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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疫情失控 考驗美印關係
【中央社】美國智庫 「布魯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萊特（Thomas Wright）指出，印度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於 4 月失控，打亂美國總統拜登
籌畫的長期疫苗外交計畫，更由於反應過慢，引發印度對美
國的不滿，可能導致雙方盟友關係出現裂痕。
萊特投書《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稱在拜登上
台後，其一方面強調美國面臨的疫情問題最嚴重，短期內將
集中資源，先完善本國的疫苗施打；另一方面則啟動美、日
、澳、印 「四方安全對話」 （Quad），並承諾未來將為印度
提供資金等協助，讓該國在 2022 年底前為印太區域製造 10
億劑疫苗，用於對抗中國大陸先起步的疫苗外交。

以當時的時空背景來看，此規劃可謂合理。但在進入 4
月後，印度疫情在多種變異病毒、大規模宗教慶典等因素下
出現爆炸性成長，目前已成為全球首個單日確診數破 40 萬的
國家，境內醫療資源嚴重匱乏，許多病人因無氧氣可吸而喪
命，當地火葬場大排長龍，病故者甚至直接在街道上火化。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外國政府，甚至包括中國大陸、巴
基斯坦等印度的地緣政治對手，都開始向其提供呼吸器、製
氧機等醫療用品，以減緩該國面臨的人道危機；但上台後主
打加強美印關係的拜登政府，卻在公開場合保持沉默，即使
外界詢問，也只能得到與印度疫情變化前如出一轍的官腔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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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地獄 印度失陷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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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將從下週二開始限
制来自印度之旅客，但是此禁令
不包括美國公民、綠卡持有人及
一些特定人士，根據白宮人士表
示，他們將被要求測驗呈隂性否
則就要進行隔離、
根據最近數據顯示，印度全
國已有二十萬人死亡，但專家們
認為，實際數字可能在五到十倍
之間，在全國十四億人口中，只
有百分之一種植疫苗，全國醫療
體系已經崩潰。
四十個國家已經向印度支援

一萬個氧氣機，四千個氧氣筒，
美國政府兩架支援物資之飞機也
於週五到達印度，中國政府也表
達會向印度立即給予支援。
可笑的是，摩地總理還在鼓
勵選民參加地方選舉，不顧疫情
正在殺死他的國民。
印度之疫情正如野火般，每
天至少有三千五百人死亡 ，各大
城市之火葬場已經是人滿之患，
墓地早已不敷使用。
摩地總理早在疫情時期，還
誇下海口，認為全國疫情控制良

好，而不加予管
控，為了其政治
前途，更是不顧
選民死活，真令
人痛心。
印度是一個人口
大國，多年來也
在实施民主選舉
，但是该國人民
貧富差距令人乍
舌，對宗教之愚
蠢，更是令人不敢相信，如今成

為人間煉獄是有其原因的。

Indian People Are
Living In Hell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President Biden finally restricted
travel from India starting next
Tuesday. The policy will not ap-

ply to American citizens,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s or other exempted individuals, but people in

those categories will still have to
test negative prior to travel.
India surpassed 200,000
COVID-19 deaths with experts
warning that the actual death toll
is much higher. The surge in new
infections has stretched India’ s
hospitals to the breaking point
causing a shortage of oxygen,
hospital beds and other supplies.
As the COVID-19 crisis
spreads, oxygen has become
one of the scarcest commodities.
One young man waited for five
hours to get oxygen for his sick
grandparents.
China and India foreign ministers held a conference call on
Friday and agreed to keep the
supply chains and cargo flights
open to ensure a steady flow of
medical supplies.
Helplessness,
frustration
and anger has been blamed on

the government which has failed
because of policy maker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put contingency plans ahead of the crisis.
Two air force transport
planes carrying U.S. supplies of
oxygen cylinders and masks arrived in New Delhi Friday. The
White House has pledged to help
India combat the pandemic.
Anger toward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is growing because of his decision to hold
huge election rallies as the pandemic soared.
We really don’t understand why
this politician still wanted to accomplish his political goals in order to sacrifice the lives of so
man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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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當局取消來自印度航班
歐盟綠色通行證將試運營
（綜合報導）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 4 月 30 日通報，全國累計確診新冠病
例 4022653 例，累計死亡 120807 例。受印度發現的
變種病毒影響，拉齊奧大區已緊急拉響防疫警報，
當地印度裔和錫克教徒社區感染情況令人擔憂。
當地時間 4 月 29 日，拉齊奧大區衛生部門開始
對拉提納省薩包迪亞市印度裔和錫克教徒社區進行
新冠病毒普及性篩檢。在薩包迪亞市貝拉·法尼亞
村鎮，衛生部門進行了 550 次咽拭子測試後，發現
87 名印度籍移民感染了新冠病毒。目前這些檢測生
物樣本已經被送往國家傳染病研究所進行病毒測序
，藉以了解其中是否包含印度發現的變體病毒。
貝拉·法尼亞村鎮居住著大量印度籍移民，當
局擔心變體病毒在社區蔓延，已決定立即將該村鎮
劃入紅區，原本即將迎來旅遊旺季的海濱城市薩包
迪亞也面臨封城風險。
鑑於目前變種病毒排查存在諸多困難，當地時
間 4 月 30 日，意大利當局取消了葡萄牙高飛航空公

司一架原定下午 14 時從印度抵達羅馬菲烏米奇諾
的航班。該航班原計劃搭載 250 名乘客。
當地時間 4 月 30 日，意大利國家衛生院發布最
新一周疫情監測報告指出，全國平均感染指數 Rt
值從前一周的 0.81，上漲到了 0.85。但感染率有所
下降，本週監測數據顯示，每 10 萬居民中有 146 例
感染病例，而上週為 152 例。
另據歐盟“綠色通行證”數字證書系統消息，
從 5 月 10 日開始，意大利等 15 個國家將試運行
“綠色通行證”系統，該系統有望 6 月 1 日在歐盟
運行。 “綠色通行證”即媒體稱的疫苗護照，是
為確保今年夏天歐洲內部的人員流動所設。
報導稱，目前歐盟“綠色通行證”相關技術手
段和基礎設施正在搭建中，有望在 6 月底全面正式
啟動。根據歐盟官員解釋，歐洲議會與歐洲理事會
之間關於“綠色通行證”數字證書的談判已經開始
，該談判計劃將於下週進行。

