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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尼亞大屠殺 106 週年 拜登正式宣告為種族滅絕
【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在亞美尼亞大屠殺 106 週
年之際，正式宣告當時的這場悲劇為種族滅絕。這是首位美
國總統做出這類宣告。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於 1915 年 4 月 24 日起至
1923 年間，在土耳其的前身鄂圖曼帝國統治下，估計有 150
萬亞美尼亞人，因系統性驅逐、飢餓和謀殺而喪生，其中大
部分發生於 1919 年之前。
在 106 年後的今天，拜登（Joe Biden）透過聲明向受難
者致意，期許歷史不會被遺忘，並時時保持警戒，反對各種
形式的仇恨腐蝕影響。
在今天做出宣告前，拜登昨天曾與土耳其總統艾爾段
（Recep Tayyip Erdogan）通話。根據白宮釋出的通話摘要
，雙方談到兩人同意就這兩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成員國間相關議題， 「建立更進一步合作關係」 。白宮方面
並未說明兩人是否有談到拜登將在今天宣告亞美尼亞大屠殺

為種族滅絕。
不過，不具名的土耳其官員告訴獨立新聞媒體 「中東之
眼」 （Middle East Eye），拜登已向艾爾段預告，打算作出
上述宣告， 「艾爾段已就此作出適當回應」 、 「倘若拜登如
此宣告，安卡拉會發表措辭強硬聲明」 。
這名官員還說，兩位總統在電話中都沉著冷靜，不過艾
爾段針對拜登即將作出的宣告表達反對。
土耳其強烈反對種族屠殺說法，強調亞美尼亞誇大族裔
死亡人數，且鄂圖曼帝國瓦解時，土耳其裔同樣死傷慘重。
用 「種族滅絕」 來形容此一事件對土耳其領導人而言十分敏
感，認為那是一場造成雙方都死傷慘重的悲劇。
但包括法國、加拿大、巴西、德國、俄羅斯、波蘭、荷
蘭等至少 29 國承認事件屬種族滅絕。美國聯邦參議院 2019
年也曾通過決議，承認亞美尼亞大屠殺是種族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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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總統的一百天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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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政治之驚濤駭浪之中，拜登在
一百天前登上了總統大位，當時新冠疫情
正如野火一般吞噬著全美各地，近四十萬
人喪失寶貴生命，拜登在臨危受命之际，
誓言將在百天內完成一億國民種植疫苗，
今天已經有两億人完成種植，這項不可能
的任務為拜登得到極高民意之支持， 接下
來是一點九兆元之拯救疫情及美國經濟方
案，在參院驚險過關，让全国三分之二以
上之國民受惠。
當他走進白宮時真是國事如麻，就在
他上任後立即重返世衛組織巴黎氣候協定
，並在日前召開了四十個國家參加的氣候
變化高峯會議。
未來的一百天，拜登將面臨美墨邊境
之難民潮重大危機，在人道精神和非法移
民之兩難情形下，如何處理棘手問題。
更重要的是，他正在推動有史以來最
大规模的二點二五兆美國就業及基建法案

，這項高難度的撥款將在參院遭到巨大阻
力，該法案將決定未來整個國家經濟之走
向。

在外交上，拜登總統宣示美國要重回世界
領導之決心，我們要呼籲，在國際政治之
多邊結構下 必須顧全大局，世界和平是我
們共同追求之目標。

100 Days Of President Biden
my through the $1.9 trillion COVID-19 aid package.
When Biden came into the White
House the COVID-19 cases had
risen to a record high, millions of
people were out of work, cases
of racial injustice were increasing
across the country and there was
a climate crisis threatening the
country.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 his first one hundred days in
office President Biden has fo-

cused on getting Americans relief
by trying to stimulate the econo-

The goal Biden set for his first
100 days of vaccinating 100 million people was reached and
doubled. The figure for Biden’ s
$2.25 trillion infrastructure bill if
passed in Congress will have the
biggest economic impact in
American history. As Treasury
Secretary Janet Yellen said,
“We are succeeding in getting

programs up and running. I feel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uilt
up the momentum.”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facing a human rights crisis on the
southern border where a surge of
migrants has strained the entire
immigration system.
Biden’s early presidency will be
largely judged against his COVID -19 campaign that he has approached like a war.
We are also so happ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s
come back onto the world stage.
We have seen many issu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should be
discussed around the table. We
all want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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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懸念的一屆德國大選緩緩開幕
疫情下的大選格局充滿變數

（綜合報導）新冠疫情或將影響今年德國
大選的走勢，同時也將成為默克爾在她總理生
涯收官階段需要解決的一場“危機”。
在即將完成第四個總理任期之際，默克爾
選擇了轉身離去。
“女強人”默克爾的“退場”注定將讓德國迎
來 16 年來最具懸念的一屆大選。
縱觀德國的大選歷史，總理往往在聯盟黨
和社會民主黨中產生。但在綠黨支持率不斷攀
升的當下，也有人期待今年德國政壇的變更會
突破歷史。
隨著 4 月末各黨派確定自己的總理候選人，
德國就此拉開了 2021 超級選舉年的帷幕。
最具懸念的大選拉開序幕
2021 年 9 月 26 日，德國將舉行第 20 屆聯邦
議會的選舉。
近期，德國主要政黨逐漸確定了自己的總
理候選人。當地時間 4 月 19 日，支持率持續上
升的綠黨放棄過往的雙候選人做法，提名安娜
萊娜.貝爾伯克作為總理的唯一候選人；4 月 20
日，德國總理默克爾所在的聯盟黨也宣布，提
名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州長拉舍特為總理候選
人。
早在去年 8 月，社會民主黨已確定朔爾茨為
總理候選人，其他政黨也大致確定了黨內的預
備人選。
幾個黨派總理候選人的確定，也標誌著今
年德國聯邦議會大選正式進入角逐階段。
今年德國大選之所以備受關注，一是因為
這是自 2005 年以來首次沒有默克爾的選舉，德
國在經歷長達 16 年的“默克爾體系”後，本屆
選舉將帶來“一股新風”，之後的國內政局走
向乃至歐盟的發展或都將隨之改變。
另一方面，近幾年德國政壇“碎片化”愈
發明顯，老牌政黨獨當一面的格局正被重塑，
大選和組閣結果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強。
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對東
方網.縱相新聞記者表示，今年的“風雲突變”

