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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臺灣新北市

平溪天燈節 2 月 1 日晚登場，

在平溪國中舉辦今年首場放天

燈活動。與往年不同的是，為

防寒防疫，多數民眾都戴上了

口罩。不少民眾很早就來排隊

領天燈施放券。今年是鼠年，

主辦方製作了大型祈福生肖主

燈，大約 2 層樓高，由新北市

長侯友宜施放。侯友宜在主燈

上題詞，許下祈福願望。民眾

也紛紛在各自的天燈上揮墨，

寫下「健康平安」、「天祐臺

灣」等新年願望。

市長侯友宜表示，因應

「武漢肺炎」疫情，市府已做

了高標準的預防準備，「並祈

願疫情趕快結束。」他稱，大

家「一起點亮，就有希望」。

主燈被點燃升空後，近百個祈

福天燈同時冉冉升空，畫面壯

觀，令現場觀眾連連驚呼讚

歎。平溪是臺灣 30 個經典山

城小鎮之一，這次前來造訪遊

玩的民眾比往年更多。今年的

第 2 場放天燈活動將在 8 日元

宵節舉行。

武漢搶注「瑞得西韋」專利

中共官方日前宣稱，關於新型

冠狀病毒的研究治療有了新進展。

2 月 4 日，武漢病毒研究所官網刊

出一篇名為文章引發外界關注。文

中稱：對在我國尚未上市，且具有

知識產權壁壘的藥物瑞得西韋，我

們依據國際慣例，從保護國家利益

的角度出發，在 1月 21日申報了中

國發明專利（抗 2019 新型冠狀病

毒的用途），並將通過 PCT（專利

合作協定）途徑進入全球主要國家。

中國國家藥監局藥品評審中心

（CDE）網站也顯示，新型冠狀病

毒感染肺炎的潛在有效藥物「瑞得

西韋」臨床試驗申請已獲受理。受

理文件顯示，註冊企業為吉利德科

學公司（Gilead Sciences,Inc.）與

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

但事實上，瑞得西韋最初是

吉利德科學公司（Gilead）開發，

專門用於治療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藥

物，現時正在臨床研究階段。至於

用作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

者，按照在權威醫學期刊《新英格

蘭醫學雜誌》（NEJM）上發表的

論文顯示，瑞得西韋尚未獲得臨床

2月3日，北京市中心的街道空蕩

蕩的。（Getty Images）

平溪天燈節登場  
民眾祈願平安

紛留言討論。有網友說：「大家知

道美國的『瑞得西韋』在中國的治

療專利是被誰搶注了嗎？武漢病毒

研究所，他們聯合軍事單位，在

1 月 21 日搶注了『用瑞得西韋治

療 2019 年新冠病毒專利』，並且

通過國際協議把權益伸張擴散到全

球。這是甚麼神鬼操作？」

也有網友指出，「美國免費送

的藥被武漢病毒研究所搶注專利！

美國免費開放分子結構，給中國送

的治療肺炎的藥瑞得西韋被病毒所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武

漢肺炎疫情在中國大陸失控，目前

尚無特效藥，患者只能接受支援性

治療。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瑞

得西韋（Remdesivir）這幾天意
外走紅，原因竟是其被武漢病毒研

究所搶注了發明專利。

批准。此外，由於瑞得西韋是美國

用於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

者後引起外界關注，再加上此前一

直是吉利德科學公司的專利產品，

武漢病毒研究所此舉被外界民質疑

是「搶注行為」。

公開資料顯示，吉利德科學公

司（Gilead Sciences,Inc.）是一家

美國大型生物製藥公司，主要生產

和研發針對愛滋病、B 型肝炎、C
型肝炎和各類傳染病的藥物。

這一消息引爆輿論，網友紛

搶注商標，美國人徹底懵了吧！讓

你們看看蛇是怎麼咬死農夫的！」

網友批評說：「太無恥了！拿

著別人辛苦又無私給予的東西，略

加更改就變成自己的東西還去註冊

專利想賺大錢。」「世界上最無恥

的莫過於此了！不盡心盡力為抗疫

情做實實在在的工作，確花大量時

間搞投機取巧，為自己爭名利，不

惜偷取別人的成果！」「全世界人

類都知道的事實，共產黨這樣耍流

氓，就不怕全世界都會圍毆嗎？」

美國和泰國醫生發現目前治療武漢肺炎患者見效的藥物。（示意圖）（Adobe Stock）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