德國““五一
德國
五一””多地示威
多地示威，，柏林出動
柏林出動5000
5000警力
警力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 5 月 1 日，雖然德國
疫情形勢嚴峻，但德國多個城市仍爆發了示威遊
行。
在柏林舉行的眾多示威遊行中，示威者與警
察之間發生了衝突。據 t-online 報導，柏林的利
希滕貝格地區有約 200 名示威者湧上街頭，警察
實施了第一批逮捕行動。在漢堡地區，警察阻止
並驅散了一處約 80 人的示威遊行活動，該遊行由
於沒有遵守防疫保護法，被法院禁止並要求取消
。

據德新社報導，柏林警方為防止遊行暴亂，
出動了約 5000 名警力，在勝利柱附近甚至動用直
升機向地面指揮處傳輸實時圖像。警方表示，目
前為止，還沒有發生任何騷動現象，但是在德國
的幾個主要城市，如柏林、漢堡、萊比錫等地發
生了襲擊事件。
每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德國各大城市都
會出現大規模示威遊行活動，而今年在疫情防疫
措施下，對警方來說控制現場尤為困難。

阿富汗檢查站遭塔利班襲擊，
阿富汗檢查站遭塔利班襲擊
，30 名阿富汗士兵失踪
（綜合報導）阿富汗東部加茲尼市一個檢查站在遭到塔利班武裝分子襲擊後，至少有 30 名阿
富汗國民軍士兵失踪。
報導稱，根據加茲尼省政府代表的消息，塔利班武裝分子於週五（4 月 30 日）晚上襲擊了該
檢查站，在多個小時的衝突中武裝分子成功控制了檢查站。塔利班發言人扎比烏拉.穆賈希德稱已
佔領檢查站。他在推特上發表的聲明中說，塔利班在襲擊後成功佔領了軍事基地，奪取了大量武

器和彈藥。他還說，在佔領檢查站時有 20 名阿富汗軍隊戰士被俘。
此前美國政府宣稱，與盟國協調在 5 月 1 日前將開始從阿富汗撤軍並在 9 月 11 日前完成撤軍
。 2020 年美國和塔利班的代表在多哈簽訂 18 多年戰爭以來的首個和平協議。該協議規定在 14 個
月內外國軍隊撤出阿富汗並在交換戰俘後開始阿富汗間的對話，從簽署協議時起塔利班運動多次
指責美國違反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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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反對封鎖措施 英國民眾又上街示威遊行
綜合報導 近日，英國關
於解除封鎖以及是否應該接
種疫苗的討論日益激烈，數
千人再次走上倫敦街頭“要
自由”。
綜 合 英 國 路 透 社 、 ITV
新聞報道，盡管英國政府
仍限制大規模集會，數千
名 群 眾 依 舊 在 24 日 聚 集 到
倫敦市中心進行遊行示威
，表達對封鎖措施的不滿
。目前已有八名警察在驅
散人群時被投擲的瓶子和

歐盟向“大非洲之角”地區
追加近 1.5 億歐元援助
綜合報導 在戰略要地“大非洲之角”地區遭受戰亂沖突、新冠肺
炎疫情、嚴重蝗災等多重打擊之際，歐盟 23 日宣布向該地區追加 1.49 億
歐元人道主義援助，幫助索馬裏、肯尼亞、吉布提、蘇丹、烏幹達等國
渡過難關。
據歐盟委員會當日發布的公告，歐盟援助將用於支持在上述國家開展的
人道主義項目，具體為索馬裏獲得4250萬歐元援助，肯尼亞獲得1400萬歐元
援助，吉布提獲得 50 萬歐元援助，蘇丹獲得 5200 萬歐元援助，烏幹達獲
得3200萬歐元援助，另有800萬歐元援助用於防治蝗災。
公告援引歐盟委員會負責危機管理的委員萊納爾契奇的話稱，過去
一年“大非洲之角”地區不僅飽受戰亂沖突之苦，還面臨新冠肺炎疫情、
嚴重蝗災和氣候變化“三重威脅”，數千萬民眾急需人道主義援助。
公告顯示，歐盟將向受災民眾提供食品、營養、醫療衛生、庇護等
一系列援助，還將向受災兒童提供約 3000 萬歐元教育援助。
作為一處戰略要地，非洲之角地區有“小非洲之角”和“大非洲之
角”之分，“小非洲之角”主要指索馬裏、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吉布
提等國，“大非洲之角”則將蘇丹、南蘇丹、烏幹達、厄立特裏亞等國
囊括在內。
本周萊納爾契奇先後到訪埃塞俄比亞和南蘇丹，期間宣布歐盟將分
別向兩國提供 5370 萬歐元援助和 4350 萬歐元援助，加上 23 日宣布的 1.49
億歐元援助，本輪歐盟將向非洲之角地區提供近 2.5 億歐元援助。
去年以來，非洲之角地區人道主義形勢持續惡化，除武裝沖突和戰
亂，又連遭新冠肺炎疫情和嚴重蝗災打擊，尤其是蝗災加劇了當地糧食
危機；據聯合國方面統計，受蝗災影響，非洲之角地區現有 3500 多萬人
面臨糧食短缺風險。
此外，去年 11 月埃塞俄比亞北部提格雷州爆發武裝沖突，令當地數
萬民眾被迫逃離家園，引發新一輪難民潮；據歐盟統計，目前非洲之角
地區至少 1150 萬人流離失所，其中 400 萬多人淪為難民。(

意大利營救 112 名難民
西班牙加那利群島 17 人喪生
綜合報導 意大利海關及其執法財政警察部隊巡邏艇在意大利南部
薩蘭托聖瑪麗亞迪萊烏卡水域，攔截了一艘載有 34 名難民的船只。
同日，西班牙海上救援與安全協會發言人向媒體表示，至少有 17 名
試圖乘船到達西班牙的難民在加那利群島附近水域喪生。
意大利財政警察部隊警官表示，被攔截的難民船有來自伊朗和伊拉
克的 31 名男子和 3 名未成年人。這些難民已經在路上行駛了六天，其中
兩名移民因涉嫌組織偷渡，警察已經介入調查。
該警官強調，在 34 名難民被財政警察營救期間，意大利海岸警衛隊
一艘護衛艦同時發現了一艘載有 78 人難民船，這些來自埃及、伊拉克和
吉爾吉斯斯坦，船上包括 35 名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目前意大利財政警
察和海岸警衛隊共同營救的 112 名難民，已被帶到奧特朗托的紅十字會
接待中心進行隔離檢疫，並等候安置。
西班牙海上救援與安全協會新聞發言人表示，一架西班牙空軍直升
機救助了漂泊在加那利群島耶羅島西南 490 公裏處的一艘難民船。救援
人員在船上發現了 17 具死者的遺體，其中還包括婦女和兒童。
西班牙海上救援與安全協會新聞發言人說，西班牙空軍直升機在船
上救回了 3 名幸存者。目前幸存者已被送往耶羅島，並向他們提供醫療
援助，隨後他們被轉移到特內裏費島醫院。
報道指出，這是自去年八月以來西班牙加那利群島水域發生的最大
悲劇，當時在距大加那利島 200 公裏的水域中發現一艘有 15 名難民死亡
的船。

