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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FOODS

A bigger ST PAUL Experience
Coming January 2020

Grab Your FREE 2020 Calendars Now!
SAINT PAUL

BROOKLYN CENTER

544 UNIVERSITY AVE
SAINT PAUL, MN 55103
(P) 651 209 3710

6350 BROOKLYN BLVD
BROOKLYN CENTER, MN 55429
(P) 763 560 2450

Seafoods

Drinks

Produce

Snacks

Dumplings

Ice Cream

Hot Pot Meats
Thin
Thin
slice

Lobste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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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Crab
E
V
LI

Always On Sale
Sun World Supermarket

892 Arcade St. Saint Paul, MN 55106

网站：
chinatribune.us
chinatribune.com.cn
网站编辑微信：
jssnjszxl

北海饭店
MANDARIN KITCHEN
CHINESE RESTAURANT

I-494

90th St. ★

港式点心
正宗粤菜
生猛海鲜

晚 饭 宵 夜
生 日 小 宴
欢 迎 预 订
营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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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dale Ave.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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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7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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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明州餐饮

周末茶点

Mon -Wed Thur: 11:00am - 11:00pm Saturday and
Fri: 11:00am - Midnight
Sunday only
Sat: 9:30am - Midnight
9:30am - 2:00pm
Sun: 9:30am - 11:00pm 周二休息

8766 Lyndale Avenue S
( Lyndale Plaza)
Bloomington, MN 55420

Phone : (952) 884 - 5356


东江酒家

A & L CHINESE RESTAURANT





港式点心
家常粤菜
精美港式点心--好吃又实惠
正宗港式云吞面汤

点心大中小一律$3.25

--即叫即蒸

特别介绍：新增游水龙虾
多款海鲜菜式（酥炸生蚝，
豉椒炒青口等）
自制新鲜沙河粉

营业时间：

星期二-星期四 11am-9:30am
星期五 11:00am-10:00pm
星期六、日 11:00am-10:00pm
星期一 Close

65 出口

周末及节日茶市
Sat Sun and Holiday
10:00am to 3:00pm

地址：
5800 Cahill Ave
Inver Grove Heights,
MN 55076

电话：651-453-1268

不出国也能享受到东南亚美食 尽在芭蕉屋
印度面包、马来拉茶、香酥蟹球、姜蒸鱼、椰香奶油大虾、
泰式巴提亚软壳蟹、芒果鸡、海鲜波箩炒饭、咖哩牛腩煲

诚请半职企台，会英文，有工作经验，找许先生

星期天全天凭优惠卷 15% off
Coupon Good till 8/31/2020

每周周一到周五 有特别午餐 Only $9.99

2608 NIcollet Ave South. Minneapolis

612-871-8282

https://peninsulamalaysiancuisine.com

星期天-星期四 11am to 10pm 星期五和星期六 11am to 11pm 星期二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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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突破
中国发现抗新冠新靶标
抗体单独使用时可很好地中和病毒 为治疗提供了崭新思路
【本报讯】截至美东时间 6 月 28 日，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 1000 万
人，累计死亡病例超 49 万人。由中国工
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研究员陈薇领衔的团队近日在新型冠状
病毒抗体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为治疗
性抗体和其它药物设计提供新的有效靶
标。此外，有研究人员发现，在新冠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患者恢复期，免
疫抗体普遍会在 2 至 3 个月内出现显著
下降。有民众疑虑，全球都在进行研发
的新冠疫苗是否还有意义？
陈薇院士团队最新发现成果已公开发表
中国科学家在新型冠状病毒抗体研
究中取得重大突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
领衔的团队发现了首个靶向刺突蛋白 N
端结构域的高效中和单克隆抗体。这也
是陈薇团队研发的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
疫苗在全球率先进入Ⅱ期临床试验后，
取得的又一项世界级科研成果。国际顶
级学术期刊《科学》近日在线发表了该
项研究结果。
中新社报道，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全球，研发安全有效的疫苗和抗体
是各国科学家面临的重大挑战。疫苗用
于健康人群预防，中和抗体用于患者的
特效治疗，二者结合才能做到有防有治。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陈薇院
士第一时间奔赴武汉，带领团队围绕病
原传播变异、快速检测技术、疫苗抗体
研制等开展应急科研攻关，取得了系列
重要科研成果。
中和抗体是机体应对抗原刺激而产
生的具有保护作用的一类抗体。目前，
全世界科研团队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设
计和机理研究，都聚焦在新冠病毒刺突
蛋白的受体结合域。陈薇团队通过识别
刺突蛋白 N 端结构域的高效中和单克隆
抗体，发现了 N 端结构域是新冠病毒刺
突蛋白新的脆弱表位，为治疗性抗体和
其它药物设计提供新的有效靶标。
陈薇团队与西湖大学周强团队合作，
使用冷冻电镜技术高精度解析了抗体与
刺突蛋白的相互作用界面，为阐明其抗
病毒机制提供了关键信息。该抗体单独
使用时能发挥高水平的病毒中和作用，
也可与针对受体结合域的抗体联用作为
高效的“鸡尾酒”疗法。
这为新冠肺炎的治疗提供了强效候
选药物，也为靶向刺突蛋白 N 端结构域
的药物和表位疫苗设计、新冠病毒作用
机制研究，提供了崭新思路。
中国最新蛋白重组疫苗也开启临床试验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科院
微生物所）6 月 23 日透露，由该所和安
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共同研
发的新冠重组蛋白疫苗，近日已获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入临床试验。
中新社报道，这是继腺病毒载体疫
苗和灭活疫苗两种类型的疫苗进入临床
试验之后，中国又一种新的技术路线研
制的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 I
期临床试验将重点测试疫苗在人体的耐
受性和安全性。
中科院微生物所介绍，重组蛋白疫
苗是通过基因工程的方式在工程细胞内

表达纯化病原体抗原蛋白，然后制备成
疫苗。该所高福院士团队和严景华研究
员团队研发的这款新冠病毒疫苗的抗原
是基于结构设计的 S 蛋白受体结构域
（RBD）二聚体抗原，具有独特的结构，
不携带任何形式的外源标签，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
此前，新冠重组蛋白疫苗通过转基
因鼠的攻毒实验证明，疫苗具有明显保
护效果；其恒河猴攻毒保护试验结果显
示，疫苗免疫能诱导产生高水平的中和
抗体，显著降低肺组织病毒载量，减轻
病毒感染引起的肺部损伤，具有明显保
护作用。同时，该疫苗通过工程化细胞
株进行工业化生产，产能高，成本低，
具有较强的可及性。
新冠重组蛋白疫苗研发团队强调，
从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到疫苗最终
使用，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灭活疫苗独领风骚 预计最早今年底上市
从人力和经济角度来讲，新型传染
病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
胁，全球抗击大流行的成本巨大。CEPI
称，新冠病毒可能使全球经济损失 4.1
万 亿 美 元， 约 占 全 球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5％，而疫苗是战胜流行病的最有力工具
之一。
综合香港凤凰网、上海界面新闻报
道，根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目
前全球共有 133 种新冠病毒疫苗在研，
其中美国以 42 种高居榜首，其次是中国
19 种，加拿大 12 种，英国 11 种，俄罗
斯 10 种。
在 133 种在研的候选疫苗中，仅有
11 种进入人体临床试验，其中仅中国国
药集团的新冠灭活疫苗进入了Ⅲ期临床
试验，其余仍处于Ⅰ / Ⅱ期临床试验阶段。
中国国药集团董事长刘敬桢表示，疫苗
预计最快今年底或明年初上市。
在进入人体临床试验的 11 款疫苗
中，中国以 6 种独占鳌头，其余的进入
临床阶段的候选疫苗有 4 种在美国（其
中包括两种中美合作疫苗），1 种在英国。
与在这 11 款已经进入临床试验的候选疫
苗中，有 4 种均为灭活疫苗，并且灭活
疫苗的研发进度远超其他技术路线。
有效的治疗方法或疫苗将改变游戏
规则，许多生物制药公司都在追求这一
目标，这也直接导致企业、学术机构和
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正在迅速发展：
如两大巨头赛诺菲和葛兰素史克之间的
疫苗合作是全球竞争对手联合起来整合
技术和专业的杰出例子。
从市场规模来看，“这种急性的传
染病的疫苗到底未来有多大市场，是跟
疫情控制有关的。”华菁证券医药行业
首席分析师赵冰认为，如果是像中国国
内目前疫情控制比较好的情况下，是不
太可能全民接种的，因为大规模疫苗接
种必然会有人过敏，尽管比例很低，乘
以人口基数还是会影响很多人。
而即便小公司能够研发出成功的疫
苗，世界上大多数传统疫苗生产能力都
由相当少数的公司拥有。如果找到针对
COVID-19 的预防性疗法，为了在全球
范围内交付和分发，世界卫生组织可能
会转向将这种能力集中到几家大型全球
制药公司手中。

▲ 3 月 17 日，厦门大学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内研究生
们在做实验。据悉，该中心科研团队研制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 3 月 6 日通过中
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审批获准上市。另外，由该团队和养生堂旗下北京万泰公
司联合研制的四款新冠病毒检测试剂也获得了欧盟 CE 认证，正式取得了进入欧盟市
场的资质 。
中新社

英国研发第二种新冠疫苗
开始人体试验
【本报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科研
团队 6 月 24 日公布，其研发的新冠疫
苗于当日开始对志愿者接种。这是继英
国牛津大学研发疫苗 4 月进入人体试验
阶段后，又一进入该阶段的新冠疫苗。
中新社报道，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
授罗宾·沙托克（Robin Shattock）表示，
该疫苗完成了前一阶段动物试验。试验
结果表明该疫苗是安全的，并能引发有
效的免疫反应。未来几周将有大约 300
位志愿者接种该疫苗。下一阶段人体试
验计划在 10 月进行，接种人员规模将扩
大至 6000 人。
沙托克介绍称，该疫苗研发基于一

种新的方法，使用合成名为 RNA 的遗传
密码链模仿新冠病毒。一旦疫苗被注射
到人体肌肉中，RNA 就会自我复制，指
示身体自身细胞复制病毒外部刺突蛋白，
促使免疫系统识别和对抗新冠病毒，从
而避免人体感染病毒。
主持该项研究的首席研究员、英国
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专家卡特里娜·波
洛克（Katrina Pollock）博士表示对人体
试验结果持“谨慎乐观态度”。
沙托克表示，“我们已能够从零开
始生产疫苗，并在几个月内进行人体试
验”，“如果方法有效，可能会彻底改
变未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

