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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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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Tuesday, 3/23/2021

【綜合報道】美國亞特蘭大區白
人槍手濫射，在3家按摩水療館擊斃6
名亞裔婦女，引爆全美悲痛和抗議怒
火，也凸顯了反亞裔暴力有增無減的
問題。

據CNN新聞網21報導，這不只是
美國的問題，從英國到澳洲，隨著新
冠肺炎大流行，西方國家掀起反東亞
和東南亞裔的風潮。

不過，包括法，德和比利時等許
多歐洲國家基於歷史原因，並未收集
有關種族的人口統計數據，而難以準
確衡量問題的嚴重性。無論如何，據
倫 敦 警 察 廳 （London Metropolitan
Police）的統計數字顯示，2020年6—
9月間，英國境內對東亞裔的仇恨犯罪
有超過200起，比前1年同期增加了

96%。
而隨著疫情在歐洲肆虐，西班牙

和法國也注意到問題。如#NoSoyUn-
Virus（#我不是病毒）運動，就是要提
高大家對亞裔暴力犯罪增加的警覺。

另一方面，根據代表法國超過40
個亞裔社團的 「大家都安全」 （Secu-
rity for All）組織估計，2019年單是在
巴黎，每隔兩天就有1個人受到仇恨攻
擊。

然而，這不僅是歐美問題，澳洲
智庫洛伊研究所（The Lowy Institute
）3月的報告發現，超過1/3華裔澳洲
人認為，過去1年來，由於族裔問題，
他們受到不同，或較差的待遇。而其
中18%的人說，他們因為華裔血統，
受到人身威脅或攻擊。

反亞裔暴力有增無減反亞裔暴力有增無減 引爆全美抗議怒火引爆全美抗議怒火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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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Just last Saturday the Asian groups in
the Houston area hosted a rally at
Houston’ s Downtown Discovery
Green on the Grace Events Lawn. My
news team and I attended this sad
event with many Asians in the Houston
area in attendance.

We heard a lot of community leaders
and politicians making speeches and
expressing their outrage about the mur-
ders in Atlanta, Georgia, where six of
the eight victims were Asian Ameri-
cans. Even though President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Harris went there to try
and comfort our community, the funda-
mental problem is still there.

When we look back, the political situa-
tion in our country and our race issues
are related to our leaders and econom-

ic conditions. Because of the pandem-
ic, many working class people lost their
jobs which created a special poor class
in the country. The political elite and a
few of the wealthy class were in control
of our society. Now more and more
poor people are suffering at the bottom
of our society.

Today our community as a minority is
facing the whole economic downturn di-
rectly. Many radical groups use us as a
scapegoat. They are blaming Asians as
the ones who are stealing their jobs
and brought the virus to America.

This is a very sad time. We all need to
be united. We also need to depend on
the wisdom of our leader to lead us to
the brighter tomorrow.

0303//2222//20212021

Stop Asian Hate Vigil &Stop Asian Hate Vigil &
RallyRally

大休斯敦地區“停止
仇視亞裔群眾大會”週末
在市中心綠地廣場舉行，
我們大家帶著一股悲愤之
激情參加了這塲感人的集
會。

這是新冠疫情以來，
過去一年已經有超過四千
件對亞裔攻擊及仇视之事
件，包括三月十六日在亞
特蘭大一名白人兇手以亂
槍掃射打死了八名市民其
中六位是韓裔，這名二十
一殘忍兇手以自己是色情
魔之藉口才下此毒手，但
是 我們決不相信這是唯一
之理由，它一定有對亞裔

歧視之潛在原因。
週末之大型集會上，

我們聽到了韓裔社區人士
之感傷訴求，我們也見到
了在台上一字排開的民意
代表和黑人民權領袖之慷
慨激昂，但是，這些都無
法表達我們心中之怒吼和
解決問題之方法。

近年來，在我們社會
中每日都在發生之種族仇
恨和偏見，已經是我們國
家未來最嚴重的挑戰之一
。

拜登總統也親臨亞特
蘭大亞裔社區會晤亞裔領
袖，聯邦及地方政府也不

斷呼籲大家要遵從規定，
不能對亞裔做出任何歧視
之舉動，但是，今天的問
題可以说是治標而非治本
之道。

我們所面對的是許多
政治領袖他們正在不斷操
作白人至上主義之偏頗主
張，變成他們的政治資本
，加上貧富加劇導致社會
底層之激烈反弹。

一年來的疫情打亂了
國家之正常運作，人民痛
苦指數攀升，如果來拯救
美國，全靠我們大家的智
慧和努力了。

我們亞裔的怒吼我們亞裔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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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綜合報道】在疫情全面爆發後一年多
，在第三波感染和加強封鎖措施的情況下，
歐洲仍在繼續與病毒作鬥爭。

與此同時，由於受到生產問題和供應障
礙的影響，歐盟的疫苗推廣工作仍然步履維
艱，以至於歐盟領導人本週再次開會討論關
於限制疫苗出口的問題。此外，一些國家再
次實施封鎖，以遏制第三波感染，法國、波
蘭和烏克蘭都在周末實施了更嚴格的措施，
這些措施將至少持續數週。

週六（3月20日），巴黎和法國其他15
個地區重新實施了為期一個月的部分封鎖措
施，以應對不斷上升的病例數量，這些病例
主要是由新的更具傳染性的新冠病毒變種造
成的。

然而，最新的封鎖措施沒有之前的嚴格
，使得有些人質疑這些措施究竟是否有用，
也有人對是否應該實施該政策表示了困惑。
宵禁仍在實施，跨地區旅行仍然受到限制。
法國約有2100萬人受到新規的影響。

週日（3月21日），該國每日新增病例
超過3萬例，使全國感染總人數超過420萬。
迄今為止，法國已有超過 92，000 人死於該
病毒。

與此同時，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德國可能
將全國封鎖延長至4月，該國也在應對第三
波疫情的來襲。據報導，隨著新冠肺炎的感
染比例越來越高，幾個州呼籲延長目前的限
制，德國政府此前表示，為了防止疫情進一
步擴散，其國內可能將暫緩解除封鎖。

此舉對德國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目
前該國已經開始放鬆封鎖措施，允許學校在

2月份開學，一些非必要商
店在本月早些時候重新接
納顧客。然而，儘管歐盟
大部分國家的新冠肺炎病
例不斷增加，但歐盟疫苗
接種計劃一直被一拖再拖
。
歐盟領導人將於週四（3
月 25 日）舉行會議，討論
在目前歐盟地區疫苗供應
短缺，且疫苗接種計劃落
後於其他發達國家的情況
下，是否應該禁止將新冠
疫苗出口到其他國家。歐
盟因晚於英國和美國訂購
疫苗而受到批評，儘管其
已授權使用的兩種疫苗，
即 輝 瑞 （Pfizer-BioNTech

）和牛津大學的疫苗都正在歐盟製造，但歐
盟本土也不得不處理供應問題。

有報導稱，歐盟可能會阻止阿斯利康疫
苗在荷蘭工廠生產的出口，此舉也可能危及
英國迄今為止成功的疫苗推廣。預計英國首
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將與歐洲
同行進行磋商，試圖解決疫苗問題上的僵局
。

阿斯利康-牛津大學聯合疫苗的推廣在
最近幾週遇到了一些障礙，一些歐洲國家由
於擔心這種疫苗可能導致血塊問題而暫停使
用這種疫苗。然而，世界衛生組織（WHO
）和歐洲藥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對該疫苗進行了安全審查。歐洲藥
品管理局於上週四（3月18日）裁定該疫苗
是安全有效的。

這一結論促使大多數已經停止使用該疫
苗的歐洲國家撤銷了暫停使用該疫苗的決定
，此前由於疫苗對65歲以上人群的有效性仍
舊存疑，公眾對該疫苗本就不太有信心，此
舉過後，很可能進一步打擊公眾對疫苗的信
任，

實際上，事實證明疫苗在減少住院率和
死亡率方面確實行之有效。週一（3月22日
），美國一項大型試驗的結果公佈，表明阿
斯利康疫苗在預防症狀性疾病方面的有效性
為 79%，對重症患者住院治療的有效性為
100%。

