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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Josie LinJosie LinJosie Lin
休斯頓資深千萬經紀

購屋 |商業 |投資 |⽣意    ⼀站式服務  

聯⽲地產
中國城中國城中國城
亞洲城亞洲城亞洲城

全新蒂凱佳苑精品公寓
24.2萬起

凱蒂亞洲城商圈旺鋪
招商中
與休斯頓⼤學 ,  休斯頓社區⼤學 ,  HMart,  鮮芋仙 ,  85C,
海底撈 ,添好運 ,  Kura等名店為鄰

(713) 630-8000(713) 630-8000(713) 630-8000

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

1,000 ~ 8,000平⽅英呎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臉書、推特等社群網站帳號，在1月6日國會大廈暴力
事件之後都被封鎖，臉書的監督委員會今天宣布，將繼續維持封鎖令。川普
暫時仍難以重返臉書發文。

臉書公司監督委員會（Oversight Board）在美國東部時間上午9時左右
決定，繼續封鎖川普（Donald Trump）帳號。這項決定可能顯示臉書今後會
如何處理世界領袖違反規則的情況。

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言論自由專家和維權人士都密切關注監督委員會
的決定。這不僅是針對川普，也對科技公司，全球領導人和政界人士有影響
。

臉書和Instagram今年一月採取激烈手段封鎖川普帳號。臉書執行長祖克
柏（Mark Zuckerberg）當時指出，讓川普繼續使用臉書平台的風險太大。

1月7日祖克柏在個人臉書專頁發文： 「過去24小時的令人震驚事件清楚
表明，川普總統打算運用他剩餘任期，來破壞對總統當選人拜登（Joe Biden
）的和平合法政權轉移。」

川普個人網站昨天才開闢一個讓他發布訊息的空間，這個名為 「來自川
普的書桌」 （From the Desk of Donald J. Trump）的網站頁面，內容包含可
以分享及按讚的川普貼文。

川普臉書帳號封鎖令 監督委員會宣布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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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estaurant manager named Bobby Edwards
forced a black man, John Smith, to work for
over 100 hours every week for years without
pay. The South Carolina court ruled that the
man should receive more than $546,000 in

restitution after his former manager plead-
ed guilty.

A U.S. District Court Judge in 2019 or-
dered Edwards who is white to pay Smith
around $273,000 in restitution which repre-
sented Smith’s unpaid wages and over-
time. But the court said in failing to include
liquidated damages that this falls under 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and that the
amount owed and to be paid to Smith
needs to be doubled.

Smith started working at the cafeteria as a
part-time dishwasher. For his first nineteen
years, he was paid for his work. But when Ed-
wards took over the restaurant in 2009, Smith
was moved into an apartment next to the res-
taurant and forced to work more than 100

hours per week. Edwards was taking advan-
tage of Smith’ s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keeping him isolated from his family and
threatened to have him arrested and routinely
verbally abused him.

Local NAACP charter president Abdullah
Mustafa said, “We are talking about en-
slavement here.”

This is really a big joke that this should hap-
pen in our modern society. It is really unbe-
lievable. This is America. This is also very
shameful. Local politicians did not speak out.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civil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where are the rights for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our society?

0505//0505//20212021

Horrible EnslavementHorrible Enslavement
StoryStory

美國南卡羅納州法院判決
一家餐廳的老板愛德武十年有
期徒刑，因為他不但長期不發
薪資給一名黑人员工，並對他
不斷虐待，法院並裁定要這家
餐廳向斯密士加倍發還五十四
萬元所欠的薪水。

這名黑人员工從十二歲開
始就以童工身份在餐廳從事洗
碗工，在過去十九年他是得到
薪水，但從二OO九年開始，
他被迫每星期工作一百小時以
上而沒有薪資，並且经常虐待
他。

這宗奴工事件，居然發生
在二十一世紀的美國，真是令
人不耻和难予置信的大笑話。

当地的非裔政治聯盟人士

表示，我們簡直又回到了奴隷
時代了！

老實說，我們的社會底層
存在著太多令人痛苦和悲傷，
許多人因為自己無一技之長，
長期生活在掙扎之邊緣，因此
受到顧主們之壓榨，迫於糊口
生活，只有長期忍受下去。

今天我們生活在美國的華
亞裔族群，可能對竅苦階層長
期想得到政府之救济表示不滿
，請你們也不要忘記許多民權
都是他們為大家爭取來的，不
是嗎？ 如今你坐享其成， 反
而怪罪他們，這是應該有的態
度嗎？

今天美國社會的奴工今天美國社會的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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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富豪比爾蓋茲夫妻的離婚彷彿晴天
霹靂,一時之間, 轟動世界,輿情聲量壓過了
印度的疫情, 應該是自籃球大帝喬丹離婚以
來最受人關注的, 蓋茲與喬丹都是成功楷模
與世人偶像，他們在方方面面斐然的成就羨
煞天下人, 但皆以婚姻失敗告終，證明婚姻
是多麼艱難經營, 難怪歌手羅大佑會哀傷的
吟唱出:”愛情這東西我明白，但永遠是什
麼？”

本來嘛，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 蓋茲夫
妻通情達理, 雙方離婚就離婚, 沒有反目成
仇, 顯然也不會對簿公堂, 他們僅在推特上
以兩人的名字向外共發表了”難以伴侶之名
共同成長”的庇離宣言, 他們也表白:”將繼
續合作,共同塑造和推展慈善基金會的工作
”。

蓋茲給人類最大的貢獻就是創建微軟視
窗(Windows), 讓電腦從DOS作業系統的黑
暗時代走向光明的世界, 所以沒有蓋茲的智
慧,就沒有今天的科技。蓋茲在功成名就後,
他一直給外界的形像是卓越的企業家與熱心
的慈善家, 他與妻子所創建的慈善基金會每

年都捐贈出50億美元以上做公益,造福了全
世界的弱勢團體與貧窮人家, 破除了一般人
對"為富不仁，為仁不富"的謬思。

當然,在富人的思維中, 他們對財富與婚
姻的定義顯然與一般人是不同的。 當喬丹
與結婚17年的髮妻離婚時, 他毫不吝嗇的支
付了1.5億美元, 只為了與自己的新歡永久
在一起。如今身家$1300億的蓋茲到底要支
付多少錢才能終結自己的婚姻呢？這顯然不
會是蓋茲念茲在茲的, 因 為富人們都知道,
離婚是他們失去財富最快的途徑, 但是, 他
們總是可以從另外的途徑取回失去的財富,
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雖然以383億美元達成
離婚協議, 但在失去一半財富後不久,現在他
依然是世界首富，所以金錢顯然不是富豪們
離婚時的顧慮與考量, 在他們心中想必是”
富貴如浮雲”吧！

蓋茲夫妻早年曾一起在微軟胼手胝足,
共同拼搏, 在打出江山,建造億萬豪宅後卻不
能一起安享晚年, 像他們這樣可以共苦,卻不
能同甘的夫妻比比皆是, 人生真是很無奈的
啊!

