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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頒布「就地避疫」新規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3月 18日報導，3月 16日晚起，

北加州約 700萬人所居住的區域

已經開始執行「就地避難」命令。

3月 17日，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稱該市在未來 2天決

定是否實施「就地避難」命令，並

呼籲紐約人需為此做好準備。

在這場疫情大流行期間，越來

越多國家事實了封城、封國的防

疫措施，有效禁止公共場所的活

動。但每個國家執行方式差異很

大，例如：意大利禁止所有公開

的聚會活動，並實行宵禁；但因

工作或健康等原因允許外出。而

在中國大陸，則是數百萬民眾甚

至被禁止外出購物。

在美國實施的「就地避難」命

令基本原則非常明確，就是要求民

眾留在家中。

美國舊金山實施的「就地避

難」命令，除了基本活動、必要的

業務和重要的政府工作職能外，要

求民眾留在家裡不要外出。允許外

出規定如下：

1、維護健康、生命安全的需

要，如吃藥或看醫生。

2、為自己或家人或家庭成員

獲得必要的服務、生活用品等，

如：購買獲得食物、寵物在家中必

需的食物和用品等。

3、戶外活動，包括：散步、

遠足或跑步等，但必須保持至少 6

英尺（約 1.829米）社交距離。

4、需要照顧另一住處的家庭

成員。

5、照顧老人、未成年人、家

屬、殘疾人或其他弱勢羣體。

「就地避難」命令不適用於從

事必要業務或重要政府職能的人

員。規定如下：

1、衛生保健業務人員，包括

家庭衛生工作者。

2、基本基礎設施，包括房屋

建設、公共交通和公用事業的運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隨著

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

炎、COVID-19）在美國境內快速擴
散，聯邦政府、州和城市越來越積

極採取相關防疫措施阻止病毒傳

播。對於數百萬美國人來說，他們

可能很快就會瞭解「就地避難」

（Shelter in place）命令的具體內
容。

【看中國記者理翱編譯報導】據

今天的統計數字顯示，隨著傳染曲

線的顯著上揚，西班牙成為世界上

第四大被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

炎、新冠肺炎、 COVID-19）感染

的國家，超過了韓國。

跟據西班牙衛生當局通報的

數據，其境內又新增近 2000 起

中共肺炎感染病例，使得全國確

診病例總數超過 1萬 1000例。

西班牙衛生部緊急協調官員西蒙

（Fernando Simon）表示，西班

牙週二至少記錄了 1萬 1178例

病例，與週一記錄的 9191 例病

例相比，在過去的 24 小時內，

感染人數又增加了 1987人，增

長比例 21.6%。這比週日記錄的

7753 例病例增加了 44.2%，比

週六記錄的 5754例病例增加了

94.3%，比週五的 2965例病例增

加了 277%。

同時，西班牙的中共肺炎疫情

死亡人數也增加了 182人，目前全

國累計至少 491人不治。這使得西

班牙的疫情死亡人數在全球也排在

第四位。治癒人數則有 1098人，

相當於 9%的痊癒率。

據《衛報》報導，最新數據促使

西班牙政府接管了其私人醫療保健

部門以及諸如口罩和用於病毒測試

用的採購材料。

西班牙已經宣布全國進入緊急

狀態，並實施了幾乎全面封鎖的措

施，命令人們待在室內，除非他們

需要離開去購買食物或藥品，去醫

院接受醫護治療或上班。 運輸部

長若澤．路易斯．阿巴羅斯（Jos  

Luis  balos）表示，這項措施很可

能會延長到最初的 15天之後。

儘管西班牙政府實行了史無

前例的全國封城措施，下令全國

4700萬人口待在家中，但確診病

例數仍快速攀升。

14日深夜，西班牙總理辦公室

聲明總理桑傑士（Pedro Sanchez）

的夫人在對病毒的檢測中呈陽性反

應。而僅在數小時前，西班牙才

剛剛宣布全國幾近全面封城。

聲明指出，總理夫人葛梅茲

（Begona Gomez）與總理桑傑士

的身體都還可以，在封城措施宣佈

後，他們目前都待在官邸。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政府

主席托拉（Quim Torra）表示，

他自己的病毒檢驗的結果呈陽

性，他選擇在一棟政府大樓內自

主隔離。

疫情惡化 西班牙超韓國升至第四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中國位於海南島的文昌航天發射場

