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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肉商付駭客全球最大肉商付駭客11001100萬美元贖金萬美元贖金

（綜合報導）巴西肉品加工業者JBS的美國子公司今天透過聲
明表示，公司已支付相當於1100萬美元的贖金給勒索軟體駭客，

以防蒙受進一步破壞。
路透社報導，全球最大肉品加工業者JBS上週表示遭遇癱瘓性

網路攻擊可能導致食品供應鏈中斷並推高食品價格的後，JBS取消
美國廠和加拿大廠的輪班。

JBS美國子公司在聲明中表示： 「JBS美國子公司今天證實支付
相當於1100萬美元的贖金，以因應對公司營運作業遭遇的犯罪網
攻。」美國媒體報導指出，贖金是以比特幣（bitcoin）支付。

聲明指出，支付贖金之際，公司絕大多數的設施都正常運作中
，並強調公司 「為了降低任何與這場網攻有關的意想不到問題，並
確保沒有資料外洩」，便先行支付贖金。

據法新社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上週表示，白宮方面認為此事與
俄羅斯有關。

JBS美國子公司在聲明表示： 「JBS美國子公司在整起事件過程
中頻繁與政府官員溝通。」

JBS美國子公司執行長諾蓋拉（Andre Nogueira）說： 「這對我
們公司和我個人來說都是相當艱難的決定，然而我們仍認為這是避
免讓我們的客戶蒙受任何潛在風險的必要之舉。」

勒索軟體駭客上個月迫使美國最大燃料管線營運業者 「殖民管
線公司」（Colonial Pipeline）一度暫停對美國東部的燃料供應。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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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U.S. economy is so hot that the
demand for key materials can’t
keep up. The prices for everything
from lumber to computer chips is
skyrocketing.

In 2017 and 2018 President Trump
wanted to protect domestic jobs by
adding tariffs on steel and the lumber
industry

Despite a 20% pullback in recent
weeks, lumber prices still were up
400% from the April 2020 low. This
makes the average price of a new
home go up $36,000. The price of
steel products also went up 270%
last year.

Lot of economists believe the high

tariffs are hurting our economy in
many ways. Meanwhile, both the
steel and lumber industries are
strongly urging Biden to keep the
tariffs in place.

We also want to point out that the
world economy is changing and the
fact we all depend on each other.
Our producers need to export
overseas to stimulate our job market
at home. If we continue using the
strong tariffs policy, many other
countries can do the same thing.

Because President Biden wants to
accomplish the infrastructure project,
we need to plan ahead. All the costs
need to be calculated, not just create
more jobs.

0606//1010//20212021

Tariffs Are Not The OnlyTariffs Are Not The Only
SolutionSolution

美國全國经濟在疫情好轉後
正強勁復甦，從木材、 鋁片、
鋼鐵及晶片價格全面上漲， 也
導致拜登政府面臨兩難之窘境。

如果在保持關稅，保護國內
就業市場和抑制暴涨之原材料是
件不易操作的動作，如果總統立
即取消或減少進口關稅，立即會
使國內工人失去競爭力，反之物
價上漲也嚴重影響經濟成長及通
货膨胀。

川普總統在二O一七及二O
一八年採取對中國大陸及加拿大
等國之加關稅政策，其目的是在
保謢國內鋼鐵木材工人的飯碗，
但是疫情造成之停工，使得原物

料飛漲，因而造成民生物價同時
飆漲。

拜登總統正在推動國內基建
工作，一方面全面更新鐵路、機
場、橋梁、 公路， 但是，高價
之原材料將會嚴重影響到基建之
預算和品質。

今天我們也非常淸楚疫情對
美國和世界經濟帶來的極大影響
，全球經濟之互相依賴是無法逆
轉的事實，如果政府只是在關稅
上做為阻止他國商品進口之手段
，已經無法解決工人失業問題
， 只有譲一般百姓增加負擔，
生計日愈困難也非明智之舉。

建材價格暴漲建材價格暴漲 拜登政府難為拜登政府難為



AA33要聞3
星期五       2021年6月11日       Friday, June 1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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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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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國總統拜登預定下周二（15日
）出席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美國峰會，與
歐盟領袖朝著修復關係邁出一大步。據外媒看
到的峰會結論草案，屆時歐盟與美國將宣布結
成科技聯盟，以應對中國的崛起。美歐領袖並
將承諾致力於改革世界貿易組織（WTO），
對世貿相關規則進行大規模修改，藉以遏制中
國的產業補貼制度。

美媒《Politico》9日援引兩名歐盟官員和
美歐峰會結論草案報導說，歐盟與美國將宣布
圍繞技術和貿易建立廣泛夥伴關係，此舉旨在
對抗中國，並促進民主價值觀。報導指出，雖
然相關討論仍在進行中，但拜登和歐盟執委會
主席馮德萊恩計畫在會晤時宣布該項目的細節
。

拜登將在布魯塞爾會見馮德萊恩和代表歐
盟各國政府的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草案說
，在峰會上，雙方將同意就中國政策進行合作
。迄今歐盟國家一直試圖維持一種戰略平衡，
避免疏遠中國或美國。但路透報導說，由於中
國軍事擴張、對南海大部分地區提出主權聲索

、以及對待新疆維吾爾族的行為，如今布魯塞
爾已改變了態度。

美歐峰會結論草案說， 「我們打算在各自
類似針對中方的架構內，就所有問題進行密切
磋商和合作，其中包括合作、競爭和系統性對
抗等方面。」有報導援引草案稱，美國與歐盟
打算 「更新世貿組織規則手冊，針對產業補貼
、國有企業的不公平行為及其他扭曲貿易和市
場的做法，制訂更有效的紀律」，此外還將致
力於解決中國的 「經濟脅迫」問題。該草案內
容仍可能發生變化。

這或許將是中國自 2001 年底加入世貿以
來，美歐朝著改寫國際貿易規則邁出的最重要
一步，並可能標誌全球貿易體系的新紀元。不
過，在峰會上，美歐將首先對180億美元的跨
大西洋貿易產品取消關稅，致力在下月 11 日
前，就各自向波音和空中巴士公司提供政府補
貼的爭端達成雙邊協議。這場爭端已導致美國
對 75 億美元的歐盟出口產品徵收關稅，歐盟
則以對價值 40 億美元美國商品徵稅進行報復
。

攜手抗中 美歐組科技聯盟
承諾改革WTO

滿懷著對民主的高度期待與信心, 拜登總
統暨第一夫人搭乘美國空軍一號專機展開了八
天的外交之旅, 這是拜登入主白宮四個多月後
的首次外訪，雖然他已在華府接見過亞洲盟邦
日韓領導人, 也與多國首腦通過電話, 但走出華
府去會見盟邦與敵讎意義非凡，他要向世界重
新詮釋民主的價值與真諦，表達美國對北約與
歐盟支持的承諾, 並證明在他領導下，美國善
惡分明的態度。

過去一年世界籠罩在新冠病毒陰影下，美
國雖因廣泛施打疫苗似乎已脫險境, 但許多國
家仍陷水火之中, 疫情與疫苗仍是當前世界最
關注焦點, 拜登必會利用此次外訪展現美國主
導的地位, 他剛踏出國門，白宮就透露, 除先前
已向世界捐贈的2億劑疫苗外, 美國還將在明年
上通過Covax管道向92個低收入國家和非洲聯
盟貢獻5億劑疫苗, 以塑造美國為全球疫苗首強
, 並樹立世界領導的地位。

拜登這次出訪首站是英國, 他除了拜會英
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並與首相強生會談外,
也將出席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他將在會

上宣佈美國捐贈疫苗的計畫，還要與各國討論
全球疫苗、外交溝通、貿易關稅以及氣候變遷
等, 這次峰會上,各國將宣布一項為世界接種疫
苗的新戰略倡議, 但關於豁免疫苗專利的問題,
因侵犯私人企業權益, 恐難過關。

在結束G7峰會後,拜登將飛往比利時布魯
塞爾與歐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夥伴舉行會談
，過去四年由於川普單邊主義思維,採取關稅政
策, 並撕毀一些重要條約, 所以拜登須以坦誠態
度來修補, 才可能與歐盟重建跨大西洋多邊互
動夥伴關係。

在完成與歐盟與 NATO會談後, 拜登最後
選定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面對面交鋒, 很有互別
苗頭的意味。 由於俄羅斯駭客曾介入美國2016
年總統大選,協助川普當選, 再加上不久前又有
俄羅斯駭客黑暗面癱瘓美國油管事件, 之前兩
人隔空對槓互懟,拜登痛罵普京是暴徒, 也認同
他是殺手, 如今雙方見面必然尷尬,談判時必有
爭辯, 恐難達成共識。

拜登外訪可謂任重道遠, 期待他滿載而歸
。

【李著華觀點 :走出華府去
拜登首次外訪盟邦與敵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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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現215具原住民兒童遺骸
聯合國人權專家促徹查

