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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克伯格接受約 10 小時拷問
10 日和 11 日，美國“臉書”公司(Facebook)執行長紮克伯格
在美國國會就資料洩露問題作證，接受了近百名美國議員共計
10 個小時的拷問。外媒認為，紮克伯格準備充分，基本上“毫
髮無損”，“臉書”股票也隨之上揚。
路透社稱，紮克伯格在沒有嚴重地失態的情形下地回避了
關於人們對於自己在 Facebook 中資料有多大控制權的問題，也
沒有被逼入支持政府新監管舉措的死角。
報導稱，於 11 日結束的聽證會並沒有在議員中形成一致意
見，沒能厘清他們希望實施什麼樣的隱私保護立法以及相關的
行動時間表。同 10 日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一樣，紮克伯格在本次
眾議院聽證會上並未承諾支持新的立法，也未承諾要調整這家
社交網路公司的運營方式。
紮克伯格說，互聯網公司“難免需要一些監管”，但他沒
有作出任何具體說明。
雖然現年 33 歲的紮克伯格先前從未在國會聽證會中作證，
但他移轉問題的技巧豐富。他有 40 次向議員表示手上沒有答案
，稍後再做回復。約有三分之一的議員在過去兩日內得到了這
樣的反應。
外媒認為，紮克伯格一再表示，Facebook 的使用者對其個人
資料擁有控制權，但他上述說詞的可信度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他說他自己也是個人資料遭政治顧問公司劍橋分析濫用的近
8700 萬用戶中的一員，不過沒有給出進一步細節。
不過，紮克伯格的整體表現仍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Facebook11 日股價收高 0.78%，延續 10 日上揚 4.5%的漲勢。兩天來紮
克伯格持有的 Facebook 股票增值約 30 億美元。
聽證會結束時，國會兩黨並不能把對此事的關切轉化為立
法，因為涉及科技問題的監管十分複雜，而且業界遊說者也大
力阻撓。

與 10 日不同，今天眾議員們明顯有備而來。在提問環節，田
納西州的女眾議員布萊克本一開始就手持厚厚的資料打斷紮克伯
格，她說：“我不會讓你冗長發言阻撓議事。”
由於有 55 名眾議員參加“拷問”，每個人的提問時間限制在
4 分鐘以內。
布萊克本直接問紮克伯格是否會協助國會通過有關限制網路
服務供應商和科技公司分享流覽紀錄的法案。紮克伯格稱自己對
法案細節並不熟悉。布萊克本則回應說，只有 13 頁紙而已。
紮克伯格今天身著深藍色西裝和領帶出現在眾議院能源與商
業委員會的聽證會議室。這場名為“臉書：透明與消費者資料使
用”的聽證會與 10 日的聽證會一樣，吸引了媒體的廣泛關注。

上月，英美媒體曝光，英國劍橋分析公司未經授權獲取臉書
數千萬使用者的資料，以精准投放廣告等方式干預全球多地選舉
或公民投票前的民意。臉書公司承認，8700 萬用戶受影響。在加
州女眾議員埃舒的追問下，紮克伯格表示，自己的資料也和 8700
萬人一樣被洩露。
來自加州的眾議員卡德納斯和沃爾特斯分別用圖表和手機截
屏來佐證自己的觀點。卡德納斯還當場告訴紮克伯格劍橋分析的
代理首席執行官剛剛辭職的最新消息，沃爾特斯則直接用手機截
屏質問紮克伯格，用戶隱私設置到底是手機程式說了算還是使用
者自身的選擇。
伊利諾州的民主黨女眾議員沙科夫斯基在提問前更是列舉了

