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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2 月 8 日元

宵節，一年一度的臺灣燈會在

臺中點燈。每年都在臺灣燈會

法船燈區展覽的大法船花燈再

次亮相。很多民眾登上大法船

祈福。

巨型法船花燈距離主燈區

大門入口處約 100 公尺，大

約六層樓高，光彩奪目。前來

參觀的民眾絡繹不絕。很多人

讚歎大法船花燈的美好壯觀，

登上大法船祈福。法船燈區還

展出「神駒天車」。創作靈感

來自古老的傳說。

相傳創世主佛「轉輪聖

王」，坐在金龍蓮花臺上，駕

著飛天神駒來到世間救度世

人。法輪大法學會理事長張錦

華主持了開燈儀式。她說，大

法船花燈彰顯傳統文化中敬神

重德的良善價值。希望民眾都

能登上法船祈福，讓心中充滿

善良和希望，未來一定會越來

越美好。

美起訴4北京軍方黑客

聯邦大陪審團已經起訴中共軍

方第五十四研究所的 4 名成員，指

控他們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的黑客

行動，攻擊了 Equifax，竊取了商

業秘密和約一半美國人的個人敏感

信息。

Equifax Inc. 以及 Experian 和

TransUnion 是三大消費者信用報

告機構之一。Equifax 收集和匯總

全球 8 億個人消費者和 8800 萬企

業的信息。

司法部長巴爾 2 月 10 日說，

2017 年的盜竊規模「驚人」，犯

罪嫌疑人獲得了近 1.45 億美國人

的信息。

這次黑客入侵是有史以來最大

的一次黑客入侵，是「對美國人私

人信息的蓄意而全面的入侵」。

被起訴的四名黑客分別是：吳

志勇、王乾、許可和劉磊，他們是

中共軍方第五十四研究所成員。

他們在 2017 年進行了為期三

個月的網絡入侵活動，對 Equifax
的計算機系統進行了約 9000 次查

詢，竊取美國人的個人數據以及

Equifax 的商業秘密。

四名被告被指控多項罪名，分

2020臺灣燈會  
大法船花燈亮相

美國人的隱私，他們不得不採取措

施防止身分被盜竊，給他們帶來了

沉重的成本和負擔。」

Equifax 公司於 2017 年 9 月

首次披露了美國史上最大的黑客攻

擊。黑客曝光了敏感信息，包括姓

名、社會安全號碼、駕駛執照號

碼和地址。根據起訴書，四名黑

客利用一款 Apache Struts Web 
Framework 軟件中的漏洞侵入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 /綜合報
導】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

（William Barr）和司法部其他官
員2月10日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
一項與網絡黑客相關的執法行動，

起訴4名中共軍方黑客。

別是三項共謀進行計算機欺詐罪、

共謀進行經濟間諜活動和共謀進行

網絡欺詐；兩項未經授權訪問和對

受保護計算機的故意損壞；一項經

濟間諜罪；以及三項電匯欺詐罪。

巴爾表示，美國對美國以外的

另一個國家的軍事或情報部門的成

員進行指控是不尋常的，這種黑客

活動「不僅給 Equifax 造成了重大

財務損失，而且侵犯了數以百萬計

Equifax 網絡。

根據 Equifax 承認，在公司

表示黑客首次訪問其數據之前的

整整兩個月，就已經意識到該安

全漏洞。

Equifax 的首席執行官理查

德 ‧ 史 密 斯（Richard Smith）
因數據洩露事件辭職，並受到聯

邦監管機構和多個州檢察長的調

查，該公司還面臨許多民事訴訟。

美國司法部10日召開記者會，起訴四名中共軍方黑客並發出通緝令。（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美國國會及

