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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運輸安全

局（TSA）是一個對機場乘客

進行安全篩查的機構。TSA 工

作人員有一個可疑行為清單，

通過觀察識別有安全風險者。

TSA表示，他們旨在識別

表現「高度壓力、恐懼或欺騙」

的人。如果乘客的行為被 TSA
識別為反常，就會被請到一邊

問話。

海外媒體報導，TSA 認

為的反常小動作是，連連打哈

欠；喬裝打扮——戴奇怪的假

髮與眼鏡；隨身攜帶奇異物

品；遲到、慌亂，快趕不上飛

機；眼睛發直、失神發呆；一

直低著頭，盯著地板；不斷地

整理衣衫、梳理頭髮；不斷地

清嗓子咳嗽；身穿反季的不適

當服裝；不停的抱怨安檢，發

牢騷；男士鬍鬚刮得太乾淨，

且這塊皮膚很白——可能是剛

剛刮掉「恐怖分子大鬍子」。

有人建議，在機場要注意

自己的言行舉止，有些習慣性

的小動作，也許會帶來麻煩。

「酷鳥」VPN推出兩天被禁

據美國之音報導，福建一家

科技有限公司上週推出一款名為

「酷鳥」的瀏覽器，稱是獲得當局

同意的合法商用 VPN。服務對象

主要是跨境從業人員，還稱可以登

陸很多境外知名網站如 Google、
Facebook、Twitter 等。但是兩天

後，瀏覽器的官方網站已無法登

陸，網上關於如何下載及獲得邀請

碼的討論也全被刪除，幾乎所有關

於瀏覽器的信息都無法顯示。

「酷鳥」瀏覽器實際翻牆能力

很有限。該瀏覽器無法顯示有關

當局的負面訊息，包含「六四」、

「香港」等敏感內容都被屏蔽，使

用酷鳥搜索「法輪功」時，所有的

搜索結果都指向《新華社》和《中國

日報》等中共官媒。

此外，酷鳥用戶在註冊時必須

提供真實姓名和手機號碼。而用戶

的瀏覽內容也受當局監視。瀏覽器

使用協議要求用戶必須遵守〈互聯

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的規定，違

者的瀏覽紀錄會被上報有關部門。

為此，有網民表示「再酷也是個關

在籠子裡的鳥。」然而，就連這樣

的 VPN 也被禁止了。

美機場安全篩查 
觀察識別可疑者

前一名 26歲的廣東男子也因賣「翻

牆軟件」被判處有期徒刑 9 個月。

2019年 1月，廣東韶關一位朱姓網

民因為「擅自建立、使用非法定信

道進行國際聯網」被韶關市公安局

處以警告並罰款 1000 元人民幣。

近期，杭州一家淘寶店為近 3 萬人

提供 VPN 服務，店主被杭州檢方

以所謂「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

電腦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批捕。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導】近

日，中國大陸一家小公司高調推出

「國內首款合法翻牆瀏覽器」。消

息一出，引來20多萬人註冊，網站
一度被擠爆。但推出僅2天，該瀏
覽器的官網已無法開啟。

長期以來，北京當局持續封鎖

互聯網，並逐步加大了對 VPN 的

打擊力度。 2017 年 1 月，中國工

信部發布「通知」，提到「未經電

信主管部門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

租用專線（含虛擬專用網絡 VPN）

等其他信道開展跨境經營活動等。」

同年 12 月，廣西人吳向洋因經營

VPN銷售代理服務被判處 5年半監

禁，並處罰金 50萬元人民幣。而此

儘管當局嚴厲打擊，也沒能阻

止大陸民眾的「翻牆」熱情，VPN
已經成為很多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據網絡自由觀察人士古河表

