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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森‧唐納文（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根據英國顧

問 公 司「Henley&Partners 
Citizens」日前公布 2019 年全

世界最好用護照排名，日本

與新加坡連續 2 季以免簽 190
國並列第一。最糟護照是阿富

汗，其免簽國僅 25 個。

韓國和芬蘭有 188 個免

簽國，並列第二；丹麥、意大

利及盧森堡緊隨在後，他們有

187 個免簽國；美國以 184 個

免簽國，位居第 6 名。

美媒：美國人終於驚醒了

多年來，美國領導人一直在非

洲和亞洲的絲綢之路新帝國主義問

題上，以及北京打壓宗教少數群體

和政治異見人士，嚴重侵犯人權的

問題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美國

人曾天真的認為，美國對中國的貿

易和人權問題讓步越多，中共就越

會西方化，並開始轉型成類似於美

國或歐盟的政治體制。北京則將此

看成是美國的軟弱而加以利用。西

方更愚蠢的想法曾是，中共採用了

一些資本主義經濟改革政策，將最

終導致中國成為立憲政府。但事實

是，中國人擁有了購買新手機的能

力，卻無法讓自己擁有投票權。

中國廉價的勞動力使數千家

美國公司關閉美國本土的工廠並遷

往中國。起初，美國公司可自由支

付不合標準的工資。一旦美國企業

迷上了鉅額利潤，北京當局就開始

慢慢竊取其技術，侵犯版權和專

利，以超低價將自己的商品傾銷到

世界市場上，從而累積鉅額貿易順

差，並操縱其貨幣。美國大學也通

過在中國建立有利可圖的校園並招

收大量中國學生來賺錢。這些中國

（公有領域）

世界最強護照 
日本新加坡第一

耶魯大學等。結果許多人都從中獲

利，所有人都故意對北京當局的殘

酷統治和獨裁視而不見。不過，北

京的一系列舉動使美國人「驚醒」

了。他們看見，中國過度開發並有

計畫地開始將南中國海的中立島嶼

軍事化。他們還蔑視國際商業條約。

北京當局以種族主義的方式

對待亞洲和非洲國家，就好像它們

是 19 世紀的殖民地一樣。北京毫

【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據美國媒

體Real Clear Politics報導，美國
黨派間的分歧令美國人很難就一個

問題達成一致。然而在2019年，在
對中共的問題上，一時間幾乎所有

美國人都「驚醒」了。

學生支付的全額學費，將美國資金

短缺的校園變成了盈利的學校。忽

然間，美國知識和信息階層可以在

一個新的全球市場上出售他們的商

品，令他們獲利豐厚。

美國的獲利者主要是美國的

兩個沿海地區：東岸的紐約金融

業、華盛頓政治遊說團，西岸的硅

谷高科技公司以及沿海大型研究型

大學，如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和

不猶豫地從美國最大、最有實力的

公司那裡竊取了技術，把中國變

成類似於喬治‧奧威爾在其著作

《1984》中描述的警察國家。同時，

北京當局開始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

圍捕，在香港展開鎮壓，並在新疆

拘留營中「重新教育」數百萬穆斯

林。中共不僅威脅著美國，而且威

脅著世界。幸運的是，美國人終於

被喚醒了。

2017年11月，川普總統在訪問北京時演講。（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緣分」真的