李著華觀點︰咫尺天涯-蓋茲夫妻婚姻終了

日本境內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疫情延燒，全境重症患者1114人
創歷史新高。由於目前針對4都府縣發布的
「緊急事態宣言」 將於11日屆滿，日本政
府正朝延長方向進行協調。

日本政府4月23日決定，從4月25日
到5月11日，針對疫情嚴峻的東京都、大
阪府、兵庫縣及京都府4都府縣三度發布
「緊急事態宣言」 。

日本電視台、TBS電視台及日本放送
協會（NHK）報導，多名日本政府官員及
執政黨幹部表示，日本政府正朝延長 「緊
急事態宣言」 方向進行協調，預料7日將做
最後決定。

日本政府高層官員說，新增確診病例
沒有減少，在這種情況下要解除宣言有困
難。目前已知日本政府在檢討延長兩週左
右時間等方案。

首相菅義偉下午跟負責防疫的經濟再
生擔當大臣西村康稔，以及厚生勞動大臣
田村憲久等人會談約一小時。

菅義偉會後受訪時說，跟相關部會首
長分析疫情，並商議因應對策；有關 「緊
急事態宣言」 及 「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

的處理方式，待聽取專家意見後，希望能
在本週做出判斷。

談到如何分析在黃金週採取短期集中
對策的效果，菅義偉說，當初主要目標之
一就是要減少人潮移動， 「無疑人潮正持
續減少，我想可能已開始展現成效」 。

日本政府厚生勞動省表示，全境重症
患者數較昨天增加31人，總數達1114人創
歷史新高，也是連續5天累計逾千人。

大阪府今天通報新增668起確診病例，
另新增25起死亡病例。大阪府至今累計病
例數8萬5903例，包括1577起死亡病例。

東京都今天通報新增621起確診病例，
較上週三減少304例，但重症患者數較昨天
增加4人，總數69人，重症患者呈現增加
趨勢。東京都至今累計病例數14萬2943
例。

兵庫縣今天通報新增331起確診病例，
至今累計病例數3萬3591例。

北海道政府今天舉行防疫對策本部會
議，決定籲請中央政府實施 「防止蔓延等
重點措施」 ，目前預想實施地區為札幌市
。

日本染疫重症患者1114人創新高 緊急事態恐延長

聯合國形容，在哥倫比亞持續數日的反政府示
威中，釀成多人喪命的悲劇，是該國維安人員 「過
度使用武力」 的結果，此事今天也遭國際社會責難
。

法新社報導，官方資料顯示，哥倫比亞民眾在
與維安部隊的衝突中，共有19人喪命、846人受傷
。在這樣的悲劇發生後，聯合國（UN）、美國、歐
洲聯盟（EU）、人權組織同聲批評此事。

哥倫比亞的人權監察組織，一個獨立於政府之
外的國家機構，稱有89人列為 「失蹤」 。

數以萬計的哥倫比亞人4月28日開始走上街頭
抗議，一開始是反對政府新提出的稅制改革，後來
更演變成是對總統杜克（Ivan Duque）政府的示威
。

抗議民眾今天在全國幾個地方堵住道路，同時

也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Bogota）和該國西部的
卡利（Cali）展開新的示威抗議。

卡利是哥倫比亞的第3大城市，也是受到這波
動盪影響最嚴重的地方。4月30日起，當地便出現
軍人獲令上街巡邏的情況。

哥倫比亞國防部在全國各地部署4萬7500名軍
警，而光是在卡利就有700名軍人、500名鎮暴警
察，並派有1800名其他類型的警察和兩架直升機在
當地。

針對一起昨晚發生在卡利，警方對示威民眾
「開火」 ，據報造成多人傷亡的事件，聯合國人權
事務高級專員公署（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
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今天表示
「極為震驚」 。

哥倫比亞對示威民眾動武 國際社會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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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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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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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發生首起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
血栓致死案例

綜合報導 加拿大魁北克省官方證實，該省發生一例接種阿斯利康/牛

津新冠疫苗後出現血栓並導致死亡的案例。這也是加拿大首個相關病例。

魁北克省衛生部門透露，一名54歲的女子4月9日與丈夫接種了阿

斯利康/牛津疫苗，之後由於罕見的“疫苗誘發血栓伴血小板減少癥”

(VITT)，她出現了腦部血栓並入院救治，但病情惡化，於4月23日不治

。其丈夫無恙。

加拿大公共衛生署和加衛生部向該女子表達哀悼，並表示官方正在

收集更多信息，持續監控阿斯利康疫苗引發VITT的風險。不過，加官

方仍表示，該款疫苗在防疫中的益處大於潛在風險。

加衛生部認為，阿斯利康疫苗引發相關不良反應的幾率約在十萬分

之一至二十五萬分之一之間。另據加國家免疫咨詢委員會的數據，VITT

的致死率約為40%。

4月中旬以來，加拿大已陸續報告4起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出現血栓

的案例。其中兩例在魁北克省。

加拿大多個省份的疫情仍未出現受控跡象。大西洋沿岸的新斯科舍

省表示，病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該省宣布實施為期兩周的升級

限制措施，關閉所有室內零售業和餐飲業堂食，學校停課，叫停所有室

內文娛活動等。加總理特魯多在首都渥太華透露，將派遣軍方醫療隊支

援新斯科舍省抗疫。

中部的曼尼托巴省要求民眾原則上不允許在居所的室內或室外接待

訪客。阿爾伯塔省又出現多起群體暴發事件，該省的檢測陽性率達到創

紀錄的11.4%。

截至4月27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病例約119.5萬例，單日新增7072

例；康復近108.7萬例，死亡24065例，尚有活躍病例84313例。

另外，加拿大政府27日宣布，通過加拿大紅十字會向目前疫情嚴重

的印度提供1000萬加元人道主義援助資金，用於采購氧氣瓶等醫療用品

和相關藥品。

希臘兩年齡組僅限接種阿斯利康疫苗
民眾擔憂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3313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

，目前累計確診337723例。當日新增死亡

92例，累計死亡10179例。

根據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的數據，

在4月26日新增的1317例病例中，7例來

自境外輸入，剩下的為本土新增病例。

兩大年齡組僅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希臘面向30至39歲年齡組人士的新

冠疫苗預約接種平臺已於27日開放，截至

當天中午，該年齡組在官方平臺上的預約

數量已經達到6萬個。據報道，該年齡組

將僅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針對40至44歲年齡組和45至49歲年

齡組人群的接種平臺也將分別於4月29日

和5月1日投入使用。40至44歲年齡組接

種的疫苗也將限定為阿斯利康疫苗，但45

至49歲年齡組人士接種的疫苗種類更為齊

全，包括輝瑞、阿斯利康、摩德納和強生

疫苗。

由於歐盟藥品監管機構此前表示，罕

見血栓應被列為阿斯利康疫苗的一種非常

罕見副作用。不少民眾擔心接種這一疫苗

可能會導致血栓的形成，在希臘一些地區

該疫苗的接種率一直不太樂觀。

出行短信何時廢止說法不一
希臘發展和投資部部長阿佐尼斯· 喬

治亞季斯周二接受Skai電視臺采訪時指出

，取消民眾出行時發送短信申報要求的時

機尚未成熟，但如果疫苗接種率加快，這

一目標可能在未來幾天內實現。

喬治亞季斯說，政府的目標是在希臘

旅遊季開放時，取消出行必須發送短信的

規定，但這取決於疫苗的接種情況。他強

調了疫苗在國家社會生活恢復和經濟重啟

過程中的重要性，並敦促民眾盡快加入到

疫苗接種計劃中。他說，疫苗是解決問題

的唯一辦法也是最終擺脫限制措施的重要

保障。

不過，在出行短信何時將取消這一問

題上希臘數字治理部長基裏亞科斯· 皮埃

拉卡基斯所持的態度更為樂觀。他在周二

表示，13033出行短信申報系統預計將很

快被廢除。他在接受ANT1電視臺采訪時

說：”我們很快就要廢止出行申報系統。

”他指出，從5月3日起餐館和咖啡店將

允許營業至晚上11點，民眾前往就餐時無

需發送短信申報。他還補充說，關於出行

申報系統的最終決定政府將在政府將在未

來幾天內宣布。

下周料將恢復跨市區旅行
根據希臘目前的防疫規定，近距離市

區之間的跨區旅行依然被限制，不過，希

臘商業與消費者保護協會秘書長帕納吉奧

蒂斯· 斯圖普利迪斯(Panagiotis Stampoulid-

is)接受Open電視臺采訪時說，從下周開始

將允許民眾進行跨市區旅行。

希臘政府發言人佩洛尼也在27日舉行

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證實了斯圖普利迪斯

的說法。佩洛尼說：“接下來我們將關註

是否將繼續使用出行短信的問題，並在幾

天內作出最終決定。可以肯定的是隨著旅

遊季的逐漸重啟，短信申請要求將逐漸被

廢除，而隨著餐飲業的回復，跨市區的旅

行也將恢復正常。”

秘魯累計確診超178萬例
專家促加快推動疫苗接種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顯示，該國累計確診病