其實並不是“心血來潮”，對於德國人來說，
默克爾時代已經太漫長，讓人“審美疲勞”。
相關理念和政策相對固化，引起黨內和部分民
眾不滿；從近兩年綠黨不斷攀升的支持率可以
看出，在 16 年穩定的“默克爾路線”領導下，
不少德國民眾也迫切希望改變當前的政治現狀
。
德國一家民調機構發布的民意調查顯示，
“後起之秀”綠黨的支持率在今年 4 月初已攀升
至 25%，漲幅有近 7 個百分點，聯盟黨的支持率
則從 36%下滑至 30%，目前兩黨民調數據不相上
下。
丁純表示，綠黨是德國偏左的政黨，在綠
黨 40 餘年的歷史中，環保政策始終是該黨派的
核心。其政治主張也非常貼合現在年輕選民們
的訴求及生活觀念，因此在外界看來，綠黨似
乎更貼近“時代潮流”，這也是該黨與老牌政
黨支持率差距縮小的原因之一。
也有分析人士認為，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
，綠黨都將在德國政治生態中起到重要作用。
而落在傳統大黨身上的壓力越來越大，聯
盟黨正逐漸失去德國中下層民眾的民心，並且
黨內的政治內訌以及貪腐違規行為的揭露，無
疑對聯盟黨整體形象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這些對保守黨不滿的選民，會更傾向於
“團結”的綠黨，在目前的輿論環境下，不少
自由派、中產階級以及有環境意識的選民都更
期待綠黨的表現。
聯盟黨的“敦厚” VS 綠黨的“年輕”
在總理之爭的拉鋸戰中，最引人注目的兩
方莫過於默克爾所在的老牌政黨聯盟黨，以及
最近風頭正盛的綠黨。從公開資料及媒體報導
可以看出，雙方候選人的特點及政治風格也是
大相徑庭。
據德媒報導，聯盟黨總理候選人拉舍特被視為
默克爾的忠實支持者。外表看上去敦厚老實的
拉舍特，也被德媒評價“務實”，亦可以左右
逢源。

德國《明
鏡》周刊認為
，如果拉舍特
當選，他會繼承默克爾的“中間道路”，主張
社會團結、和平，崇尚社會福利較高的市場經
濟體制等。
而更貼合年輕選民口味的綠黨也提名了德
國 72 年來最年輕的總理候選人安娜萊娜.貝爾伯
克。
80 後的貝爾伯克也是繼默克爾之後，第二
位角逐德國總理的女性。她曾先後擔任德國經
濟事務和能源委員會、歐洲事務委員會，以及
氣候政策發言人的職務。並被視為展現德國國
際形象的理想人選：年輕、女性、支持歐洲一
體化。
憑藉民眾對氣候變化以及能源、交通轉型
的關注，德國綠黨近來支持率一直保持高位。
根據德國國內各個民調，貝爾伯克作為總理候
選人的呼聲遠遠超過拉舍特。
作為一匹黑馬，貝爾伯克具有自己獨特的
優勢。尤其是在聯盟黨因民眾對疫情及其他政
府工作的不滿而“狀態不佳”的時候，“涉世
未深”但開放好學、發揮親民作風的貝爾伯克
就有很大的施展空間。
但缺乏執政經驗同樣也是貝爾伯克最大的
短板。丁純告訴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貝爾伯
克雖然在 2013 年已成為聯邦議員，但從未在政
府部門擔任過領導職務，缺乏政府管理和國際
交往經驗。即便目前的選情態勢對綠黨向好，
但在大選前變化還是難以預料。
威脅論不著急，多重因素影響大選走向
綠黨的“勢如破竹”以及聯盟黨的“狀態
不佳”給今年德國大選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
有專家分析稱，聯盟黨支持率的下滑，主要原
因在於疫情防控的表現以及黨內鬥爭。
在德國疫情有惡化趨勢的當下，聯邦政府
防控措施的不利使各州民眾怨聲連連。同時，
聯盟黨候選人拉舍特在施政階段政績平平，個

人支持率在低位徘徊，黨內激烈的權力鬥爭也
拉低了聯盟黨的整體支持度。
如此分析，綠黨對聯盟黨是否已造成足夠
的威脅，總理的桂冠已掌握在綠黨手中？在丁
純看來，以此落錘為時尚早，在大選將至的五
個月內，德國疫情防控水平以及國內輿論走向
，國際關係博奕挑戰的變化，使一切皆有可能
。
據悉，為了加快德國疫情管控、推進新冠
疫苗接種計劃，德國政府正緊張地推進相關方
案的修訂，併計劃在夏季結束前完成疫苗的群
體接種。
若能如期完成疫苗接種計劃，德國國內疫
情防控措施也將隨之放寬，聯邦政府的支持率
有望因此回升；反之，若疫情仍無法得到有效
的控制，只會加深民眾對聯盟黨執政的疲憊感
，出於對政府的不信任，選民對聯盟黨的支持
也將繼續走低。
在這個層面上，新冠疫情或將影響今年德
國大選的走勢，同時也將成為默克爾在她總理
生涯收官階段需要解決的一場“危機”。
而當疫情得以控制後，隨之而來的經濟復
甦也將成為擺在德國政府與各個政黨候選人眼
前的重要命題。無論誰能成為默克爾的繼任者
，都將面臨同一個現狀：他們中的任何人都無
法與默克爾在德國、歐盟乃至世界樹立的威望
相提並論。
拉舍特和貝爾伯克，兩者在國際舞台上的
知名度顯然都不算很高，因此在正式接任默克
爾位置之前，雙方是否能應對德國國內政治碎
片化及疫情下社會問題帶來的挑戰，並將如何
帶領德國乃至歐盟實現一體化歐洲的願景，在
中美戰略博奕持續，美歐嫌隙明顯，中歐關係
處在十字路口的國際大背景下如何作為，也是
各方拭目以待的觀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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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主要政黨敲定總理候選人
綠黨“八零後”主席出戰大選
綜合報導 德國各主要政黨總
理候選人敲定。德國基民盟主席團
表決支持現任主席阿明· 拉舍特代
表聯盟黨競選下屆總理。在此之前
，綠黨已於 19 日白天宣布由該黨雙
主席之一的安娜萊娜· 貝爾伯克作
為該黨總理候選人。生於 1980 年的
貝爾伯克也由此成為 1949 年聯邦德
國舉行首次大選以來最年輕的總理
候選人。
德國將於今年 9 月 26 日舉行聯
邦議院選舉(即大選)，產生新一屆
聯邦議院議員，再由議員們選出下

卡斯特羅時代結束後
古巴經濟將發生何種改變？
綜合報導 勞爾· 卡斯特羅開局良好，誰將繼續跟上？一些觀察人士
認為，古共代際更替或將成為影響古巴經濟改革取得多大進展的最根本
問題。
卡塔爾半島電視臺援引專家的話指出，隨著所謂“歷史一代”退出
政治舞臺，古巴經濟改革的空間或將獲得更大空間。
報道指出，4 月 16 日是古共八大的第一天。在古共每五年舉行一次
的黨內最重要的會議上，自 2018 年以來一直擔任國家主席的現年 60 歲的
米格爾· 迪亞斯-卡內爾將成為古共第一書記。
報道稱，勞爾· 卡斯特羅在古巴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
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正式接替菲德爾· 卡斯特羅成為古巴最高領導人
。自 2006 年菲德爾病倒後，勞爾一直臨時代理國務委員會主席。正是在
這次大會上，他宣布了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改革。此次大會也為卡斯特
羅自 1959 年古巴革命勝利以來對古共的領導劃上了句號。
然而，路透社援引一些分析人士的話指出，10 年前宣布的這些經濟
改革實施得相對緩慢，但經濟對古巴人而言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年輕人
的危機意識很強。
報道稱，美國的唐納德· 特朗普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古巴的封鎖，
而新冠病毒大流行也使古巴面臨更多困難。國內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人們在商店外排起長龍，動輒等待數小時。根據政府提供的數據，在
疫情期間，古巴經濟下降了 11%。缺乏遊客以及旅遊業創造的外匯收入
對古巴經濟而言無疑是一個沈重的打擊。
專家指出，從理論上講，迪亞斯-卡內爾能夠接過指揮棒，並啟用自
己團隊中的親信力量。但這種情況迄今尚無發生，經濟政策一直掌握在
老一代領導集體手裏。
專家說，勞爾· 卡斯特羅正在將權力轉移給下一代領導人，這一點
至關重要，因為下一代領導人將憑借自身能力，而非歷史遺產來行使合
法的領導權力。