南非将启动
非洲首个新冠疫苗临床试验
【 本 报 讯】 南 非 金 山 大 学 6 月 23
日 在 线 上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宣 布， 南 非 将
从近日起开始开展非洲大陆首个新冠疫
苗一期临床试验。该试验的目的是研究
ChAdOx1-Cov19 疫苗是否可以预防新
冠肺炎，是否会引起不可接受的副作用，
以及是否诱导令人满意的免疫反应。这
项研究很可能成为新冠肺炎热点城市的
大都市中进行。
北京《科技日报》报道，金山大学
疫苗学教授、南非医学研究理事会疫苗
和传染病分析研究部门主任马迪希表示，
“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现阶段，这
是南非和非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随着南非进入冬天，公立医院的压力将
会越来越大，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一种疫苗来预防新冠病毒的感

染 ”。
马迪希在视频发布会上介绍：“我
们从上周开始为疫苗试验筛选参与者，
第一批参与者将在本周接种疫苗。”参
与者将分成三个小组：第一组包括 50 名
艾滋病毒阴性的人；第二组 1900 名艾
滋病毒阴性参与者；第三组将包括 50 名
艾滋病毒感染者。
1950 名 年 龄 在 18 至 65 岁 之 间 且
艾滋病毒呈阴性的参与者，其新冠病毒
的检测也应属阴性，也不应参加过涉及
腺病毒疫苗的试验或接受过任何其他冠
状病毒疫苗注射。此外，试验还将招募
50 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以检查这一群体
对疫苗的反应程度。该试验参与者一半
将接受疫苗的注射，另一半（对照组）
将注射生理盐水安慰剂。

B04

China Tribune

2020 年 07 月 02 日

广告联系：
651-387-0234 投稿信箱：
chinatribuneus@gmail.com

社区与生活

陈氏装修厨具批发
Chans Kitchen LLC

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
7901 12th Ave S, Bloomington, MN 55425
Tel:952-854-9515 Fax：
952-854-9298
经销各种餐厅用品，各种厨房用品，各式炒锅，汤锅，饭锅；各式刀具，搅拌
工具，刀具叉具，厨具、
、
、
、等等。各式餐厅座椅；
物美价廉，全部批发价，只供应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上午 10 点至下午 5 点
周日：上午 9 点至中午 12 点
Tel:952-992-0887

专精商业装修
专精商业装修：
餐馆、
按摩店、
指
甲店等，
质量一流，
工期保证，
用户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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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霍爾果
斯口岸出口到中
亞的水果在裝車。

絲路郵差

香港文匯報
新疆傳真

5 月 29 日 17 時 20 分，隨着阿拉山口海關工作
人員按下系統鍵，成功受理 50 萬件出口跨境電商包
裹申報，至此，阿拉山口口岸 5 月僅用 29 天就實現單
月出口跨境電商包裹超 1,000 萬件，達到 1,010 萬件，
貨值 3,260 萬美元。跨境電商零售業務是阿拉山口口岸
在今年初新增的班列業務。作為中歐班列西行離開中國
前的最後一站，新疆霍爾果斯、阿拉山口兩個鐵路口岸
都於近期實現了 365 天 24 小時通關作業，簡化通關手
續，確保班列即到即查、即驗即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郵政包裹專列順利駛離霍
爾果斯鐵路口岸。網上圖片

12 條，經霍爾果斯鐵路口岸開
行的班列線路有 16 條。今年 3 月
以來，霍爾果斯鐵路口岸日均
14 列，最高單日可達到 17 列。4
月以來，阿拉山口鐵路口岸日均
為 13 列，最高單日達到 18 列。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烏
魯木齊海關累計監管進出境中歐
班 列 1,482 列 ， 同 比 增 長
7.39%，約佔全國開行中歐班列
總量的七成。

五月業務火爆增長

據介紹，阿拉山口口岸從 1
月 21 日開展出口跨境電商零售
業務，至 4 月 11 日，累計出口跨
境電商包裹超過 100 萬件。進入
5 月後，出口包裹數量激增，出
口跨境電商零售業務在阿拉山口
口岸呈現火爆增長趨勢。
“在中歐班列異常繁忙的時
候，我們取得了從中國東莞到比
利時列日的‘倉到倉’17 天的
最快成績。”5 月 1 日，某國際
物流服務商負責人楊光（化名）
欣喜地說。
楊光表示，“作為中國幾個
知名跨境電商的國際物流合作
方，現在我們所有跨境電商包裹
基本都是從阿拉山口搭乘中歐班
列出境。先用汽車把跨境包裹從
內地運送至阿拉山口口岸，在口
岸報關後，通過中歐班列運至歐
洲。使用這種公鐵聯運的方式運

輸跨境包裹，用時比海運方式快
一倍，且疫情防控期間成本比航
空運輸降低近七成。”香港文匯
報記者了解到，阿拉山口口岸為
電商企業設置了企業聯絡員，實
時掌握貨物物流及通關狀態，即
到即辦、隨到隨驗，真正實現當
天到達、當天驗放。

通關手續僅 20 分鐘

此外，按照中國海關總署和
烏魯木齊海關相繼出台的支持中
歐班列發展要求，新疆霍爾果斯
海關和阿拉山口海關主動對接始
發地海關、鐵路部門及代理企
業，動態掌握班列通行狀態，實
施鐵路換裝作業與企業申報、海
關監管同步進行、無縫銜接的作
業模式，最大限度壓縮班列的通
關時間，提升通關時效。霍爾果
斯海關監管三科副科長馬飛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對符合條件的
中歐班列運單，還支持歸併申
報，進一步節省企業申報成本，
提升班列通關時效。
“今年出口的 6.5 萬噸貨物
實現‘零延時’通關，讓國外客
戶進一步提升了對我們的信心。
我們有信心把前期因疫情失去的
訂單補回來。”霍爾果斯一家貨
代公司經理張西玉說。
阿拉山口一家企業業務經理
余松亦表示，現在平均只需 20
分鐘到 30 分鐘就可辦理完成一
整列班列的海關通關手續，進一
步降低了企業時間和費用成本。

農產品進出口增勢穩健

包裹單月千萬件 班列暢行企業喜

跨境電商拓新機
新疆口岸全日通

據了解，目前經阿拉山
口開行的班列線路有

今年第一季度，新疆進出口農
產品 68.8 萬噸，同比增長 15.6%，
其 中 進 口 54.7 萬 噸 ， 出 口 14.1 萬
噸。阿拉山口口岸成為全疆最大農
產品貿易口岸，貨運量、貿易額分
別佔全疆進出口農產品的 70.5%和
58.4%。
在阿拉山口鐵路國際聯運大樓
內，阿拉山口一家國際貨運代理公
司報關員劉冬伊正在海關業務窗口
辦理 58 噸番茄醬出口通關手續，這
批新疆產番茄醬將通過鐵路運輸方
式出口至哈薩克斯坦。
這段時間以來，劉冬伊所在企
業業務量快速上升，讓業務員們忙
個不停。“我們貨運代理出口的農
副產品數量從 2 月以來一直呈現緩
慢上升趨勢，2 月下旬平均每天有
1,500 噸左右的農副產品出口，3 月
上升為日均 2,000 噸左右。”劉冬
伊說，一季度他們企業代理的農副
產品出口量與往年相比有小幅上
升，在出口品種方面，多了核桃和
果蔬產品。
而新疆另一個重要口岸霍爾果
斯，則牢牢佔據着自治區最大果蔬
出口口岸的位置。一季度，霍爾果
斯口岸出口果蔬 1.96 萬噸，佔新疆
口岸果蔬出口總量的 59.21%，相較
於 2019 年全年果蔬出口量佔比提升
近 9 個百分點。常年在霍爾果斯從
事果蔬進出口貿易的新疆金億集團
董事長于成忠說：“今年一季度，
我們企業在做好防疫的同時，業務
一直沒有停頓，果蔬出口量同比增
長了 25%。”

合資格貨品允合併申報
阿拉山口口岸
跨境電商業務一覽表
開展業務時間：
2020年1月21日

增長情況：
截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阿拉山
口海關監管跨境電商包裹突破
1,000 萬件，達 1,006.18 萬件，
貿 易 額 3,111.1 萬 美 元 ， 日 均
8.3萬件。

落地國際知名電商企業：
阿里巴巴、亞馬遜、易貝、敦
豪、環宇通達、燕文等 6 家跨境
零售電商。

貨品種類：
玩具、傢具、服飾、日用雜
品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日前，一列滿載新
疆產冷硬鋼捲的中歐班
$ 列從烏魯木齊國際陸港
區開行。該班列拉載的
2,271.52 噸 冷 硬 鋼 捲 由 特 殊
定製的貨櫃承運，組成鋼材
專列，經由阿拉山口口岸出
境，運抵俄羅斯。
“出口本地產的冷硬鋼捲尺寸較
大，吊裝至現有封閉貨櫃內存在困
難。”面對報關員反映的問題，烏昌
海關“量身定製”監管方案，允許使
用特殊定製的貨櫃在發貨地進行裝
載。
“這批鋼捲屬於同一進出境口
岸、同一日期、同一車次、同一境內
發貨人、同一合同、同一品名的貨
物。”烏昌海關監管一科科長王吉喜
引導報關企業歸併申報為一票報關
單，為企業節約了大量申報時間和成
本。“從報關到發運，海關在 30 分鐘
內就辦結完通關手續，讓鋼材趕在訂
單期限內提前交付到國外客戶手
中。”
以往出口的鋼材都是從烏魯木齊
啟運後，在出境口岸進行申報，出口
企業要負擔鋼材停留在口岸產生的倉
儲費和滯留費。王吉喜說，相比傳統
在口岸申報的模式而言，“產地組貨
集結+專列轉關發運”的模式不僅為外

