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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命案？京劇院副院長投案

據新浪網 12月 9日報導，著

名京劇老旦演員袁慧琴請辭國家

京劇院副院長及藝委會主任職務

並主動投案配合調查。

資料顯示，袁慧琴，1965年

生，湖北宜昌人，原國家京劇院

副院長，民建中央常委。國家一

級演員，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

特殊津貼。民建中央文化委員會

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傳

媒大學戲劇戲曲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屆全

委會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文

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委員。

據報導，袁慧琴去年 1 月

被任命為國家京劇院副院長，此

後就根據習近平的講話，袁慧琴

排演了宣傳中共紅色意識形態的

現代京劇《紅軍故事——半條被

子》。該劇被稱為拍馬屁工程而備

受詬病。

新浪網報導說，袁慧琴的投

案引起了公眾的猜測，不少網友

甚至將她的行為與前幾日姜亦珊

的去世聯繫在一起。

12月 5日，著名京劇演員姜

亦珊被曝於北京豐臺的家中自縊

身亡。

同日，中共社會科學院金融

研究所副所長王立民接受調查。

現年 53歲的王立民曾擔任重慶市

委組織部副部長、重慶市雙橋區

委書記，中國再保險（集團）公

司副總裁、中國建設投資證券黨

委書記、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

黨委書記，2014年擔任中國社

科院哲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

長。他學歷不詳，卻可轉任學術

要職，因而被指背景神秘。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導】

近日著名京劇演員姜亦珊在家中

自縊身亡後，國家一級演員、國

家京劇院副院長、藝委會主任袁

慧琴已經向有關部門提交了請辭

申請，並願意接受調查。輿論將

袁慧琴主動投案與姜亦珊離奇死

亡相聯繫。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美國重量級參議員於 12月 5日發

聲明指責中共政府活摘器官後，新

疆官員 12月 9日隨即舉行記者會

稱「再教育營」學員已全數結業。 

據美國之音報導，中國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 12月 9日舉行記者

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扎克爾

稱，再教育營（被海外稱作集中

營）教培學員已經全部結業，下一

步將以「尊重意願、來去自由」原

則，對農牧民、初高中未就業畢業

生等進行培訓。 

他還說，參加職業技能教育培

訓的人數是動態的，海外一些媒體

稱人數達上百萬甚至 200萬，毫

無根據。他說，中國的反恐、去極

端化措施，與許多國家本質上沒區

別，美國一些人不要雙重標準。 

分析認為，新疆官員稱再教育

營結業，似與之前的 12月 5日，

佛羅里達共和黨籍的聯邦參議員

里克 ·斯科特的一份聲明有關。斯
科特參議員在這份聲明中談美中貿

易戰問題時，提到了活摘器官。他

說，中共把百萬民眾以宗教信仰和

人權問題為由投入監獄。 「被拘禁

後，中共可能摘取你的器官。中共

曾同意在接管香港後將給予港人基

本權利，但是，現在中共試圖剝奪

港人的這些權利。習近平還承諾奧

巴馬不會把南中國海軍事化。 面

對一個從來都不信守承諾的傢伙，

你怎能和他去簽約？ 我真不相信

美中會達成任何協定。」

斯科特參議員強調：「你們還

要和那些撒謊成性、不可信賴的人

簽多少協定？ 前腳和你談，達成

協議後，接著反悔。 不能和這類

人打交道。 」

臺灣「眾報」6月 23日報導，

曾在英美國會作證中共活摘死囚器

官暴行的英國維吾爾協會負責人、

腫瘤外科醫師安華托帝 ·柏格達，
在接受專訪時，拿出一張新疆烏魯

木齊機場地上貼著「人體器官運輸

通道」的圖片，並質疑，「你得需

要多大的器官量，才會讓一個機

場，專門給你設一個特殊通道、快

速通道」。 

報導說，最新畫面顯示，新疆

烏魯木齊機場和青海省的西寧曹家

堡國際機場都開通「人體器官綠色

通道」，外界揣測，恐與「新疆再

教育營」輸出器官有關。 該媒體

指，中國南方航空、中國東方航空

都已開闢「人體器官運輸」服務。

美參議員發聲明後  新疆官員稱再教育營結業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

報導】美國福克斯新聞（Fox 

News） 近 日 宣 布， 將 由

資深主播比爾 · 海默（Bill 

Hemmer）來接管謝潑 ·史密
斯（Shep Smith）在下午 3

點的節目。 美國總統川普轉

發了這條報導。

據Mediaite報導，海默

在 2005年加入福克斯新聞，

此前他曾在 CNN擔任主播。 

目前海默與桑德拉 ·史密斯
（Sandra Smith）共同主持

Fox News show America的

新聞，在那裡他定期收錄頂級

新聞製作人的訪談，並成為頭

條新聞。 

在Mediaite報導此消息

後，福克斯發布了電子報，宣

布比爾 ·海默（Bill Hemmer）

作為「Bill Hemmer Reports」

節目的新主播。 

「帶領我們的突發新聞部

門度過一個標誌性的時刻，對

我個人和聽眾都具有巨大的價

值。」海默在一份聲明中說：

「我們有一支很棒的團隊，很

高興能開始工作。 」

美國總統川普在 12月

10日的推文中轉發了這篇報

導，並寫道：「很棒的選擇。 

比爾是贏家。 」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

報導】去年初因一張頭頂冰花

的照片而引起全國關注的雲南

高寒山區小學生王福滿，近日

因為家裡申請貧困戶被拒再次

引發輿論關注。

《北青報》介紹，王福滿

的父親王剛奎目前在離家 100

多公里的魯甸縣城工地上打

工，一個月有 3000到 4000

元左右的收入。因為不懂技

術，王剛奎只能做小工。王剛

奎說：「現在兩個孩子都在讀

書，我還有一個弟弟也在上

學，母親和愛人沒有工作，也

都需要照顧，所以也沒辦法去

更遠的大城市打工，只能在家

附近找工作。」

王剛奎 12月 8日在網上

發帖，透露了家裡遲遲申請不

到貧困戶的情況。王剛奎表

示，目前，家裡還沒有被村裡

認定為貧困戶。王剛奎的母

親和妻子想申請村裡的掃路

工作，這樣每個月可以得到

500元的補貼，但也遲遲申請

不到。 「雖然每個月只有 500

元，但是對我們農村人來說，

有了這筆錢可以解決很多問

題。 」王剛奎說。 

王剛奎認為，申請不到貧

困戶資格是因和村主任有矛盾。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臺灣下月將舉行總統大選，近日北

