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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何韻詩在美聽證 促香港人權法 李小琳請和尚為李鵬超渡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香

港民主人士黃之鋒、何韻詩 9月 17
日敦促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法案。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

會 17 日就香港局勢舉行聽證會。獲

得美國兩黨參眾議員支持的《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是聽證會討論的

焦點。

「這不是對所謂的外國干涉的懇

求。這是對民主的呼籲。」歌手和

活動家何韻詩在聽證會上說。如果

香港的民主訴求失敗，中共將把其

集權擴散到世界其他地方。美國及

其盟友應盡其所能保護香港的自由

開放。

何韻詩說，這是一個全球的戰

鬥，為的是保護普世價值。香港正

在這個戰區的前沿。「我們沒有甚麼

可畏懼的，唯一懼怕的是我們靜默

不言。」

香港眾志祕書長、前學生領

袖黃之鋒表示，兩年前他在聽證時

說，當時並非「一國兩制」，而是

「一國一點五制」，現在香港已經惡

化到了「一國一制」。北京正在受

益於香港的特殊經濟地位，因為它

是一個民主體制，但同時又否認「我

們的自由」。他們不願瞭解任何不同

的聲音。原來的香港市民反送中條

例，已經演變成為爭取法制的抗爭。

參加的聽證的人士還包括，香

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

張崑陽、中國人權執行主任、紐約

城市大學榮譽法學教授譚竟嫦、作

家丹 ·加瑞特博士。

證人小組也敦促該委員會成員

採取可能的影響香港經濟的行動，

以加大港府壓制民眾的成本。

香港正經歷動盪，示威者對

北京在香港事務中日益加劇的干涉

感到憤怒。騷亂的觸發點是引渡法

案，現已撤回，但港人擔心中共正

醞釀更大的鎮壓，以威脅、賄賂和

美色誘使各國政客不採取實際行

動，挑起羣眾鬥羣眾，將港人稀

釋、各個擊破，再秋後算帳。

今年早些時候美國參議院和眾議

院提出了立法，要求每年審查華盛頓

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包括 1992年

美國香港政策法案規定的貿易和商業

特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還將

使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官員受到制裁，

這些官員破壞了香港的自治權。

該立法尚未進行投票，但參議

院外交關係和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

會本週都在舉行聽證會。

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說，美國

國會的「紅線」將是：中共軍隊

對抗議活動的暴力鎮壓或香港自

治權的喪失。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因鎮壓六四備受民間詬病的中共

前總理李鵬，於 7 月 22 日在北

京過世，近日網傳李鵬託夢家

人，要求和尚幫其超渡，相關視

頻網上流傳。

9 月 16 日，推特用戶「華

人新聞熱推」發消息稱，李鵬託

夢給女兒請和尚超渡。所附現場

視頻顯示，大批身穿黃衣的和尚

吹吹打打的做法事，而疑似李鵬

之女李小琳的一位女士，身捧祭

典物品跟在和尚後面。

不過，視頻中現場的布景不

太像靈堂，倒很像是一處寬敞的

佛堂。據說李小琳本身是信佛之

人，上述視頻中的和尚，是否是

佛堂為李鵬超度尚未確認。李家

也沒有人為此闢謠或證實。

李鵬於 7 月 22 日在北京過

世後，在 7 月 29 日的告別儀式

上，習近平和七常委以及中共國

家副主席王岐山都有到場，為其

送上「國葬待遇」。中國各地及

各邊境口岸，對外海空港口，中

共駐外使館等均下半旗致哀。

由於在海內外廣受詬病，李

鵬的死訊不但受到數萬人點讚，而

且《北京青年報》在他訃告下面，

似乎特意貼出一幅歡慶的大照片，

被宣傳當局視為重大政治事故。

對於中共無視爭議，高規

格為李鵬送終，讓他死後隆重哀

榮，法廣報導認為，當局是要通

過這個葬禮向全世界反對 89 年

「六四」屠殺的人們示威，是別

有用意，也是向那些不願為維護