出身平民酷愛音樂！
蒙古國總理：文藝范兒的硬漢
蒙古國總理呼日勒蘇赫(如圖)日前訪問中國，表示加強對
華合作是蒙對外政策的優先方向。呼日勒蘇赫為所屬政黨蒙
古人民黨立下“赫赫戰功”，在本國被稱為“蒙古國的普京
”，拳擊、滑雪、騎馬樣樣在行。不過 “硬漢”也有柔情，
呼日勒蘇赫曾是一名文藝青年，對待妻兒更是細心呵護、疼
愛有加。
父母皆司機
1968 年，呼日勒蘇赫生於烏蘭巴托市一個普通家庭，父
親是蒙古國東北地區的蘇赫巴托爾省人，母親是西部戈壁阿
勒泰省人，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呼日勒蘇赫的父母都
是司機，其中母親更是“女中豪傑”，曾是一名軍人，後來
在麵包廠開拖拉機。外出運貨時如果汽車發生故障，母親經
常是一個人換輪胎。
呼日勒蘇赫和母親感情深厚，曾對媒體回憶他年輕時和
母親開玩笑的故事。那時家裡剛剛安裝電話，有一天他假裝
電話局的工人往家裡打電話：“您好，我需要檢查電話線路
，請您數一下數。”他的母親從一數到十幾時，他又說：
“請您用俄語數”，他母親稍微想了一下就開始用俄語數數
。每當回憶起和母親在一起的情景，他對母親的思念之情便
油然而生，忍不住流下眼淚。
音樂家夢想
呼日勒蘇赫 19 歲時加入人民黨，正式進入政壇，28 歲在
人民黨遭受選舉失利後，創建蒙古民主社會青年聯盟，吸收 4
萬多青年入黨，為 2000 年人民黨贏得國家大呼拉爾(議會)選舉
立下汗馬功勞。他還曾三次當選國家大呼拉爾委員(議員)，歷
任人民黨總書記、政府部長等職。
2017 年 10 月，49 歲的呼日勒蘇赫當上了總理，一個月後
當選人民黨主席。這對他來說可謂雙喜臨門，不過他少年時
的夢想卻並非從政，而是當一名音樂家。早在中學時他就喜
歡彈吉他，經常和同學一起彈唱。然而陰差陽錯，一心把當

音樂家作為奮鬥目標的呼日勒蘇赫，中學畢業後考入了蒙古
國防大學政治學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蒙古人民軍第 152 部隊
擔任副指導員。
不過，他的音樂夢卻並沒有終止。2014 年 8 月，他組織中
學同學聚會時說，50 歲前一定要完成自己的音樂夢。呼日勒
蘇赫說到做到，一個月後就組建了“安達組合”樂隊，成員
是愛好音樂的同學和朋友。呼日勒蘇赫還為樂隊撰寫歌詞：
“我們班的孩子們，相互信任的安達們，我們相互支援，用
純潔書寫友誼，我的安達們，無與倫比的真誠朋友”，字裡
行間透著對同學的深情厚誼。2014 年 11 月 1 日，“安達組合
”首次在人民黨黨部禮堂演出，身為樂隊吉他手兼隊長的呼
日勒蘇赫，邀請了人民黨的多位高層領導前往助陣，演出大
獲成功。
硬漢的柔情
在“安達組合”樂隊的演出現場，戴墨鏡彈吉他的呼日
勒蘇赫文藝范兒十足。除了音樂之外，呼日勒蘇赫也很擅長
體育運動，拳擊、健身、滑雪、騎馬樣樣在行，就連騎運動
越野摩托車這種極限運動他都玩得很專業。當你在互聯網上
看到他養狗、玩槍的照片時，你就能理解當地媒體為什麼把
他比作“蒙古的普京”。
不過硬漢也有柔情的一面，呼日勒蘇赫很看重情義。他
與妻子包勒爾青梅竹馬，育有兩個女兒。包勒爾是一位幼稚
園教師，為人溫柔善良，性格活潑開朗。被外界視為“硬漢
”的呼日勒蘇赫，回到家中對妻子和孩子卻十分溫柔細膩。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2013 年，包勒爾不幸身患重病，呼
日勒蘇赫毅然選擇辭去官職，暫時告別叱吒多年的政壇，帶
著妻子遠赴他國求醫問藥。也許是上天被他的真誠所感動，
包勒爾的病得以痊癒。2014 至 2015 年、2016 至 2017 年，呼日
勒蘇赫兩次出任副總理，開啟了新的政治生涯。

