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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並在同天舉辦一個籌款活動，

好讓蒂娜不用兼顧生意，可以在家

安心陪伴丈夫。

愛是可以傳遞的，皮克西為這

次籌款活動創建了一個 facebook
專欄，她的善舉感動了很多人，志

願者幫助她在當地社區團體發帖，

分發傳單，並與當地電視臺聯繫。

在她為麥克亞當斯夫妻做義工那

天，「本地咖啡店」門口排起了長

龍，有些人捐款，另一些人自願奉

獻自己的時間，擔任義工。

當 天 的 營 業 總 收 入 超 出

4000 美 元。 亞 當 斯 還 在 名 為

「GoFundMe」的眾籌網上，為麥

克亞當斯夫婦籌到將近 1 萬 2000
美元。皮克西說：「友誼永遠勝過

利益，共榮永遠勝過競爭。」

【看中國訊】12 月 21 日，

加拿大 BC 省的南部降雪，許

多道路關閉，不少開車回家的

人在風雪中艱難前行。然而，

總有人在這時想到他人……

據 媒 體 報 導， 倫 諾

（Lenore）是 BC 省普林斯頓

3 號公路 A ＆ W 商店的經

理。她告訴媒體，一些旅行者

被暴風雪堵在了普林斯頓。一

位普林斯頓居民在店裡買了

200 元的禮品卡，要求為在此

躲避風雪的人提供免費食物。

倫諾說，他在艱難時刻為

旅行者購買食物，真的是雪中

送炭。她補充說 :「他是為他

人著想的人。」她說，很高興

看到人們的笑臉，畢竟這是艱

難的一天。推特網友 Marc 寫

道，自己被暴風雪堵在了普林

斯頓，感謝這位給每一個卡車

司機免費一餐的好心人。

這種暖心的事也發生在其

他地方。幾天前，加拿大的羅

克 珊（Roxane Jackon） 在 商

場為孩子和孩子的朋友們挑選

了許多小禮物，購物車都塞滿

了。在收銀檯，一位陌生的 20
多歲的小伙子主動為她結帳。

羅克珊一再拒絕，可是小伙卻

執意幫她付錢。羅克珊當時懵

了。羅克珊在社交媒體上再次

感謝那個替她付款的陌生人，

她也希望這個故事會感動更多

人，讓更多人意識到，那些隨

意的善舉也會觸動別人的心。

英國女王乘火車去度假

根據英國媒體報導，12 月 20
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低調乘

坐火車，從倫敦前往諾福克郡的桑

德靈厄姆，在那裡度聖誕假期。

維基百科資料顯示，桑德令罕

府（Sandringham House），位於英

格蘭諾福克郡（Norfolk）一處名為

桑德令罕的村莊附近，是一座由英

國王室家庭私人持有的鄉村別墅。

府第建於占地 8000 公頃（2 萬英

畝）的王室桑德令罕莊園內。

報導稱，當天早上 10 點 45
左右，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從倫敦國

王十字站上火車，下午抵達諾福克

金斯林車站。當天，已經 93 歲的

她身穿粉色外套，頭戴絲綢頭巾，

拎著一個黑色手袋，舉止優雅，看

起來精神不錯。

在女王抵達金斯林車站之前，

警衛人員檢查了站台。女王這次出

行比較低調，連同車的乘客都不知

道自己和女王在同一列火車上。 25
歲的乘客莫妮卡‧薩加諾夫斯卡

（Monica Saganovska）表示，當天

她從沃特靈頓站登上火車，一直到

女王抵達終點，自己都沒有意識到

（公有領域）

加國人的善良 
溫暖了整個聖誕

念日。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英國女

王沒有被公眾認出。據英國《每日

郵報》報導，2019 年 8 月，女王

在王室安全官員理查德‧格里芬

（Richard Griffin）的陪同下，在

蘇格蘭的巴爾莫勒爾堡（Balmoral 
Castle）附近散步。當天女王戴著

頭巾、身著粗花呢衣服，一群美國

遊客剛好迎面而來。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當

地時間 12月20日，英國女王伊
麗莎白二世低調乘坐火車從倫

敦前往諾福克郡的桑德靈厄姆