荷蘭近 200 人旅遊團赴希臘
4 人疑感染新冠 8 人隔離
綜合報導 近日，希臘羅德島迎來荷蘭旅遊試驗團，荷蘭方面希望
借此作為試驗，以評估在新冠疫情期間恢復旅遊業的可行性。然而，該
旅遊團有 8 人因為疑似感染了病毒，或者和疑似感染者同處一室而需要
被隔離。
據報道，188 名荷蘭遊客以低價參團，從 4 月 12 日起到羅德島享受
假期。在這次度假試驗期間，他們中的 4 人因為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而
被隔離，他們的室友也被隔離。
所有 188 位遊客都進行了病毒檢測，結果其中的 184 人為陰性。主辦
方荷蘭旅行社 Sunweb 表示，有 4 份病毒檢測樣本的檢測值尚處於一定數
值之內，並未確診為陰性或者陽性，稍後將再次進行測試。
涉事遊客已經在酒店的獨立樓中彼此隔離。Sunweb說：“為了預防起見
，這4人的室友也被隔離在自己的酒店房間裏，直到結果公布為止。”
根據參團協議，這批荷蘭遊客在出發前72小時已經進行新冠病毒核酸
測試並結果呈陰性，在出發前再進行一次病毒快速測試。而在離開希臘前3
天，他們還將接受1次核酸測試和1次快速測試，然後再登機回國。
在羅德島的 8 天時間裏，這批荷蘭遊客居住在當地一家酒店。在此
期間，這家酒店不再接受其他客人入住。遊客被允許在酒店範圍自由活
動，並可以使用酒店的設施，包括 3 個遊泳池和 2 個餐廳，但不得離開
度假酒店前往海灘，更不可以離開羅德島。

任總理。由於已連續擔任四屆總理
的默克爾將不再尋求連任，本屆德
國大選被認為充滿懸念。
默克爾所在的本屆政府內最大
黨聯盟黨(基民盟與基社盟共同組
成)方面，由於基民盟和基社盟兩
黨主席拉舍特和澤德均堅持參選總
理，情勢一度膠著。19 日晚，拉舍
特召集基民盟主席團會議，並最終
於 20 日淩晨以 31 票支持拉舍特、9
票支持澤德、6 票棄權的結果最終
獲得基民盟主席團首肯。由於澤德
19 日已表態稱尊重基民盟方面決定

，分析認為，拉舍特的提名只需經
聯盟黨黨團通過即可正式生效。
目前民意支持率僅次於聯盟黨
的綠黨當天推出了安娜萊娜· 貝爾
伯克作為總理候選人。這一決定尚
需由 6 月的綠黨全國大會通過，但
已不存在懸念。該提名創下了德國
自 1949 年以來 20 屆大選中最年輕
的總理候選人紀錄。安娜萊娜· 貝
爾伯克也是繼默克爾之後，第二位
角逐德國總理一職的女性。
德國另一主要政黨社民黨此前
已推出現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朔

爾茨作為該黨的總理候選人。至此
，有望左右大選選情的德國前三大
政黨總理候選人均已敲定。
分析人士認為，安娜萊娜·
貝爾伯克料將成為本屆大選總理
候選人中唯一的女性，這對於尋
求成為默克爾這樣一位民望頗高
的女性總理的繼任者的選戰而言
無疑是加分項。而由於黑綠組合(
聯盟黨和綠黨)已成為下屆政府可
能性較高的組閣模式，綠黨和聯
盟 黨 之 間 即 將 展開的競選攻防和
互動值得關註。

意大利教育機構反對重啟學校
重新開放或付出極高代價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確
診病例 8864 例，死亡 316 例。截至 19 日
18 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 3878994 例，死
亡病例 117243 例，治愈病例 3268262 例。
據報道，意大利總理德拉吉上周正式
宣布，從 4 月 26 日起，將恢復黃色疫情監
控區。政府將在本周內批準此項新法令，
但在法令正式出臺前仍有不少問題亟待解
決。
目前，意大利政府內閣正在討論縮短
宵禁時間等問題。德拉吉則表示，政府是
根據數據來選擇冒著合理的風險放松疫情
管控。事實上，限制措施的減少勢必會帶
來死亡病例增加的風險。
意大利科研團隊日前在《自然醫學》
雜誌上發表文章指出，意大利重新開放可
能會付出極高的生命代價。該研究團隊綜
合多種管控措施和疫苗接種因素，使用數
學模型預測出多種不同情況。
研究結果顯示，在完全開放且沒有疫
苗和有效藥物的情況下，從今年 4 月到明
年 1 月將會有 29.8 萬人死亡；如疫苗接種
進度順利，可將死亡人數降低至 5.1 萬人
；而在實施管控措施的情況下，不使用疫
苗可將死亡數字降至 3 萬，使用疫苗則可
降至 1.8 萬人。
與此同時，政府關於自 4 月 26 日重啟
所有學校的決定，已引起社會各界的擔憂
。實際上，從北部米蘭到中部羅馬再到南

部巴勒莫，多地學校都均已表達了對重新
開放學校的擔憂。
意大利全國校長協會負責人吉安內利
表示，目前已有 75%的教職人員完成第一
劑疫苗註射。現在要讓所有學生返校，根
本不可能完全保障安全距離。學校仍需選
擇繼續安排線上和線下課程，讓學生輪流
到學校上課。
全國學校工會秘書長辛諾波利表示，
現在還沒有實際支持政府恢復集中授課的
硬件條件。在決定 100%重新開放學校以
前，應迅速推動疫苗接種計劃，更新安全
協議，為疫苗接種者進行抽樣檢查和追蹤

，以評估實際效果，否則將無法保證學校
的安全。
意大利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成員、米
蘭大學免疫學家塞爾吉奧表示，意大利藥
品管理局(Aifa)或將在今年 10 月批準未成
年人接種新冠疫苗計劃。
塞爾吉奧指出，意大利在 6 月之前
就有可能獲得第一批給未成年人接種
新冠疫苗測試數據。他對這批數據表
示樂觀，並希望及時得到相關部門的
批 準 。 如 果 一 切 順 利 ， 10 月 到 11 月 之
間，意大利就可以開始為幼兒和青少
年接種新冠疫苗。