綜合報導 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坎盧普斯一所印第安人寄宿

學校舊址發現215具原住民兒童遺骸後，聯合國9名人權專家4日一致敦

促加拿大政府和梵蒂岡迅速並徹底調查該事件。

“我們敦促官方對這些死亡事件的情況和責任進行全面調查，包括

對發現的遺骸進行法醫檢查，並對失蹤兒童著手進行識別和登記。”這

9名專家說道。

報道稱，雖然這些專家的言論並不代表聯合國，但他們被聯合國授

權向其報告他們的調查結果。

此外，專家們還呼籲加政府在加拿大所有此類寄宿學校進行調查。

報道稱，當初建立這些學校是為了強行同化土著。

據報道，這些專家中包括聯合國土著民權利、兒童性剝削等

問題的特別調查員。他們表示，這是對土著兒童大規模人權侵犯

的行為。

“加拿大和羅馬教廷竟不追究這種令人發指的罪行，而且不進

行充分補救，這難以置信。”專家們說道。報道介紹說，1890 至

1969年間，這所寄宿學校曾由天主教會替渥太華政府運營。

5月28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坎盧普斯一所印第安人寄宿學

校舊址發現215具原住民兒童遺骸。加原住民組織第一民族大會全國酋

長貝勒加德5月30日就此事對媒體說，這是對原住民“實施種族滅絕的

又一明證”。

第一民族是加拿大境內北美洲印第安人原住民及其後代的統稱。據

加拿大相關機構的信息，加拿大估計有15萬名原住民兒童曾被強迫離開

父母，進入寄宿學校學習“文化和文明”，還被迫皈依基督教，據估計

至少有3200名兒童被虐致死。

智利20歲以下年輕人新冠感染占比為何翻倍？
專家解讀

智利流行病學報告數據顯示，2020年

5月，智利20歲以下年輕人新冠感染人數

占總感染人數的8.60%，但到了2021年 5

月，這一占比達到17.72%。對於其背後的

原因，兩名專家給出了詳細解讀。

老年人優先接種疫苗
且社會責任感強、更少外出
據報道，智利大學流行病學家卡瓦達

表示，20 歲以下人群的感染率上升是

“完全可以預見的”。

卡瓦達認為，智利2020年遭受第一波

疫情時，患有高血壓等慢性疾病患者，以

及老年人最先成為病毒的“攻擊對象”，

但現在，這類人群大多已完全接種新冠疫

苗。所以，智利目前因感染新冠入院接受

治療的患者呈現更加年輕化的趨勢。

卡瓦達還指出，導致智利20歲以下

年輕人新冠感染人數占比上升、老年人

感染占比下降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老

年人更加註意個人防護，他們比年輕人

也更有責任感。此

外，相比於年輕人

來說，老年人無需

外出工作。

他還特別指出

，隨著智利冬季的

到來，新冠感染人

數一定會呈現上升

趨勢，但得益於全

國大規模接種的有

序推進，智利重癥

和死亡病例數出現

下降，醫院承受的

壓力也會減少許多。

變異病毒更具傳染性
增加年輕人感染風險
智利天主教大學(UC)UC-CHRISTUS附

屬醫院醫生布拉沃對卡瓦達的說法表示認

同，他稱，由於智利不久前才啟動針對年

輕人的新冠疫苗接種，現在，許多智利年

輕人尚沒有機會用疫苗保護自己，所以這

一人群的感染比例才會升高。

布拉沃還補充說，新冠變異病毒的

出現，也是導致年輕人群感染比例升高

的另一主要原因。“在南非和英國發現

的變異病毒，更加強大，也更具傳染性

。這讓還沒有接種疫苗的年輕人更加容

易感染新冠。”

歐盟持續針對白俄
正式禁止白俄航班飛越其領空

綜合報導 愛爾蘭瑞安航

空公司客機緊急降落白俄羅

斯事件持續發酵。當地時間6

月4日，歐盟宣布，將正式禁

止白俄羅斯航班飛越歐盟領

空及降落。

據報道，歐洲理事會表

示，成員國正式批準對白俄

羅斯航空關閉領空，也禁止

航班降落在歐盟各成員國機

場。

據白俄羅斯媒體報道，愛

爾蘭瑞安航空公司

一架客機 5 月 23 日

因炸彈威脅緊急降

落在明斯克國際機

場。但有西方媒體

報道，白方稱客機

上可能有炸彈並派

遣戰機“逼迫”客

機在明斯克降落，

繼而逮捕了乘坐這

架飛機的支持白反

對派的白俄羅斯記

者羅曼· 普羅塔謝維

奇。

歐盟對這一事件反應強烈

，並提議對白俄羅斯航空關閉

領空，獲得逾半成員國支持。6

月4日，27個成員國駐歐盟大

使正式通過這項提議。

據報道，禁令從6月5日開

始生效。

針對歐盟方面的行動，白

俄羅斯外交部長馬克伊此前表

示，這是歐盟國家有明確目的

的行動。

馬克伊說，歐盟想將白俄

羅斯描繪成“流氓國家”，以

便放開手腳對其進行全面扼殺

。他說，西方國家有時候會利

用普通事件製造帶有政治動機

的混亂，這是白俄羅斯不能接

受的。

德國大選前最後一場地方選舉落幕
默克爾所在政黨大勝

綜合報導 德國大選前最後

一場州級選舉當在德國東部薩克

森-安哈爾特州(薩安州)落幕。根

據7日淩晨公布的出口民調結果

，德國總理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

在該州以37%的得票率大勝選前

聲勢頗高的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

黨。

本次選舉因是9月德國大選

前最後一場州議會選舉而備受各

方關註。選前的民調中，德國選

擇黨一度與基民盟的支持率不相

上下，引發德國二戰後或將首次

出現極右翼政黨成為州一級議會

最大黨的擔憂。

不過，當晚公布的出口民調

顯示，基民盟出人意料地以37%

的得票率大幅領先選擇黨的

20.8%。德媒普遍認為，基民盟

在該州大勝首先應當歸功於從

2011年起擔任州長的哈澤洛夫執

政成績得到選民認可。

不過，由於哈澤洛夫本人在

基民盟和基社盟此前的總理候選

人之爭中，並未支持同黨的基民

盟現任黨主席拉舍特，而是支持

了基社盟主席兼巴伐利亞州州長

澤德，而哈澤洛夫領導的薩安州

在疫情期間亦屢屢選擇與默克爾

思路相左的防疫路徑，他本人甚

至還公開批評默克爾主導推出的

全國統一的防疫“緊急製動”製

度。鑒於此，他此次帶領基民盟

在薩安州取得大比分勝選，究竟

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為拉舍特在聯

邦大選中的選情加分，德媒仍普

遍打上問號。

距離九月底的大選還剩下

112天，德國政壇並沒有因為地

方選舉塵埃落定而歸於平靜。朝

野各政黨之間的攻防戰正圍繞著

基民盟籍的聯邦衛生部長施潘在

防疫期間可能存在的決策失誤而

升溫。

德媒日前報道稱，德國聯

邦衛生部在疫情初期曾采購了

一批價值約10億歐元的口罩。

但由於疑似質量存在問題，衛

生部事後將這批口罩發放給了

無家可歸者和殘障人士、領取

低保人士。

上述報道引發了本屆德國政

府內聯合執政的社民黨和反對黨

的強烈批評。社民黨主席博爾揚

斯6日更是公開呼籲，應當考慮

撤換施潘。

俄總統普京簽署廢止
《開放天空條約》的法令
綜合報導 羅斯總統普京簽署了廢止《開放天空條約》的法令，相

應的文件公布在官方法律信息門戶網站上。

此前，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在6月2日會議上一致批準廢止《開放天

空條約》的法律草案。

《開放天空條約》於1992年簽署，2002年生效。依據條約，締約國

可對其他締約國的全部領土進行空中非武裝偵察，以核查對方執行國際

軍控條約的情況。條約締約國一度包括俄羅斯、美國和大部分北大西洋

公約組織成員國。

2020年 5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指責俄羅斯違反《開放天空條

約》，美國國務院隨即向該條約其他締約國通報退約決定。2020年11月

，美國宣布正式退出該條約。

俄羅斯2021年1月決定開啟退出《開放天空條約》的國內程序。普

京5月11日向國家杜馬(議會下院)提交了廢止《開放天空條約》的法律

草案。草案5月19日在俄國家杜馬獲得通過。

俄副外長裏亞布科夫此前表示，草案在俄聯邦委員會通過後，將被

送交總統簽署。此後，俄外交部將向條約保管方——匈牙利和加拿大，

遞交照會，通知俄羅斯決定退約。從遞交照會到俄正式退出條約，有六

個月時間。在此之前，美國可考慮重返條約。5月27日，美國國務院發

表聲明說，鑒於俄方未能采取措施重新遵守《開放天空條約》，美方經

評估決定不尋求重新加入該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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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軍夏威夷珍珠港聯合基地（Joint Base
Pearl Harbor-Hickam）和德州拉克蘭聯合基地（Joint Base San
Antonio-Lackland），近期在24小時內先後遭遇炸彈威脅和槍
擊事件，一度暫時封鎖，所幸並未傳出傷亡，基地也皆已重新
開放。

珍珠港聯合基地於夏威夷時間8日上午9時39分（台灣時
間9日凌晨3時39分）傳出炸彈威脅，美軍隨即宣布基地封鎖
，當地軍眷、員工，以及正在參觀 「亞利桑那號」戰艦紀念館
（USS Arizona Memorial）和珍珠港航空博物館（Pearl Harbor