然而，3 月 22 日公佈的一項 YouGov 民
意調查顯示，一些歐洲國家暫停使用阿斯利
康疫苗的決定“嚴重損害了歐洲公眾對該疫
苗安全性的看法”。

第三波疫情席捲歐洲第三波疫情席捲歐洲，，強制封鎖措施強制封鎖措施
及疫苗出口限製成歐盟熱點問題及疫苗出口限製成歐盟熱點問題

全美亞裔上週末發出前所未有怒吼之聲, 各
大城市不但同步舉行遊行示威, 發出了”亞裔的
命也是命” 的聲音,憤怒的亞裔群眾高舉“停止
對亞裔仇恨” 、” 我們就是美國的樣子”與
“不再為亞裔暴力保持沉默” 等等標語, 那種同
仇敵愾的場景十分悲戚, 讓人不勝唏噓！

身在美國的亞裔真是太委屈了, 平心而論,亞
裔在各族裔中表現的十分突出, 尤其是亞裔的下
一代, 行行業業都出類拔萃, 成為佼佼者, 但亞裔
卻受到了不平等待遇, 由於川普在總統任內不當
言行,頻頻稱COVID-19為中國病毒, 更以功夫諧
音把新冠取名為功夫流感(kung flu),直接造成亞
裔被仇視, 而那一位在亞特蘭大開槍殺死了6位
亞裔女性的白人屠夫曾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中寫過
”武漢肺炎是支那進口的病毒”(IMPORTED
VIRUS FROM CHY-NA）,所以他明顯的受到了
川普的影響,川普成為比COVID-19更惡劣的病
毒, 他故意煽動民族仇恨, 導引劣質的美國人仇視
亞裔的暴行，所 以川普必須向全美華裔道歉！

根據聯邦官方罪犯統計,2017年針對亞裔的

種族動機事件僅占所有仇恨犯罪的2%，2018年
的報告總數降至5起，2019年僅為1起, 但是去
年第一季反亞裔仇恨犯罪數量幾乎是過去兩年事
件總和的兩倍, 從3月到5月，美國共接到2583
起反亞洲事件的報告,超過70%的事件涉及言語
騷擾，其次是因種族原因故意迴避和身體攻擊,
自從冠狀病毒大流行開始以來，反亞裔騷擾和暴
力報告中有68％以上是亞裔婦女,這些種族歧視
的行為, 就如同暴徒進攻國會一樣, 其罪魁禍首當
然就是川普, 他的白人至上主義思維嚴重裂解了
美國, 所以我要再重複一次,川普必須要向全美華
裔道歉！

難能可貴的是, 拜登總統與賀錦麗副總統這一
次都與亞裔站在反抗仇視亞裔的陣線上,拜登上
任總統以來,他以蒼生為念,不僅關心美國疫情, 也
關注亞裔心情, 他是一位好總統,我們真的很慶幸
, 相信在拜登領導下,美國正朝向多元和諧的目標
前進, 將來不僅”黑人的命也是命”, 而且”亞裔
的命也是命” 啊！

【李著華觀點:亞裔大怒吼-
川普要向華裔道歉 !】

日政府將決定解除首都圈緊急宣言
調整防疫方針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打算按原計

劃於 3 月 22 日解除首都圈 1 都 3 縣

的緊急事態宣言，由感染癥專家

等組成的咨詢委員會經討論後表

示，同意政府的這一舉措。政府

將在 18 日傍晚舉行對策本部會議

，正式就解除緊急事態宣言作出

決定。

日本政府打算在解除緊急事態宣

言的同時，也對旨在防控疫情的基本

應對方針進行了調整。調整方案已經

出爐。

據報道，當地時間18日7時30分

，咨詢委員會開始舉行會議，就政府

按原計劃解除1都3縣緊急事態宣言的

意向進行了探討。經濟再生擔當大臣

西村康稔和厚生勞動大臣田村憲久出

席了會議。

期間，西村列舉了打算按原計劃

解除緊急事態宣言的理由。例如，病

床使用率等指標保持在第三級的水平

，包括對無癥狀感染者的監測檢查在

內的大規模疫情蔓延防控措施得到進

一步加強等。西村表示：“新增陽性

受檢者的人數呈現穩定或小幅增加的

趨勢。”

咨詢委員會討論後表示，同意政

府的舉措。為此，政府將在18日傍晚

舉行對策本部會議，正式就22日解除

緊急事態宣言作出決定。這意味著，

日本2021年1月起實施的本輪緊急事

態即將畫上句號。

日本政府打算在解除緊急事態宣

言的同時，對旨在防控疫情的基本應

對方針進行了調整。

調整方案指出，有必要在維持社

會經濟活動的同時采取措施，防止出

現新一波大規模疫情。關於變異新冠

病毒檢測，目前，有關部門是以5%至

10%的比例對新增感染者進行抽檢。

對此，方案稱將盡快把抽檢比例提升

至40%左右，以加強對變異病毒傳播

的監控。

為了能盡早把握疫情發展狀況，

方案要求包括上個月解除緊急事態宣

言的大阪和福岡在內的10個都府縣的

地方政府，在3月底之前對老年人護

理設施實施病毒檢測，並在4月至6月

這段期間，對娛樂場所等進行定期集

體檢測。

方案敦促地方政府等在解除緊急

事態宣言後，對餐飲店是否遵守防疫

指南要求進行巡視檢查，並指出如果

再次出現疫情蔓延的情況，地方政府

應靈活機動地采取要求餐飲店縮短營

業時間的舉措等。

方案還就醫療服務系統表示，

厚生勞動省和各都道府縣將進行合

作，共同對確保病床等的計劃進行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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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總務大臣武田良太被曝2020年上任

