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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新聞

◆捷克在紀念「絲絨革命」

推翻共黨統治 30 週年之際，

約有 25 萬捷克人民 18 日湧入

布拉格市中心，紀念「絲絨革

命」，並要求億萬富豪總理巴

比斯為貪汙指控及身為共產黨

特務的過去辭職。巴比斯 19 日

對過去身為共產黨員表示後悔，

但他否認貪汙指控。斯洛伐克自

由派總統查普托娃則讚揚共產

時代異議人士為民主所做犧牲，

稱讚他們「為自由而奮鬥，為我

們贏得自由」。她並警告：「民

主是機會，而非成功保證。」

◆白俄羅斯立法選舉結果

11月18日出爐，根據官方計票，

反對陣營和前一屆議會選舉成

果相比，更加慘淡，本次竟無

一人進入 110 人組成的議會。

反對派譴責當局因大規模腐敗

造成如此結果，根據反對派自

身組織的觀察，選舉當天下午

出現了超過 600 次的違規選舉

操作。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有著「歐洲最後的獨裁者」的稱

號。他在蘇聯解體之後領導白

俄羅斯長達 25 年，自從他上任

以來，沒有任何一屆選舉不受

到國際觀察人士的質疑。白俄

羅斯政治學家諷刺道：「白俄羅

斯在偽造選舉方面的制度，已

經日趨完美。」

◆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因捷

運票價調高所引發全國性衝突

事件愈演越烈，18 日再次出現

警民大混戰的景象，截至目前，

因警方執法過當，已造成 26人

死亡、2 千多人受傷。總統皮涅

拉雖在 17 日譴責警方執法過

當、濫權，並提出如修定新憲法

的過程一定會讓公民參與、提

高最低基本薪資，以及將退休

金增加兩成多等改革方案。

澳洲學者研究發現  器官移植數據造假
【看中國記者憶文、萬厚德綜合

報導】澳洲國立大學博士羅伯森

（Matthew Robertson）所領導
的一項研究顯示，強迫摘取國民

器官在大陸依然存在並被掩蓋。

11月14日，相關的研究報告發表在
BMC Medical Ethics雜誌上。報
告指出，北京所提供的自願性捐

贈器官的數據與數學二次函數方程

式高度吻合，極有可能「資料造

假」，是「系統地偽造和操縱官方

器官移植數據集」。

隨著強摘器官細節暴露而日

益加劇的國際呼聲，北京方面也

不斷拿出相關的數據與論述，以

解釋器官來源的合理性。然而，

今年 6 月，在倫敦的獨立人民法

庭展示了包括法輪功人士和維吾

爾族穆斯林在內的中國囚犯被「強

迫摘取器官」的證據。法庭的最

終判決得出結論：「這種強迫器官

的採集在整個中國已經進行了多

年，（並且）法庭沒有證據表明，

與中國移植業有關的重要基礎設

施已經拆除。」

而 BMC 的這份最新研究報

告，也對中共政府所提供的器官

來源說明表示質疑，揭露了中共

估計的移植數量與其官方統計數

據之間的實質性差異。

北京之前聲稱，它們從 2010
年就開始改革，採用新的自願捐獻

的制度，完全取締了強迫從死刑

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但是

BMC 的報告分析後得出結論：事

實並非如此，中共官方「是在人為

地編造器官移植捐贈數據」。它

們所謂相關改革，實際上是繼續

強摘器官的「面具」。換句話說，

強摘器官的罪惡幾乎沒有改變。

這項研究是由澳洲國立大

學 的 博 士 生 羅 伯 森（Matthew 
Robertson）所領導，研究人員發

現，蒐集的器官數量的趨勢非常接

近數學方程式，「太整齊了，不可

能是真的」。研究指出，這些數據

似乎不是來自真實捐贈的數據，而

是由套用公式所生成的資料，違背

了統計學中的差異性，「難以想像

僅憑著偶然的機率就得到結果，

意圖欺騙的可能性機率較高」。

換句話說，中共官方報告內容是

源於電子試算表格，而不是來自

任何種類的實地分析和真實數據。

報告的數據分析來源，包括

中國器官移植應答系統（COTRS）
和中國紅十字會 2010 年至 2018
年間，自願捐贈器官的資料。

英國皇家統計學會前主席斯

皮格哈特（David Spiegelhalter）
審查了該篇醫學倫理學研究報

告，對於移植器官數量與二次函

數的密切一致性表示：「我想不出

任何理由，以描述這個數據是自

然而然產生的……正如我們得出

的結論，我們相信，對我們所有

觀察結果的唯一合理的解釋是，

這三個數據集是從中國醫療機構

的中央層級製造和操縱的。」

終止中國移植虐待的國際聯

盟（ETAC）蘇西 ‧ 休斯（Susie 
Hughes）表示，該報告揭露了

中共所謂移植「改革」的謊言和

欺騙。中國器官移植應對系統

（COTRS）的數據似乎是精心偽

造、掩蓋的一部分，掩蓋政府為

了摘取器官，在中國大規模殺害

無辜人民的事實。

該篇論文同時認為，中國的器

官移植產業不透明，來源往往難以

追蹤。儘管中國已改革了器官移植

體系，並非像過去幾年完全以囚犯

作為基礎，卻淪落成繼續維持「掩

蓋被迫器官捐贈」的工具——「自

願器捐、受到高額獎金驅使而自

願器捐，及非自願器捐者，這三

者都被列在同一個類別」。

研究指出，在中共承諾改革

器官移植體系後，已獲准進入世

界衛生組織的器官移植工作組，

中國的外科醫生也經常參與醫

療會議、在國際期刊發表研究成

果。然而，歡迎中國器官移植體

系進入國際醫學界是基於信任，

但根據研究發現，這種信任已經

被侵犯，建議國際醫療相關組織

可以重新評估其立場。

伊朗高油價引民怨  軍警鎮壓
在軍警殘暴的實彈鎮壓下    已造成200餘人死亡    政府斷網封鎖消息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伊朗當局因無預警調高油價50%
到300%不等，爆發了一場愈演愈
烈、蔓延93座城市的警民示威衝
突。一週下來，在軍警殘暴的實彈

