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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黃曆新年除

夕，美國總統川普及第一夫人

梅拉尼婭向華人恭賀中國新

年。川普在新年賀詞中說∶

「梅拉尼婭和我一起，向全球

慶祝中國新年的人們，致以最

熱誠的問候。

藉此時機，我們與全球數

百萬人共同慶祝鼠年，並迎接

一個充滿契機、對他人的生活

產生積極影響的新年。在亞裔

通過煙火、美食和與親人團聚

等傳統形式，慶祝這個特殊日

子的同時，我們祝福他們在新

的一年幸福、健康和富裕。

此外，我們要向亞裔美國

人獻上最誠摯的謝意，感謝他

們持續豐富我們的民族文化、

增強我們的經濟，以及強大我

們的國防力量等方面的許多貢

獻。他們對美國的巨大貢獻，

是我國歷史和特性中相當獨特

的一部分。」川普最後問候大

家「新年快樂！」

機器人助陣治療新肺炎

據《衛報》報導，這名三十多歲

的病患來自華盛頓州，他在 20 日

被送往華盛頓州埃弗雷特（Everett）
一家醫院的特殊病原體科。病人最

近從中國中部旅行回美，並在西雅

圖被確診感染武漢肺炎。

埃弗里特普羅維登斯地區醫學

中心傳染病科的喬治．迪亞茲醫生

（Dr George Diaz）是病患的主治

醫生。他告訴《衛報》，患者情況

「令人滿意」。

迪亞茲說，病人被隔離在一

個 20 英尺×20 英尺的隔離間內。

他在窗戶外面操作機器人為病患看

診。機器人裝有攝像頭、麥克風和

聽診器。這是醫院減少病毒傳播風

險的方法之一。迪亞茲說，病人由

救護車從家裡送到醫院，再連人帶

艙被送到特殊病原體病房區進行隔

離，病人只可在隔離房間內活動。

《國會山報》報導，病人目前

由四名安全警衛和四名護士看護。

病人將一直處於隔離狀態，直到疾

病控制中心認為他可以安全出院為

止。迪亞茲醫生說，這是埃弗雷特

醫療中心首次讓患者進入該醫院的

特殊病原體部。該醫院在 2015 年

建立該部門，以應對西非埃博拉病

參加2020年「為生命遊行」的活

動人士（美國之音）

川普和夫人     
向華人恭賀新年

的一部分，該系統由七個州內的

數十家醫院、數百家診所和緊急

護理中心組成。自從該武漢肺炎

患者進入華盛頓州以來，所有這

些醫療部門都已啟動了針對該病

毒的篩查程序。

「例如：現在當有人想要掛急

診時，醫院的第一個問題是，過去

14 天是否有去過中國，或曾和去

過中國的人有過接觸。」迪亞茲說。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報導】為

防止武漢肺炎的傳播，美國醫生使

用機器人來治療第一例確診的武漢

肺炎患者。媒體報導稱，這名病患

目前情況穩定。

毒，該醫院及其員工一直在為應對

傳染病做準備。

他說：「每隔幾週，我們都會

進行演習和培訓。我們隨時都準

備好應急狀態。」「萬一狀況發

生，我們可以輕鬆啟動和執行所

有流程。」醫院的特殊病原體部有

兩個房間，如果有需要的話，該

部門可以至少再增加 10 個房間。

該醫院是美國大型衛生系統

迪亞茲說，特殊病原體部門

只有一個入口，由保安人員看

守。進入該部門的人必須戴上

CAPR 特殊頭盔，以及穿上全身

保護裝置。華盛頓州州長傑伊．英

斯利（Jay Inslee）21 日發布一份

聲明表示，地方和州級衛生部門已

為應對疫情做好了準備，如果美國

發現其他病例，該州「將繼續共享

信息，以及盡可能提供協助」。

華盛頓埃弗雷特的普羅維登斯地區醫療中心（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美國政府日

前宣布一項旨在限制「生育旅

遊」（birth tourism）的新規，

並在 1 月 24 日正式實施。

哥 倫 比 亞 廣 播 公 司

（CBS）、有限電視新聞網

（CNN）報導，美國國務院

「將不再向尋求進入美國進行