共產黨的統治「幹髒活」和「背

鍋」的高官與對李鵬不滿的民眾

發出雙重信息。

301醫院泄密  高官要活150 

301 醫院是中共高層領導專屬

的醫療和保健醫院。據自由亞洲電

臺取得的影片片段，其廣告詞介

紹，中共建政 60 多年來，形成了

「集預防、醫療、保健、康復、療

養」為一體，以「防癌、防心腦血

管疾病，抗衰老，慢病管理、器

官功能再生和健康生活方式」為

重點，「中國養生精華同西方先進

醫療技術深度結合」的獨特的首

長醫療保健體系。「全球第一」，

中共領導人平均壽命普遍高於西方

發達國家，2008 年，中共領導人

平均壽命 88 歲，2005 年啟動的

「981 首長健康工程」，延壽目標為

150 歲。 
百度公開資料顯示，981 三大

工程：「健康促進工程（不老）；青

春再現工程（不老）；150 歲長壽

工程（長壽）」。

香港《動向》雜誌報導，2014
年中共退休高官年開支逾 675 億

元，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

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

副主任一級的離休高幹，公費開

支達 3.26 億元，人均 2725 萬元；

其他級別逐級配置，形成龐大國庫

開支。

軍委原副主席張震 101 歲去

世時，香港親共港媒東網有評論文

章指：「張震真正的養生法寳是他

的高官身分，黨和人民『不惜任何

代價』把他養著。」從毛時代，中

共的領袖們就已開始長壽，毛本人

活了 83 歲，周恩來 78 歲，朱德

90 歲，而當時中國人均壽命是 65
歲，他們算是鶴立雞群。但現在的

中共領導人使他們相形見絀：鄧小

平 93 歲，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

興 100 歲，中央書記處原書記鄧力

群 100 歲，原國務委員張勁夫 101
歲，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呂正操、雷

潔瓊分別活了 105 歲和 106 歲等。

摘青年的器官
續高官的老命

被冤殺多年的聶樹斌案 2016
年「平反」後，坊間熱傳，聶樹斌

被匆匆判處死刑與原中共外交界

知名人士章含之換腎有關。章在

1995 年和 2002 年 2 次換腎。知名

律師李莊曾爆料：「聶樹斌的器官

可能還活著。」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北京301醫院9月15日微信廣告，
宣傳中共領導人的「150歲長壽工
程」。廣告次日遭屏蔽，理由是：

「不當使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

名義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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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女兒洪晃曾在《南都周

刊》發文，否認其母腎移植與聶案

有關，但不能肯定跟王樹斌、張樹

斌，或者其他死囚是否無關。作為

家屬，從未參與尋找匹配器官，也

沒打聽過器官來源，都是醫生安

排。之所以不參與、不打聽，是因

為有一種感覺，「這個過程可能我

們不想知道，可能很恐怖」。

流亡美國的中國富豪郭文貴透

露，中共領導人的長壽秘訣在於隨

時準備殺人，更換年輕人的健康器

官，並常年注射由年輕武警提供的

血清來保持更換器官的活性。還透

露，江澤民長子江綿恆患癌，已多

次更換器官，意味著已經屠殺了多

條生命。

醫學專家指，更換器官都有壽命

極限，最多維持 10年，有的只能存

活 2、3年。要通過器官移植延壽，

就必須定期更換年輕健康的器官。

網民紛紛留言：「（廣告）拍得

不錯，相當精煉的揭示了納稅人的

錢花在了甚麼地方。」「隨便換器

官，活的能不長嗎？」「那要換多

少次器官啊？」「他們都不想死，

活著繼續禍害老百姓。」「他們殺

害並活摘健康的法輪功人士、維族

人和年輕人的器官，用以維持延長

罪惡的生命。這些天殺的魔鬼！」

「一幫吸百姓血的老殭屍！」

紐時再拋卡瓦諾性侵假新聞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報導】

《紐約時報》拋出了所謂的重磅炸

彈，抹黑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 •
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美國

