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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頂級網紅嘲諷言論審查 美公開與臺外交會晤行程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導】

全球最紅 YouTuber，PewDiePie 幾

天前發布視頻，因涉及香港抗爭以

及相關的 NBA、動視暴雪、卡通

《南方公園》（South Park）等中共敏

感議題，被中共當局全面封殺。五

天後再度發片諷刺中共的言論審查。 
PewDiePie 最新上傳的影片題

為「Pewdiepie Is BANNED in China 
」中，針對中共的言論審查進行了更

辛辣的冷嘲熱諷。 
他的新節目中說，「好吧各

位，我們做到了！我被中國禁了，

沒錯……現在如果在中國大陸網站

上搜尋任何與 PewDiePie 有關的

Reddit 文章或 YouTube 視頻，都是

一片空白。」 
PewDiePie 說， 他 的 粉 絲 們

告訴他，與中國大陸相關的盜版

YouTube、盜版 Google 或其他網

站，都已經找不到他的名字了。 
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數月，

世界各地都有公眾人物發表支持香

港示威的言論，因涉及中共敏感議

題，接連被中共封殺。 
PewDiePie 在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上傳標題為「Hong Kong vs Joker 
Ends Fortnite」的影片中，批評了

NBA、暴雪、《南方公園》等敏感議

題，並嗆聲中共是「像是推特上禁

不起批評的傢伙一樣，將批評它的

人全部封殺」時，「中國貼吧」上的

不少粉絲立即驚呼「完蛋了」，「本

吧封鎖倒數計時」。 
果然最讓粉絲們擔心的事還是

發生了，PewDiePie 被中共全面封

殺，中國貼吧很快將其資料刪除一

空。BililBili 網站目前已經無法搜尋

到與 PewDiePie有關的影片。 
PewDiePie本人對「被封殺」毫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院在 21日的高層活動預

告中，罕見地公開美國國務院東

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史迪

威（David Stilwell）與臺灣外交

部政務次長徐斯儉的會晤行程。 
據中央社，當被問及這是否

是美方首度公開美國官方與臺灣

外交部次長的會晤行程？徐斯儉

表示，「不是很確定」，他表示，

雙方討論時間雖然不長，但十分

有效率。 
美國國務院一名發言人 21

日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仍致

力於遵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三個聯合公報以及《臺灣關係法》

所規定的責任。」 
這名發言人也說，美國的一

中政策和《臺灣關係法》在這數十

年來「幫助確保臺灣海峽兩岸和

加國遊行  支援香港守護自由

【看中國記者王維中採訪報導】

持續四個月的反送中運動，23 日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立法會大會正

式宣布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與

此同時傳出北京正考慮撤換香港特

首林鄭月娥。

港人經過四個月的抗爭，超過

二千人被捕的形況下，五大訴求之

一的撤回送中惡法，在星期三（23
日）立法會大會上，保安局局長李

家超動議恢復二讀《逃犯條例》修

訂，並宣布撤回修例，有關動議不

容辯論，亦毋須表決。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提出

《逃犯條例》修例並在 4 月 3 日在

立法會進行首讀，6 月 12 日恢復

二讀。由於公眾對條例草案意見

分歧社會出現矛盾，政府經過研

究及檢討決定暫緩修例工作：「現

在為了更清楚明確表明特區政府就

修例工作的立場，我根據立法會議

事規則第 64（2）正式宣布撤回條

例草案。」

民主黨議員許智峯就要求李

家超會否就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社

會撕裂，向公眾道歉及問責下臺，

李家超不肯回應。之後，有議員在

座位上高叫口號，公民黨郭家麒則

被主席梁君彥逐出會議廳，會議一

度暫停。

被驅逐趕離場的郭家麒批評

修例風波令香港撕裂，不計其數的

年輕人受傷、被捕。李家超必須向

公眾和立法會解釋。他強調，即使

李家超今次的質詢，但特首林鄭月

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及李家超都

要承擔責任，盡快問責下臺，否則

公眾「不會放過他們」。

另 外， 英 國《金 融 時 報》

（Financial Times）在 22 日引述消

息人士的話。指由於反送中示威運

動遲遲未解決，北京政府正在考慮

撤換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該消息人士表示，北京希望等

待香港局勢穩定後，才做出是否撤

換林鄭月娥的最終決定。因為不希

望被視為是向示威者的行為讓步。

又說，如獲習近平拍板，2020 年 3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導】10月
19日，港加聯在加拿大多倫多市政
廣場舉行「抗極權、守護自由」集