京一改對中梵關係的審慎低調，密

集透過文宣系統釋出中梵增溫信

息，包括官媒《環時》、中共駐意

大利大使館、中共外交部都相繼表

態，一系列舉動引人關注。

中央社報導，中梵去年 9月簽

署歷史性的主教任命協定時，中共

外交部僅公布不到 100字聲明，

表示雙方會持續溝通改善關係。不

過，近日中共政府透過各種文宣管

道大量曝光梵中議題，用詞也更顯

大膽。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英文版

9日引述立場親中的教廷宗座科學

院長索隆多（Marcelo Sanchez  

Sorondo）的話說：「中梵下一步

將建立外交關係，並盼安排教宗方

濟各與中國領導人互訪。」外界留

意到，《環時》報導正式刊出的前兩

天，也就是 12月 7日，就罕見先

以推特（Twitter）搶發快訊。 不

過，推文內容並未提到發言的時間

跟地點。 

此外，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11月28回應教宗出訪問題時，

特別讚賞教宗的友好和善意，同

時強調中國對推進中梵關係是「真

誠積極」的。隨後，中共駐意大

使館也在推特以意文推播這則消

息，並配上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微笑招手的照片。 

對於中共官方引述索隆多的

話，引起外界討論，因為他是教廷

內頻具爭議的親中派代表人物。他

曾因邀請被控涉及活摘器官的中共

官員黃潔夫、王海波參加教廷醫療

會議，被多位國際醫生連署公開信

抗議；去年 2月索隆多又公開讚賞

中國「在環境與人類尊嚴上，是天

主教執行教義的最佳楷模 」。

另外，他還在接受西班牙媒

體《梵蒂岡內部通訊》（Vatican 

Insider）採訪時說：「中國沒有

貧民區，年輕人從來不吸毒。中

國有絕佳的國族意識，他們正不

斷的改變中，且現在都已接受財

產私有制了。 」

美國宗教刊物《要務》（First 

Things）11月 26日的報導，一

開頭就向索隆多提問，他如果看過

中共迫害新疆維吾爾人的報告，難

道還相信北京政權可以促進人類福

祉？ 一個梵蒂岡高層讚美這種政

權，不能只用天真當託辭。

意 大 利 菁 英 報《頁 報》（Il  

Foglio）12月 8日則以〈龍的教

會〉為題報導，中國共產主義打著

「共同福祉」的大旗，迷惑了索隆

多之流的許多梵蒂岡高層，以為自

己是在追求公平正義，實際卻可能

在替獨裁政權背書。 

天主教權威媒體《十字架報》

福克斯換主播 
川普轉發報導

昔日冰花男孩    
申請貧困戶被拒

據悉，王立民與袁慧琴是夫

婦，在王立民被調查不久袁慧琴

也在接受調查。

據微博網友周遇吉發圖片

說，袁慧琴被中紀委抄家，搜出

大量金條和幾個房產證。

袁慧琴丈夫是中國社科院金

融研究所黨委書記，已被最高檢

批捕。

有網友發圖片說，袁慧琴被

中紀委抄家，搜出大量金條和幾

個房產證。

此前，《北京日報》披露姜亦

珊離世的消息，但並未提及具體

原因。據微博流傳消息，姜亦珊

是於 12月 5日上午 10時左右被

發現在豐臺區家中逝世。有網民

指她的丈夫被中紀委帶走調查，

她因自知丈夫罪行嚴重而尋死，

但有關消息未獲證實。

網傳消息說，姜亦珊的丈夫

是正在受到審查的國資委幹部教