總統川普呼籲參與該「抹黑」報導

的「所有人」辭職。

「我呼籲《紐約時報》參與卡瓦

諾抹黑故事的所有人辭職。」川普

在週一（9 月 16 日）的推文中憤然

寫道，這與針對他的俄羅斯獵巫騙

局一樣虛假！

川普抨擊，這些人摧毀了《紐

約時報》曾經的美德，破壞了她的

聲譽。在現任管理層下，《紐時》永

遠不會回歸偉大了。

上週日（9 月 15 日），《紐約

時報》刊登了一篇爆炸性的報導，

該報導改編自《紐時》記者普博瑞兵

（Robin Pogrebin）與一位被逐出教

會的律師凱莉（Kate Kelly）即將

出版的新書，聲稱有證據證明 35 年

前卡瓦諾在大學時代的一次聚會上

向一位女同學暴露身體。

然而，保守派在線雜誌《聯邦

黨人》（The Federalist）莫莉 • 海明

威（Mollie Hemingway ）在提前

閱讀了新書後，指出了該報導的不

當。《時報》隨後進行了更改。

最新的更改包括所謂受害者的

幾位朋友說，受害者不記得所謂的

性侵細節。但《紐時》此前對這一重

要信息隻字未提。《紐時》還首次承

認，所謂的受害者拒絕接受採訪，

並且沒有對這一事件發表任何其他

評論。《紐時》記者稱，她的信息

來自比爾 • 克林頓的一名律師，而

且記者並未和該律師直接交談。她

說，兩名匿名官員與這名律師交談

過，並得到了相關信息。

「我認為《紐約時報》犯下了另

一個可怕的錯誤。」川普表示。很

遺憾，這樣的事情發生了，《紐時》

曾經進行「事實核查」。

「他們不再進行事實核查了。」

他說。

去年 9 月 4 日，川普總統提名

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卡瓦諾

（Brett Kavanaugh）從第一次參加

確認聽證會就出師不利，被民主黨

參議員多次打斷，遭 70 餘人高呼

抗議。

據 RealClear Politics 報 導，

三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醫生：辛德

勒（TOM SCHLUETER）、克里

斯蒂（CORPUS CHRISTI），和普

維斯（BURTON PURVIS）在排隊

等候參加聽證會時，親眼目睹了有

人花錢僱傭抗議者，到聽證會上製

造麻煩。「這真令人傷心！」克里

斯蒂說。

馬雲卸任晚會 
化身嬉皮式演唱

【看中國訊】阿里巴巴董

事長，現年 55 歲的馬雲，在

9 月 10 日所舉行的 20 週年年

會上，宣布正式卸任董事長的

職位。晚會結束後，馬雲在晚

會中的一組表演畫面曝光：他

梳著一頭過肩的辮子，穿著滿

是鉚釘的皮衣，手上戴了六枚

大戒指，拿著一把黃色吉他，

演唱了一首汪峰的歌曲〈怒放

的生命〉。

馬雲曾是一名普通英語教

師，1999 年在杭州創建了阿

里巴巴。經過 20 年，成功將

阿里巴巴打造成中國最大的電

商公司，而馬雲個人財富已

經累計達 410 億美元，名列

2019 年的中國首富。

2018 年 9 月 10 日， 馬

雲就曾對外發出公開信，宣告

將在一年後卸任阿里巴巴董事

長的消息。恰巧當時，有不少

中國私企老闆出事，包含金融

大鱷肖建華、吳小暉、葉簡明

等人先後被查，有的被判刑，

甚至被沒收財產，而他們所創

立的集團公司都被指與中共權

貴集團有不尋常的關聯。海外

有分析盛傳其與江澤民、曾慶

紅家族等勢力脫離不了關係。

山東大學官微 
深夜發信「招嫖」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山東大學因早前實施留

學生「學伴」制度而一度引發

爭議。然而，17 日其官方微博

再現「招嫖」信息，引發外界

輿論譁然。

9 月 17 日凌晨 1 時至 1
時 30 分期間，山東大學官微

接連發出多條「招嫖」信息，

語言露骨，讓人大跌眼鏡。根

據截圖顯示，山東大學官方微

博至少發布三條疑似招嫖的信

息，帖內還留有聯絡方法。

事件發生後，山東大學於

9 月 17 日 9 時 58 分緊急回應

稱，17 日凌晨山東大學官方微

博被侵，連續出現不良信息，

校方第一時間發現，緊急採取

措施。同時強調，相關信息並

非山東大學官方發布，目前已

向警方報案，有關情況正在進

一步調查中。

不過，諷刺的是，9 月 16
日，在 2019 國家網絡安全宣

傳週開幕儀式上，教育部公布

了第二批一流網絡安全學院建

設示範項目高校名單，其中山

東大學也在列。就此，《紅星

新聞》試圖聯繫相關負責人，但

電話無人接聽。

Fotolia

加州大學心理學教授、51 歲的

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去年

9 月 27 日在聯邦參議院司法委員會

的證詞，令大法官提名人身陷性侵

疑雲。

另一女子拉米瑞茲（Deborah 
Ramirez）也稱，卡瓦那在就讀耶

魯大學期間，在一次派對上酒後露

出私處導致她不小心碰到。隨後又

傳出有第 3 名女子出現。

卡瓦諾則堅決否認對任何人有

過這類攻擊行為，表示自己是抹黑

行動的受害者，這一切「完全是虛

假和無恥的」。

「我從未對任何人進行性侵

犯。」卡瓦諾表示自己高中畢業還

是處男。

川普總統在去年 9 月 26 日的

記者會上表示，指控者自己都不知

道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卡瓦諾

是個高素質的人，這是民主黨玩的

可恥騙局。「他們就是要破壞這個

人的聲譽，他們想要毀掉更多……

他們自己知道這是一個龐大的騙

局。等他們一走進密室裡，我向你

保證，他們就會對自己針對（媒體）

和公眾所做的一切很開心地大笑。」

卡瓦諾獲得川普的信任與支

持，川普說卡瓦諾「將成為我們有

史以來最偉大的法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