後，曾與掌管業務相關的日本電信公司(NTT)等公司高

層聚餐。3月18日，武田承認有聚餐，但強調未接受請

托，沒有違反大臣相關規範。

據報道，武田被指2020年11月曾與NTT社長澤田

純、JR東海公司名譽會長葛西敬之等高層聚餐。

此前，總務省相繼爆出多名高官接受NTT等公司招

待醜聞時，武田在國會答詢時說，他沒有參與會引起國民

疑慮的聚餐。而在3月18日，武田在眾議院總務委員會答

詢時又說，他的確有跟葛西等人同席聚餐，但他是受葛西

之邀，在聚餐當天前並不知道還有誰會出席。

武田表示，因為他之後還有別的行程，聚餐途中就

離開，只喝了幾杯酒，並自付1萬日元費用。在聚餐中

，他沒有接受任何與會人員請托，他認為這次聚餐並

未違反大臣規範。

對於聚餐當時NTT正在公開收購行動通訊公司，

是否算是會引起國民疑慮的聚餐，武田回應說，這一

收購事件在法律上並不需要總務省同意，NTT自行判

斷即可。

澤田表示，武田當天有同席聚餐，但並非是NTT

邀請武田，聚餐時NTT方面也沒有向武田提出業務上

的請托。

日本總務省近期發生多起爭議。日前，多名官員

因接受首相菅義偉長子菅正剛任職的 “東北新社”招

待，遭懲處減薪、給予訓誡。隨後不久，總務審議官

谷脅康彥因接受NTT“不當宴請”被調職。

韓國 20 余歲男子接種新冠疫苗後出現血栓

系第二例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中央防

疫對策本部表示，一名20多歲男性在接種

新冠疫苗後出現血栓現象。這是韓國境內

報告的第二例接種後形成血栓的病例。

該男性施打何種疫苗等具體內容尚未

公布，對策本部將在下午的例行記者會上

發布具體內容。韓國目前接種兩種新冠疫

苗，分別是阿斯利康疫苗

和輝瑞疫苗。

就在昨天（17日），

韓國也有一例接種阿斯利

康疫苗後死亡的病例被發

現形成血栓。該病例死亡

時醫務人員判斷吸入性肺

炎是死因。據調查組搜集

的資料，除此之外死因還

有可能為心肌梗塞，兩種

病癥都足以致死，因此認

定形成血栓死亡病例與新

冠疫苗無關。

近日，歐洲部分國家

報告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出現血栓等不良

反應致死病例。目前全球已有20多個國家

暫停接種該疫苗。截至 17日，韓國已有

8876人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出現疑似不良

反應，該疫苗的安全性引發民眾廣泛擔憂

。不過，韓國新冠疫苗預防接種推進團17

日宣布，繼續接種該疫苗。

變異新冠病毒持續蔓延
日本近 400 人確診感染

綜合報導 日本厚生勞動省表示，

截至3月16日的7天內，11個道府縣

共有128人被檢查出感染了變異新冠

病毒。這一數據比上一個7天增加了

51人，換算成百分比為增長66%。截

至目前，日本國內共確診變異病毒感

染者399人。

據報道，日本新增確診的相關病

例中，兵庫縣確診人數最多，為56

人，其次是埼玉縣16人，北海道13

人，大阪府10人，德島縣9人，神奈

川縣和愛媛縣各6人，京都府和廣島

縣各5人，香川縣和沖繩縣各1人。

截至目前，日本國內共確診變異

病毒感染者399人，其中感染了英國

發現的變異病毒的為374人，感染巴

西發現的變異病毒的為17人，南非的

則為8人。不同種類的變異病毒有不

同的特性，有些傳染力和導致重癥化

的幾率可能較高，有些對免疫系統和

疫苗的抗性可能較高。

此外，經過病毒檢測，日本國內

還發現了感染菲律賓等地報告的變異

新冠病毒的病例。日本厚生勞動省將

采取措施，完善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

檢測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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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新增新冠確診和死亡病例減少

恢復部分國際航班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發布新冠疫情數據顯示，新增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4443例，其中過去24小時新增病例為2433例，另有2010例為補增

，累計確診病例達到1412406例；單日新增死亡病例162例，累計死亡

49003例。目前仍有14713人住院，其中2218人在重癥監護室，已有

1322685人康復。

當地時間14日，秘魯衛生部長奧斯卡· 烏加特表示，近期秘魯的新

冠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開始減少，但要求民眾不要放松警惕，以便

下降趨勢能夠保持不變。

烏加特指出，新冠數據最近幾周呈放緩下降趨勢，他認為未來幾周

住院和重癥患者數量也將減少。

烏加特強調，為老年人接種新冠疫苗將直接影響新冠病毒流行病曲

線，根據秘魯即將獲得的疫苗劑量，衛生部登記的415萬名老年人接種

疫苗可能需要兩至三個月。此外，從輝瑞公司購買的167000劑疫苗抵達

後，下周將有更多秘魯人接種疫苗。

此外，部長還介紹說，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滿足氧氣需求，例如從智

利購買960噸氧氣，在醫院建立氧氣廠等。

另一方面，在評估了近期新冠病毒流行病曲線之後，秘魯交通通信

部(MTC)制定了關於國際和國內航空運輸的新規定。

從15日起，將恢復飛行時間超過8小時的國際航班，由此從馬德裏

、巴塞羅那、阿姆斯特丹和巴黎起飛的航班將被恢復，但自英國、南非

和巴西始發的航班除外。

除上述人群外，其余旅客無需額外申請入境許可，僅須持有起飛前

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並在抵秘後自費接受相應快速檢測。如結

果為陰性，可免除為期14天的強制性隔離；如結果為陽性，需接受強制

隔離。
全球空氣質量報告：

汙染之都，新德裏“三連冠”
綜合報導 根據瑞士空氣

質量數據平臺 IQAir 發布的

《2020年全球空氣質量報告》

顯示，印度首都新德裏已經連

續第三年成為世界上汙染最嚴

重的首都。

據報道，報告顯示，新德

裏2020年的PM2.5年平均值為

每立方米84.1微克，是北京同

年平均值(37.5 微克)的兩倍多

。去年11月，在焚燒稭稈的高

峰時期，新德裏的PM2.5水平

達到了每立方米144微克，12

月達到了每立方米157微克，

比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安全指

標高出14倍以上。

雖然新德裏空氣在各國首

都中最差，但上述報告稱，該

市 2020 年的空氣質量比 2019

年改善很多，這主要得益於疫

情封鎖措施大大減少了各種人

類活動。因為長期封鎖，印度

2020 年的 PM2.5 年均濃度比

2019年減少11%。去年印度至

少有 60%的城市空氣質量比

2019年更好，而且所有城市的

空氣質量都比2018年更清潔。

盡管如此，IQAir 的報告

指出，印度的空氣汙染依舊處

於高危險水平。作為全球空氣

汙染第三嚴重的國家，印度僅

次於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依

據報告內容，在全球50個汙染

最嚴重的城市中，印度就占了

35個名額。

印度報業托拉斯稱，印度空

氣汙染的主要來源包括交通運輸

、用於做飯的廢料燃燒、火電廠

、工業、建築、廢棄物燃燒和稭

稈焚燒。此外，車輛是印度各城

市PM2.5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

路透社稱，IQAir是以PM2.5的

年均濃度作為空氣質量的衡量標

準。長期暴露於PM2.5顆粒物中

可能會導致人們患有癌癥和心臟

病等致命疾病。研究數據表明，

2020年新德裏估計有5.4萬人因

為空氣汙染早逝。

在印度《快報》的網站上，

有網民留言稱，“新德裏空氣差

已經好多年了，早就見怪不怪”

。還有網民表示，“空氣汙染比

新冠病毒更嚴重，至少病毒有疫

苗可用，那空氣汙染呢？”

除了孟加拉國、巴基斯坦

和印度，汙染最嚴重的前十榜

單上還有蒙古國、阿富汗、阿

曼、卡塔爾、吉爾吉斯斯坦、

印度尼西亞和博茨瓦納，中國

排在第14位。

伊朗公布烏客機被擊落事件調查報告
遭烏克蘭等質疑

綜合報導 伊朗發布有關烏克蘭客機

墜毀事件的最終報告，稱事故是由雷達偏

差和一名防控操作員的失誤引發的。烏克

蘭方面批評該報告的結論是“選擇性的”

。加拿大則稱，伊朗報告“不完整”，將

很快公布本國的調查結果。

伊朗民用航空組織在報告中稱，正如

2020年6月發布的一份初步報告一樣，出

現錯誤是由於電池的雷達未校準，以及防

空操作員與指揮官之間缺乏溝通。

伊朗在最終報告中稱，相關防空單位

(ADU)由於“人為失誤”未能調整系統方

向，導致操作員將向西飛離德黑蘭機場的

飛機，誤認作正從西南方向以較低高度接

近德黑蘭。

在沒有得到指揮中心的批準或回應

的情況下，該操作員就將目標確認為敵

方目標，並違反規定程序，向該客機發

射導彈。

烏克蘭外交大臣批評稱，伊朗的調查

沒有遵循國際慣

例，無視烏克蘭

提供的證據，該

報告的結論是

“選擇性的”，

是為了掩蓋墜機

真正的原因。

加拿大外交

部長和交通部長

則 17 日在一份

聯合聲明中表

示，伊朗的報

告 “看起來不

完整，不包含任

何確鑿的事實或證據。”加拿大政府將很

快公布自己的調查結果。交通安全局將在

未來幾天內提交自己對伊朗報告的審查，

法醫檢驗小組將在未來幾周內發布其報告

。該次空難的遇難者中，有數十位加拿大

公民和永久居民。

據此前報道，當地時間2020年1月8

日淩晨，烏克蘭國際航空公司PS752航班

在德黑蘭霍梅尼國際機場附近墜毀，包括

乘客和機組人員在內的176人全部喪生。

伊朗軍方隨後承認無意中擊落了這架噴氣

式飛機，稱將其與一枚美國發射的巡航導

彈混淆。

墨西哥、加拿大盼美國分享新冠疫苗

墨西哥和加拿大正尋求美國分享富

余的新冠疫苗。墨西哥一名高級官員說

，美國政府預期19日前對墨方請求提供

新冠疫苗一事予以答復。

美國總統約瑟夫· 拜登說，美方正

同幾個國家就哪一方將獲得富余疫苗商

談。

[墨加求疫苗]
據路透社報道，墨西哥已經請求美

國提供預期富余的阿斯利康疫苗。這款

疫苗由英國阿斯利康制藥公司與牛津大

學聯合研發。

“我們已經取得良好進展，但細

節、數量、（合同）條款要到周五

（19日）才能知道，”墨西哥外交部

長馬塞洛· 埃布拉德16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說，“我們要求獲得盡可能多的（阿

