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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獨立記者黃雪琴（自由亞

洲電臺）

【看中國訊】英國女王伊

麗莎白二世總是衣著高雅得

體。常年替她服務的助理凱利

（Angela Kelly），在 10 月 29
日發售的新書中，寫出了女王

衣櫥內的小秘密，以及許多知

名事件的幕後花絮。

中央社報導，從 2002 年

起擔任女王助理的凱利，在

《硬幣的另一面：女王，服裝

師與衣櫥》（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The Queen，The 
Dresser and the Wardrobe）
一書中，道出了女王穿衣，穿

鞋的習慣。凱利還揭示了一些

知名事件的幕後花絮，如女王

在 2012 年倫敦奧運開幕時曾

經出場。凱利說，女王思考了

5 分鐘，就答應了此事。在奧

運開幕影片中，女王在丹尼爾

克雷格（Daniel Craig）飾演

的 007 情報員陪同下離開白金

漢宮，並攀上直升機，最後跳

傘從天而降。

彭斯演講強調堅守價值

對川普政府來說，美中關係

是一個關鍵問題。美國《外交政

策》（Foreign policy）日前刊文，

列出了彭斯演講的 5 大要點。

1.香港與貿易談判
華盛頓認為：將香港問題與

貿易談判聯繫起來，可能成為促

使北京達成協議的另一個原因，

同時也抑制了北京在香港進行其

他鎮壓行動。

彭斯在演講中進一步表達了

他對香港抗議運動的支持。他說：

「幾百萬美國人在為你們祈禱並且

敬仰你們。」

彭斯以香港這個曾經的漁村為

例，說明中國其他地區如果擁抱自

由可能走向繁榮。

2.北京對美國的文化戰爭
最近幾週的一系列例子說明

北京試圖用金錢和市場誘惑美國公

司，輸出中共的言論審查。

彭斯表示說：「中國最近還試

圖利用美國公司的貪婪，出口其政

權的標誌——審查。北京試圖影響

公眾輿論，脅迫美國企業。太多美

國的跨國企業向中國金錢和市場的

誘惑叩頭，他們不僅不批評中國共

產黨政府，也不積極表達美國的價

值觀。」

（Adobe Stock）

英女王助理出書 
揭女王衣櫥秘密

中國共產黨一直在與全世界「大幅

脫鉤」。

4.知識產權盜竊未停止
彭斯表示：「美國企業每年因

盜竊知識產權而繼續蒙受的損失

達數千億美元。」

現在，北京似乎在竊取公司

機密的黑客活動上少了一些，而

是使用了一些老式的技巧，例如

在公司內部招募間諜，並瞄準感

興趣的技術對該公司進行收購。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 /綜合報
導】10月2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
（Mike Pence）再次就美中關係
發表演講，強調對價值的堅守。

