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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綜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
）報導，加州河邊市（Riverside）64歲亞裔
女子孟克潔（Ke Chieh Meng，音譯）3日清
晨7時30分左右，牽著2隻愛犬上街散步，
途中腹部突然遭到陌生人刺傷，倒在地上血
流不止。救難人員接獲報案後將孟克潔送醫
，不過她仍因傷勢過重身亡。

這起攻擊事件發生後不久，警方接獲多
起報案，指出一名女子在附近社區走動，形
跡可疑，河邊市警方隨後逮捕了這名23歲嫌
犯孟多雅（Darlene Stephanie Montoya），
經過問訊後，警方排除孟多雅行兇是出於種
族因素，強調是一起 「隨機」 攻擊事件，河
濱市警察局發言人萊恩（Ryan Railsback）
表示， 「沒有跡象顯示受害者是因為種族被
攻擊。」

另據福斯新聞洛杉磯地方台報導，根據
民眾提供的監視器畫面，孟多雅3日清晨7

時許就已經在事發地點近徘徊，在轉角處等
待路人經過後突襲，畫面顯示，孟克潔牽著
2隻狗經過時，孟多雅從後頭尾隨行刺，附
近居民指出，看起來孟多雅是在等待別人經
過隨機攻擊。

萊恩也指出，警方將會調查孟多雅是否
使用毒品，以及她的精神狀態。孟多雅目前
因涉嫌謀殺遭拘留，而且被控使用管制藥物
而不得保釋。

事實上孟多雅3月30日才被警方逮捕，
當天她在河邊市一間購物中心附近用滑板襲
擊一名白人女子，她隨後被捕入獄，不過因
應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特殊狀況，她隨後獲
釋，等後出庭通知。

孟克潔遇襲地點屬於寧靜的社區，這起
事件讓當地居民相當驚恐，一名婦女錶示，
居民平常都會在那條路上遛狗、打招呼，現
在她再也不敢上街遛狗了。

遛狗出事遛狗出事 加州加州6464歲亞裔女被刺身亡歲亞裔女被刺身亡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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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fter the so called “China virus
” statements by President
Trump last year, the whole nation

was covered with many incidents
including the Black Lives Matter
attacks, the Atlanta murders of

seven Asian people and more
than five thousand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The
whole country, especially in the
Asian community were full of fear
and insecurity.

Last week we joined Congress-
man Al Green and Congress-
woman Sheila Jackson Lee’ s
anti-hate crime news confer-
ence. I felt so sad and outraged
because we felt like now we were
second class citizens.

Many of us came to this land be-
cause of political reasons or we
were looking for a better futur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Through

hard work and higher education
we became middle class, but we
have to admit that a lot of our
people didn’t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our community
and we didn’ t participate in
many local activities. In other
words, we still did not assimilate
into the society.

Many immigrants wanted to go
back to their old country. I really
agree with what they wanted to
do, but this is our nation and we
all belong here. We need to over-
come all the difficulties and be
united to build a new confidence
and to build a great country to-
gether.

0404//0505//20212021

LetLet’’s Unite Thes Unite The
Asian CommunityAsian Community

自從去年川普中國病毒之
言論迄今，美國全國從黑人被
警察虐死，國會大厦被攻，及
亞特蘭大亞裔被槍殺事件之後
，全國掀起近五千起之仇恨亞
裔事件，最近在達拉斯、洛杉
磯多宗被謀殺案件，使得全美
亞裔社區風聲鶴唳，充滿了不
安和不祥之氛圍。

上週參加了格林及喜拉積
克遜兩位國會議員在休斯敦華
埠舉行的反歧視亞裔之記者會
之後，心中有無限感慨，曾何
幾時，我們是否已成為二等公
民？

老實說，我們這一代新移

民多半成長在政治動盪不安的
時代，為了本身之生存和下一
代之前程， 大家來到這裡尋求
美國夢，多少人经過苦讀及創
業之艱辛努力，多半的移民在
經濟及社會上已取得相當之成
就，但是我們要捫心自問，我
們對自己的社會做了多少貢獻
？我們參加過或捐献了多少給
予社會團體，這些都顯示我們
自掃門前雪的心態。

許多人面對目前複雜不安
的社會環境，有不如归去的念
頭，但是，我們不能一走了之
，這塊土地，有著太多的辛勞
和牽掛，我們絶不可氣餒，一

定要大家手牽手，來保護我們
的社區和國家 ，絕不可因暫時

之挫折而喪失信心，讓我們共
勉吧！

亞裔美人自處之道亞裔美人自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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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綜合報道）由日本政府組織，旨在討論
穩定的皇位繼承政策的“有識之士會議”4日
召開第一次集體會議。日本《每日新聞》報
導稱，根據日本國會此前通過的天皇退位特
例法案，日本政府需盡快就皇位繼承製度進
行正式磋商。

報導稱，日本相關法律規定，目前有資
格繼承皇位的，分別是德仁天皇的弟弟、現
年55歲的文仁親王及文仁親王的長子、現年
14歲的悠仁親王。日本共同社的一項民調顯
示，近八成受訪者（79%）支持女性繼承皇位
。這也就意味著，天皇夫婦唯一的孩子、19

歲的愛子公主未來也有可能繼承皇位，成為
女性天皇。因此，也有聲音要求，“有識之
士會議”應該基於當下的輿論情況，就女性
天皇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據悉，日本皇室成員問題較為嚴峻。如
果皇室成員持續減少，將導致每名成員的工
作負擔加重，這會難以維持皇室活動的運轉
。對此，日本自民黨內部有人呼籲，讓那些
在二戰後脫離皇室的男性成員重新回到皇室
。但有觀點指出，讓沒有受過完整皇室教育
的人繼承皇位，難以被日本國民接納。