斯利康疫苗）。”

按照墨西哥副外長瑪爾塔· 德爾加多

的說法，墨西哥已經開始使用阿斯利康

疫苗，鑒於美國尚未批準使用這款疫苗

，將疫苗提供給墨西哥將是“不錯的選

擇。”

墨西哥總統洛佩斯· 奧夫拉多爾1日

在一次視頻會議上請求拜登分享疫苗。

因美國輝瑞公司和德國生物新技術

公司合作研發的疫苗交付緩慢，墨西哥

的疫苗接種計劃被打亂。

洛佩茲在同一場記者會上說，墨西

哥60歲以上民眾將在4月底前接種疫苗

，比原計劃晚一個月。

與此同時，加拿大也在尋求從美國

獲得多余的疫苗。

加拿大公共服務及政府采購部部長

安妮塔· 阿南德14日告訴加拿大電視網

，駐美大使柯爾絲滕· 希爾曼正與拜登政

府就疫苗供應一事商談。“關於那些富

余的阿斯利康疫苗……我與希爾曼大使

保持密切聯系。”

[美方或松口]
拜登說，美國正同幾個國家商談，

以確定哪一國可以獲得美國富余的疫苗

。向其他國家提供疫苗之前，先確保所

有美國人能接種。

白宮先前拒絕為墨西哥、加拿大和

歐盟等盟友提供在美國生產的疫苗。一

些非政府組織批評拜登政府的新冠疫苗

采購策略，希望白宮明確設定疫苗采購

上限，與他國共享疫苗。

路透社報道，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拒

絕回答美國在疫苗共享議題上是否軟化

立場，而是強調合作。

“我們已經在同墨方科學和公共衛

生專家合作開展疫苗臨床試驗，評估一

款前景良好的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這名發言人說，美國將繼續與墨

西哥就應對新冠疫情進行各方面合作。

最近，出於對接種後血栓風險的

擔憂，德國、法國等歐洲多國暫停使

用阿斯利康疫苗。英國首相府堅稱阿

斯利康疫苗“安全有效”，呼籲民眾

保持信心。

綜合報導 聯合國秘書長敘利亞問題特使吉爾· 彼得森當地時間周一

說，國際外交對於結束敘利亞的十年戰爭至關重要，要建立一種新的形

式，把對這場沖突具有影響力的主要國家聚集在一起，包括美國、俄羅

斯、伊朗、土耳其、阿拉伯國家和歐盟。

報道援引彼得森對聯合國安理會的話說，敘利亞“是一代人時間裏

國際化程度最深的沖突之一，許多對敘利亞人最重要的問題甚至都不掌

握在敘利亞人手中”。

他說，在最近訪問俄羅斯、敘利亞和土耳其並與其他各方就如何推

進政治進程舉行線上會談後，他認為是時候進行“靜默外交”了。

彼得森在日內瓦向安理會做視頻通報時說：“最終，我們可能需

要努力采取一種新的國際討論方式，一種新的進行外交和合作的國

際形式。”

他說，俄羅斯、伊朗、土耳其和美國在軍事上參與了敘利亞沖突，

它們必須與阿拉伯國家、歐盟和安理會其他常任理事國一起參與一項新

的國際努力。

報道稱，自 2011 年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為引導敘利亞走向

政治過渡進程已經舉辦過多次高級別會議，但沒有一次會議產生

持久影響。

聯合國為結束
敘內戰開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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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當地時間3月21日，美國總統拜登將
矛頭瞄準了長期困擾美國的“醜惡毒藥”——“系統性
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他誓言要修改導致歧視持
續存在的法律。

拜登直言不諱地表示，美國面臨著種族主義、仇外
心理和本土主義等問題。 “仇恨在美國沒有安全的避
風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應該有其安全的避風港。我
們必須聯合起來製止這種行為，”拜登在聲明中說，
“我們必須改變在我們國家允許歧視存在的法律，我們
必須改變我們的想法。”

拜登3月21日發布了這份聲明，當天正值國際消除
種族歧視日。聯合國大會將每年的3月21日——1960年

南非發生“沙佩維爾慘案”的日子，定為國際消除種族
歧視日。

拜登發表聲明之前，副總統卡瑪拉 哈里斯（Ka-
mala Harris）於當地時間3月19日在亞特蘭大詳細講述
了美國歧視亞裔美國人的歷史。作為美國首位女性副總
統，同時也是第一位擔任該職務的亞裔和非裔，哈里斯
說：“一直以來，仇外情緒在美國都是真實存在的。此
外還有性別歧視。”

拜登發表這一聲明之際，執法部門正面臨越來越大
的壓力，外界要求他們將上周亞特蘭大發生的致命槍擊
案定性為仇恨犯罪。這起槍擊案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
括6名亞裔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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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約旦與美國簽署了一項新協議，允許美國

軍隊、飛機和車輛自由進入約旦。
該協議於今年1月簽署，上個月獲得約旦政府批准，同

時繞過了約旦議會，此舉非同尋常。據約旦外交部長稱，該
協議是“長期談判的成果”。

據報導，最新公佈的協議指出，美軍及其飛機和艦艇有
權“自由進出約旦領土”

據報導，該協議的條款特別規定：“美國士兵在約旦領
土上執行任務時，可以攜帶武器自由行走，還允許美國軍事
人員在約旦領土上運輸和儲存設備。”

約旦時報援引外交部長薩法迪的話說，與美國達成的最
新協議並不損害約旦主權，而是作為與美國長達數十年的軍
事和安全合作的一部分。他補充說，該協定並不授權外國部
隊在約旦領土上執行作戰任務，而只側重於在該地區打擊恐
怖主義的培訓與合作。

薩法迪還說，哈希姆王國每年從美國獲得4.2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根據國會研究局公佈的信息，截至2020年6月，應約旦王國的請求，約有3145名美國軍事

人員部署到約旦，目的是打擊伊斯蘭國並促進該地區的穩定。美國軍隊駐紮在穆瓦法克-薩爾
蒂空軍基地，作為打擊恐怖分子固有決心行動的一部分，擴大了在約旦的軍事存在。

美國安全項目的一份報告援引衛星圖像，據報導顯示，約旦的其他基地有美國收割者無人
機，但美國官員尚未證實這一點。

美國大使館女發言人貝蒂.阿米拉說，約旦和美國之間
的防務合作協議於3月17日生效。
幾小時前，約旦議會的幾名議員譴責該協議給了美國

太多特權。
他們要求議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這項協議，約旦承諾

向在約旦的大約3000名美軍提供後勤和其他支持。
約旦反對派國會議員薩利赫.阿爾.阿穆蒂說，這項協議

是“約旦歷史上一個黑暗的日子”。
約旦是美國援助的最大受援國之一，但美軍及其在該

國使用的基地是一個敏感話題。
約旦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許多約旦人不喜歡美國對
以色列的支持。
約旦當局和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政府之間的關係在兩年

前宣布中東計劃後降溫，但這對軍事關係影響不大。
約旦官員希望與拜登總統建立更好的關係，他的政府尚未明確闡明其中東立場。
約旦外交部長薩法迪告訴議會，這項安全協議為“美國和我們勇敢的阿拉伯軍隊之間的防

務合作奠定了框架”。
薩法迪表示：“我們都不接受任何侵犯我們主權的行為。”
美軍在約旦的駐紮是根據一項部隊地位協定進行的，該協定規定了美軍的行動範圍。
美國數據顯示，自2014年以來，美國向約旦軍方提供了20多億美元的援助，約旦近6000

名士兵在美國接受過訓練。

（綜合報導）白宮官員正準備向拜登總統
提交一項3萬億美元（合約19.52萬億元人民幣
）基礎設施和就業計劃。

本月早些時候，在完成1.9萬億美元（合
約12.36萬億元人民幣）的冠狀病毒救助方案
後，拜登政府官員正在考慮他們的下一個主要
立法優先事項。雖然還沒有最終宣布，但預計
白宮將推動一項數万億美元的就業和基礎設施
計劃，作為總統“重建更好家園”議程的核心
。