■ 阿拉山口海關簡化運抵批辦手
續，確保隨到隨裝
確保隨到隨裝、
、即報即放
即報即放、
、快
速通關。
速通關
。
網上圖片
貿企業減輕了倉儲費和滯留費的負
擔，還大幅提高了通關時效，釋放了
烏魯木齊國際陸港區本地組貨集散功
能，吸引更多新疆本地貨源在家門口
集結搭載中歐班列。
同樣享受到“一企一策”精準
“定製”服務的還有一家掛麵生產企
業。烏昌海關監管三科科長叢薇通過
雲連線，積極協調鐵路部門開通鐵路
新線，兩條鐵路運輸線同時分流運
作，讓 4,700 餘噸哈薩克斯坦進口小麥
離開鐵路場站，迅速運轉投入企業生
產線，盤活企業生產能力。自 2 月以
來已經快速驗放 4,900 餘噸掛麵從烏魯
木齊綜合保稅區出區，供應新疆和河
南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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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全球确诊病例超千万
美国疫情出现持续反弹 第二波冲击已成为既定事实
【 本 报 讯】 根 据 约 翰· 霍 普 金 斯
大学 6 月 28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6 月 28 日
5 时 33 分， 全 球 累 计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达
10001527 例，累计死亡病例为 499024
例。
数据显示，美国是报告确诊病例和
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 250 余
万例，累计死亡逾 12.5 万例。累计确诊
病例超过 20 万例的国家还有巴西、俄罗
斯、印度、英国、秘鲁、智利、西班牙、
意大利、伊朗、墨西哥和巴基斯坦。
全球确诊病例超千万 制氧机供不应求
新华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 6 月 24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在疫情暴发的第一个月，向世卫组织报
告的病例不到 1 万例，而近一个月报告
近 400 万例。
谭德塞表示，世卫组织将继续利用
现有工具，最大限度地抑制病毒传播、
挽救生命，而挽救生命最有效的方法之
一是为患者提供氧气。新冠重症和危重
症患者无法通过正常呼吸获取足够氧气，
如不及时治疗，患者会因缺氧而死亡。
世卫组织估计，按照目前全球每周
约 100 万新增病例的速度，每天需要约
62 万立方米氧气，也就是约 8.8 万个大
型氧气瓶。然而，许多国家在获得制氧
机方面有困难，因为 80% 的市场供给来
自少数几家公司，目前供不应求。
美疾控中心主任：实际感染者或超2300万
《北京日报》旗下微信公号“长安
街知事”报道，根据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数据，从美国时间 24 日 17 时到 25 日
18 时，美国新增确诊病例 4.5 万余例。
自 6 月 15 日 起， 美 国 疫 情 出 现 持
续反弹，6 月 23 日和 6 月 25 日的单日
新增病例数甚至创下疫情暴发以来新高。
虽然纽约州等早期疫情中心的新增
感染人数正稳步下降，但美国南部和西
部的多个人口大州在近期创下新增确诊
纪录，新冠疫情的第二波冲击已成为既
定事实。
中新社报道，得州州长阿博特 6 月
25 日发表声明称，由于近期新冠病毒阳
性病例和住院人数不断增加，该州将暂
停进一步“经济重启”计划，保持目前
的开放水平。
另外，近日加州单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数也连创新高。迪士尼公司 6
月 24 日发表声明称，将推迟加州各主题
公园和度假酒店的开放时间。

不过，这些可能还不是最坏的消息。
大陆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6 月 25
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
尔德表示，美国可能仅确诊了感染新冠
病毒人口的 10%。根据他的估计，美国
可能实际上有超过 2300 万人感染新冠
肺炎。
而美国疫情的持续严峻也引发外界
担忧。
上海观察者网报道，欧盟各国疫情
趋缓，正逐步放宽限制措施，包括对非
欧盟国家开放边境。但面对日增确诊病
例仍以万计的美国，欧盟犹豫了。
据《纽约时报》6 月 23 日报道，欧
盟正考虑重开边境时禁止美国游客入境，
理由是美国未能控制住新冠疫情。报道
称，欧盟打算自 7 月 1 日起逐步向非欧
盟国家开放边境，现在正讨论可接受国
家或地区的名单。
《纽约时报》看到的名单草案显示，
目前，美国被排除在外。中国、古巴、
越南等国家位列其中。
报道称，这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美国总统特朗普
处理美国新冠病毒的表现也是一种否定。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6 月
23 日也援引欧盟官员的话说，欧盟成员
国正在讨论禁止包括美国在内多个国家
游客入境的事宜，试图将来自“病毒最
活跃国家”的游客拒之门外。“（评判）
标准将集中在病毒的传播情况上”。
不过，也有欧盟官员表示，他们正
在讨论的选项包括，基于美国各地疫情
情况单独针对地区发布禁令，而非针对
整个国家。
全球肉类加工厂接连“中招” 影响几何？
连日来，全球多国的肉类加工厂接
连“中招”，也引发外界关注。
中新社报道，在全球疫情最严重的
美洲，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5 月 20 日，
美国已有 216 家肉类加工厂出现疫情，
近两万名肉类加工厂员工确诊。加拿大
一家大型肉类加工厂报告超过 1200 人
感染新冠肺炎。巴西至少 9 家肉类加工
厂报告出现新冠聚集疫情。
欧洲方面，英国、德国、西班牙均
出现肉类加工厂聚集性病例。近日，英
国又有两家食品加工厂相继出现新冠肺
炎疫情。此前，英国两姐妹食品集团在
威尔士的家禽加工厂出现了新冠肺炎疫
情。
据 德 媒 6 月 24 日 报 道， 德 国 又 有
两家肉类加工厂出现新冠聚集性疫情。

▲近来，包括韩国首尔、仁川、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确诊病例持续增加。图为 6
月 23 日，一位韩国首尔市民经过首尔广场。
中新社

▲ 6 月 24 日，梅西百货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一家门店，顾客正在购物。纽约市
6 月 22 日进入经济重启的第二阶段。
中新社
此前德国北威州的一家肉类加工厂的新
冠肺炎感染者超过 1500 人。
在西班牙，韦斯卡省的两家肉类加
工厂里，近 27% 的员工感染新冠，最终
确诊人数为 374 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
延，多国的食品加工企业遭受重创。近
日频发的聚集性感染事件，导致多家食
品加工巨头旗下工厂被迫陆续关闭或停
工，全球肉类供应被推向“危险边缘”。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美国、巴西、
加拿大及全球多家肉类加工厂因疫情而
停工，3 个国家为全球市场供应 65% 的
肉类，随着越来越多工厂因新冠病毒而
关闭，引发市场对全球肉类供应不足的
担忧。
美国咨询公司“全球农业趋势”公
司总裁布雷特·斯图尔特说：“肉类供
应短缺前所未有，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生产者有倾家荡产的风险，而消费者则
背负着涨价的风险。”
针对这两个区域 世卫组织发出警告
据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 6 月 25 日
晚公布的数据，该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

病例已超 122 万例。
综合中新网、海外网报道，6 月 24 日，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
安称，美洲地区疫情仍旧严峻，尤其是
中南美洲的多个国家。许多国家上周病
例增长达到 25% 至 50%，意味着其仍
然经历着持续的社区传播，当地疫情仍
在发展，尚未达到峰值。
据悉，拉美地区累计确诊病例排前
4 位的巴西、秘鲁、智利、墨西哥的病
例总和达 180 多万，几乎占到全球确诊
病例的 1/5。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卢
格 6 月 25 日表示，随着欧洲各国逐步
放开社会管制，欧洲区域疫情有所反弹。
如果不加强防控，欧洲一些国家的卫生
系统可能再度被推向崩溃边缘。
在英国，随着该国将进一步放宽疫
情防控措施，多名医学专家 6 月 24 日
呼吁政府为国内可能暴发第二轮疫情做
好准备。
法国卫生部长维兰 6 月 25 日表示，
大巴黎地区 130 万人将接受新冠病毒检
测，旨在发现潜在的聚集性感染，防范
第二波疫情发生。

■聚焦

斯里兰卡称疫情防控取得重大胜利
借鉴中国经验是抗疫主要特点
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
萨 6 月 28 日宣布，斯里兰卡全境已连续
两个月没有发现一例新冠病毒社会感染
病例，新增病例全部来自隔离中心，疫
情防控取得重大胜利。
斯里兰卡政府也宣布自当晚起取消
每天 0 时至 4 时的宵禁政策，成为南亚
地区率先完全解除国内封锁的国家。
斯里兰卡各界普遍认为，“借鉴中
国抗疫经验”是斯里兰卡抗疫的主要特
点。
3 月 12 日，在斯里兰卡发现首例本
土确诊病例后的第二天，斯卫生部长瓦
尼拉奇偕主要团队前往中国驻斯使馆“取
经”，详细了解中方抗疫经验。3 月 13 日，
斯总统和总理召开全国疫情防控特别工
作组首次会议，正式决定“学习借鉴中
国抗疫经验与做法”并以总统府公报的
形式要求全国学习中国抗疫经验，坚决
加强疫情防控。
此后，斯方及时有效采取了限制入
境、分区封锁、追踪、隔离等系列举措，

并坚持严格加以执行，最终成为南亚地
区率先成功控制住疫情的国家。
斯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各级政府、
企业、个人多批次向斯捐赠防疫物资，
包括最急需的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等，
成为斯抗疫特别是本土疫情暴发之初最
艰难时刻的最主要依靠力量。斯里兰卡
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卫生官员、宗教领袖、
社会团体多次就此公开表示衷心感谢，
并赞赏中国产品质量可靠。
6 月 18 日，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
面对中斯两国媒体明确表示，中国是斯
里兰卡患难与共的真朋友。疫情暴发以
来，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斯里兰卡抗疫提
供了大量的医疗物资，也为斯里兰卡经
济振兴提供了宝贵帮助。
截 至 6 月 28 日， 斯 里 兰 卡 共 确 诊
2033 例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病 例（ 境 外 输 入
773 例）、 死 亡 病 例 11 例、 治 愈 病 例
1661 例。据数据统计，斯平均每百万人
确诊 92 例，死亡率为 0.54%、治愈率为
81.66%。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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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经验的牙医在三个诊所为您服务. 服务项目包括：洗牙, 美白，补牙，根管治
疗，
新科技烤瓷牙，全囗整形，拔牙, 植牙，和全口假牙. 接受多种保险. 没保险没
关系，
我们会帮助您！参加了我们独有的诊所会员保险后（in-house plan)，
您即
可享受多种优惠. 詹医生中文热线：612-308-9416.

如需中文服务请告知，我们会为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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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worth,Banner Life,Blue Cross Blue Sh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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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 月底的首宗確診個案，香



港人一直面對新冠肺炎的威脅，病

(

毒傳染性高、潛伏期長，甚至會出

“疫境下，他們怎麼過”

現無症狀感染者“通街走”。為防
止感染，港人通宵達旦排隊搶購口

罩的情況屢見不鮮，惟多數基層獨居長者欠餘錢，根本不捨得替換口罩，只
得嘗試以水洗淨，重用、重用又重用，尋求那一絲“好過無”的安全感……
如今，香港疫情大致受控，這場硬仗似乎見到曙光。然而在曙光背後，

人與人之間的羈絆成為箇中關鍵。香港文匯報近日訪問在疫情下仍積極做義
工的獨居長者、慈善機構“榕光社”，看看港人在疫境下如何守望相助，攜

手跨越這場世紀疫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義工婆婆：自己讓自己開心

在黃大仙公屋
居住逾 30 年的曹婆
婆，雖然年屆耄
耋，一頭短髮讓她看
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她那爽朗
的笑聲、洪亮的聲線，彷彿又讓她再年輕
了幾歲。“我以前不做義工，覺得做義工
好吃虧！”說完，她又哈哈地笑了。
一踏入曹婆婆的家，左邊是張實木長
椅，她平常就在上面睡覺；右邊是由木板
圍成的房間，牆上掛滿了大大小小的照
片。她逐一介紹照片中的丈夫、4 名兒女、
多個孫仔孫女。“丈夫前年突然入院，他
的氣不順，然後就去世了。”