英國疫苗注射歐洲領先效果顯現英國疫苗注射歐洲領先效果顯現
擬推出擬推出““疫苗護照疫苗護照””

【綜合報道】英國官方數據顯示
，截至昨天為止，英國共3130萬多人
已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其中500萬
人已接種兩劑疫苗，是歐洲接種速度
最快的國家。

另外，英國4 月3 日通報僅10 人
因為新冠肺炎而病逝，是自去年9月
初以來單日死亡人數最低紀錄。

路透社報導，英國政府表示，英
國仍順利邁向政府所設定目標，要在
4月中以前為所有50歲以上的人施打
一劑疫苗，並於7月底前為所有成人
施打。

最新數據也顯示，英國3日新增

3423起確診病例，較前一天的3402起
略增。但相較於正在對抗第三波疫情
的法國和德國等國家，英國境內感染
率一直穩定下降。

英格蘭地區的嚴格封鎖措施已經
於3月29日開始鬆綁，英國首相約翰
遜將於5日公佈更多有關進一步解除
限制措施的細節。

儘管在下議院中遭到抵制，英國
政府預定本月試行推出疫苗護照，讓
生活逐步恢復常軌。疫苗護照預料將
列出是否接種過疫苗，或近期檢測報
告為陰性，或是在過去6個月內被檢
測出陽性，被判定為自然免疫等情況

，可能供參加大型活動，進入公共活
動場所甚至酒吧、餐館等使用。

據唐寧街首相府表示，不希望疫
苗護照施行的範圍，延伸至大眾運輸
工具或一般商店。

據報導，英國國民保健署（NHS
）正在開發系統，讓民眾可以透過手
機應用程式，或紙本方式出示疫苗護
照。

“疫苗護照”試行政策將持續到
5月中旬，適用於包括足總杯決賽在
內的多項賽事。

八成受訪日本人支持八成受訪日本人支持““女天皇女天皇”，”，1919歲的愛子公主或繼承皇位歲的愛子公主或繼承皇位
韓國非首都疫情惡化韓國非首都疫情惡化 文在寅文在寅：：
““零容忍零容忍””不遵守防疫規定者不遵守防疫規定者

(綜合報道）韓國非首都圈疫情出現惡化。韓國總統文在寅5日表示，對於不遵守防疫規
定者“零容忍”。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5日通報，過去24小時，韓國新增確診病例473例，累計確診
10.5752萬例。當天確診病例數出現小幅回落，但此前六天單日新增病例連續超過500例。

近來，韓國各地聚集性感染頻發。除首都圈疫情未顯好轉外，非首都圈疫情出現增勢。
韓國疾病管理廳廳長鄭銀敬當天表示，最近一周，韓國新冠病毒基本再生數超過1，意

味著確診病例恐繼續增加。她說，非首都圈地區感染呈現擴散趨勢，將進一步加強防疫。
韓國總統文在寅5日也舉行會議稱，將採取更嚴格的措施，對不遵守社交距離等違規行

為秉持“零容忍”態度。

印尼空難駕駛艙語音記錄器尋獲
或需一周讀取數據

綜合報導 印尼三佛齊航空SJ182航班班機1

月墜海，造成機上62人全部遇難。最新消息顯

示，潛水員已尋獲失事客機駕駛艙語音記錄器。印

尼航空事故調查人員3月31日表示，可能需要

約一周時間才能聽到錄音。

據報道，印尼交通部長表示，駕駛艙語音

記錄器是在當地時間30日晚些時候被尋獲。一

位海軍官員稱，它是在一米深的泥沙下被發現。

駕駛艙語音記錄器可以幫助調查人員了解，在

事發當時，失事客機飛行員所采取的行動。

印尼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負責人賈約諾稱：

“我們將把駕駛艙語音記錄器帶到實驗室進行讀取

，大約(需要)三天到一周時間。”“然後，我們會

將它轉錄，並與飛行數據記錄器(FDR)進行匹配。

如果沒有駕駛艙語音記錄器，在SJ182航班班機空

難中，將很難確定(事故)原因。”

報道指出，安全專家表示，大多數航空事

故是由多種因素共同造成，可能需要幾個月的

時間才能確定肇因。

2021年1月9日，印尼三佛齊航空公司一架

從雅加達飛往該國西加裏曼丹省首府坤甸的

SJ182航班波音737-500客機失事，在雅加達千島

群島區域海域墜毀，機上62人全部罹難。

2月10日，印度尼西亞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發

布客機失事初步調查報告稱，自動油門故障可能是

飛機失控墜海的原因。報告說，上述結論是基於從

海底打撈出的失事客機飛行數據記錄儀中讀取的數

據，以及機場空中交通管制的數據。

明日起70歲退休時代來臨
日本終於邁出這一步

日本政府將正式實施《改定高年齡

者雇傭安定法》。這意味著日本社會將

正式進入70歲退休的時代。雖然這部法

律在現階段並不具有強制效應，但《朝

日新聞》認為，將來日本政府一定會推

動70歲退休的義務化。

此外，NHK曾報道稱，日本國民養老

儲蓄金將在2050年枯竭，《改定高年齡者

雇傭安定法》的實施可能有助於緩解養勞

動力不足和緩解養老儲蓄金壓力。然而這

對於日本政府、社會、企業以及企業員工

而言，卻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日本正式進入70歲退休時代
據報道，《改正高年齡者雇傭安全