鎮壓下，已造成200餘人死亡；而
當局唯恐信息擴散，自15日起採取
近乎全面性的斷網措施，但卻無法

完全禁絕信息的傳播。

漲幅高達3倍 引發民怨
原本就已陷入困頓的伊朗經

濟，在美國恢復制裁後更形嚴峻，

據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伊

朗今年通膨率或飆至 36%， GDP
將大減 9.5%。民不聊生的經濟慘

狀，讓當局希望透過調漲油價，為

國家福利計畫籌措資金，並在 14
日以無預警的方式將油價調高，

漲幅高達 50% 到 300%，就此引

爆民眾怒火。雖說調高後油價仍

屬世界最低油價之列，但許多伊

朗人認為，在經濟狀況不斷惡化

之際，這將給他們增加更多經濟

負擔。伊朗當局辯稱，這項調漲

可籌得6千萬伊朗人的福利津貼。

因此被點燃的怒火迅速波

及 93 個城鎮。對伊朗生活水準

下降、國家腐敗，以及貧富差距

日益擴大原本就相當憤怒的年輕

人和工人們，焚燒了高級官員的

照片，並呼籲統治者下臺；德黑

蘭大學的抗議者高喊口號，稱伊

朗把石油財富浪費在參與地區衝

突的伊斯蘭民兵組織上。安全部

隊與示威者之間就此發生衝突，

而當局為了快速鎮壓這波龐大的

示威活動，竟還派出狙擊手從屋

頂向示威人群開槍，甚至是從直

升機上掃射殺戮平民。美國之音

報導指出，經該公司波斯語組核

實，其實各城鎮所發起的許多反

政府抗議活動原都是平和的。

武力鎮壓 全國封網
國際特赦組織指出，目前已

有逾千人遭到逮捕，死亡人數高

達 200 餘人，不過由於伊朗當局

已管制網絡數日，難以證實確切

的死亡人數。特赦組織轉述目擊

者表示，伊朗安全部隊正移走路

上、醫院裡的死者及傷者，並且

拒絕將遺體交給受害者的家屬。

由於擔心信息擴散導致全國

動亂，伊朗在 16 日晚間，關閉了

全國的互聯網服務。位於倫敦的互

聯網觀察組織 NetBlocks 的主管

阿爾普．托克（Alp Toker），18日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基本

上是一次近乎完全的斷網。雖仍有

一些通向國外的互聯網線路，但目

前這些線路通道技術性要求很高，

所以對大多數人來說，繞過這些

措施是不究竟的。」托克表示，一

些精通技術的伊朗人也許能夠（翻

牆）通過固定線路或寬頻連接上

網，而不是通過移動設備。

斷網對伊朗當局雖然短期內

可能有好處，但長期代價要高得

多。托克說：「網際網路是人們民

主表達觀點的一個渠道，如果他

們做不到這一點，這些抗議活動

就有可能變得更加暴力。」

網封加劇經濟損害

雖說這是伊朗有史以來最

大規模的斷網行動，但事實上

這並非是全面性的斷網，因為

受限於網路基礎設施架構與政府

官員仍然需要連網運作。根據 
NetBlocks 的統計，伊朗大概花

了 24 小時，才成功阻斷該國的網

絡連線，流量則保持在伊朗傳統

流量的 5 至 7 % 間。

此外，從現實面來看，伊朗的

斷網措施是無法持續的，包括：股

票、貨幣、期貨等，太多的經濟發

展與網絡發展脫不了關聯，要完全

斷網很可能會造成難以彌補的傷

害。托克對此表示：「我們也看到

了經濟上的傷害，伊朗發達的信

息和通訊技術產業遭受了數千萬

美元的損失。人們會開始失去他