會遊行活動，旨在反對香港《禁蒙

面法》，反中共滲透干擾，反暴力

以及守護加拿大價值、推動支援香

港立法。

送中條例被撤回 林鄭或下臺 

港加聯主席：
把港人的聲音帶到國會

港加聯主席馮玉蘭對《看中

國》表示，希望通過本次活動，能

進一步表達加拿大社區對香港目前

正在進行的各種活動的繼續支持：

「因為香港那邊在宣布了緊急

蒙面法之後，有大量組織者被逮

捕。而且還有大量不明屍體出現在

海面，甚至墜樓。現在香港的社會

運動不單只是針對警察暴力。還要

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五大訴求

也都是針對中共極權暴政進行的抗

爭。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特區政

府已經成為一個傀儡政府。」

馮玉蘭還提出，中共的極權

之手已經伸到了加拿大，今年加拿

大聯邦選舉，到處可以看到它的影

子。 
馮玉蘭強調，中共的銳實力對

西方社會是非常大的遺害及威脅，

加拿大政府和人民應該敢於對中

共說「不」，不能再像以前那麼軟

弱。她呼籲每一個關心香港的加拿

大人一定要去投票，把港人的聲音

帶到國會。

無法止住滲透 
臺立委推境外法

【看中國訊】近年來，世

界各國皆面臨境外勢力滲透，

臺灣則為重災區，為保護民主

憲政秩序，22 日在立法院內舉

行「境外影響力透明法、敵對

勢力代理人揭露法」公聽會。

民進黨籍立委尤美女認為

現行法規因標準太過嚴苛，所

以無法處罰到想要滲透、統戰

臺灣的有心人士，覺得應該要

再立「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

來保護臺灣的民主。 
尤美女首先對現行有防止

滲透的法規做了簡單的概述，

包括《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政治獻金法》、《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以及《總統副總統選