身價節節攀升！韭菜走紅西班牙
綜合報導 中 國 蔬 菜
的知名度近幾年在西班
牙市場火速攀升，該國
市民不僅逐漸熟悉中國
蔬菜，更喜歡上了中國
蔬菜。
據報道，十幾年前的
中國蔬菜並不被西班牙菜
農看好，因為菜農擔心中
國蔬菜的市場不大，怕投
資後血本無歸。但是有西
班牙菜農現在都願意投資
種植中國蔬菜，因為他們
看到了市場，更看到了遠
景。
中國蔬菜的知名度何

緣被西班牙市民接受？主
要 是 中國僑民逐漸融入西
班牙後， 向 當 地 人 潛 移 默
化地介紹中國蔬菜。眼下
不但華人超市裏的中國蔬
菜被西班牙人購買，許多
當地和南美人經營的食品
店裏也會出售中國的大白
菜、小白菜、韭菜、冬瓜
等商品。
記者曾向一些南美人
店主了解中國蔬菜的銷售情
況，受訪者表示非常滿意
， 基 本 在 進 貨 後 2-3 天 就
能售完。韭菜尤其受青睞
，因為其有益於男性身體

健康。但由於這個單詞無
法 直 譯 為 西 班 牙 語，所以
被翻譯成“中國蔥”。此外
，中國的大白菜、小白菜
也讓西班牙人刮目相看。
中餐館裏的廚師在炒大白
菜時加入西班牙火腿，這
道中西合璧的菜式很受當
地人歡迎。
據記者了解，中國蔬
菜今非昔比，身價節節攀
升。西班牙菜農在大片土
地上改種中國蔬菜，收割
後直接供給超市和中餐館
使用，而且需求非常大，
完全不必擔心沒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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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阪新冠病例連續日增逾千例
擬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綜合報導 日本國內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 4093 例，已連續 5 天
超過 4000 例。盡管周日的新增
病例趨於減少，但大阪府新增
1220 例，創歷史最高紀錄。大
阪府已連續 6 天單日新增超過
1000 例，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
表示，府內的新冠疫情“非常
嚴峻”，有意要求中央政府發
布緊急事態宣言。
據日本共同社、日本經濟
新聞、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
，大阪府公布，4 月 18 日，府內
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1220 例。單
日 新 增 確 診 病 例 超 過 16 日 的
1209 例，為迄今為止最多，已
連續 6 天超過 1000 例。此外，18
日大阪府新增死亡病例 3 例。
大阪府面向重癥患者的病
床有 248 張。截至 4 月 18 日，重
癥患者比前一天增加 5 人至 286
人，其中 42 人正在輕中癥病床

接受治療。鑒於疫情蔓延未能
得到有效控制，大阪府正在努
力確保病床，與此同時，強烈
呼籲民眾盡量避免不必要非緊
急的外出等，徹底采取防疫對
策。
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對媒
體表示府內的新冠疫情“非常
嚴峻”，有意要求中央政府發
布緊急事態宣言。大阪府 20 日
將召開對策總部會議，正式做
出決定。
首相菅義偉在官邸就大阪
的疫情對媒體強調：“我們正
抱著極大的危機感進行應對。
中央政府和大阪府正在全力確
保醫院(病床等)。”在被問及發
布緊急事態宣言的可能性時，
菅義偉說：“正在(適用)重點措
施，中央政府將視情況與大阪
府協商並應對。”
另一方面，東京都 18 日報

告新增確診病例 543 例，單日新
增確診病例已連續 6 天超過 500
例。18 日的新增確診病例比一
周前的周日增加了 122 例。截至
18 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已連
續 18 天高於前一周同期。
另外，截至 18 日的 7 天平均
確診病例為 586.4 例，這一數字
相當於前一周的 125.3%，依然
呈現上升趨勢。此外，東京都
18 日報告死亡病例 1 例，死者為
一名 80 多歲的女性。
18 日 ， 日 本 全 國 累 計 報
告 新 增 確 診 病 例 4093 例 ， 累
計 死 亡 病 例 16 例 。 日 本 政 府
已從 5 日起把“防止蔓延等重
點措施”適用於大阪府、兵
庫 縣 和 宮 城 縣 ， 從 12 日 起 適
用於東京都、京都府和沖繩
縣 。 從 20 日 起 ， 還 將 擴 大 到
神奈川縣、埼玉縣、千葉縣
和愛知縣。

柬埔寨日增病例數創新高 金邊“封城”禁令升級
綜合報導 柬埔寨新一輪社區感
染疫情迅速蔓延，日增病例數創新高，
與此同時，金邊“封城”禁令升級，
進一步避免人員聚集現象。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
天 新 增 報 告 618 例 新 冠 肺 炎 確 診 病
例，創下疫情暴發以來單日新增最高
紀錄。新增報告病例均為社區傳播感
染病例，大部分出現在首都金邊，該
市新增 493 例，此外，西港新增 75
例，幹拉省新增 31 例，柴楨省新增 8
例，波羅勉省新增 5 例，實居省新增
3 例，茶膠省新增 2 例，磅湛省新增 1
例。
作為金邊最大蔬果批發市場的沙
南哥市場暴發新冠病毒群體性感染，

已有 100 人確診。金邊市市長坤盛 17
日晚緊急命令，沙南哥市場和周邊市
場，從 18 日起關閉 14 天，直至 5 月 1
日。
坤盛說，在短短幾天內，已有
100 名商販和保安人員確診，病毒傳
播速度非常快，令人擔憂。坤盛呼籲
，市場商販、職員和家屬配合接受核
酸檢測和居家隔離。他要求，4 月 5
日起曾前往沙南哥市場的民眾須前往
市場附近的采樣點，接受核酸檢測。
柬埔寨首相洪森宣布，金邊市和
幹拉省大金歐市實施更為嚴格的“封
城”措施。“封城”期間，禁止民眾
非必要外出。警憲必須實施最嚴格執
法，直接取締違規者的交通工具。重

要服務領域可繼續營業，但必須向
“管理和執行封鎖措施委員會”申請
通行證，工作人員外出需出示通
行 證 。重要服務領域，如銀行、藥
店、酒店、垃圾清運、消防局等可正
常營業，但工作人員須控制在總數的
2% 以 內 ， 他 們 必 須 在 辦 公 場 所 用
餐，不得外出用餐。
此外，核酸檢測方面，柬埔寨衛
生部宣布使用新冠病毒快速檢測試
劑，通過提高檢測速度，阻止病毒繼
續傳播。柬埔寨衛生部國務秘書兼抗
疫技術執行小組組長若松班 18 日表
示，衛生部決定使用美國雅培實驗室
研發的抗原新冠病毒檢測儀，它可以
在 15 分鐘以內顯示檢測結果。

日本舊殖民地麻風病原患者家屬
數十人集體索賠
綜合報導 基於日本針對
因錯誤隔離政策遭受歧視痛苦
的麻風病原患者家屬的賠償法
，戰前曾在日本統治下生活的
韓國原患者的家屬約 60 人，
近期將進行集體索賠。此外，
中國臺灣的原患者家屬6人已
提出申請。報道稱，海外此類
動向進入公眾視線尚屬首次。
為麻風病問題打開局面的
熊本地方法院，勒令中央政府
賠償的判決到5月11日將滿20
年。據報道，家屬賠償法從成
立時起，就把舊殖民地也作為
對象。各地法律界人士為平復
受害者傷痛的長期合作努力，

