二流政治 7400 多萬票的支持。其實民意如流水，尤其在
核輻射監測點也並未發現異常。
人物。這是非常嚴重的詆毀, 兩人關係已從如膠 一月六日發生國會暴動後, 川普的支持度早已下
日本福島發生核事故其實已經不止這
似漆變成水火不容, 政治之無情由此可見一斑, 而 滑, 更何況他在選敗後堅不認輸,散播不實謠言,
一次了。 1978 年至今，日本已經發生過
他倆內訌是共和黨衰頹的開端,有淪為長久在野 並威脅喬治亞州官員舞弊護航等行徑已聲名狼藉
多次核事故。
黨的危機,誠非政黨政治之福。
,喬州兩名現任聯邦共和黨參議員在他強力輔選
1978 年，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臨
經過川普魯莽粗暴的四年執政,歷經最高法 下卻雙雙落敗，也正因此而使麥康奈爾的領袖權
界事故。
院大法官提名爭議,以及川普兩次被彈劾紛擾後, 位也從”多數黨”跌落為”少數黨”,一葉知秋,
2005 年，日本發生地震導致福島兩座
由於共和與民主兩黨壁壘分明,所以美國民眾對 川普激情負面輔選策略已徹底失效,他的擁護者
核電站中儲存核廢物的池子中的池水外
當前的政黨政治十分氣餒，根據最新蓋洛普民調 只剩下那一群逐漸流失的藍領川粉, 2022 年期中
溢。
數據，認為這兩大政黨能代表民意的僅有 33%, 選舉共和黨若想靠他助選以重奪參議院控制權,
2006 年，日本福島核電站再次發生事
而希望出現第三黨的竟超過 62%,這是一個警訊, 無疑是請鬼拿藥單,還不如紮實走麥康奈爾路線
故，6 號機發生核洩漏事故。
相信從兩年後的期中選舉開始可能會逐漸浮出第 較符合民眾期待。
2007 年，東京電力公司還篡改核電站
三黨的力量。
共和黨最大隱憂就是充斥政治邏輯混亂的自
數據，隱瞞其安全隱患。
由於這次彈劾未能把川普逐出政壇，使他能 私政客, 缺乏公認的領袖。 在兩次彈劾案中挺身
2008 年，日本福島核電站核反應堆少
留在共和黨，未來無論他是否會被紐約州起訴而 而出的聯邦參議員羅姆尼堪稱為共和黨良知, 共
量放射性冷卻水洩露。
喪失參政權利, 但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仍在,會形 和黨因為有像他這樣的人物而給人民帶來信心！
當然，最大的、影響最深的一次是在
成一股與麥康奈爾為首的建制派抗爭勢力，原本
2011 年的 9.0 級地震引發的核洩漏事件。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發生強烈地震
【綜合報道】2 月 13 日，日本福島東部海 。震感強烈，日本廣泛地停水停電。
，震級高達 9.0。這次的大地震引發了巨大的海
域發生 7.1 級地震。
雖然這次的地震，日本氣象局表示並沒有 嘯，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了核洩漏事故。
2 月 14 日凌晨，震級從 7.1 級修改為 7.3 級 檢測到海嘯，但在當地時間 22 日，東京電力公
當時的福島核電站中 1、2、3、4 號反應堆

皆先出現問題，5、6 號機
組也隨之報廢，造成電站
周圍 6 萬多平方公里土地受
到直接污染，320 多萬人受
到核輻射侵害。
2011 年的核洩漏事件，
影響範圍極廣，造成人類
和平利用核電史上最大的
一次事故。我國的沿海地
區當時也受到了影響。
那麼，日本頻頻發生核
事故，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
第一就是日本的自然環
境原因。
日本的位置處在板塊與
板塊之間，處於環太平洋
地震帶，所以日本經常會
發生地震。而地震隨之又會引發其他的自然災
害，比如火山爆發和海嘯。而福島不僅有復雜
的火山地形，而且還靠近太平洋，所以自然災
害更易發生。
這些自然災害會導致核電站遭到侵襲，受
到損害，從而引發核洩漏事故。
第二是因為人為因素。
當然，自然侵害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人
為原因才是日本要注意的一個大問題。
在 2011 年的事故中，日本也曾經承認過人
禍大於天災。
從日本發生的多次核洩漏的情況上看，有
很多次核洩漏其實都是人為因素導致的。比如
有人員操作不當致使容器破裂，有廢物處理不
當的行為，還有保存不當的現象。
在 2017 年，日本大洗町有一家原子能研究
所發生放射性物質洩露，也就是因為技術人員
操作不當引發的。並且有報導表明，這家機構
有近 26 年未檢查過設備內部情況。
設備長期不檢查，有損壞的地方不能及時
發現，並且老化的設備更加容易在自然災害中
受到損壞。
不按時檢查設備，這是對安全的極度不重
視。
而且 2011 年事故發生後，日本沒有及時救
援，導致事故等級也不斷上升，危害不斷加大
。
自 2011 年發生核洩漏開始，日本還多次將
核廢水流入太平洋，也造成很多國家的不滿。
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這些自然災害沒法
避免，但是人為因素卻可以控制。
對於核電站的維護，希望日本可以更加重
視，妥善處理。在這次的地震引發的 1 號組機的
異常情況下，可以盡快安全的處理好，免得造
成更大的損失。

亞洲時局

韓國防部現新冠確診病例
再延長全球旅行安全特別預警
綜合報導 據報道，韓國聯合參謀本
部出現首例新冠確診病例，系 2020 年 11 月
以來韓國國防部首次出現確診病例。另壹
方面，韓國政府決定，將以全球為對象發
布的旅行安全特別預警再延長 1 個月。
據報道，據韓國軍方有關人士消息，首
爾龍山區國防部內聯合參謀本部的壹名軍務
員，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目前，國防部以
該確診者為對象，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當地
時間16日上午，國防部內設置了臨時檢測點
，以接觸者等為對象進行新冠病毒檢測。
報道稱，這是 2020 年 11 月該國國防部
直屬部隊國軍福祉團出現集體感染病例後
，國防部首次出現確診病例。
此前，韓美軍方商定於 3 月的第 2 周
舉行聯合指揮所演習(CPX)，目前正就具
體日程和方式等進行協商。韓國聯合參
謀本部出現新冠確診病例將對韓美聯合軍
演造成何種影響，引發關註。據介紹，韓
美聯演將分 2 個部分進行，預計總共為期 9
天，與往年相同，將以計算機模擬方式進