很奇妙！日本神奈川縣一名男

子日前在 Twitter 分享了自己

的故事。不久前，他與一家便

利商店的一位女店員相遇，兩

人一見鍾情，開始交往。有一

天兩人談到兒時故事，竟然發

現他們從小就曾相識，而且還

是幼兒園的同學。

後來兩人在一堆舊照片

中，翻出一張當年的幼兒園畢

業照，發現兩人就坐在一起。

男子不由得感嘆，一切冥冥之

中自有安排，這一切都是天意

啊！讀了這個故事的網民，紛

紛祝福這對愛侶。

【看中國訊】在好市多

Costco 購物，結完帳之後，在

你走出店門前，店員要檢查你

的收據，再畫上一筆。Costco
為甚麼要這麼做？

MSN 生 活 頻 道 報 導，

Costco 這麼做是為了顧客的

權益。在出口處送顧客的店員

會大略地點一點推車中的商品

「數量」。他們是要看一看，

你推車中的商品是否被重複計

算了。比方說一盒巧克力的條

碼，是否被重複刷了兩次；或

是優惠的商品是否真的用優惠

價計算。據 CBS 報導，查收

據是 Costco 的權利，這項條

款就寫在會員規章裡。

Costco查收據 
為啥要這麼做？

他和她一見鍾情 
發現兒時曾相識

日本護照（Fotolia）

料，研發出一種「魚皮塑料」，

取名為「Marinatex」。

魚皮塑料看起來與塑料類

似，可以替代一次性塑料，製作

保鮮膜、塑料袋，衛生紙包裝等

等。魚皮塑料在低於 100 華氏度

的溫度生產，僅需 4 到 6 週的時

間就能進行生物分解。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美國諷刺卡通《南方公園》（South 
Park），最新劇集觸及中共新聞管