其他物品傷到，兩名警察
已被送往醫院。
遊行活動的組織者宣稱
要“團結起來，爭取自由”
。示威者認為為應對疫情所
采取的限制措施是不必要的
，是對他們人權的侵犯。他
們反對接種疫苗、佩戴口罩
以及采用健康護照。抗議者
高呼“自由”“摘下你的口
罩”，一些人舉著寫有“拒
絕疫苗護照”以及“封鎖就
是殺人”的標語牌。其中大

多數示威群眾並未保持距離
或佩戴口罩。
路透社稱，參與示威的
群眾約有一萬人，不過這一
數字未得到倫敦警察廳的證
實。
倫敦警察廳表示，目前
已有五人因襲擊警察等罪行
被捕。
英格蘭及威爾士警察總
會全國主席約翰· 阿普特
（John Apter）發布推文稱，
“這些警察只是在完成他們

的工作，他們也是別人的兒
子、女兒，他們也是爸爸、
媽媽。他們所遭受的透露出
我們的社會正在變成什麼樣
子，我將繼續盡我所能支持
他們，但我需要政府更加有
所作為。”
最近幾周，英國放松了
封鎖限制措施。4 月 12 日，
非必需性的商店和戶外活動
場所重新開放，但至少在 5
月 17 日前，室內聚會活動仍
被禁止。

歐盟稱接種疫苗或可放寬管控
意限制印度旅客入境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量的增加，可以對
13158 例，死亡 217 例。截至 25 日 18 時， 恢復正常生活產生
全國累計確診病例 3962674 例，死亡病例 積極影響。”
119238 例，治愈病例 3382224 例。
多國發現印度
歐洲疾控中心：接種疫苗可減少重癥 報告的變異病毒
病例數
意大利限制印
將有助於放寬防疫措施
度旅客入境
據報道，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另據報道，希
(ECDC)官網發布《關於新冠疫苗接種的 臘證實發現首例印
益處及對非藥物幹預措施影響的臨時指南 度報告的新冠變異
》指出，在臨床實驗中，歐盟授權的疫苗 病毒病例，患者是
在減少癥狀和預防重癥方面非常有效，現 一名來自伯羅奔尼
實效果也證實了臨床實驗得出的結論。
撒西北部港口城市
現有證據表明，完全接種疫苗的個體 帕特雷的男子。一
即便被感染，發展成重癥的可能性也非常 天之後，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 24 日稱
低，也不太可能將新冠病毒傳染給未接種 ，新冠病毒基因組監控網絡再確認 1 宗印
疫苗的接觸者。但疫苗的保護效果持續時 度報告的變異病毒病例，令希臘現有的印
間，和針對變異病毒的保護能力尚不確定 度“雙重變異”病例增加至 2 例。
。
瑞士公共衛生局證實，瑞士境內出現
ECDC 通過風險評估，建議在一些特 第一例印度報告的變異病毒確診病例。
定情況下取消口罩、安全距離等非藥物幹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表示，他已
預措施。ECDC 主任安德烈埃· 阿蒙(An- 簽署了一項新法規，禁止過去 14 天內在
drea Ammon)表示，需要在樂觀和謹慎之 印度逗留過的旅客進入意大利。已經在印
間找到平衡。“我們相信，隨著疫苗接種 度的意大利居民可以在出發前和抵達時進

行檢測，然後需要聯系防疫部門進行新冠
檢測。
目前尚不清楚疫苗是否能夠抵禦
印度報告的變異病毒，但根據以色列
的研究，輝瑞可以預防這種變異病毒，
但程度有限。輝瑞公司幾天前宣布，
可 能 需 要 在 接 種 完 兩 劑 疫 苗 後 的 6-12
個月內接種第三劑疫苗，並且每年都
需要給人們接種疫苗，才能應對新的
變異病毒毒株。

世貿組織總幹事：
WTO 改革，矛頭不應該對準中國
綜合報導 世界貿易組織
（WTO）總幹事恩戈齊· 奧孔
喬-伊韋阿拉就 WTO 改革問題
指出，不應該把改革的矛頭
對準中國。據“德國之聲”
報道，在歐盟委員會當天召
開的一場會議上，奧孔喬-伊
韋阿拉強調說，如果能避免
讓中國感到自己成為其他大
國的針對目標，那麼北京可能
會更有意願配合參與國際貿易
改革。
“德國之聲”稱，奧孔
喬-伊韋阿拉此番表態的背景
是，出於對中國強大的國有
企業的擔憂，美國、歐盟和
日本等正在推動一項行動，

試圖遏制被他們視為“扭曲
了全球經濟”的產業補貼。3
月 31 日，七國集團（G7）召
開了首次貿易路線部長級會
議，英國以輪值主席國的身
份率先向中國發難，聲稱
“現在是對中國及其在全球
貿易體系中的行為采取強硬
態度的時候了”。G7 在會後
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再次強調
產業補貼作為“扭曲市場”
的做法對經濟的影響。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 4
月 1 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中方絕不接受英方有關官員的
無端指責。她表示，“入世”
20 年來，中方始終履約守信，

身體力行遵守世貿規則，堅定
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
貿易體制。華春瑩指出，西方
大國是世貿規則的主要制定者
，維護自身霸權、限制發展中
國家發展是其一貫做法。而操
縱“遊戲規則”、確保只贏不
輸，這才是真正的不公平，才
真正需要改革。
路透社稱，奧孔喬-伊韋
阿拉在會議上就 WTO 改革所
面臨的問題指出，“我們必須
要讓中國看到，他們不是被針
對的目標。如果中國感到自己
是眾矢之的，是唯一被針對的
目 標 ， 那 麼 （WTO 改 革 ） 會
遇到很大的阻力”。她還強調