行演練。
另壹方面，韓國外交部表示，以全球
所有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發布的韓國公民旅
行安全特別預警，將再次延長 1 個月，至 3
月 17 日。韓國政府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首次
發布全球旅行安全特別預警以來，壹直延
長預警期限。
韓外交部表示，鑒於世衛組織宣布，
新冠疫情大流行後全球疫情壹直持續蔓延
等情況，而將預警期限再次延長，同時考
慮到韓國國內防疫工作，韓公民也應避免
海外旅行。韓國外交部呼籲民眾取消或推
遲在這段時間前往海外旅行，並提醒滯留
海外的韓公民徹底遵守防疫守則。
韓國通報，截至當地時間當天 0 時，韓
國新增確診病例 457 例，累計確診 84325 例
；新增7例死亡病例，累計死亡1534例。韓
國國務總理丁世均在談到新冠疫苗時表示
，政府新簽約購買 2300 萬人份新冠疫苗，
加上此前已確定購買的 5600 萬人份疫苗，
共計確保7900萬人份新冠疫苗。

韓國政府處罰三星掌門人 出獄 5 年內限制就業
綜合報導 據韓國 KBS 新聞報道，韓國法務部 15
日對三星電子副會長、三星集團掌門人李在镕發出就
業限制的處罰通報，期限為服刑結束起 5 年之內。考慮
到李在镕將於 2022 年 7 月出獄，他只能在 2027 年下半
年才能重新接手管理事務。不過，如果他單獨向法務
部提出申請，也有可能被提前解除就業限制。
今年 1 月，李在镕因行賄案獲刑 2 年半，當庭被重
新收監。法院認定，李在镕向樸槿惠及其親信崔順實
行賄 86.8 億韓元（約合 5100 萬元人民幣），以換取政
府支持他繼承三星集團經營權。
根據韓國《經濟犯罪加重處罰法》的規定，犯貪
汙瀆職罪且犯罪金額超過 5 億韓元（約合人民幣 291 萬
元）的人員，應從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或決定不執行之
日起的 5 年內，對其就業予以限制。受限領域包括央地
政府全資或部分出資的機構、接受政府出資或補貼的
機構，以及與犯罪行為有密切關系的企業。
李在镕現年 52 歲。2016 年 11 月，他卷入“親信幹
政”案，並遭到檢方調查。除“親信幹政”案外，李
在镕還因涉嫌非法繼承經營權，遭到起訴。

印度正制定新航天計劃：
人類在太空長存
綜合報導 印度計劃在太空中維持人類的存在，並且正在制定壹個
政策框架和長期路線圖。
據報道，印度航天部（DOS）設想了壹項需要舉全國之力的目
標，為成功實現展示人類航天能力、實現人類在太空中持續存在
的願景。
“人類航天計劃需要長期維持，以產生切實的利益。”這
項計劃的內容提到，“人類太空政策的目標是，將人類在太空
的持續存在作為壹種發展、創新和促進符合國家利益的合作的
工具。”
DOS 認為，考慮到人類航天的多學科合作性質，必須要有壹個政策
框架，它不僅要能促進夥伴關系，還要能解決擴散問題，並遵守現有政
策、法律和條約。
因此，報道繼續說，這項政策必須通過諸如合作、基礎設施發展、
設施現代化、技術開發和人力資源開發等適當的能力建設措施，通過可
靠、有力、安全和負擔得起的手段，使人類能夠在近地軌道甚至更遠的
地方持續存在。
目前，DOS 已就有關提議在印度空間研究組織（ISRO）網站上征求
公眾意見。

綜合國際
星期二

2021年2月23日

A4

Tuesday, February 23, 2021

意大利變種病毒持續蔓延
滑雪場開放時間再延期
綜合報導 意大利國家衛生
院稱，在意大利境內的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中，涉感染在英國
發現的變種病毒病例數已超
20%。另壹方面，意大利原定
允許滑雪場 15 日起開放，但衛
生部長簽署政令，禁止滑雪場
在 3 月 5 日前營業。
意大利民防部 15 日報告新
增確診病例 7351 例，新增死亡
258 例。截至當地時間 12 日 18
時，全國累計確診 2729223 例，
累計死亡 93835 例，治愈病例
2237290 例。
近日，在拉齊奧大區拉蒂

意大利埃特納火山噴發
附近壹座機場臨時關閉
綜合報導 位於意大利西西裏島東海岸的埃特納火山噴發，導致該
島上空煙霧彌漫，當地壹座機場被迫臨時關閉。
據報道，當天 16 時 10 分左右，全球最活躍活火山之壹的西西裏島
埃特納火山開始劇烈噴發，大量紅色熔巖從東南方向的火山口湧出，巨
大的火山灰柱高達 1000 米，甚至在 100 公裏外都可被看到。
報道稱，火山灰隨後向南飄散，數十公裏外的卡塔尼亞、錫拉庫薩
等地均有火山灰落下。
火山開始噴發後，卡塔尼亞市長波蘭塞立即簽署法令，禁止市民騎
自行車或摩托車等外出，要求汽車限速每小時 30 公裏。
同時，卡塔尼亞國際機場稱，火山口東南部散發出的煙霧和灰燼高
度超過 1000 米，在黑暗中無法保證飛行的安全，因此機場壹度關閉。當
地時間 17 日上午 9 時，機場恢復運營。
據介紹，當地時間 17 日早晨，卡塔尼亞市以及埃特納火山周圍的村
莊，均覆蓋了壹層熔巖灰。西西裏島受影響的城市也開始進行街道清潔，火
山灰對汽車、房屋和鄉村種植的大量農作物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壞。
與此同時，意大利國家地球物理與火山研究所發布的火山灰觀測警
告，已從 16 日的紅色調整為橙色。

種病毒病例數已超 20%。在所
抽取樣本的地區中，有 88%出
現新冠變種病毒，個別地區變
種病毒感染病例占比甚至高達
59%。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警告並
呼籲立即在全國範圍內采取幹
預措施，遏制在英國發現的變
種病毒進壹步傳播。
此外，意大利政府原定允
許滑雪場 15 日起開放，但衛生
部長 14 日簽署政令，禁止滑雪
場 3 月 5 日以前開門營業。出於
防疫需要，意大利已多次推遲
滑雪場開放時間。