Aviation Museum）的旅客就地避難，基地內的小學也緊急疏散
。所幸最後證實是虛驚一場，8日下午14時20分（台灣時間9
日上午8時20分）宣布狀況解除。

但就在不到17個小時後，德州拉克蘭聯合基地於當地時間
9日上午11時50分（台灣時間10日凌晨0時50分），在一處入
口附近傳出2聲槍響，基地稍後下令全面封鎖，不過在約1小
時後，除該入口外的其餘區域皆解除封鎖。

負責守衛該基地的第 802 安全部隊中隊（802nd Security
Forces Squadron）指揮官勒夫利斯（Brian Loveless）中校表示，

目前還不清楚是否有人目擊到槍手，也不確定槍手的人數，正
根據幾條線索展開調查，當地警方也正協助尋找發生槍擊的確
實地點；勒夫利斯指出，該基地內的設施對美國空軍十分重要
，因此他寧可 「反應過度」。

珍珠港聯合基地包含美國海軍珍珠港基地和空軍希卡姆基
地，是美軍在太平洋上的關鍵節點之一；拉克蘭聯合基地則是
美國空軍唯一用於進行新兵訓練的基地，是空軍教育訓練司令
部（Ai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mmand, AETC）的大本營之
一。

美捐贈5億劑疫苗給窮國
拜登強調 「無附加條件」

先炸彈後槍響先炸彈後槍響
美軍美軍2424小時內封鎖珍珠港等小時內封鎖珍珠港等22基地基地

佛州超市爆槍擊 3死含1童及嫌犯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表
示，美國向全球最貧窮的國家捐贈 5 億
劑輝瑞疫苗，可迅速充實對抗2019冠狀
病毒疾病（COVID-19）的戰力，而且
「沒有任何附加條件」。

路透社報導，拜登在七大工業國集
團（G7）峰會前，來到英格蘭濱海勝地
卡比斯貝（Carbis Bay）。今天他與輝瑞
藥 廠 （Pfizer） 執 行 長 博 爾 拉 （Albert
Bourla）共同現身時，也感謝其他領袖
承認自己有義務讓全球接種疫苗。

拜登表示： 「美國將無條件提供這
5億劑疫苗，沒有任何附加條件。」

「我們的疫苗捐贈行動不含施壓
（受贈國）給予好處或妥協的可能性。
我們這麼做是為了拯救人命。」

首度以總統身分出訪的拜登，正亟
思刷亮自己的多邊主義招牌。他認為這
次疫苗捐贈是一次大膽之舉，展現美國
承認自己對全世界和自家公民的義務。

拜登表示： 「美國將成為我們對抗
COVID-19的疫苗彈藥庫，正如美國在
二戰時期作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

這項行動的規模名列單一國家捐贈
計畫之最，將耗費美國35億美元，但可
促使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等

G7其他領袖進一步捐贈疫苗。
G7領袖希望在2022年底前讓全球接

種疫苗，試圖阻止奪走逾 390 萬人性命
、重創全球經濟、顛覆數十億人正常生
活的疫情繼續下去。

到目前為止，各國疫苗接種進度與
富裕程度高度相關，美國、歐洲、以色
列和巴林遠遠超前其他國家。

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數據，目前全球近
80億人口當中，已有22 億人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美國佛羅里達州今天再度傳出槍擊案，地點
在一家超市，造成至少2人喪生，包括1名孩童；槍手在犯案
後飲彈自盡，總計3死。

法新社報導，警方表示，這起槍擊案發生在邁阿密北方約
130 公里的皇家棕櫚海灘（Royal Palm Beach）一家大眾超市

（Publix）。
棕櫚灘郡（Palm Beach County）警長辦公室說，警方發現

3人因嚴重槍傷不治，包括1名成年男子、1名成年女子及1名
孩童。其中1名死者是槍手，但警方沒公布性別。

警長辦公室發言人告訴法新社，槍手飲彈自盡。

這是佛州南部近日最新一起槍擊事件，本月6日在邁阿密
一場畢業派對上出現槍響，造成3死5傷。

此外，警方表示，3名歹徒5月30日在邁阿密地區一場演
唱會外面朝群眾濫射，造成2人死亡，至少20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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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空軍性侵案持續發酵 文在寅指示改善軍營文化
綜合報導 韓國青瓦臺發言人樸炅美

表示，韓國總統文在寅就空軍性侵案表示，

要求有關部門在民間人士的參與下製定改善

部隊軍營文化的政策。韓國國防部當天也表

態稱，國防部正以法不阿貴的原則對空軍性

侵案進行不設禁區的調查。

據報道，文在寅表示，此時此刻應當新

設不只就案辦案的、還能綜合改善軍營文化

的機構，而且要讓民間人士參與其中。文在

寅強調，應當構建起一套完善的懲防體系，

以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文在寅指示徹查此案之際，也曾要求偵

查機關徹查軍隊內部報告體系是否存在問題

，並嚴肅處理包括最高級幹部在內的所有涉

案人員。

據青瓦臺一位核心人士透露，文在寅強

調，軍隊的等級製度只是為了各司其職，不

應視為劃分身份高低的標準。不過，該人士

還說，文在寅只表明應當設立軍營文化改善

機構的原則性立場，並未提及機構負責人和

規模等具體事項。

另外，文在寅當天還敦促國會盡快處

理在國會法製司法委員會待審的《軍事法

院法》修正案。該法案由政府於2020年7月

提交國會，主要內容有廢除高等軍事法院，

將軍事審判的上訴審判權移交民間機構(首爾

高等法院)，旨在通過改革軍事司法製度，保

障司法獨立和軍隊官兵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

。軍事司法製度改革也是文在寅的競選承諾

之一。

另一方面，韓國國防部發言人夫勝粲7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國防部正以法不阿

貴的原則對空軍性侵案進行不設禁區的調查

。韓媒分析稱，夫勝粲此番話被解讀為，日

前引咎辭職的空軍參謀總長李成龍或將被調

查。

韓國空軍第20戰鬥飛行團女士官李某於3

月舉報被空軍中士張某性侵，後於5月22日

自殺身亡。

報道稱，韓國軍方透露，4月7日，軍事

警察以起訴意見將張某移送軍事檢察機關。

但李成龍到同月14日才聽取相關匯報，且在5

月25日才通過電話向國防部長官徐旭匯報相

關事宜。隨後，徐旭就此指示李成龍對受害

者的二次加害進行嚴肅調查。6月4日，李成

龍就此案引咎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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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都議會7日對要求取消東京奧運會

、殘奧會的請願進行了表決，最終決定不通過該議案。

此前，有埼玉縣居民向東京都議會請願要求取消東京奧

運會、殘奧會，並要求將剩余經費用於救濟生活困窘的居

民。日本東京都議會對此進行了表決，最終決定不通過該

議案。

當日，《讀賣新聞》發布的一項最新民調顯示，50%的

受訪者支持東京奧運會如期舉行。新的民調結果顯示，日

本民眾對奧運會的支持率達到了一年多來的最高點。

該項調查是在6月4日至6日進行的，在支持按期舉辦

東京奧運會的受訪者中，有26%的受訪者認為奧運會可以

在沒有觀眾的情況下舉行，24%的受訪者認為奧運會可以在

設立觀眾上限的情況下舉辦。48%的受訪者則認為奧運會應

該取消。

此外，在針對海外選手和相關人員的防疫措施方面，

認為不充分的受訪者比例高達63%。

此前，由於日本疫情惡化，日本多家調查機構在近幾

個月的民意調查顯示，支持東京奧運會如期舉辦的比例持

續下降。《朝日新聞》5月的民調顯示，83%的日本民眾希

望奧運會被取消或者再度推遲，支持奧運會按時舉辦的比

例只有14%。

進入6月以來，東京疫情總體呈緩和趨勢，按照計劃，

包括東京都在內的日本10個都道府縣的緊急狀態將在本月

20日解除。

核汙染廢棄物管理不善
日本東電將加緊展開檢查

綜合報導 據報道，由於福島第一核

電站廢棄物保管區域的集裝箱發生含放射

性物質的水泄漏問題，東京電力公司正加

緊對同種集裝箱展開檢查。

據報道，有待檢查的集裝箱約達5900

個，其中約4000個的內部詳細情況不明。

此外還相繼發現設置原委不明的集裝箱，

暴露出東電管理的不完善。

據東電稱，3月上旬廠區內排水道輻

射水平上升的警報響起，調查原因後發現

，位於上遊的廢棄物保管區域的1個集裝

箱出現腐蝕。集裝箱內存放著裝有反應堆

報廢作業使用的吸水薄膜等的塑料袋

，東電認為，水從袋中漏出腐蝕了集

裝箱，並滲漏到外部。

廠區內保管此類廢棄物和瓦礫垃

圾的集裝箱約有 8.5 萬個。其中約

4000個集裝箱在開始用數據庫形式管

理集裝箱信息的2017年12月之前設置

，因此不清楚內部詳情，東電計劃今年7

至10月開封確認其內部。

其中，汙染水平較高的約3400個集裝

箱中，在確認內部之前，4月起對是否出

現腐蝕等進行外觀檢查。此外，據稱約有

1900個知曉其內部但汙染水平較高，6月

底前將同樣進行外觀檢查。

東電說明稱：“因為內部為瓦礫垃圾

等固體，此前認為集裝箱即便破損也不會

發生放射性物質泄漏。”今後將調整維護

管理計劃。

在福島一核，福島縣的負責人和原子

能規製委員會的檢察官還發現3月底有4

個、5月中旬有16個東電未掌握的集裝箱

。這些集裝箱均被檢出輻射，東電將在6

月底前調查是否存在其他未得到管理的集

裝箱。

（中央社）富二代黃姓夫妻檔利用感冒藥製
毒，還開跑車馬莎拉蒂販運，高雄檢警2019年3
月偵破此案，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起訴，到庭論
告，成功沒收從豪宅中起出的9687萬元現金。這
也是毒品 「擴大沒收」新制實施以來，向法院聲
請沒收被告不明財產的最高額案件。