3.誰在「脫鉤」
彭斯在演講中說：「人們有時

會問川普政府是否尋求與中國『脫

鉤』。對此的回答是『不』。美

國尋求與中國接觸以及中國與外部

世界的接觸，接觸的方式要符合公

平、相互尊重和國際商務規則。」

彭斯還提到，北京今天所做的

一切，包括：網絡防火牆，對香港

自治的不信任，或壓迫民眾的信仰

等等，這些都表明，數十年來，是

5.對美國進行政治滲透
川普曾表示，要求北京調查前

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的

兒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
在中國的商業活動。彭斯明確指出

北京試圖將川普掀下總統寶座，他

說：「北京的經濟和戰略行為和影

響美國公眾輿論的企圖，印證了我

一年前所說的話，中國希望美國有

個不同的總統，這是川普總統的領

導正在發揮效力的終極證明。」

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加拿大超

隱 生 技 公 司（Hyperstealth 
Biotechnology）的產品「量子

隱 形」（Quantum Stealth） 材

料，能讓實體「消失不見」。

該產品已經申請了專利。

該公司說，這項產品不用

電源，像紙一樣輕薄。在一定

的距離與視角之下，可以將戰

車、戰機、軍艦和部隊隱藏起

來，還能躲過夜視鏡及雷達偵

測。該公司執行長克芮麥（Guy 
Cramer）說，此種隱形材料可

以讓軍隊在白天進行突襲，能

讓軍隊避開不必要的戰鬥。

【看中國訊】山東省棗莊市

一名 67 歲田姓婦人，日前在

棗莊市婦幼保健院剖腹產下一

名 2560 克重的健康女嬰，成

為大陸最高齡產婦。她稱她是

自然受孕。她的丈夫說，這個

女嬰是上天的恩賜，因此為孩

子取名「天賜」。田姓婦人已

有一子一女，兒子是 1977 年

出生的。

有網民懷疑田姓婦人是

「自然受孕」，但一名為她剖

腹接生的劉姓醫生說，他們

發現她的卵巢沒有萎縮，就

像 40 歲女性的卵巢，這也許

能說明她是自然受孕。

山東67歲婦人  
自然受孕生女

量子隱形材料  
讓物體消失遁形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長期關注中國女權的中國獨