將在關鍵之年“結出果實”。
據報道，賠償法寫明目的
是“為了慰藉傷痛”。據致力
於該問題的律師德田靖之介
紹，實現對殖民時期行為的補
償，極其罕見。德田表示：
“現在(日本)與韓國的國家間
關系完全冷卻。但為了補償同樣
的侵犯人權行為，與當地人士緊
密團結並進行國家賠償。”
圍繞麻風病問題，原患者
本人2001年5月在國家賠償訴
訟中勝訴。同年成立的賠償法
最初在實際運用中排除了舊殖
民地的療養所。韓國等入住者
等提起訴訟，最終通過2006年

修改法律，成為賠付對象。
2019年，原患者家屬在國
家賠償訴訟中勝訴，規定向親
子及配偶等支付180萬日元(約
合人民幣11萬元)、向兄弟及同
居孫輩、甥侄支付130萬日元
的賠償法施行。鑒於此前的經
過，海外也包括在內。
律師團正式直面舊殖民地
受害者，是在熊本判決之後。
反復開展討論的當地法律界人
士就日本在韓國設置的療養所
“小鹿島更生園”等聽取受害
情況，並撰寫陳述書。此次在
新冠疫情下，調查雖遭遇困難，
但終於走到集體索賠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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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調動力量助港澳青年健康成長
持久的情感，愛國主義教育在青少年成長中具有
基礎性地位，在港澳地區深入開展這項工作意義
重大、刻不容緩。委員們建議，要落實中央全面
管治權，支持特區政府履行主體責任，牢牢把握
教育主導權，逐步構建與“一國兩制”方針相適
應的教育體系，實現“愛國者治教”。要制定港
澳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中長期規劃，建立健全相
關法律，明確愛國主義教育的性質、內涵、準
則、途徑、保障措施，確保工作有法可依、有章
可循。要強化學校主陣地建設，改進課程設置、
教材選用、教師培養、教學評估等工作，推動考
試及評核機構改革，完善教師准入和培訓制度，
支持開辦愛國愛港學校。要重視社會教育，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加強媒體管理，為青少年健康成長
營造良好社會環境。要創新港澳青少年赴內地交

流的工作方式，更多採取參與式、體驗式、沉浸
式等形式，增強吸引力和實效性。支持在內地省
市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港澳青少年愛國主義
教育基地，持續完善港澳青少年到內地學習、工
作、生活的便利政策，不斷增強他們的獲得感、
歸屬感。港澳政協委員要勇於擔當作為，多做建
言資政和凝聚共識工作，當好港澳青少年愛國主
義教育的宣傳員和促進者。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萬鋼、何厚鏵、李
斌出席會議。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作主題發
言。全國政協委員朱小丹、佘德聰、李卓彬、陳
虹、黃楚標、陳仲尼、王明凡、黃華康、薛衛民
和特邀代表鄭翔玲作了發言。教育部負責人介紹
了有關情況，國務院港澳辦、共青團中央、澳門
中聯辦負責人作了協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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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正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報道，十三屆全國政
協第四十八次雙周協商座談會 23 日在京召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會
議。他強調，加強港澳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事
關香港、澳門長治久安，是一項打基礎、利長遠
的重要工作。要深入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
港澳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論述，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澳”原則，突出問題導向，抓住關鍵
因素，注重精準施策，保持戰略定力，調動各方
面力量關心、支持、幫助港澳青少年健康成長，
讓愛國愛港愛澳光榮傳統薪火相傳。10 位委員
和特邀代表圍繞會議主題從不同角度建言諮政。
近 80 位委員在全國政協委員移動履職平台上發
表意見。委員們認為，愛國是人世間最深層、最

●十三屆全國政協第四十八次雙周協商座談會
23 日在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會議。 新華社

主持召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

深港科創互補 積極做好對接

：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韓正 22 日在廣州主持
召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深
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
研究部署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有關政策
落實等工作。

韓正表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這是豐富

“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創舉，是進一步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的有力舉措，有利於支持和推動香港、澳門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近年來，粵港澳三地和有關
部門積極作為，有力有序推進各項工作，成績值得充
分肯定。要準確把握新形勢新任務，堅持目標導向，
圍繞實現目標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扎實推進重大合
作平台建設，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取得新的更大進
展。

抓住擴區改革開放兩重點
韓正指出，要緊緊圍繞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
展這條主線，做好加快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這篇
大文章。要把握好戰略定位，打造促進澳門經濟適度
多元的新平台、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豐
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的新高地。要抓好主要任務，建立共商共建共管的
體制機制，盡最大努力聚焦優勢領域發展新產業，構
建橫琴與澳門一體化高水平開放的新體系。
韓正強調，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建設要抓住
“擴區”和“改革開放”兩個重點。要進一步擴展合作
區發展空間，用好有關支持政策，促進深港開展深度合
作。要扎實推進制度改革創新，推動現代服務業創新發
展，加快科技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區域治理模式，
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要深入推進高
水平對外開放，深化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提升法律
事務對外開放水平，更好參與國際合作。同時，香港和
深圳在科技創新領域的互補性很強，要積極做好相關對
接工作，規劃建設好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韓正22日在廣州主持召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

新華社

會見港澳特首 勉完善體制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報道，4 月 22 日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韓正在廣州分別會見了前來參加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
一誠。

囑港組織好今明兩年系列選舉
韓正充分肯定了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近期的工作。他表示，全國人大關於完

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有
關修訂，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確保
香港長治久安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香港
特別行政區要抓緊做好本地立法相關工作，
組織好今明兩年系列選舉。澳門也要全力做
好第七屆立法會換屆選舉工作。香港、澳門
都要繼續把疫情防控作為推動經濟復甦和民
生改善的首要工作，中央政府將一如既往給
予全力支持。要認真落實好中央賦予前海、

橫琴和河套地區的支持政策，進一步創新和
完善體制機制，發揮好港澳獨特優勢，共同
推進大灣區建設，保持香港、澳門的長期繁
榮穩定，促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不斷向
前發展。
林鄭月娥、賀一誠表示，衷心感謝中
央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和支持，將按照中
央要求和部署，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並做好有關工作。
夏寶龍參加會見。

須不折不扣落實中央部署
韓正指出，各有關部門、廣東省、深圳市等有關
方面要不折不扣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進一步完善政
策舉措，加強組織協調，高標準高質量推進重大合作
平台建設。要營造更好的工作生活環境，廣泛吸引國
際人才。要做好宣傳解讀，為重大合作平台建設創造
良好氛圍。
李希、夏寶龍出席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一誠等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員以及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參
加會議。