德國博物館宣布
在其藏品中發現北宋汝窯瓷器珍品
綜合報導 記者從德國德累斯頓國家
藝術收藏館獲悉，該館日前在其瓷器館藏
中發現壹件極為珍稀的北宋汝窯瓷碗。德
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瓷器館藏部門負責
人尤利婭· 韋伯表示，這是壹次“具有轟
動性”的發現。
德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位於德國東
部薩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頓，為世界知名的
博物館和科研機構。其主要館藏源於 16
世紀薩克森選帝侯的宮廷收藏，下轄的綠
穹珍寶館擁有歐洲規模最大的珍寶館藏。
據德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介紹，此
次發現北宋汝窯瓷碗的緣起是 2014 年啟
動的壹項旨在盤點德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
館瓷器館藏中東亞瓷器的歷史研究項目。
參與該研究的有來自中國、日本、美國、
英國等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
館方表示，經研究發現，該瓷碗並非
如此前所認為的那樣來自朝鮮半島，而是
壹件中國北宋時期的汝窯瓷器。
館方公布的照片顯示，這是壹件直徑

13 厘 米 、 青 翠 泛 藍
的淺碗，色澤具有汝
窯的顯著特征。館方
認為這可能是壹件
“筆洗”。德國醫生
奧斯卡· 呂克爾-恩布
登 於 1913 年 至 1914
年間在中國購得此碗
。 後 於 1927 年 由 德
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
館瓷器館藏部門時任
負責人齊默爾曼購入
，並被納入德累斯頓
的“中國與朝鮮瓷器
”收藏。據悉，壹件
與之相似的汝窯瓷碗 2017 年在蘇富比拍
賣行曾拍出 3770 萬美元的天價。
據館方介紹，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專家
2018 年便曾向其指出，這件瓷器有可能
屬於汝窯。最終，國際著名的中國瓷器專
家雷吉娜· 克拉爾(康蕊君)鑒定得出其確

系汝窯瓷器。
目前，德國已將新冠疫情期間的“封
城”措施延長至 3 月 7 日，包括博物館在
內的文化設施在此期間均必須關閉。德累
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總監阿克曼表示，該
館正致力於 3 月初重新向公眾開放。

歐洲空間局招募宇航員
殘障人士也可申請
綜合報導 根據歐洲空間局（ESA）最新發布的公告，殘障人士也
有望成為宇航員。
歐洲空間局是由歐洲數國政府組成的的國際空間探測和開發組織
，目前負責阿麗亞娜 4 號和阿麗亞娜 5 號火箭運載火箭的研制與開發
。ESA 總部設在法國首都巴黎，航天發射中心位於南美洲北部大西洋
海岸的法屬圭亞那。
目前，ESA 正在招募 2021-22 年度的宇航員。值得壹提的是，其在
公告中表示：“ESA 正尋找在心理、認知、技術和專業上符合宇航員
要求，但因身體原因無緣該職業的殘障人士。”
具體而言，ESA 所指的“殘障”範圍包括：肢體殘缺（先天性或
由於截肢所致）、腿長不同（先天性或因外傷所致）、身材矮小（<
130 厘米）。
ESA 也指出，將對相關硬件改裝加大投資，以幫助這些殘障
人士更加安全、有效地執行任務。
對於此次把殘障人士列入招募範圍的原因，ESA 歸結為“提
高 包 容 性 、 體 現 責 任 感 、 以 身 作 則 及 廣 泛 學 習 ” 。 ESA 指 出 ：
“前路漫漫，我們面臨著很多未知數。但目前，我們唯壹可以采取
的舉措便是為殘障宇航員掃清通向太空的道路。”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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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為預防新冠病毒變異毒株傳播，德國 14 日開始對同奧地
利和捷克的陸上邊境實施管控。截至當天 15 時，已有 2200 余人被拒絕入
境德國。德國汽車工業聯合會警告稱，邊境管控所帶來的供應受阻恐將
造成該國多個城市的汽車工廠從 15 日起停產。
德國疾控機構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和新增死亡人
數分別為 6114 人、218 人。據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截至當地時
間 14 日 20 時 20 分，德國累計確診 2342645 人、治愈 2118887 人、死亡
65606 人。截至 13 日，德國已有 1331573 人接種了第二劑新冠疫苗。
根據德國疾控機構的建議，德國聯邦內政部從 14 日開始對被劃分為
“新冠變異病毒地區”的國家邊境實施管控，僅允許德國公民及其家庭
成員、在德國有住所和居留權的人、貨運司機和國際組織工作人員等少
數人士入境。
德國電視壹臺援引德國聯邦警察提供的信息報道稱，截至當天 15 時
，在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與捷克和奧地利蒂羅爾州的邊境上已有超過
2200 人被拒絕入境德國。
代表德國支柱產業汽車業利益的德國汽車工業聯合會的壹名發言人
當天警告稱，由於德國汽車業依賴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
牙利和意大利北部的零部件，如果這些零部件在運輸過程中出現阻滯，
德國汽車業生產線將陷入停擺。
該名發言人表示，邊境管控造成的影響或將從 15 日中午起顯現，屆
時首批受影響的包括位於因戈爾施塔特、雷根斯堡、丁戈爾芬、茨維考
和萊比錫的汽車工廠。
歐盟方面亦對德國采取邊境管控措施提出批評。歐盟委員會衛生和
食品安全事務委員斯泰拉· 基裏亞基季斯向德國《奧格斯堡匯報》表示
，對新冠變異毒株的擔憂可以理解，但病毒不會因為關閉邊境而停止傳
播，“我認為歐盟如果回到 2020 年 3 月那樣各國相互關閉邊境的局面，
那將是壹個錯誤”。

特· 裏查迪已要求實施 2 至 4 周
“封城”措施，包括關閉學
校。裏查迪認為，變種病毒
令人擔憂，在英國發現的變
種病毒尤為特殊。壹些國家
已選擇大範圍封閉。他認為
，在兩三個星期前，意大利
就該采取封閉措施。裏查迪
表示，衛生部長斯佩蘭紮已
同意此類方案，但這需要新
總理做最終決定。
報道稱，意大利國家衛生
院 15 日在官網發布公告表示，
在意大利境內的新增確診病例
中，涉及感染在英國發現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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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開始實施邊境管控
汽車業擔憂造成工廠停產

納省羅卡戈爾加鎮，因幼兒園
和老年社區均出現聚集性感染
，而被迫“封城”。在羅馬普
雷內斯蒂諾區壹家有約 400 名
兒童的幼兒園，也因出現變種
病毒感染病例而被關閉。
據報道，拉齊奧大區目前
已有近 7000 例疑似感染在英國
發現的變種病毒病例，占現存
感染患者總數的 18%。意大利
全科醫生聯合會副秘書長巴托
萊蒂表示，變種病毒正在校園
和社區傳播。
意大利衛生部科學顧問、
國家高級衛生研究所所長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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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冠死亡病例接近50萬 拜登將舉行悼念活動
（綜合報導）本周美國將面臨一個黑暗
的里程碑，儘管近期新冠新增病例數有所減
少，但累計死亡病例逼近 50 萬。美國總統拜
登計劃悼念遇難者。
白宮 21 日表示計劃舉行紀念活動，美國
總統拜登將發表講話。白宮發言人說，當地
時間 22 日，總統將與第一夫人吉爾 拜登、副
總統卡瑪拉 哈里斯和第二先生道格 埃姆霍夫
一起舉行默哀，並在日落時舉行燭光儀式。
拜登上個月在林肯紀念堂的倒影池舉行
了儀式，悼念美國在新冠疫情中失去生命的
人們。