立記者黃雪琴，在今年 6 月參加

香港反送中遊行、撰寫報導後，

遭廣州警察「深夜查訪」，波及

雙親受驚；近日，黃雪琴友人披

露，她自 10 月 17 日起已失聯，

疑在廣州被公安以「尋釁滋事

罪」遭刑事拘留。

關注中國人權議題的「南方

傻瓜關注群」在臉書（Facebook）
發文說，黃雪琴原定 9 月入學香

港大學攻讀法律系研究所，主修

人權法，但她因 8 月底遭廣州警

方傳喚、沒收護照，未能入學；

目前她與親友失去聯繫，疑被關

押在廣州市公安局白雲區看守所。

近日，黃雪琴一位好友萬淼

焱律師，已從成都飛往廣州「出

差」，疑是處理此事，她的其他

友人也曾聯絡萬律師，但萬律

師沒有正面回應。今年 6 月 10
日，黃雪琴在「Matters」發表文

章，詳述自己 6 月 9 日參加「香

港反送中遊行」的經歷，她在文

章開頭說：「帶著要去發聲、參

與、見證並記錄歷史的心態，我

也加入了遊行的隊伍。」

黃雪琴在文中提及，「在我

30 歲的人生裡，情緒如過山車

般如此起伏也是第一次：前半夜

為香港人的美好而感動，後半夜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27 日下午

4 點，約 700 多名反修例的示威人

士在九龍東觀塘的海濱公園，參加

了「紙鶴追悼會」，以折紙鶴的方

式，悼念警暴受害者，希望他們得

到安息。儘管警方多次否認這些受

害者是因受警暴而「被自殺」，但

民間不少人不相信警察的說法，

他們堅信不義之事不能永久埋

藏，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大會先為懷疑因警暴而死的抗

爭者默哀，然後參加者折疊紙鶴，

希望超渡亡靈，願死者得到安息。

追悼會組織者「蝦餃」在臺上說，

目前懷疑「被自殺」的警暴受害者

有增無減，儘管警方一再否認，但

抗爭者堅持理念，要追悼下去，讓

國際社會持續關注，拒絕遺忘。

他說：我們想透過這個活動去

讓外界更多人知道，究竟香港發生

何事。為甚麼這麼多人用他們的寶

貴生命去換取香港人的未來？香港

是一個很正義、很和平、很自由的

社會。但是我們受極權與不好的政

治操縱著。我們希望有一天，香港

報導反送中 廣州記者被拘港人折紙鶴悼亡靈
【看中國訊】四個多月以來，香港

出現多起懷疑「被自殺」事件。10
月27日，700多名港人舉辦追悼活
動，折紙鶴悼念受害者。

會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地方，希望大

家關注這事。

在眾多的懷疑「被自殺」事件

中，15 歲少女陳彥霖受到持續關

注。陳彥霖生前就讀於青年學院，

於 9 月 22 日被發現全身赤裸浮屍

於海面，警方稱死因無可疑，並迅

速火化了陳彥霖的遺體。但部分民

眾仍然認為，她的死因與曾經參與

反修例運動有關，可能在被捕後在

警署內受警察侵犯而死亡。

六天後，香港無線電視新聞

播放了獨家採訪視頻，一名自稱是

陳彥霖母親的何女士堅稱女兒是自

殺，其死與反修例運動無關。她懇

請媒體不要再揣測死因，放過她們

一家人，讓女兒安息。

參與這次活動的梁小姐表示，

包括陳彥霖在內，她仍然懷疑眾多

的示威者是被自殺。她說，今天前

來參加活動，就是要使運動參與者

知道，他們背後是有強大後盾的。

為港府的無恥而氣憤。政府的忍

受性越來越差，當局的包容度越

來越低，警察的粗暴度越來越

高，香港像被撕裂成了兩半，越

來越像中國大陸的現狀。」

之後，她也在文中補充：

「我不斷地在微信朋友圈發遊行

現場的圖片和視頻，發現無一人

點讚，原來已經被審查。」

根據「南方傻瓜關注群」

稱，黃雪琴在發文隔天的 6 月 11
日，曾在社交平臺發帖稱，「因

為寫了這篇文章，廣州的警察們

今天深夜找到家裡，家人又被騷

擾，父母驚恐萬分。」黃雪琴曾

任大陸《新快報》、《南都週刊》

調查記者，關注官員貪汙、企業

汙染與弱勢群體等議題。

茶飲料的風行，也推動了茶

味零食的發展，如抹茶餅乾、抹

茶蛋糕、抹茶冰淇淋等進入了零

食界。抹茶發源於日本，是指碾

磨成微粉狀的綠茶。

【看中國訊】簽證（Visa）是一

個國家或地區的行政機關，在非本

國或本地區的公民所持的護照或其

他旅行證件上的簽注、蓋印、附文

（如另紙簽證），以示允許其出入

本國國境（或者經過其國境前往第

三國）的手續。

以下是有關簽證的知識：

落地簽證（On-arrival Visa）
是指申請人無需在出發前獲得目的

國的簽證，而是在抵達該國時再當

場辦理簽證。

申請人需提供有效護照、證

【看中國訊】隨著喝茶之風的

流行，加上在日本的喝茶體驗，

日本茶越來越受各國人士歡迎。

許多來日本旅遊的外國觀光客，

到處尋找日本茶或相關產品，並

將抹茶製品作為特產帶回國。

日本茶現在成為新寵，和健

康及文化上的因素有關。日本人

品賞綠茶有許多文化和藝術上的

講究。如日本的茶道，將烹茶飲

茶視為一種生活藝術和禮儀，以

及修身的方式。這幾年，不少華

人也愛上日本茶，用日本陶器茶

瓶來泡日本茶。

件照、簽證申請表、住宿證明、離

境機票等材料，並瞭解簽證政策詳

情，以免耽誤行程甚至被拒絕。

過境簽證（Transit Visa）是

用於中轉回國或前往第三國，此種

簽證需要檢查下一航班的機票。過

境簽證的有效期與停留期規定。通

常允許持證人停留 72 小時至 7 天

以內不等，有些會允許城市旅遊。

有的國家規定，旅客通過其國境

時，停留不超過 24 小時或一定期

限的，免辦過境簽證（一般都不能

出國際機場）。

另紙簽證通常都是獨自發放的

專用紙，入境時邊檢機關會將戳章

蓋到此專用紙上而非蓋到護照上，

另紙簽證必須和護照同時使用。

免簽證是指無需辦理該目的地

國家的簽證，持有護照即可停留特

定日期。

申 根 簽 證（Schengen Visa）
指根據歐洲申根協議而簽發的簽

證。這項協議由於在盧森堡的「申

根」簽署而得名。一旦獲得某個申

根國家的簽證，即可在簽證有效期

內前往所有申根國家旅行。

不同簽證有何區別？您知道嗎？ 日本茶正在世界各地風行

（公有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