例達1783339例，累計死亡病例達60742例。目前，仍有15111人住院，

已有1728662人康復。

據報道，當天，Loreto地區衛生局局長卡拉姆帕報告說，Loreto大區正

在克服第二波疫情，現在新增感染病例大幅減少，降幅約為80%。與此同時

，新冠死亡人數以及入住重癥監護室(ICU)的病人數量也在急劇下降。

目前，Loreto大區需要呼吸機的患者數量已從51人減少到30人。卡

拉姆帕稱，該地區疫情獲控的原因有兩個：Loreto第二波疫情出現得早

，最高峰是在3月；第二個原因是遵守了政府制定的衛生措施，如保持

社交安全距離、勤戴口罩、用消毒劑消毒等，還提高了民眾的認識。

此外，截至27日下午的官方數據，超過90萬秘魯公民接種了至少

一劑新冠疫苗，近59.6萬公民接種了兩劑疫苗。然而，這一數字占秘魯

疫苗接種計劃目標人口的2.4%。

對此，秘魯醫學院秘書羅達斯評價說：“秘魯的疫苗接種進展非常緩慢，

包括一線工作者和老年人在內才達到總目標人口的2%。政府需要加快這一進

程。”他補充說，疫苗接種進度緩慢也給已崩潰的衛生系統帶來壓力。

報道稱，秘魯的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從2月9日開始，率先接種的是

一線醫護人員和醫生，隨後是國家警察、武裝部隊成員和老年人。

不斷有印度遊客入境
意大利部署全面追蹤行程

意大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3385例，

新增死亡344例。近日，由於印度疫情

惡化，意大利當局正在密切追蹤印度籍

人員行程；另一方面，針對意大利衛生

部長斯佩蘭紮的不信任案以被否決告終

，其本人呼籲意大利應該團結抗疫。

每天逾200印度人入境意大利
當局部署全面追蹤
據報道，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

上周簽署禁止印度旅客入境意大利的法

規之前，已有300多名旅居意大利的印

度移民返回羅馬。

拉齊奧大區衛生防疫部門負責人薩

巴圖奇表示，目前拉齊奧大區正在追蹤

過去14天裏從印度返回的大約300多名

移民。

薩巴圖奇說，近日，拉齊奧大區的

拉緹納省印度籍錫克教區發現了262名

印度成年移民和36名未成年移民確診感

染新冠病毒，第一批病毒測序尚未發現

在印度發現的變異病毒，目前衛生系統

正在對剩余患者采取進一步病毒測序。

拉齊奧大區議會公共衛生委員會主

任達馬托說，根據印度目前疫情的發展

趨勢，現階段必須停止一切與印度往來

航班。

拉齊奧大區主席津加雷蒂表示，應

衛生部要求，拉齊奧大區的衛生局專門

設立了檢查從印度、或經第三國抵達羅

馬菲烏米奇諾國際機場的印度旅客。僅

28日一天，就有200多名印度旅客入境

羅馬。如此下去，將難以遏止在印度發

現的變異病毒進入意大利。

津加雷蒂說，29 日仍有印度遊客

經第三國飛抵羅馬，現在情況十分

危險，拉齊奧大區衛生局無法做到

對如此多旅客進行監控、測試和有

效隔離。這需要中央政府和整個歐盟

參與協調。

參院否決衛生部長不信任案
參議長疫情期間涉專機私用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說，在新

冠病毒大流行期間，衛生部和地方政府

貫徹了政府控制疫情的方針和政策。在

他就任衛生部長期間，實現了很多年沒

有做過的事情，並承擔起了抗擊疫情的

責任和義務。

當地時間28日，意參議院就意大利

兄弟黨對斯佩蘭紮提出的不信任議案進

行投票表決，結果以29票贊成、221票

反對和3票棄權予以了否決。

表決前，斯佩蘭紮向參議員表示，

“現在我們不應該忘記敵人是新冠病毒。

面對疫情政府做的還很不夠，需要進一步

加以完善和解決，並做好疫苗接種計劃

的落實和實施”。

斯佩蘭紮指出，面對這場辯論和投

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捍衛意大利

民眾的健康，“我們應該比以往任何時

候更加團結，避免跌入情緒失控被人利

用的陷阱”。

另據報道，意大利參議院議長卡塞拉蒂

在疫情期間，連續使用上百次公務專機，不

僅每次回家都使用專機，而且連2020年夏天

到撒丁島度假時也使用了公務專機。

報道稱，從2020年5月至今，卡塞

拉蒂共使用公務專機“藍色航班”飛行

了124架次，其中97架次往返於羅馬和

其在威尼斯的居住地帕多瓦，此外，還

有6次是往返於羅馬和撒丁島。

該消息被媒體曝光後，社會輿論嘩

然，意大利民眾和政黨團體質疑卡塞拉蒂

“公機私用”，紛紛要求有關當局展開

調查。

土耳其回應“沙發門”：
無關性別歧視 系因歐盟政治內鬥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日前表示，訪問土耳

其期間發生的“沙發門”風波

起因於“性別”。土耳其回應

稱，事件“因歐盟政治內鬥而

起”、“與(馮德萊恩)身為歐

洲人或女人無關”。

土耳其外交部28日在聲明

中引述發言人比爾吉奇的話說

：“有關歐洲理事會主席和歐

盟委員會主席兩人到訪我國期

間的座位順序爭議，與(馮德萊

恩)身為歐洲人、身為女人或伊

斯坦布爾公約無關。”

聲明指出：“那是歐盟缺

乏內部協調和疏忽的結果，土

耳其已經滿足(歐盟針對這次訪

問)提出的所有要求。”

據報道，馮德萊恩和歐洲理

事會主席米歇爾在安卡拉與土耳

其總統埃爾多安會談時，現場僅

準備兩名座椅，馮德萊恩最終坐

到數英尺外的沙發上。

馮德萊恩表示：“身為女

人，身為歐洲人，我覺得很受

傷，很孤單。”她說：“所以

我只能得出結論，發生了這件

事，是因為我是女人。”

土耳其外交部在聲明中表

示，不會因為外賓性別而有歧

視，並且強調土方接待外賓經

驗豐富，不該遭受任何質疑。

聲明指出：“部分歐洲國

家仍然在利用起因於歐盟政治

內鬥的這起事件，把它與性別

歧視掛鉤，這很悲哀。”

英國媒體《中東之眼》稍

早曾引述土耳其官員報道稱，

歐盟兩位領袖到訪前，米歇爾

的幕僚同意座位安排方式。受

訪的土耳其官員說：“不過馮

德萊恩團隊沒有先派代表，所

以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想法。”

另外一位土耳其資深官員

說，到訪期間任何安排都跟先

前抵達安卡拉的歐盟官員先行

協調過。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

報道，米歇爾團隊認為，在外交

官階上，米歇爾確實較馮德萊恩

高。不過馮德萊恩的發言人堅稱

，她應該跟米歇爾平起平坐。



AA55
星期四       2021年5月6日       Thursday, May 6, 2021

聚焦美國

美 智 庫 「 大 西 洋 理 事 會 」 (Atlantic
Council)軍事研究員克勞契 4日投書 「De-
fenseNews」 ，文中指出自拜登就職以來，
台灣海峽的緊張情勢愈來愈引起華府關注；
包括美國印太司令現任與未來指揮官，不約
而同地警告台灣被大陸統一的風險日升，但
美國嚇阻北京的能力卻日益削減。克勞契呼
籲，拜登應該盡速調整長期以來戰略模糊的
做法，否則一旦台灣被大陸拿下，美國在區
域的威信將蕩然無存，甚至影響美國在全球
與盟友的關係與戰略布局；具體做法則包括
承認台灣、將台灣納入核保護傘，以及派遣
美軍駐台。

連續兩任的印太司令都警告，台海地區
的戰略平衡已愈來愈傾向大陸；但這種情勢
卻有利於北京毫無顧忌地推行自己政策，以
達成復興的目標。克勞契認為，隨著美國與
中國大陸在阿拉斯加舉行2+2會談，雙方激
烈的唇槍舌戰更反映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影
響力正逐漸流失。