白宮發言人珍普薩基（Jen Psaki）當地時
間 19 日向記者表示，如今這個國家仍然面臨
非常艱難的時刻，拜登將利用自己的聲音和
平台，用一些時間來紀念那些失去生命的人
們，那些仍然在遭受苦難的家庭……
據悉，美國新冠病例數連續第五週下降
，同時官員們積極推動民眾疫苗接種。美國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美
東時間 2 月 21 日 16 時 38 分，美國累計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達 28121178 例，累計死亡病例達
498715 例。

特朗普掩蓋財務信息的努力徹底失敗
最高法勒令他交出相關紀錄

（綜合報導）據紐約時報，週一，美國最高法院駁回了特
朗普保護自己財務記錄的請求，發布了一項簡短命令，要求特
朗普的會計師向紐約的檢察官提交他的稅收和其他記錄。
這是特朗普為保護自己的財務紀錄最後一搏，最高法院的
命令對特朗普來說是一次決定性的失敗，他曾不遺餘力地對自
己的納稅申報單和相關文件保密。
很少有人能理解為何特朗普為何如此努力的保護自己的財
務情況，他聲稱自己與外國政府沒有聯繫，聲稱自己是成功的
企業家，但是卻不願意和其他總統一樣公佈這些財務信息。
此案涉及的是曼哈頓地區檢察官、民主黨人萬斯(Cyrus R.
Vance Jr.)的辦公室傳喚特朗普的會計公司 Mazars USA，這個公
司已表示將遵守法院的最終裁決，這意味著大陪審團應該在短
時間內收到文件。
萬斯在回應法庭命令時發表了一份簡短聲明，“工作仍在
繼續。”
紐約時報此前的文章稱，特朗普並不像他吹噓的是一位成
功的商人，實際上他的企業遭受了重大損失，欠下了他個人需
要償還的巨額債務，在時報調查的 18 年裡，他有 11 年避開了

聯邦所得稅，2016 年和 2017 年
只支付了 750 美元。
特朗普一直以來的口號是
讓美國再次偉大，考慮到他躲
避兵役和交如此少的稅，如果
人人都像他一樣，美國偉大起
來的難度會很大。
萬斯的調查範圍尚不清楚
，此前他的辦公室對兩名自稱
與特朗普有染的女性被支付封
口費的調查，特朗普否認了這
一關係。檢方提交的法庭文件
顯示，他們也在調查稅務和保
險欺詐等潛在犯罪。
傳票要求特朗普提供自 2011 年
以來的稅務記錄和財務報表、與編制這些報表的會計師簽訂的
聘用協議、基本的原始財務數據，以及有關如何分析這些數據
的信息。
在 2016 年競選總統時，特朗普曾承諾披露自己的納稅申報
單，但他從未這麼做。相反，他努力讓這些回報不受審查，真
實的原因，外界一直在猜測。 2019 年，位於紐約的美國第二
巡迴上訴法院裁定，州檢察官可以要求第三方提交在任總統的
財務記錄，以便在大陪審團的調查中使用。
在該裁決的註解中，法官卡茲曼(Robert a . Katzmann)表示
，特朗普拒絕像前任一樣公佈財務信息的做法影響重大。
卡茲曼法官寫道，“我們注意到，從卡特總統開始，過去
六任總統都自願向公眾公佈了自己的納稅申報表。雖然我們並
不認為這一事實是決定性的，但它強化了我們的結論，即僅披
露個人財務信息不太可能損害總統履行其職責。”
特朗普向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訴。今年 7 月，大法官們態度
強硬地駁回了特朗普反對傳票的核心憲法論點，即州檢察官無
權調查在任總統。
首席大法官羅伯茨(John G. Roberts Jr.)代表多數派在判決

中寫道，“在刑事訴訟中，任何公民，甚至包括總統，都不能
完全凌駕於提供證據的共同義務之上。”
雖然大法官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和阿利托(Samuel A.
Alito Jr.)對判決的其他方面表示異議，但所有九位大法官都同
意這一主張。不過最終，最高法院還是給了特朗普先生另一個
挑戰傳票的機會。
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寫道，“總統可以利用所有其他公民可
以得到的同樣保護。這包括以州法律允許的任何理由質疑傳票
的權利，這些理由通常包括惡意和不適當的負擔或廣度。”
特朗普就這麼做了，但他的論點被一名初審法官和紐約聯
邦上訴法院的三名法官一致否決了。
陪審團在一份未署名的意見書中表示，“根據 Mazars USA
的傳票，任何文件都將受到大陪審團保密規則的保護，不會向
公眾披露。這大大降低了地方檢察官的行為是為了讓總統難堪
的說法的可信性。”
“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該委員會在談到所尋求的信息時
補充說，“這些文件不是一般的文件，通常與大陪審團調查可
能的金融或企業不當行為有關。”
特朗普的律師隨後提交了一份“緊急申請”，要求最高法
院介入，敦促最高法院阻止上訴法院的裁決，同時決定是否聽
取特朗普的另一項上訴。
“即使他的文件的披露僅限於檢察官和大陪審員，一旦機
密性被破壞，現狀也不可能恢復，”申請摘要說。 “但如果這
些記錄被公開披露，其傷害將是無法彌補的。這將是一場個案
討論，這是中止訴訟的最強有力的依據。”
作為回應，萬斯的律師提到了時報的文章。他們說，秘密
已經洩露了。
“紐約時報獲得了他的報稅數據，並在一系列文章中深入
描述了這些數據，”萬斯的簡報說。 “隨著他的納稅申報單的
細節公之於眾，申請人聲稱的保密利益即使存在，也會被大大
削弱。即使有任何剩餘的證據，他們也不能證明法庭提供的特
別救濟是正當的，這將剝奪大陪審團只要獲得任何讀過報紙的
人都能獲得的事實。”