●韓正會見林鄭月娥。

新華社

●韓正會見賀一誠。

新華社

香港瞭望
星期日

2021年4月25日

A7

Sunday, April 25, 2021

武 器 謀 顛覆
等
P
T
A
T
成首
囤
名
燊
涉
溢
“港獨”
組
炸
盧
彈

織“香港民族陣綫”，於前

案

年黑暴虐港期間，在荃灣德士古道工

被

廈秘設炸藥工場及武器庫，妄圖發動武裝暴
動，被警方偵破，起出 1 公斤 TATP 烈性炸藥

頭目
重判

等武器。該組織頭目盧溢燊早前承認存
有炸藥意圖危害生命或財產罪，23
日 在 香 港 高 等 法 院 被 判 囚 12
年，成為首名涉炸彈被重

●香港文匯報於 2019 年 1
月 7 日率先報道涉事“港
獨”組織在荃灣的物資倉。

判的黑暴“獨梟”。
●香港文匯報

“阿湯
阿湯”
”
盧溢燊

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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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歲的被告盧溢燊，被控
現年於 2019
年 7 月 19 日在荃灣德

士古道142號隆盛工廠大廈20樓一
個單位內，非法及惡意存有爆炸
品，即三過氧化三丙酮
（TATP），
意圖藉以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
重傷害。他在前年被捕後一直被還
柙，早前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控罪，
轉介至高院接受判刑。
辯方早前引述國際刊物學術文章聲
稱 TATP 威力較炸藥 TNT 低，因此不
能與當年葉繼歡管有 TNT 炸藥被判囚
18 年的案例比較。但法官陳
慶偉認同控方所指，TATP 炸
藥更不穩定，更易引爆，潛在危
險更大，且案中發現近 1 公斤
TATP 炸藥，可因熱力、摩擦或撞擊
而觸發，毋須引爆器，物質敏感易爆，
對公眾更危險，警方當時須疏散附近工
廈住戶及居民於天台即場引爆涉案炸
藥，造成水泥牆及鐵閘嚴重損毀。辯方
所援引的科學文章只是分析實驗室條件
下的爆炸，與現實情況有分別。

◀ ▼ 2019 年 7 月 20 日
晚。警方於
警方於“
“民族陣綫
民族陣綫”
”
荃灣物資倉檢獲烈性炸
藥等武器。
藥等武器
。
資料圖片

存製彈資料“恐怖分子先會睇”

低調部署軍火庫 幕後策劃暴力案

陳官指出，警方不但搜出了 TATP
原材料、製作工具，還在涉案單位搜出
武器和書籍，尤其有《香港獨立論》一
書，亦有鼓吹“香港獨立”、分裂國
家、顛覆國家的政治單張和小冊子。同
時，警方在被告的手機內檢取了兩份講
述不同物質和爆炸品特性、製造方法、
引爆機制的文件，“是給恐怖分子閱讀
的文件。”
陳官表示，毫無疑問被告與其他人
正在製作高威力炸彈，雖然被告並非被控
製造爆炸品罪，但被告意圖造成人命傷亡
或財物損失，兩論本案情節，兩者刑責無
異，且同樣邪惡，亦可見被告為主腦人
物，準備及保存高爆炸性物品，意圖顛覆
香港政府及推動“港獨”
，屬最嚴重同類
型案件，同時也危害警方爆炸品處理人員
的生命。

判刑有考慮立會暴動事件

●盧溢燊混在“港獨”遊行隊伍
中。
資料圖片

● 2019 年 7 月 20 日盧溢
燊被捕。
燊被捕
。
資料圖片

● 2018 年 12 月 9 日 ，“
，“星火
星火”
” 同盟
在葵芳地鐵站外設街站籌款，
在葵芳地鐵站外設街站籌款
，盧溢燊
在旁“
在旁
“押陣
押陣”。
”。
資料圖片

●盧溢燊 2018 年 12 月 30
日獨自步入“民族陣綫
民族陣綫”
”設
在荃灣一座大廈內的貨
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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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上午
日上午，
，囚
車將盧溢燊押往高
院受審。
院受審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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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官在宣判前表明會考慮立法會事
件為事發背景，提到同年7月1日發生大
批暴動者闖入立法會大肆破壞，雖然沒證
據與本案有關，但這是2019年動亂的事
件之一。
陳官直言，葉繼歡當年管有兩公斤
TNT 炸藥被判囚 18 年，而他當年回港
只為求財，本案被告卻針對特區政府，
企圖破壞社會穩定，造成公眾恐慌，刑
責起碼與葉繼歡同等，甚或比葉繼歡更
重，加上 TATP 比 TNT 更危險，可在
香港造成嚴重人命傷亡或財物損失，被
告形同向香港社會宣戰，潛在危險比葉
繼歡案大，且萬一拆彈專家處理不善，
生命可能受威脅，故須判處極度阻嚇性
刑期。
法庭最終以與葉繼歡相同的判囚
18 年作量刑起點，基於被告認罪後扣
減三分之一刑期，判囚12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得民）因爆炸品案件
罪成而被判重刑的“阿湯”盧溢
燊，是在修例風波至今因涉暴力案
件而被判最重刑的“港獨”暴力分子。
據悉“阿湯”在 2015 年開始活躍於“港獨”的
圈子中，也是“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陣綫”
核心成員。組織的原頭目陳卓南拋棄組織
遠走高飛，剩下爛攤子表面交由被 DQ 的
前立法會議員梁頌恆接手，但實際上“阿
湯”
才是幕後的話事人，負責組織策劃多次
激進的暴力事件，更與梁二人一明一暗地
合力推動組織的
“港獨”
活動。
據了解，“阿湯”性格非常孤僻，平
常進出倉庫都是隻身一人，經常都會以低
調而密實的全黑蒙面加上鴨舌帽打扮示
人，甚少與人交談接觸，不過在陰沉的性
格的另一面卻是一個“實事實幹”的“行動
派”
。“阿湯”為人小心謹慎，在多次的組
織行動中都只會在遠遠的一旁作指揮觀
察，盡量避免走在第一線，減低曝光風
險。
有別於過往陳卓南“渣 Fit”時的高調
作風，“阿湯”在掌握組織的話語權後，
將組織整頓變得“務實”起來，組織經常
都會定期舉行一些格鬥和反跟蹤的訓練。
香港文匯報於 2019 年 1 月報道過“港
民陣”在荃灣、觀塘和火炭均有倉庫，這
些倉庫都是以“阿湯”的名義租用並且由
他全盤負責調動和分配物資。有知情人士
向記者透露，“阿湯”在例修風波爆發後
顯得十分雀躍，更部署了多個行動計劃，
當時甚至會經常親身處理和測試爆炸品和
火藥，以準備隨時爆發暴力行動。
知情人士還指，修例風波期間，“阿
湯”更與梁頌恆、前“學生動源”頭目鍾
翰林和前“香港獨立聯盟”陳家駒等“港
獨”頭目在室內進行衝擊的訓練。可惜最
終百密一疏，其中的爆炸品計劃都被警方
發現搗破，而涉及的爆炸品案的案發地
點，正正是組織其中一個位於荃灣倉庫的
工業大廈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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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公共圖書館的世界文學節
本周三訪問來自中國大陸作家哈金
（休士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本周三
本周三（
（4 月 21 日）下午紐約公共
圖書館訪問了中國旅美作家哈金（
圖書館訪問了中國旅美作家哈金
（Ha Jin ),談其在海外如何走上
),談其在海外如何走上
以 「英語寫作
英語寫作」
」這條路
這條路，
，及創作長
及創作長、
、短篇小說的技巧
短篇小說的技巧。
。
哈金自幼在中國接受傳統教育，
哈金自幼在中國接受傳統教育
， 上世紀 80 年代隨留學大潮
來到美國，
來到美國
，從此再沒有離開過
從此再沒有離開過。
。他曾坦承
他曾坦承：”
：”在美國生活下來
在美國生活下來，
，
並不是太忙，
並不是太忙
，但是如何使存在有意義
但是如何使存在有意義。
。則是非常難的一件事
則是非常難的一件事。
。對
於我來說，
於我來說
，證明我存在的獨木橋
證明我存在的獨木橋，
，就是寫作
就是寫作。”
。”
哈金的作品，
哈金的作品
，不同於上世紀 50
50-60 年代台灣旅美作家白先勇
、聶華苓
聶華苓、
、於梨華等人的作品中所表達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眷戀
和濃烈的尋根意識。
和濃烈的尋根意識
。哈金作品因其對故土的
哈金作品因其對故土的”
”熟悉
熟悉”
” 與” 隔膜
”, 加深了作家對不同生活的本質性審視和文化解讀
加深了作家對不同生活的本質性審視和文化解讀，
，促使他在
中美兩種不同文化差異中,,表達出屬於他的
中美兩種不同文化差異中
表達出屬於他的”
”他者化
他者化”
” 想像的家
園情結。
園情結
。
以英語創作的哈金，
以英語創作的哈金
，其作品能屢獲美國主流文學大獎
其作品能屢獲美國主流文學大獎，
，除了
其獨特的表達視角和語言風格外，
其獨特的表達視角和語言風格外
， 其作品裡濃郁的
其作品裡濃郁的”
” 中國想像
”無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無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不同於其他海外傷痕文學
不同於其他海外傷痕文學、
、海外文革
小說的家族式書寫的寫作方式，
小說的家族式書寫的寫作方式
，哈金的文革小說並沒有著力突出
” 文革
文革”
” 本身
本身，
， 而是憑藉靈敏的文學感染力
而是憑藉靈敏的文學感染力，
， 並從中不同層面
刻畫了老百姓傳統積澱的心理和心靈世界，
刻畫了老百姓傳統積澱的心理和心靈世界
，拓展出富有個性化的
審美表現形態，
審美表現形態
，為我們打造出另一種新的語言敘事空間
為我們打造出另一種新的語言敘事空間，
，在於人
文體發性、
文體發性
、藝術創造性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價值
藝術創造性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價值。
。
哈金的長篇小說《
哈金的長篇小說
《 等待 》（
》（Waiting
Waiting )曾以其獨特的語言風
) 曾以其獨特的語言風
格和視角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及美國筆會// 福克納小說獎
格和視角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及美國筆會
福克納小說獎（
（
PEN/ Faulkner Award ),打破並改寫了美國暢銷書巿場長期由華裔
),打破並改寫了美國暢銷書巿場長期由華裔
女性作家占主角的歷史局面，
女性作家占主角的歷史局面
，為第一位同時獲此兩項美國文學獎