他表示，或許人們能忍受大陸戰狼們的
挑釁式言詞；但美國在南海失利與對香港自
由支持的鎩羽，印太地區的戰略平衡恐難長
久維持。甚至，如果美國喪失北京的尊重，
華府的嚇阻戰略恐為時不多。

眼前大陸正面臨轉折點。一方面人口過
於稠密、年齡結構老化與中等收入陷阱；另
一方面，北京有機會拿下全球主導權，並在
數個關鍵領域與美國平起平坐。對中國共產
黨而言，奪取台灣是政策重要的核心，與民
族主義情緒相連結。

因此，確保台灣主權獨立成為美國印太
政策的核心急迫事項。這不僅是《台灣關係
法》描述的道德義務，保護2,380萬的自由
之國更有務實的考量。如果美國無法阻止北
京掠奪台灣，美國在全球心中的信譽與威望
便跌落谷底。華府在友人與敵人的心中將無
足輕重，進而削弱彼此合作或爭議關係。

這類損害美國核心利益的行為不可持續
。美國目前戰略為融合有效的聯盟以作為嚇
阻的手段。如果美國安全保證遭到質疑，傳
統在歐洲的同盟就會遭到挑戰，而像 「四方
安全對話」 (涵蓋日本、澳洲、印度與美國)這

類的潛在同盟也會遭質疑。換言之，這些聯
盟中最核心之處─美國的領導地位與能力將
全面遭否定。

最重要的是，美國在印太區的盟友或合
作夥伴，將反思與美國的安全協議是否理由
正當或夠精明從而讓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各種
雙邊關係充滿風險，而這一系列的雙邊關係
又是美國安全計畫的基石。

作者建議，為強化對陸嚇阻力與回應北
京對台企圖，美國應明確採取具體行動消除
戰略模糊，展現出能力與意願願為保衛台灣
與北京對抗並付出代價。首先，美國應增加
對台軍售與合作研發，以支持台灣 「整體防
衛構想」 ；特別是提供價格可負擔的防空與
反艦飛彈，這兩者在台海防衛上佔據關鍵地
位。

再者，美國可正式否定 「一個中國」 政
策，承認中華民國是與其他盟國合作的主權
國家。拜登政府支持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WHO)將是令人振奮的第一步；台灣進一步
融入國際社會更對北京產生不利影響。美方
可將台灣與保衛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相連結，而在此之前更應加強台灣的外交參
與。

在美國前參議員陶德訪台展開非官方訪
問後，對於擁有共同民主價值觀與關鍵安全
夥伴關係的國家，拜登政府可強化相互承諾
並提升其地位。美也可鼓勵區域盟友如澳洲
、日本與印度加強對台交往，何況這些國家
已自和台灣的非正式與經貿關係中獲益。

第三，利用雙邊安全協議全面取代《台
灣關係法》，並將台灣納於美國核保護傘之
下。在整體防衛構想中部署戰術核武，更為
大陸發動台海兩棲作戰帶來困境；同樣地，
台灣應發展明顯的第二擊能力，以嚇阻北京
發動侵略時使用長程精準火力打擊。

最後，與其他軍事打擊能力相輔相成，
美台應建立正式的軍事關係。在正式訓練之
前，雙方軍事高層可先舉行公開會議。另一
方面，美軍進駐台灣可強化對陸嚇阻力量，
美軍最短可在5至7月或10月間入駐。這些
展露美國的決心，並對大陸侵台行動帶來困
難且擴大對台政治支持。

承認台灣並納入核保護傘、美軍駐台 美學者建議取消戰略模糊

舊金山4日下午有兩名亞裔老婦於等公車
時，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一名中年男子
持刀襲擊，兩人的手部都嚴重受傷，所幸在
接受手術後狀況穩定；這名男子在進行攻擊
後，竟似毫不在意般悠閒步行離開，稍後遭
警方逮捕。

美國 「ABC7」 新聞台報導，這起攻擊案
發生在市中心附近，60多歲和80多歲的亞裔
老婦於公車站突然遭到襲擊。在公車站旁花
店工作的李女士表示，這名男子手持一把
「頗大、看起來像軍刀的刀子」 ，走向公車

站並毫無預警地發動攻擊，其中一名老婦被
砍得外套羽毛紛飛。

據 「ABC7」 了解，其中一名老婦嚴重流
血，而兇刀甚至就直接插在另一名老婦的手
臂上；兩人皆被送醫急救，手術都已在當晚

完成，目前仍在加護病房觀察，所幸 「情況
穩定」 。

李女士指出，這名男子在結束攻擊後，
竟然當作沒發生任何事， 「宛若禮拜天早上
出門散步一般」 ，緩緩離開現場，完全沒有
奔跑。而在案發不到2小時後，警方就在離現
場不到1英里（約1.6公里）處，逮捕這名涉
案的54歲當地人。該男子可能被控持致命武
器攻擊、虐待老人等罪名。

警方表示，目前還沒無法證實此案動機
是否源自對亞裔民眾的仇視，但也不排除此
種可能性。舊金山近期已發生多起針對亞裔
老人的攻擊事件，2月有一名83歲的老翁遭
人推倒，並因摔傷髖部而須住院數週；3月則
有一名83歲老翁和一名77歲老婦遭遇類似攻
擊，其中老翁因此摔傷脖子。

亞裔老婦光天化日下遭刺 美媒：刀直接插在手上

美國知名印度裔傳染病專家卡比拉（Rajen-
dra Kapila）3月底返回印度，原本打算待2周就要
返美，沒想到卻染上新冠肺炎，最終不敵印度變
種病毒身亡，他的家人說，卡比拉生前已經完成
接種2劑BNT疫苗。

綜合《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
、媒體網站Latestnewssouthafrica.com報導，美
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知名印度裔
傳染病教授卡比拉3月最後一周協同妻子返回印
度，據悉是為了照顧生病的岳父。

夫妻倆原本打算在印度待2周、在4月的第2
周返回美國，卻在4月8日確診新冠肺炎、住進新
德里香堤穆坎德醫院（Shanti Mukand Hospital）
治療，最終不敵印度變種病毒，於4月28日病逝
醫院，享壽81歲。

卡比拉的妻子狄普蒂（Deepti Saxena-Kapila
）本身是微生物學專家，她說過去一年來自己一

直在紐澤西州的實驗室研究新冠病毒，並且竭盡
所能確保家庭環境安全無虞，現在自己的先生卻
染疫身亡，她坦言相當諷刺， 「我們才來印度2
周他就感染病毒，實在諷刺。」 她說卡比拉在美
國已經完整接種2劑BNT/輝瑞疫苗。

報導指出，卡比拉的研究專長為愛滋病毒領
域，他在羅格斯大學執教50年，桃李滿天下。

羅格斯大學發布的哀悼文指出，卡比拉博士
是傳染病領域中 「真正的偉人」 ， 「他的成就受
到全世界認可，在診斷及治療那些最複雜的傳染
病方面有傳奇般的知識及非凡的臨床敏銳度。」

根據羅格斯大學醫學院官網介紹，卡比拉先
後在印度西孟加拉省（West Bengal）加爾各答聖
塞維爾學院（St. Xavier's College Calcutta）取得
醫學預科學位、德里大學（University of Delhi）
取得醫學學位、印度爾溫醫院（Irwin Hospital）
完成住院醫生訓練，之後前往美國求學。

完整接種BNT疫苗 美知名傳染病專家返印1個月染新冠身亡

謀殺非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罪
名成立的美國前警官蕭文（Derek Chauvin）今天
宣稱陪審團與檢方失職，要求展開新審判。