（sandringham，也有譯作桑德令
罕）度假，同車乘客竟沒有一人發

現自己和女王在同一列車上。

女王也在同一列車上。莫妮卡還表

示，沒想到英國女王也會乘坐普通

的交通工具，對此她感到驚訝。她

說：「我一直以為她搭乘私人火車，

或者馬車之類的交通工具。」

女王和家人在桑德靈厄姆府

團聚，一起度過聖誕節。據悉，女

王將在這裡度元旦，並一直待到 2
月 6 日，這天是她父親的去世紀

看到英國女王，遊客們非但

沒認出女王，還上前搭話詢問：你

見過女王本人嗎？女王指著身邊的

王室安全官員理查德‧格里芬，

回答了一句：「我沒見過啊……不

過這個警官見過……」格里芬之後

在接受英國《泰晤士報》採訪時表

示，這群人很快就離開了，但對女

王的真實身分卻一無所知。

桑德令罕府是一座由英國王室家庭私人持有的鄉村別墅，英女王和家人在此度過2019年聖誕假期。（John 
Fielding/WIKI/CC BY-SA）

【看中國訊】川普政府日

前宣布，將修改有關庇護申請

的規則，禁止有非法再入境、

醉酒開車、家庭暴力、擁有毒

品及福利欺詐等罪行的外國人

申請美國庇護。

修改後的規定必須經過

公眾評論期才能最後敲定。

川普政府聲稱，一些移民

雖然並沒有資格獲得庇護，但

他們利用了美國現有的庇護申

請制度，以申請庇護為名，在

美國長期滯留，部分原因是庇

護審理的初步門檻過低。有華

人律師提醒，移民局把獲得庇

護的條件，限制得更加嚴格，

庇護申請者必須具有良好的道

德品質，不可大意、不可違

規，否則會影響獲得庇護。

毒品酒駕家暴 
將影響獲得庇護

聖誕節裝飾與禮物（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綜

合報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由衷稱讚中國人民偉

大，他們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

卻被中國共產黨政府箝制一生，

因此他們現在想擺脫束縛。

蓬佩奧日前接受《華盛頓郵

報》專訪時表示，中國人民與中

國共產黨不能並為一談，因為中

國人民希望生活在自由的社會，

想過理想中的生活，而且也不支

持北京政府所為，所以他們也在

抵制中共。「除此以外，北京政

府現採用嚴苛的社會信用體系，

來改變中國人民的行為。」

蓬佩奧認為，控制中國的北

京政府是獨裁政權，「中國共產

黨否定人民的基本自由，新疆和

香港是最好的實例。」

蓬佩奧坦言，在過去幾十

年中，美國幾乎是「一直在沉睡

中」，現在川普總統敲山震虎，

向全世界揭露了北京「循序漸

進」的威脅。在訪談中，蓬佩奧

多次強調北京的獨裁政權和軍事

野心，不但迫害中國人民，也威

脅著全球。

雖然如此，蓬佩奧不鼓勵美

據媒體報導，故事發生在美

國奧勒岡州的奧克格羅夫。麥克亞

當斯夫婦的「本地咖啡店」（Local 
Coffee Company）開業不到一年，

厄運就找上了門兒，戴夫‧麥克

亞當斯（Dave McAdams）被查出

患上了晚期癌症，而且醫生說，他

的生命只剩下幾個星期，甚至可能

是幾天了。

妻子蒂娜希望在最後這段時

間裡，每時每刻都能守在丈夫身

邊。可她必須兼顧店裡的生意，就

在她為此陷入兩難的境地時，他們

的鄰居，月光咖啡店（Moonlight 
Coffeehouse）的女店主皮克西‧

亞當斯（Pixie Adams）向他們伸

出了援手。

皮克西決定關閉自己的店面

一天，到這對夫妻的店裡做一天義

美國務卿：中國人民很偉大女老闆俠義助對手
【看中國記者劉翔編譯/心怡綜合
報導】有這麼一個咖啡店女老闆，

在競爭對手遭遇厄運時，她幫人家

籌措資金、度過難關。「贈人玫

瑰，手有餘香」，這位女老闆的善

舉也傳遍了很多國家。

國與中國在經濟上脫鉤。他說：

「我們的政策並不主張脫鉤。我

們只是要求中方以公平、對等和

透明的方式從事貿易。」

不過，當北京不遵照雙方

的規定方式進行貿易時，也許

會發生脫鉤，「這由北京政府來

決定（脫鉤）。」另一方面，蓬

佩奧也抨擊北京以「債務陷阱外

交」為餌，在他國投資基礎設

施，一旦在地國無法償還債務

時，即奪取該國的資源控制權，