久，會找不到家的！”
天性樂觀的曹婆婆，在專為獨居長者
服務的榕光社，做了十多年的義工。在疫
情前，她會向區內“老友記”派飯、送
飯；在中醫義診時，她從旁協助探熱、量
血壓。礙於疫情影響，做義工的機會已經
少得多，只能偶然為榕光社點算並分發口
罩。“疫情期間很麻煩，我們老人家沒什
麼地方可以去。”她提到，自己平常只能
看看電視、聽聽收音機。提到口罩，她更
是無奈：“過年前後，到處都有人排隊搶
口罩，我們就沒辦法了，排幾個小時暈倒
了就更麻煩！”為了減少口罩消耗，“我
只好少外出，一個口罩戴兩三天。”

雖然兒孫滿堂，然而她還是孤身一
人，“疫情發生前，我和女兒偶爾還有聯
繫、吃飯，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雖然
她曾經向兒女抱怨，卻得到一句冷漠的回
應：“你不會主動打給我？”
“子女都長大了，各自成家，我自然
也體諒他們。”曹婆婆自認是獨立的人：
“我習慣自己一個人生活，也不會感到悲
觀。”她又不忘“調皮”地補充幾句，
“人只能自己讓自己開心，想得太多、太

曹婆婆說，左眼因白內障而看不清，
本來約了上個月做手術，卻因為疫情而延
期，復康之日可謂遙遙無期。不過，她沒
有因為做不了手術而鬱鬱寡歡，沒有因為
獨居而自怨自艾，更沒有因為買不起昂貴
口罩而心生不忿。“我現在有空，還能做
義工，為什麼不做呢？”曹婆婆憑着樂天
性格，選擇在疫境中給予他人溫暖，“老
躲在家裏，很容易有癡呆症，希望疫情快
點過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對
樂觀以

曾向兒女怨孤單 卻得冷漠回應

白內障看不清 疫情令手術延期

聞
揪心見

婆婆摔倒在地 不孝兒媳扮看不到

義工獻心力 伴老友抗疫

獨居長者沒餘錢 口罩洗淨再重用

■ 曹婆婆家中掛滿了家人的合照
曹婆婆家中掛滿了家人的合照，
， 曾抱怨兒女
少聯繫自己，
少聯繫自己
， 卻換來兒女冷冷的一句
卻換來兒女冷冷的一句：“
：“你不
你不
會主動打給我？”
會主動打給我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疫情期間，贈物資
送溫暖的好人好事時有所
聞，但要成功度過困境，家
人間的扶持亦極為重要。榕
光社主席聶揚聲慨嘆道，香
港社會上有不少不孝子，平
日對待父母長輩的態度甚為
惡劣，所以他及義工們特別
注意於疫境中對獨居長者多
加關顧，希望讓他們亦能感
受到人間溫暖。
根 據 統 計 處 《2016 年 中
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
者》報告，全港有 116 萬名 65
歲 或 以 上 的 長 者 ， 當 中 15.3
萬人為獨居長者。說到香港
長者的苦況，聶揚聲不禁嘆
息：“在一萬個長者中，好
幾十個都是特別慘的。”雖
然聽上去比例不高，但在過
百萬名的長者中，這些特別
慘的案例就更讓人揪心。

有子內地趕來 只為亡母銀行簿

他憶述，自己早年曾幫
助一名在港去世的婆婆辦後
事，“當時她的兒子有從內
地趕來，但原來只為了找她
的銀行簿。”礙於法律問
題，兒子不能立刻取到存
款，打算立馬就走，“當時
我們勸說他，說起碼鞠個躬
才走，後來他還是沒出殯就
離去。”
即使與兒女同住，老人
亦可能有難言之隱。曾有一
個案讓聶揚聲印象特別深：
“他們住在慈正邨，一個婆
婆，和兒媳孫兒一家。”他
提到，當媳婦來港定居前，
婆婆不時特意到內地幫忙照
顧孫兒，無微不至；但當媳
婦到港後，對婆婆的態度截
然不同，“雖然居住在同一
屋簷下，但母親和兒、媳居
然分開兩個飯鍋煮飯；有次
婆婆摔倒在地，兒、媳兩人
居然視而不見，任由她不吃
不喝、躺在地上整整兩
天……”

家人趁母外出 叫師傅換門鎖

代理身後事 疫下無間斷
在記者向榕光社
主席聶揚聲採訪期
間，戴着鴨舌帽、撐
着枴杖的陳婆婆蹣跚
而至。聶揚聲連忙請其坐下，為她
登記其剛離世的丈夫的資料。疫境下，社
會多方面的運作都停頓順延，然而生老病
死卻不能暫緩。經歷喪偶傷痛的陳婆婆，
因擔憂自身金錢及身體狀況，只得把老伴
的身後事交給榕光社代理。
在陳婆婆跟前，聶揚聲放慢了語速、
提高了音量，好讓年逾八旬的她能聽清：
“伯伯怎麼走（去世）的啊？”聶揚聲問
了好幾次，婆婆才聽清，回答：“他以前
整日抽煙，氣不順；戒煙二十幾年，但是

哀
生榮死

■疫情期間，不少善長捐助
大批物資予榕光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毒還在身體。”聶揚聲一邊聽，一邊為她
默默登記個人資料。
問到其丈夫的出生月份，她拿出一張
皺摺的硬卡紙，然後用顫抖的手翻開，原
來那是一張日曆後面的春牛圖，“他正月
初四出世，今年 92、93 歲。”
至於守夜、出殯、撒骨灰等程序，陳
婆婆紛紛拒絕出席：“不去行不行？我怕
暈啊，我幾日沒食飯啦！我暈了，還要麻
煩 別 人 送 我 入 醫 院 ……” 聶 揚 聲 無 奈 地
說：“認屍一定要去啊……”“不食飯不
行的……”正申領綜援的陳婆婆擔心金錢
問題，聶揚聲表示，“政府會負責的，你
一分錢都不用給。”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他續說，還有一宗個案
是，一家人竟然趁着年邁母
親外出的短時間內，叫師傅
把門鎖給換了隨即離開；最
終老母親只能拿着一串開不
了門的鑰匙在門外，按着無
人應門的門鈴……無情得令
人痛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聶揚聲
聶揚聲（
（左）為陳婆婆
為陳婆婆（
（右）送上
口罩、
口罩
、廁紙
廁紙、
、白花油等物資。
白花油等物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攝

中國

專題

■責任編輯：周文超

二百萬外地民工回鄉未歸




工薪族怎麼辦

新冠疫情導致大量打工仔收入嚴重下滑，
甚至面對失業危機，不得不離開一線大城市返
回家鄉謀生，據中國媒體的不完全統計，今年 1
月深圳有 900 萬人回鄉過年，約有 200 多萬至今
仍未返回。有分析指出，不少大城市受疫情影
響，從以前人口淨流入轉為淨流出，這些流失
的勞動力若全都回到農村，將對中國的“城鎮
化”進程帶來負面影響。專家建議深圳未來應
設法推出各種措施，將外向型經濟轉向內向型
經濟，同時嚴厲抑制高房價降低企業營商成
■ 嫌富士康工資低
嫌富士康工資低，
， 來應徵的
民工帶行李離開。
民工帶行李離開
。

本，如此才能留住企業和吸引人才。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深圳報道

住人口為 1,343.88 萬，今年春節前有大
量打工仔回家過年。據不完全統計，
今年 1 月有 900 萬人離開深圳，後來受
疫情影響，2 月至 3 月返回深圳的大概
有 600 多萬人，以此計算至少有超過
200 萬人沒有回來。更嚴峻的是，近期
由於海外訂單急劇減少，不少打工仔
發現回到深圳也無工可開，不得不收
拾包裹再度離開這個城市。

深圳東站見民工離開

■受疫情影響，許多外來工回家，
羅湖城中村章輋村人流稀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來到深圳東
站，看到許多人拖着行李箱大包小包
坐車回家，與以往不同的是，平時多
是回家探親的居多，此次卻是許多人
因失業或收入太低而選擇離開。記者
隨機問了近十人是否離開後不再回
來，約三四人點頭，原因是沒工開。
來自山東荷澤、年約 50 歲的孟先
生告訴記者，他在龍崗一五金廠工
作，以前每天經常有兩三個小時加

專家意見

擔心深圳出現 逆城鎮化

深圳市許多工業區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
歷了城市化，以前髒亂差的工業區被升級改造為
科技園，環境漂亮整潔了不少，但租金也成倍地
上漲。生活設施、健身設施、娛樂設施配套和餐
飲設施等，讓在深圳工作的人們享受生活上的便
利。有專家擔憂，未來如果全球疫情持續不斷的
話，更多的企業將關門歇業，相信將會有更多人
離開深圳，“逆城鎮化”現象將持續出現，許多
設施也將會荒廢。
深圳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國世平表示，回
顧深圳工業園區數十年的發展，比如福田，正
是因為剛開始有大量工廠匯集發展三來一補，
之後加工貿易工廠轉向龍崗、寶安或者東莞等
地，福田創新科技和金融企業集聚，大量寫字
樓拔地而起，經濟發展實現了升級。很多生活
設施、娛樂設施配套也都跟進來，福田才愈來
愈繁華。不過，現在出現企業倒閉和寫字樓的
空置率高企現象，許多城中村和小區等地餐
館、娛樂等設施生意清淡。
他透露，其朋友在深圳中學附近賣油條，
竟然因沒有生意而失業，以往旺盛的豬肉和雞
肉的需求也下降了很多，這些現象均說明很多
人離開了深圳，深圳也從以前的人口淨流入轉
向淨流出。而在龍華、寶安和龍崗，隨着一些
工業園的空置率大幅增加和工人回家，原本為
外來工配套的很多生活、健身娛樂等配套設施
將會荒廢，從而產生“逆城鎮化”的問題。
談到應對之策時，國世平指出，新冠疫
情、高房價和高租金對深圳經濟影響大，深圳
是外向型出口經濟，此次疫情衝擊非常大，但
是房價卻逆市上漲。這與一些中介哄抬房價有
關，對此，深圳應該嚴厲打擊他們做空深圳經
濟的行為，將房價和租金降下來。
他強調，深圳經濟宜從外向型經濟轉向內
需型，但是需要時間和許多舉措推動。同時應
高度重視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降低營商成本
留住企業和人才，這是最關鍵的問題。他還建
議，目前全球經濟正處於困難時期，深圳宜有
過緊日子的打算，盡量減少不是很急的基建和
項目等開支。