這項成果預計將分為兩部分，一部分集中
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另一部分集中在國內其他
重點項目上，例如普及學前教育、全國兒童保
育和免社區大學學費這些項目。該計劃的許多
細節首先由《紐約時報》報導。由於是私人談
話，這些人要求匿名。他們強調，計劃只是初
步的，可能會有所改變。一些輔助信息來源則
強調，該方案的最終數字仍未確定。

這項計劃的基礎設施部分預算達數千億美
元，用於修復美國的道路、橋樑、水路和鐵路
。這筆資金還包括為校舍改造、安全升級、學
校基礎設施、低收入和部落群體提供資金，以
及為學校和教育基礎設施提供1千億美元（合
約6.51千億元人民幣）。

提案中的基礎設施部分撥款 4 千億美元
（合約2.5萬億元人民幣）用於應對氣候變化
，其中6千億美元（合約3.9萬億元人民幣）用
於綠色交通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460億美元
（合約2994億元人民幣）用於與氣候相關的研

發。該計劃還旨在在全國建立電動汽車
充電站。這項措施還包括 2 千億美元
（合約 13.02 億元人民幣）用於住房基
礎設施建設，其中1千億美元（6.51千
億元人民幣）用於擴大低收入美國人的
住房供應。

這項計劃的第二部分將包括拜登的
許多其他國內優先事項，這些事項包括
普及學前教育和免社區大學學費，該方
案還將大幅增加兒童保育方面的支出。
作為 1.9 萬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的一部
分，最近簽署的兒童稅收抵免政策將延
長一年。

該計劃還將包括延長對《平價醫療
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補貼發
放，以及對歷史上有黑人背景的學院和
大學實行免費和減免學費。

白宮發言人拒絕置評。
預計財政部官員還將向拜登提供一

系列稅收選項，為該計劃提供資金。拜
登競選時主張將企業稅率從21%提高到
28%，並提升對高資產投資者的稅收。
目前還不清楚他的哪些稅收計劃將包括
在最終立法中。

白宮官員還計劃包括一項措施，迫使製藥
公司要么降低價格，要么支付高額罰款。了解
內部討論的人士表示，白宮的努力可能類似於
眾議院民主黨在2019年公佈的處方藥法案，該
法案旨在回應選民對全國各地處方藥成本不斷

上升的不滿。
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眾議院民主黨的法

案將在未來十年為政府節省約4500億美元（合
約2.9萬億元人民幣）。通過降低處方藥的成
本，政府將大大減少在醫療保險和其他公共健

康項目上的支出。
眾議院民主黨人對處方藥價格法案的通過

是他們的選舉標誌性行為之一。
雖然他最初承諾將在2月份公佈，但拜登

到目前還沒有公佈他的就業和基礎設施計劃。

白宮準備提交3萬億美元的計劃
涉及基礎設施和就業、減免學費等

拜登拜登、、哈里斯譴責美國的種族主義哈里斯譴責美國的種族主義：“：“醜惡毒藥醜惡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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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座三星堆文化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祭祀坑””已出土已出土500500餘件文物餘件文物 意外發現古絲綢意外發現古絲綢““身影身影””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趙雪馨 2021年3月22日（星期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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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曾在1986年
震驚世界的三星堆遺址再驚天下。此次

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位於1986年發現的1
號、2號“祭祀坑”旁。專家認為，目前這8個
“祭祀坑”整體構成祭祀區，是古蜀王國專門用
來祭祀天地、祖先，祈求國泰民安的場所。

發現金片玉器 料為祭祀儀式所用
在挖掘現場，佔地僅3.5平方米的5號“祭

祀坑”一片金光閃閃，考古隊員已清理出多件金
器和60餘枚帶孔圓形黃金飾片，以及數量眾多
的玉質管珠和象牙飾品。專家初步判斷，這些有
規律的金片和玉器與黃金面具形成綴合，推測為
古蜀國王舉行盛大祭祀儀式時所用。3號“祭祀
坑”裏則鋪滿了百餘根象牙和上百件青銅器，包
括青銅尊、青銅罍及獨具風格的青銅人像、大面
具等。

“考古艙”可控制溫度濕度監控數據
在人們印象中，過去的考古發掘現場是考古

隊員拿着小鏟子挖呀挖。而此次的發掘現場，被
大跨度鋼結構大棚覆蓋，裏面數個通透的玻璃房
子將新發現的“祭祀坑”罩住。

在這個可以控制溫度和濕度、裝滿各類設備
的“考古艙”裏，工作人員身着防護服在野外考
古，卻彷彿在封閉的高科技實驗室工作。“考古
艙”旁設有各種應急文物保護實驗室和庫房，各
種先進設備一應俱全。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訪問時說，此次挖掘是一次科技助力的考
古。考古工作者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建設考
古發掘艙、集成發掘平台、多功能發掘操作系
統，配置現場應急保護與分析檢測設備等，為考
古信息採集、文物安全防護提供有效保障。考古
工作者還搭建信息平台，對考古工作中的文物數
據、影像數據、環境監控數據等進行全面記錄和
科學管理。

將實驗室“前移”到考古現場，必要的先進
設備一應俱全，出土文物可在第一時間進行保護
和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唐飛說，這

樣的設備不是為了炫。“考古艙”不僅能控制發
掘現場的溫度、濕度，還能減少工作人員帶入現
代信息，如微生物、細菌等，為科學研究遺存創
造條件。

科技加持 尋得“看不見”成果
在科技力量加持下，這次考古挖掘有不少意

想不到的發現。唐飛介紹說，在4號“祭祀坑”
的黑色灰燼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見的絲綢製品殘
留物。“這是非常重要的發現，說明古蜀是中國
古代絲綢的重要起源地之一。這種‘看不見’的
成果，更加來之不易。”

另外，此次考古挖掘的專家陣容也堪稱豪
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四
川大學等多家科研機構和高校都參與其中。在挖
掘現場忙碌的，是一個包括文物保護技術、體質
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環境學、冶金學、地
質學、化學、材料學等在內的多學科交叉創新研
究團隊，連消防隊員也被邀請參與研究。專家
說，“祭祀坑”的文物大多有燒灼痕跡，考古學
家推測這是一種“燎祭”方式，即將青銅器、象
牙等祭品燃燒後填埋，具體細節需要消防隊員和
考古學家合作揭曉答案。

宋新潮表示，三星堆遺址考古成果體現了古
蜀文明、長江文化對中華文明的重要貢獻，是中
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模式的重要實物例證。據介
紹，三星堆發掘仍在進行，下一步將對新發現
“祭祀坑”開展精細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多學
科研究，並在“祭祀坑”外圍勘探發掘，探索中
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發展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黃金面具、青銅人像、青銅尊、玉

琮、玉璧、金箔、象牙……“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工作進展會20日在成都舉行，

通報了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新發現的6座三星堆文化

“祭祀坑”，目前已出土500餘件重要文物。此次挖掘中，現代科技助力考古，令

古蜀文明之光再次閃耀於中華文明版圖。

●●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中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中33 號坑出號坑出
土的象牙和青銅器土的象牙和青銅器。。 新華社新華社

6大“祭祀坑”重點文物

●考古人員在三星堆
遺址7號“祭祀坑”
內工作。 新華社

●考古人員在 4號
“祭祀坑”內清理
文物。 新華社

●5號“祭祀坑”內清理出土的
金箔片。 新華社

●3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
器。 新華社

●●““考古艙考古艙””可以控制溫度和濕度可以控制溫度和濕度，，各種先進設備一應俱全各種先進設備一應俱全，，為考古信息採集為考古信息採集、、文物安全文物安全
防護提供有效保障防護提供有效保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考古人員在 6 號
“祭祀坑”發現的
“木匣”。 新華社