制、器官活摘及退黨等敏感內容，

在中國大陸被下架。

《南方公園》由美國人特雷．

帕克和馬特．斯通創立，1997 年

首播，是以諷刺時政著稱的美國

黑色幽默卡通片。 10 月 2 日，第

23 季第 2 集《中國樂隊》(Band in 
China) 播放內容涉及多個中共視為

敏感的話題，包括公安虐待犯人、

活摘器官、媒體審查、大閱兵、民

眾被迫歌頌中共、香港反送中抗爭

等。而 Band in China（樂隊在中

國）又跟 Banned in China（在中

【看中國訊】塑料廢棄物

對海洋和生態環境的汙染日益

嚴重，已危及人類健康。英國

女大學生露西 ‧ 休斯（Lucy 
Hughes），研發出一種能完全分

解的生物塑料「Marinatex」，可

取代傳統塑料。

《designweek》報導，23 歲

的露西‧休斯是英國薩塞克斯

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的

畢業生。她說，傳統塑料難以分

解，大多數的產品卻用上不到一

天就被丟棄，實在不合理。一次

露西在一家漁業公司看到大量生

物垃圾，萌發了重新利用生物垃

圾的想法。經過長時間的嘗試，

露西以魚皮、鱗片和紅藻等為原

《南方公園》道歉反諷大獲好評 英國女子發明可分解塑料

國被禁）同音，諷刺意味明顯。目

前該劇集的全部 23 季已經在大陸

清空，網絡討論區也遭關閉。

北京時間 10 月 8 日，《南方公

園》（South Park）通過社交媒體推

特發表「來自 Trey Parker 與 Matt 

美國動畫片《南方公園》（公有

領域）

【看中國記者蘇菲編譯/綜合報
導】出生在澳洲墨爾本，但在英

國走紅的51歲昔日男歌星傑森‧
唐納文（Jason Donovan），近
日再次登上新聞版面，成了救火

英雄。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9
月下旬的一天，傑森‧唐納文

半夜醒來，突然看到街對面的鄰

居家失火，他很著急，不顧自己

當時只穿著一條內褲，拿起兩個

微型滅火器，鞋都來不及穿，就

衝到鄰居家。傑森‧唐納文使

勁按門鈴，把 40 多歲的屋主吵

醒。在消防員到達之前，傑森‧

唐納文已經幫忙把火撲滅，事件

中沒人受傷。報導稱，起火的房

子價值約 2100 萬英鎊。消防人

員檢查後表示，可能是電線短路

引起的火警。

鄰居稱傑森‧唐納文是一

個超級英雄，是世界上最好的鄰

居。傑森‧唐納文並不覺得自

己是英雄。他說在危急情況下，

相信很多人也會這樣做。之後他

還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文，開玩

笑說：「……這件事說明，睡覺

時穿上睡衣是很必要的，更重要

的是，家裡必須有滅火器。」

報導稱，其實這並不是傑

森‧唐納文第一次見義勇為。

今年 5 月，他在小區附近跑步

《寒冬》雜誌報導，張女士

前不久赴美旅遊，期間見了幾位

親友。回國當天，她就被國安局

「請」去談話。令她驚訝的是，她

發現自己在美國旅遊期間居然被跟

蹤監視，自己見了甚麼人國安局都

知道。

「瞭解我在美國有一些朋友、

熟人後，他們還問我願不願意為國

家安全做點工作。」張女士心有餘

悸地說。

《寒冬》雜誌的報導說，所有

定居或合法居住在國外 5 年以上的

中國公民、加入外國國籍的中國人

及其外籍後裔、回國定居的華僑、

港澳臺居民、公派或自費赴國外留

學人員的情況，北京當局都會通過

他們在國內的親屬進行調查，上述

海外人員在國內的直系三代親屬和

其他主要親屬的情況也要調查。

為甚麼要調查？美國國會授

權的中美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於 2018 年

8 月 24 日發表的一份報告〈中共海

男歌星半夜幫鄰居家救火中共建僑情資料庫
【看中國訊】大陸各地正在調查僑

情，並建立資料庫，所有海外華

僑、華裔、留學生及其國內親屬，

都是調查對象。

外統戰工作：背景及對美國的啟

示〉（China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稱，中共統

戰部招募僑民，在他們居住的國家

充當宣傳特工和間諜。還通過他們

騷擾那些為躲避迫害而逃離中國的

人權捍衛者、宗教難民以及其他批

評中共政策的人。

招募華僑有時會涉及到脅迫和

恐嚇，中共常常威脅壓制華僑在中

國的親屬——僑眷，以此迫使華僑

做間諜。

《寒冬》雜誌稱，此次僑情調查

項目很多。包括海外人員的工作單

位、職務職稱、專業學歷、聯繫方

式（電話、郵箱）、出國時間等。

此外，填表人（也就是海外人員的

國內親屬）本人以及主要家庭成

員、重要社會關係也在調查範圍內。

留學生一直是中共統戰工作

的主要對象。

此次僑情調查中，留學人員

無論是已經歸國的，還是尚在海

外的都在調查範圍內。

類似手段已經被利用來打擊境

外的宗教團體。《寒冬》曾報導，

中共很早就開始全面蒐集有關法輪

功修煉者、全能神教會基督徒和其

他海外宗教團體成員的信息，以建

立完整的資料庫。

時，突然看到一名女子因為身體

不適倒在地上，他趕緊跑過去，

在撥打 999 報警電話後，一直守

在那名女子身旁，直到救護人員

到達。而且，在救護人員瞭解女

子基本情況時，傑森‧唐納文

一直握著她的手，給她鼓勵與支

持。在女子被送上救護車前的一

刻，女子認出這位熱心幫忙的男

子，原來就是昔日走紅的男偶像

傑森‧唐納文。

資料顯示，傑森‧唐納文

2000 年升格當父親，但一度因為

吸毒而賠上事業和健康，不過，

多年後他浪子回頭，洗心革面重

回演藝圈。

塑料瓶（公有領域）

Stone 向中國的「正式道歉」，聲

明中說：「跟 NBA 一樣，我們非常

歡迎中國式和諧深入我們的家園與

心中。我們一樣愛錢更勝愛自由與

民主。」「本週三晚間 10 時，請準

時收看我們的第 300 集動畫。中國

共產黨萬歲！祝您今秋高粱豐收！

我們這樣算和好了嗎？中國（共

產黨）」。數小時後，又附上了第

300 集的預告。短短 1 天時間，這

份假道歉真諷刺的聲明，就獲 9.2
萬名網民按讚、6200 多條留言、

2.3萬人轉貼分享。有網民看過《南

方公園》的「道歉」後表示，覺得

南方有骨氣；也有網民笑說：「人

們必須領會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