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洽詢專線：212-730-6963 投稿與反饋：kzglife@kanzhongguo.com   

看社會A6 www.kanzhongguo.com公元2019年11月15日—11月21日  第716期

（公有領域）

【看 中 國 訊】近 日， 英

國 8 歲的本 ‧ 黑德格（Ben 
Hedger）因為救了母親，獲

「英國驕傲獎」，得到「勇氣

之子」獎盃。

2018 年 12 月， 黑 德 格

28 歲的母親勞倫 ‧ 史密斯

（Lauren Smith），駕車載著

黑德格回家，車子在高速公路

上疾駛時，母親突然失去了知

覺。這時母親的腳還踩在油門

上，車子失控，開始狂飆。

黑德格臨危不懼，伸出

一隻手臂艱難地把住方向盤，

打開汽車的雙閃燈，此時車速

已達 90 英里。幸好有 2 名司

機注意到了這輛車，他們跟上

來與黑德格的車保持平行，透

過車窗看到昏迷的女駕駛員，

看到操控方向盤的是一個小男

孩。一名司機急忙喊話，讓男

孩把車開到前面不遠處路邊的

草地。黑德格的車連續橫跨兩

條車道，開到路邊的草地上，

最終停了下來。

中國偷渡客乘小船入美

據海外媒體報導，11 月 1 日

深夜，一艘小船在聖克里門（San 
Clemente）南方的聖馬刁岬（San 
Mateo Point）搶灘登陸，小船上

一共有 13 人，其中包括一些墨西

哥偷渡客，以及 5 男 1 女共 6 名

中國偷渡者。

這 13 個人在小船剛一靠近岸

邊時，就迅速下船，涉水跑到岸

上，並向附近的居民區跑去。然

而這艘小船早已被美國移民與海

關 執 法 局（U.S.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盯上。

ICE 官員通過夜視監視器觀察到了

一切。等所有偷渡者都跑進社區，

邊境巡警就立即抓人。不過還是有

4 個人跑掉了。

在被逮捕的 9 名偷渡客中，有

3 人來自墨西哥，包括船長，另外

5 男 1 女來自中國大陸。他們全都

被帶到海關邊境保護局，等待下一

步處置。中國人利用小船偷渡美國

的事件去年也曾發生過。

2018 年 2 月 3 日上午，11 名

中國人乘小船偷渡美國，因船隻引

擎出現問題被沖上佛州海灘，被

ICE 拘捕。

據美國媒體報導，2018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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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歲兒英勇救母 
獲「英國驕傲獎」

到甚麼意外了？於是他馬上報警。

執法人員抵達後，發現船裡有

幾個裝滿東西的袋子，還有第二個

引擎。Clark 表示，通常船裡不會

有第二個引擎，除非這些人打算駕

船行駛很遠的距離。

邊界巡邏隊表示，他們搜尋幾

個小時後，先是在 A1A 公路發現

有 4 男 3 女在徒步走，到了下午 5
時左右，又在海灘附近的樹叢找到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美國