們的生意，因為他們依賴網絡。」

寡頭政治的俄羅斯就曾經研究過

全面斷網，但以失敗告終，原因

就是很難在不造成經濟傷害的情

況下，達到「防火長城」的效果。

聯合國此前也已明確將「政

府主導關閉互聯網」與「網絡審查

制度」視為侵犯人權，但並未受

到那些在政治上寡頭壟斷的國家

的重視，俄羅斯甚在聯合國上要

求開放政府全面控制網絡，但遭

美國等一些國家的反對。

伊朗司法部門雖宣稱暴動已

漸平息，但透過翻牆流出的影片

信息顯示，仍有多個城市的暴動

仍持續著。伊朗最強大的軍事分

支伊斯蘭革命衛隊說，他們將對

任何繼續破壞和平與安全的做

法，採取「果斷」行動。伊朗最高

領袖哈米尼更以「暴徒」譴責那群

屬於自己子民的示威者。

白宮在 17日猛烈抨擊伊朗。

白宮的聲明說：「德黑蘭狂熱地追

求核武器和導彈計畫，支持恐怖主

義，把一個自豪的國家變成了另一

個警示性的故事，講述了當統治階

級拋棄人民，開始為個人權力和財

富進行長期鬥爭時會發生甚麼。」

因油價調高的示威活動，在當局武力鎮壓下，造成一場擴及伊朗各地的衝突事件。圖為17日德黑蘭一處受害的

加油站。(AFP)

川普遭到彈劾 或因被執行雙重標準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美國保

守派網絡雜誌《聯邦黨人》（The 
Federalist）近日刊登一篇評論文
章指，既然公開承認曾對烏克蘭利

益交換的喬．拜登沒有被彈劾，川

普也不應該被彈劾。

文章質疑民主黨用比對待拜

登更高的標準，來對待川普，還

說，美國人不傻，川普將在 2020
連任總統。

文章說，在烏克蘭爭議事件

中，若存在「利益交換」，則要

看看這種交換是否符合美國的公

共利益，還是只符合川普總統的

「私人利益」，即試圖推翻喬．拜

登的候選人資格，還是兩者的結

合。文章說，外人永遠無法確切

知道兩黨的動機，但是民主黨進

行彈劾調查的理由，顯然很薄弱。

簡而言之，如果拜登在公開

場合承認自己曾對烏克蘭進行利

益交換後，仍可繼續擔任副總

統，那麼道理上川普也應該可

以，至少在 2020 年大選之前。至

於民意如何？到選舉時，投票箱

中的選票自有分曉。

美國向國外發送援助，當然

是希望外國政府實施某些法律、

商業和社會行為。文章提出一個

重點，就烏克蘭事件而言，放在

桌面上的唯一問題是，與烏克蘭

進行的「利益交換」的根本動機是

處於私人利益，還是公共利益？

當時任美國副總統的拜登在

電視節目上公開宣稱，他曾扣留

給烏克蘭的援助，直到調查其兒

子天然氣公司的檢察官被撤職。

文章問道：「此舉到底是為了他家

庭的私人利益，還是美國的公共

利益行事？」

奧巴馬政府對烏克蘭檢察官

懷有合理的關注，這並非不可想

像。問題是，拜登個人是否從解

僱烏克蘭檢察官中直接受益，還

是讓美國政府和人民受益？

視頻清楚證明，拜登將美國

的援助與解僱調查他兒子公司的

檢察官兩件事聯繫在一起。這樣

做對美國有何利益？

文章質疑說，當拜登得到個

人利益的證據比川普的還要強

時，彈劾川普總統，卻沒有彈劾

拜登，這是否合理？特別是拜登

也在競選總統，這說明民主黨用

雙重標準對待川普總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