3號坑：以青銅器和象牙為主，
已挖掘到青銅大口尊、青銅方
尊、青銅面具、頂尊銅人、青
銅神樹等，目前清理出來的象
牙有100根左右。
4號坑：發現大量象牙以及玉
琮、玉璧、龜背形銅掛飾、陶
器等，其中灰燼層還發現絲綢
殘留物，說明古蜀是中國古代
絲綢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5號坑：發掘出土大量黃金製
品，包括一件商晚期黃金面具

和眾多金箔片、金珠子等。
6號坑：首次發現已碳化的木質
器具，包括一個罕見的木箱狀
文物，未來將通過檢測，來判
定裏面曾裝過什麼。
7號、8號坑：正在清理坑內填
土。其中8號坑是目前新發現祭
祀坑裏面積最大的，根據紅燒
土的體量來看，可能屬於大型
宮殿或是神廟、宗廟等系列的
大型建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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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2021智慧城市展」將於明天
登場，中華電信、遠傳將大秀在智慧城市方面
的實力與能量，同時，中華電信今年將以 「5G
與轉型」做為雙軌策略主軸，推動5G應用開花
結果。

中華電信將以 「多元智慧串聯城市無限未
來」為主軸，展出中華電信與國際智慧物聯網
接軌的兩大擘劃藍圖 「5G智慧應用」及 「智慧
城市」，共17個智慧創新展項。

遠傳電信將以 「遠傳大人物 引領數位轉
型 賦能5G新視界」為主題參展，共有 「5G專
網生態圈」、 「智慧城市大願景」與 「智慧產
業大升級」3大情境、20多項應用，呈現遠傳
以5G結合大數據、人工智慧、物聯網以及雲端
和資安全方位的整合能力與多元場域應用實力
。

展望2021年，中華電信將以 「5G與轉型
」做為雙軌策略主軸，致力加速5G建設、發展
5G企業專網及相關智慧應用，並持續投資核心
業務，透過合作強化自主能力，為客戶提供市
場的服務。

在 5G 智 慧 應 用 方 面 ， 中 華 電 分 享 ，
MOD/Hami Video 支援4K、VR及4D全視角轉
播，帶給觀眾影音體驗；在巡檢安防部分，展
示 「智慧空中（無人機）巡檢」、 「移動式科
技執法」、 「智慧交通」；在民眾生活福祉上
，以 「智慧照護」協助企業關懷員工健康，並
串聯通訊與醫療專業，提升去場域化照護效益

；在教育學習上， 「高速影音串流與 AR 教育
學習」、 「智慧文化」大幅提升生產力及學習
效果。

在智慧城市展項中，中華電特別強化巡檢
安防，其中包含 「智慧桿」、 「智慧安防」及
「智慧資安」等應用，透過多樣化的安防服務

，提供客戶不同面向所需的即時資訊；在企業
數位轉型及升級上，以 「5G企業專網」、 「智
慧農業」、 「跨境物聯網」、 「智慧運籌管理
」、 「智慧流通」及 「雲網融合」，協助企業?
化核心能力並提升國際競爭力。

此外，遠傳先前宣布，運用5G大人物（大
數據、人工智慧、物聯網）推動 「內湖智慧園
區 5G 試驗計畫」、 「內湖智慧園區 AI 智慧路
燈」兩項專案，雙雙獲臺北市政府 「2020年度
智慧臺北創新獎」。

「內湖智慧園區5G試驗計畫」是遠傳與臺
北市政府資訊局共同打造的全臺第一個產官合
作的 「5G 開放試驗場域」，導入全國第一個
「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PoB）」，加速產

業應用接軌市場，共有超過百家的企業參與專
案計畫。

另一項 「內湖智慧園區AI智慧路燈」是透
過遠傳NB-IoT通訊聯網與路燈控制器，結合
AI平台與人流大數據分析，能主動監控能耗、
控制路燈開關、調整燈光亮度、故障告警機制
，透過遠端排程控制路燈狀況，減少用電量也
可提升能源效率。

(綜合報道）工研院成立淨零永續策略辦公
室，作為推動零碳排平台，將運用跨領域整合
產業的創新研究和科技研發，協助台灣產業朝
向淨零永續發展，掌握全球零碳排放的商機。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各國政府及企業
已有一系列二氧化碳零排放作法，如128個國家
已宣示加入2050年淨零碳排目標，蘋果（Apple
）、微軟（Microsoft）等宣布建立碳中和或負
排碳的供應鏈與產品。

劉文雄說，台灣以出口為導向，這些趨勢
將對產業產生 2 個重大影響，一是碳關稅將對
台灣的出口產業，甚至整體經濟造成衝擊，二
是國際大廠減排要求將左右台灣在國際供應鏈

的競爭力。
面對未來可能的碳關稅貿易障礙，及國際

大廠的嚴格綠色供應鏈要求，劉文雄表示，工
研院成立淨零永續策略辦公室，作為協助台灣
推動二氧化碳零排放起點，連結產、官、學、
研各界相關領域專家，推動跨域整合型淨零碳
排產業創新研究。

劉文雄說，淨零永續策略辦公室也將規劃
出台灣2050淨零排放策略，發展創新低碳科技
協助台灣產業轉型升級、零碳結構與生態鏈，
並強化國際連結，掌握再生能源、循環經濟、
綠色運輸、環境保護等新興產業機會，搶占國
際市場先機，創造新的經濟成長動能。

保險公司擬推疫苗險
保險局：若送件加速審核

（中央社）首批 AZ 疫苗
今天起施打，有立委關注市面
會否有疫苗責任險，金管會保
險局長施瓊華表示，已經有 1
、2 家保險公司準備中，若業
者送件，保險局會盡快審核。

首批AZ疫苗今天起在全
台57家醫院開打，國民黨立委
賴士葆在立法院質詢時關切疫
苗險進度。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

局長施瓊華表示，目前有1、2
家保險公司正在準備推出疫苗
責任險；對於立委進一步追問
是否可能在 2 週內推出，施瓊
華回應，目前業者還沒送件至
保險局，若業者送件，保險局
會盡快審核。

賴士葆也指出對AZ疫苗
副作用的質疑，金管會主委黃
天牧強調，保險是保障機率問
題，相信衛生福利部選擇的疫

苗沒有問題。
施瓊華會中接受媒體聯

訪時進一步表示，目前有 2 家
保險公司擬推疫苗險，是對於
若民眾施打疫苗出現副作用，
產生的醫療費用保障。

施瓊華說，以往沒有此
類保單，屬於新型態，也就是
有意願的公司規劃完疫苗險後
，都須送件至保險局，取得保
險局核准後才能開賣。

工研院成立淨零永續策略
辦公室助產業邁向零碳排

智慧城市展 中華電、遠傳秀5G應用

AZAZ疫苗開打疫苗開打 台大醫院醫護人員接種台大醫院醫護人員接種
台大醫院台大醫院2222日開始施打首批日開始施打首批COVID-COVID-1919牛津牛津AZAZ疫苗疫苗，，由第一線醫護人員優先接種由第一線醫護人員優先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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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雅風雅、、物哀物哀、、空寂空寂 夏祖焯教授談近代日本文學與電影夏祖焯教授談近代日本文學與電影

亞特蘭大舊金山休士頓紐約亞特蘭大舊金山休士頓紐約 亞裔群眾要求停止對亞裔的仇恨與攻擊亞裔群眾要求停止對亞裔的仇恨與攻擊
拜登跟賀錦麗拜登跟賀錦麗1919日在喬治亞州會見了亞裔美國人社區領袖日在喬治亞州會見了亞裔美國人社區領袖
討論仇恨亞裔犯罪的問題也懇請美國人團結反對仇恨與分裂討論仇恨亞裔犯罪的問題也懇請美國人團結反對仇恨與分裂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人文磚暨一項由人文磚暨
美華人文學會策劃美華人文學會策劃，，北美台大校友會聯合會北美台大校友會聯合會、、
南加州台大校友會南加州台大校友會、、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等社團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等社團
協辦的講座協辦的講座，，於上周六晚間八時起在線上舉行於上周六晚間八時起在線上舉行
。。由夏祖焯教授談近代日本文學與電影由夏祖焯教授談近代日本文學與電影。。共有共有
240240多人參加這場純文學的講座多人參加這場純文學的講座。。