聯邦海關邊境保護局（CBP）日前
表示，13名偷渡者乘一艘墨西哥小
船，在加州橙縣搶灘登陸時被捕，

其中有6名是中國人。

月 3 日早上 6 時 45 分左右，美國

佛州居民 Guy Clark 遠遠看到，

在沃茲湖碼頭（Lake Worth Pier）
以南一英里處有影子。他擔心有人

發生意外，於是迅速跑上前查看，

結果發現是一艘25英尺長的船艇。

Clark 還聞到濃烈的汽油味，

發現船艇的汽油外漏，還看到很多

救生衣被扔在海灘上，這樣的情景

讓他更加擔心，船上的人是不是遇

其他人，共計找到 11 名中國人，

年齡多為 20 多歲。

警方表示，這些人都不會說

英語，除了被海水打濕、身上全是

沙以外，身體並沒有受傷。當局表

示，這些人從巴哈馬群島乘船偷渡

美國，因為船隻引擎出現問題而被

沖上海灘。美國警方沒有對這些偷

渡客提出刑事指控，但表示會將其

全部遣返回中國。

加州海灘（Adobe Stock）

【看中國訊】非洲津巴布韋

哈拉雷市（Harare）15 歲的女

孩 譚 雅（Tanya Muzinda），
是一名職業越野摩托車手。她

樂於助人，已經資助過 45 個

窮孩子了。

在父親的影響下，譚雅

愛騎越野摩托車，才 15 歲的

她已參加過許多國內外比賽。

2017 年她出席英國 HL 賽車兒

童錦標賽，獲得第三名。她說

這是她最難忘的比賽。

2018 年，譚雅被非洲聯

盟體育理事會評選為「年度青

年女運動員」。

譚雅家境很普通，但她樂

於助人。她把參加越野摩托車

比賽獲得的獎金，全部用來資

助窮苦孩童，讓他們能吃飽穿

暖，能去上學。她已經幫助過

45 個窮孩子了。她的目標是

幫助 500 個貧困兒童。

15歲女賽車手  
資助45窮苦兒童

（公有領域）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持外國護照的華裔去辦理中國簽

證，會是怎樣一種體驗？「申請

表格超級複雜」，德國華人歸伶

昌幫一個德國籍華裔（華人第二

代）辦中國簽證後，忍不住抱怨。

歸伶昌寫了篇短文，述說了

辦中國簽證的經歷。歸伶昌在文

章中提到，記得自己當年辦申根

簽證，填寫申請表格的時間不超

過 1 小時；申請北馬其頓的簽

證，填表格也就花了大概 20 分

鐘左右。沒想到這次填這個中國

簽證申請表，作為一個中國人、

中文是母語的他，竟然花了 2、
3 天才填完。

為甚麼？因為表格有很多莫

名其妙的東西要確認，耽擱了他

很多時間。

他舉例，表格裡面有類似這

樣的問題：1、乘坐航班？歸伶

昌認為這個問題好像還算正常；

2、航班到達的城市？好吧，這

個問題也勉強算正常啦；3、航

班到達城市的區？……歸伶昌覺

得這個問題有點過了，「這種問

題有甚麼意義啊？」

據媒體報導，馬雲 11 月 8 日

在烏克蘭基輔國際經濟論壇上表

示，如果再給他一次機會，他會盡

量不把公司做這麼大。阿里增長太

快了，他曾想停一停，但發現根本

停不下來。

馬雲說：「當我還是個小人物

時，有想過要是成了大老闆，我抽

抽雪茄，看看電影，做生意就是這

麼簡單。但現在公司確實變大了，

我卻更忙了，需要處理更多的問

題。根本沒時間去享受人生、感受

快樂。」其實，馬雲在公共場合表

明自己後悔創建阿里巴巴已不是

第一次。

2016 年 6 月，馬雲在第二十

屆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被

主持人問「人生最大的錯誤是甚

麼？」時，他說：「我人生中最大

的錯誤是創立了阿里巴巴，我沒料

到這會改變我的一生。」他稱如果

外國人辦中國簽證 超複雜馬雲後悔創辦阿里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日

前，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在海外公

開談自己後悔創辦阿里巴巴。

有來生，不會再做這樣的生意，

「我希望有機會到世界上任意一個

國家，平靜度日。我不想談論生

意，我不想工作。」馬雲的這番

話，不禁讓人聯想，阿里巴巴在中

國及全球的名氣如日中天之際，馬

雲選擇「急流勇退」，這背後是否

存在著多種無奈的因素？

2019 年 9 月 10 日，馬雲在

55 歲生日當天宣布卸任阿里巴巴

集團職務，他當時說，不當阿里巴

巴董事長「不等於我退休，我是不

會停下來的，阿里巴巴只是我很多

夢想中的一個而已。」馬雲在會上

說，他不是「心血來潮，更不是迫

於壓力」。但外界質疑在當前「國

進民退」，私企老闆頻頻出事的多