16日晚發射「長征七號改」中型運

載火箭，但飛行出現異常，發射任

務失敗。相關消息引發民間熱議。

媒體報導，16日晚間 9時 34

分，海南文昌航太發射場進行「長

征七號改」中型運載火箭的首次飛

行任務，不料火箭順利發射升空

後，飛行過程出現異常，最終宣告

發射失敗。

官方媒體僅低調表示：「後續

將組織專家對故障原因進行調查分

析。」當局未透露載荷相關信息，

不過有指衛星未能進入預定軌道，

疑搭載用於國土普查、農作物估產

用途衛星。

相關消息引發民間熱議。有網

友表示，關於發射失敗新聞官媒寥

寥數字，「新聞越短、數字越短，

事情越大」。也有網友感慨留言，

「都甚麼時候了！中共還有心思發

射火箭⋯⋯全國病毒擴散之際！還

發射侵略性武器！真是垃圾！」「不

把資源用在照顧百姓上，一天到晚

做強國夢，可憐哪！」

據瞭解，2019年中國進行航天

發射活動，至少有3次被確認失敗。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中

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新冠

肺炎、 COVID-19）全球快速擴

散之際，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Kim Jong Un）公開宣稱，朝鮮

已經征服了這個全球瘟疫，並且

無一人感染。然而，沒有人相信

他說的話。

福克斯新聞 3月 17日報

導，朝鮮與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

兩個國家中國、韓國接壤。在中

國大陸就至少有 8.1萬人感染，

至少 3200人醫治無效死亡。相

比之下，韓國疫情比較輕一些，

但已在全國範圍內對超過 25萬

人進行了病毒檢測，相當於每

200名韓國人中有一人做了一次

病毒檢測。

然而，自從這場疫情在全

球蔓延後，朝鮮拒絕證實任何相

關的信息。如今，金正恩為首的

平壤當局宣稱，該國採取了積極

「國家生存」的防疫措施，從而能

夠抵禦這場疫情。

朝鮮採取關閉中朝邊界，切

斷了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並將隔

離期延長至 30天，限制駐朝鮮

的外籍外交人員的活動。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新

冠肺炎、 COVID-19）疫情未

平，億萬沙漠蝗蟲大軍已逼近中

國邊境。中共三部門相繼發出蝗

災預警並制定預案，防範境內外

的蝗蟲。雲南儲備 15噸藥品 20

架無人機應對，效果成疑。

中共官媒央視 15日報導，

沙漠蝗蟲入侵風險大大加劇。一

旦蟲災爆發，勢必將直接威脅農

業生產、破壞生態環境，影響正

常生活秩序，甚至成為引發社會

危機的公共事件。直接威脅大陸

糧食的安全。

日前，中共農業農村部、海

關總署、國家林草局印發〈沙漠

蝗及國內蝗蟲監測防控預案〉，

提出兩個目標：努力確保境外沙

漠蝗不遷入造成危害，努力確保

國內蝗蟲不爆發成災。

中國不僅面臨這些蝗蟲入侵

的威脅，國內「土蝗」也隨時可

能成災。預案要求，針對國內

蝗蟲，要「按照中等偏重發生程

度，提升防治準備級別，做好

1000-1200萬畝防治準備」，重

點蝗蟲發生區包括天津、河北、

山東和新疆；針對國外沙漠蝗蟲

威脅，要加強雲南、西藏、新疆

等可能遷入區的監測、及時預

警，一旦遷飛入境，立即啟動應

急防治。

3月初，北京當局派遣專家

到巴基斯坦考察蝗災，發現此次

蝗災比預想還嚴重。考察團成

員、山東省植保總站副站長王同

偉表示，此次沙漠蝗蟲與中國

境內常見的東亞飛蝗相比，不

但個體較大，攻擊性也較強，

甚至專家團隊在視察的過程中

被蝗蟲咬。

與此同時，中共林業和草原

局也發布緊急通知說，在東非、

中東、南亞肆虐的蝗災恐隨季風

通過三條路線侵入中國大陸。三

條路線分別是從巴基斯坦到西

藏、從緬甸到雲南以及從哈薩克