波音737
波音
737 MAX
MAX復飛不久
復飛不久，
，777
777機型又出引擎爆炸問題
機型又出引擎爆炸問題，
，多國已停飛
（綜合報導)美國波音 737 MAX
剛複飛不久，波音 777 機型又爆出問
題。據《華爾街日報》22 日報導，當
地 時 間 20 日 ， 美 聯 航 一 架 波 音
777-200 型客機起飛後不久右側引擎
發生故障，迫使飛機緊急降落在科羅
拉多州丹佛國際機場，所幸沒有人員
傷亡。飛機降落前，引擎在空中爆炸
起火。該客機安裝的正是普惠
PW4000 發動機。目前，美國、日本
、韓國、英國以及歐盟地區的航空公
司已相繼宣布停飛波音 777 型號的飛
機。
22 日，中國民航局表示，目前中
國民航機隊沒有相同型號的波音
777-200 客 機 ， 也 沒 有 配 裝 PW4077
型發動機的運輸類飛機。
據航空數據提供商 Cirium 的數據

，全球有超過 220 架現役波音和空客
飛機使用的是普惠 PW4000 引擎。此
次事故發生後，波音公司於 21 日緊急
發布聲明，建議在全球範圍內停飛所
有裝配普惠 PW4000 發動機的波音 777
客機，共計 128 架，包括 69 架現役飛
機與 59 架儲備飛機，直到美國聯邦航
空管理局（FAA）要求的適當檢查完
成。
彭博社稱，這場新的恐慌發生在
全球航空業極其敏感的時刻，由於新
冠大流行及其對旅遊的影響，該行業
已 陷 入 危 機 。 波 音 剛 剛 結 束 其 737
MAX 機型近兩年停飛的狀態，此前該
機型在埃塞俄比亞和印度尼西亞發生
多起致命事故。雖然目前並沒有證據
表明波音 777 存在更廣泛的問題，但
此事是對波音公司的又一次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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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培育延攬關鍵人才 今年擬3大主軸推動
（中央社）國發會今天委員會議通過 「關
鍵人才培育及延攬方案」，今年可望有 3 大進
展，包括設立半導體學院、拚攬才專法三讀，
以及定義 「數位人才」，並彙整各領域的數位
職能基準。
國發會表示， 「關鍵人才培育及延攬方案
（110 至 113 年）」將善用產、官、學、研間合
作機制，朝 「培育本土數位人才」、 「延攬國
際關鍵人才」、 「深化雙語能力及國際視野」
三大策略主軸推動，充裕國家發展所需關鍵人
才，提升台灣競爭力。
雖然培育及延攬人才很難馬上見效，今
年至少會有 3 大進展，首先， 「國家重點領域
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已被列為優先
法案，不只業界有共識、相關部會也積極推動
，國發會人力處處長林至美直言，今年半導體
學院 「成功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至於曾被點名的金融領域，仍待企業界凝
聚共識，林至美表示，香港局勢動盪，但金融
人才實力堅強，是各國重點延攬對象，若創新
條例通過，台灣可打破過往學校體系制度，以
學院方式用高薪聘請香港專業人才傳授知識，
有助於強化台灣金融產業實力與人才素養，不
過得先確認產業界有需求，再進一步討論相關
事宜。
第二個進展，國發會正推動 「外國專業人

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法，完善外國人才來台工
作及生活環境，讓台灣所需要的國際人才進得
來、留得住；林至美表示，會積極向行政院爭
取成為優先法案，力拚立法院此會期三讀通過
。
林至美接著表示，在數位人才方面，今年
也有兩大進展，國發會將邀集專家學者定義何
謂 「數位人才」，並同步請相關部會擬定數位
職能基準， 「畢竟文化藝術領域的數位能力，
跟資通訊業的絕對不一樣」。
根據統計，台灣工業及服務業專業人才短
缺人數持續增加，109 年專業人才短缺已占全體
短缺的 17.8%，主要為資訊科技、科學、統計及
工程等 STEM 領域相關職類，人數為 2.5 萬人，
占全體專業人才短缺逾 6 成。
林至美坦言，大專院校在校生約 120 萬人
當中，STEM 相關約只占 3 成，而且在少子化影
響之下，人數可能會減少， 「如果因應未來數
位人才需求，真的是不夠」。
因此， 「關鍵人才培育及延攬方案」是國
發會重點施政方向，林至美說，未來採半年一
次的頻率進行管考，由國發會主委龔明鑫主持
專案會議，一方面了解各部會有遇到什麼困難
、協調解決方式，另一方面也掌握進度，提高
機動性。

Xpark 設計惹議 動物展演審查研議增列動福專家

動物展演管理辦法上路 1 年多
年多，
，約 12 家業者取得許可
家業者取得許可，
，但新設的 Xpark 遭質疑仍有違反
動物天性設計，
動物天性設計
，也凸顯了審查專家名單須增列動物福利專長者
也凸顯了審查專家名單須增列動物福利專長者。
。

節能家電貨物稅減徵優惠 財政部將延長 2 年
(綜合報道）購買節能電器退還減徵貨物稅措施將於今年 6 月 14 日到期，財政部今天宣布修正
「貨物稅條例」，將減徵優惠延長 2 年至民國 112 年 6 月 14 日，考量修法急迫性，預告期訂為 20 日
。
財政部今天公布 「貨物稅條例」修正草案，宣布延長購買節能電器減徵貨物稅優惠措施 2 年
，至 112 年 6 月 14 日止。
根據現行 「貨物稅條例」第 11 條之 1 規定，購買能源效率分級第 1、2 級的新電冰箱、冷暖氣
機及除濕機，每台最高可享新台幣 2000 元退稅，實施期間為自民國 108 年 6 月 15 日起 2 年內，也就
是優惠措施將在今年 6 月 14 日屆期。

財政部表示，在節能電器貨物稅減徵優惠措施實施以後，有效創造節電效益，除了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也節省民眾電費負擔；據經濟部評估，目前 10 年以上老舊冷暖氣機及電冰箱占家庭現
存數量仍達 42.72%，延長實施措施確有必要性，因此決議修法延長，繼續鼓勵民眾購買節電產品
，帶動電器產業轉型發展。
財政部說明，考量實施期間是否延續，攸關民眾及相關產業權益，具相當急迫性，因此將預
告期間訂為 20 日，對於草案內容有任何建議，可把握期間內陳述意見。
根據財政部日前統計，截至 2020 年底，節能家電貨物稅減徵優惠申請案已達 265.7 萬件，退
稅金額累計新台幣 44.7 億元。

報案證明單即起試行 三聯單走入歷史
(綜合報道）長榮大學女大生遭性侵殺害棄
屍案，連帶引發報案三聯單 「吃案」疑雲。為
提升受案效率，警政署刑事局今晚表示，未來
報案證明採統一格式的報案證明單，3 月起正式
上路。
報案 「三聯單」為警方內部管控刑事案件
進度，有三聯的單據。由於去年長榮大學女大
生命案曾爆出同校女學生險遭狼手，幸運脫逃