這也可能會引發美中經濟脫鉤。

他表示，川普向中國加徵關稅及

採取嚴格的檢視手段，最大目的

是要改變北京的行為，告訴北京

政府如何進行公平貿易。

她自己動手烤餅乾、煮熱可可，

在母親的幫助下在家門口擺攤。

哈迪義賣籌資的消息傳開後，來

買東西的人越來越多。

哈迪將賺的錢送到學校所

在的「維斯塔聯合學區」（Vista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幫助

123 名學童繳清了午餐費。「維

斯塔聯合學區」有 29 所學校，

共有將近 2 萬名學生。哈迪所在

學校的校長給哈迪頒獎，表彰她

的善心和慷慨。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香港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引爆持續

已逾半年的「反送中」運動，特首

林鄭月娥曾宣稱是港府主動、自發

去修例的。但路透最新報導稱，中

共中紀委才是修訂逃犯條例的真正

推手，並與肖建華案直接有關。

香港《蘋果日報》引述路透社

調查報導稱，接受採訪的北京知

情官員指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

員會才是香港逃犯條例修訂的真正

推手。據稱，中共中紀委最初的目

標，是被稱為中共權貴白手套的明

天系創辦人肖建華。

兩名北京知情官員指出，

2017 年 1 月 27 日，習近平的反貪

行動觸及香港，因為中共中紀委的

調查目標──億萬富翁肖建華就在

香港。

肖建華當天早上在四季酒店被

【看中國訊】美國加州 5 歲

女童哈迪（Katelynn Hardee），
得知幼兒園一些學生的父母無力

付午餐費，便賣飲料和餅乾籌

資，幫 123 名同學繳午餐費用。

哈迪因此獲得就讀學校的褒獎。

據《自由時報》報導，哈迪

住在聖地牙哥郡（San Diego 
County）西北部的城市維斯塔

（Vista），在一個幼兒園上學。

哈迪母親說，女兒聽說有些

同學的家庭無法繳納午餐費，就

問她為甚麼，想搞清楚到底是怎

麼回事，她則向女兒解釋「有些

人並不像我們一樣那麼幸運」。

哈迪不願看著別人挨餓，想

幫助同學，她想了一個辦法，就

是擺攤義賣為大家賺午餐費。哈

迪曾在夏天賣過檸檬水，有擺攤

的經驗。

不過現在已是冬天了，因此

人蒙頭、再用輪椅運走，不少港人

都認為這起綁架是中共特工所為，

要送肖建華回內地調查。兩名知情

官員表示，中共中紀委同年開始向

負責香港事務的中共官員，提出引

渡安排的迫切需要。

這篇報導又提到，2013 年港

商潘維曦夫婦因涉行賄被強行綁架

到廣州禁錮及判監，以及銅鑼灣書

店創辦人林榮基與書店股東及員工

共 5 人「被失蹤」等同類事件發生

後，港府官員 2016 年 5 月曾與北

京討論正式的引渡程序。

但因北京不願在人權與法律方

面做出保障，雙方未達成任何引渡

協議。

其中一名中共高官指出，引渡

法將對北京有利，主要是消除在香

港綁架或其他法外爭議行為。而陳

同佳事件為中港引渡提供新契機。

報導說，林鄭月娥後來見反對

聲音太大，希望提出收回修例決定

時，也一度被中共高層拒絕。

路透社報導又稱，北京其實

在 20 年前就想推動落實「逃犯條

例」，這明確顯示北京早就想將自

己的一套法律，延伸到香港的獨立

法律體系。

基於中共極權體制的壞紀錄，

香港的反對者擔心，北京方面可

能濫用該法律，把異見者和其他不

受中共歡迎的人士從香港引渡到中

國內地受審。在那裡他們可能被虐

待或錯誤監禁。商業團體警告說，

有關修例將削弱香港的法律自治，

動搖國際社會對香港這個金融中心

的信心。故此，逃犯條例一開始就

被抗議者稱為「送中惡法」，港人

擔心任何人都可能不明不白「被送

中」，由此引發大規模抗爭運動。

誰是修訂逃犯條例幕後推手 5歲女童擺攤籌資幫同學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 i k e 
Pompeo）（Getty Images）

（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