黃偉凱、紀怡慧夫妻檔是富二代，兩人購買
感冒藥，在豪宅煉製安非他命，平時還駕駛瑪莎
拉蒂名車外出販毒。檢警2019年3月間在高雄市
仁武區名湖街、鳥松區忠義路等處執行搜索，從
黃男豪宅中找到藏匿鈔票的密室，查扣9687萬元
現金。

後經檢察官組成專責小組研商，並到庭積極
論告，橋頭地方法院於今年5月31日判決黃偉凱
共同製造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13年8月。又
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12年。

另犯持有具殺傷力槍枝罪，處有期徒刑7年

，併科罰金20萬元，可易科罰金。有期徒刑部分
應執行有期徒刑23年8月；紀怡慧則以共同製造
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10年。

另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3項，諭
知沒收扣案的9687萬元。這也是檢察機關運用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3項 「擴大沒收」新制
，向法院聲請沒收毒品案件被告來源不明之不法
財產最高額案件。

法務部多年來積極推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擴大沒收」新制，去年1月15日作出解釋，就

查獲被告本案違法行為時，也發現被告有其他來
源不明之可能不法所得，雖無法確定來自特定違
法行為，仍可沒收。

橋頭地檢署檢察長洪信旭說，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的擴大沒收制度可徹底斬斷不法份子金流，
杜絕毒品犯罪。

富二代夫妻開名車販毒
近億現金全沒收

（中央社）花蓮昨暴增7例確診，且是同一
家族的家庭群聚感染，其中50多歲男水泥工、
案12137，上月17日從桃園觀音工地返花後即出
現症狀，但直到本月8日才因呼吸困難前往醫院
篩檢確診，目前病況不樂觀，插管治療中，且
其妻子、兒子及岳父家庭共6人連帶染疫。花蓮
縣府指出，該工班當時有人確診，個案返花卻
沒有收到匡列通知。

衛生局長朱家祥表示，案 12137 上月 15 日
和老闆到桃園觀音某工地工作，17日返花後出
現咳嗽症狀，原以為是抽菸引起，不以為意，
17至22日期間仍到新城鄉仁愛路工地做工，直
到本月8日喘到不能呼吸，妻子及兒子陪同前往
門諾醫院快篩確診。

朱說，案12137的妻子及兒子為案12138、
案 12139，8 日一起採檢後確診。因案 12138 常

回娘家照顧高齡81 歲的失智父親，所以娘家4
人也全都確診，分別為案12130、案12299、案
12298及案12297。

另外，案12130被匡列前，曾在7日上午8
點半許在家中附近遊蕩，員警巡邏見狀協助他
返家，直到昨天才知道接觸到確診者，縣警局
長蔡丁賢說，相關4名員警已於昨天上午前往快
篩，結果皆呈陰性，雖然無需匡列，但還是要

求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宜蘭大學上個月傳出校內有人確診新冠肺

炎，經過緊急追查，發現是一名勞動部派駐學
校的安心上工人員，所幸疫情並未進一步蔓延
，但10日又傳出有一名學校宿舍管理員的家屬
確診，學校不敢大意，立即通知在校學生，即
日起進行自我健康監測14天，縣府衛生局表示
已經展開疫調，有必要時將進行擴大篩檢。

花蓮返鄉20天確診 家族群聚1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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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initiated for documented business reasons. These games may have prizes unclaimed, including top prizes. In 
addi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will be initiated when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During closing, games 
may be sold even after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Must be 18 or older to purchase a ticket. For help w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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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275
777         

Overall Odds are 1 in 4.74
$2 6/20/21 12/17/21

2262
Veterans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4.40
$2 6/23/21 12/20/21

2269
Gifts Galore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9
$2 6/23/21 12/20/21

2168
$50,000 Bonus Cashword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7

$3 6/23/21 12/20/21

2267
Holiday Bucks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8
$5 6/23/21 12/20/21

2270
Caesars®          

Overall Odds are 1 in 3.70
$5 6/23/21 12/20/21

T:5.7"

T:6"

