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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在西哈努克港市中心興

建高樓（美國之音）

【看中國訊】現年 34 歲

的肯尼亞人基普喬格（Eliud 
Kipchoge），日前在奧地利維

也納，用 1 小時 59 分 40 秒跑

完馬拉松全程 42.195 公里，

創造了馬拉松的最佳紀錄。

基普喬格是著名的長跑運

動員，獲獎無數。他能吃苦耐

勞，一直過著極簡的生活。他

說：「如果你控制不了你的思

想，注定要做慾望的奴隸，成

功來源於選擇」。

迄今為止，他已在 12 場

正式馬拉松賽中，贏得了 11
個世界冠軍。如今他又突破 2
小時大關，成為傳奇。

在此次賽前新聞發布會

上，他說：「當我跑 2 小時 03
分時，人們說這就是我的極

限。……這次我挑戰，是為了

創造歷史，更是為了改變人們

的認識。」他說：「我不知道

極限在哪裡，但是我會一直跑

下去。」

NBA風波 北京急速降溫
球迷熱情支持 NBA 球賽。北

京官方也突然轉變了態度，不再譴

責 NBA。一些被挑動而抵制 NBA
的大陸民眾，頓時陷入尷尬。

近日火箭隊總管莫雷（Daryl 
Morey）的「挺自由、撐香港」言

論，加上NBA的總裁肖華（Adam 
Silver）力挺言論自由的舉動，引

發北京官方極度不滿。隨後中國的

NBA 贊助商紛紛撤銷贊助，更有

不少人揚言要抵制 NBA。然而幾

天後，北京官方和官方媒體突然轉

換口風，特別是 11 日，官方和境

內網絡社群都沒有對 NBA 進行新

一輪攻擊，有關新聞被急速降溫，

騰訊也悄悄恢復 NBA 直播。

10 月 12 日，NBA 洛杉磯湖

人隊和布魯克林籃網隊在深圳比

賽，全場爆滿。比賽結束時，深圳

體育館內的球迷紛紛興奮地拍攝錄

影，並伸手想與 NBA 球員握手留

念。而深圳警方不但檢查球迷的背

包，還沒收抗議 NBA 的標語。

中央社報導，12 日晚間舉行

的 NBA 深圳季前賽，有民眾攜帶

大型橫幅及 3000 張抗議 NBA 標

語前往現場，試圖在場內外表達對

NBA 的不滿，但遭到警方全數沒

悉尼（公有領域）

2小時跑馬拉松 
他是史上第一人

應，有損北京當局在全球體育界的

形象，甚至會讓更多知名運動員及

其粉絲關注香港反送中抗議，進而

同情香港，同時恐怕提升各國在

2022年抵制北京冬季奧運的風險。

也有觀察家認為，北京大概是

意識到對 NBA 如此猛攻，可能會

引起美國公眾和輿論的強烈反感和

反彈，因此得不償失。

外界留意到，中共外交部發言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雖然NBA事件在中國大陸餘波蕩
漾，但其在上海、深圳的季前賽仍

全場爆滿。

收；而製作 3000 張標語的「飯圈

女孩」更被深圳警方帶走約談。

相關消息傳到海外後，有網民

指出，「中共在封鎖香港反送中的

消息。這事要是讓中國人都知道，

香港發生反送中的大規模抗議，

搞不好中國各地都會仿效香港。」

針對北京官方淡化 NBA 事件，有

中國官員向《紐約時報》透露，中

方在 NBA 爭議中的政治化過激反

人耿爽 8 日表示，與中方開展交流

與合作，不瞭解中國民意是行不通

的。不過，當耿爽在 11日的例行記

者會上，被媒體問到北京當局是否

會要求出席 2022 年北京冬奧的外

國運動員、教練與隊伍，遵守中共

的特定政治要求？耿爽避重就輕的

說，願在相互尊重前提上，互動交

流，隻字未提是否會要求外籍參賽

者奉行特定政治立場。

深圳NBA球賽結束後，興奮的球迷紛紛伸手想與NBA球員握手。（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澳洲政府將