舉罷免法》和《遊說法》。

但尤美女表示，有這麼多

的法條，但卻沒有一個人因為

上例的規範而被處罰，原因在

於主管機關的解釋過於嚴苛。 
中共對臺灣的滲透手法非常細

緻，現有法律難以繩之以法。

北京爆非法拆遷 
3000戶主抗議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北京市昌平區近日爆發

非法拆遷爭議，數千家庭來到

當地鎮政府，要求政府解釋他

們合法購買的房子，為何被

誣指為「違章建築」，甚至將

他們驅離這片土地；但當地

公安為防止事態擴大，已全

面封殺消息」。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北京

市昌平區崔村鎮香堂文化新村

3000 多名業主上週五（18 日）

圍堵當地政府，抗議當局將該

村村民購入的房屋認定「違章

建築」，勒令近期拆遷並拒絕

做出相應補償。

據網傳視頻顯示，有現

場受害者出示 20 年前由當局

核發，包含村、鄉、區三級政

府及國土局蓋章的協議，證明

其房舍在購入時獲得國家批准

一切合法，批評鄉政府「說推

翻就推翻，只給受害者 3 天時

間，接下來就動工強拆」。

中國民主黨主席：
香港人創造奇蹟

在本次集會上，多倫多中國

民主黨主席余厚強表示，香港問題

基本上就是中共的問題，「中共就

是一個以專制極權壓榨自己的國

民，用低人權去創造財富的這樣一

個政體，它是很落後的，是中國人的

悲哀。」

「香港這件事情來講，香港人

做的很成功，在歷史上，這是一個

奇蹟，是一個很成功的反抗運動，香

不在意，但他還是向中國大陸的觀

眾「道歉」，並在推特上發文說，他

的名字「Pewdiepie」早就在 2016年

遭上海的一婚紗品牌註冊。因此，

他很「遺憾」地表示：「因為它這樣

搞（指中共封殺），這家店大概也完

蛋了，大家再也買不到 Pewdiepie婚
紗了，嗚嗚嗚。」 

Pewdiepie還調侃，「中共小粉

紅」為了到推特上來罵他，還得辛苦

地先「翻牆」。他在推特上貼出一

個VPN翻牆軟件的促銷網址，並提

醒說：「希望中國的網民試試這個，

輸入促銷碼 Pewdiepie，便可以免費

體驗自由空氣一個月。來吧，看看

我的影片，想想你們國家的中共政

府到底在幹甚麼！」 
據 報 導， 瑞 典 籍 的 網 紅

PewDiePie，訂閱人數超過 1 億，是

首位「 紅鑽石作者獎 」得主。

區域的安全與穩定，讓美方能夠

尋求與中國的建設性關係，同時

也維護了與臺灣的非官方關係。」 
徐斯儉說美國對臺灣邦交表

示支持，美臺雙方討論了「未來

雙方在這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合作

的可能性」。美方也期望臺灣明

年大選順利進行，不受外國干預。 
徐斯儉說，史迪威比較重視

臺灣與邦交國的關係。「他不希

望中國以奪取臺灣的邦交國的方

式，或其他政治操作來影響臺海

的穩定。」 
他坦言，美方近來對臺灣區

域邦交國問題表現更積極。

徐斯儉此行主要目的是為了

感謝美國政府和國會對臺灣在國

際社會上的支持，也對美國 F-16 
戰鬥機、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戰

坦克等對臺軍售上， 表示感謝。

港人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全世界的

人都在支持他們。我相信，他們只要

堅持，全世界會有更多的人去關注他

們，他們就會有贏的機會。」

中國的民意是假民意

談及目前中國大陸各界人士

紛紛在微博跟風表態「愛國」，並

支持香港警察的現象，余厚強分析

說，其實這是一種假象，中國的民

意是一個假民意。

「這次 NBA 事件大家都看得很

清楚，它的民意和人的選擇是不一

樣的，他們的表達很多時候是為

了生活，我完全理解，我同情他們

的。NBA 球星詹姆斯，就是很好

的一個例子。在此之前他的聲望很

高的，他是一個人權鬥士，是民間

與權威抗爭的一個典範。我覺得兩

幅漫畫很形象地描述了他，一幅畫

的是他單腿跪美國國旗；而另外一

幅是他雙腿跪習近平，習近平抓了

一大堆美元，他跪在那裡，而且留

著眼淚。這就是一個集權社會對西

月兩會舉行期間新特首就會接任，

但新特首做完今屆政府餘下任期至

2022 年後，不一定會再出任下一

屆特首。

報導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前金

管局總裁陳德霖，以及全國政協常

委、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是可能

接任的人選。又說，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以及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

思，則被認為太接近現有的管治

團隊。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對

有關報導感到表示震驚，他指出有

關安排嚴重違反《基本法》的補選規

定。因為，一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辭

職，《基本法》第 53 條列明 :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短期不能履行職務

時，由政務司長、財政司長、律政

司長依次臨時代理其職務。並應

在六個月內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的

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官。

他質疑報導中的消息人士蓄意

忽略補選憲制安排，是不想出現行

政長官補選。

方文化的影響。極權對這樣的人

都會有這樣的影響，更何況我們一

般的老百姓和平民呢？」

余厚強指出，當今中國人你不

要看他們說甚麼，而是要看他們

做甚麼，「那麼多人逃離中國，中

國那麼多的富豪、既得利益階層、

中產階層，甚至整個中央委員會

的高層管理人員，他們把他們的小

孩子放在哪？他們把錢放在甚麼地

方？他們已經做出選擇了。他們用

另一種語言去說，只是為了得到利

益而已。」

西方社會開始做出選擇

余厚強表示，現在讓人們覺得

欣慰的是，全世界已經開始慢慢意

識到中共的極權統治，並開始做出

選擇，「西方社會慢慢地一層層的

做出選擇，從政界到知識界，其實

他們的知識界已經做出選擇了，政

界也開始做選擇了。商界也有一部

分人做出選擇了，但還有一部分人

被綁在了中國。」

余厚強說：「香港人是了不起

的，他們迫使西方關注這件事，去

做出選擇。西方的政府特別是民

間，已經開始意識到了，如果你要

留意 NBA 這件事，留意他們在網

絡媒體上的討論，你會發現大家都

認識到這個問題了。」

「另一個很強的信號就是，美

國眾議院全票通過了《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少

見的，這已經是很強的一個信號

了，世界變了！」

港加聯「抗極權、守護自由」集會遊行活動。（看中國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