後報案，警方卻未開報案三聯單，引發外界質
疑 「吃案」。
刑事局今晚表示，為簡化報案流程及整
合各類表單，減少民眾對警察機關受理案件相
關證明不同疑義，透過整合現行受理報案 e 化平
台各案類系統帶出的三聯單、四聯單或受理報
案紀錄表等格式，未來民眾報案證明將採用統
一格式的 「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同時，即日起全面上線試辦，預計 3 月 1 日
起正式上路。
警方受理民眾報案，並非每案都能開立
「三聯單」，民眾只要拿到 7 種單據的任 1 種，
均代表案件已進入警方處理程序，像是交通事
故會拿到 「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汽、
機車失竊或遺失則會拿到 「車輛協尋電腦輸入
單」，俗稱 「四聯單」，而非所有類型案件都

是 「三聯單」。
刑事局說，過去依案件屬性而有不同報案
證明，但常有民眾未拿到 「三聯單」而質疑警
方吃案，透過報案證明單的改革，未來民眾報
案證明都是統一格式，不再開立 「三聯單」。
受理報案攸關民眾權益，更是民眾有事接
洽警察機關的直接接觸，刑事局說，未來將持
續改進、簡化相關流程，以提升受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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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報》公開去年6月中印邊境衝突全過程 致敬解放軍邊防英雄

英勇戍邊四殉國 五官兵獲譽立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19 日，《解
放軍報》發表長篇通訊，首次披露去年6月中印邊境衝突
全過程。據報道，去年6月，外軍公然違背與中方達成的
共識，悍然越線挑釁。在前出交涉和激烈鬥爭中，解放
軍某邊防團團長祁發寶身先士卒，身負重傷；營長陳紅
軍、戰士陳祥榕突入重圍營救，奮力反擊，英勇犧牲；
戰士肖思遠，突圍後義無反顧返回營救戰友，戰鬥至生

祁發寶

陳紅軍

“衛國戍邊英雄團長”榮譽稱號

“衛國戍邊英雄”榮譽稱號

命最後一刻；戰士王焯冉，在渡河前出支援途中，拚力
救助被衝散的戰友脫險，自己卻淹沒在冰河之中。中央
軍委授予祁發寶“衛國戍邊英雄團長”榮譽稱號，追授
陳紅軍“衛國戍邊英雄”榮譽稱號，給陳祥榕、肖思遠、
王焯冉追記一等功。
5,000 多米的喀喇崑崙高原，
祖國西部邊陲，海拔
常年冰雪覆蓋、高寒缺氧。據軍報和央視報道，
2020年4月以來，有關外軍嚴重違反兩國協定協議，在
加勒萬河谷地區抵邊越線修建道路、橋樑等設施，蓄
意挑起事端，試圖單方面改變邊境管控現狀，甚至暴
力攻擊我前往現地交涉的官兵，導致邊境局勢陡然升
溫。

犯者擊潰驅離，取得重大勝利，外軍潰不成軍、抱頭
逃竄，丟下大量越線和傷亡人員，付出了慘重代價。
這些英雄邊防官兵把青春、鮮血乃至生命留在喀
喇崑崙高原，築起巍峨界碑。中央軍委授予祁發寶
“衛國戍邊英雄團長”榮譽稱號，追授陳紅軍“衛國
戍邊英雄”榮譽稱號，給陳祥榕、肖思遠、王焯冉追
記一等功。

團長誠意交涉遭攻擊

國防部：澄清真相 以正視聽

據報道，2020 年 6 月，外軍公然違背與中方達成
的共識，越線搭設帳篷。按照處理邊境事件的慣例和
雙方之前達成的約定，團長祁發寶本着談判解決問題
的誠意，僅帶幾名官兵，蹚過齊腰深的河水前出交
涉。
交涉過程中，對方無視中方誠意，早有預謀地潛
藏、調動大量兵力，企圖憑借人多勢眾迫使中方退
讓。祁發寶張開雙臂擋在外軍面前，大聲呵斥：“你
們破壞共識，要承擔一切後果！”同時組織官兵佔據
有利地形。官兵們組成戰鬥隊形，與數倍於己的外軍
對峙。對方用鋼管、棍棒、石塊發起攻擊。祁發寶成
為重點攻擊目標，頭部遭到重創。

對於《解放軍報》刊發上述綜合性報道的目的和
意圖，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任國強19日答記者問時
指出，去年 6 月印軍非法越線、率先挑釁、暴力攻擊
中方前出交涉人員，蓄意製造了加勒萬河谷衝突，造
成雙方人員傷亡，責任完全在印方。衝突發生後，中
方為維護兩國兩軍關係大局，推動局勢降溫緩和，保
持了高度克制，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氣度擔
當。但印方多次渲染炒作有關傷亡事件，歪曲事實真
相，誤導國際輿論，污衊中國邊防部隊官兵。歷史不
容篡改，英雄不能遺忘，中國媒體對英雄事跡進行公
開報道，是客觀報道事實的媒體責任，有利於澄清真
相，以正視聽，讓世人看清其中的是非曲直。
任國強強調，中方對解決中印邊境問題的立場是
清晰的、一貫的、真誠的，始終致力於通過對話談判
解決爭端，始終致力於維護中印兩國兩軍關係大局，
始終致力於盡快推動局勢降溫緩和，盡快恢復中印邊
境地區和平安寧。

增援隊伍及時擊潰外軍
見此情景，陳紅軍帶人立即突入重圍營救團長，
陳祥榕作為盾牌手戰鬥在最前面，攝像取證的肖思遠
也衝到前沿投入戰鬥。增援隊伍及時趕到，一舉將來

●去年 6 月，外軍公然違背與中方達
成的共識，
成的共識
，悍然越線挑釁
悍然越線挑釁。
。 視頻截圖

/1

陳祥榕

肖思遠

王焯冉

一等功

印方挑釁是邊界緊張根源

印方多次渲染炒作去年
6月中印邊界傷亡事件，歪曲
事實真相，誤導國際輿論，污衊中國邊防部
隊官兵。知名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平
向香港文匯報指出，中國媒體此次對英雄事
跡進行公開報道是澄清真相，以正視聽，同
時亦是為緬懷這些英雄們在中印邊界對峙和
衝突中作出的重大貢獻，他們中四人為了維
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奉獻出了寶貴的
生命。
宋忠平認為，未來中印間的邊界局勢仍
不容樂觀。他說，無論是在班公湖地區，還
是在加勒萬河谷地區，都一直是印度主動在
挑事。印度在中印邊界西段一直企圖頑固堅
持以非法的“殖民線”來作為劃界依據，並
不斷越過實控線挑釁和製造麻煩，這是導致
中印邊界西段地區局勢緊張的根源所在。
根據中印雙方第九輪軍長級會談達成的
共識，中印兩軍位於班公湖南、北岸一線部隊
於2月10日開始同步有計劃組織脫離接觸。
對於印度為什麼會同意脫離接觸，宋忠
平分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和解放軍的戰鬥力
相比，印度確實技不如人，這是客觀事實；其