45歲的蕭文以膝壓住佛洛伊德頸部9分多鐘
致死，上月被判謀殺和過失殺人罪成立，面臨最
高40年徒刑。

蕭文律師尼爾森（Eric Nelson）主張，有鑑
於此案受關注程度、法庭與檢方犯下的錯誤，以
及陪審團 「基於種族的壓力」 ，他的當事人未受
公平審判。

尼爾森寫道： 「審判前與審判期間，公眾的
關注無所不在、充滿偏見，造成了程序上的結構

性缺陷。」
尼爾森提出訴狀前，此案其中一名陪審員密

契爾（Brandon Mitchell）參加反歧視集會的照片
曝光，讓人對密契爾的公正性產生質疑。法律專
家先前表示，蕭文的律師可能拿那張照片作為上
訴依據，但今天的訴狀並未提及此事。

稍早曝光的照片中，31歲、非裔的密契爾身
穿畫有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
ther King Jr ）以及 「把你壓住我們頸部的膝蓋移
開」 （Get your knee off our necks）、 「黑命關
天」 （BLM）字樣的T 恤。

控檢方陪審團失職 殺害佛洛伊德白警要求新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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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不停工 為印趕產製氧機
江蘇企業“救人不計成本”交貨海運改空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鎮江報道）5月4

日，江蘇鎮江，全球最大的製氧機研發生產基地魚躍

醫療設備股份有限公司27,200平方米製氧機生產車間

內，3條500米長的生產線全開，機器轟鳴音中，300

餘名工人認真有序地在生產線上接力完成每道工序。

“‘五一’假期全部不放假，我們每天早晨七點四十

打卡，八點鐘就開工了”，40歲的女工張蘭（音）表

情腼腆，她負責用電動螺絲刀給製氧機箱安裝螺絲。

“印度疫情告急，我們希望盡早交

付製氧機訂單”，魚躍醫療相關負

責人表示，自今年4月中旬起，公司

接到來自印度的製氧機訂單不斷上

升，目前已近2萬台。 掃碼看片

印度新一輪爆發的新冠疫情致醫用氧氣緊缺，
氧療成為印度新冠患者救命保命的重要醫療

手段。“這近2萬台製氧機訂單多來自印度醫療
機構、海外經銷商以及一些組織購買指定捐贈給
印度。”魚躍醫療相關負責人同時表示，魚躍醫
療在海外市場有着長期發展，自全球疫情爆發以
來，包含印度在內的許多國家對魚躍製氧機的需
求都在上升。

需要從其他分廠調集工人
據介紹，健康人的肺通過呼吸將氧氣輸送到全

身各器官組織，而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肺泡上皮細胞
被病毒攻擊損傷，肺泡內大量滲出性液體，使病人
無法進行有效的自主呼吸，導致嚴重的低氧血症，
引發全身器官因缺氧而功能衰竭，危及生命。

魚躍醫療此次為印度趕製的製氧機為
8F-5AW醫用分子篩製氧機和9F-5W製氧機，
7F-5與7F-10製氧機，即每分鐘供氧5升和10升兩
種，供氧濃度達到90%至96%，無線遙控、霧化
功能，語音播報，智能報警。車間現場技術負責
人楊勝評說，尤其是每分鐘可供氧10升的大流量
製氧機，可將患者肺部氧含量提升40%，可有效

幫助肺功能損傷的患者提高血氧飽和度，真正打
開生命通道。

魚躍醫療的製氧機生產線是全球最長生產綫
之一，產能可達每月10萬台，年產能100萬台。
楊勝評是台灣人，進入魚躍醫療已經6年。他
說，“今年春節大家大都‘就地過年’，本來
‘五一’小長假，起碼得給工人放假一兩天，但
為了加急完成印度訂單，我們從其他分廠調集員
工，還臨時急招了工人。”

車間裏一些做着輔助工序的工人沒有穿統一
工裝，楊勝評說，“他們是臨時招進來才一兩天
的工人，來不及發工裝。”

“來自印度的訂單還在增加”
“來自印度的訂單還在增加”，楊勝評說，

“我們只能給工人多發加班工資補償。”魚躍醫
療每天生產製氧機4,000台至5,000台，“因為製
氧機體積大，以前是海運，現在交付印度改為直
接空運”，楊勝評強調“救人要緊，成本就不考
慮了。”

魚躍醫療擁有全球最大的製氧機研發生產基
地，目前已推出了50餘款製氧機，擁有34項專

利。10升大流量製氧機已在全球三十多個國家和
地區暢銷十餘年，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研發、生
產、管理和應急體系。

“魚躍醫療的製氧機氧氣輸出穩定，一年
365天能連續24小時不間斷工作，設備使用壽命
至少在3年以上”，“只要有電，就能持續不間
斷供氧”，楊勝評還透露。

做好原材料替代方案保生產進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特別問及生產原料供應，楊

勝評介紹道，公司自去年年底就提前備足進口傳
感器等原料，“目前原料供應跟得上生產速
度”。對於核心部件供應或會受國外廠商制約，
楊勝評從容地一笑，說“我們有第二套方案，甚
至已有第三套方案”，他們早已做好國產優質傳
感器替代準備，“華為的教訓警示我們，不能把
產品生命線交到外國人手上。”

魚躍醫療相關負責人還表示，呼吸製氧類醫
療設備，隨着全球疫情變化，海外供應也有着不
同程度的變化。基於2020年全球抗疫經驗，目前
海外製氧機的緊急需求可穩定滿足，後期訂單情
況要視印度疫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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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外長推特爆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

據報道，菲律賓外交部3日發表聲
明，對中國海警船在黃岩島海域巡邏
提出抗議。菲律賓外長洛欽也就此在
個人社交賬戶上發表帶髒字的言論。
不過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稱菲中存在
矛盾並不意味着菲方就一定要變得粗
魯無禮，菲律賓在很多事情上要感謝
中國給予的幫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回應指出，搞麥克風外交無法
改變事實，只能破壞互信。

中國外交部網站4日發布《外交
部發言人汪文斌就菲律賓高層涉華言
論答記者問》，回應相關問題指出，
黃岩島是中國領土，附近海域是中國
管轄海域。中方敦促菲方切實尊重中
國的主權和管轄權，停止採取導致局
勢複雜化的舉動。事實一再證明，搞
麥克風外交無法改變事實，只能破壞
互信。希望菲方有關人士發表言論時
符合基本禮儀和身份。

正如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所說，
兩國在個別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不應
影響雙方的友好與合作。這也是雙方
多次達成的重要共識。中方一貫並將
繼續致力於同菲律賓通過友好協商妥
處分歧、推進合作，繼續在抗擊疫情
和恢復經濟方面向菲方提供力所能及
的幫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雲南省
瑞麗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5月4日發布疫情風
險等級調整通告，自當日20時起，將姐告國門
社區，團結村委會金坎、弄喊片區（瑞麗大道以
南）調整為低風險地區。至此，瑞麗市中高風險
地區清零。

瑞麗地處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省德宏州，與
緬甸接壤，是中緬邊境上人員、車輛、貨物流量
最大的口岸。3月31日，瑞麗向外界通告突發新
冠肺炎疫情，引發關注。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
瑞麗第一時間實施了交通管制、全員居家隔離、
追蹤密接次密接人員、疫情追蹤溯源、全力救治
病患等一系列措施。並通過多輪全員核酸檢測，
篩查出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共100多人。

經過近一個月全力防疫工作，瑞麗連續多天
零新增。4月26日20時起，瑞麗市低風險區域有
序解除居家隔離管理，實行常態化疫情防控。

雲南瑞麗疫情
中高風險地區清零

●●工人在生產每分鐘可供氧工人在生產每分鐘可供氧1010升的大流量製氧機升的大流量製氧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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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
宇）為紀念“五四”運動102周
年，由香港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太太
梁唐青儀擔任召集人的“世紀長
征”系列活動籌委會，4日在港台
廣播大廈停車場舉行“五四”升旗
禮，12個青少年制服團體參與。早
上8時許，升旗禮開始，香港女童
軍總會及香港升旗隊總會代表擔任
升旗隊及護旗隊。活動其後播放短
片，回顧“五四”運動的歷史，再
由學生代表宣讀《五四宣言》。

負責升國旗的女隊員劉倩希
今年讀中四，她表示，升旗活動
讓年輕人加深對國家的認識，可
培養年輕人的愛國精神，又指自
己沒想過可擔任升旗的重任，這
是人生非常好的體驗。