育培訓中心副主任孟凡良。但目

前尚未證實。

消息人士稱，姜亦珊是國家

一級演員，性格樂觀開朗，難以

接受她會自殺。她留下 11歲的兒

子，令人唏噓。

輿論將袁慧琴主動投案與姜亦珊離奇死亡相聯繫。圖為京劇演員示意圖。（Feng Li/Getty Images）

臺灣大選近  北京熱炒梵蒂岡
（Crux）報導，索隆多領導的宗座

科學院經常引爆爭議，因此教宗

8月特別新創「副院長」一職，任

命前傳播秘書處長維加諾（Dario 

Edoardo Vigano）專責對外溝通，

希望改善宗座科學院的公關危機。 

事實上，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

主教陳日君樞機去年就曾公開批評

梵蒂岡對北京當局的讓步是場「災

難」，將讓數以百萬計的教徒受

害。 他日前在《華盛頓郵報》撰文，

再批評梵蒂岡在香港問題上沉默，

延續近年對中共採取的姑息態度，

雖然是意料之中，卻令人遺憾。

至於中共官方近來一系列的不

尋常舉動，臺灣外交部指出，北京

和教廷對話是為解決中國天主教會

複雜的教務問題，於去年 9月 22

日簽署了主教任命臨時性協定，旨

在保障中國天主教徒信仰自由。 

然而，在協定簽署後，北京當局卻

持續加強打壓境內天主教會，壓迫

教徒，突顯其不守信用的本質。 

因此，臺灣外交部呼籲，中梵

臨時協定能符合其初衷，促使中國

邁向民主自由，而非將政治利益淩

駕在中國 13億人民的宗教信仰自

由之上。 

據瞭解，梵蒂岡是臺灣在歐

洲唯一的友邦。近期中方一改對

中梵關係的審慎低調，其背後動

機不純。

醫界人士透露，其他國家都沒

有在機場開闢「人體器官通道」。 

美國透過直升機載運，且為了保

持器官新鮮，通常不會跨州運送，

中共大量在機場開闢「人體器官通

道」，顯然有問題。

在川普總統簽署了《香港人權

與民主法案》，和美國眾議院通過

了《2019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之

後，中方進行了幾項反制措施：

（1）暫停審批美國軍艦停靠香港

的申請；（2）對一些在香港運作

的美國非政府組織進行制裁；（3）

香港美國商會主席葛理福和會長

早泰娜 12月 7 日在前往澳門出席

美國商會舉辦的一次活動時，被

澳門當局拒絕入境，但沒給出任

何理由。 

有分析認為，美國眾議院 12

月 3日通過的《2019維吾爾人權

政策法案》更加切中中共的經濟利

益。 該法案明訂美國總統得對迫

害穆斯林的行為予以譴責，並要求

中共關閉新疆大規模集中營，還直

接點名制裁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陳

全國。 

《環球時報》的總編胡錫進幾

天前發推說，中方正在考慮對那

些在新疆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

國官員與國會議員進行簽證限制。 

他還說，中方可能禁止所有持美國

護照的人進入新疆。

隨著美國重量級議員的發聲，

新疆官員已經在表面上服軟，稱

「再教育營」學員已全數結業。 有

分析認為，中共的所謂反制措施是

因為它在國內不能示弱，在國外又

要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