﹂

■來自山東的孟先生表示，他以前工資有
6,000 元 人 民 幣 ， 現 在 卻 只 有 不 到 3,000
元，便離職從深圳東站坐火車回家。

高光深圳此處不留人
此處不留人??
深圳作為全國一線城市，常住與流
動人口合計有 2,000 多萬，其中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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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 月 薪 有 6,000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可是今年以來因疫情原因他們
工廠沒有什麼訂單，他工資少了一半
多，不到 3,000 元，扣除社保和吃飯費
用 後 ， 餘 下 不 到 2,000 元 ， 感 覺 很 失
落，儘管很不捨得離開深圳，但他還
是下決心辭職回家，準備在當地找一
個 2,000 元至 3,000 元的工作做，可以
照顧年邁的父母。
在龍華富士康，同樣有許多員工因
沒有加班工資而不斷流失。一位剛從富
士康離職的湖南籍員工曾先生告訴記
者，他來富士康工作三個月，月薪3,300
元，但扣除社保、用餐費和住宿費，只
剩下1,700元難以養家。因看不到前景便
決定辭職，在老婆的陪同下離開富士
康，“以後再也不來深圳工作了，直接
回老家，找一個 2,500 元至 3,000 元的工
作，可以吃住在家裏，照顧父母和小
孩，增強親子關係，比在富士康強。”

小微企業老板也萌去意

不僅打工仔大批流失，許多小微

企業的老板也都興起去意。在龍崗阪
田一直從事毛線產品出口加工的彭先
生 來 深 圳 已 有 14 年 ， 老 家 是 江 西 吉
安，最近因疫情影響，幾個月沒有業
務，只得將四五個人的小廠關閉，將 6
台織線機加上貨架等打包以 1.5 萬元甩
賣，此前他花 8 萬元至 9 萬元才買到。
好在彭先生多年來也賺了一點
錢，並在吉安市首付兩成按揭購買了
一套大戶型商品房，因此返回老家不
愁住房問題。“我其實是挺留戀深圳
的，畢竟在這裏生活了十多年，但無
奈的是新冠疫情衝擊，加上人工、租
金等成本過高，不得不離開這裏。”
談到未來打算時，他計劃在吉安開一
家滷菜店，儘管賺不了什麼錢，但可
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在阪田從事電池輔料業務的江西人
劉先生，來深圳 11 年，與老婆及侄子一
起打拚，月收入約 3 萬元至 4 萬元，淨
利有 2 萬元，人均 6 千多元。但是因疫
情影響，業務消失殆盡，感覺沒有發展
前景，一家人只得回江西老家。

二手平台賤價賣家當
對不少人來說，這次離開深
圳，或許就再也不會回來，一些帶
不走的東西只好忍痛割愛。記者在
阿里旗下的閒魚二手貨交易平台上
看到，大批新用戶正在出售各種二
手物品。這些物品大到冰箱洗衣機
家電、健身器材和電動車，小至廚
房鍋碗瓢盆等。不少人苦中作樂，
戲稱這是“揮淚大甩賣”。
記者在閒魚物品搜索欄輸入
“離開深圳”四字後，瞬間跳出成
百上千個轉讓二手家居或者電子產
品的信息。一位用戶將其椅子、桌
子、櫃子等全都削價出讓，原本需
要 200 元（人民幣，下同）至 300
元的新椅子，二手市場至少也需要
100 元，卻只以 30 元拋售，價格低
至一兩成。
有一位名叫“閆小冰 1991”的
用戶表示，因他要離開深圳，一米
長辦公桌低價 30 元出售，通常新的

要 近 300 元 ， 二 手 市 場 也 要 近 百
元。有一位網名叫“光之艾利”的
用戶介紹，其賣的僅用了 5 個月的
電 動 車 ， 充 滿 電 可 以 騎 行 30 公
里，因為他要離開深圳，便以 899
元轉手，較原價 1,600 元少了近一
半。有名為“特別開心的木頭”
稱，由於即將離開深圳，將減肥甩
脂機低價轉手，原本 300 元的機器
她掛出 170 元。

不少人轉讓出租房

還有人將原價 250 元的美的電
飯煲以 50 元的低價轉讓，價格僅
為購買時的五分之一；也有將原價
80 元的台式電風扇以 30 元出售，有
5 人表達了購買意向；更有人因離
開深圳將原價 7,888 元的南山冠軍
拳館的健身卡以近半價 3,888 元轉
讓……
此外，在閒魚上有不少人轉讓自

工業園城中村空置率高
受疫情影響，深圳許多工業園區
出現大量空置，眾多城中村也有大量
空房租不出去，即使房東降租也難以
找到租客。在龍崗和寶安等地，昔日
繁華的生活設施和娛樂設施及餐飲店
不僅未能迎來“報復性消費”，反倒
面對人流日漸稀少的窘境。

園區附近商舖生意冷清

記者來到阪田上雪工業園，感
覺到處冷冷清清。有保安表示，該
工業園原本有近 500 家企業，現在
約有 30%至 40%廠房是空置的。
園區周邊的許多日用百貨、餐

飲等商舖，也因生意清淡而關門歇
業，一位仍運營的商店老闆表示，
業務現在下滑了四五成。有湖南菜
餐館老闆亦稱，該店生意下降了五
成多。
而在鄰近龍崗區布吉街道的羅
湖城中村章輋村，以前人流密集的
現象現在比較少見。記者看到該村
貼出的招租專欄，有單房、一房一
廳、兩房一廳等大量房源出租，粗
略 統 計 大 概 有 30 間 房 要 對 外 出
租，價格從 1,400 元（人民幣，下
同）至 2,800 元不等。
事實上，深圳城中村附近的店

回鄉工人

■電動車以近半價
轉讓。
己的出租房，有一位名叫“胡毓豪
6791”的用戶稱，因為要離開深圳，
急轉租羅湖泥崗的一房一廳，租金是
2,600 元，離地鐵口僅 50 米左右。同
樣，一個網名為“叼不叼”的用戶
稱，其阪田上雪科技園附近一房一廳
轉租，租金 1,350 元，並強調可以短
租，不收中介費。

人去樓空

■羅湖城中村章輋村一大型超市
旁邊許多店舖關門。
舖多年來都廣受青睞，以往一到期
就被人搶租了，現在卻出現不少空
舖。記者在章輋村下坡地方看到，
六間舖面關了三間。在該村大型超
市樂百家門口，旁邊店舖就關了兩
三家，這在以往是十分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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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初见效
北京战“疫”这样制胜
官方 ：必须保持“战时状态”，严防疫情传播风险
【本报讯】北京时间 28 日 0 时至
24 时，北京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7
例，自 11 日以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318
例。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 6 月
25 日表示，北京必须保持“战时状态”，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落实各项措
施和要求，严防疫情传播风险。
中 新 社 报 道， 北 京 时 间 28 日 0 时
至 24 时，北京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7 例、疑似病例 4 例、无症状感染者 1 例。
截 至 28 日 24 时， 北 京 市 自 11 日
以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318 例。另外，
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26 例。
根据国务院客户端“疫情风险查询”
系统，截至 6 月 28 日 15 时，北京西城
区金融街街道、丰台区太平桥街道从疫
情中风险地区调成低风险地区。目前，
北京市共有 5 个高风险地区——丰台区
花乡（地区）乡、新村街道，大兴区西
红门（地区）镇、黄村（地区）镇，海
淀区永定路街道
不过，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
建在 6 月 25 日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
北京必须保持“战时状态”，绷紧疫情
防控这根弦，严格落实各项措施和要求，
严防疫情传播风险。
那么，北京在战“疫”中积累了哪
些经验？北京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高小
俊在发布会上回应哈萨克斯坦记者相关
提问时说，目前北京疫情防控仍是“进

行时”，“如果说希望北京分享些经验，
为时尚早，但一些做法可以介绍”。
他谈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北京科学确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
应级别，明确和落实好属地、部门、单
位和个人的“四方责任”，发动居民投
入到疫情防控中。同时，北京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他称，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
发生以来，北京适应防控形势的变化，
在 6 月 16 日将应急响应级别调至二级，
截至 6 月 24 日 24 时累计确诊的 269 例
病例已全部收治于北京地坛医院，尽量
减少对居民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并做
好市场供应，稳价保供。
他强调，北京还着力加强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在疫情防控中注意
分析管理中的短板与弱项，找出问题与
症结，加以克服和改进，让首都更加健康、
更加安全。
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常通风，
这是北京市民必备的“防疫基本功”。
高小俊表示，北京广泛开展疫情防控知
识普及，有效提升了市民的防护意识。
高小俊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仍在全球蔓延，关于新冠肺炎的研究还
在持续，还处于起始阶段，仍有许多未
解之谜。做好北京的疫情防控工作，离
不开中国各方支持、努力，也离不开像
哈萨克斯坦这样对中国友好国家的相互
帮助。

■网事

确诊外卖骑手收获感动
网民心酸：生活不易
近日，北京通报一外卖骑手确诊新
冠肺炎的病例，引发关注。
综合中新网、《北京日报》客户端
报道，6 月 24 日，北京电视台记者在地
坛医院隔离病房采访了这位外卖骑手孔
先生。采访过程中，孔先生说：“目前
心理压力大，主要考虑到自己的病情连
累大家。”与此同时，让孔先生感动的是，
连日来，病房中的他收到很多顾客的祝
福，希望他早日康复。
据悉，今年 47 岁的孔先生，确诊前
的 6 月 1 日至 17 日每日通过“饿了么”
平台接单送餐，平均每天接 50 单左右。

他 每 日 7 时 至 21 时 工 作， 共 计 14
个小时，是平台 5 星好评优秀骑手。每
天上下班，他都骑电动车接送其妻子。
通过他的生活轨迹，很多网民对此
表示理解：“都是为了生计奔波，染病
也不是故意的。”还有网民表示心疼：
“都
是为生活忙碌的普通人。”
在中新网发起的一项调查中，相比
较“不敢点外卖了”等，感叹“生活不易”
的网民数量，也远超其他选项。一名网
民说：“翻了评论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
善意，很温暖，努力奋斗的外卖小哥加
油！”

■聚焦

“核酸了吗，您呐？”
北京日核酸检测量达 30 万份
“核酸了吗，您呐？”正在成为北
京民众见面的新流行问候语。自 11 日北
京报告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以来，核
酸检测已成为眼下北京最重要的防疫手
段。
综合中新社、北京《环球时报》报道，
雷海潮在 6 月 24 日的发布会上透露，到
6 月 23 日，北京市从事核酸检测检验的
机构已经扩增到 133 所，每天的核酸检
验检测量（样品数）已增长到 30 万份。
另外，中国官方 6 月 24 日介绍称，
截至 6 月 22 日，全中国医疗卫生机构进
行核酸检测累计达 9041 万人 / 份。这一

数据在国际上引起不少关注。
彭博社的一位记者惊呼这个数字“太
疯狂了”，有的美国网民还翻出美国总
统特朗普近日宣称美国检测量“远超其
他任何国家”的网络帖文，并在上面质
问说：中国已经完成 9000 万人 / 份了，
比特朗普说的美国数字多 3 倍。（特朗
普在 20 日的一次竞选集会中曾称美国已
检测 2500 万人）
对于中国官方公布的检测数据，日
本方面也表示了震惊，日本时事通信社
称，中国的病毒检测能力是日本的 130
倍。

▲为应对北京核酸检测工作，北京金域医学实验室在端午节成立多个班次，昼夜
轮替加速处理大规模筛查样本。图为北京时间 26 日凌晨，检测人员在实验室对检测
样本进行分配。
中新社