護旗手黃卓賢表示，中學時
已經加入升旗隊，已愛上了升旗
隊的工作，“我的生活紀律都因
為加入制服團隊而得到提升，亦

學到處事要認真及冷靜。”
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等為活動主禮，他致辭時表示，香
港青少年制服團體自2006年起每
年5月4日舉辦“五四”升旗禮，
他樂見大家踴躍參與升旗禮。他介
紹，《世紀長征》系列活動橫跨一
整年，籌委會製作了長達100集的
《世紀長征》紀錄片，亦會舉辦多
項學校和社區活動，讓青年人從更
廣闊和更全面的角度了解祖國。他
希望青少年通過上述的系列活動回
顧歷史，並將“五四”精神薪火相
傳，為國家建設出一分力，為民族
富強發一分光。

梁唐青儀表示，“五四”升
旗禮是對青少年影響深遠的國情
教育活動，以紀念“五四”運動
為主題，冀推廣近代中國歷史教
育，藉活動增強青少年人對國家
的觀念認知及民族自豪感，並激
發他們的愛國熱忱。

“世紀長征”升旗禮
青年宣讀《五四宣言》

盼
港
青
展
所
長

香港文匯報訊 為紀念“五
四”運動，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
員會4日在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
禮，傳承“五四”精神，喚起香港
青年的愛國熱情。

4日上午8時，在莊嚴的國歌
聲中，鮮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旗和香港特區區旗冉冉升起，參
與活動的青年代表行注目禮，口
中跟着國歌輕輕吟唱。升旗儀式
後，青年代表宣讀《五四宣
言》。“新青年，心繫家國；獻
青春，服務人民；知榮辱，遵紀
守法；樹新風，揚榮棄恥；求和
諧，團結互助；愛祖國，發奮向
上！”宣言的回聲在金紫荊廣場
上空迴盪。

全國青聯副主席、委員會永
遠名譽主席霍啟剛表示，愛國主
義是“五四”運動的核心要義，
香港青年都要有一顆愛國心，樹
立起奮鬥精神，為國家發展貢獻
自己的力量，成為時代的奮進
者、開拓者、貢獻者。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創
會永遠名譽主席陳仲尼表示，“五
四”精神的核心意義是“愛國、進
步、民主及科學”。在今天的香
港，培養青年人的愛國情懷是一項
重要工作。

他寄語香港青年立足香港，放
眼內地，多角度認識國家的發展和
機遇，瞄準國家龐大的市場和商
機，構築人生夢想。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青聯副主席霍啟剛：
粵港澳大灣區機遇處處，香港的年輕人要跳出框架，

搞清“人才流動”的概念，投身大灣區不是離鄉背井，香
港與內地交通便利，更是大灣區的一部分，香港青年應
了解機遇所在，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才能在與眾多全國青
年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十四五”規劃中提到支持香港發
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作為中西文化融匯之
地，相信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香港青年們，能夠在大灣區找到新機
會，將香港的文化產業帶到大灣區，提升中國軟實力。

全國青聯常委、香港青聯副主席梁毓偉：
雖然受新冠疫情阻礙，但香港各青年團體仍要嘗試用

多種不同的軟性方式，加大對大灣區建設的宣傳力度，
讓港青全方位了解灣區各城市的生活方式。建議有意到
內地發展的港青，應充分了解自身優勢以及內地相關行
業的發展形勢，敢闖敢想，在灣區開拓事業。此外，特區
政府要繼續支持和推出更多主題的兩地交流、實習項目。

全國青聯委員、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主席駱勇：
香港乃是很多內地青年的“夢想之地”，香港的專業

高效、治安基建等優勢，吸引不少內地青年前來發展，
希望通過優才、專才計劃來港的高學歷專業人士，能夠
成為香港青年融入大灣區的領路人，搭建兩地交流溝通
的橋樑和紐帶。期待兩地青年可以攜手互相學習、互相
幫助，為國家和香港的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青年協進會主席張琪騰：
25年來，青進服務超過30萬人次，積極參加“五

四”青年節相關活動，助力培養愛國愛港的生力軍，推
動更多港青肩負時代的使命擔當，投身國家民族的復興
大業之中。當今國際局勢錯綜複雜，面對百年未有之大
變局，香港青年的未來充滿了機遇和挑戰，應把握機
會，緊貼社會脈搏，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貢獻力量。

香港青年協進會副會長連洲杰：
自己曾在內地讀書，離開香港在另一座城市學

習，不僅鍛煉了獨立生活的能力，也近距離感受到
內地社會的發展實情和不同地區的歷史文化，對創業
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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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琪騰張琪騰

●●駱勇駱勇

●●梁毓偉梁毓偉

●●霍啟剛霍啟剛

●制服團體代表向國旗和區旗敬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學生代表宣讀學生代表宣讀《《五四宣言五四宣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制服團體成員參加步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青進青年發展中心開幕

獻
力
灣
區
建
設

4日是“五四”青年節，作為新時代香港

青年，如何找準國家和香港發展的定位，共

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引發各

界青年熱議。4日，香港青年協進會以“港青

築夢大灣區 共譜國家新篇章—新時代香港青

年的角色”為主題舉辦的“五四”青年論壇上，與會

青年期望香港青年抓住國家發展的大好時機，發揮青

年所長，服務香港所需，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發展，

深化兩地青年的交流互動，積極赴內地交流、就學、

就業、創業，培養愛國者情懷，增強建設者能力，共

同譜寫香港、大灣區和國家更美好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韵琪

●●連洲杰連洲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韵琪）作為香港青年協進會成立
25周年系列活動，4日在舉辦“五四”青年論壇的同時，亦舉
行了蔡加讚青年發展中心開幕啟動禮。中聯辦副主任何靖、九
龍工作部部長郭亨斌，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全國政協
委員蔡加讚，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等為活動主禮。

據介紹，該中心設有活動區、會議區、培訓室及自修室等
空間，並配備多媒體影像娛樂系統，務求為青年提供一個發展
潛能、進修增值的多功能活動場所。

徐英偉致辭表示，青進成立以來，一直團結和培育香港青

年，並鼓勵青年關心社會，推展青年內地交流和實習活動，讓
他們擴闊視野，認識祖國。在疫情下，雖然青年人暫時未能親
身到內地交流和實習，青進仍不忘為青年人探索其他可行的方
案，讓他們多認識、多了解內地發展，特別是不時透過社交媒
體，向香港青年介紹在大灣區內的機遇和實用資訊，有助加深
青年對大灣區的認識。

他期望社會各界，包括青進，能繼續跟特區政府攜手合
作，為培育香港青年成為對社會有承擔，具國家觀念、香港情
懷和國際視野的未來棟樑出一分力。

國旗區旗飄揚 喚起港青愛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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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 （AWE） 上，一系列AI智能家用
电器创新应用吸引了消费者目光。 陈玉宇摄 （人民视觉）

共建共享“高品质生活”

智慧家居何以被“提名”？

“我们家终于实现‘铲屎自由了’。”北京姑
娘小何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是家中智能监控摄
像头传回的实时画面截图，前几天她刚买的自动
铲屎猫砂盆正在工作中。

小何这些天在外地出差，家里养的猫无人照
看，但小何并不担心。“家里的智能设备把猫咪

‘安排’得明明白白，我出差三天，猫咪自己在
家没问题。”智能监控摄像头、自动喂食器、自
动饮水机、自动铲屎猫砂盆，作为“铲屎官”，
这一套新装备让小何实现了“铲屎自由”。“这些
智能设备都有相应的App，我随时能看到家中的
情况。”小何很满意家中的这个“小生态”，“通
过智能摄像头我可以随时随地观察猫咪的情况，
甚至可以连接语音，跟猫咪说说话。”

家中宠物享受更智能、更科学的养护，极大
减轻了主人的压力。生活中，智慧家居的作用日
益凸显，许多人都“入了坑”，就连部分一开始
对智慧家居半信半疑的中老年人，最后都感叹