到新疆。

今年 2月，聯合國糧農組

織發出預警，稱此次始於非洲的

沙漠蝗災因為初期階段控制不

力，可能會一直延續到 2020年

6月，屆時蝗群規模可能會增長

至當前的 500倍，一年半內增

加了 6400萬倍。

蝗蟲大軍進逼埃賽俄比亞糧

倉時，當地政府雇傭私人公司飛

機在空中噴藥。飛行員說，蝗蟲

靠上升氣流飛達 3000英尺高，

數量多到能阻塞飛機進氣口。當

該飛行員結束噴藥任務後，飛機

全身已滿是蟲擊的黏液，多到連

擋風玻璃都已看不清楚。

《華盛頓郵報》報導說，侵

襲東非的這批蝗蟲遠看像是滾滾

濃煙，又像難以數計的雨點，這

種猶太聖經裡惡名昭彰的生物瀰

漫天空，猶如惡雲蔽日。

2月，聯合國糧農組織預

警，稱此次始於非洲的沙漠蝗災

因初期控制不力，可能會延續到

2020年 6月，屆時蝗群規模可

能增長至當前的 500倍，一年

半內將增加了 6400萬倍。

沙漠蝗蟲被認為是全球最

具毀滅力的遷徙性害蟲，每天

可移動 150公里。佔地一平方

公里的蝗蟲群一天可吃掉 3.5萬

人的口糧。蝗災疫情最為嚴重的

地區是東非、葉門以及海灣國

家、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有

些地方，蝗蟲所到之處、莊稼顆

粒無收。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當年郭美美以「紅十字會商業總

經理」的身分在網絡上炫富，揭開

了中國紅會的貪腐黑幕。她曾因

開設賭場罪獲刑 5年，出獄後更

新動態頻繁，常晒出奢侈品，自

己去國外滑雪等。近日郭美美再

次晒出多輛豪車，還堅稱自己沒

有炫富，只是展示生活一部分。

遭網友質疑：又有新乾爹了？

3月 13日，郭美美晒出一組

近照，還晒出了豪車和車裡的內

飾，其中與一輛嶄新豪車的合照

非常顯眼，疑似已置自己名下。

對於炫富一事，郭美美從未

正面回應。而她時隔五年之久，

再次晒出自己的豪車，終於做

出了回應，她聲稱自己並沒有炫

耀，因為這些本來就屬於她生活

的一部分，沒要必要藏著掖著。

蝗蟲風暴將襲 中國拉響警報 

（ADOBESTOCK) 

金正恩宣稱

已征服中共肺炎 

郭美美再晒豪車 堅稱未炫富
郭美美現在的言行，讓人不

禁回想起她在出獄後接受採訪

時曾說過，自己很後悔之前的

行為，不會再高度曝光自己的

生活了。

出獄後的她進行了多次整

容，並且毫不避諱的在社交平臺

上稱，自己整容了，可以為大家

推薦整形醫生，提供簽名。

2011年，郭美美在微博上

實名認證的身分為「中國紅十字

會商業總經理」。當年的郭美美

愛好炫富：住在別墅，開蘭博基

尼等 3輛豪車，擁有十數個愛馬

仕包，坐飛機必須坐頭等艙。

沒多久郭美美因為「賭博」

出事。 2014年 7月，郭美美因

在世界盃足球賽期間參加賭球被

抓，因開設賭場罪獲刑 5年，

2019年 7月 13日凌晨出獄。

營等。

3、超巿、農貿市場、食品銀

行（food banks）和便利店。

4、為經濟弱勢的個人、庇護

所提供生活必需品的企業。

5、藥房、保健用品商店和保

健設施。

6、加油站、汽車維修店。

7、銀行。

8、垃圾蒐集。

9、維持住所和其他基本業務

安全、衛生和基本運營的五金店、

水管工、電工和其他服務提供商。

10、教育機構，以促進遠程

學習為主。

11、自助洗衣店、乾洗店和

洗衣服務提供商。

12、將雜貨、食品和貨物直

接運送到住宅的公司。

13、育兒設施。

14、任何「維持基本運營」所

需的工作，包括安全性、薪資單等

類似活動。

北加利福尼亞州「就地避難」

命令適用於舊金山、伯克利、聖

馬特奧（San Mateo）、聖克拉

拉（Santa Clara）、馬林（Marin 

County）、阿拉米達（Alameda）

和孔特拉科斯塔（Contra Costa）

郡的居民。

「長征七號改」     
發射失敗引熱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