法》於2020年3月正式表決通過。通過

這部修改法案的原因是由於日本少子化、

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這將引發社會

性的勞動力危機。為了解決這一問題，

日本國會通過《改正高年齡者雇傭安全

法》以便給那些想工作的老年人創造穩

定的就業環境。

在此之前，日本的《高年齡者雇傭

安全法》禁止員工未滿60歲就退休，並

把退休的年齡上限提高到了65歲。同時

，日本政府還制定了允許員工工作到65

歲的《繼續雇傭制度》。

據報道，《改正高年齡者雇傭安全

法》最核心的內容就是把企業員工的退

休年齡從65歲提高到了70歲。為了實現

這一目標，日本政府正在出臺相關的配

套措施。從4月1日起，那些已經退休的

日本企業員工可以選擇到其他公司再就

業，或者繼續被原來的公司返聘。

據了解，《改正高年齡者雇傭安全

法》不具備強制效應，違反了相關規定

的企業或企業員工也不會受到法律懲罰

。但日本社會普遍認為，日本政府這是

在為真正推動70歲退休做準備，將來70

歲退休將成為一項義務。《日經新聞》

對此評論稱，“也許有許多日本企業會

討論推行70歲退休的制度。”

《改正高年齡者雇傭

安全法》4月1日實施以後

，企業員工65歲時可自主

選擇退休或者再繼續工作5

年。如果是單一的個人，

他可以選擇繼續從之前工

作過的單位接受指派的工

作任務，或者參加有償的

誌願活動。

作為雇傭的一方，企業必須為這些

退休員工的再就業做好保障。不過，企

業可以不遵守這個法律的規定，不一定

非要為65歲以上的員工提供就業崗位。

日本社會受到少子化加老齡化雙重
沖擊

據報道，過去很長的一段時期裏，

日本社會的退休年齡為55歲（男性）。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幾乎每隔10-20年日

本政府就會把退休年齡延長5年。比如

，日本現在的65歲退休義務化開始於

2006年4月，直到2013年才開始全面義

務化。60歲退休義務化開始於1986年，

直到1998年才開始全面義務化。

延長退休年齡的一個原因是人均壽命

的提高。1960年日本男性的平均年齡為

65歲，所以55歲退休並不值得奇怪。現

在90%以上的日本男性到65歲的時候身

體都很健康，剩下的平均余命大概還有

20年。所以，把退休年齡延長到70歲也

是可以理解的。

根據日本總務省的調查顯示，去年9

月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的數量為3617萬

人，占全國人口的28.7%。從2019年到

2020年的1年時間裏，日本的總人口減少

了29萬，老齡化的比例進一步增加。

另一方面，日本厚生勞動省去年9

月發布的統計顯示，日本全國100歲以

上的老年人在同一天達到了8萬450人，

首次超過了8萬。厚勞省根據居民基本

底帳進行統計，發現100歲以上人口比

去年增加了9176人，連續50年刷新了歷

史最高記錄，其中女性有70975人，占

了88.2%。

日本政府之所以推出這樣的政策，

主要是為了解決由日益嚴峻的少子化和

老齡化現象導致的勞動力不足和緩解社

保資金壓力。

有企業將退休年齡調到80歲
據報道，早在日本政府制定《改正

高年齡者雇傭安全法》之前，就有越來

越多的日本企業開始自發延長企業員工

的退休年齡。雇傭年齡在65歲以上員工

的日本企業越來越多。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去年發布的

《2020年高年齡者雇傭狀況》的報告顯

示，65 歲退休的企業占全體的 18.4%

（主要是一些大企業），66歲以上依然

可以工作的企業占全體比例的33.4%，

另有31.5%的企業表示已經制定了相關

制度，可以雇傭70歲以上的員工。

另外，去年日本也出現了“80歲退

休”的企業，在日本引發巨大討論。一

家名叫“野島”的家電銷售企業表示，

正在實行員工可以工作到80歲的雇傭制

度。該公司一共有3000多名員工，如果

員工自己願意，在身體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將以臨時員工的身份與公司簽訂1

年期的合同，他們可以工作到80歲才退

休。“野島”公司還表示，如果員工自

己願意，到了80歲以後依然可以來公司

工作。

但有日本媒體表示，返聘員工待遇

不佳問題也備受詬病。由於大多數企業

實施返聘制，很多老員工60歲以後淪為

臨時工，合同每年一簽，隨時可能被企

業辭退，有調查顯示員工返聘後收入較

60歲以前減少30%至70%。有不少人呼

籲應該保護延遲退休老人的權益。

為了確保這些老年人的權益，日本

政府從4月1日開始面向中小企業推行

“同一勞動同一薪酬”的薪酬制度。在

此之前，主要是一些大企業在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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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藥品管理局
將就阿斯利康疫苗風險再召開會議

綜合報導 歐洲藥品管理局與專家再次召開會議，以繼續調查接種

阿斯利康疫苗者發生血栓栓塞並發癥的事件。

特邀專家組中包括血液學、心血管醫學、傳染病學、神經學、免疫

學和流行病學領域的專家。預計，此次會議的結論將在歐洲藥品管理局

安全委員會4月全體會議上宣布。

3月，一些接種了阿斯利康疫苗的患者出現並發癥。在奧地利，一

人接種後出現多處血栓，並在接種10天後死亡；另一人接種後因肺栓塞

住院。在奧地利之後，其他歐洲國家也傳出疫苗接種引起並發癥的消息

。一些歐盟國家為以防萬一暫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3月18日，歐洲藥品管理局在召開安全委員會會議後宣布，專家未