半个月后，《天天向上》飞来昆明录制

杨丽萍为主嘉宾的特别节目。又是一天过去

。终于收工了。和排队合影的观众拍完，她

又把旁边正收拾宴席残羹的厨师们，都叫了

过来。「辛苦了嘎，来我们一起照张相」。

最后是伴舞的年轻人们，她心疼他们很多人

跳了半天，最后可能一个脸都没有。

高成明觉得，「她那个形象啊，基本上

是完美无缺的，一点一滴精雕细刻的。但是

她的内心，还有她的作派里面，其实还有很

多很多天然的东西。」

《人物》第二次采访杨丽萍那日，她的

助理燕子开车带众人去杨丽萍三妹杨丽燕的

院子。院子里种满了植物。

没有亮光，但依然能在夜色里看到枣树

、月季、蓝雪花、三角梅、绣球、栀子、喇

叭花，陆续开在各自的花期里。

但杨丽萍一进院门扫了一眼，就有些失

望：你这花园怎么花太少了。

冲着大门的是一丛小叶栀子。花朵细小

，但香味盛大。她俯下身去，摘了一朵夹在

食指和中指之间。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她像

抽烟一样，不断把那朵栀子凑到鼻下，狠狠

吸上一口。

在种植工作上，杨丽萍显然有着丰富的

经验和可以骄傲的资本。接受采访时，她常

用农业和种植的概念去分析问题。

比如，得奖或者成功是播种耕耘之后的

水到渠成。拍广告也可以这么理解。而她最

自信的是，从小她种的菜、养的花、喂的猪

都是村里最好、最美、最大的。

她对自然、植物和耕种有一种无法抑制

的地母似的冲动。1990年代初，她就在北京

郊外的一处果园，租了8亩地，种上她能买到

的花和树。最近几年，她和朋友偶尔将昆明

住处的花园发到网上。充斥整个画面的繁盛

花朵，自然落在她身上的鹦鹉，让这个花园

成为微博热搜。

「你这个绣球，不肥，太瘦了」。她没

有停下来的意思，「你要把它移出来。冬天

的时候，必须要下霜打到它，它才会开花」

。

来的路上，园丁给她发语音，小心介绍

了白天在园子里的劳作。她重复听了两遍，

回过去：施肥要注意噶，不要把花烧死了。

她自称「生命的旁观者」，「我来世上

，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长，河水怎么流，白

云怎么飘，甘露怎么凝结。」

这就是杨丽萍。高成明说，她尊重了她

的天赋，「将老天赋予她的那种与众不同的

，深入到DNA里的，在骨髓里面的那个东西

，牢牢地抓住了。」在这之外，她不用像绝

大部分名流和公众人物一样，长久困扰于个

人生活的被侵扰和让渡。

每一次创作，才是她和外界以及人群的

一次电波互动。

如果是这种设计，就别合作了

回到与QQ炫舞合作的起点，一开始，

杨丽萍团队并不太认同这次合作。因为「以

她的艺术造诣和在中国艺术界的地位，她并

不缺曝光的机会」。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综

合市场部品牌总监刘星伦回忆。

但QQ炫舞并不想就此放弃。为了增加

说服力和可行性，刘星伦和同事们做了一个

针对QQ炫舞用户的调研报告。调研的样本数

量是1200人，最终结果显示，有75%的用户

听说过杨丽萍并看过她的舞蹈。90%的用户

希望在游戏里尝试新版孔雀舞。

2019年下半年，刘星伦团队专门去了一

趟昆明，除了将用户调研结果告诉杨丽萍，

也将他们在B站等社交网站上找到的视频播

放给对方团队。弹幕里大量「看哭了」「神

仙一样的表演」的评论，显然触动了屏幕前

的杨丽萍。

「现在网上所有能够搜索到的舞蹈视频

，都是当年电视的那种画质，大家像考古一

样去看那些东西。」刘星伦的同事当时告诉

杨丽萍。他们想让她感受到，「年轻人对本

民族原生文化的热切需求，对经典文化的传

承兴趣」。

显然，杨丽萍被打动了。「我觉得舞蹈

并不一定只是在舞台上，通过游戏的方式，

让孔雀舞传播出去会是一种新的尝试。」她

决定加入。

当知道合作最终确定下来时，近几年一

直在研究IP理论和实践的腾讯互动娱乐事业

群公关部总经理戴斌，非常兴奋。

三年前，他曾看过杨丽萍的舞剧《孔雀

》，那是他少有的在观剧时流泪的经验。

在作为观众的戴斌眼里，杨丽萍的舞蹈

语言，「与其说凌厉，不如说就是生气勃勃

」。他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看杨丽萍

的舞蹈，你会忘记她的年龄，无所谓年龄这

件事情，她的艺术里面包含着天然的生命力

，这是她舞蹈艺术里面很迷人的一件事情。

」

尤其是那双手，让人热泪盈眶。「这个

世界上竟然会有一双手，它仿佛能够拥有独

立于它主人之外的生命。」

那时的观众戴斌，没有料想过有一天，

他和同事们能够和这双手的主人一起合作创

造些什么。

合作的可能，是逐渐浮凸的。

2018年，腾讯确认将「新文创」作为自

己在文化维度的核心战略。「新文创」最早

由腾讯集团副总裁，同时也是阅文集团、腾

讯影业CEO的程武提出，作为一种以IP构建

为核心的文化生产方式，其目的是打造出更

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

去年，《庆余年》热播后，程武曾对

《人物》谈到他对IP的理解，「IP实际上就

是能够承载人类共通情感的一种符号。」

而杨丽萍正是代表着「现代云南，乃至

于现代中国的一个可被共识的IP文化符号」

。戴斌解释。

2019年5月，腾讯和云南省政府共同发

布了「云南新文旅IP战略合作计划」，希望

用新文创的思路，将云南打造成一个IP，并

提炼出「自在云南」的IP价值观。在它的背

后，是以云南历史、地理、风物、建筑等文

化场景为美学基础的「自然主义美学」。

杨丽萍和她的孔雀舞，无疑正是这种自

然主义美学最集中的体现。

因此在合作计划发布后，几乎每个人都

想到了，是否能够推动「云南的女儿」杨丽

萍与QQ炫舞进行合作。

落到具体的演绎和创新层面，QQ炫舞

和杨丽萍「孔雀舞」的合作，主要涉及三个

方面的内容：音乐、服饰和动作。

音乐部分，QQ炫舞邀请到《雀之灵》

原曲作者三宝担任音乐顾问，由音乐人刘柏

辛重新进行改编演绎。刘柏辛保留了原版

《雀之灵》最有标识性的一段旋律，编曲上

，不仅运用民族乐器，还加入了trap风格。

使其更适合在游戏内使用。

服饰不那么顺。设计团队交出第一版服

饰设计方案时，刘星伦和同事们便感受到了

属于杨丽萍式的直接和严格：

「如果是这种设计的话，那就别合作了

。」

负责此次原画服装设计的设计师王雪回

忆，第一版方案是按照QQ炫舞多年来的设计

风格去做的，大体来说，是偏礼服的华丽炫

酷设计。杨丽萍看过后，很不满意，认为那

是婚纱礼服，「而不是可以跳舞的裙子」。

在创作领域，杨丽萍从来不是一个可以

退让或者做出妥协的人。

1993年，央视春晚邀请杨丽萍表演《两

棵树》，但最多只能给3分钟。杨丽萍不让步

。甩下一句话：「没有4分钟，就别上了。」

最终她成功了。

广告策划人叶茂中曾为云南一家茶企制

作杨丽萍代言的广告片。

在现场，杨丽萍直言，「这条裙子没有

腰身,穿起来会不好看;这件上衣太短了,露出肋

骨会没有美感……」来自台湾的知名服装师

挂不住面子,连夜改舞裙。第二日,早前定下的

动作再次被女主角推翻。因为其中没有标志

性的「三道弯」姿势。她说，杨丽萍标志性

的符号没了，「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找我了。

」

她对所有合作者执行同等严格的评价尺

度。即使是合作多年的老友三宝，她也不会

说客气话。在回忆2012年春晚《雀之恋》表

演时，杨丽萍说，当时准备时间仓促，（音乐

）旋律还不够经典，她就一直逼三宝，逼得他

「都快翻脸了」。

尽管撂下「这种设计就别合作了」的狠

话，但杨丽萍还是在之后，明确给出了自己

理想中的服饰风格，那就是尽量保留和还原

原初服装特点，在此基础上，再放开想象力

，去实现一些现实舞台上没办法达

成，但在虚拟空间里或许可以实现

的效果。

她提出一个总的风格指向——

要有「精灵」感。

为此，王雪和同事从历史影像中

翻出那条以白色为基底，美妙展现

傣族舞蹈「三道弯」身体美感的

「雀之灵」经典孔雀裙，仔细研究

。

羽毛是这条孔雀裙最重要的细节。

在炫舞过去的服饰设计里，设计师

通常会直接把羽毛画上去，但针对

《孔雀灵》的设计，王雪和同事们

采用的是将一片片羽毛单独做出来

，再贴上去，确保推近看时，每片

孔雀羽毛的肌理都是清晰的。为了

突出「精灵感」，王雪团队设计了

羽毛可以从人物身上生长出来的效果。裙摆

的丰盈和夸张程度也在原版基础上做了极致

化处理。

设计组组长王慧介绍，游戏中的版本，

加入了粒子光效跟随的效果，能够以3D动画

的形式还原服装的物理真实性。

为此，王慧团队运用了最高级别的设计

资源，最终裙摆「随动性很自然」。肉眼看

上去，裙子能够跟随人物的摆动呈现飘逸的

效果，「而不是那种一大片比较硬地绑定在

腿上」。

这是团队花费时间最长的一次设计。过

去，差不多十多天就能够完成，这次磨了近

半年。

不过在身边人看来，这就是杨丽萍几十

年来的日常。

青年舞蹈家、《云南映象》主演杨舞，

加入舞团已经超过15年。在她记忆里，杨丽

萍从来没有停止过琢磨和优化那条《雀之灵

》的裙子。

几十年以来，无数人学习《雀之灵》。

也有无数人做过那条白色的孔雀裙。但杨舞

觉得，裙子看上去很像，但穿在身上却完全

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裙子结构太好了」。

杨舞边在身上比划，边向《人物》解密裙子

的奥秘：

「裙子一定要够紧身，腰这一段才能显

出来。然后腰线要下放一点点，这样上身窄

下身宽，从视觉上才会感觉很稳。有些人的

裙子一转起来两个腿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你

就没有那个仙气了……」

外面的人为什么做不了？杨舞说，这是

因为老师没事就拿一张照片在那放大缩小地

琢磨，「这里不对，宽了，要改。」

前几年一次重要演出里，主办方给杨舞

设计了孔雀裙。杨丽萍拿到后直接说不行。

裙子的后背贴满了羽毛。穿上后显得背很厚

。杨丽萍坚持要拆掉羽毛。杨舞说，「大家

都习惯了我们那么矫情。」

针线包是永远要随身携带的。遇到裙子

不合体，或者扣子、走线脱落，不用找别人

，自己就可以处理好。这是杨丽萍给杨舞们

带来的影响。

不只针线包。渐渐地，舞台如何打光，

拍摄角度怎么才好看，甚至舞台走线，音乐

剪辑，最后大家都会了。每次被借调出去表

演，杨舞总会收到类似的评价——「你们团

的人太神奇，都是铁打的，什么都会。」

服饰设计方案通过之后，接下来同样重

要的是「孔雀舞」融入游戏后的全套动作设

计。这是一个更考验合作双方的部分。