情嚴峻，大陸各地延長黃曆新

年假期。北京官方廣電總局日

前刊登公告，宣布暫停影視劇

拍攝。據中央社援引京報網

報導，上述公告要求所有影視

製片公司、影視劇組及影視演

員，在疫情防控期間，必須按

照有關規定，暫停影視劇拍攝

工作。

通知稱，在疫情期間，影

視製片從業人員、影視演員有

權拒絕拍攝工作。影視劇拍攝

將在官方防疫部門宣布疫情防

控解除後恢復。報導指出，中

國最大的影視拍攝基地橫店影

視城在此之前已經宣布暫停相

關拍攝工作。之後，象山、上

海松江、無錫等影視基地也已

宣布暫停。

大陸刊登公告 
暫停影視劇拍攝

（自由時報）

尼（Qassem Soleimani）、《美墨

加貿易協定》（USMCA）的簽署、

川普彈劾案以及經濟狀況有關。

蓋洛普的一份報告說，美國

人對經濟的信心比過去二十年來任

何時候都要高，國民滿意度也是近

15 年來最高的。

蓋洛普的數據顯示，共和黨

本身的支持率也得到了巨大提升，

51% 的美國人對共和黨持積極態

度，而 2019 年 9 月僅為 43%。

川普在民主黨選民中的贊成

率下挫 3 點，跌至 7%。蓋洛普這

項民調是在參議院正在進行彈劾

審判時進行的。大多數民調都顯

示，大多數無黨派獨立選民都反

對針對川普的彈劾行動。

【看中國記者心怡綜合報導】

2020 年 2 月 2 日（02022020）
是世界回文日（palindrome）。
上一個世界回文日（11/11/1111）
在 909 年前。而下一個世界回文