證實阿斯利康疫苗會提高血栓栓塞並發癥的普遍風險。歐洲藥品管理局

證實阿斯利康疫苗對於抗擊新冠病毒安全有效，並指出，該疫苗的優勢

和對民眾的保護大於可能出現的風險。

與此同時，歐洲藥品管理局指出，將繼續調查個別患者在特

定情況下出現血栓栓塞並發癥的情況，也將繼續研究疫苗的其他

副作用和效果。歐洲藥品管理局還將個別情況下會引起血栓的信

息寫入阿斯康疫苗的總體介紹中，生產商應當將這一信息打印在藥

品外包裝上。

歐洲藥品管理局的結論發布後，歐洲國家大體恢復了阿斯利康疫苗

接種，只有挪威和丹麥在內的幾個國家繼續停用阿斯利康疫苗。與此同

時，仍不時傳出疫苗接種引起並發癥的消息。

迄今為止，歐盟市場上共批準了4種新冠疫苗。歐盟預測，到9月

中旬，歐洲疫苗接種率約能達到70%。

法國重癥患者超5000人
官方將實施“強化檢查”
綜合報導 法國新冠重癥患者人數突破5000人，創下去年4月底以

來新高。法國官方決定4月起實施“強化檢查”，進一步防止民眾違反

防疫管制措施。

根據法國衛生部當晚公布的疫情統計數據，法國30日新增確診病例

30702例，累計確診病例4585385例。法國累計死亡病例現為95337例，

新增死亡病例381例。

法國新冠重癥患者現已超過5000人，達5072人，創下去年4月底以

來的重癥患者人數新高。巴黎大區醫療系統壓力仍在增大，當地住院患

者已升至7325人，其中重癥患者達1525人。

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30日代表官方宣布，自4月1日起實施“強

化檢查”。檢查將集中於違反管制措施出行、違法進行聚會或集會、違

法開放應當停止營業的場所等。檢查將在復活節周末的“高風險”時段

著重進行。

達爾馬寧透露，自去年12月以來，警方已針對民眾是否遵守防疫措

施展開520萬次檢查，大多數違法行為是違反管制措施出行。自今年1

月以來，警方已阻止326次秘密聚會。他還透露，在19個實施“封城”

的省份中，上周末民眾違反防疫措施的行為有所增加。

法國總統馬克龍晚與總理卡斯泰會面，討論疫情應對方案。法國

BFM電視臺援引政府內部人士的消息報道稱，目前官方正在考慮三種

應對疫情方案，一是繼續維持現狀，但設法減輕醫療系統壓力；二是

在疫情嚴重的地區關閉學校；三是在疫情最嚴重的地區實施全面

“封城”。

西班牙、德國等國已對法國采取入境管制措施。葡萄牙官方30日宣

布，從4月1日起，來自法國的旅行者都需提供必要的入境理由，並須

出示72小時內有效的病毒檢測陰性證明，入境葡萄牙後還須接受14天

隔離。

馬克龍：法國本土全境采取“封城”措施 學校關閉3周
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

龍發表電視直播講話，宣布官

方為應對第三波新冠疫情采取

的具體措施，他表示法國本土

全境采取“封城”措施，學校

關閉3周。

馬克龍首先通報當前法

國嚴峻的疫情形勢，指出新

冠病毒正在加速傳播，現在

44%的新冠重癥患者年齡低

於 65歲。他說，如果現在仍

不采取更嚴格的措施遏制疫

情，我們將失去對疫情的控

制。

馬克龍宣布，目前在19個

省份實施的“封城”措施擴展

至法國本土全境實施，民眾白

天在距離住所半徑10公裏以內

出行不需要出行證明，距離超

過住所半徑10公裏及宵禁時段

出行仍需出行證明；“生活非

必需”商店將關閉；禁止民眾

跨地區旅行。有關措施將至少

持續4周。

馬克龍還宣布，全法範

圍的學校關閉 3 周，學生在

學校關閉第一周進行遠程學

習，之後的兩周被宣布為學

校假期。4 月的最後一周，

學生將重返校園。馬克龍表

示，這是為了遏制疫情的同

時保證教育進行並保護學生

的最佳解決方案。

為了緩解新冠重癥患者的

增加給醫療系統帶來的巨大壓

力，馬克龍還宣布在未來數日

將法國的重癥監護床位增加至

1萬張。目前的法國重癥監護

床位約為7665張，新冠重癥患

者人數為5052人。

馬克龍表示將繼續加速

新冠疫苗接種進度，60歲以

上的普通人群將在 4月 16 日

開始接種疫苗，50歲以上的

普通人群將在 5月 15 日開始

接種疫苗，爭取在 6 月中旬

為所有法國人開放接種。馬

克龍希望到 5 月中旬在嚴格

遵守防疫規定的條件下能夠

重新開放一些文化和餐飲場

所。

根據31日晚公布的官方數

據，法國新增確診病例59038

例，累計確診病例4644423例

；新增死亡病例304例，累計

死亡病例95667例。

英國政府發布種族主義調查報告
遭各方抗議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委托種族和族

裔差異委員會經過半年多的調查，於

3 月 31 日發布一份長篇報告，宣稱：

沒有足夠證據證明英國存在系統性制

度性的種族歧視，而且，英國在種族

平等方面是“西方白人國家裏的燈塔

國”。

由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點名籌

建成立的種族和族裔差異委員會由一些

非洲裔學者和有色人種的專家組成，其

中不少人擁有博士學位，獲得過“大英

帝國勛章”。去年10月起，他們通過政

府網站公開征集證據和民眾反饋，僅用

了1個月時間就完成了這份報告的基礎

事實收集，圍繞教育、醫療、警務、司

法等方面評估了英國的種族平等問題。

這份長達250多頁的報告一出爐，就遭

到多名英國非洲裔議員和少數族裔人權

團體的強烈抗議。

英國工黨議員戴維· 拉米在社交媒

體上表示：“為了我的精神健康，我

不會就那個委員會的報告接受任何采

訪。我和居住在社區中的許多非洲裔

民眾感受一樣，我太累了，對那些英

國是否存在制度性種族主義的爭論感

到厭倦，很少有人關註我們是否應該

改變其中的不公，深陷其中令我感到

煎熬。”