设计团队给出第一版动作设计方案后，

杨丽萍很快反馈，认为其中对手部动作的突

出还十分欠缺。她希望能够重点还原「孔雀

舞」符号性的手部动作。

对炫舞来说，这是一个算得上陌生的领

域。作为现代网络游戏里的一个独立的大分

支，音乐舞蹈类游戏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4年的韩国，舞蹈风格以街舞为主。因此

舞蹈动作通常主要集中在手臂、躯干和腿部

，从未细化到过「手掌和手指」的部分。对

设计团队来说，很难让设计的颗粒度抵达到

手指。

戴斌十分赞同杨丽萍的意见。因为那双

手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大学时学习古典

文学专业的戴斌试图用语言学的思路去描绘

那双手：

「如果舞蹈是语言，动作应该是单词。

但杨丽萍的手，它已经不是单词了，它是有

情绪的单词，甚至有的时候它就是语法本身

，自己构成语法。」

尽管需要改变沉淀已久的风格，戴斌和

同事们依然决定支持杨丽萍，「就是如果我

们都做不到对手部动作有充分展示的话，还

跳什么《雀之灵》？又凭什么说你是传承

《雀之灵》？」

双方缔结了坚定的共识——要保留住

《雀之灵》最具符号性的手指动作、身体

「三道弯」的身段以及提裙摆旋转的造型。

半年多时间，QQ炫舞团队前后修改了

超20个版本的动作设计方案。

在大多数人看来，杨丽萍「孔雀舞」的

手部动作或许在1986年《雀之灵》诞生后，

已经凝固地存在于原初版本中，此后的无数

场表演只是重复。

但40年里，杨丽萍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

琢磨手上的动作。她的外甥女骄子告诉《人

物》，自己曾被姨妈吓了一跳。小时候有天

清晨，光射进房间，她想去叫姨妈吃早饭，

等她走到门口，发现姨妈定在光线里不动。

只有手指在晨光里轻微地颤动。

「就是一个动作在微调，太可怕了。」

骄子说。精准的拿捏和琢磨，让她的手在舞

台上不论从哪个角度去拍都是完美的。」

她对自己的舞蹈文本是「钻之弥坚」的

永续雕琢。对自己创造的经典，则抱有一种

高度的自尊和极致的洁癖。这是这次合作中

，杨丽萍留给林捷最深刻的印象侧面。

他记得，合作之初，杨丽萍便提出，因

为年龄和准备时间不够充足的原因，她不愿

意在宣传片里跳《雀之灵》，她也不想再穿

那条《雀之灵》的舞裙。

「穿上也不会完美的」，她跟林捷说，

她已不是《雀之灵》那个时候的样子，不如

让徒弟杨舞来跳这支舞，片子里，她本人以

一个讲述者的角色出现。

但4月27日下午，当剧院音乐突然响起

时，光柱里一袭白色长裙的杨丽萍终究还是

忍不住了。

在台下观看的杨舞说，很久没有看到老

师在镜头前表演了。《雀之灵》的舞蹈，更

是很多年没有看她跳起过了。而这段现场的

即兴起舞，也被摄像机拍摄下来。最终剪辑

到5月28日上线发布的宣传片中，成为这次

合作里最意外的收获，并将在数字时代的传

播中，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事实上，在20年前，几乎发生过同样的

场景。

那是新旧世纪之交1999年，杨丽萍去拉

萨游历。一天她走进大昭寺，当阳光穿过窗户

在壁画之上慢慢移动时，杨丽萍将手臂伸向上

空，在看得清每一粒浮尘的光里，跳起舞来。

3年后，在《云南映象》的创作札记里

，杨丽萍这样写道：

「只要音乐响起来，我就在自我的一

个心理场里边，我的手臂会无限地延伸。

甚至延伸到可以握紧神的手，是这种感觉

。我明白了奶奶跟我说的那句话，跳舞是

在和神交流。然后你的魂魄是飘荡的，飘

开来的，离开你的身体。然后你会觉得那

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感觉无与伦比，特别美

妙。」

杨丽萍：孔雀下山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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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疫情

下海外侨胞们过端午的形式与往年不同

。虽然少了赛龙舟、舞龙舞狮等热闹的

活动，但漂洋过海的粽香却始终延续，

传递着浓浓的乡情。

中新社报道，“粽叶卷成‘漏斗’

的样子，先放一勺糯米，放三块酱肉，

再盖一层糯米……”在法国侨胞王薇给

录制的端午视频中，她丈夫正在教一双

儿女包粽子，孩子们包出的粽子有模有

样，王薇则在一旁弹奏古筝，为包粽子

活动伴奏助兴。

王薇的老家在浙江嘉兴，虽然在法

国定居多年，她和家人每年端午仍会自

制正宗的嘉兴肉粽。“我老公是法国人

，但他很喜欢中国文化，去年我教会了

他包粽子，今年轮到他教两个孩子了。

”

“粽叶和糯米是两周前就在华人超

市里买好的，肉用酱油、黄酒和香料腌

制了3天，糯米也要加入酱料浸泡一夜

。”王薇说，她也会把粽子作为伴手礼

送给邻居，外国朋友很喜欢这来自中国

的风味。

西班牙的侨胞们在做好防护的基

础上，于巴塞罗那“餐餐美食”中餐

馆门前排队领取侨社发放的爱心粽。

6 个结实饱满的四角粽绑在一起，有

咸甜两种口味，一袋袋分发到侨胞手

上，不少领到粽子的侨胞还拍照打卡

留念。

“仅10分钟，1080个粽子就发完了

。”活动主办方之一、西班牙巴塞罗那

青田同乡会会长周建虹介绍，活动从23

日持续到25日，每天向侨胞发放3240个

粽子，“希望这些粽子可以给疫情下的

人们带去关怀，也想借此提振和宣传

中餐”。

在马来西亚槟州，华人高国钦

在粽子专门店订购的粽子端午节

一早就到货了。“我们家都爱吃

咸粽，馅料有腊肉、肥肉、咸蛋

黄和香菇，今晚的祭祖活动后，

我们一家老小就会聚在一起吃粽

子。”

高国钦介绍，马来西亚的华侨华

人来自不同地方，包的粽子也比较多

样，有福建肉粽、广东咸水粽、海南

枕头粽、潮州粽等。“最具特色的当

属融合了中国味道和南洋做法的娘惹

粽，糯米要用蝶豆花染成蓝色，馅则

是椰肉丝。”

“艾草挂在门前，粽子香飘满天

，戴上小香囊，篮子装满花瓣……”

端午当天，瑞士苏黎世有一场“云上

过端午”活动，华裔女孩杨熹昀身着

汉服、佩着香囊，演唱了一首端午民

谣。

活动主办方、苏黎世中国传统文

化协会会长陆金莲介绍，共有110名苏

黎世华裔青少年参加活动，他们朗诵

端午诗词、包粽子、编五彩绳、做香

囊、画龙舟……“我们每年端午节都

会举办大型活动，今年只能线上举办

，但丝毫没影响孩子们对端午民俗的

热情。”

在美国，不少华人食客来到洛杉

矶蒙特利公园的中餐厅“深并烧腊美

食坊”，购买招牌“鲍鱼太爷粽”。鲍

鱼粽的馅料由鲍鱼、干贝、咸猪肉、冬

菇、栗子等精制而成，一个粽子比手掌

还大，足有一斤多重。

餐厅创始人福哥介绍，虽然今年原

材料涨价，但鲍鱼粽还是维持往年的价

格，“为了开拓市场，我们今年还推出

了符合华人口味的传统肉粽，销量也不

错”。

虽然市面上可以选购到品类丰富的

粽子，美国罗得岛州华人协会副主席陈

和栋还是习惯自己在家包粽子。“我包

的粽子里有虾干、冬菇、腊肠、干贝，

糯米中还掺入了花生粒，全家人都很爱

吃。”

“我来美国38年，每年都会和家人

一起过端午、吃粽子。”在陈和栋看来

，“端午”是抹不掉的文化记忆，更是

消不去的浓浓乡愁。

疫情下侨胞如何过端午？
美华人：端午是抹不掉的文化记忆

在线医疗服务公司Zava在2017年曾

对500名美国人和500名欧洲人进行一项

调查，发现66%的受访者至少有过一次

一夜情。不过，疫情时期，在涉及到潜

在健康风险的情况下，人们还会继续一

夜情吗？

《赫芬顿邮报》23日报道，首先需要注

意的是，新冠病毒主要通过感染者打喷

嚏、咳嗽、呼吸或说话时喷出的飞沫传

播。因为性行为通常包括亲密的身体接

触，比如接吻和深呼吸，所以存在感染

或传播病毒的风险。此外，一些新冠患

者的精液中检测出了病毒，但目前没有

证据表明它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播。

虽然各州已经重新开放，但保持社

交距离的指导方针仍然存在，而且很可

能要等到有了有效治疗方法或疫苗之后

才取消。这就意味着，人们要与除家人

外的人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无法保

持距离时要戴上口罩。不过，考虑到这

场公共卫生危机的持续时间，让那些没

有恋爱关系或没有固定性伴侣的人完全

禁欲现实吗？

“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哥伦比

亚大学医学中心副教授贝尔（David Bell

）博士说，“需要人际关系、性和亲密

关系是人类的天性。”

那么，这种大流行病会如何影响一

夜情的未来呢？

可以理解，有些人是拒绝的。新奥

尔良作家埃贝（Alex Ebel）3月下旬在

《赫芬顿邮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题

为《两周前我可以随时做爱，新冠病毒

改变了这一点》。到了6月中旬，埃贝

说他仍然坚持这种看法。“我们仍然处

于疫情期间，人们仅仅因为太无聊而外

出购物，这不是明智的做法。一夜情也

是如此。”

疫情带来的压力也使得一些人的心

理健康状况恶化，比如产生焦虑和强迫

症，这可能降低他们的性欲，同时也让

他们对一夜情更加警惕。

纽约市性与性别治疗中心的治疗师

马利纳（Sula Malina）说：“当我们不

断接收有关社交距离的信息时，和陌生

人握手都是令人生畏的。”

“一般来说，一夜情的决定只会影

响我们自己和伴侣，但如今，这种行为

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马利纳说，即使病毒的传播速度减

慢了，对身体接触的残留恐惧也可能会

持续下去。

除了约会软件和网站之外，酒吧和

夜店也是遇见一夜情伴侣最常见的地方

。作为非必要业务，这些场所已经关闭

了数月，现在才刚刚开始重新营业。

上文提到的贝尔博士表示：“没有

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疫情会影响人们对一

夜情的长期感觉。”

性学博主科布（Ashley Cobb）也认

为，疫情并没有真正影响人们对一夜情的

看法。“特别是现在全国各地重新开放，

之前没有参与此事的人现在肯定会去。”

贝尔博士说：“艾滋病这种已知的

性传播疾病可能会影响对一夜情的感受

，但不会从实质上改变任何行为。”