，她過去與中國打交道的經歷
都是非常有建設性的。
中國世貿組織研究會副會
長霍建國接受記者采訪時表
示，WTO 改革最關鍵之處是
各成員要相互信任，通過談判
達成一個統一的、兼顧各方利
益的多邊規則。霍建國稱，西
方國家不應該把 WTO 作為針
對中國的舞臺和操縱全球規則
的工具，也不應該將其變成大
國博弈的手段。奧孔喬-伊韋
阿拉在剛結束的博鰲亞洲論壇
年會上曾指出，眼下在全球化
進程中最缺乏的是信任，因此
WTO 要改革，首先要重塑信
任。

亞洲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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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新增確診連續第 5 天創新高
醫院卻將病人拒之門外
綜合報導 印度衛生部公布
的最新數據顯示，過去 24 小時
的新增確診病例超過 35.2 萬，連
續第五天達到創紀錄的高峰，累
計新冠確診病例超過 1700 萬。
據報道，過去 24 小時內，
印度新冠感染人數為 352991 人
，死亡 2812 人，德裏的醫院人
滿為患，全國各地的醫院在醫用
氧氣和病床供應不足後，紛紛將
病人拒之門外。
25 日，印度總理莫迪敦促
所有公民接種疫苗並保持謹慎，
稱這場風暴撼動了整個國家。
此外，印度多地醫院已經發
出緊急通知，稱他們無法應付湧
入的病人。
據印度衛生部數據顯示，印
度共有 13 億人口，目前感染人
數 為 1731 萬 人 ， 死 亡 人 數 為
195123 人。

印度德裏氧氣工廠建設遇阻

中央與地方政府互相指責
綜合報導 印度近期疫情惡化導
致氧氣資源短缺，多地加快建設氧氣
生產工廠提高供應。然而，在印度德
裏建廠的計劃卻一再被拖延，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各執一詞，指責對方阻
礙建設。
印度亞洲國際新聞社（ANI）26
日消息稱，印度中央政府消息人士表
示，在德裏建設8座變壓吸附（PSA）
氧氣生產工廠的計劃，因德裏政府不
發放許可而被拖延。德裏首席部長凱
傑裏瓦爾回應，這是“明顯錯誤”的
說法，而德裏至今僅有 1 座工廠開始
運營。
“非常不幸，在德裏政府積極與
中央政府合作，彌補氧氣供給缺口時
，中央政府竟然給出這種明顯錯誤的

言論，來掩蓋其沒能在德裏建廠的重
大失敗。”凱傑裏瓦爾說。
德裏政府表示，他們早就知道中
央政府在 2020 年 10 月決定在全國建
設 162 家 PSA 工廠，並在同月公布了
招標書，“這些工廠本應由衛生部使
用總理援助基金設立，但是各邦政府
沒有收到一分錢，工廠本該在 2020
年 12 月就完工並交付”。德裏政府
還稱，中央政府把建設其中 140 家工
廠的合同給了同一個承包商，但後來
該承包商“跑路”了。
目前，印度已經連續 4 天日增
病 例 超 過 30 萬 例 。 快 速 惡 化 的 疫
情導致醫療資源陷入短缺，全印度
醫院床位緊張，醫療系統面臨崩潰
局面。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文在寅呼籲有
關方面不要將疫苗接種問題政治化，
加劇民眾對疫苗供給和接種的不安情
緒。
文在寅指出，國際社會有必要加
強協調合作共同抗疫，但隨著各國疫
情“告急”，國際合作被拋到腦後，
轉而選擇通過封鎖邊境、控制疫苗供
應、囤積疫苗等方式謀求自保。
他說：“我們要正視冷酷的現實
，越是有困難，越要重視內部團結，
明智地應對這一挑戰。”他強調，在
這種嚴峻的國際環境下，政府仍在竭
盡全力爭取疫苗貨源。
文在寅表示，目前韓企受托生產三
種疫苗，預計今後還會進一步增加。這將
為自主研發出疫苗提供有力支撐。
他指出，雖然韓國確診人數相比其
他國家較少，但疫情蔓延勢頭無法忽視
。如果確診規模進一步增加，變異病毒
廣泛傳播，情況可能會惡化，並呼籲全
體國民配合政府的抗疫工作。
文在寅對 11 月韓國實現“群體免
疫”的目標充滿信心，並稱政府將力
爭提前實現這一目標。
他表示，政府能否如期達成到 4 月
累計接種 300 萬人、上半年完成 1200 萬
人接種的目標，很快就見分曉。若政
府達不到目標，有關方面屆時可就此
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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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籲國際社會共同抗疫
不應將疫苗問題政治化

星期日

氧氣難求！
印度出動軍機從國外運氧氣 現場曝光
綜合報導 印度各地均出現醫用氧氣短
缺。為緩解“氧氣荒”，印度政府向國際社
會緊急求援。據印度亞洲國際新聞社（ANI）報
道，印度空軍一架 C17 運輸機降落在巴納格
爾基地，機上載有 6 個從迪拜運來的低溫儲
氧罐。
目前，印度黑市一瓶氧氣價格為 600 美
元，但印度人均國民收入僅 2120 美元。而為
了減緩醫療壓力，印度要求所有液態氧只能
用於醫療，使得印度工業生產受到限制，加
劇了其他壓力。
印度近期新冠疫情嚴重反彈。印度衛生部
公布的數據顯示，該國較前一日新增新冠確診
病例352991例，已連續5天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超過30萬例，累計確診17313161例；新增死亡
病例2812例，累計死亡195123例。

中國焦點

2021年5月1日（星期六）

星期日

2021年5月2日

“五一”小長假來臨，國潮愛好者出動

出遊打卡戰衣 青年熱捧國潮

了。穿搭得有個性又時髦，約上三五好友同出
遊成為假期裏一項重要的娛樂活動。在熱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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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的浪潮下，眾人尤其以穿國貨為榮，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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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要聞

● 小長假開啟前，上海浦東
LCM 置 匯 旭 輝 廣 場 內 國 潮 鞋
店，不少年輕顧客正在選購
不少年輕顧客正在選購。
。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羅蘭 攝