『生育旅遊』的外國人簽發臨

時訪客簽證」，即一旦簽證官

「有理由相信」簽證申請人的

「主要目的」是讓孩子取得美

國國籍，就可拒絕申請。

美國白宮日前就此發表聲

明，形容此舉是「填補漏洞」，

新條例對「增強公共安全、國

家安全，以及移民系統的完整

性是必要的」。

川普政府已經提出要終止

「出生公民權」的想法。「出

生公民權」，即在美出生的任

何人皆可自動獲得公民身分。

美國的「生育遊客」通常

來自中國、俄羅斯和奈及利

亞。近年來，越來越多中國人

選擇赴美產子。

美國執法部門認為，「生

育旅遊」將對美國國家安全造

成威脅，因為赴美產子的人中

不乏為北京當局工作的人員，

而他們的美籍子女可以返回美

國，並為父母們取得綠卡。

美頒布新規    
限制生育旅遊

（Getty Images）

示，該簽為「中下簽」，籤頭註明

是「馬謖帶兵」，表示港府只是紙

上談兵，只講不做，不要對港府寄

予期望。

陳天恩居士對該籤做了解釋。

他認為「人生何在逞英豪」，指林

鄭月娥 2019 年強推《逃犯條例》修

訂；「天理人情只要公」則指，上

天非常公道；「天眼恢恢疏不漏」

的意思是，有報應的人，一個也跑

不了，一眾港府官員會有報應。

陳天恩表示，港人要自保，有

能力移民的，應該離開香港。

年初二在車公廟求籤是香港的

傳統，每年港府會有一名代表，到

沙田車公廟為香港來年運程求籤。

據悉求得的籤文，很多都相當靈驗。

【看中國記者張正、柳笛採

訪報導】2020 年 1 月 25 日是

庚子年正月初一，紐約法拉盛

舉行了第25屆黃曆新年大遊行。

兩位騎著高頭大馬的騎警

在前面開路，市警管樂隊及「亞

裔警務協會」的警官們隨後而

行。走在遊行隊伍前面的有來

自美國聯邦、紐約州、市的民

意官員和遊行主辦方代表，彰

顯出美國主流社會對亞裔文化

傳統的認同和支持。

對此，紐約法拉盛黃曆新年

遊行籌備委員會主席杜彼得說：

「除了對文化的尊重，也表示他

們相信我們法拉盛是平安的，

跟我們站在一起。由於武漢的

疫情，當市長等官員都來了的時

候，我很感激。」

今年的黃曆新年遊行有超過

50 個團體報名，總共 30 多輛花

車，遊行隊伍中有多個舞龍隊、

舞獅隊，行進中的花車上、隊伍

中，不時傳出恭祝大家新年快

樂、身體健康的歡聲笑語。

劉先生對記者說：「這幾天

往中國家裡打電話拜年，得到的

消息都令人不安，好多親戚朋友

海外媒體報導，新界鄉議局主

席劉業強為香港求得的 92 號籤，

籤文是：「人生何在逞英豪，天理

人情只要公；天眼恢恢疏不漏，定

然作福福來縱」。解曰：「家宅平

平，作福加增，自身平安，婚姻成

合。」劉業強求籤後說，籤文第一

句「人生何在逞英豪」，可解作

政府要聽民意，不可強為；第二

句「天理人情只要公」即社會要公

道，尊重法律；而「天眼恢恢疏不

漏，定然作福福來縱」，意指大家

共同努力，方可走出谷底。

當被問到籤文中的「天眼恢恢

疏不漏」，是否指「警暴」時，劉

業強回答說，籤文的意思應指「人

在做、天在看」，又指，港府不能

只靠港警處理社會問題。

知名解籤師傅陳天恩居士則表

黃曆新年大遊行華人許願車公求籤天道恢恢
【看中國記者心怡綜合報導】大年

初二是車公誕，按香港的傳統，新

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和沙田鄉事委

員會代表及鄉紳，到車公廟為香港

今年的運程求籤祈福，求得92號
的中籤。

所在的省市都出現了武漢肺炎，

有的地方已經實施封城、封村，

他們日常的生活都難以保障，

就別提過年了，今天我出來看遊

行，就是想散散心。看了這個遊

行，心裡舒坦些了，很慶幸我生

活在美國。真希望他們也能盡快

過上平安、穩定的生活。」

觀眾楊女士說：「這個遊行

我看過好幾年了，但今年的感受

與往年不一樣。今年我在中國的

家人說，還提甚麼過年，能活到

可以和你見面的那一天，都算是

燒高香了。我真希望他們早日獲

得生存的自由，能和我們一樣有