為海外人士提供偏遠地區技術

工作簽證（491 類），與偏遠

地區雇主擔保移民簽證（494
類）。澳洲移民部將於 11 月

16 日開始接受申請，每年將

發放 2.3 萬個名額。

此類簽證的持有者在偏遠

地區工作和生活 3 年，就能獲

得永久居留權。

491 簽證受到許多技術移

民的青睞。 491 簽證的有效期

為 5 年，年配額為 1.4 萬名。

下面是 491 簽證的一些要求。

申請 491 簽證的年齡上

限為 45 歲；偏遠地區主要是

指大城市如大悉尼、布里斯

班、墨爾本和珀斯等地區以外

的區域；簽證持有者可以從一

個偏遠地區搬到另一個偏遠地

區；5 年簽證期內至少要工作

3 年；必須工作 3 年以上才能

申請永久居留權；技術工作的

年薪不低於 53900 澳元。有

興趣者可在澳洲移民官方網站

查詢詳細資料。

澳洲新工作簽證 
下月接受申請

著名長跑運動員基普喬格

（Getty Images）

獨立」，只有不到 5% 的人希望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或

是「盡快統一」。

對於這份調查結果，中央社

引述臺北市議員邱威傑的話說，

受訪者一方面不否定中國在血緣

和文化上對臺灣的影響，另一方

面也認同臺灣作為一個獨立國家

的事實。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德國某聯邦州憲法保衛局的一份內

部分析報告指出，今年 5 月起，中

國簽證申請有了新規定，新申請表

多了很多必填項目。

據德國之聲中文網報導，《焦

點》雜誌獲得的一份德國某聯邦州

憲法保衛局的內部分析報告指出，

今年 5 月，中國簽證申請新規公

告，為中共情報機關開了方便之

門。而前往中國的德國遊客和商務

差旅人士，恐面臨中共情報機關的

竊聽威脅。

報導稱，德國之聲記者前往

中國簽證申請網站查看相關申請表

格，發現新的表格與以往的相比，

【看中國訊】臺灣公共電視

臺近日對當地高中和職業學校

學生進行身分認同調查。結果

顯示，近八成學生認為自己是

「臺灣人」。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公視

委託了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

心，在 6 月到 7 月間對臺灣高中

職學生進行調查，收回了 2000
多份問卷。

數據顯示，78.7% 的受訪

者認為自己是「臺灣人」，只有

不到 1% 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

人」，認為自己「兩者都是」的

人占了兩成。當被問及他們對兩

岸關係的看法時，超過四成受

訪者希望「維持現狀，以後走向

申請中國簽證需填詳細信息 臺灣八成學生自認「臺灣人」

增加了不少要填寫的內容，如：職

業信息、教育經歷、特殊技能、出

國經歷等等。

新表格要求填寫申請人完整的

職業經歷、企業的聯繫方式，還要

求提供直屬上司的姓名與聯繫信息；

除此之外，新表格還需要申請人填

寫教育經歷、語言技能、兵役、出

國經歷，甚至是否掌握爆破、核工

程等特殊技能、是否參加慈善組

織、是否有精神病史等。

相比之下，中國公民如果申請

德國簽發的申根區短期簽證，並不

需要填寫如此詳細的信息。

《焦點》雜誌說，德國憲法保衛

機關在內部文件中指出，中國簽證

【看中國訊】最近幾年，

很多中國人到柬埔寨淘金。柬

埔寨的港口城市西哈努克港

（Sihanoukville）湧入了大量中國

人，儼然成了一座中國城市。

美國之音報導，以已故柬埔

寨老國王的名字命名的西哈努克

港，是柬西南部西哈努克省的一

個港口城市，也是這個國家唯一

的深水港。

這裡曾經因為擁有漂亮的原

始沙灘、廉價美食以及令人放鬆

的環境而深受西方遊客的青睞。

但是如今，中國的開發商已經把

西哈努克港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建

築工地。

走在西港的大街上，你彷彿

置身於一個中國城市，因為到處

都是中文、中國店鋪、中國人興

建的高樓、賭場以及到賭場賭博

的中國人。