示，當局對 VPN 翻牆進行打壓，

網民也有很多反制措施，一些境外

的翻牆軟件，如「自由門」，能夠

比較完美的完成翻牆行動，所以當

局的打壓，長遠來看，起不到多大

的作用。

不少大陸民眾渴望衝破防火長城，看一看外面的世界。（Adobe Stock）

【看中國訊】年僅 9 歲的男

孩西蒙斯（Laurent Simons），
智商高達 145，今年年底將獲

得大學學位，可望成為史上年

齡最小的大學畢業生。

西蒙斯住在荷蘭阿姆斯特

丹，他的爸爸是比利時人，媽

媽是荷蘭人。他看上去與同年

齡的孩子一樣。今年 3 月，他

進入荷蘭名校埃因霍溫理工大

學（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學習電機工程，

將在 9 個月的時間內完成所有

課程，年底畢業。

西蒙斯 7 歲時，阿姆斯特

丹學術醫學中心（Academic 
Medical Center） 就 邀 請 他

參與研究項目。他曾在美

國 史 丹 佛 大 學（Standford 
University）學習為天才兒童

開設的暑期課程。

全球頂尖學校都看上了

西蒙斯，據媒體報導，一些美

國名校將派人前往埃因霍溫，

希望西蒙斯來美國深造。不過

西蒙斯似乎更想去牛津大學

（Oxford University）。

比利時天才男孩 
9歲讀完大學

美國運輸安全局（TSA）
對機場乘客進行安全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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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蘇菲 / 心怡編