■关注

官方详析新发地聚集性疫情
北京疫情会像今年初那样持续
蔓延吗？怎么快速控制？疫情防控
措施会否松动？北京市卫健委主任
雷海潮在 6 月 24 日举行的发布会上
详解了此次北京疫情的特点。
迅速判定疫情高风险点位
中新社报道，“根据前两个病例
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迅速判定了
新发地批发市场牛羊肉综合交易大
厅为高风险点位，为疫情防控赢得
了主动。”雷海潮称，从地理分布
来看，截至 6 月 23 日已累计报告的
256 例确诊病例中，以新发地为圆心，
5 公里范围内有 160 例，占 63%；10
公 里 范 围 内 有 194 例， 占 76%；15
公里范围内有 238 例，占 93%。
他指出，北京市根据疫情变化，
于 16 日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
应级别由三级调至二级，采取最坚
决、最果断、最严格措施，第一时
间向外省份传递确诊病例及密切接
触者信息，并做出中高风险街乡、
新发地批发市场相关人员不离京的
规定，其他人员非必要不出京，迅
速果断在全市织密疫情防控网。
疫情传播速度快
雷海潮表示，本次疫情传播速
度快，病例短时间内大量出现。11
日出现第 1 例病例至 100 例，仅用了
5 天，而在年初疫情时累计到 100 例
用了 11 天。
他说，从病例出现症状时间看，
此次疫情中发病日期最早为 4 日，从
6 月 7 日呈明显增多趋势，6 月 13 日
达到高峰，发病时间主要集中在 6 月

9 日至 15 日，占病例总数的 61%。
“这提示疫情早期增速快、传
播扩散力强，可能存在同源暴露和
人传人混合暴露模式。”雷海潮表示，
目前，在新发地市场关闭之前的暴
露人群疫情已呈现下降趋势。
发现病例方式有3种
“从病例发现方式看，目前病
例发现方式已从原先的发热门诊筛
查为主，变为发热门诊、从密切接
触者中发现、主动核酸筛查 3 种方式
相结合。”雷海潮称，这对“早发现”
起到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23 日已累
计报告的 256 例病例的发现方式中，
核酸筛查共 137 例，占 53%；主动就
医 81 例，占 32%；密切接触者观察
38 例，占 15%。
防控丝毫不能松懈
雷海潮表示，目前，北京市疫
情仍然处在防控的重要、关键时刻，
防控丝毫不能松懈。
6 月 13 日，北京市新增病例数
从前一日的 6 例升至 36 例。雷海潮
说，如果从 13 日开始计算，目前还
不够一个最长的潜伏期。因此，围
绕新发地批发市场的疫情防控工作
仍然不能放松。
至于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他
表示，会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
环境样本采样分析的结果、确诊病
例出现的情况，以及境内外的一些
疫情信息进行综合研判，才能做出
必要的调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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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关注您现在的健康 让我们开辟您未来的事业

美国中医学院 / 中医健康中心
American Academy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TCM Health Center

您想成为大夫吗？国医与国运齐飞，针灸与机会并起！
*美国中医学院授予硕士博士学位
*美国教育部认证学院
*师资力量全美最强
*最佳教学大纲获奖者
*正宗的中医理论及临床训练

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在美国正进入主流。美国中医学院为美国教育部所属认
证机构认证的研究生院，可以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为学生发放 F-1 签证。美
国中医学院是仅有的和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的三所美国学院之一。
复兴的中医针灸为中国学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愿景。
欢迎中国学生加入到中华医学全球复兴的行列。
美国中医学院 651-631-0204 网址 www.aaaom.edu

中国的中医在这里
1.疼痛
腰痛、
腰痛
、颈痛
颈痛、
、肩痛
肩痛、
、网球肘
网球肘、
、关节炎
关节炎、
、腕关节疼痛
腕关节疼痛、
、肌纤维疼痛
肌纤维疼痛、
、
运动创伤等。
运动创伤等
。
2.神经疾病
偏头痛、
偏头痛
、头疼
头疼、
、坐骨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
、神经麻痹
神经麻痹、
、瘫痪
瘫痪、
、中风
中风、
、周围神经病
患、三叉神经痛
三叉神经痛、
、癫痫等
癫痫等。
。
3.心理疾病
焦虑、
焦虑
、抑郁
抑郁、
、失眠
失眠、
、饮食失调
饮食失调、
、疲劳等
疲劳等。
。
4.妇科疾病
月经不调、
月经不调
、痛经
痛经、
、经前期紧张综合症
经前期紧张综合症，
，更年期综合症
更年期综合症、
、子宫肌
瘤、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
、乳腺疾病
乳腺疾病、
、子宫脱垂
子宫脱垂、
、产后诸病等
产后诸病等。
。
5.不孕不育症
妇女不育：
妇女不育
：黄体功能缺陷
黄体功能缺陷、
、FSH 高 、卵子品质差
卵子品质差、
、子宫内膜异
位、多囊卵巢综合症
多囊卵巢综合症、
、闭经
闭经、
、月经不调
月经不调、
、免疫性不孕等
免疫性不孕等。
。
男性不育：
男性不育
：精子计数低
精子计数低、
、精子活力低
精子活力低、
、阳痿
阳痿、
、免疫性不育等
免疫性不育等。
。

6.呼吸系统疾病
感冒、
感冒
、流感症状
流感症状、
、咳嗽
咳嗽、
、哮喘
哮喘、
、肺炎
肺炎、
、肺气肿
肺气肿、
、鼻窦炎
鼻窦炎、
、过敏等
过敏等。
。
7.皮肤疾病
粉刺、
粉刺
、湿疹
湿疹、
、牛皮癣
牛皮癣、
、带状疱疹
带状疱疹、
、皮肤瘙痒等
皮肤瘙痒等。
。
8.胃肠疾病
恶心、
恶心
、腹泻
腹泻、
、便秘
便秘、
、肠道易激综合症
肠道易激综合症、
、克隆氏病
克隆氏病、
、结肠炎
结肠炎、
、消化不
良、肝炎等
肝炎等。
。
9.泌尿系统疾病
膀胱炎、
膀胱炎
、尿道感染
尿道感染、
、性功能紊乱
性功能紊乱、
、前列腺疾病
前列腺疾病、
、肾炎等
肾炎等。
。
10..成瘾与戒毒
10
烟草、
烟草
、咖啡因
咖啡因、
、糖、兴奋剂
兴奋剂、
、酒等
酒等。
。
11..支持性治疗
11
癌症诸症状、
癌症诸症状
、手术后恢复治疗等
手术后恢复治疗等。
。

古励中医师

何新蓉中医师

刘伟中医师

杨思明中医师

田丽莉中医师

郑瑾安中医师

曲珍玲中医师

各种疑难杂症

妇科，内科

妇科，不孕症

内科，儿科

妇科，神经科

点穴、气功

妇科、内科

李乾中医师

边月娟中医师

刘灵光中医师

程伟中医师

郭天蔚中医师

何笑甜中医师

万方中医师

内科，疼痛症

妇科，皮肤科

妇科，神经科

内科，疼痛症

内科，肿瘤科

妇科，疼痛科

内科，妇科

TCM Health Center
Uptown-Kenwood
2743 Lyndale Ave S
Suite 2
MPLS, MN 55408

TCM Health Center
Woodbury Clinic
6043 Hudson Road, Suite 150
Woodbury, MN 55125
(763) 398-9582

TCM Health Center
Maple Grove Clinic
11670 Fountains Drive, Suite 200
Maple Grove, MN 55369
(612) 323-1530

美国中医学院院址：
美国中医学院院址
：1925 West County Rd B2
B2 Roseville
Roseville，
，MN 55113 651
651-631
631-0204
接受 HealthPartner，车祸及工伤保险 学校 website：www.aaaom.edu
诊所 website:www.acupuncturemn.com Email address:tcmhealth@aol.com
美国中医学院所属中医专家诊所接受：HealthPartner 健康保险；各种车祸保险、工伤保险等
欢迎来电垂询：电话（651）631-0204 传真（651）631-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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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娜樂器文化
有限公司生產經理
朱孝漢介紹公司復
工復產情況。
香港文匯報
陝西傳真

錢
途茫
勢創品牌拓市場

代工出口

減半
產值料
中 全年
場趨集
訂單市
承壓：：
吉他商
陝台資

“今年太困難，等熬過今年，明年應該會好一些吧。”位於陝西省漢中市城固縣的台資企業哈瓦娜樂
器文化有限公司車間內，儘管打磨、噴漆、上弦、調音等各項工序都有條不紊地進行着，但生產經理朱孝
漢的心裏卻是五味雜陳。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專注夏威夷小吉他“烏克麗麗”（Ukulele）代工出口的
他們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打擊。“自 3 月復工以來，產量相比去年每月下滑 30%，目前手裏的訂單只夠維持
到這個月，全年的產值預計將會減半……”朱孝漢說，公司剛從廣東搬遷了兩條生產線到陝西漢中，去年
11 月才正式開業，沒想到這麼快就被病毒束縛住了手腳。

作為陝西省最大的吉他製造生產商，哈瓦
娜樂器有限公司是陝西省漢中市引進的

重要台資企業。自 2019 年 4 月試生產以來，
公司引進了機械人噴漆生產線等世界先進製
造設備，產品質量、產能快速提升，可年產
20 萬支烏克麗麗、10 萬支吉他及相關配套產
品，實現年產值 1 億元（人民幣，下同）。

西部轉移 降人工成本

哈瓦娜樂器文化有限公司的總部在廣
東，朱孝漢介紹道，老闆蔡國強深耕吉他行
業 30 多年，最初在台灣開廠，後來輾轉到
廣東發展，積累了豐富的海外客戶資源。
“我們主要是給世界知名品牌做貼牌代
工，生產烏克麗麗和電吉他。”朱孝漢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多年來，憑借穩定的
產品品質和可靠的交貨時間，公司海外客
戶群不斷壯大，產品主要銷往美國、德
國、法國、俄羅斯等歐美國家。
但隨着沿海地區的人工和租房成本越
來越高，公司開始向大陸西部轉移。2017
年，哈瓦娜落戶到了陝西漢中。“吉他是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陝西報道

一種比較精密的設備，對氣候環境要求較
高，剛好漢中的氣候特別適合吉他的生
產。”朱孝漢說，加之當地勞動力充足，人
工成本較低，地方政府也給出了很多優惠政
策。很快，公司便將兩條生產線遷到了漢
中，加上廣東總部的一條生產線，每月產量
在3萬支以上。
但自今年 1 月起，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哈瓦娜的不少客戶都通知暫緩發貨，更
有不少客戶直接取消了訂單。朱孝漢坦言，
前前後後取消的訂單已經差不多有 2,000 萬
元，積壓的產品也越來越多，公司倉庫都快
裝滿了。
“原本我們計劃 2 月 9 日復工，但受疫
情影響一拖再拖，最終 3 月 4 日才正式復
工。”朱孝漢無奈道，當時國外疫情還沒大
暴發，但 3 月份公司原材料進口受疫情影響
很大，因此耽誤了生產進度；4 月份國外疫
情水深火熱，雖然偶有訂單，但客戶也讓放
慢生產進度。
“沒辦法，原本一天 400 支烏克麗麗的
生產能力，現在我們每天只生產 200 支，只