紮克伯格此前的數次道歉內容，從 2003 年他在哈佛大學時的道歉
念起，她還羅列了十餘年來紮克伯格的其它 5 次道歉。“這使我
認為，僅僅只是自我監管遠遠不夠。”
儘管紮克伯格表示對該行業的監管不可避免，但當能源與商
業委員會的副主席帕隆問他是否會改變臉書的默認設置，以盡可
能最少地收集使用者資料時，紮克伯格稱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不能用簡單的是或否來回答。帕隆直接說，我對你的回答很失
望。
美國媒體普遍認為，紮克伯格 11 日在眾議院的被“拷問”程
度遠超 10 日在參議院，而未來對臉書等高科技公司在隱私保護等
方面的質疑和監管還遠未結束。

英脫歐倒計時一周年
特蕾莎閃電式巡訪籲團結

當地時間 29 日，英國正式踏入脫歐倒數一周年，首相特蕾莎•梅
展開“閃電式”全國巡迴訪問，到訪蘇格蘭、英格蘭、北愛爾蘭和威爾
斯，全程約 1280 公里，呼籲國民團結一致，並力爭國民支持。
分析指出，在一天內走訪 4 地具有特殊意義，代表英國將會以一個
整體脫歐。然而，經濟前景不明朗令英國脫歐之路陰霾密佈。
特蕾莎啟程前表示，她會到訪聯合王國全部地區，聽取全體人民的
意見，確保英國將擁有光明前景。她指出，英國將重新取得法律和邊界
控制權，並抓緊脫歐帶來的機遇，成為一個強大和團結的國家。
英國商界憂慮後脫歐時代的衝擊，執政保守黨內和普通民眾對脫歐
仍有意見分歧，妨礙特蕾莎的脫歐計畫。為凝聚民意，特蕾莎在約 1280
公里的行程中，首先到訪蘇格蘭西部一間紡織廠，然後抵達英格蘭紐卡
斯爾會見一對父母，再與北愛爾蘭農夫共進午餐，並會見威爾斯商界人
士，最後返回倫敦，與一批居於當地的波蘭人茶敘。
報導指出，脫歐談判中的一大障礙是北愛爾蘭與愛爾蘭之間的邊界
問題，英方早前讓步，同意除非有更佳方案，否則英國將同意北愛續留
歐盟單一市場及關稅同盟。在方案獲歐盟各成員國領袖通過後，英歐下
月將開始磋商未來雙方關係及自貿協議。
英國最新公佈的樓市資料，反映脫歐計畫對經濟的衝擊。房貸機構
Nationwide 公佈，英國今年截至 3 月份，樓價僅上升 2.1%，較 2 月份低
0.1 個百分點，是 7 個月以來新低，遠低於經濟師預期的 2.6%，顯示房
地產市場正失去動力。
經濟預測公司 EY ITEM Club 經濟師阿徹指出，投資者對英國房地
產的信心脆弱，態度審慎，預期市場短期內難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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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中餐Buffet店出
售，聖路易斯附近幽
靜安全小鎮，生意好
4/12-5/3
，位置佳，包賺錢。

573-885-6395
中國餐館
兼房地產出售
4/12-5/3
洽謝小姐

913-745-4365

(請留言)

堅旺裝修

退休餐館出售

承接餐館、住宅裝修，精通水
電土木工、安裝抽油煙機、大
2/8-5/3 P
小工程一條龍服務，二十年經
驗，免費估價，請電陳師傅

房租$1500，觀光區。正常
開，月可達3萬多。生意好
3/29-4/19
，小費佳。價格可商議。

外賣快餐廳

小Town Buffet
店轉讓，月銷
4/5-4/26
4萬5，包賺錢

816-787-5098

誠徵炒鍋一名或合股，
4/12-5/3
無須投資，黃金地段

www.kcpeking.com

816-531-2272
913-962-1832

913-850-0781

314-991-3747

中日餐館出售

餐館請人

店全新，適合家庭店
3/22-5/10
回國急需賣店，價格面議

誠請炒鍋或幫炒、
4/5-4/26
打雜各一名

在Independence

816-455-7500 415-832-0281 917-704-2987 913-951-6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