夏祖焯教授介紹的作家夏祖焯教授介紹的作家，，多為日本文壇代多為日本文壇代
表性人物表性人物。。如近代文學前三傑如近代文學前三傑：：明治明治 MejiMeji 時代時代
文 學文 學 （（18681868--19131913）） 有有 ： （： （11 ）） 森 鷗 外森 鷗 外 MoroMoro
OgaiOgai 「「舞姬舞姬 」」，（，（ 22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 Natsume SosNatsume Sos--

eki :eki : 他的像還印在日本鈔票上他的像還印在日本鈔票上
，，代表作有代表作有：： 「「少爺少爺」」、、 「「我我
是貓是貓」」。（。（ 33 ））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
Akutagawa RyunosukeAkutagawa Ryunosuke 他的代表他的代表
作作。：。： 「「羅生門羅生門」」及及 「「竹籔中竹籔中
」」。。同名拍成電影黑澤名導演同名拍成電影黑澤名導演
，，三船敏郎主演三船敏郎主演；；是日本第一是日本第一
部 得 到 奧 斯 卡 最 佳 外 語 片部 得 到 奧 斯 卡 最 佳 外 語 片
（（ 「「宮本武藏宮本武藏」」及及 「「地獄門地獄門」」
同在同在 19501950 年代獲奧斯卡最佳外年代獲奧斯卡最佳外
語片獎語片獎））

大 正大 正 TsushimaTsushima 時 代 文 學時 代 文 學
（（19121912--19261926）：）：白樺派白樺派（（貴族貴族
之學習院及東京帝大生之學習院及東京帝大生））及新及新
思潮派思潮派（（東京帝大生東京帝大生））對抗對抗：：

人道主義人道主義、、光明面及現實生活之對抗光明面及現實生活之對抗。。
昭和昭和ShowaShowa時代文學時代文學（（19261926--19891989）：）： 長達長達

6363年年，，經侵華經侵華、、二戰二戰、、韓戰韓戰、、冷戰冷戰：：谷崎潤一谷崎潤一
郎郎Tanizaki JunTanizaki Jun’’ichiroichiro ：： 「「細雪細雪」」；；譯譯 「「源氏物源氏物
語語」」為口語文學為口語文學。。

遠藤周作遠藤周作Endo Shusaku:Endo Shusaku: 天主教作家天主教作家；； 「「海海
與毒藥與毒藥」」、、 「「深河深河」」；；原罪觀念原罪觀念，，曾來台灣出曾來台灣出
席宗教文學會議席宗教文學會議。。

深澤七郎深澤七郎：： 「「楢山節考楢山節考」」Narayama BushikoNarayama Bushiko
新人賞得獎小說新人賞得獎小說，， 「「楢山節考楢山節考」」乃是楢山歌曲乃是楢山歌曲

的考據的考據。。
司馬遼太郎司馬遼太郎 Shinba Lyutaro :Shinba Lyutaro : 歷史小說歷史小說；；陸軍軍陸軍軍
神乃木希典神乃木希典 「「殉死殉死」」-- 203203高地高地；；李登輝李登輝 「「台灣台灣
人的悲哀人的悲哀」」；；乃木曾任台灣第二任總督乃木曾任台灣第二任總督，，強烈強烈
鎮壓台人及賣鴉片鎮壓台人及賣鴉片。。

大 江 健 三 郎大 江 健 三 郎 Or Kenzaburo :Or Kenzaburo : 19841984 NobelNobel
Prize laureate,Prize laureate, 存在主義作家存在主義作家，，寫寫《《 沙丘之女沙丘之女 》》
的安部公房亦是的安部公房亦是。。

吉川英治吉川英治 Yoshikawa Eiji :Yoshikawa Eiji : 屬大眾文學屬大眾文學；；
「「宮本武藏宮本武藏」」Miyamoto Musashi,Miyamoto Musashi, 佐佐木小次郎佐佐木小次郎

在巖流島之決鬥在巖流島之決鬥。。
村上春樹村上春樹 Murakami Haruki :Murakami Haruki : 大眾文學與純大眾文學與純

文學之間文學之間，， 「「挪威之森林挪威之森林」」，，現越寫越好現越寫越好。。
夏祖焯教授也介紹日本近代文學之後三傑夏祖焯教授也介紹日本近代文學之後三傑

為為：：
井上靖井上靖 Inoue Yasushi :Inoue Yasushi : 歷史小說歷史小說；；鍾情中國鍾情中國

；；作品有作品有 「「樓蘭樓蘭」 「」 「敦煌敦煌」 「」 「太平之甕太平之甕」」。。
三島尤紀夫三島尤紀夫Mishima Yukio :Mishima Yukio : 雙性戀雙性戀；；作品作品

：： 「「金閣寺金閣寺」」；； 「「豐饒之海豐饒之海」」四部曲由四部曲由 「「春雪春雪
」」、、 「「奔馬奔馬」」、、 「「曉寺曉寺」」、、 「「天人五衰天人五衰」」組成組成
；，；， 「「憂國憂國」」—— 19701970年年4545歲在自衛隊自殺歲在自衛隊自殺；；為為
了追求文學之美而死了追求文學之美而死，，並非外人所瞭解為政治並非外人所瞭解為政治
及軍國主義理由而自殺及軍國主義理由而自殺。。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Kawabata Yasunari :Kawabata Yasunari :1414歲立志做作歲立志做作
家家；；雙性戀雙性戀；；1968196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早期為早期為

「「新感覺派新感覺派」」；；三大小說為三大小說為 「「雪鄉雪鄉
」」、、 「「古都古都」」、、 「「千羽鶴千羽鶴」」；； 「「美美
麗與哀愁麗與哀愁」」、、 「「山之音山之音」」；；中篇中篇
「「伊豆之舞娘伊豆之舞娘」」—— 六次被拍成電影六次被拍成電影

。。川端的小說情節並不曲扦川端的小說情節並不曲扦，，但表現出日本文但表現出日本文
字的美字的美、、景色的美景色的美、、女性的美女性的美、、文化的美文化的美。。川川
端康成於端康成於1968196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洽談是明治洽談是明治
維新吸收五西方文化百年的紀念年維新吸收五西方文化百年的紀念年。。他的作品他的作品
「「古都古都」」 —— 在京都兩個雙胞胎女孩在京都兩個雙胞胎女孩，，從小被送從小被送

