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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我不會再封鎖全國
她騎單車逾千里 
載傷父返鄉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日前在

密歇根州參觀福特工廠時表示，如

果美國爆發第二波疫情，他將不會

再實施封鎖令，關閉美國。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若有第二波疫情，將不會再實施居家令。（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美國日前宣

布將出售 18 枚 MK-48 Mod 
6AT 重型魚雷給臺灣。

這種魚雷威力極為強大，

一枚重型魚雷就可擊沉敵方潛

艦或是大型水面軍艦。

根據美國國防部「作戰測

試與評估委員會」官網的資料

來看，MK-48 魚雷是美國潛

艦使用的唯一的一款反潛及

反水面艦武器，他可以在所

有海洋環境摧毀水面艦艇和

水下目標。

美售臺重型魚雷

（Adobe Stock）

方式重新開放。即使繼續採取保

證家庭和社區安全的做法，我們

仍將回到工作崗位和禮拜場所。

我們將外出前往商店和餐館，去

進行戶外活動……我們開始恢復

我們的自由，這也許讓這個陣亡

將士紀念日變得更加特別。」

不過，衛生官員和許多州長

仍呼籲民眾在商店和公共場所戴

口罩，稱證據證明戴口罩對防止

飛沫傳播有多麼重要。

【看中國記者理翱編譯 / 綜合

報導】美國 600 多名醫生日前聯名

致函川普總統，敦促結束因疫情而

導致的「國家停工」。

福克斯新聞拿到了該信函。

這封信指出，自各州政府下達「居

家令」以來，醫生已經觀察到了各

種不利後果，包括：患者缺少常規

檢查；藥物濫用和酒精濫用增加；

以及財務不穩定，這「與健康狀況

不佳密切相關」。醫生在信中說：

長期居家隔離「對下游健康的影

響……正在被嚴重低估。這是一個

數量級的錯誤。」

信繼續說：「持續停工造成的

數百萬人員傷亡被人視而不見，它

們（傷亡）被稱為酗酒、無家可

歸、自殺、心臟病發作、中風或腎

臟衰竭。在年輕人中，這被稱為財

務不穩定、失業、絕望、毒品上

【看中國訊】居家兩個多月

後，美國民眾再度駕車出行，許

多美國人選擇到海灘等地度假。

美國之音援引路透社報導

說，大批美國人在「陣亡將士紀

念日」這個長週末駕車出遊，海

灘地區車輛行駛密度比復活節時

高出一倍多，馬里蘭州大洋城

（Ocean City）的車輛密度甚至

達到復活節時期的四倍多；一些

人煙稀少地區的陸路交通超過了

2 月分的水平；亞特蘭大、芝加

哥、底特律和休斯敦等內陸城市

的交通流量比 5 月初大幅增長，

但西雅圖、洛杉磯、舊金山、紐

約和華盛頓等東西兩岸主要城市

市內的車輛交通沒有顯著回升。

美國副總統彭斯 25 日為福

克斯新聞網撰文紀念陣亡將士，

當中提到：「現在，所有 50 個州

都已開始以一種安全的、負責的

癮、意外懷孕、貧窮和虐待。」

這些醫生指出的是遭受其他

苦難的人，他們不是因為病毒而受

苦，而僅僅是因為他們因居家隔離

命令而無法離開家。醫生的信通過

姓名縮寫列出了一些病人，並詳細

說明了他們的經歷。

信中寫道：「患者 E.S. 是一個

有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的辦公室

工作淪為兼職，丈夫也休假了。」

「父親喝酒更多，母親情緒低落，

無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糖尿病，

孩子們幾乎沒有讀書。」「患者

A.F. 具有慢性但以前是穩定的健

康狀況。」「她的選擇性髖關節置

換術被推遲，這使她幾乎久坐不

動，導致 4 月分發生了肺栓塞。」

福克斯新聞採訪了信中提到的

一位醫生馬克 · 麥克唐納（Mark 
McDonald），以及其他三位參與

這封信的醫生，問他們是否認為停

工的間接影響大於如果解除停工將

產生的直接後果，4 個人都說他們

相信是這樣的。關閉對大多數人來

說比潛在的病毒傳播影響更為嚴