的華裔作家。此外
的華裔作家。
此外，
，哈金創作的許多短篇故事入選美
國 最 佳 短 篇 故 事 選 。 他 的 故 事 集 《 辭 海 》 （The
（The
Ocean of Words )於
) 於 1996 年獲得美國筆會
年獲得美國筆會//海明威獎
（PEN /Hemingway Award ), 同時另一部短篇小說集
《 光天化日 》（
》（Under
Under the Red Flag )於
) 於 1997 年獲得
短篇小說弗萊尼里歐克納獎（
短篇小說弗萊尼里歐克納獎
（Flannery O’
O’ Connor
Award for Short Fiction )。
)。以朝鮮戰為背景反映中國志
願軍戰俘的作品《
願軍戰俘的作品
《 戰廢品 》（
》（War
War Trash )被
) 被 《 紐約
時報》
時報
》 評為年度好書
評為年度好書，
， 也是他第二次贏得了美國筆
會/ 福克納獎
福克納獎，
，並躋身於普立茲獎的決選作品之列
並躋身於普立茲獎的決選作品之列。
。
哈金在回答主持人 Hung Yun Chang 的提問時談
到他個人的寫作心路歷程及感受：
到他個人的寫作心路歷程及感受
：
問：您如何走上用英文創作這條路
您如何走上用英文創作這條路？
？
巴金：
巴金
：我學的專業是 「英語文學
英語文學」
」。移民的話
移民的話，
，
不曉得我要作什麼，
不曉得我要作什麼
，在美國作什麼都需有學位
在美國作什麼都需有學位，
，我唯
一的出路~
一的出路
~ 是否能繼續寫作
是否能繼續寫作？
？ 我去讀 「創意寫作
創意寫作」
」的
圖為作家哈金在線上會議上。
圖為作家哈金在線上會議上
。臉部的傷痕是日前打 COVIDCOVID-19
19 疫苗第二劑後
疫苗第二劑後，
，
研究生，
研究生
， 讀研究生時我找到工作— 在 Emerly 大學教
身體不舒服，
身體不舒服
，在家門外摔了一跤後受的傷
在家門外摔了一跤後受的傷。（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詩歌寫作
詩歌寫作」
」。我的第一本書
我的第一本書，
，沒達到賣的標準
沒達到賣的標準。
。中
篇 「Waiting
Waiting」
」也不過 105 頁！
問： 「背叛指南
背叛指南」
」有涉及當時的人物
有涉及當時的人物？
？是否有涉及法律訴訟糾紛
問：是否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比 「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
」更難寫
更難寫？
？
？當時的紀錄
當時的紀錄，
，必須很小心
必須很小心，
，否則易引起糾紛
否則易引起糾紛！
！
巴金：
巴金
：短篇小說有如短跑
短篇小說有如短跑，
，需有 「爆發力
爆發力」
」！而長篇小說
而長篇小說，
，有如 巴金
巴金：
：自由生活需付出高昂的代價
自由生活需付出高昂的代價！
！所謂 「自由
自由」
」的觀念
的觀念，
， 「自
馬拉松，
馬拉松
，需有耐力
需有耐力，
，勞動量大
勞動量大。
。
由」的價值
的價值。
。事實上
事實上，
， 「自由
自由」
」是沒有 「安全
安全」
」的！真正選擇自
問：長篇小說如何寫
長篇小說如何寫？
？是事先想好
是事先想好？
？
由的人，
由的人
，是去掉 「集體
集體」
」的安全感
的安全感。
。而小說
而小說，
，是藉升斗小民
是藉升斗小民，
，反
巴金：
巴金
：一種是 「事先想好
事先想好」
」，還有一種是天馬行空
還有一種是天馬行空，
，一邊寫
一邊寫，
，一 映時代的脈動
映時代的脈動。
。
邊想，
邊想
，但大體都已知結局
但大體都已知結局。
。一邊寫
一邊寫，
，一邊構思內部細節
一邊構思內部細節。
。動筆寫 問：談談美國 「本科
本科」
」學生與國內 「本科
本科」
」學生作比較
學生作比較？
？
時，用 「英語
英語」
」思考
思考。
。
巴金：
巴金
：在國內
在國內，
，一流學生是學物理化
一流學生是學物理化，
，文科是二流學生
文科是二流學生，
，而美國
問：談談您的代表作 「等待
等待」
」這本書 ！ 故事曲折
故事曲折，
，看起來 ，一流學生是人文出身
一流學生是人文出身，
，注重人文教育
注重人文教育。
。
悲劇收場！
悲劇收場
！
問：您覺得那些中國作家較好
您覺得那些中國作家較好？
？
巴金：
巴金
： 書裡孔林
書裡孔林、
、 淑玉和曼娜的三角戀愛關係中沒有扣人 巴金
巴金：
：我覺得中國作家較好的如余華
我覺得中國作家較好的如余華，
，莫言
莫言。
。但我們很少交流
但我們很少交流。
。
心弦的愛情，
心弦的愛情
， 也沒有驚心動魄的衝突
也沒有驚心動魄的衝突，
， 卻以一種平實
卻以一種平實、
、 緩 問：您的作品也在國內出版嗎
您的作品也在國內出版嗎？
？
慢的筆調詮釋了主人公對現實生活的無奈和失望。
慢的筆調詮釋了主人公對現實生活的無奈和失望
。 這種 巴金
巴金：
：我有三分之一的作品在國內出版
我有三分之一的作品在國內出版。
。但他們要砍掉一些內容
圖文::秦鴻鈞
圖文
「意識流