據 西 港 市 長 艾 索 倫（Y 
Sokleng）說，目前這個城市裡

的中國人大約有八萬，與當地柬

埔寨人數差不多。

西哈努克省的警察局長春吶

倫（Chuon Narin）今年 7 月接

受《曼谷郵報》（Bangkok Post）
採訪時說，這個城市幾乎 90%
的生意都是中國人在經營。

全省近 200 家酒店和賓館

中的 150 家是中國人開的，他們

今年以來，畢福劍頻頻出現在

各大活動中，而且還以漫畫家的身

分出現在泰國。隨後有網民指出，

畢福劍確實也曾多次展示自己的漫

畫作品，畫得也是相當不錯。

此外，畢福劍曾給不少人題

過字，他的書法受到不少粉絲的追

捧。有網民爆料，今年 2 月，畢

福劍在一家寺廟裡揮毫潑墨給人題

字。曾參加《星光大道》而獲年度總

冠軍的楊帆晒出過一張畢福劍題字

的場景。有網民表示：「許久未見

的畢老爺，書法是越來越好了。」

今年 6 月 12 日，有大陸娛樂

節目披露，一名網民貼出一組畢

福劍的近照，並聲稱他已於加拿

大復出主持節目了。畢福劍在照

片中穿著西裝，手拿著麥克風站

在舞臺上主持節目。

據瞭解，畢福劍以評委的身分

和 94 版《三國演義》關羽的扮演者

陸樹銘、旭日陽剛音樂組合的王旭

一同參加了當地華人的選秀節目。

西哈努克港儼然成中國城畢福劍的清閒生活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日

前，有網民晒出了一段和畢福劍打

檯球的視頻，看起來畢福劍身體不

錯。離開央視已4年多的畢福劍，
儘管復出無望，但休閒生活也不乏

多姿多彩。

當日畢福劍對選手的點評依然風趣

幽默，引得現場觀眾一片笑聲，氣

氛尤為輕鬆。而且在主持人應邀

下，老畢上場與現場的一位華人歌

手共同演唱了《春天裡》，畢福劍

一開嗓更是將現場氣氛帶向高潮，

得到不少現場觀眾的誇讚。

現年 60 歲的畢福劍，曾經於

央視主持過《星光大道》、《夢想劇

場》及《五一七天樂》等節目，其主

持的節目不僅深受粉絲們喜愛，也

捧紅了不少草根歌手，如今這些歌

手也經常邀請他一起赴各地演出，

感恩他當年在舞臺上的幫助。

2015 年 4 月，畢福劍在一場

飯局上唱戲調侃毛澤東，視頻被曝

光後，畢福劍受到毛左派圍攻，被

迫辭職離開了央視，如今已經 4 年

多了。畢福劍失去工作後，曾有不

少媒體爆料其現狀。去年年末，長

春國貿引述消息稱，目前畢福劍每

天都很清閒，與朋友相聚，參加

體育運動，偶爾也會從事些幕後

工作。去年還有消息說他在大連開

了一個餐廳，生意火爆因此生計不

愁，但也有人稱那個餐廳其實是他

侄子開的。

大陸搜狐 2018 年 2 月 21 日

報導，畢福劍離開央視後不久就加

盟了王利芬的優米網，出任首席內

容體驗官。

還開了 41 家卡拉 OK 歌舞廳、

46 家按摩院以及近 400 家中餐

館。

吳哥酒吧和餐館（Angkor 
Bar）的老闆凱弗‧比芝（Khiev 
Pich）說：「中國人來了之後，

這裡的一切都變了。當地的生意

全都沒了，中國人接管了這裡的

生意。」

中國人在西哈努克港大規模

的投資與開發，在創造就業的同

時，也給這個城市帶來了很多方

面的問題。

非政府組織「自然母親」

（Mother Nature Cambodia）
的研究員廷達塔（Thin Tatha）
對美國之音說：「我們目前看

到的問題是排水系統的問題，

水無法流入大海；第二個方面

的問題是城市裡越來越多的垃

圾；第三是道路（因大量的建

築工程）被完全摧毀，城市很

混亂。」

臺灣日月潭（公有領域）

申請者必須填寫的個人敏感信息，

有助於中共情報機關對潛在的竊聽

對象入境做更好的準備。報導中指

出：中共近年來在公共場合設置了

全面的監視設施，這進一步方便了

監控。入境者一旦被事先選中，他

只要一入境，就會立刻受到情報機

關的全面不間斷監控，其紙質材

料、智能手機、電腦中的數字信息

遭到偵查「幾乎無法避免」。

憲法保衛局建議，如果要前

往中國，攜帶的敏感信息越少越

好，「最好只帶一部全新的一次性

手機，而非存有敏感信息的智能手

機」。另外，所攜帶的筆記本電腦

也不應該含有重要的公司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