次，印度國內矛盾目前比較尖銳，包括印度深
陷疫情危機和經濟危機，社會矛盾亦不斷加
劇。在此內憂背景下，印度也無力和解放軍博
弈，撤軍對印度而言是最佳選擇。

印方未來或故伎重施
這位專家判斷，印方的挑釁不會到此為
止，在未來的時間裏面，印度還可能會故伎重
施，尤其是在班公湖地區，印度挑釁的次數、
頻率、力度都在不斷加大。他提醒，未來解放
軍仍需提高警惕，防止印度在實控線問題上大
做文章，製造新的麻煩。他提醒，此前印度已
單方面宣布可以開槍，而印度一方未來挑釁的
可能性仍然存在，這就給中印邊界管控埋下隱
患，甚至可能再帶來衝突和危機。
《解放軍報》19 日評論員文章稱，老祖
宗留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丟，別人的東西我
們一分一毫也不要。我們珍愛和平、致力穩
定，始終以最大的誠意、最大的耐心堅持通
過對話談判解決爭端，但決不允許任何勢力
侵犯國家領土和主權。一旦發生這樣的嚴重
情況，必將予以迎頭痛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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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風暴電源故障將德州推向電網癱瘓 缺水缺食危機
災難因德州的不當領導及反對法規和準備工作所造成的錯誤
（ 休士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從上週日晚開始
從上週日晚開始，
， 溫度驟
降，德州大部分電網癱瘓
德州大部分電網癱瘓，
，供水系統也崩塌
供水系統也崩塌。
。成千上萬
的人在寒冷的房屋中發抖，
的人在寒冷的房屋中發抖
，德州 2900 萬人中的許多人都
為生存而掙扎。
為生存而掙扎
。 週一全天停電加劇
週一全天停電加劇，
， 最終切斷了超過
400 萬人的用電生活
萬人的用電生活。
。 週二成千上萬的人在溫暖的庇護
所中尋求庇護。
所中尋求庇護
。數百人坐在車裡因一氧化碳中毒而住院
。一名婦女和她的小女兒在車庫裡開車取暖後死亡
一名婦女和她的小女兒在車庫裡開車取暖後死亡。
。一
名 11 歲男孩在房屋斷電後被發現死亡
歲男孩在房屋斷電後被發現死亡。
。雜貨店關閉
雜貨店關閉，
，酒
店住宿價格飛漲。
店住宿價格飛漲
。這場災難可以追溯到德州領導層的錯
誤以及數十年來反對法規和準備工作所造成的錯誤。
誤以及數十年來反對法規和準備工作所造成的錯誤
。
暴風雪開始前兩天，
暴風雪開始前兩天
，德州人儲備食物和水
德州人儲備食物和水。
。 但是很
少有人預見到即將發生的災難。
少有人預見到即將發生的災難
。隨著溫度驟降
隨著溫度驟降，
，德州的
大部分電網癱瘓，
大部分電網癱瘓
，供水系統也隨之崩塌
供水系統也隨之崩塌。
。當風力渦輪機
和太陽能電池板凍結時，
和太陽能電池板凍結時
，一家大型核電站失去了一半的
冰凍的管道橫穿整個州，
冰凍的管道橫穿整個州
，從水龍頭流出的水經常是不可飲用的
從水龍頭流出的水經常是不可飲用的。
。有德
一名婦女和她的小女兒在車庫裡開車取暖後死亡。
一名婦女和她的小女兒在車庫裡開車取暖後死亡
。一名 11 歲男孩
發電量，
發電量
，並且煤
並且煤，
，石油和天然氣發生了大規模的故障
石油和天然氣發生了大規模的故障。
。
州的一半人口 1300 萬人必須燒水飲用
在房屋斷電後被發現死亡
德州不得不向其他州和人道主義團體尋求援助。
德州不得不向其他州和人道主義團體尋求援助
。 一家醫
德州的共和黨領導人被指責無視冬季可能會造成嚴重破壞的警告，
德州的共和黨領導人被指責無視冬季可能會造成嚴重破壞的警告
，並且沒有向地方官員提供
院工人收集雨水沖廁所。
院工人收集雨水沖廁所
。其他人則在公園的水龍頭處排隊
其他人則在公園的水龍頭處排隊。
。一個母親把孩子帶到一家家具店避難
足夠的信息來保護居民。
足夠的信息來保護居民
。
這場災難可以追溯到德州領導層的錯誤以及數十年來反對法規和準備工
。德州發生了冰凍和結冰
德州發生了冰凍和結冰，
，導致整個州的停電事件不斷蔓延
導致整個州的停電事件不斷蔓延。
。週一全天停電加劇
週一全天停電加劇，
，最終切斷了超
作所造成的錯誤。
作所造成的錯誤
。 當風力渦輪機和太陽能電池板凍結時
當風力渦輪機和太陽能電池板凍結時，
，一家大型核電站失去了一半的發電量
一家大型核電站失去了一半的發電量，
，
過 400 萬人的用電生活
萬人的用電生活。
。到親戚或鄰居家中避難的人們必須考慮感染或傳播冠狀病毒的風險
到親戚或鄰居家中避難的人們必須考慮感染或傳播冠狀病毒的風險。
。
並且煤，
，石油和天然氣發生了大規模的故障
石油和天然氣發生了大規模的故障。
。對 50
50,,000 口氣井進行冬季防寒估計將花費 17
17..5 億美
週二情況變得更糟。
週二情況變得更糟
。成千上萬的人在溫暖的庇護所中尋求庇護
成千上萬的人在溫暖的庇護所中尋求庇護。
。數百人坐在車裡因一氧化碳 並且煤
發電機和天然氣生產商遭受了嚴重的產能損失。
。州長雅培
州長雅培（
（Greg Abbott）
Abbott）將本週的慘敗歸咎
中毒而住院。
中毒而住院
。一名婦女和她的小女兒在車庫裡開車後死亡
一名婦女和她的小女兒在車庫裡開車後死亡。
。一名 11 歲男孩在家人的房屋斷電後被 元。發電機和天然氣生產商遭受了嚴重的產能損失
於綠色能源，
，這一主張遭到了嚴厲批評
這一主張遭到了嚴厲批評。
。共和黨領導人中的其他人繼續在推特上譴責綠色能源或
發現死亡。
發現死亡
。 到星期三
到星期三，
，有些人開始恢復供電
有些人開始恢復供電，
，但出現了新的飲用水短缺
但出現了新的飲用水短缺。
。 冰凍的管道橫穿整個 於綠色能源
對天然氣的支持。
對天然氣的支持
。
德州是美國電氣系統中的一個孤島。
德州是美國電氣系統中的一個孤島
。 有一個大電網格覆蓋了德州的東區
有一個大電網格覆蓋了德州的東區，
，另一
州，從水龍頭流出的水經常是不可飲用的
從水龍頭流出的水經常是不可飲用的。
。有德州的一半人口 1300 萬人必須燒水飲用
萬人必須燒水飲用。
。 休斯頓
個覆蓋了西區，
，而德州則介於兩者之間
而德州則介於兩者之間，
，是德州的公用事業希望不受聯邦法規的約束
是德州的公用事業希望不受聯邦法規的約束。
。 一週後
一週後，
，
衛理公會醫院沒有水可用。
衛理公會醫院沒有水可用
。該醫院已將會議室變成了透析患者的集結區
該醫院已將會議室變成了透析患者的集結區。
。 其中許多人不僅需要透 個覆蓋了西區
大多數德州人的電力都恢復了。
大多數德州人的電力都恢復了
。
但是一些可變率電力合同的德州人面臨數千美元的電費。
但是一些可變率電力合同的德州人面臨數千美元的電費
。
同時，
同時
，
析，而且最終會被送進醫院
而且最終會被送進醫院。
。有很多人在家中擁有醫療設備
有很多人在家中擁有醫療設備，
，氧氣
氧氣；
；所有這些都不起作用
所有這些都不起作用。
。德州
休斯頓嚴重缺乏飲用水。
休斯頓嚴重缺乏飲用水
。
爆裂的管道淹沒了成千上萬的房屋。
爆裂的管道淹沒了成千上萬的房屋
。
州長雅培要求其他州的水管工來德
已有 35 多人被確認死亡
多人被確認死亡。
。
州提供幫助。
州提供幫助
。德州進行冬季升級所需的費用可能高達數十億美元
德州進行冬季升級所需的費用可能高達數十億美元。
。