那么，如何在大流行病期间进行更

安全的性行为呢？

要知道，最安全的伴侣是你自己，

其次是与你生活在一起的伴侣，然后是

你认识和信任的的人。不过，如果你打

算和你刚刚认识的人发生性关系，那么

你应该尽你所能减少感染或传播病毒的

风险——这包括限制你的性伴侣数量。

这里有一些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见面之前，询问你的伴侣是否有

症状，或是否与任何有此类症状的人有

过密切接触。

症状可能包括发烧、咳嗽、喉咙痛

、呼吸短促或味觉嗅觉丧失等。如果表

现出症状或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就

不要发生性行为。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

个人有更高的罹患严重疾病的风险，比

如患有糖尿病、心脏病或免疫系统受损

，那就要暂时停止性生活。

要知道，有些感染者可能是无症状

的，或者症状非常轻微，以至于没有注

意到。此外，潜伏期（从接触到出现症

状的时间）的中位数为4至5天，但可能

长达14天。这意味着有可能你们中的一

个已经被感染了，但在见面时感觉很好

，直到之后才出现症状。所以，如果你

们中的一个生病了，一定要联系对方，

这样另一个才知道要自我隔离。

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进行新冠病毒

检测。“要考虑在性行为之前和之后做

检查。”马利纳说。

新泽西性治疗师、神经学家怀斯

（Nan Wise）表示：“避免像接吻这样

的面对面的行为是个好主意。”

纽约市卫生局网站上提示：“新冠

疫情期间，性交时戴上遮住口鼻的面罩

是增加一层防护的好方法。”

同样也要避免口腔和肛门的接触，

因为病毒已经在粪便中被发现了。

和往常一样，你应该通过使用避孕

套来进行安全的性行为。

在这个保持社交距离的时代，分开

但同时自慰可能是一个风险较小的选择

。此外还可以考虑虚拟性爱。“比如电

话、短信和视频性爱。”马利纳说，

“当然要尽可能确保你的信息和所分享

的照片安全。”

病毒将如何影响美国人“约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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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高端疫苗今（10
日）下午對新冠肺炎疫苗二期臨
床主試驗分析解盲，數據顯示，
安全性與耐受性良好，所有受試
者未出現疫苗相關嚴重不良反應
，數據合於預期，將盡快申請
EUA緊急授權使用。律師呂秋遠
表示，恭喜台灣生技產業有機會
越來越好，對於高端疫苗，他
「該打就打，非常樂意」。他不

會羨慕搶打的志工，因為佔用別
人的福份，對人生來說不會是正
面的，況且第二劑還不知道去哪
裡打。

「高端疫苗解盲成功是好事
，請不要又是陰謀論滿天飛」，
律師呂秋遠在臉書發文表示，
「反正，有沒有效力，以後就會

知道。執政黨以後還要選舉」，
呂秋遠認為，疫苗的研發政策裡

，有專業、有政治、有產業競爭
力的議題，不是圈內人，評論根
本不會百分之百準確，真正的圈
內人，才不會在這時候浪費時間
寫這麼多東西。 「況且，真的寫
了我們是看得懂膩？」。

至於志工，呂秋遠表示不會
羨慕， 「因為佔用別人的福份，
對人生來說不會是正面的，況且
現在還要面臨檢調單位的調查，
第二劑還不知道去哪裡打。不是
屬於自己的東西，就不要強求，
強求了，後果就會來了」。

至於他自己要不要打高端疫
苗？呂秋遠說雖然不知道何時才
會輪到，但是 「該打就打，我非
常樂意」。最後更 「恭喜台灣生
技產業有機會越來越好，也希望
繼口罩以後，我們可以有自己的
疫苗產業，為世界做出更多的貢

獻。」。
眾多網友也紛紛回應： 「我

是一直很看好台灣生技，全世界
只有台灣是第一名的人唸醫學，
第二名唸電機，生技是第一名+
第二名，只要第三名以後的不要
使壞殘害(如翁啓惠，何大一)，
台灣很快就有另一座護國神山。
台灣疫苗，輪到我就打。」、
「20多年前唸醫學院時，就知道

同校微生物免疫所的老師＆研究
生都是好厲害好認真的一群！」
、 「自己國家的東西不支持是哪
裡有病～台灣醫療也不輸別人～
是在怕屁」、 「國產疫苗研發量
產是脫離疫情的必經之路，別去
冀望別人能伸出援手，台灣要能
夠自立自強。疫苗研發是今日不
做明日就會後悔」。

（中央社）疫情嚴峻，全國餐廳禁止內用，只能外帶、外送
，違者最高罰1萬5千元，高雄有餐廳老闆因為試菜，就被檢舉
內用而遭警方開單。一名餐廳女老闆卻接到女客人來電要求內用
，不管女老闆如何說明對方仍盧個不停，逼得女老闆飆出一句
「妳是聽不懂人話」，女客人才乖乖掛電話。

這名女老闆在臉書社團《爆怨2公社》發文，表示接到白目
女客人來電： 「老闆娘我要內用」，原PO回： 「我不是老闆娘
，現在禁止內用了」，豈料對方竟一直要求 「妳叫妳們老闆娘來

聽」，還自稱是誰誰認識的，仍不斷要求內用。
原PO一再耐心說明： 「現在不能內用，內用會被罰錢不是

開玩笑」，對方依舊盧個不停，跳針說 「給我內用」，最後原
PO終於忍不住動氣： 「小姐就跟妳說不能內用，妳是聽不懂人
話，還是我解釋不夠清楚，我管妳是誰誰認識來的禁用兩字政府
說的算，公司歸我管負責，我說的算，不要拿妳認識誰，這招對
我沒用」。對方才終於知難而退，結束這通長達7～8分鐘的對
話。

眾網友看完熱烈回應： 「我聯想到，有人會用，我學生耶，
讓我享折扣。然後對方回覆：就算你是畜生也不行」、 「遇上個
78人，剛好講7~8分」、 「還是她被關到無聊，想聽聽妳幹譙她
療癒一下」、 「三級警戒狀態而已一堆智障都跑出來了」、 「結
果電話那頭是集團總裁，故意打電話來測試員工的，對樓主的表
現十分滿意，提拔成大中華區總經理。啊不是抖音都這樣演的嗎
」。

白目女客狂盧：我要內用！
老闆娘怒飆7字乖乖掛電話

（中央社）全台疫情嚴竣，民間也提出購買疫苗的申請，李
尚宇律師表示在法令上並非不可行，如果衛福部駁回申請，雖不
排除後續行政救濟，但以手續便捷及疫苗有使用期限的狀態下，
冗長的司法程序恐無太大意義，司法裁決如不能火速審結，恐無
法解決爭議。

李尚宇律師表示，依照藥事法，所有藥品及疫苗之輸入，原
則上要依正常的程序，藥品或疫苗申請送件需要取得原廠授權書

，主管機關核准後，疫苗才能輸入，並且疫苗還須經過取樣檢測
，經檢驗合格後，確認能夠安全地施打在國民身上，才完成疫苗
輸入、使用流程。

他說，因應Covid-19的疫情，目前世界上主要使用的幾種
疫苗是透過緊急授權（EUA）的方式，簡化疫苗正式可以使用的
程序。在我國進口藥品或疫苗，如果以 「因應緊急公共衛生情事
之需要」為申請依據者， 「特定藥物專案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

並無限制申請人的資格。
李尚宇律師指出，依照藥事法及 「特定藥物專案核准製造及

輸入辦法」，民間購買疫苗並向中央政府申請專案核准依法有據
，但衛福部如果駁回，目前多仍是依照主管機關駁回的理由進行
修正後重新送件申請，況如嬌生疫苗只有3個月效期的情況下，
以司法途徑進行救濟，似乎無法解燃眉之急。

民間購買疫苗被駁回 可提行政訴訟

呂秋遠樂等高端疫苗
不羨慕志工搶先：第2劑不知去哪打

（中央社）南投縣文化局及18℃文化基金會推動 「閱讀護照」集點活動，學童只要閱讀書籍
冊數達標，就可獲得巧克力做為獎勵；縣內38所小學的學童將透過閱讀獲得的獎品巧克力4431罐
，全數捐贈給6所醫療院所，為辛苦抗疫的醫護人員加油、打氣。

南投縣文化局長林榮森表示， 「閱讀集點趣」由參與的小學生半年內達成閱讀門檻，低年級
60冊、中年級60冊、高年級40冊，即可獲得18℃的巧克力獎勵。

原本巧克力要寄到各校，但因新冠肺炎疫情，教育部公告延長停課至7月2日，因此，透過各
鄉鎮協助調查，共有38所小學決議將校內學童獲得的4431罐巧克力，由18℃文化基金會以各校名
義捐贈給第一線醫護人員；18℃更加碼贈送咖啡禮品、招牌生吐司與防護噴霧，以孩子的力量支
持守護台灣。

6所受贈醫療院包括南投醫院、台中榮民總醫院、竹山秀傳醫院、員榮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
、埔里榮民醫院。

38所捐贈學校包括南投市平和國小、光華國小、漳興國小、營盤國小、光榮國小、漳和國小
、南投國小，中寮鄉爽文國小，草屯鎮敦和國小、僑光國小、碧峰國小、炎峰國小、新庄國小，
國姓鄉北山國小、乾峰國小，埔里鎮埔里國小、南光國小、育英國小、大成國小、愛蘭國小、史
港國小、麒麟國小，仁愛鄉仁愛國小、南豐國小、法治國小、力行國小，名間鄉僑興國小，集集
鎮集集國小、富山分校，水里鄉水里國小、成城國小，魚池鄉魚池國小、東光國小、新城國小、
伊達邵國小、頭社國小，信義鄉潭南國小、雙龍國小。