能慢慢來。”朱孝漢說，原本公司今年的計
劃是完成 8,000 萬元的銷售額，但現在可能
一半目標都完成不了。
一方面是訂單減少的壓力；另一方面，
原材料價格上漲、物流成本增高和人工成本
的固定支出，亦讓哈瓦娜雪上加霜。“做生
意就講個誠信，之前我們的協議都是簽一
年，當時沒想過原材料價格猛漲的問題，如
今也只能打碎牙往自己肚子裏嚥。”

無米下鍋 感悟品牌必要性

而此次疫情經歷最讓朱孝漢感慨的是，
必須要有自己的自主品牌。“原來我們也有
五個自己的品牌，但由於接的代工訂單太
多，導致自己的品牌無法生產，最終放棄
了。”朱孝漢說，如果擁有自己的品牌，在
海外疫情受限的情況下，此時公司的靈活度
就會更大，拓展市場的空間亦更大，無奈如
今只能等米下鍋。
“今後不管有多困難，我們都會組建一
個專業的團隊，將自己的品牌做起來。”朱
孝漢稱。

不跟風電商“價格戰打不了”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劇烈衝
擊，許多企業線下經營慘淡，便
開始轉做線上電商自救，但曾經
嘗試過電商的哈瓦娜公司卻最終
選擇了放棄。“價格戰我們打不
了。”

品質優先 建良好口碑

朱孝漢說，本來中國市場做吉
他的企業就比較多，同行競爭激
烈，價格也是天差地別。在網絡銷
售方面，價格更是比誰最便宜，
“很多網上的產品看起來好像差不
多，但品質真的不一樣。”朱孝漢

■ 哈瓦娜樂器文化有
限公司展廳展出的烏
克麗麗和電吉他。
克麗麗和電吉他
。

烏克麗麗
主要製作工序：
主要製作工序
：

合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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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之前本來也
曾探索走電商之路，但是自己賣
100 元（人民幣，下同）的產品，
別人只賣 70 元。“做得頭疼，現
在索性放棄。”朱孝漢稱，網絡銷
售實際上是最殘酷的。
他並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前
些年台灣、泰國等地烏克麗麗市場
非常火爆，但如今已經趨於飽和。
哈瓦娜主攻的歐美市場卻仍然是一
塊很大的蛋糕，趁着公司產品構建
的良好口碑，未來他們亦將重點提
升產品品質，不會盲目走低端廉價
路線。

重心在海外 疫情祈好轉
發明於葡萄牙、盛行於夏威夷的
烏克麗麗，被認為是一種適合大人及
兒童，並且好聽易學，又能激發節奏
潛能的樂器。從事烏克麗麗生產製作
多年，朱孝漢說，公司起初在廣東開
廠時，也曾努力拓展大陸市場，但多
年探索下來，還是海外市場空間更
大，因此最終將全部重心放在了海
外。
“大陸的消費者買一把琴，可能
會放上一二十年，非常珍惜，捨不
得用；但國外的消費者不同，對他
們來說，烏克麗麗就是一種消耗
品，幾個朋友音樂聚會後，可能就
會砸掉再買新的，因此需求更
大。”朱孝漢告訴記者，這些年
來，公司積累的海外客戶越來越
多，訂單也比較穩定，“只要品
質和交貨時間保證，很多客戶都

是長期合作。”
近段時間，隨着國外一些國家和地
區經營活動的逐漸復甦，哈瓦娜公司的
訂單情況也開始好轉。“陸陸續續有新
的訂單了，但客戶都是為聖誕節而準備
的，還是讓我們放慢生產進度。”朱孝
漢說，不管怎樣，有新的訂單就有希
望。
據介紹，烏克麗麗的製作共有 148
道工序，生產大約需要兩個月時間，再
出口歐美，船期又是 1 個月，來來回回
一折騰，幾個月時間就沒了。

就是疫情趕緊得到控制，能夠多一些
訂單，將全年損失降到最低。
他並表示，希望隨着疫情得到控
制，下半年還能繼續參加上海樂器展
等國際化展會，在鞏固固有市場的同
時，拓展一些新的國際市場。

搶抓進度 與運輸時間賽跑

“目前我們正在準備一批出口阿
根廷的烏克麗麗，好在都是本地工
人，勞動力充足。”朱孝漢說，員工
們也在搶抓進度，大家都希望將失去
的時間一點點補回來。而他最希望的

■哈瓦娜生產車間內擺放的烏克麗
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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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6、
“ 如果要谄媚，也请守个
度。我虽然老了，但我批评的气
力从来不老。”这段话让我想起
了发生在您身上的很多故事，像
“某作家活动鲁迅文学奖”
“某诗
人评审职称晋升”，你发表的质
疑书，这些其实都是批评，其实
都是身边的人，低头不见抬头
见，但是您都要发声批评。对您来说，批评
意味着什么？
方方：我在位的时候，有些违规的事，
我都是先跟作协党组商议，希望他们能管。
在他们不管的情况下，我只能在网上发声。
我只是尽职而已。现在我退休了，他们就是
烂成垃圾，也不关我的事。
7、您认可作家除了写作，还应该承担
起更多社会责任吗？
方方：这要看个人。不是所有人的性格
都适合去承担社会责任。承担二字很简单，
但你没有胆识，没有能力，性格脆弱，天性
胆小，容易焦虑，那何必要他担呢？这世界
的事，就是有人承担，有人享受这种承担，
从来如此。不用去强求人家。所以，这是个
人选择问题。没有应该不应该一说。

方 方 武 汉 日 记 18
方方
作用还是有负面影响？
方方：好像什么都没有吧？我当主席
时，也不介意这个身份，我退休不当了，也
没介意这个。这个身份从来没有保护过我，
我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负面影响。我没当
主席时，活得很好，我当了主席，生活也没
改变，现在退休了，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些
太把主席当回事的人，是根本不知道中国
体制的，
也是对我个人完全不了解的。
13、您相当多的作品都是描绘武汉人
的生活，您最喜欢武汉人的哪一点？这次的
肺炎疫情，有没有让您体会到武汉人的其
他不同方面？

方方：武汉人一向很爽快，很讲义气。
很乐于助人，有一种江湖气。这可能跟武汉
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相关。但武汉一直
8、当初关于批判您的小说，您遭遇了 是商业都市，市民虽然吊而郎当，但胆子却
庙堂和江湖两方面的围攻，怎么看？群情汹 并不大。比较听政府的话，乐于生活，对政
治并无多大兴趣，他们会很实际。有没有疫
汹而来。害怕么？
情，他们都是这样。就是我印象中的武汉人
的样子。
没什么不同。
方方：不在乎呀。这有什么好怕的。应
该是他们怕我吧？论笔战，我是个职业作
14、您如何看待作家和城市的关系？
家，干的就是写字的事。怎么可能怕他们。
他们若拿棍子上门打架，我可能会怕。但他
方方：这是鱼和水的关系。是植物与土
们写文章，这是我的强项吧？你说的所谓江
壤的关系。
湖，就是那帮极左人士吧？他们的水平太
低，文字能力，逻辑判断、思考惯性等，实在
15、如果疫情过去，您最想做的事是什
是太低呀，我去跟他们写文章争论，也很掉
么？
价的。中国这么好的文字，用在他们身上，
也很可惜，我还不舍得用来跟他们横扯哩。
方方：
继续完成我没有写完的小说。
但官员不同，尤其大官，他有权力在手，就
算退休了，他仍然能影响很多人。他们出手
方方：
武汉日记（3 月 11 日）
来攻击我，我自然是要反抗的。我懒得理那
一旦走到这一步，
些极左流氓，但这些披着官员外衣的极左，
我干嘛不反抗。反抗的结果，不是我输呀，
你还删得过来吗？
是他们输。他们现在也知道，不好随便去骂
一个作家的。你看看以后那些退休高官还
依然是好天气。很舒服的早春阳光。想
敢不敢随便跳出来批一个作家的作品？那 想此刻空空荡荡的东湖，梅花恐已被前两
是自己把自己搞臭的事。
日的风雨击落。千万树的花海，都只能自娱
9、也就是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评价
起方方这个作家，您希望是“她是一个很有
社会责任感的、有良知的、令人敬佩的女作
家？”还是“她是一个文字水平高超，写作技
巧卓越的作家”
？
方方：无所谓，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
评价我。我自己活得自在就可以了。他们想
怎么评就怎么评，也不关我的事。
10、当初在创作《武昌城》时，您是如何
平衡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想象？您觉得铭
记历史对于当下生活的人们有何意义。
方方：小说到底是小说，它是需要虚构
的。但写真实历史的小说，必须尊重历史。
我只是把我笔下的人物，放进这段历史过
程之中。所有的历史，都是有缝隙的。我在
写历史小说时，脑子里会展开历史事件这
样一张大图，然后，寻找出其中的缝隙，让
我的人物在其中穿行。铭记历史这样的事，
就是一个词的意义，即：
以史为鉴。
11、其实网上也有很多质疑或者反对
您的声音，面对这样的声音，您会不会觉得
委屈或者伤心？您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周围
人的恐惧和慌乱中，是怎么保持平常心的？
方方：没有伤心，委屈有点，但更多是
愤怒和不理解。你会愤怒那些极左为什么
要这么做，而不理解那些人何故有这么多
的仇恨。我与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完全不
识，从无有过任何交集，他们对我的仇恨，
仿佛我上辈子与他们所有人都有杀父之仇
似的，完全无法理解。
我不存在一直保持平常心的，我也有
紧张的时候。也有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在很多事情处于不确定时，心也是乱的。
12、前作协主席这个身份，对你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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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乐地度过整个花季。诗怎么说的？花自飘
零水自流呀。家里的老狗关了有些时日，不
想出去，怎么赶都不愿进到院子，一定要趴
在窝里。感觉我自己也是如此，不想出去，
就只想待在家里。一些朋友邀约道：疫情过
后，来这里休息一阵吧。看大好春光，游青
山绿水。换了以往，自然拔腿就去。只是现
在，全无想要出门的感觉，不知是不是某种
后遗症。
医生朋友继续转达着疫情转好的信
息。新增确诊人数已降到 20 以内，归零指
日可待。死亡人数在众医生的尽力之下，也
大大降低。唉，更希望零死亡的信息早点到
来。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发布通告：
全省以县域为单位，分区分级分类分时有
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这样说来，我们很快
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
一个朋友（每个朋友都是有名有姓哦。
不说出人家名字，也是担心喷子们到处乱
喷误伤良民。
）早上传给我一张照片，那是
武汉中心医院甲乳外科有着几十位成员的
微信群，也是去世的江学庆医生所在的微
信群。在江医生去世的那天，大家把自己的
头像全部换成了一样的黑底蜡烛图，只留
下了一张照片的头像，那就是江学庆医生
本人。我很感动，同事们这样有情有义。江
医生泉下有知，
会有一份安慰。
从昨天到今天，中心医院艾芬医生的
名字在全网流传。网络封杀已经引发民怒。
人们像接力赛一样，删一次，再发一次。一
棒接着一棒。各种文字，各种方式，让网管
删不尽，灭不完。在删了发，发了删的对抗
过程中，保留下这篇文章，变成人们心中一
个神圣职责。这种神圣感几乎来自于一种
潜意识的觉悟：保护它，就是保护我们自
己。一旦走到这一步，网管，你还删得过来
吗？
我很难理解网管部门的这种做法。他
们删我，一次又一次，我推测因极左扎堆投
诉，他们力求维稳，一删了之。这种心理我
自己也有，面对烂人闹腾，拉黑了事。可是
删人家《人物》杂志写艾芬的文章又是何