作為知名的非洲裔議員，戴維· 拉米

2017年曾經發布過著名的《拉米報告》

，對2006年至2016年間英國的種族不平

等現狀進行了詳細的調查。以司法體系的

種族不平等為例，《拉米報告》顯示，有

色人種占英國的人口比例為14%，但是警

察隊伍中的有色人種比例只有6%，獄警

的比例為6%，在地方法院和司法系統中

的比例均低於人口比例。上述司法系統中

有色人種領導者或者高層代表比例更是屈

指可數。

與此相對應的是，被關押收監的有色

人種比例嚴重超標，在少年管教機構中的

有色人種少年犯的總數是白人的9倍。

2016年的統計表明，英國監獄中的成年

罪犯25%來自有色人種。非洲裔的人口只

占英國的3%，但是犯罪收監率卻是白人

的4倍。

另一名工黨議員紮拉· 薩爾塔娜在社

交媒體說：“首相用這份報告來洗白

種族主義，報告稱那些參加‘黑人的命

也是命’抗議活動的善良年輕人只是理

想主義，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我不

會被這份垃圾報告氣死，也不會屈從

或者屈服。系統性的種族主義是一直存

在的，應該消除它。”

近兩年，英國政府經歷了天氣變化

滅絕行動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等一

連串抗議活動，警務系統疲於應對，

英國內政部為避免天氣變化滅絕行動

再次重演，於近期推出《警察、犯罪

、審判和法庭》新法案，準備賦予警

察更大權利，用來鉗制抗議活動。這

引發民眾的強烈擔憂，在警察暴力愈

演愈烈、英國民眾的民主權利日益溶

解的形勢下，英國政府發布的這一報

告猶如火上澆油，因為在不公正的司

法體系中，有色人種尤其是非洲裔民

眾，最容易受到系統性的侵害。英國

政府公開否認存在系統性的種族歧視

，等於堵住了人權改善的大門。

最新研究在南非內陸遺址
發現早期現代人復雜行為證據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最新發表一篇

人類演化研究論文稱，研究人員在南非一內陸遺址發現

早期現代人復雜行為的證據，這項研究結果挑戰了認為

智人的復雜行為最先出現在海岸環境的主流觀點。

據了解，迄今為止，現代人使用象征資源(如赭石顏

料、非食物貝殼、裝飾性人工制品)的最早證據，來自距

今12.5萬至7萬年前的各種非洲海岸遺址。

論文通訊作者、澳大利亞格裏菲斯大學傑恩· 威爾金

斯(Jayne Wilkins)和同事，最新在卡拉哈裏沙漠南部的南

非加莫哈拿山北巖棚遺跡發現約10.5萬年前的考古資料

，該遺址深入內陸約600公裏。這次發現的人工制品中

包括被認為有意收集並帶到該遺址、無明顯實用性的方

解石晶體。論文作者還發現了鴕鳥蛋蛋殼的碎片，這些

碎片可能是一些儲水容器的遺跡。

論文作者表示，雖然此前對古代卡拉哈裏沙漠遺址的

研究顯示這裏曾有早期人類存在，但尚無研究報道過能確

定時間的復雜人類行為的證據，這些行為包括收集非實用

性物件和使用容器。最新的研究發現表明，南非內陸現代

人的創造性行為並未落後於海岸附近的古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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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佛羅里
達州坦帕灣一座工業污水池連
日洩漏，隨時可能“決堤”、
釀成環境災難。截至4日，應
急人員仍在搶修。佛州州長羅
恩.德桑蒂斯3日宣布事發地進
入緊急狀態，數百戶居民以及
附近一座監獄部分人員轉移安
置。

美聯社報導，這座污水池
位處礦區，3 月已有洩漏跡象
，4 月 2 日洩漏水量急劇上升
，州政府擔心池壁隨時可能徹
底垮塌，使污水外溢。池中所儲污水含
有大量磷、氮等物質，若流入坦帕灣海
域或引發赤潮災害；污水池附近儲有工
業廢渣磷石膏，其中含多種放射性物質
以及汞、鉛、砷等有毒重金屬，池水決
堤可能造成放射性污染。
州長德桑蒂斯3日宣布事發區域實施緊
急狀態，4 日乘直升機視察現場後告訴
媒體記者：“我們正在試圖阻止一場
‘真正的災難性洪水’降臨。”

截至4日，已有300多戶居民接到緊
急疏散令，部分高速公路封閉。附近一
所監獄把一樓人員全部轉移到二樓，以
防洪水來襲。

德桑蒂斯說，作業人員正在以每天
超過10萬立方米的速度為污水池抽水，

以避免決堤。
佛州馬納蒂縣官員斯科特.霍普斯說

，根據模型計算，一旦污水池決堤，周
邊區域可能遭遇 30 厘米至 1.5 米深的洪
水，希望到 6 日搶修進展能有突破，
“目前我們還沒有脫離危險”。

據法新社報導，這座污水池不是第
一次出狀況，過去幾十年來數次發生險
情。佛州農業部門官員尼科爾.弗里德致
信州長，“半個多世紀以來，這處礦區
設施多次發生危害民眾健康和環境安全
的險情”，其中多次涉及池壁損壞。

德桑蒂斯表示，污水洩漏事件“不
可容忍”，污水池所有者 HRK 控股公
司應對此事承擔責任。截至4日，這家
公司尚未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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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
實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4月5日8時20
分，全球新冠確診病例累計超1.3億例，累計死
亡超285萬例。美國總統拜登和第一夫人吉爾.拜
登4日發布了一段錄製視頻，祝民眾復活節快樂
，拜登還在視頻中鼓勵民眾盡快接種疫苗。