裝、鞋帽、箱包甚至配飾都要是國貨才夠火出

圈。有消費者為出遊打卡拍照，還特意趕在節前置一套國貨，香
港文匯報記者走訪多個商場，發現國產品牌專門店裏都

多個中國潮牌節前銷情旺
穿出大牌感覺刷爆朋友圈

﹁

﹂

是年輕人，不少國潮青年表示“當下國潮國貨完
全可以穿出大牌的感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倪夢璟
上海報道

現在的年輕人，沒
件國潮衣服都不好意思出

去旅遊了。今年在小長假出門遊玩的年輕
民眾中，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不少都穿戴上了國貨潮
牌，類似全身國貨打扮的不在少數，如李寧的走秀款外套、
Randomevent 的衛衣、飛躍小白鞋，再搭配 INXX 髮帶，背上 Avenue &
Son 雙肩包，都受到國貨潮人追捧。大學生鄧小姐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買國
貨、用國貨、晒國貨是現代‘國潮青年’的流行生活方式，看看朋友圈裏刷屏
的出遊行頭照片，都被國貨霸屏。”鄧小姐稱，她也要和好姐妹們穿全套國潮
衣服，美美的去景點拍照。

穿國貨成潮流 社交平台晒圖
在時尚達人雲集的小紅書上，有關“穿搭國貨出遊”的筆記多達數百篇。
今年剛畢業的李先生表示，之前看到有網紅去景點打卡的照片，穿着摺腳工裝
褲、變色刺繡衛衣、帽子和手套，站在一幅塗鴉牆邊。“開始以為他穿國外
大牌呢，看了穿搭筆記後才知道全身國貨潮牌，簡直太酷了好嘛！”李先生
於是決定今年“五一”出遊也要穿國潮拍照發朋友圈。“現在國貨可不是
以前那種‘土’的東西了，特別是一批近些年湧現的全新國潮品牌，明星
圈、嘻哈圈、滑板圈，總之那批最潮流的人都在穿國貨。”他還表示，有
時會在路上遇到穿着國潮品牌的“同道中人”，還會心有靈犀地相視一
笑。

品牌推聯名款 小白鞋變潮物
不少消費者為了穿上國貨度假旅遊，特意趕在節前
去大採購。在上海寶山的一家中國李寧店內，有對小
情侶正在挑選衣服。“‘五一’會和朋友去徒步爬
山，在挑選合適的衣服。立領的防風衣、寬鬆的
運動褲、透氣的跑鞋等，都是出行必備。”男生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他們同齡人當中，已
經發自內心地認可國貨，很多款服飾都極具設
計感，穿出的效果和國際大牌絲毫不差。這次
來店裏購買正是因為有些已經在網上賣斷，因
此到店去碰碰運氣。女生則表示，“國貨現在都有
很多明星代言，為了支持自己的偶像，也要為國產品牌打
call。”
位於七寶的飛躍專賣店，這處不大的店面坐滿了顧客，都是為
旅遊來挑鞋。香港文匯報記者想要試穿一雙鞋竟然找不到座位。除了
傳統的小白鞋、帆布鞋，還有不少聯名款，如一款聯名“招財貓”的
鞋子，配上可愛飾品與萌款鞋帶，則是近期銷售最為火爆的款式，
“這段時間賣得太好了，都忙不過來。”店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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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究品質設計 價格豐儉由人
如今的國貨產品線覆蓋面從平價到高端應有盡有。香港文匯報
記者在中國李寧店內就發現，售價 899 元（人民幣，下同）的“絕
影”是商家今年的力推款式，有“00 後”消費者表示，李寧店裏
有一些衛衣、波鞋售價都在四位數，有些明星都穿過，永遠
不會減價。
另外在飛躍店內，一雙標價 328 元的中國相聲團體“德雲社”聯
名款運動鞋吸引了香港文匯報記者的注意，據店員介紹，“現在大家
看到喜歡的就買，只要品質好、設計新，很多人願意掏錢的。”
國貨亦不乏物美價廉之物，比如回力運動鞋最紅的均售價不過
百，“79 元的鞋子穿得已經很舒服了，樣子也好看。”不少消費者
對此讚不絕口，還有人表示，國貨最大的一個優點就是，可以在 200
元的價格之內選擇到性價比極高的商品。

在景
媽穿國潮品牌
▲ 旅遊達人喵
受訪者供圖
點打卡。

外國人爭買中國貨 逆代購興起
隨着國潮品牌崛起，不僅
越來越多的國貨輸出國外成為

熱門，逆代購也成為流行。
此前，大白兔冰淇淋（或
稱雪糕）火爆美國，但後來被
爆出並非官方正品，而近日，
由光明乳業光明冷飲和冠生園食品聯合打造的國
潮新品“光明大白兔雪糕”和“光明大白兔花生
牛軋糖雪糕”即將登陸美國市場，原來，已有
4,000 箱大白兔冷飲順利裝箱發往美國，預計 5 月
中下旬便可成功進入美國市場，5 月底前還將有
近 6,000 箱大白兔冷飲裝箱運往美國。同時，近
年來的國產熱門花生牛軋糖雪糕，也受到美國經
銷商歡迎，同樣計劃在5月底裝箱運往美國。

而在社交平台上，越來越多的 UP 主為國貨“種
草”，CBNData 第一財經數據中心聯合天貓金妝獎
發布了《2021 美妝行業趨勢洞察報告》顯示，國貨美
妝出海增長超 10 倍。出口金額達到 31.39 億美元，同
比去年上漲13.2%。
天貓淘寶海外 2020 雙 11 火爆“搶先購”，國貨
美妝出海增長超 10 倍。在出海的美妝產品當中，
口紅、眼影、腮紅是最熱門品類，睫毛膏、粉餅
則有較大發展潛力。上述報告顯示，佔據國貨美妝
出海銷售榜首的是主打“東方彩妝”理念的花西
子。
報告還顯示，已有25個美妝品牌開始布局海外。
東南亞、日本、中國台灣，成為國貨品牌出海首站的熱
門地區。

● 飛躍與
飛躍與“
“招財貓
招財貓”
”聯名款鞋
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 小紅書上有
關“穿搭國貨
出遊”的筆記
多達數百篇。
網上圖片

香港瞭望

政府四招應急：考慮定期檢測 加強日常執法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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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外傭強檢 入境續約打針


