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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韻交響樂團（神韻官方網站）

【看中國訊】「第 18 屆拿

坡里 CAPUTO 盃世界披薩

職 人 錦 標 賽」（Campionato 
mondiale del Pizzaiuolo），日

前在披薩起源地拿坡里舉行，

臺灣隊獲得冠軍，第二名是葡

萄牙、第三名意大利。

臺灣隊由臺北李品儀、高

雄蔡松霖和新北鄭羽辰三位選

手組成。得到金牌的李品儀，

來自臺北「BANCO Pizza」，
她是在世界披薩職人錦標賽各

項比賽中，唯一拿到冠軍的女

性選手。她曾在 2017 年到日

本世界冠軍的店裡，學習製作

最正統的「外厚內濕」的拿坡

里披薩。

比賽中，臺灣選手遇到了

一些困難。

拿波里的氣溫和臺灣不

同，控制麵糰發酵的狀況是一

個挑戰。比賽用的木材窯爐跟

臺灣不同，火候的控制也是一

個難題。

李品儀表示，這次比賽臺

灣隊選手互相協助，每位選手

都是她心目中的冠軍。

「一帶一路」備受各國詬病

據美國之音報導，中方在哈薩

克斯坦能源領域有大量投資，購買

石油和天然氣。但是這些中國公司

僱傭很少的當地人，支付的工資也

比外來工人低很多。

哈薩克斯坦爆發抗議活動，

首都努爾蘇丹和哈薩克斯坦最大

城市阿拉木圖的不少市民，高舉

寫有「不要屈服於中國擴張」的標

語，走上街頭。

哈薩克斯坦民眾此番抗議始於

9 月 4 日，當時只有約 100 人在西

哈薩克斯坦的一個小工業城鎮扎納

奧津舉行集會，但抗議活動很快得

到其他民眾的響應，並迅速蔓延

至首都努爾蘇丹和最大城市阿拉木

圖。他們抗議政府興建中資工廠，

並要求禁止一項政府希望引入投資

和帶來就業的計畫。

「一帶一路」另一個沿線國家

吉爾吉斯斯坦，今年 8 月也出現

了當地牧民與中資礦業公司之間

的衝突。

據 BBC 報導，在過去幾個

月裡，吉爾吉斯斯坦民眾一直指

控中資公司的開採汙染了當地環

世界披薩錦標賽 
臺灣隊奪冠

完成數個月後發電廠就倒塌，導

致首都的大半部分地區在 1 月嚴

寒的天氣裡斷暖或斷電。

吉爾吉斯斯坦民間認為該國

的菁英被中方資金和「一帶一路」

腐蝕。

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幾年

裡，已有多個國家開始抵制北京

的「一帶一路」計畫。有外媒指，

「一帶一路」讓與北京合作的至少

13 個亞、非、歐國家深陷沉重外

債，恐引發危機。

今年 1 月，馬來西亞官方正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北

京當局高調宣傳「一帶一路」改善

沿路國家民眾的生活質量，但事實

卻恰好相反，「一帶一路」已受到

多國抵制。一些沿線國家近日甚至

出現示威，抗議中共的擴張。

境，時不時的爆炸聲讓當地人感

到恐慌，礦業生產中排放的有毒

物質更導致大量牲畜死亡。

而這只是「一帶一路」破壞吉

爾吉斯斯坦環境的冰山一角。在

此之前，吉爾吉斯斯坦已經爆發

了多場針對中方的示威。

路透社報導，吉爾吉斯斯坦

國內對華不滿情緒從比什凱克發

電廠倒塌事故後就開始升溫。總

部設於中國新疆的特變電工早前

獲得價值四億美元的合約，翻新

首都比什凱克的發電廠，但工程

式宣布，取消與北京簽署的 200
億美元東海岸鐵路計畫，理由是

費用過高。

去年 11 月，新任馬爾代夫總

統薩利赫來在宣誓就職的演說中

指責中方的投資令馬爾代夫債臺

高築，並表示國庫已遭中共「洗

劫」，國家陷入了債務危機。

同年 9 月，斯里蘭卡爆發萬

人示威活動，指責政府將赫班托

達港（Hambantota，又譯漢班托

塔港）租借給中國 99 年的行為是

賣國，要求政府下臺。

「一帶一路」受到多國抵制。（Fotolia）

【看中國訊】一名駐阿富

汗美軍特種部隊的士兵，在對

抗塔利班組織的戰鬥中受了重