當地時間4日，拜登在社交網站上發布的一
段視頻中表示：“吉爾和我想向你和你的家人致
以最誠摯的複活節問候”。
拜登指出：“新冠病毒沒有消失，我們中的許多
人仍感受到距離所帶來的渴望和孤獨。”“大多
數人仍將與家人和朋友分開……然而，黑暗中仍
然有光亮，黑暗並沒有征服它。”

報導稱，拜登還表示：“通過接種疫苗並鼓
勵你們所在的教會和社區接種疫苗，我們不僅可
以戰勝這種病毒，還可以讓我們再次一起慶祝假
期的日子快點到來。”

美國第一夫人吉爾也分享了節日祝福，並對
美國的經濟復甦表達了希望。吉爾稱：“今天，
隨著春天的到來，我們看到希望圍繞在我們身邊
。美國家庭正獲得能讓他們喘息的經濟援助。”
“企業正在復蘇，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正在接種能
夠挽救生命的疫苗。”

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統計數據顯
示，美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超3070萬例，累計死
亡超55萬例。

（綜合報導）當時時間4月4日，位於巴格達
以北的伊拉克巴拉德空軍基地遭到兩枚火箭彈襲擊
。一名伊拉克官員證實，該基地內駐有美軍部隊。
這次最新的武裝襲擊恰好發生在將於4月7日舉行
的新一輪伊拉克-美國“戰略對話”之前，也是拜
登政府的首次會談。

據《軍事時報》網站4月4日援引美聯社報導
稱，當天正午過後，兩枚火箭彈落在巴拉德空軍基
地外，沒有造成人員傷亡或破壞。

這是自從上個月位於伊拉克西部一個駐有美軍
承包商和聯軍部隊的基地遭到襲擊以來，第一次駐
有美軍部隊的伊拉克基地遭到襲擊。上次襲擊中，
至少有10枚火箭彈落入基地，造成一人死亡，並
引發對新一輪暴力升級的擔憂。

在此之前，美軍在2月下旬對伊拉克與敘利亞

邊境沿線的親伊朗民兵目標進行了空襲，以報復對
伊拉克基地的另一次致命襲擊。

報導指出，這次最新的襲擊發生在將於4月7
日舉行的新一輪伊拉克-美國戰略對話之前。這將
是拜登政府與伊拉克政府的首次會談。會議將討論
一系列問題，包括美軍作戰部隊在伊拉克的存在問
題。

報導稱，美軍部隊於2011年開始撤離伊拉克，
2014年重返伊拉克與IS極端武裝作戰。在2020年1
月美軍無人機空襲殺死伊朗蘇萊曼尼將軍和一名伊
拉克民兵組織領導人後，要求美軍撤離伊拉克的呼
聲越來越高。 2020年末，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下
令美軍撤離伊拉克後，目前在伊拉克的美軍人數降
至2500人。

（綜合報導）電美國芝加哥警察局數據顯示，
今年3月，芝加哥發生的槍擊事件和槍擊事件受害者
數量均達到四年來同期最高水平，平均每天發生7.5
起槍擊事件，每天9.6人受害。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芝加哥
警方關於城市槍擊事件和犯罪統計的月度犯罪報告
顯示，與前三年同期相比，該市今年3月的槍擊事件
數量和槍擊受害者人數均有上升。數據顯示，2021
年3月該市發生233起槍擊事件，相當於每天發生7.5
起，共計298名受害者，相當於每天9.6名受害者；

2020年3月發生146起槍擊事件，有175名受害者；
2019年3月發生136起槍擊事件，共計165名受害者
；2018年3月發生136起槍擊事件，共計151名受害
者。

與此同時，與2020年相比，芝加哥今年前三個
月的殺人案數量上升33%，而槍擊事件數量同比上升
近40%。

報導還稱，從美東時間週五（2日）晚7點開始
，到週日（4日）下午5點，芝加哥警方已經報告了
24起槍擊事件，共造成1人死亡。

拜登政府與伊拉克首次戰略對話即將舉行

芝加哥芝加哥33月槍擊受害者升至四年來同期月槍擊受害者升至四年來同期
最高最高 日均日均99..66人受害人受害

工業污水池連日洩漏工業污水池連日洩漏，，隨時可能隨時可能““決堤決堤””
美佛州一地進入緊急狀態美佛州一地進入緊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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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向台遇難同胞表哀悼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對4月2日台灣列車出軌造成重大人員傷亡事故高
度關切，並向遇難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難者家屬
及受傷同胞表示誠摯的慰問，祝願傷者早日康復。

釀禍工程商屢違規屢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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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台媒報道，台鐵列車事故救援
工作暫告結束，2日晚間經二次

搜索後無人員受困。3日清晨大型吊
車已經抵達現場，並將軌道上的列車
吊離，進行搶通作業。根據最新公布
數據，目前已確認超30位死者身份，
其餘尚無法確認者將採取家屬
DNA。

救援暫結束正搶通路段
台鐵3日上午召開關於“太魯閣

號”408車次事故記者會。會上公布
事故已造成50人死亡。下午，現場人
員在列車第6節車廂內又找到一名遇
難者，事故死亡人數上升至51人。
台鐵官網 3日亦上線了台鐵 408次
“太魯閣號”事故資訊專區，公布了
事故調查的最新進展和賠償方案，包
括遇難者將獲賠540萬元（新台幣，
下同）等信息。

台交通部門相關負責人王國材研
判，408次“太魯閣號”於2日9時28
分時撞擊到工程車。他稱現場找不到
監視錄影裝置，但當天9時13分有一
班往花蓮的自強號204次列車通過，

因此說明工程車是在13分到28分之
間滑落到軌道。火車第一、第二車廂
都已拖離，但第三車所在軌道有百米
嚴重損壞，需待修復後才能拖離。

台鐵官網顯示，“太魯閣號”
408次出軌事故被定義列車甲級災害
規模事故（最高級），受事故影響中
國台灣東部幹線區間單線行車，列車
有延誤情況，事故路段預計於7天內
搶通。根據台鐵公布的賠償方案，遇
難者將獲賠540萬元，重傷者將獲賠
240.5萬元，輕傷獲賠60.5萬元