遊行的自由、有看遊行的自由。

也希望全中國的人都能過上平

安、自由、幸福的生活。這也是

我在大年初一的一個祝願。」

公、私部門的共同合作。

臺灣於 2019 年評監結果的

進步，表明落實聯合國的反貪腐

公約，接軌國際是正確方向。

廉政署亦稱，臺灣近年來持

續推動電子化政府，並鼓勵行政

措施透明化，讓民眾能夠在線上

完成信息查詢與業務申辦，乃至

和政府能有所對話。對於國家重

要公共建設則是推動成立廉政平

臺，鼓勵全程作業能夠公開、透

明，以排除不當勢力的干預。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報

導】美國總統川普日前參加在華

盛頓 DC 舉行的「維護生命權」

（March For Life）年度反墮胎遊

行和集會。川普在會上致辭時表

示，每個人都應該捍衛每個出生

和未出生的孩子的權利，以實現

上帝賦予他們的潛力。

「維護生命權遊行」（March 
for Life）是一項年度活動，提倡

尊重生命，反對墮胎，自 1974 年

舉辦，至今已有 47 年。川普是首

位參與此活動的現任總統。

川普總統說：「47 年來，不同

背景的美國人從全國各地趕來，

挺身捍衛生命。身為美國總統，

今天我與你們站在一起，備感自

豪。」他還感謝「成千上萬乘坐巴

士到美國首都參加活動的高中和大

學生」。「每一個生命都將愛帶來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根據國際透明組織日前公布

2019 年清廉印象指數來看，全

球總計有 180 個國家與地區納入

評比，臺灣排名第 28，比 2018
年第 31 名，上升了 3 名，再度

創下佳績。

根據中央社報導，中華

民國法務部廉政署日前發布

新聞稿聲稱，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簡

稱 TI）日前公布 2019 年清廉印

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 CPI），今年臺灣的

排名在第 28 名，分數為 65 分，

與 2018 年的 63 分比起來，提

升了 2 分（滿分為 100 分），超

過全球 84% 的受評國家。

廉政署聲稱，廉政是一項

系統工程，需要綜合性的策略，

並非單一部門可以達成的，有賴

這個世界。每個孩子都給家庭帶來

歡樂。每個人都值得保護。」川普

說。「今天我們這裡的所有人都瞭

解一個永恆的真理：每個孩子都是

上帝的寶貴和神聖的禮物。我們必

須共同保護、珍惜和捍衛每一個人

類生命的尊嚴和神聖。」

川普一直以來對維護生命權

表示支持。他說，從上任第一天開

始，他就採取行動保護美國人的

家庭和未出生的孩子。「我通知國

會，我將否決任何削弱親生政策或

破壞人類生命的立法。他說，正如

聖經所說，每個人都是（上帝的）

「出色創造」。

川普還抨擊民主黨人對墮胎

立場「激進而極端」。「幾乎所有

國會中的民主黨人都支持墮胎。」

「參議院的民主黨人甚至阻擋了為

墮胎失敗而生下的嬰兒提供醫療護

理的立法。」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

部部長亞歷克斯．阿扎爾（Alex 
Azar）表示，川普政府再次履行了

保護生命和捍衛全體美國人良心自

由的承諾。目前身在羅馬的副總統

彭斯（Mike Pence）和他的妻子凱

倫（Karen）也通過視頻發言。彭

斯曾於 2017 年參加「維護生命權」

遊行，是首位參加該活動的現任副

總統。

川普：捍衛每一個生命的權利 全球清廉指數臺灣排名28

中華民國臺灣總統府

（Fcuk1203/WIKI/CC BY-SA）

沙田車公廟（Wpcpey/WIKI/
CC BY-SA）

紐約法拉盛黃曆新年大遊行

（看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