事之秋，馬雲提前卸任的內幕並不

簡單。

《阿里巴巴：馬雲的商業帝國》

的作者鄧肯 ‧ 克拉克（Duncan 
Clark）曾對美國《紐約時報》表示：

「不管他願不願意，他都是中國私

營經濟健康與否和所能達到高度的

一個象徵。不管他樂不樂意，他的

退休都將被解讀為不滿或擔憂。」

再看「教育背景」那一欄。

歸伶昌表示，他記得那一欄問的

是大學及以上學歷的資料，但工

作人員說：「高中也要寫！高中

就寫高中在哪兒讀的。」

文章發表後，引來很多跟

帖。網民 @verfechten 寫道，這

個是 2019 年以來的新規定。我

填了一次，也差點崩潰掉。還有

網上要上傳照片，無論我怎麼上

傳，網頁都是拒絕，不是尺寸不

對，就是背景色彩不對。

德國有媒體說，因為這難填

的申請表，去中國旅遊的人數將

大幅下降。德國憲法局警告去中

國的政治家及企業家，因為在申

請表內申請人要寫明過去的 5 個

工作單位、職務、上司的名字和

聯繫電話，還要註明稅後收入。

2019 年 5 月，開發商決定

放棄原來的計畫，想出一個不

同的方案——保留 Charlie 的房

子，在他家的周圍建造 178 棟和

他家風格類似的房子，打造一個

新的小區。

Charlie 對開發商的決定非

常滿意，他說：我贏了。我的

根扎在這裡，所以我無論如何

也不會離開。我迫不及待地想

看到這個特殊的新小區。未來

幾年我的房子周圍可能都是建

築工地，但我並不在意。

【看中國訊】由美國著名導

演 史 蒂 芬 ‧ 索 德 柏（Steven 
Soderbergh）執導的好萊塢大片

《洗鈔事務所》，根據《金錢密界》

（Secrecy World）一書改編。這部

火爆全球的影片因涉及中國的敏感

話題在大陸被禁播。

海外媒體報導，《洗鈔事務所》

揭示了世界各國權貴財閥、政治人

物通過洗錢，刻意在海外隱藏資

產等內幕。資深影星梅麗‧史翠

普（Meryl Streep，梅姨）在影片

中飾演女主角。影片在「第五個秘

密：殺人」中，描述了 2012 年，

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夫人谷開

來因謀殺外國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被捕，薄熙來被抓捕

等在中國發生的真實事件，並曝光

了法輪功修煉者遭迫害，被活摘器

官的真相。

【看中國訊】英國伯肯黑德

68 歲的老漢 Charlie Wright，
堅持 18 年不動遷。今年開發商

終於做了令老漢滿意的決定，

保留他的房屋，在他家周圍建

造相似的房子，打造新住宅區。

2001 年，一個地產開發商

打算在 Charlie Wright 所居住的

那一片地區，拆除舊房子，建造

新的住宅區。鄰居都搬走了，開

發商多次找 Charlie 協商，開出

優惠條件，但 Charlie 卻不願搬

家。他的房子已有近 70 年的歷

史了，他懷念過去在這裡發生的

一切，他和兄弟姐妹們都在這兒

出生，長大成人，這棟房子留下

了很多美好的記憶。

18 年過去了，Charlie 一直

一個人住在這裡，沒有人能說服

他搬家，開發商也沒能實施原來

的規劃。

影片中出現了薄谷開來與

英國商人尼爾 ‧ 海伍德（Neil 
Heywood）的畫面。他們在重慶

一間酒店客房裡談秘密生意。鏡頭

轉向一群身穿黃色衣服，在一個中

式庭院裡煉功的法輪功修煉者。王

立軍和警察來到現場，開始綁架法

輪功修煉者。隨後法輪功修煉者的

器官被醫護人員摘除：切開胸腔摘

除心臟，並用刀切割眼角膜，器官

被放進醫用箱裡。

鏡頭再度回到那間酒店客房

裡。薄谷開來給海伍德遞上一杯

酒，為確保薄谷開來與薄熙來的非

法勾當不被曝光，薄谷開來要求

海伍德與妻子離婚，被海伍德一

口拒絕，海伍德認為薄谷開來「瘋

了」。於是，薄谷開來用酒毒死海

伍德。薄谷開來趕到北京人民大會

堂，打算與剛在臺上發言的薄熙來

逃往法國，卻被警方當場逮捕。

《洗鈔事務所》今年 9 月在北

美首映。該影片集合了好萊塢的

大咖明星，除了梅麗 ‧ 史翠普

之外，美國演員大衛 ‧ 史威默

（David Schwimmer）、西班牙演

員安東尼奧‧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和英國演員蓋瑞‧歐

德曼（Gary Oldman）等巨星都參

與了該片的演出。

這部奧斯卡大片 涉敏感話題 他18年不動遷 打動開發商

房子（示意圖）（公有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