傷，失去右手和右腿，情況危

急。這名傷兵被送往阿富汗巴

格拉姆空軍基地（Bagram air 
base）的醫院急救。

美軍隨後派出一架 C-17
運輸機，連飛 19 個小時，將

他送回美國德州治療。

這架飛機在飛行期間在空

中進行了兩次夜間加油，一次

在歐洲，另一次則在緬因州。

根據 C-17 運輸機組員

負責人威廉姆森（Terrance 
Williamson）說，我們完成了

這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為拯救該名傷兵的生命，美軍

竭盡所能。

這架飛機在聖安東尼奧

（San Antonio）降落，該名

傷兵被送往布魯克陸軍醫療

中心（Brooke Army Medical 
Center）治療。

美運輸機送傷兵 
連飛19小時

拿坡里披薩（ V a l e r i o 
Capello/WIKI/CC BY-SA）

的所在地雷切爾小鎮（Rachel）
聚會，度過了一個快樂的週末。

這次活動有 7 人被捕。有 3 人因

闖入「51 區」被捕。有人因違紀

或酒精問題被捕。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總是隨身帶現金，

日前有攝影師拍到他褲兜裡揣著

美鈔。總統帶現金幹啥？

據路透社報導，美國總統川

普日前在到訪加利福尼亞州山景

城後，登上「空軍一號」專機準備

離開的時侯，大風突然掀起了他

的衣角，揣在褲兜裡的面值 20 的

美元露了出來。這一幕剛好被攝

影師拍了下來。引來網民熱議。

有網民開玩笑說，川普當總

統後變窮了。想當年，他兜裡都

是放 100 美元的呢，現在只剩 20
美元了……

【看 中 國 訊】今 年 7 月，

大學生馬蒂 ‧ 羅伯茨（Matty 
Roberts）在臉書上發起「同闖

51 區」活動倡議。她之後說自

己是開玩笑，但還是有 100 多萬

人表示對此活動有興趣。

外星迷們約定：9 月 20 ～

21 日「同闖 51 區」（Storm Area 
51）。美國空軍發言人對此提出

警告，指出 51 區是軍事基地。

所幸的是，9 月 20 日，前往內華

達州沙漠地區的 UFO 愛好者只

有 2000 多人，來到 51 區大門外

的更是只有 150 人。他們在「外

星 人 節」（Alienstock Festival）

自己攜帶現金的？記者說，因為

總統的外衣被風吹起，所以攝影

師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總統褲

兜裡的鈔票。

川普解釋說，這是為了隨時

給酒店人員的小費。他在談論這

個話題時，還露出了微笑。「我

好久都沒花過了。」

他說自己不喜歡帶錢包，因

為不需要花信用卡，所以總是直

接把一大卷鈔票塞入褲兜裡，「我

喜歡給酒店留點小費，告訴你，

也許一個總統不用（親自）這樣

做（給小費），但是我習慣給酒

店（員工）留小費。」

川普隨身帶現金 用來幹甚麼？ 外星迷「同闖51區」7人被捕
川普在競選總統時曾表示，

當選後他會放棄領取 40 萬美元的

年薪，只依法拿 1 美元。此前，

川普自己也承認過，當總統「讓我

損失了很多錢。這不只是錢，這

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損失之一。」但

是他又說：「你知道，幸運的是，

我不需要錢。」

川普隨身帶現金，幹啥用的？

川普後來被記者問到這個問題，

「在您到訪山景城後，登上空軍一

號時，我們攝影師看到您褲兜裡露

出一些 20 美元的鈔票，這是用來

幹甚麼的？」

他好奇地問記者，怎麼發現

【看中國記者鍾琺綜合報

導】香港一家餐廳近期推出了以

「反送中」為主題的新菜單，包

括「5 大素球」、「催淚蛋」等

新菜，借此向「反送中」運動表

達敬意。

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

持續了 100 多天，儘管林鄭月