故 ？莫 非 真 是 害 怕
被 揭 老 底 ？这 老 底
会是一个什么底？
文章说的武汉中心
医 院 的 事 ，说 的 正
是我们想要问明白
的 事 ，说 的 是 到 底
是谁在什么地方因
为什么原因耽误疫
情 二 十 天 的 事 ，网
管们就不想知道
吗 ？疫 情 从 初 发 到
蔓延，这中间的事情不说清楚，武汉人甚至
全国人，怎么能过得了这道坎？我相信网管
不会莫名其妙去删除一篇文章，它必定是
来自某一方面的要求。那么，是谁要求删除
的呢？武汉官方？抑或湖北官方？或者……
总之，
我很难理解，也很难想象。
疫情自去年十二月出现后，过程之中，
有太多有悖常理的事，太多违反规则的事，
太多不可解答的事。这些东西，我们从最近
的各类记者调查中，一点点可以看到了。细
节多到令人瞠目结舌，不知道说什么才是。
无论官员，或是专家，糊涂也好，渎职也好，
疏忽大意也好，敷言塞责也好，事到如此程
度，都等同犯罪，必须严处，以儆效尤。所
以，我不相信官方会轻易放过，不相信官方
会让那些相关责任人，轻松过关。毕竟不追
责的结果，最受害的是国家自己，丧失的也
是政府的公信力，民心受伤，就更不用说。
而此后，各类灾难也会无休无止。因为不做
事或是把事做坏，全没关系。自己没责任，
国家兜得住。引一句大家熟悉的句子：长此
以往，
国将不国。
今天，我也专门去查了一下相关条例。
其中有一个是：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
定》，也不知道哪年出台的，是否后有修改，
我先照录在此吧。规定的第四章为“引咎辞
职”。其中第十四条提到：党政领导干部因
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
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
任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
任领导职务。
而第十五条则更为具体，一为：因工作
失职，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
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或
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
职；二为：决策严重失误，造成巨大经济损
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
咎辞职。三为：在抗灾救灾、防治疫情等方
面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
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四为：在
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
生重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大责任事故，
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五为：在
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管
理、监督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
事故、重大案件，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
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六为：
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不
力，造成用人严重失察、失误，影响恶劣，负
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七为：疏于
管理监督，致使班子成员或者下属连续或
多次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造成恶劣影
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八为：
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
知情不管，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引咎辞职；
九为：有其他应当引咎辞职情形的。特将上
述规定记录在此。
很显然，引咎辞职是一个正常社会的
运转所必须有的事。对照上述九条，湖北省
和武汉市，哪些人应该引咎辞职呢？建议相
关人员自我对照。其中条款，是否与自己有
关。如果不自觉，人们自会开出一份敦促名
单，走到这一步，或许就太没意思了。我倒
觉得，以后官员们在上位时，首先要懂得引
咎，其次要学会辞职。总这么无知无畏并且
做错事还死皮赖脸，人民是吃不起这么多
亏的。
写到这里，朋友传来南方周末记者的
调查报道，题为：
《四人殉职，四人濒危——
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
》，开篇即说：中
心医院目前还有四位医生濒危。位于一线
的杨帆医生强调，这四个人都是包括呼吸
衰竭在内的多器官衰竭，并伴有各种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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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
“有的全凭外部医疗手段支
持、维持生命”。他们分别是副院长
王萍、伦理委员会刘励、胸外科副主
任医师易凡、泌外科副主任胡卫峰。
唉，真是让人深感悲哀。如此情况
下，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还能安
心地坐在他们的位置上吗？真的要
人大喊一声：如有良知，请带头引咎
辞职？
！

方方：武汉日记（3 月 12 日）
有人试图要挟警方
对我进行打击吗？
天色明亮，阳光没了。但春天的感觉还
是很浓。
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起床后遇到的
尽是不愉快的事。先是看到几个朋友传来
一个帖子。标题是：
“ 网民竟然如此痛斥方
方，您怎么看”。其中收集了两百多条对我
恶意攻击的文字。我能说什么？这样的人可
谓恶意满满，连一丝善都没有。起码骂的和
夸的各选一半吧？发表这信帖子的是“今日
湖北网”，主管单位是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这是官方的网？不会因为我喊了几声追
责，
或是
“引咎辞职”就来这一招吧？
另一件事就更奇怪了。而且突然之间
铺天盖地而来。大意是说，我利用特权，找
交警把我侄女送出武汉，弄到了新加坡。好
几个公众号，煞有介事地写文章。看来那些
恶意攻击我的人是真找不到什么事了。
我侄女到新加坡有十多年了，本属新
加坡侨民。回新加坡，坐的是新加坡接侨的
航班。中新两国说好了的。还是过年期间，
印象中飞机原说凌晨一点起飞（我记得不
太清楚了，后来好像是凌晨三点？总之是很
晚的时候。
）。我哥嫂都上了七十岁，不会开
车。那天刚下了私车禁行令。我是真守规
矩，特意去咨询。坦率地说，我在武汉生活
了六十多年，武汉的警察我的确认识不少。
单位还有同事的家属也是警察哩。武汉市
公安局有个写作班子，还邀请我去参观过。
以前市公安局开什么会，也邀过我。我也写
过不少关于警察的小说，很多素材就是从
他们那里得来。我跟很多警察熟悉，这岂不
是很正常的事？我认识他们，有急难事，向
他们求助，其实也很顺理成章呀。肖警官和
其他几位警察大约在前年曾经去过我家。
我咨询时，被告知，肖警官正好休息，可以
让他帮忙。我即给肖警官发了短信，他立即
答应了。尽管肖警官是辅警，但我一直就是
称他为肖警官。警察系统辅警很多，我对他
们都礼貌称之，也是应该的吧？那天大约是
初五（真记不太清了），短信应该都还在，如
果有关部门想调查，尽可以去查。这个也叫
使用特权，那么特权又是什么？其实，说到
底，大概是有人试图要挟警方对我进行打
击吧？
白天我在微博已经回复了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担心警方高层不了解情况，真的
去处理肖警官，所以特别作了说明。微博平
台，不是审判台，不是你们询问，我就必须
回答的。作家可以有警察朋友，警察也可在
休息时间为朋友帮忙，这是人之常情。电视
剧里也都不少这种情节吧？这觉得这件事
闹得这么大，
真像是一个笑话。
顺便告诉一下那些缺乏常识的人（包
括举报者）一点点我的个人情况，以免每次
留言都犯错误：
1、我今年 65 岁，已经退休，病也不少。
去年春节前后，一直在医院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到年底才缓解。我的病历和我单位的
同事，全都可以作证。因为我去年上半年，
连走路都很艰难。所以，要求我出门当义
工，是真的不合适。况我这把年龄，也实在
承受不起义工的活儿。万一跌一跤或再闪
了腰，
那才是真给政府添麻烦。
2、我不是厅级干部！我不是厅级干部！
我不是厅级干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连
公务员都不是。所以，我是没有级别的。真
是让各位口口声声叫喊“厅级干部”的人失
望了。
待续

广而告知
全美最大的厨具批发公司
2020 年 7 月 02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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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鑫 橱 柜 有 限 公 司 明 州 分 公 司
GEC Kitchen Cabinet Depot
1500 Washington Ave N Minneapolish MN 55411
Tel: 612-877-6999 Fax:612-588-3993

Http://www.geccabinetdepot.com; Email:jasonzheng442@hotmail.com
本公司经销欧美
式精致橱柜

比市场价便宜
70%以上
橱质量保证，所有
面板采用高级木
材，
百种以上各式橱
柜产品任君选择
kitchen cabinet,
bathroomVanity,
show room,
20% off

@每月推出特价再特价优惠产品

@欢迎建材商人批发、
零售（价格优惠）

自设工厂一条龙生产，
自产自销（原材料完全国外进口）

长 江 饭 店
Yangtze Restaurant

19 8 2 年 开

www.yangtze.us

周末点心 誉满明州
品质卓越 美味无穷
营 业 时 间
SUN - THURS 11:00 A.M. to 10:00 P.M.
FRI and SAT 11:00 A.M. to 11:00 P.M.

周末及节假日点心时间
SAT and SUN 10:00 A.M. to 2:00 P.M.
节假日：
元旦、
国殇日，
国庆节、
劳动节、
感恩节、
圣诞节

5625 Wayzata Boulevard St.Louis Park, MN 55416

Tel: 952 - 541 - 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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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老年中心
Kang Le Adult Day Care Center

交友聊天，
交友聊天
，郊游垂钓
郊游垂钓，
，游戏麻将
游戏麻将，
，古稀重新
琴棋书画，
琴棋书画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春秋不老
春秋不老，
，康乐永长

康乐老年中心用真诚博
爱之心为您服务，陪您度过

康快乐每一天！

健

提供接送服务：东西两区可就近选择，让您免受路途劳顿
提供早餐午餐：专业厨师配置，营养美味又健康
多种娱乐活动：象棋，上网，麻将，BINGO，卡拉 OK ，乒乓球，台球，
篮球，健身房，种菜，跳舞课，唱歌课，绘画课，英语课
安全户外活动：每天超市购物，农贸市场，CASINO，野餐烧烤，博物馆，动
物园，逛街，公园散步，乘船钓鱼，游湖，摘苹果等
个性化专业服务：专业理发，文件翻译，就医预约，交通预约，经验丰富的
中医师姜永平、秦丽新医生提供针灸治疗

欢迎实地参观，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欢迎实地参观，
秦丽新女士：
秦丽新女士
：612
612-208
208-3848
西区地址：
西区地址
：
5593 W 78
78th
th street，
street，Edina MN 55439
东区地址：
东区地址
：
1399 N Eustis street，
street，St Paul MN 55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