(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再現變數，東涌
出現首宗社區感染無源頭的變種病毒個
案，染疫者為一名 39 歲外傭，專家擔心
社區中或有隱形傳播鏈，造成香港第五
波疫情。港府 4 月 30 日宣布四招應對，

●東涌4月29
日首現無源頭
變種病毒入侵
社區個案，4
月 30 日 在 東
涌流動採樣站
前居民大排長
龍等候接受檢
測。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包括向全港 37 萬外傭發出強制檢測令，
需要於 5 月 9 日前進行；考慮要求外傭日
後要定期接受檢測；外傭申請工作簽證
或續約時必須接種疫苗。政府同時會加
強日常執法行動，並會要求外傭出示檢
測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測。為應付需要外傭的檢測需求，陳肇始表示，
特區政府將着力加強各區社區檢測中心及流動採
樣站檢測能力，包括在 4 個外傭聚集點設免費服
務，另增加至少 6 個流動採樣站，並正安排部分
社區檢測中心於未來兩天延長服務至晚上 10
時，較現時多2小時。

陳肇始：市民打針“不要再等”
● 香港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勞福局局長羅致光
等公布最新防疫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30 日新增 4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香港包括4 月1 宗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涉及一名
39 歲外傭，確診感染 N501Y 及 E484K 變種病毒
株；與她同住的一名 10 個月大女嬰同樣被驗出
涉及該兩款變種病毒株，僱主夫婦則呈陰性。其
餘兩宗為輸入個案，另有少於 5 宗的初步確診個
案。

37萬人須5月9日前完成強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歡迎特
區政府強制外傭接受病毒測試，但擔心
外傭人數眾多，短時間內全部完成檢測
反而有聚集感染的風險，建議政府延長
檢測時限延長至 14 天，並增加更多檢測
中心。她並要求政府釐清外傭若接種疫
苗後出現嚴重副作用，僱主是否須承擔
責任等問題。

應對變種病毒
在外傭間傳播措施
•向全港 37 萬外傭發出強制檢測令，需
要於5月9日前進行
•考慮要求外傭日後要定期接受檢測

•外傭申請工作簽證或續約前，須接種認
可新冠疫苗
•加強執法打擊外傭聚集及不戴口罩，並
會要求外傭出示檢測報告

資料來源：香港食衞局、勞福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料海外到港者傳染外傭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
殷認為，相信外傭很大可能被海外到港的人士傳
染，認為需要關注外傭群體會否存在隱形傳播
鏈，在短時間內做病毒檢測篩查的同時，亦要驗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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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香港衞生防護中心指外傭個案未找到關
連，但許樹昌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早前確診
感染變種病毒的印裔男子曾走入社區，更到過不
少地方，可能製造了隱形傳播鏈再輾轉傳給菲
傭。

血檢查外傭的抗體水平，“一旦在其群組中有隱
形傳播鏈的話，確實會造成家庭群組爆發，疫情
有機會沒完沒了。”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則
稱，“幾乎肯定”今次個案是源於檢疫酒店措
施不完善，令變種病毒走入社區，產生隱形傳
播。
他認為，有幾項應對措施需緊急執行，以攔
截變種病毒進一步在社區擴散，包括要求所有在
4 月內從外地抵港的人士，即使已完成強制檢
疫，都要再做一次核酸強制檢測，並要驗抗體，
以免有人已經在受感染後康復，有可能“走漏”
個案。
何栢良又建議，檢疫酒店員工需接受強制檢
測和驗抗體，強調若變種病毒在港落地生根，將
後患無窮，所有疫苗或旅遊氣泡都會失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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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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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種病毒傳播力高1.5倍

他強調，外傭驗出有 N501Y 及 E484K 變種
病毒，其傳播力較一般新冠病毒高 1.5 倍，未來
14日是觀察會否出現社區爆發的關鍵，並指若果
有廣泛爆發，相信確診數字會在短期內急升，亦
會有更多源頭不明個案，將會造成香港第五波疫
情爆發。
許樹昌認為，外傭的僱主分別是小學教師及
心理學家，他們的檢測雖呈陰性，接觸學生及客
人時會戴口罩，但由於接觸面廣，曾與兩人接觸
的人士及他們曾到訪的地方，都應接受強制檢
測。

憂聚集檢測增播疫風險

容馬珊兒表示，她十分認同政府要
求全港外傭強制檢測，以截斷任何的隱
形傳播鏈。事實上，香港不少僱主都有
鼓勵外傭定期檢測病毒。由於確診者可
能因仍在潛伏期內未被驗出受感染，她
認為應定期要求外傭檢測。
但她認為，港府要全港外傭在 5 月
9 日前完成檢測，時間過短。目前，全
港有 37 萬名外傭，即平均每日要檢測的
人數高達約 4 萬人，令人擔心同一時間
有太多外傭到檢測中心或流動檢測站聚
集，反而增加感染風險。
容馬珊兒建議將強檢時限延長至 14
天，同時要增加更多的檢測中心，而檢
測中心外須有足夠空間，並派員在現場
確保外傭排隊時保持社交距離。

專家：倘確診案急升 即第五波爆發
香港確診首宗本地無源頭
變種病毒感染個案，引起社會
憂慮。政府專家顧問、香港中
/
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
樹昌 4 月 30 日表示，外傭的感
染途徑未明，擔心可能與較早前社區發現的變種
病毒印裔男子個案有關，又說如果短期內確診個
案急升，即代表第五波疫情爆發。
有醫生擔心外傭群體有傳播鏈，認同須在短
時間內要做病毒篩查。

● 港府 4 月 30 日推出最新防疫措施，包括全港
外傭須接受強制檢測，入境或續約須接種疫苗
等。圖為外傭休假時，時常摘除口罩相聚及違反
各種人群限制規定。
資料圖片

僱主協會歡迎外傭強檢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當日表示，今次涉及變種
病毒的個案，相信與香港其他 3 宗變種病毒個案
沒有關連。截至4月30日，外傭居於東涌映灣園
悅濤軒第11座約950名居民已接受檢測，均呈陰
性，但由於病毒潛伏期有機會較長，防護中心已
將大廈內的居民列為密切接觸者，並須接受 21
天的強制檢疫。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其後在記者會
上表示，由於當日確診的個案與早前涉及N501Y
變異病毒株（個案編號 11730）都屬外傭，考慮
到變種病毒的傳染性較高及個案源頭不明，加上
在病毒潛伏期及傳播期間，個案均與其他外傭有
聚會，政府決定全港外傭需要於5月9日前強制檢
測。若已接種兩劑疫苗 14 天過後的傭工可獲豁
免，而於 4 月 30 日已接受檢測者同樣毋須再檢