殉職司機躲過普悠瑪事故
據台灣中時新聞網報道，是次殉

職列車司機袁淳修33歲，為家中4個
孩子中最小。消息傳回花蓮，袁家氣
氛哀切。69歲袁母整天盯緊電視，情
緒看似平靜堅強。袁淳修與3個姐姐
年齡相差超過10歲，從小備受全家疼
愛。大姐頻頻拭淚：“大家都很疼
愛，他是我們的寶貝弟弟啊！”據
悉，袁淳修原本開普悠瑪號，當年普
悠瑪事故因排假躲過，這次可能連假
調度，改跑“太魯閣號”遇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蔣煌基福建報道）2日造成
台鐵“太魯閣號”51死188傷出軌事故的涉事滑落
工程車被查證屬“義祥工業社”，其負責人李義
祥3日已被台灣檢方依罪行重大向法院申請羈
押，及後獲准保釋。“義祥工業社”被外界抽
絲剝繭起底黑歷史，除該工業社看起來像廢品
收購站、另有15筆違規記錄外，李義祥背後另
一家公司5年內承接了19個政府工程，涉及近2億
元（新台幣，下同）工程款，更引輿論關注。

事發日假期理應停工
現年49歲的李義祥，一家五代居住於花蓮，與太太結婚

後搬離老家，育有一子。義祥工業社是台鐵委託清理邊坡的工
程小包。該工程得標方東新營造有限公司註冊資本1.3億元，
義祥工業社是其下包。李義祥不僅是義祥工業社負責人，同時
擔任工地主任及司機。

李義祥負責的邊坡清理項目原本1月底就要完工，但台鐵
證實，工期將延期至5月。而原本連續假期已被要求本月1日
起停工，李義祥為何會駕車出現在事故區域，台鐵局工務處長
陳仲俊受訪時稱感到意外。

網上曝光的“義祥工業社”街景鐵門破舊斑駁。中國國

民黨原黨員、島內時事評論員李正浩透過社交媒體稱，
“關鍵不在義祥工業社，真正的大戶是李義祥的另
一家公司義程營造有限公司。”

五年接2億政府標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過“台灣公司網”對比義

祥工業社和義程營造各項基本資料、政府工程等信
息發現，前者僅有200萬元註冊資本，而後者則為
1,200萬元。尤其義程營造2015年至2020年5年接到

19個、涉及近2億的政府標案。李正浩認為義祥工業社比較
像空殼公司，呼籲台相關單位“盯緊，不要讓該賠償、該負責
的人脫產”。

超速造假前科纍纍
台灣監理站查詢系統顯示，義祥工業社5年內存在包括多

筆超速、兩筆車輛無定期檢驗等15筆開罰記錄。香港文匯報
記者亦在“台灣公司網”上看到義祥工業社的其他資料，包括
李義祥2008年違反政府採購法，被花蓮法院判刑。

據公開記錄，李義祥承包花蓮縣橋墩圍堰工程，明明未
施工作業，卻指示員工用繪圖軟件製作假圍堰圖片權當工程記
錄照片，並意圖領取55.6萬餘元工程款，因被發現而遭起訴。

行車記錄儀尋獲 明有初步結果
台鐵事故增至51死 遇難者獲賠540萬新台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福建報道） 台鐵

“太魯閣號”408次列車2日行至花蓮縣大清水隧

道時發生重大出軌事故。截至記者發稿，事故已造

成51死188傷。台灣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

稱“運安會”）3日下午宣布，已經陸續找到了列

車的ATP（列車自動防護系統）和TCMS（列車控

制與管理系統）等行車記錄儀，目前正在對受損最

嚴重的第8車廂相關資料進行解讀，預計周二（6

日）可有初步結果。3日遇難者家屬前往事故現場

招魂，有人因過度悲傷，得在親友的扶持下才能勉

強站立，慘景讓人鼻酸。台鐵公布賠償方案，遇難

者可能獲賠540萬元新台幣。 ●死者家屬3日到事故現場招魂，嚎啕大哭，場面哀戚。 美聯社

●●李義祥李義祥33日離開日離開
法院時以包遮臉法院時以包遮臉。。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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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環團今天舉辦 「高雄反空污遊行
」，提出興達電廠立刻除役等訴求。經濟部傍晚
回應，興達電廠先前投入改善設備，空污排放量
已減少逾7成，今年會擴大減煤，進一步降低排
放。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今天舉行 「高雄反空
污遊行」。經濟部傍晚提出5點聲明；第一，台
電公司興達電廠燃煤機組空污排放已大減7成，
後續將加速燃氣機組上線，並擴大增氣減煤。

其次，今年空污季前，中鋼公司汽電共生
鍋爐將完成停煤；第三，中油公司全面使用氣體
燃料，減少空污排放並持續進行空污改善；第四
，協助工業鍋爐用戶進行全面改善；第五，持續
推動區域電源平衡發展。

經濟部表示，興達電廠燃氣機組更新改建
計畫預計2024年發電，目前正積極趕工，希望縮
短上線時程，以在完工運轉後優先減少燃煤機組
發電量；此外，配合政府 「增氣減煤」能源政策
，1號與2號燃煤機組將於2023 年除役。

經濟部指出，台電積極推動興達電廠燃氣
機組新建工程，興達電廠燃煤機組近5年來用煤
量已大減近200萬噸、減幅34%；相比2016年，
去年空污排放量降幅更已超過7成。