不同人家養不同人家養，，近近2020歲又遇到歲又遇到。。描寫男女不同觀描寫男女不同觀
念念、、風俗風俗、、京都的節慶京都的節慶、、景色景色、、宗教等等宗教等等。。而而
他的另一部作品他的另一部作品 「「千羽鶴千羽鶴」」—— 寫作的動機是寫作的動機是，，
川端目睹一位參加圓覺寺茶道會的少女稻村雪川端目睹一位參加圓覺寺茶道會的少女稻村雪
子所帶千羽鶴紋樣包袱布而引起的子所帶千羽鶴紋樣包袱布而引起的，，藉千羽鶴藉千羽鶴
及志野燒茶具表達傳統日本美的象徵及志野燒茶具表達傳統日本美的象徵，，寫成此寫成此
小說小說。（。（菊治菊治，，太田夫人太田夫人，，太田文子太田文子））及及（（太太
田夫人田夫人，，菊治的父親菊治的父親、、栗本千花子栗本千花子））兩個三角兩個三角
戀愛戀愛。。而雪鄉而雪鄉 —— 「「穿過縣境的長長隧道穿過縣境的長長隧道，，便是便是
雪鄉了雪鄉了。。夜色下夜色下，，大地一片雪白大地一片雪白，，大車在信號大車在信號
所前面停下所前面停下。。」」這是這是 「「雪鄉雪鄉」」的開頭部份的開頭部份，，已已
成名文成名文。。隧道的這邊與對面兩者都是隧道的這邊與對面兩者都是 「「現實現實」」
，，可是感覺上這邊是現實可是感覺上這邊是現實，，而故事即將展開的而故事即將展開的
對面是對面是 「「非現實非現實」」。。 此小說描述島村與藝妓此小說描述島村與藝妓
駒子駒子，，一個更年輕的女孩葉子一個更年輕的女孩葉子，，以及葉子的男以及葉子的男
友行男四人之間的雙重三角關係友行男四人之間的雙重三角關係。。意象的運用意象的運用
是否與是否與 「「新感覺派新感覺派」」寫作技巧有關寫作技巧有關。。最後最後，，在在
回答觀眾提問時回答觀眾提問時，，夏祖焯教授表示夏祖焯教授表示：：他最喜歡他最喜歡
三島尤紀夫的作品三島尤紀夫的作品 「「四部曲四部曲」」，，它表達了輪迴它表達了輪迴
的觀念的觀念。。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1616日日，，一名一名
2121歲白人男子歲白人男子，，持槍前往三個不同地點的亞裔按摩院持槍前往三個不同地點的亞裔按摩院，，槍殺八槍殺八
人喪命人喪命，，其中六名死者是亞洲女性其中六名死者是亞洲女性。。這個週末從案發地亞特蘭大這個週末從案發地亞特蘭大
到舊金山到舊金山、、休士頓休士頓、、 紐約等各大城市紐約等各大城市，，亞裔群眾與支持者再次亞裔群眾與支持者再次
上街怒吼上街怒吼，，要求停止對亞裔日益猖獗的仇恨與攻擊要求停止對亞裔日益猖獗的仇恨與攻擊。。美國總統拜美國總統拜
登跟副手賀錦麗登跟副手賀錦麗，，1919日在喬治亞州議會會見了亞裔美國人社區日在喬治亞州議會會見了亞裔美國人社區
領袖領袖，，討論仇恨犯罪增加的問題討論仇恨犯罪增加的問題，，也懇請美國人團結反對仇恨與也懇請美國人團結反對仇恨與
分裂分裂。。拜登說拜登說，，反亞洲仇恨犯罪的上升是反亞洲仇恨犯罪的上升是““非美國人非美國人，，必須停止必須停止
”。”。在與喬治亞州亞裔社區的領導人會面之後在與喬治亞州亞裔社區的領導人會面之後，，拜登在亞特蘭大拜登在亞特蘭大
的埃默里大學發表了簡短的演講的埃默里大學發表了簡短的演講，，在那兒他將仇恨和種族主義稱在那兒他將仇恨和種族主義稱
為為““困擾我們國家的醜陋毒藥困擾我們國家的醜陋毒藥”。”。拜登總統偕副總統賀錦麗拜登總統偕副總統賀錦麗1919
日赴亞特蘭大與亞裔領袖商討其社區遭逢的暴力日赴亞特蘭大與亞裔領袖商討其社區遭逢的暴力，，前日更下令全前日更下令全
國降半旗國降半旗，，向亞城按摩院槍擊事件包括六名亞裔婦女在內的八名向亞城按摩院槍擊事件包括六名亞裔婦女在內的八名
罹難者致哀罹難者致哀，，但不少亞裔仍覺得政府裡己方代表性不夠但不少亞裔仍覺得政府裡己方代表性不夠，，遇到重遇到重
大權益事件大權益事件，，無人聆聽亞裔心聲無人聆聽亞裔心聲，，缺少亞裔喉舌不能了解缺少亞裔喉舌不能了解21002100
多萬亞裔的需求與苦痛多萬亞裔的需求與苦痛。。

喬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的州議會大樓外喬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的州議會大樓外，，2020日聚集幾百名日聚集幾百名
示威者示威者，，高舉我們不是病毒高舉我們不是病毒、、我們也是美國人我們也是美國人、、停止仇恨亞裔的停止仇恨亞裔的
標語標語，，聲援亞裔族群聲援亞裔族群。。上週六上週六，，休斯頓數百人聚集在休斯頓數百人聚集在DiscoveryDiscovery
GreenGreen舉行舉行““發現亞洲仇恨發現亞洲仇恨””守夜活動和集會上守夜活動和集會上，，去悼念上週在去悼念上週在
亞特蘭大遇難的六名亞裔美國人亞特蘭大遇難的六名亞裔美國人。。 組織團體組織團體OCA-OCA-大休斯頓大休斯頓
（（Greater HoustonGreater Houston））寫道寫道：“：“團結一致團結一致，，紀念和紀念亞特蘭大紀念和紀念亞特蘭大
大屠殺的受害者大屠殺的受害者，，並譴責迅速增長的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並譴責迅速增長的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

。”。”
「「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 報導報導，，拜登政府支持拜登政府支持

提案提案，，准許司法部評估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准許司法部評估新冠肺炎疫情引發
的仇視亞裔犯罪的仇視亞裔犯罪；；白宮官員打電話給亞太白宮官員打電話給亞太
裔領袖裔領袖，，重申致力於對抗反亞仇恨重申致力於對抗反亞仇恨；；白宮白宮
高級顧問李奇蒙表示高級顧問李奇蒙表示，，希望亞裔領袖參與希望亞裔領袖參與
進來進來，，貢獻專業貢獻專業，，協助施政協助施政，，解決反亞仇解決反亞仇
恨恨。。幾位亞太裔領袖幾位亞太裔領袖1818日表示感謝白宮日表示感謝白宮
的努力的努力，，拜登及副總統賀錦麗均發表聲明拜登及副總統賀錦麗均發表聲明
，，強烈譴責槍擊案強烈譴責槍擊案，，但他們另表示但他們另表示，，槍擊槍擊
案凸顯案凸顯，，拜登政府最高層級必須有亞裔代拜登政府最高層級必須有亞裔代
言人言人。。

過去一年來過去一年來，，美國各地因為新冠疫情美國各地因為新冠疫情
而歸咎而歸咎、、仇視亞裔民眾的情緒升高仇視亞裔民眾的情緒升高，，亞裔亞裔
無端遭到辱罵甚至暴力攻擊的事件大增無端遭到辱罵甚至暴力攻擊的事件大增，，
連高齡老人都受害連高齡老人都受害。。按摩院大屠殺事件後按摩院大屠殺事件後
，，亞裔的不滿再次升高亞裔的不滿再次升高，，認為自己被當作認為自己被當作
次等公民次等公民，，針對性的案件沒有被認真處理針對性的案件沒有被認真處理
。。2020日在亞裔仇恨事件最多的紐約市日在亞裔仇恨事件最多的紐約市，，
與加州舊金山等大城市與加州舊金山等大城市，，都出現相同訴求的抗爭都出現相同訴求的抗爭。。上週六下午上週六下午，，
大休斯頓數百人參加了大休斯頓數百人參加了““發現亞洲仇恨發現亞洲仇恨””守夜活動守夜活動，，並在並在““發現發現
綠色綠色””舉行集會舉行集會，，以紀念本週早些時候在亞特蘭大水療中心槍擊以紀念本週早些時候在亞特蘭大水療中心槍擊
事件中喪生的受害者事件中喪生的受害者。。 ““停止亞洲仇恨守夜和集會停止亞洲仇恨守夜和集會””在市區持在市區持

續了大約兩個小時續了大約兩個小時。。 目的是譴責對亞裔美國人的毫無意義的攻目的是譴責對亞裔美國人的毫無意義的攻
擊擊，，包括最近在亞特蘭大溫泉浴場發生的槍擊事件包括最近在亞特蘭大溫泉浴場發生的槍擊事件，，造成八人死造成八人死
亡亡，，其中六人為亞裔女性其中六人為亞裔女性。。自大流行以來自大流行以來，，據報導據報導，，在某些城市在某些城市
，，針對亞洲人後裔的無端攻擊高達針對亞洲人後裔的無端攻擊高達150150％％。。

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發生白人男子持槍攻擊三間亞裔按摩院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發生白人男子持槍攻擊三間亞裔按摩院，，造成八死的慘案造成八死的慘案，，從亞特蘭大從亞特蘭大
到舊金山到舊金山、、休士頓休士頓、、 紐約等各大城市紐約等各大城市，，亞裔群眾與支持者再次要求停止對亞裔的仇恨與攻擊亞裔群眾與支持者再次要求停止對亞裔的仇恨與攻擊

圖為台灣成功大學夏祖焯教授在線上介紹近代日本文學與電影圖為台灣成功大學夏祖焯教授在線上介紹近代日本文學與電影
。（。（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