日（12/12/2121）還要等 101 年。

據中央社報導，2020 年 2
月 2 日是罕見的世界回文日。

02022020 是回文數，即一個對

稱的數，正讀反讀都相同。

今年的 2 月 2 日又是土撥鼠

日和美國足球超級碗的賽事日，

不少網民都在慶祝這一天，社交

媒體上出現了許多關於回文日的

貼文。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指

出，「這一天，世界各地喜愛研

究數字的極客（geeks）都在慶

祝。」這是本世紀唯一的回文

日，大多數人這一生唯有這一次

遇得到。

還有人指出，本次回文日很

奇妙，是 2020 年的第 33 天，而

2020 年還餘下 333 天，數字全

是 3。
波特蘭大學教授阿齊茲‧

伊南（Aziz Inan）在接受《今日

美國》採訪時表示：「能在自己的

美國之音報導，這次在參議院

針對川普總統的彈劾審判進入尾聲

之際進行的最新民調發現，川普的

贊成率達到了 49%，這是他的個

人最好成績。

自從川普 2016 年當選後，他

的贊成率一般在百分之四十幾的中

段到低段徘徊。過去三個月來，他

的贊成率平均為 43%。

這項對美國選民所作的調查還

發現，在川普是否應當在 2020 年

當選連任的問題上，支持和反對他

的美國選民對半均分。

共和黨籍總統川普支持率的

上升與共和黨和無黨派獨立選民有

關。他在共和黨人中間的贊成率上

揚到 94%，比蓋洛普之前同項民

調數字高出 6 個百分點。川普在無

黨派選民中的贊成率上漲 3 個百分

點，升至 42%。

蓋洛普總結，川普支持率再創

新高，可能與擊斃伊朗將軍蘇萊曼

世界罕見回文日02022020川普支持率創新高
【看中國訊】根據美國民調公司蓋

洛普（Gallup）民調數字，川普
總統的公眾贊成率創下歷史新高。

一生中遇到如此特殊的回文日，

我們很幸運。因為它難得一見。」

伊南表示，全球的這一天，

無論用美國月、日、年和世界有

些地區採用的日、月、年的順

序，或中國人年、月、日的日期

寫法，這 8 個數字都是讀起來回

文又對稱。

也就是說，北美、歐洲、亞

洲乃至全世界，2020 年 2 月 2
日的日期寫法都是 02022020，
所以這個回文日是跨文化的，非

常特殊，可以說是「世界完全回

文日」。

川普總統的女兒伊凡卡

（Ivanka Trump）在推特上貼

文，「祝大家 02/02/2020 快樂，

一生一次的回文日，享受這神奇

的一天！」

財，且有良好的理財習慣。他們

中有一半人會記帳，近一半人每

月全額支付信用卡帳單，有 74%
的人注重每月收支平衡。近四成

的人在2019年提高了信用評分。

根據報告，千禧世代正削減

開支，過著簡約的生活，並努力

還清債務。報告也顯示，逾四分

之三的年輕人背負債務。 42%
的人買不起房，21% 的人延後

結婚，21% 的人延後生育。除

了債務，育兒的費用，也給千禧

世代增加了壓力。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仍

在蔓延，如何避免病毒感染成了人

們關心的話題。美國資深專家勞

里 ‧ 加勒特（Laurie Garrett）提

出 10 項個人防護建議，教您保護

自己和家人。

美國科學記者勞里‧加勒特

是普利策獎獲得者，曾經歷 30 多

次疫情。她將自己的經驗歸納成

10 項建議，助您防範病毒。

1、外出戴連指手套，公共場

合切勿摘下。

2、如須脫手套，切記千萬

勿用髒手摸臉或眼睛（再癢也不

摸），重新戴上手套之前，須用肥

皂和溫水洗淨雙手。

3、每天換手套並徹底清洗，

勿戴濕手套。

4、口罩需能蓋嚴口鼻四周，

不可重複使用，不可用髒手摘口罩

【看中國訊】美國的千禧世

代（24 ～ 41 歲）似乎比他們的

父母親務實，更願提早規劃自己

的未來，更善理財。

「年輕人對財務的注重超過

以往。」美國銀行環境社會和管

理全球負責人安德魯‧普萊普

勒（Andrew Plepler） 說：「他

們有良好的理財習慣。」

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
的最新報告令人驚訝。年輕人不

再提前消費和及時行樂，而是努

力存錢，規劃未來。超過七成的

千禧世代正在儲蓄，有四分之一

的人存款逾 10 萬美元。報告指

出，年輕人自 24 歲起就開始存

退休金，近一半的人按月存錢。

逾五成年輕人表示，不願延後退

休，寧願在年輕時多努力，希望

提早退休，享受安閒自在的歲月。

報告說，年輕人變得善於理

再戴上。與人交談時保持約半米距

離，若對方咳嗽、打噴嚏且拒戴口

罩，需離他約一米遠或離開。在疫

情流行時，避免握手或擁抱。

5、換掉家中所有毛巾，換上

每人專用的乾淨毛巾，不要碰別人

的毛巾，每週徹底清洗 2 次。

6、要特別小心門把手，可以

用手肘、肩膀、戴著手套去開門，

或開門後馬上洗手。觸碰他人物品

後要馬上洗手，千萬別用髒手摸臉。

7、聚餐時，用公筷取菜，不

要吃喝別人餐具內的食物。餐前餐

後洗凈鍋碗瓢盆。

8、在查明病毒來自甚麼動物

前，不要購買、宰殺或食用任何活

體動物或活魚。

9、如果天氣較好，開窗讓空

氣流通；但若天氣很冷或空氣不

良，還是關窗。

10、照顧發燒的病人，要穿

長袖、長褲，一定戴嚴絲合縫的口

罩，並讓病人也戴上。接觸病人時

需配戴乳膠手套。病人使用過的一

次性物品密封後扔垃圾桶，其他物

品需用熱肥皂水洗淨。

勞里‧加勒特指出，如果北

京當局不掩蓋真相，提前 3 個星期

公開疫情，讓民眾及時防範，疫情

就不會發展成這樣。

資深專家教您防範武漢肺炎 美國年輕人 崇尚節儉理財

（Adobe Stock）

（Getty Images）

2020年2月2日是罕見的世界回

文日。（中央社）

浙江東陽橫店影視城宣布暫

停拍攝工作。（kanegen/
WIKI/CC BY-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