她續說，過往香港每日檢測量約為 8 萬，雖
然深喉唾液採樣包受歡迎，但收回數量只有一
半，呼籲市民利用社區檢測中心及流動採樣站。
陳肇始並引述世衞的最新資
料指，香港目前的兩款疫苗，包
括科興及復必泰均對是次個案涉
及的變種病毒株有效，故市民接
種疫苗是“刻不容緩”。她解釋
市民即使選擇接種首劑，仍要等
待近 5 周才可產生抗體，故勸喻仍
在觀望的市民“不要再等”。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
光在記者會上指出，香港有約 37
萬名外傭，雖然政府將於今明兩
日加大檢測量，但若全部外傭於
兩日內檢測將會有人龍及造成混
亂，呼籲僱主協助外傭先在網上
預約檢測。
由於今明兩天為勞動節假期
和周日，勞工處會與多個部門在
外傭聚集地方作廣播，呼籲他們
戴口罩，若有屢勸而不遵規例
者，有關部門會採取執法行動。
羅致光續說，日後執法行動中或
會要求外傭出示檢測報告，外傭
可透過手機將檢測報告出示予執
法人員。

羅致光同時宣布外傭申請工作簽證及續約
時，必須事前接種認可的新冠病毒疫苗。他解
釋，由於外傭的工作性質不少都是照顧體弱或年
老長者，而外傭到港工作的休息日，不時會與同
鄉朋友聚會，故面對的風險較高，希望他們先行
接受疫苗注射。他估計每日有 500 多個外傭需要
續約，若外傭在原居地染病到港，有關風險不能
不防，考慮整體防疫要求是有其需要，“作為工
作簽證條件，不認為是苛求。”被問到日後會否
要求港人亦必須接種疫苗，羅致光指外傭可以選
擇不來香港工作，情況與香港居民不同。

TJC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望釐清疫苗副作用責任

至於政府要求新到港及續約外傭須
接種認可的新冠病毒疫苗，她認為新約
外傭先注射疫苗才能到港無可厚非，但
不應強制在港續約外傭接種。
她說，僱主擔心外傭因身體原因接
種後出現嚴重副作用，如要長期留院，
而僱主已與外傭續約，是否要承擔有關
責任等，政府需要作出釐清。
容馬珊兒說，一些外傭抗拒接種疫
苗，部分人擔心身體狀況不適合，尤其
身處異鄉，恐有事未能再見到家人，若
強制接種或寧願辭職。若要外傭接種疫
苗，也應先為他們進行身體檢查，確定
他們是否適合注射。

休城社區
星期日

黃春明((前排右邊第三名
黃春明
前排右邊第三名）
）與美南華文作協
與美南華文作協協會成員合影
協會成員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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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會照片左起劉緯、李蔚華
成立大會照片左起劉緯、
李蔚華、
、劉孟陽
劉孟陽、
、石麗東
石麗東、
、協調會處長歐陽瑞雄
協調會處長歐陽瑞雄、
、德大張誦聖教授
德大張誦聖教授、
、右一副處
長廖慶宏、
長廖慶宏
、右二譚家瑜
右二譚家瑜。【
。【攝於一九九一年
攝於一九九一年】
】

凡走過，必留痕跡！

【 作者
作者：
： 石麗東 】 今年五月
四日是北美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卅年
紀念，
紀念
，日前接獲總會徵集慶特刊的
信函，
信函
， 不禁驚嘆時光飛馳
不禁驚嘆時光飛馳！
！ 尤其
自 2020 年三月以來
年三月以來，
， 新冠病毒肆
虐全球，
虐全球
，不論那一個國家和社會不
得不隨之改弦更張，
得不隨之改弦更張
，其間有一位對
病毒和傷亡人數迎戰不力的國家元首，
病毒和傷亡人數迎戰不力的國家元首
， 因而連
帶被選民拉下馬鞍。
帶被選民拉下馬鞍
。
從歷史的進程看；
從歷史的進程看
； 廿一世紀新冠病毒促變
了整個社會的結構和運作方式，
了整個社會的結構和運作方式
， 它也劍及履及
地影響了人們藝文活動的實質與形態，
地影響了人們藝文活動的實質與形態
， 固然高
科技可以讓大家知道是誰還在唱歌、
科技可以讓大家知道是誰還在唱歌
、 跳舞
跳舞、
、畫
畫 、 發表演講……
發表演講……，
， 但少去面對面所碰撞的智
慧與感情火花，
慧與感情火花
， 少去 「望之儼然
望之儼然」
」 、 「即之也
溫 」 的交互眼神和笑語
的交互眼神和笑語，
， 當下的現實世界的確
是不同往昔了。
是不同往昔了
。
半甲子之前，
半甲子之前
， 1991 年春
年春，
， 美南華文作協分
會在休士頓誕生，
會在休士頓誕生
， 由前往紐約參加總會成立大

會的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 創辦人李蔚華
、 譚家瑜和石麗東擔任發起人
譚家瑜和石麗東擔任發起人，
， 歷年來在當地
華人社會舉辦讀書會、
華人社會舉辦讀書會
、 文字寫作營
文字寫作營、
、 徵文比賽
、 定期出版刊物
定期出版刊物，
， 並邀請名家演講…
並邀請名家演講…。
。 96 年六
月 ， 時任會長的姚嘉為籌辦了為期兩日的北美
華文學術研討會，
華文學術研討會
， 請來華文世界知名作家及學
者白先勇、
者白先勇
、 張誦聖
張誦聖、
、 羅蘭
羅蘭、
、 鄭培凱等
鄭培凱等、
、 盛況一
時 。 上述各類藝文活動或結合在地社團如美南
國建會、
國建會
、 或銀行企業或得僑委會海華文藝季講
座贊助，
座贊助
， 可謂近悅遠來
可謂近悅遠來，
， 每每吸引了北面的達
拉斯、
拉斯
、 德州首府奧斯汀和南方紐奥良等地的愛
好中華藝文的人士。
好中華藝文的人士
。
根據美南作協第九屆會長謝霖替廿週年慶