南投孩子閱讀獎勵 4431罐巧克力全送醫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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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G7達成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協議影響幾何
綜合報導 僅就目前來看，全球最低企

業稅率距離真正落地仍有不少阻礙。美國積

極推進該議題進程，“私心”明顯不小，想

要利用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為自身基建計劃籌

款的意圖暴露無遺。同時，這也是法、德、

英等在吸引跨國企業方面並無優勢的國家的

利益所系，但愛爾蘭等低稅率國家將受到沖

擊。而且，G7內部也非鐵板一塊。有分析

指出，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只是美國應對歐洲

數字稅的“籌碼”，但法、英、意等歐洲國

家態度堅決，在國際稅率製度改革完成前不

會輕易放棄征收數字稅。因此，能否在

OECD框架下達成全球性協議，並推動其落

地，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當地時間6月4日至5日，在英國倫

敦召開的七國集團(G7)財政部長會議期

間，G7達成協議，同意將全球最低企業

稅率設定為至少15%。同時，美、法、

德等國財政部長相繼表態，稱該稅率是

國際稅率改革的重要部分，各方將在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框架下推動相

關協議的達成。有分析指出，全球最低

企業稅率一旦實施，意味著傳統國際稅

收製度將出現重大變革。

不過，該稅率距離真正落地仍有不

少阻礙。

第一，美國雖積極推進全球最低企業

稅率議題進程，但“私心”明顯。今年4

月，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曾提出設定21%的

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獲得法、德、英等盟

友支持；近期又提出將21%的最低稅率降

至15%，目的是安撫愛爾蘭等部分利益受

損國，以加速推動相關協議達成。此次G7

集團的聲明為OECD框架下的進一步協調

作了鋪墊。有分析指出，美國帶頭參與毫

無疑問加速了該議題的討論進程。

目前來看，全球最低企業稅率這一議

題在OECD框架下達成協議並非沒有可能

。正如前任OECD秘書長安赫爾· 古裏亞

所言，“達成協議的曙光已經出現”。歐

盟經濟事務專員保羅· 真蒂洛尼也承諾，

歐盟將在7月舉辦的G20威尼斯會議上

“積極促成這一目標的實現”。

然而需要註意到，美國4月7日公布

的《美國製造稅收計劃》顯示，美國企

業稅稅率將由21%上調至28%，企業海

外利潤的最低稅率也將從10.5%提高至

21%，美國想要利用全球最低企業稅率

為自身基建計劃籌款的心思一覽無余。

有分析指出，這一提議同樣是法、德、

英的利益所在。與愛爾蘭等企業稅率只

有12.5%的“避稅天堂”相比，美、法、

德、英等國家在吸引跨國企業這一點上可

以說毫無優勢。因此，美國此次出手，一

方面瞄準盟友利益以獲取“聲援”，另一

方面也有進一步修復美歐關系的心思。美

國聲稱想要完善國際稅率體系，實際上不

過是另一種“美國優先”。

第二，全球最低企業稅率一旦實施

，將給國際稅率體系帶來重大改變。

一方面，這將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跨

國公司在低稅率國家或地區申報利潤以

逃避稅收的問題，同時能夠緩解各國降

低企業稅率以吸引跨國企業投資的稅率

“逐底競爭”現象。根據G7集團目前達成

的協議，利潤率超過10%的跨國公司必須在

其經營地納稅。數據顯示，2020年企業稅率

低於15%的國家有12.5%的愛爾蘭與塞浦路

斯、10%的吉爾吉斯斯坦與卡塔爾、9%的

匈牙利，以及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等

稅率為0的“避稅島”。但“至少15%”的

表述已然為以後的修改留下了空間。

另一方面，在實際操作中，各國與

企業受到的影響各有不同。其中，G7等

企業稅率較高的國家會得到明顯益處。

此舉有助於阻止本國公司將利潤轉移到

低稅率國家。美國財政部預計，阻止美

企將利潤轉移至海外將帶來大約7000億

美元的聯邦收入。但同時，低稅率國家

則將面臨外部投資流出的問題。

在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影響下，全球

約100家規模最大、利潤最高的企業預

計將受到直接影響。目前OECD設定的

企業征收範圍僅為全球利潤高於7.5億歐

元的大型企業，但最終協議中設定的標

準仍存在變化的可能。

同時，根據中國銀行研究院的研究，

此舉對中國暫時未出現明顯影響。目前，

中國現行企業稅率為25%，既高於OECD

包容性框架下12.5%的稅率目標，也高於

G7集團此次所達成協議中15%的下限值。

第三，G7集團達成協議面臨落實難題。

一方面，技術層面的難點很多。比

如，在稅收主權獨立原則下，其他國家

有權拒絕G7集團協議中提出的方案。全

球最低企業稅率的前提必須是全球多個

國家，甚至全部國家都表示同意。即便

在OECD框架下達成協議，相關國家及

地區還需簽署多邊公約，並對自身稅法

進行調整。在上述條件下，每一個參與

方的態度都不容忽視，愛爾蘭等實際利

益受損方如何選擇尤其重要。

目前，愛爾蘭仍在為自身利益積極

發聲。愛爾蘭財長帕斯哈爾· 多諾霍強調

，任何協議都必須滿足大國和小國、發

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需求。

另一方面，G7內部也非鐵板一塊。

據消息人士了解，美國全力推動的全球

最低稅率已將科技巨頭囊括其中。同時

，美國還強烈要求法國、英國及意大利

立即放棄對數字稅的征收，但遭到3個

國家的竭力反對。法、英、意堅持認為

必須在全球最低企業稅率達成全球性協

議後，再討論取消數字稅的話題。

值得註意的是，包括全球最低企業

稅率在內的國際稅率製度改革從2013年

就已開始，但推進並不順利。正如法國

總統馬克龍5月7日在歐盟峰會上所言：

“對跨國企業征稅由法國提出，但遭到

美國的多年阻撓。”

分析人士認為，歐洲確需借助美國的

影響力才能夠順利推動國際稅率製度的改

革。對於美國而言，此次提出該議題既是

為了自身國內籌錢的需要，亦是將其作為

應對歐洲數字稅的“籌碼”。目前看來，

法、英、意等歐洲國家態度仍然堅決，在

國際稅率製度改革完成前不會輕易放棄

征收數字稅。不過，改革過程非常漫長，

美歐間是否會因數字稅議題再生變數，

仍難以預料。至於能否在OECD框架下

達成全球性協議，何時才能真正落地實施

，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玩具是什麼？在玩具反鬥城亞洲首席執行官

Andre Javes看來，玩具不僅是激發兒童想象力的啟

蒙工具，更是在“快消品時代”人們難以割舍的特

別物品，“因為玩具與兒童有著獨特的情感紐帶，

我18歲的女兒至今不舍她小時候的猴子玩偶。”

經歷疫情沖擊後逐漸恢復
中國市場收獲兩位數增長
“過去兩年，其實對各行各業而言，都是一個

巨大的挑戰。沒有人想到，到了今年6月，我們還

在講抗疫、談如何恢復消費。”Andre Javes說。

他近日在上海受訪時表示，玩具反鬥城亞洲在

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新加坡、

馬來西亞、泰國和文萊經營著逾470家實體店鋪，

並在中國澳門及菲律賓擁有加盟店。

他說，玩具反鬥城涉足亞洲10個國家和地區

，前面經歷疫情的國家和地區做的一些安排和保護

性措施，後面發生疫情的國家和地區可以借鑒，比

如中國的經驗可以讓日本等國家借鑒。目前其10

個國家和地區的營業額都在恢復中，各地恢復速度

有所不同，玩具反鬥城亞洲目前的

銷售額和去年相比，有兩位數的增

長，其中，中國市場更是收獲了比

較高的兩位數增長。

“在中國大陸地區，有政府的

補貼，業主的租金補貼、返還，我們的供應商也

延長了付款周期等，希望借此機會，向他們表示

感謝。”Andre Javes說。

不放棄線下布局 玩具是特殊的品類
盡管而今線上消費如火如荼，很多品牌紛紛在

線下做減量，線上做增量。但玩具反鬥城亞洲選擇

逆勢而行，在線下做增量。Andre Javes透露，預計

未來三年內，玩具反鬥城會在中國大陸再新開設至

少150家線下門店。

在Andre Javes看來，其實沒有必要一定要分線

上銷售還是線下銷售，“我們的重點是在線上提供

購買的便利性，也希望將線上平臺的消費者引到門

店來，網上的體驗和實體店的體驗是不同的。我們

不可能將線下所有的品類和互動性都搬到網上，將

來戴著3D眼睛或許可以，但目前還沒有做到。”

Andre Javes說，一些零售同行在減少線下門店的

數量，這可能是比較嚴峻的現實，但對玩具反鬥城來說

，我們首先會保證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臺看到我們的線

上平臺，但我們也不會放下“線下陣地”，“我們認為

玩具這個品類非常特殊，需要孩子玩過才會促進消費。

線下門店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大家只要到我們的門店

去看看孩子們歡樂的笑臉，就有答案了。”

玩具反鬥城亞洲首席執行官Andre Javes：市場復蘇
3年將在中國大陸新增150家線下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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