“真香”。
“以前我煲粥，要将材料在水里泡一夜，定

个闹钟半夜起来煲。”家住北京和平里的孙阿姨

对女儿送给她的智能电饭煲很满意。她表示，一

开始她觉得没必要“整这有的没的”，但现在觉得

还是方便了许多。“我只要把材料放在锅里，然后

在手机App上设置定时、提前泡发等功能，还有

许多自带的菜谱，一键就可以完成不同佳肴。”

“十四五”规划纲要以较大篇幅对“加快

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作出了部署。在

“数字化应用场景”专栏中特别列出“智慧家

居”一栏，明确未来 5 年要“应用感应控制、语

音控制、远程控制等技术手段，发展智能家
电、智能照明、智能安防监控、智能音箱、新
型穿戴设备、服务机器人等”。

如何看待这一部署？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
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表示，数字科技与实
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已成大势所趋，对当前供给
侧和需求侧正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在消费
升级过程中，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智能家电等
与信息消费有关的商品。”张建平说，“中国互
联网平台和大数据应用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

列，在‘十四五’期间迎来了非常难得的发展
机遇。我们需要把这种优势和未来发展结合起
来，让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竞争过程中塑造新
的竞争力，同时也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更加高
效便捷的服务。”

让智慧家居更“聪明”

智慧家居帮了不少忙，但在一些场景下，仍显
得不够“聪明”，甚至还会添麻烦。

“搬进来第一天，我就拉了这个洗衣机的
‘应急绳’。”在上海工作的小胡有些无奈。他告
诉记者，出租屋配备了一套智能家电，有洗烘一
体机、电视、冰箱和微波炉等，第一天入住洗床
单时，洗衣机却突然不工作了。“我和两位室友
三个人都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儿，学编程的室友还

以为是软件控制问题，鼓捣了半天才发现是进水
管道被压扁了，水进不来。”小胡表示，洗好后
他想把床单拿出来，却因为流程未结束怎么也打
不开门。“无奈之下，我只好拉了洗衣机背后的
应急绳，这才把门打开。”小胡说，“有时候感觉
智能家电也有点小‘智障’。”

除了质量不稳定、操作不便捷等问题外，还
有许多消费者认为目前市场上的智慧家居产品仍
未做到一体化互联互通，性价比不高。“目前没
有一套智慧家居让我感到完全智能、便捷。如
果想在家构建一个完整的智能体系，往往需要
购买同一品牌的产品，但这一品牌未必每一个
产品都好用。”小何说，“也有一些品牌会在别
的品牌产品上搭建自己的控制系统，但我觉得
专门再去研究用法和性能很耗费精力，更别说
高昂的价格了。”小何表示，自己对现有智慧
家居最大的感受就是单个产品确实做到了智
能 化 ， 但 离 商 家 宣 传 的 “ 一 个 手 势 就 能 关
灯”“到家就有热水”“一键开关窗帘”等一体
化场景仍有距离。

张建平认为，中国智慧家居产业的发展还
处于起步期，既受制于相关硬件软件以及互联
互通等各方面因素，也与设计理念及专业技术
水平相关。“在开发相关的产品和应用过程中，
系统性和集成性还需进一步提升，智能家电、
智能音箱、服务机器人等设备还应更加‘聪
明’。”张建平说，“未来，要实现系统性设计规
划以及更高效的以人为本的应用场景，任务颇
为艰巨。”

商务部研究院博士梁威认为，智慧家居领域
目前存在的短板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数字化应
用水平在消费端领先于生产端，智慧家居产品设
计、产品互联功能研发等有待推进；二是智慧家
居带来的生活便利度提升、体验优化等不明显，
仍是替代程度较高的可选型消费。”梁威说。

数字家庭越来越近了

未来，如何推动智慧家居突破发展瓶颈、加
快数字家庭建设？

创新数字技术——“数字化技术对智慧家居
行业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作用。突破瓶颈，创新
数字技术是关键。有了技术支撑，真正互联互通
的数字家庭愿景就不远了。”张建平说。

数字技术支撑离不开企业努力。近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完成2020-2021年度物联网应
用示范项目公示。其中苏宁智能终端有限公司打
造的“基于 IoT 的苏宁智能家居开放平台项目”
在“集成创新与融合应用类”成功入选。目前，
苏宁智能家居开放平台已接入 100+品牌、200+
品类，实现了跨品牌、跨平台的智能设备交互和
数据汇集。苏宁有关负责人表示，苏宁智能家居
开放平台还将为更多优秀智能产品企业提供全方
位、一站式的苏宁服务，实现亿级设备从接入、
管理到赋能的全链路服务，让用户体验真正的全
屋智能。

在 4 月 9 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智慧家庭高峰
论坛上，中国移动智慧家庭运营中心副总经理于
蓉蓉表示，多年来中国移动积极开拓智慧家庭新
市场，坚持“全千兆”战略引领，夯实智慧家庭
数字化转型基础，通过智慧家庭示范工程建设与
开放赋能，加速业务产品创新与生态合作。“中
国移动将加快构建行业新格局，为智慧家庭生态
提供更多科技动能、释放更多发展潜能。”

开拓下沉市场——梁威认为，智慧家居市场
开拓还有很大空间，“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
措施对智慧家居下沉三四线市场将起到引领作
用。“未来还应引导智慧家居企业基于下沉市场
消费数据分析，围绕小镇青年等群体需求，开
发定制化的智慧家居产品；支持智慧家居企
业、平台企业等布局下沉市场，创新智慧家居
零售业态，优化售前、售中与售后服务。”梁威
说。

提高国产品牌竞争力——当前，中高端国产
品牌的市场认可度提升，除了部分“网红”国际

品牌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外，不少消费者更倾

向于选择老牌国产的智能产品。

“一批国产品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

中，能够按消费者需求根据市场的主流趋势进行

产品设计，不断提升技术含量。”张建平表示，

国内企业比如华为、小米、海尔等品牌美誉度有

了很大提升，是行业佼佼者。“这说明国产品牌

的竞争力在不断提升，集中体现在产品研发、流
通渠道与服务等多个方面。同时，居民不断升级
的消费需求，也有利于推动智慧家居围绕优化消
费体验这一目的实施产品研发与服务优化，进而
推进智慧家居产业升级。”

发展智能家电、智能照明、智能安防监控、智能音箱、新型穿戴设备、服务机器人等——

智慧家居，“真香”！
本报记者 孔德晨

“智慧家居”首次写入
了“十四五”规划纲要。这
在家电、服务机器人等行业
引起热议，企业认为将迎来
智慧家居设备加快进入家庭
的黄金发展期。普通居民也
表示出兴趣，很多人想知
道，智慧家居并非刚性需
求，为何会引起如此重视？
未来咱们的居家生活将有哪
些改变？ 浙江省湖州高裕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紧生产记忆棉床垫、枕

头、智能电动床等产品。 陆一平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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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Media Services）羅德
里格茲（Tina Rodríguez）童年是家
庭暴力和性虐待的受害者，她多次因
為父親虐待母親和她的兄弟姊妹打電
話向911報案。父親的攻擊不僅造成
她飲食嚴重失調，還讓她深受創傷，
經過多年的家庭治療才得以痊癒。然
而，這條療癒之路引導她走出一個意
想不到的結果：羅德里格斯和毀掉她
童年的男人已經和解。

作為她和其他性攻擊倖存者課題
的一部分，羅德里格茲邀請她的父親
和其他施虐者分享經驗，談懲罰在刑
事司法系統中代表的意義。但她的父
親認為，比坐牢更讓他痛苦的，是面
對自己對家人造成的傷害。

羅德里格茲在少數族裔媒體服務
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舉辦
的一場會議中說： 「受憤怒或暴力衝
動影響但無法控制自己的人，和家暴
受害者之間，存在一道文化性責任的
鴻溝。」

「尋求安全與正義的犯罪倖存者
」 （Crime Survivors for Safety and
Justice）加州地區經理說： 「刑事系
統協助製造痛苦，並企圖把我們深鎖
在痛苦之中，我們只能依賴教育進行
預防和干涉。我們必須負起自己的文
化責任，教育我們的年輕人什麼是家
庭暴力以及如何防範。」