此外，興達電廠燃煤機組今年將採取擴大
自主減煤，首度在非空污季的4月上旬以及9月
下旬，讓燃煤機組減少用煤量。

經濟部並說明，中鋼公司12部汽電共生鍋
爐主要以自產燃氣發電，原先其中3部輔以少量
燃煤補足能源需求，配合高雄市政府改善空品政
策，今年3月其中一部鍋爐已停用燃煤，9月中旬
以前，另外兩部鍋爐也將停用燃煤。

至於中油公司大林煉油廠及林園石化廠，
2018年起已全面使用氣體燃料，今年起將再投入
57億元進行製程操作改善、工廠廢氣回收及加裝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等13 項空污改善計畫。

在工業鍋爐方面，經濟部統計，截至2020年
底，全台約5000座工業鍋爐，合計3838座工業鍋
爐完成改善，改善率 77%；其中，高雄市 495 座
工業鍋爐，有423座完成改善，改善率85%。

經濟部強調，工業局會持續提供輔導資源，
推動每座鍋爐50萬元的補助作業，以期達成全面
改善。

經濟部表示，為求穩定供電，政策上正積
極推動平衡區域電源發展，包含更替增設天然氣
發電機組、興建天然氣接收站以及規劃電力輸送
設施等，未來會努力達成區域均衡。

(綜合報道）南韓樂金電子（LG）宣布結束手機業務，集邦
科技表示，LG手機既無法在高階市場與蘋果、三星較勁，中低
階市場也打不過中國品牌，LG原有市占最可能被三星、OPPO
搶食。

集邦指出，全球手機依作業系統分成蘋果iOS、安卓An-
droid兩大陣營，以品牌區分則是蘋果（Apple）、三星（Samsung
）各為龍頭；即便中國華為遭遇美國禁令而市占縮水，但LG手
機仍落後在OPPO、小米等中國品牌之後。法人分析，主要原因
是高階市場已被蘋果、三星領先，中低階手機市場，中國品牌
CP值又明顯超越LG 。

法人分析，LG為了避免賠錢，結束手機事業並不意外。由
於LG手機產品主要市場在韓國、歐洲及東南亞，預期歐洲及韓

國市場將被三星取代；東南亞新興市場的中低階手機市占，將可
望被中國品牌OPPO取代。

集邦進一步解釋，LG 集團的面板廠樂金顯示器公司
（LGD）生產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面板，大尺寸面板供應
LG電視使用，小尺寸OLED面板供應蘋果及自家手機品牌使用
；但中國OLED面板已大量生產，樂金的OLED 手機面板也遇到
低價競爭的威脅，尤其中國生產的OLED 面板搭配中國手機低
價競爭，對LG的中低階手機市場形成極大的壓力。

從財報表現來看，LG電子在全球手機市場一度占有第3大
地位，但從2015年第2季至2020年第4季連續虧損，累計赤字規
模達5兆韓元（約新台幣1265億元）。

集邦調查，2020年因疫情導致全球高階手機銷售占比下滑

，但蘋果憑藉5G新機站穩高階市場，加上採取積極定價策略，
2020年第4季生產量達7760萬支，季增85% ，一舉超越三星拿
下全球冠軍，其中iPhone 12系列新機占比更高達9成。

調查顯示，蘋果在2021年第1季受惠iPhone 12系列持續熱
銷，帶動生產總數達5400萬支，新機占比約8成。

另外，三星2020年第4季以6700萬支生產量位居第2 ，較
第3季減少14%，主要與蘋果新機推出的排擠效應，以及歐美等
地節慶舖貨結束有關。三星為維繫高階市占，2021年第1季則提
前發表旗艦新機。

2020年底手機排名第3至6名依序為OPPO、小米、華為、
Vivo，但華為因受美禁令影響，市占已大幅縮水。

LINE Pay啟動太魯閣號愛心捐款專案平台
（中央社）針對4月2日台鐵太魯閣號列車發生嚴重事故，

LINE Pay今天宣布，與衛生福利部合作啟動 「0402太魯閣號愛
心捐款專案」，讓民眾可以透過愛心捐款平台即時捐款。

LINE Pay透過新聞稿指出，用戶進入LINE Pay主頁後選擇

「愛心捐款」平台，即可點
選 「太魯閣號捐愛心」專案
進行捐款。用戶可選擇以綁
定的銀行信用卡、簽帳金融
卡 進 行 捐 款 ， 也 可 選 用
LINE POINTS點數支付完成

捐款。
LINE Pay指出，捐款以新台幣100元為一個單位，民眾可

以在1至99個單位中選擇想捐贈的金額，單次捐款金額最高上限
為9900元。

本次愛心捐款 LINE Pay 不收手續費，善款手續費由 LINE
Pay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台北富邦銀行、聯邦銀行、台新銀行
及國泰世華銀行吸收，LINE Pay建議用戶可以上述5家銀行卡片
進行捐款。

另外，捐款金額由LINE Pay代收並轉付衛生福利部賑災專
戶，捐款將全數用於此次 「太魯閣號事故案」，募款人為衛生福
利部賑災專戶，指定0402太魯閣號事故專用，款項將由衛生福
利部提供協助傷患後續醫療、生活及社會重建相關費用，以及提
供罹難者家屬的經濟支持；募款期間為即日起至4月30日。

LG結束手機業務法人：三星、OPPO可望搶食市場

經濟部：興達電廠燃煤機組
今年將擴大減煤

太魯閣號事故 第太魯閣號事故 第55節車廂送往和仁車站節車廂送往和仁車站
台鐵太魯閣號台鐵太魯閣號408408次列車次列車22日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日發生重大傷亡事故，，事故現場事故現場55日持續搶通日持續搶通，，第第55節車廂節車廂

一早送往和仁車站一早送往和仁車站，，等待運安會人員調查等待運安會人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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