楊德清主持【“
楊德清主持
【“水管凍裂及極端氣候造成房屋損壞的保險理賠須知網絡學習會
水管凍裂及極端氣候造成房屋損壞的保險理賠須知網絡學習會”】
”】
（本報訊
本報訊）
）2021 年 2 月 20 日由美國華人石
油協會(CAPA)
油協會
(CAPA)，
，大休斯頓地區清華大學校友會
（HTTA
HTTA），
），和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
和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
（CCC
）聯合
聯合，
，舉辦了一場關於水管凍裂和其他極端
天氣造成房屋損壞的保險理賠須知的網絡學習
會。
在過去的一周時間裡，
在過去的一周時間裡
，休斯敦地區遭受了
百年一遇的冰雪風暴，
百年一遇的冰雪風暴
，本地民居的建造原本並
未考慮如此極端的寒冷天氣，
未考慮如此極端的寒冷天氣
，因此許多朋友都
經歷了水管爆裂並找人維修的艱難過程。
經歷了水管爆裂並找人維修的艱難過程
。本期
網絡學習會邀請到了安穩保險的楊德清先生，
網絡學習會邀請到了安穩保險的楊德清先生
，

以他在休斯頓星空網 （ 這裡可以加鏈接
以他在休斯頓星空網（
這裡可以加鏈接）
）和
XX 網 （ 這裡可以加鏈接
這裡可以加鏈接）
） 發表的文章為參考
，楊先生為大家詳細介紹了水管凍裂所造成的
損失的保險理賠過程和要點，
損失的保險理賠過程和要點
，有針對性的地指
出了水管凍裂和其他極端天氣造成房屋損壞的
保險理賠面對的挑戰。
保險理賠面對的挑戰
。最後他給了很多非常有
建設性的參考和建議。
建設性的參考和建議
。
最後的問答環節中，
最後的問答環節中
，由於是朋友們正在面
對的困難，
對的困難
，大家提問的熱情非常高
大家提問的熱情非常高，
，討論持續
了很久。
了很久
。楊德清先生針對大家的不論是具體問
題還是對今後購買保險的疑慮，
題還是對今後購買保險的疑慮
，都做出了非常

細緻的回答。
細緻的回答。
此次座談會也是採用線上會議的形式，
此次座談會也是採用線上會議的形式
，是
CAPA 在 2021 年的第一次面向公眾的活動
年的第一次面向公眾的活動，
，總
共持續二個半小時，
共持續二個半小時
，為 2021 年 CAPA 的活動掀
起了第一個的高潮。
起了第一個的高潮
。這次活動吸引了眾多遍布
大休斯頓地區的大量人員參與,, 由於 ZOOM 在
大休斯頓地區的大量人員參與
線會議參與人數有限制，
線會議參與人數有限制
，會議開始前就已經爆
滿，很遺憾不能讓其他更多想了解的朋友參加
進來。
進來
。我們後續會把楊先生講解的錄像放在網
上 ， 大 家 可 以 隨 時 關 注 （http://www.capaus.
org/）。
org/
）。

楊德清先生

休城畫頁

達福地區急難救助協會線上專題演講與座談
蔣學聖醫生主講：
蔣學聖醫生主講
：您不能不知道的 COVIDCOVID-19
19 疫苗

贊助該演講的僑委會駐美南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致詞。
陳奕芳主任致詞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首先致詞
羅復文處長首先致詞。
。

蔣學聖醫生對 COVIDCOVID-19
19 疫苗
作深入的解說。
作深入的解說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

主講人蔣學聖醫生感謝林承興醫師（左 ），
主講人蔣學聖醫生感謝林承興醫師（
），Kizzmekia
Kizzmekia S. Corbett,
PhD （右 ）對此次演講的協助
對此次演講的協助。
。

達拉斯急難救助協會會長
孟敏寬致詞。
孟敏寬致詞
。

達拉斯急難救助協會副會長陳
雅芬主持。
雅芬主持
。

介紹達拉斯急難救助協會對社區的協助。
介紹達拉斯急難救助協會對社區的協助
。

牛津大學疫苗針對 6 到 17 歲的兒童和青少年
開始進行臨床測試。
開始進行臨床測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