娥為首的港府已宣布撤回逃犯

條例修訂案，但繼續無視市民

所提出的其他 4 大訴求：成立

獨立調查委會調查警方是否濫

權、實行真正的「雙普選」、取

消對示威行動的「暴動」定性，

以及不起訴示威人士。

德國之聲中文網站日前報

導，香港馬先生經營的餐廳推

出的一道菜式名為「5 大素球」

的飯糰。「5 大素球」是「5 大

訴求」的諧音，表示支持市民

向港府提出「5 大訴求」，而且

這「5 大訴求」缺一不可。

在餐廳用餐的青年學生

Ruby Lam 表示，當他們進食

這些餐點的時候，每道菜都讓

人想起這 3 個月來香港所發生

的事情。

此外，馬先生這家餐廳還

提供「全套裝備」（Full gear）
的菜單，這裡的「全套裝備」是

指「反送中」支持者在抗議活動

中所攜帶的防毒面具與盾牌。

有人提醒馬先生不要在餐

廳業務經營中，以近期香港暴

「神韻，就是神韻，神的韻

律。」吳庭光先生是經營電子、貿

易與建築公司的跨國企業家，也是

澳洲悉尼大學建築學院前院長。為

了趕赴神韻交響樂團在屏東演藝廳

的演出，他特地從國外飛回臺灣，

他說：「要有那個福氣以及福報，

才有機會觀賞到神韻。」

吳庭光表示，這次音樂會讓

他有一種飄飄欲仙的感覺，還生出

一種很崇敬的感覺，最後一首〈康

熙大帝〉氣勢磅礡，透過悠揚起伏

的旋律，將康熙大帝一生的豐功偉

業，猶如畫卷一般呈現出來，感覺

聽到神的聲音，吳庭光說：「我覺

得那個合弦是歌頌神、讚美神，可

以說就是神曲了，那個氣勢真的了

不得，讓我聽到神的聲音，那是因

為神寫的！」

吳庭光對藝術總監創作的樂曲

發出由衷的讚歎。他說，神韻藝術

總監 D.F. 先生令人景仰。吳庭光

認為神韻猶如神譜寫的音樂，「神

的聲音，非常和諧、非常美妙，意

境非常高，高到你無法形容！」

神韻交響樂團在屏東的演出，

讓慕名入場的本地政商界菁英讚

香港餐廳出新菜單「催淚蛋」他聽到了神的聲音

【看中國訊】「我聽到了神的聲

音！」跨國企業家吳庭光觀賞神韻

交響樂團的演出後如是說。

歎不已。屏東南區扶輪社前總監鄧

錤雙表示，「神韻音樂是神賜的禮

物」，「神韻的音樂是天籟之音」。

他非常欽佩藝術總監 D.F. 先生，

「他的音樂造詣非常高深」。他非

常感謝神韻交響樂團的付出，讓他

可以從優雅的樂曲中，瞭解中華的

高深文化。

屏東縣音樂協進會理事長黃美

鈴說：「五千年文化，透過中西音

樂呈現出來，我感動得快哭了！」

黃美鈴說，她真的很佩服藝術總監

D.F 先生，「說實在的，要做這個

工作是一個大工程，不是只有一個

歷史工程，是一個文化工程，也是

對人類一個正向能量的呼喚。」

美國神韻交響樂團於 9 月 18
日開始 2019 年全球巡演，臺灣是

全球巡演的首站。神韻交響樂團

在臺灣的演出連續 3 年售票率近

百分之百。今年屏東原本沒有演

出，屏東演藝廳認為神韻交響樂

團的演出能給屏東帶來福分，所

以一再邀請神韻來屏東。

力事件來開玩笑。對此，馬先

生表示，他的餐廳所推出的「反

送中」運動菜單是表達對香港

當今的這段「歷史關鍵時刻」的

敬意。

根據臺灣中央社報導，9 月

5 日，黃之鋒在臺灣面對新聞媒

體表示，儘管林鄭月娥宣稱撤

回「送中」條例，但香港人主張

「5 大訴求，缺一不可」，因此

「反送中」運動會繼續。林鄭月

娥是一名「非常愛作秀的政治

人物」，撤回「送中」條例只是

以退為進。而且林鄭月娥之前

曾說過，對香港「反送中」運動

考慮動用緊急法。

迄今為止，香港「反送中」

運動已經有 1200 人被捕，超過

100 人遭起訴。

國際特赦組織日前發布的

實地調查報告指出，被捕抗議

民眾在被拘留期間，受到警方

的酷刑以及虐待。現在香港不

是秋後算帳，而是已開始對香

港人進行清算。

「51區」附近的雷切爾小鎮，

被稱為世界UFO之都。
（Fotolia）

C-17運輸機（Aldo Bidini/
WIKI/CC BY-SA）

香港警察（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