譯 / 綜合報導】美國一名女子在

生孩子時因併發症陷入昏迷，失

去了所有記憶。她的丈夫將兩人

的愛情故事寫成書，藉此喚醒妻

子的記憶。

根 據 美 媒《Good Morning 
America》報導稱，康蕊（Camre 
Curto）在懷孕 33 週後，患了妊

娠子癇，在醫院做了剖腹手術，

孩子Gavin出生時，只有4磅重。

康蕊甦醒後，喪失了所有的

記憶，她不記得自己是誰，也不

認識自己的親人，甚至不知道自

己剛剛生完孩子。她的記憶力也

嚴重受損，經常忘記才發生的事

情。她會問丈夫史提夫（Steve 
Curto）：「我們現在在哪裡？」

「誰是 Gavin ？」

康蕊出院時，不記得怎麼刷

牙洗臉或穿衣服，當然更不會照

顧孩子、做飯。丈夫包攬了所有

的家務活，要給新生兒子 Gavin
餵奶、換尿布，還要照顧妻子。

很多時候，史提夫會一次又

一次的教妻子做簡單的家務事。

妻子慢慢的學會了自己換衣服、

美國之音報導，中資在柬埔寨

的大規模投資與開發得到了洪森政

府的支持。但是大量中國資金和人

員的湧入給當地人的生活帶來了影

響，引發了很多民眾的不滿。

西哈努克港的流動商販傑說：

「我感到不安全，因為有些人車開

得飛快，有的人喝很多酒，大聲喧

譁，開摩托車或汽車都開得很快。」

在西港經濟特區一家中國皮具

廠工作的小伙子說：「我看到中國

人來這裡，車開得很快，不尊重柬

埔寨人。」提供汽車包車服務的汽

車司機索貢說：「中國人來這裡做

生意，不像歐洲人。歐洲人來這裡

會給很多其他人帶來生意，而中國

人只跟中國人做生意，柬埔寨人做

不了他們的生意。」

環境保護組織「自然母親」的

研究員廷達塔說：「我可以說，中

國人不講操守。他們來這裡投資，

妻子失憶 丈夫寫書喚醒她中國人湧入柬埔寨
【看中國訊】大量的中國資金和人

員近年來迅速湧入柬埔寨，引發了

一些當地人對中國人的反感。

他們根本不關心人權。他們不關心

法律。他們只顧自己的利益。」

在西港創辦了兒童保護組織

「達邦樹蔭」的英國人厄諾說：「讓

我們受不了的另一件事是與環境有

關的習慣。我看到很多中國人在海

灘上抽菸，然後把菸頭扔到海裡。」

在這裡工作和生活了 17 年的

厄諾目睹了當地人對中國人的憤

怒。她說：「我認為很多人事實上

是反華人的。種族主義正在形成，

尤其是在街上，因為中國人帶來的

交通堵塞，他們看到他們的生活因

為中國人的到來而受到影響。」

曾經擔任過柬埔寨財政大臣、

目前流亡在法國的柬埔寨反對派領

導人桑蘭西經常批評洪森政府與中

國的關係。今年 8 月，桑蘭西撰文

說，中共正在入侵柬埔寨。此前他

在臉書上警告中國人要意識到他們

在當地柬埔寨人中所引發的怨恨。

中國已成為柬埔寨最大的投資

國、援助國和債權國。不少柬埔寨

人擔心，中共「一帶一路」項目以

及柬埔寨政府對北京的依賴會使他

們的國家成為中共的附庸。

自己刷牙洗臉、為孩子換尿片等

等。一天，妻子突然對丈夫說：

「我不知道你是誰，但我知道我

愛你。」因為康蕊的這句話，史

提夫寫了一本書，書名叫作《但

我知道我愛你》（《But I know I 
love you》），試圖喚醒康蕊的記

憶。書中記錄了兩人從相識、相

愛、結婚、到生孩子的點點滴

滴，並自行出版。七年過去了。

康蕊已經能記住丈夫和兒子了。

史提夫在接受採訪時說：「她

讓我有一種『我要成為一個更好

的人』的感覺。」妻子則表示，

她每天都在讀丈夫為她寫的書。

史提夫表示：「無論你遇到的事

情多麼糟糕，不要失去希望，繼

續前行，總會有好轉的一天。」

資產。當然，尋求良好的生活環

境也是一個原因。所以，他們移

民海外的熱潮仍將持續。

其實，許多中國富豪早已想

方設法將財富轉移到海外。名列

胡潤財富榜上前 100 位的中國富

豪，絕大多數都在海外設立了離

岸信託，以此來實現財富的傳承

與增值，規避風險。據美國全國

地產經紀協會的數據，2018 年

3 ～ 12 月間，購買美國地產的

國際買家，有 16% 是中國人。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江蘇天嘉宜化工廠 3 月爆炸造成

78 人死亡，日前官方公布調查報

告，披露了涉事公司違法違規及相

關政府部門監管失責的情況。外界

認為，中國工廠事故頻發，涉及整

個體制和官商勾結腐敗問題。

位於江蘇鹽城市響水縣生態化

工園區的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
月 21 日下午發生重大爆炸事故，

造成 78 人死亡、76 人重傷、640
人住院治療。

媒體報導，時隔近 8 個月，國

務院組成的調查組 11 月 15 日公

布了事故調查報告。報告稱，事故

的直接原因是天嘉宜公司舊固廢庫

內長期違法貯存的硝化廢料，由於

這些廢料持續積熱升溫導致自燃，

引發爆炸。

事故調查組認定，天嘉宜公司

【看 中 國 訊】亞 非 銀 行

（AfrAsia Bank）和 New World 
Wealth 共同發布的《2019 年全

球財富遷移報告》中指出，2018
年中國有 1.5 萬富豪移民，比

2017 年增長 50%。 2018 年中

國移民海外的富豪人數破紀錄，

排名世界第一。

澳大利亞、美國和加拿大是

中國富豪最青睞的移民國家。其

次是：瑞士、阿聯酋、加勒比地

區、新西蘭、新加坡、以色列和

葡萄牙。中國富豪為甚麼要移

民到上述國家和地區？因為那

裡有良好的生存環境、健全的

法律體系和安全的資產管理。

移民海外的中國富豪人數為

甚麼大幅增加？有媒體報導說，

他們要把財富轉移到其他國家，

而只有移民，才能夠突破中國的

外匯管理限制，一次性轉移大筆

刻意瞞報、違法貯存、違法處置硝

化廢料，安全環保管理混亂，日常

檢查弄虛作假，固廢倉庫等工程未

批先建；相關環評、安評等中介服

務機構嚴重違法違規，出具虛假失

實報告。

同時，調查組認定，江蘇省各

級應急管理部門履行安全生產綜合

監管職責不到位，生態環境部門未

履行危險廢物監管職責等。

在問責方面，江蘇省委常委、

常務副省長樊金龍受黨內警告處

分；江蘇省副省長費高雲由國家監

委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事故所涉 61 名公職人員被嚴

肅問責，天嘉宜公司實際控制人倪

成良、總經理張勤岳等 44 名企業

和中介機構人員，被公安機關立案

偵查並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在上述被問責的公職人員中，

擬給予鹽城市委書記戴源黨內警告

處分；鹽城市委副書記、市長曹路

寶政務記過處分；響水縣委書記崔

愛國被免職；響水縣委副書記、縣

長單永紅被政務撤職。

而按照官場前例，這些被問責

的官員即使被免職，都會在一段時

間後「復出」。

對於江蘇響水大爆炸，官方調

查證實涉及監管責任。而在整個中

國工業界，有關問題深重，外界認

為牽涉整個體制和官場腐敗問題。

事實上，江蘇鹽城市響水縣

生態化工園區爆炸案是繼 2015 年

天津港惡性爆炸事件之後，又一起

重大的安全生產事故。災難來得並

不突然，位於響水縣境內的化工園

區過去每一、二年就發生一起安全

事故，當地官員曾喊出「寧願被毒

死，也不願窮死」的口號。

大陸公布響水爆炸調查結果 大陸富豪正加快離開中國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