意識流」
」靠語言本身
靠語言本身，
，現在已不流行這種寫法
現在已不流行這種寫法！
！
。
問 ： 為什麼您的長篇小說
為什麼您的長篇小說，
， 男主角多半柔弱
男主角多半柔弱，
， 感情用事
感情用事，
，
巴金於 1956 年 2 月 21 日在中國遼寧省出生
日在中國遼寧省出生，
， 父親是解放軍
女主角多半剛強？
女主角多半剛強
？
的一名軍官。
的一名軍官
。 哈金小時候只讀過四年的小學
哈金小時候只讀過四年的小學。
。 1969 年 ， 哈金 14
巴金：
巴金
：這是我對生活的觀察
這是我對生活的觀察，
，中國女性多比較堅靱
中國女性多比較堅靱！
！
歲的時候，
歲的時候
，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
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
。後來
後來，
，哈金考上黑龍江大學英
問：談談 「新郎
新郎」
」這本小說
這本小說！
！
語專業，
語專業
，在大學期間曾經參加過由於曹長青擔任社長的文學社
在大學期間曾經參加過由於曹長青擔任社長的文學社，
，
巴金：
巴金
： 寫 「喜劇
喜劇」
」 往往是作家 「成熟
成熟」
」 的標幟
的標幟！
！ 果戈里寫 並於 1981 年畢業
年畢業，
， 取得英語學士學位
取得英語學士學位。
。 1984 年 ， 取得山東大學
「帶眼淚的微笑
帶眼淚的微笑」
」 ！ 喜劇比較難寫
喜劇比較難寫，
， 與作者個人 「個性
個性」
」 北美文學碩士學位後
北美文學碩士學位後，
，前往美國留學
前往美國留學。
。
有關。，
有關
。，
1989 年，當哈金在美國布蘭戴斯大學留學時
當哈金在美國布蘭戴斯大學留學時，
，北京天安門發
問：談談 「背叛指南
背叛指南」
」這本書
這本書，
，寫 CIA 間諜
間諜，
，女主角 Lilian 生六四事件
生六四事件，
，這使得他決定留在美國
這使得他決定留在美國。
。
讀美國當代詩人詩作，
讀美國當代詩人詩作
， 談談 「詩 」 與 「語言節奏
語言節奏」
」 的關係
翌年（
翌年
（1990 年 ） 他就出版了第一本詩集
他就出版了第一本詩集《
《 沈默之間 》。
！
1993 年，在美國布蘭戴斯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
在美國布蘭戴斯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
。
巴金：
巴金
： 「詩 」 的特色是簡潔
的特色是簡潔，
， 把句子寫的更好
把句子寫的更好。
。 小說中的
他的小說多半將場景設定在中國一個虛構的城市 「無地
無地」
」
「語言
語言」
」 與 「戲劇
戲劇」
」 的語言是二碼事
的語言是二碼事。
。 小說中的 「語言
語言」
」 （Muji )。
)。 他以
他以《
《 等待 》 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和 1999 年福克納
是 「敘述
敘述」
」 語言
語言，
， 多為心理對話
多為心理對話，
， 心理獨白
心理獨白。
。 而 「戲劇
戲劇」
」 獎。他的許多短篇小說被選入美國最佳短篇小說選當中
他的許多短篇小說被選入美國最佳短篇小說選當中。
。他的短
弘揚佛法大愛，
弘揚佛法大愛
，傳播人間真情
傳播人間真情！
！
主要是靠對白而表現的。
。
篇集《
篇集
《 光天化日 》（
》（Under
Under the Red Flag 〉，
〉，獲得了
獲得了 1997 年短篇
德州觀音堂於昨天（
德州觀音堂於昨天
（週六 ）上午十時半至中午十二時
上午十時半至中午十二時，
，在觀音堂 主要是靠對白而表現的
背叛指南」
」有從 1952 年寫起的
年寫起的？
？另一條線從 2011 年 小說富蘭納瑞
小說富蘭納瑞.. 歐克納獎
歐克納獎，《
，《 好兵 》 獲得 1996 年海明威獎
年海明威獎。
。
新址（
新址
（@慈濟斜對面
慈濟斜對面）
）停車場舉行露天全免費活動
停車場舉行露天全免費活動，
，派發口罩
派發口罩，
，素食 問： 「背叛指南
寫起？
？
2004 年描寫韓戰戰俘的長篇小說
年描寫韓戰戰俘的長篇小說《
《 戰廢品 》（
》（War
War Trash )再度
)再度
飯盒，
飯盒
，吉祥米
吉祥米，
，供果等吉祥禮品
供果等吉祥禮品，
，每人一份
每人一份。
。很多信眾前來觀音堂禮 寫起
巴金：
： 像這種二條故事二條線
像這種二條故事二條線，
， 是最難寫的
是最難寫的，
， 也是 「行家 贏得福納獎
贏得福納獎，
，並入圍普立茲獎
並入圍普立茲獎。
。
佛，結緣
結緣。
。圖為當天在現場幫忙的觀音堂義工信眾
圖為當天在現場幫忙的觀音堂義工信眾，
，於活動結束後
於活動結束後，
， 巴金
」最精緻的地方
最精緻的地方！
！
在活動現場合影。
在活動現場合影
。

觀音堂昨在門前停車場
舉行露天全免活動，反映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