重。最近美國有人走上街頭抗議居

家令。川普一直積極倡導在安全的

基礎上盡快重新開放美國。他多次

強調「（解決問題的）措施（所造

成的傷害）不能比問題本身更大。」

醫生：長期隔離帶來負面效應 長週末美國民眾出遊度假

5月20日，人們在佛羅里達州克

利爾沃特海灘度假。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疫情蔓延，印

度自 3 月底宣布封城，大批失

業勞工步行返鄉。少女庫瑪瑞

10 天騎單車 1200 公里，載著

腳傷的父親回家，孝行感人。

中央社援引美聯社報

導，8 年級學生庫瑪瑞（Jyoti 
Kumari）為了照顧父親，今

年 1 月離鄉背井來到新德里近

郊的古爾岡市（Gurugram）。

她說，父親的腳受過傷，走路

不便，靠駕駛電動三輪車養家

活口，卻因政府的居家令丟了

飯碗。他們無錢付房租，面臨

被掃地出門的命運。

庫瑪瑞說：「我別無選

擇。」於是決定買輛自行車，

騎車載父親回家。路上，兩

人靠著陌生人贈與的食物與

水苦撐。這對父女現在已抵

達比哈省（Bihar）達班加縣

（Darbhanga）的老家，與家人

團聚。

CNBC 引述川普的言論稱：

「我們將會『滅火』（抗擊疫情），

但不會關閉美國。」「我們可以

撲滅大火，無論它是餘燼還是火

焰，我們都會將其撲滅，但是我

們不會關閉國家。」

川普此前表示，今年美國可能

會面對第二波疫情，但他堅稱必將

疫情消除。包括川普政府內部的各

衛生專家都表示，這種病毒很可能

會在秋冬季繼續傳播，一旦流感季

節開始，這種病毒可能變得更加難

以對抗。

川普說，這場疫情告訴了美國

一件事情：若美國要成為一個強大

的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製造業大

國。「我正努力地讓工作機會從中

國和許多其他國家回流美國。」

福克斯新聞報導，川普在接

受保守黨電臺主持人巴克 ‧ 塞克

斯頓（Buck Sexton）採訪時說：

「我們不會為冬季可能發生的第二

波疫情實施任何封鎖措施。」

為對抗疫情，美國各州政府

對當地居民和企業實施了嚴格的

限制，以試圖減緩病毒的傳播。

隨著疫情趨緩，美國的 50 個州都

已開始進行一定程度的重新開放。

在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開始

要符合某種情況或條件，就有再

度爆發的危險。」

渥太華醫院的曼紐爾（Doug 
Manuel）醫生表示，必須當心

無症和輕症感染者。以渥太華為

例，如果加上沒有查出來的無症

狀感染者和輕症患者，渥太華市

民當中可能有 1% 感染了病毒。

但當我們恢復正常生活的時候，

99% 的人口會暴露在病毒的威脅

之下。

從第一波疫情緩過來之際，俄國

和巴西等國家最近才面對第一波

疫情高峰，而且來勢洶洶。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

所所長、白宮冠狀病毒特別工作

組 成 員 福 西 博 士（Dr.Anthony 
Fauci）告訴《華盛頓郵報》，他很

肯定新一波疫情將會出現。

他 說：「病 毒 不 會 消 失。」

「這是一種具高度傳染性的病毒。

在某個特定時間、某個地點，只

曼紐爾說，我們必須萬分小

心，因為我們面對一個非常狡

猾、與眾不同的病毒，它讓攜帶

者在出現症狀以前就有很強的傳

染能力。

曼紐爾指出，傳染病的第二

波疫情通常比第一波更嚴重，也

更難預測。生活漸漸恢復正常，

出行增加，然後可能在我們不再

注意這件事的時候，第二波疫情

如海嘯般襲來。

【看中國訊】疫情爆發

後，很多人在車裡放一瓶酒精

洗手液（hand sanitizer）。不

過，夏天快來了，大家可要小

心了！最近，醫學專家發出警

告：千萬別把免洗洗手液留在

高溫的車裡。它易燃，還可能

爆炸。

退休的達拉斯消防員謝

里 · 威爾遜解釋說，酒精會蒸

發到過熱的車中，並形成可燃

環境。

如果有人在車裡穿脫外

衣，發生靜電，就可能導致爆

炸，引發火災。洗手液應該存

放在陰涼乾燥處。

整個職場系統造成衝擊。

據法新社報導，疫情使很多人

不得不遠程工作，而許多公司也看

到了遠程辦公的好處，決定讓它繼