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

日前發表聲明說，8 名跨黨派

議員 1 月底致函諾貝爾委員

會，提名「香港民主運動」角

逐今年諾貝爾和平獎。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這 8
名聯署議員分別是委員會共同

主席民主黨眾議員麥戈文（Jim 
McGovern）和共和黨參議

員盧比奧（Marco Rubio），
以及委員會成員共和黨議員

史 密 斯（Chris Smith）、 民

主 黨 議 員 蘇 奧 齊（Thomas 
Suozzi）、民主黨議員馬利諾

夫斯基（Tom Malinowski）、
民 主 黨 議 員 默 克 利（Jeff 
Merkley）、共和黨議員戴恩

斯（Steve Daines）、共和黨議

員楊（Todd Young）。
聲明說，去年香港的示

威活動「非常有組織、有條

理」，但與此同時卻又「沒有

領袖、靈活自如」。委員會成

員敦促諾貝爾委員會表彰無數

為了爭取香港更好的未來，而

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工

作和教育的人。這封公開信還

寫道，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

國委員會的成員，希望諾貝爾

委員會能夠繼續照耀那些在中

國爭取和平和人權的人。

獲諾貝爾獎提名
「香港民主運動」

大法船花燈（攝影/鄧玫玲）

分，北京政府認為 PR 身分還是中

國籍，加拿大無權帶走他們。

我猶豫著要不要留下跟媽媽在

一起，媽媽卻執意讓我先回去。小

姨和媽媽開車送我出家門，可是原

定週四（2 月 6 日）早上的撤僑飛

機，在我們剛出門 10 分鐘後，突

然臨時通知我們要延遲了。我們只

好返回家。

撤僑飛機最後敲定於 6 日下

午 5 點起飛。我們 12 點 10 分就

出門了。雖然路上幾乎空無一人，

但是我們光是在收費站就等了 2 個

小時。一開始收費站工作人員不肯

放行，後來折騰了 2 個多小時終於

放我們走了，那時已經是 3 點 11
分，心撲通撲通地狂跳，生怕趕不

上飛機。到了機場，周圍都是撤僑

的同胞，大家有秩序地排著隊等待

領登機牌，然後用各自的行李箱排

好隊，就癱在一旁休息了。這時離

我從家出發已經過去了近 9 個多小

時。最後不知道甚麼原因，飛機延

遲到凌晨 2 點才起飛。而我已經顧

不得那麼多了。我知道：很多事情

是我永遠無法知道的，很多事情是

我知道了也毫無辦法的。

【看中國訊】在武漢病毒研

究所搶註抗病毒藥物瑞得西韋

Remdesivir 的中國專利權後，

研發瑞得西韋的美國吉利德公司

（Gilead）的回應是：患者至上。

海外媒體報導，在 2 月 5 日

的公司會議中，美企吉利德的全

球 CEO 丹尼爾‧奧戴（Daniel 
O’Day ）回應中方搶註專利事

件時表示：患者是第一位的，專

利並不是眼下我們首要關心的問

題。奧戴在回答記者關於中方申

請瑞得西韋專利，吉利德如何反

應的問題時說：這對我們在全球

的健康事業沒有影響。我要強調

的是，我們的責任是患者。我們

的首要任務是找到正確的臨床試

驗項目，用科學和實據證明提供

給患者的藥物是有效的。同時，

提高產能，滿足全球的患者需

求。專利並不是眼下我們首要關

心的問題。

奧戴在談到專利時表示，

「我問過負責專利的同事，就像

吉利德的其他藥物一樣，我們已

經為 Remdesivir 在全球各個地

區申請了化合物、使用專利包括

冠狀病毒。我們不會捲入這個專

我 1 月 21 日跟媽媽一起進入

武漢，去家裡過年。當時我們真的

不知道疫情有那麼嚴重。全城都在

採購年貨。直到在溫哥華的朋友跟

我說，加拿大口罩全賣光了，你那

怎麼樣時，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

重。就在這時候，武漢封城了！

在過去的 13 天裡，我們看著

武漢迅速被病毒吞噬。我跟媽媽

一家除了必要的倒垃圾，一步都沒

有踏出家門。即使是扔個垃圾都全

副武裝：雨衣、泳鏡、口罩全部上

陣。回來立刻洗澡，衣服洗掉，酒

精消毒。

這樣的日子簡直就是煎熬，每

天看著患者激增的數字，彷彿感覺

空氣裡都瀰漫著病毒。後來，我終

於接到了領事館的電話！他們告訴

我：加拿大決定撤僑了！

撤僑飛機將於 5 日到達。但

是，我媽媽是 PR（永久居民）身

中方搶註專利 吉利德回應返加女孩武漢紀實