所做的一項統計: 歷年受邀的貴賓講員直飆三位
所做的一項統計:
數字，
數字
， 他們包括琦君
他們包括琦君、
、 齊邦媛
齊邦媛、
、 白先勇
白先勇、
、 陳若
曦、余光中
余光中、
、鹿 橋、黃春明
黃春明、
、李澤厚
李澤厚、
、劉 再復
、 杜維明
杜維明、
、 余秋雨
余秋雨、
、 王蒙
王蒙、
、 哈金
哈金、
、 嚴歌苓等知
名作家與學者，
名作家與學者
， 其中黃春明的蒞臨為配合時空
因素，
因素
，一延再延
一延再延，
， 先後連結了數位會長的心力
，終於馬到成功
終於馬到成功。
。
黃春明是台灣國宝級的鄉土文學大師，
黃春明是台灣國宝級的鄉土文學大師
，他
筆觸傳統農業社會的風俗人情和倫理，
筆觸傳統農業社會的風俗人情和倫理
， 著重台
灣經濟結 構自農業變遷到工商社會
構自農業變遷到工商社會，
，凡底層與
弱勢人物所遭遇的故事，
弱勢人物所遭遇的故事
， 八零年代台灣多位新
銳導演喜歡以黃春明的小說改編成電影如 「兒
子的大玩偶」
子的大玩偶
」 「看海的日子
看海的日子」
」 …。 2010 年秋
年秋，
，
我在台北籌辦海外華文
女作協雙年會，
女作協雙年會
， 邀請他
和劉克襄及李瑞騰教授
主談 「鄉土小說和自然
寫作」
寫作
」 ， 會員響應熱烈
， 隨即和北卡分會的簡
宛姐相商，
宛姐相商
， 提議為黃春
【本報訊
本報訊】
】面對亞裔受到歧視犯罪事件日益增多
面對亞裔受到歧視犯罪事件日益增多，
，紐約道場聯合國際佛光會紐約協會邀請到全球知名的刑事鑑識
明安排一個北美的巡迴
專家李昌鈺博士在 5 月 2 日下午 1 點進行線上演講
點進行線上演講。
。
演講，
演講
， 後來陸續加入的
李昌鈺博士將以個人之人生經驗，
李昌鈺博士將以個人之人生經驗
，與大眾分享如何面對歧視與犯罪
與大眾分享如何面對歧視與犯罪。
。
有
：
北加舊金山、
北加舊金山
、 南加
廣邀社區大眾一起來聆聽學習自我保護之道。
廣邀社區大眾一起來聆聽學習自我保護之道
。
聖地亞哥、
聖地亞哥
、 喬治亞州亞
zoom 會議 ID
ID：
：827 9715 5757
5757；
；密碼
密碼：
：115437 或關注紐約道場 youtube 頻道
頻道：
：FGS IBPS New York/ 佛光山紐
特蘭大、
特蘭大
、 紐澤西州及紐
約道場
約等地，
約等地
， 由台北洪建全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5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
5hJW
hJW0
0ZT
ZT6
6ynO
ynO9
9YM
YM0
0ldBrsEg 」
基金會贊助一張來往台

李昌鈺博士今天下午一時舉行線上演講，
“如何面對族裔歧視及犯罪”

北美國的機票 ， 參與的分會負責接
北美國的機票，
待 ， 全程歷時一個月
全程歷時一個月，
， 真是辛苦了
當時年逾七旬的黃春明大師。
當時年逾七旬的黃春明大師
。
2011 年 11 月 22 日，黃春明在休士
頓 僑教中心開講 「創意與生活
創意與生活」
」，
演講的前一晚為了讓主講人領略在
地風味，
地風味
， 特由作協會員徐松玉和賴
坤泉夫婦引領前往一家墨西哥飯館用餐，
坤泉夫婦引領前往一家墨西哥飯館用餐
， 坐定
點菜之後，
點菜之後
， 出乎意料之外
出乎意料之外，
， 出現一個看似業餘
的五人樂隊夾帶西語口音詢問 : 是否有什麼想
聽的歌曲？
聽的歌曲
？ 端詳他們的服裝舉止
端詳他們的服裝舉止，
， 腦中立即浮
現黃春明小說 「鑼 」 所述宜蘭羅東鄉下喜慶葬
喪的儀隊，
喪的儀隊
， 正猶豫間
正猶豫間，
， 黃大師用台語肯首
黃大師用台語肯首：
：這
趟巡迴演講，
趟巡迴演講
， 我有 「探錢
探錢」
」 ， 待會我來打賞
待會我來打賞。
。
最後當然堅持不讓客人掏腰包。
最後當然堅持不讓客人掏腰包
。 墨西哥餐廳的
這幕場景，
這幕場景
， 充分流露作家的赤子之心和他創作
小說的原動力，
小說的原動力
， 2021 年疫情之後
年疫情之後，
， 這類邀請外
地作家來埠演講的機會愈來愈少，。
地作家來埠演講的機會愈來愈少
，。
當年黃大師蒞臨休士頓的另一插曲：
當年黃大師蒞臨休士頓的另一插曲
： 德大
東亞系主任張誦聖教授風聞大師南來演講，
東亞系主任張誦聖教授風聞大師南來演講
，也
決定邀請黃春明到奧斯汀校園一訪，
決定邀請黃春明到奧斯汀校園一訪
，講題
講題:: 「蘋
果的滋味」
果的滋味
」 ， 同時安排一位研究生奔馳兩城接
送 ， 並在奧斯汀留宿一晚
並在奧斯汀留宿一晚，
， 據說黃春明對意大
利餐廳的甜點讚不絕口。
利餐廳的甜點讚不絕口
。 回頭看一位台灣鄉土
作家在美國南方高等學府用中文講述自己的作
品 ， 這在十年前的美國南方並不多見
這在十年前的美國南方並不多見，
， 就連負
責聯絡的我，
責聯絡的我
， 也與有榮焉
也與有榮焉。
。 它亦應歸類北美作
協所推動的文化交流和藝文波瀾。
協所推動的文化交流和藝文波瀾
。
卅年韶光易逝 ! 海外華文文學已在中國文
學之中佔有一席之地，
學之中佔有一席之地
， 如今北美華文作協衍生
廿餘分會，
廿餘分會
， 所屬會員逾四位數
所屬會員逾四位數，
， 追昔撫今
追昔撫今，
，還
應感念在台籌辦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的符兆祥祕
書長等人士的篳路藍縷之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