根據《新英格蘭醫學期刊》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20年刊出的一篇報告，在疫情期
間，四分之一的女性和十分之一的男
性面對親密伴侶或配偶的虐待。未經
證實的報導也指出，新冠疫情期間家
庭暴力急遽增加。

亞太性別暴力研究院（Asian
Pacific Institute on Gender-based
Violence）常務理事坎特（Monica
Khant）說： 「和施虐者一同隔離時
，受害者很難獲得資源或幫助。他們
很難有時間偷偷到浴室打求救電話，
也很難透過電腦獲得需要的訊息，因
為許多移民家庭沒有疫情期間必要的
網路可用。」

刑事司法系統處理家庭暴力的方
式，特別是少數族裔和移民社區的案
件，通常從接到911報案電話開始，
然後向警方提出投訴，法院再介入發
出可將施虐者與受害者分開的禁制令
或憤怒管理治療措施，但這些都無法
解決暴力的根本原因。

儘管施虐者和受害者必須共享子
女監護權，司法一般的處理方式都是
拆散家庭，走的並非和解路線，更別
提非裔母親害怕警察會介入並殺死她
的伴侶，或移民母親害怕報警會讓家
人被遞解出境。

曾代表過數百位家暴受害者的坎
特說： 「受害者的第一選擇通常不是
離婚或擺脫受虐。最好使用社會服務

進行和解，而不是使用現有的
刑事系統解決問題，這點很重
要。」

然而，移民因為有語言障
礙或文化差距，資源取得不容
易，為了避免 「讓家庭蒙羞」
，有時會被迫繼續承受暴力。
有些施虐伴侶因為疫情失業，
因為移民身份沒有資格領取失
業救濟金，財務變得較不獨立。
社會問題

羅德里格斯的父親因為虐待家人
被判入獄，出獄後，他同意參加修復
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計劃。
羅德里格斯稱這個過程很 「殘忍」 ，
充滿許多 「露骨且脆弱」 的對話。

羅德里格斯說： 「我才知道，他
和我一樣，也有過自殺的念頭。」 這
些碰撞不但幫助她康復，同時激發她
領導加州山谷監獄（Valley State
Prison）一項家暴防制計劃。

羅德里格斯觀察到： 「社會對性
別做出職責分配，男性通常被期望要
負責養家。沒有人談過非裔男性承受
的壓力，無論他是否受過大學教育，
是否有一技之長，但他的膚色可能讓
他面試五次後仍被淘汰。他的憤怒來
自被壓迫和被工作機會淘汰造成的創
傷。」

西語裔男性為了尋求更好的未來
選擇移民，背負世代傳承要他們賺錢

養家的期望，他們可能因此產生害怕
失敗的恐懼，最後出現暴力衝動。

加州終止家庭暴力夥伴（Cali-
fornia Partnership to End Domestic
Violence）常務理事摩爾歐比（Rev-
erend Aleese Moore-Orbih） 說 ：
「我們經常視家庭暴力是個人經驗的

結果，其實它是一個社會和文化問題
。」

摩爾歐比說： 「它代表社會的健
康狀況，也代表社會生病的程度。人
們經歷過的家暴、性攻擊、人口販賣
、兒童虐待，都會對他們造成終身的
影響。」

服務受害者超過20年的摩爾歐比
親 眼 看 過 ，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簡稱PTSD）如何從一代人傳給下一
代人，讓他們 「作為人類無法活出圓
滿的自己」 。

摩爾歐比說： 「婦人、女孩，以
及那些自認擁有女性能量的人永遠是

最脆弱的。我們談健康的男性氣質，
那健康的女性氣質又應該是怎樣？我
們都應該成為健康的個體。當我們停
止把控制和權力當作一種榮耀來崇拜
，當我們停止鼓勵我們的孩子追求權
力和控制時，我們的親密關係就會開
始產生變化。」

對 Training and Capacity Build-
ing at Compadres Network創辦人暨
總監特羅（Jerry Tello）而言，談到
家庭暴力就不能不提到壓制、種族歧
視、白人至上主義和世代創傷。他說
： 「有了解這些議題的計劃嗎？完全
沒有！」

特羅出生在一個非裔和西語裔家
庭，他和他七個兄弟姊妹在加州康普
頓（Compton）長大。他的父親是來
自墨西哥契瓦瓦州（Chihuahua）的
移民，在他還很小的時候就去世。受
到強大男性文化的影響，他沒有為父
親的死亡表現出哀傷。

修復式司法尋求治癒面對家暴的家庭

2021 年 4 月 26 日 – 美國人口
普查局今天宣布：2020 年人口普查
顯示截止 2020 年 4 月 1 日，美國的
居民人口數為331,449,281。

美國居民人口代表在 50 個州
(state) 及哥倫比亞特區居住的人口總
量。與 2010 年的統計結果（308,
745,538）相比，居民人口增加了22,
703,743 或 7.4%。

“我們非常感謝美國公眾積極回
答 2020 年人口普查問卷”，商務部
長 Gina Raimondo 說。 “全國上下
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第24 次人口普
查。它是我們民主制度的基礎，也是
我們增長和復原的動力。我還要在此

感謝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工作團隊，他
們戰勝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收集和生
成了高質量的數據，這些數據會為將
來多年的決策提供重要參考”。

“今天我們在這裡自豪地公佈
2020 年人口普查的第一批結果。這
些結果充分反映了整個美國人口普查
局團隊對高質量統計數據的不懈追求
，它們將繼續打造我們國家的你我未
來”，人口普查局代理局長Ron Jar-
min 說。 “我們在向公眾公佈居民人
口統計的當天還發布了數據質量指標
，這對於人口普查局還是首例。我們
相信，今天發布的 2020 年人口普查
結果達到了我們的高數據質量標準。

”
census.gov 上有美國 50 個州

(state)、哥倫比亞特區和波多黎各的
居民人口統計數據。
·人口最多的州 (state) 是 California
(39,538,223)；人口最少的是 Wyo-
ming (576,851)。
·自 2010 年人口普查後人口增加最
多的州 (state)是Texas (增加了 3,999,
944 人，總數達到 29,145,505)。
·自 2010 年人口普查後，人口增加
最快的州 (state) 是 Utah ( 增加了
18.4% 總數達到 3,271,616)。
·波多黎各的居民人口是3,285,874，
與 2010 年人口普查的數據（3,725,

789）相比下降
11.8%。

除了新發布的
統計數據，Rai-
mondo 局長今天

還向拜登總統提交了用於美國眾議院
國會席位分配的人口統計結果。根據
美國法案第 2 章，使用國會定義的公
式計算國會席位分配人口，在各州
(state) 分配美國眾議院的 435 個席位
。國會席位分配人口包括 50 個州
(state) 的居民人口，加上海外軍事和
聯邦文職人員及與其同住在海外且人
數可以分配到其住宅所在州 (state) 的
家屬。哥倫比亞特區和波多黎各的人
口在國會中沒有投票席位，所以不計
入國會席位分配人口之中。海外聯邦
僱員（及其家屬）的人數僅用於國會
席位分配。

·在 1790 年人口普查後，美國眾議
院的每名議員代表約 34,000 居民。
之後，眾議院的規模增長了四倍多
（從 105 席擴大到 435 席），根據
2020 年人口普查每名議員將大約平
均代表761,169 名居民。
·根據2020 年人口普查，Texas將增
加 2 個眾議院席位，5 個州(state)
(Colorado、 Florida、 Montana、
North Carolina 和 Oregon) 每個州增
加1 個席位，7個州(state) (California
、 Illinois、Michigan、 New York、
Ohio, Pennsylvania 和West Virginia)
每個州減少 1 個席位，其餘各州
(state) 的國會席位保持不變。

收到國會席位分配人數後，總統
會將其傳輸給第 117 屆國會。國會席
位重新分配的第 118 屆國會將在
2023 年 1 月履職。

向總統提交的 2020 年人口普查國會席位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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