【看中國訊】7日，加拿大從武漢
撤僑。日前，一位返回加國的華裔

女孩在網絡發文，詳述了她的經

歷。以下是文章摘錄。

利的問題，我們會找到方法來幫

助患者，當然我們也會以另外的

辦法保護我們的知識產權，但是

患者是第一位的。」

在美國，製藥公司往往為

研發一款新藥付出鉅資。瑞得

西韋是吉利德公司為抑制埃博

拉病毒而研究多年的新藥。美

國一家醫院近日發現，瑞得西

韋在治療武漢肺炎患者時效果

明顯。吉利德表示，瑞得西韋

仍在研發階段，其安全性及有

效性仍有待證實。

一位吉利德員工表示，公

司免費將這個藥送到中國，而

且還公開這個藥的結構式，也

就是說允許中方複製，並沒有

想從這個藥上賺一分錢。因為

吉利德「將人性放在第一位，

不是賺錢放在第一位」。

她說：「處在一個可隨時彈跳於

天花板和地板之間的地方，真的

很有趣。」科克是工程師，出生

於密西根州，今年 41 歲。她刷

新了 NASA 資深太空人惠特森

（Peggy Whitson）寫下的女太

空人單次太空飛行最久紀錄。

【看中國訊】美國疾病管制與

預防中心（CDC）在其網站上刊

登題為「2019 新型冠狀病毒（2019-
nCoV）和您」的中文指南。

內容如下：問：2019 新型冠

狀病毒是甚麼？答：它是可以引起

人的呼吸道疾病，並可在人與人之

間傳播之新型病毒。

問：在美國，人是否能得 2019-
nCoV？答：在中國大陸以外的一些

國家發現了近距離接觸者之間有著

有限的傳播。這種病毒目前尚未在

美國社區中傳播。

現今在中國大陸的人或前往中

國大陸旅行的人感染的風險最大。

近距離接觸感染者的暴露風險更大。

問：美國是否已經出現 2019-
nCoV 的 病 例？ 答： 是。 美 國

2019-nCoV 感染病例之當前數量可

參見 CDC 網頁。

【看中國訊】在太空待了

328 天後，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

總署（NASA）女太空人科克

（Christina Koch）搭載俄羅斯太

空船聯盟號（Soyuz）返回地球。

中央社報導，2 月 6 日，美

國（NASA）女太空人科克與歐

洲太空總署（ESA）太空人帕米

塔諾（Luca Parmitano）及俄羅

斯聯邦太空總署（Roscosmos）
太空人斯科沃佐夫（Alexander 
Skvortsov）一起搭乘太空船離

開國際太空站（ISS），3 個半小

時後回到地球，在哈薩克草原上

登陸。科克在國際太空站待了

328 天，打破女太空人的太空飛

行紀錄。

科克出發之前在國際太空

站受訪，她告訴美國國家廣播

公司（NBC），她將會「很想念

微重力」（miss microgravity）。

問：2019-nCoV是如何傳播的？

答：此種病毒最初可能來自動物，但

是現在似乎正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問：2019-nCoV 有哪些症狀？

答：患者報告有輕度至重度的呼吸

系統疾病伴隨以下列症狀：發熱、

咳嗽和呼吸困難。

問：該病毒有哪些嚴重併發

症？答：不少患者有雙肺肺炎。

問：該如何保護自己？答：預

防感染的最佳方式為避免與該病毒

的接觸。簡易的日常預防措施是：

避免跟患病的人近距離接觸；避免

用尚未清洗過的手觸碰您的眼睛、

鼻子和嘴巴；常用肥皂和水清洗您

的雙手，至少 20 秒；若沒有肥皂

和水，可以使用含有最少 60% 酒

精的酒精類淨手液。如果您患病，

您應該：在患病時待在家中；對頻

繁接觸的物體和表面進行清潔和除

菌；咳嗽或打噴嚏時，用紙巾遮

住，然後把紙巾丟進垃圾桶。

問：最近去過中國大陸，而且

生病了，怎麼辦？答：如在過去的

14 天中曾在中國大陸，並感覺不

適伴隨發熱、咳嗽或者呼吸困難，

您應該接受診療護理。在您去就診

前，請致電您的醫生辦公室，告知

他們關於您的旅行史和症狀。他們

將指導您如何獲得診療護理。當

您患病時，請避免和人接觸，不要

外出，推遲任何旅行，以減低將疾

病傳播給他人的可能性。

問：是否有疫苗？答：目前尚

無疫苗。最佳預防感染的方式是避

免與該病毒的接觸。

問：是否有治療方法？答：對

於 2019-nCoV，並沒有特異性抗

病毒的治療方法。患者可以尋求診

療護理以緩解症狀。

美CDC發布武漢肺炎中文指南 太空待近一年 她返回地球

女太空人科克（公有領域）

藥品示意圖（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