續下去。遠程工作給公司帶來新的

契機，可以聘用在世界各地的優秀

員工，從而解決了通勤和必須居住

在生活成本高昂的科技城等問題。

扎克伯格在線上直播的員工大

會上，談到臉書將採取適應長期遠

程工作的運營措施。他說：「以我

們的規模，我認為臉書將成為遠程

辦公方面的最具前瞻性的公司。」

扎克伯格表示，初步階段，臉書將

進行遠程招聘。據悉，約 95%的臉

書員工目前都在遠程工作。過半的

員工表示，遠程工作不影響效率。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2 月初，中國著名法學家許章潤

教授發出〈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

懼〉一文，怒斥中共隱瞞疫情，

道德淪喪，之後遭警方軟禁，微

博、微信帳號被封殺。 5 月 21
日他再發萬字長文，痛批中共極

權式國家治理的荒謬與黑暗。

這篇長文題為〈世界文明大

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

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

論〉。長文開篇，許章潤開門見

山指出，疫情引發的全球厭華

效應正在發酵，對於共產極權

體制重新產生了警覺，這使得

中共信譽掃地，空前孤立於世

界體系。文中直言，中共對國民

的治理體系的實質是抽離了「良

政」的極權統治。

文章指出，疫情中，中共實

施消息封鎖，消滅民間追究疫情

責任的聲音，製造恐慌政治，然

後炮製烘雲托月般的領袖政治，

其實是一種對國家和人民的綁

架。文章痛斥中共黨媒依靠封鎖

疫情真相，同時傳播虛假信息和

強化輿論誘導，「活生生將作孽

者變成了拯救者，令播散人禍、

臉書執行長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表示，預計在未來的

5 到 10 年內，臉書公司將有約一

半員工可以不需回到辦公室，固定

遠程工作。另一社交媒體巨頭推特

也推出類似的政策，宣布大部分員

工可能會無限期地繼續遠程辦公。

此外，舊金山的移動支付公

司 Square 也宣布允許員工在防疫

隔離措施結束後，繼續在家工作。

Square 發言人表示，希望員工能

在他們認為最有創造力和生產力的

地方工作。未來可預見有更多公司

採取遠程方式工作。

其他一些科技公司也表示，

他們不希望在 2021 年前召喚大

多數員工回到辦公室工作。《華

爾街日報》報導，諮詢公司埃森

哲（Accenture PLC）首席技術官

Paul Daugherty 說，這一轉變將給

文過飾非的惡棍，搖身一變而為

救苦救難的天使，進而，彷彿一

時間消泯了對於天災人禍根源之

追根究底的任何可能性，特別是

就此斬斷了最高政治責任的因果

鏈條。」

文章還討論了疫情導致的一

個突出後果：意識形態問題再度

突顯，中共的「去西方化」與世

界的「去中國化」同時並進，而

這一切正在修正國際體系的基本

架構與世界秩序。文章進一步指

出，實際上所謂「去中國化」，

主要是「去共產中國化」或者

「去中國共產化」，而與華夏文

明無冤無仇。作者指出，現代政

治是一種可問責的公民政治，否

則便是惡政，國將不國，為防止

悲劇重演，呼籲還原歷史真相，

查明病毒流行原因與病毒源頭，

特別查明並公開真實病患數據，

向全體國民如實交代。徹底問

責、釋放被關押的公民記者、呼

籲追究最高層的政治責任。據英

國《衛報》的消息稱，前清華大

學教授許章潤被官方軟禁。報導

稱，許章潤家中的網絡被切斷，

他個人的微信帳號也被凍結。

專家警告：酒精 
洗手液勿放車裡

持續封鎖措施可能帶來嚴重後

果。（Adobe Stock）

未來會有更多公司採取遠程方式

工作。（Adobe Stock）

清華許章潤再發萬字長文疫情改變職場文化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綜合報
導】疫情後，許多公司將考量永久

轉向遠程辦公。全球最大社交網站

臉書、社交媒體推特和移動支付公

司Square等都作出了類似的宣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