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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印第安納大

學每年為國際學生舉辦感恩

節晚宴，留學生和當地居民

一起用餐，找到了家的感覺。

美國之音報導，印第安納

大學南本德校區有 5000 名學

生，其中近 10%是國際學生。

舉辦感恩節晚宴，向國際學生

介紹感恩節的來歷，已經成了

學校的傳統。今年的感恩節大

餐主題是「感謝你們的到來」，

這引起了很多學生的共鳴。

科特迪瓦留學生哈利勒‧

洛‧伊斯邁拉說：「這次活動

非常棒。我感到自己就像被一

個小家庭包圍著，食物嗎？沒

得說，太好吃了！」

馬來西亞留學生陳詩琳

說：我總是能讀到也聽人說起

美國人在感恩節吃火雞的故

事。我從來都不知道為甚麼，

但是在這裡，我想我學到了更

多的東西。印第安納大學學生

大衛 · 普格說：我認為這樣做

的主要目的是向國際學生介紹

感恩節的傳統，而活動也讓大

家意識到這裡的國際學生。

雖然位於美國中西部地區

的印第安納州不是國際學生普

遍選擇的地方，但許多人說他

們很慶幸自己選擇來到這裡。

中國人獲美簽證銳減45%
《日經亞洲評論》報導，美國

為保護國人工作機會與科技機密，

嚴加審查核發簽證的流程，使得

川普政府發給中國公民的簽證驟減

45%，發給中國公民短期商務或觀

光行程所需的 B 簽證減少 50%，

學生的 F-1 簽證也下滑 30%。

報導說，在今年 9 月結束的

2018 會計年度中，美國一共發放

約 124 萬張簽證給中國公民，這

是 6 年來中國首度從第一名的簽

證接受國跌落到第二名。

從 2016 年 9 月結束的會計年

度看，中國公民到美國短期商務出

差或觀光需要申請的 B 簽證，獲發

的比率也跟著減半。就 F-1 學生簽

證而言，中國來美留學生獲發的簽

證也減少 30%。據報導，美國減少

發放中國學生簽證，與擔憂中國留

學生可能洩漏美國科技機密有關。

美聯社指出，來美留學的中國

留學生人數下滑有諸多原因，其一

是在美中貿易戰影響下，中國留學

生更難取得美國簽證，也有學者擔

心學術剽竊恐引發美國校園內的反

中情緒。今年 8 月 22 日是美國亞

利桑那州大學的開學日。 9 個中國

留學生暑期後返回美國途中，在洛

杉磯國際機場入境時被遣返。有知

情人透露遣返原因是學生請人代寫

（Adobe Stock）

感恩節大餐 
讓他們找到了家

員發簽證實施限制。彭博社引述知

情人士表示，美國政府正在討論可

能限制資金流入中國，特別著眼於

美國政府退休金基金投資中國。

這是繼美國商務部 10 月 11 日

以侵犯新疆穆斯林少數族群人權為

由，將中國 20 個公安單位和 8 家

中國科技企業列入貿易黑名單後，

美國國務院 12 日跟進，宣布對在

新疆參與鎮壓行動的中國官員，實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美國

為保護國人工作機會與科技機密，

嚴加審查核發簽證的流程，發放給

中國人的簽證銳減。

作業，存在學術欺詐行為，違反了

學生簽證的相關規定。

另有美國媒體 4 月 14 日發表

文章稱，美國還取消了一批中方從

事中美關係研究的學者的十年簽

證，中美教育交流合作遭遇寒流。

此外，美國還限制中國官員及

家屬赴美簽證。彭博社 10 月 8 日

報導稱，美國自今年10月8日起，

開始針對中國部分政府和共產黨官

施赴美簽證限制。

美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對被

認為負責對新疆維吾爾、哈薩克及

其他少數穆斯林族群拘禁或侵犯人

權，或在當中扮演共謀角色的北京

政府及共產黨官員，美方將對其施

行簽證限制措施，這些官員的家人

也面臨同樣待遇。蓬佩奧促請中共

立即停止鎮壓行為，釋放所有遭到

任意拘留的人士。

民眾在北京美國大使館前排隊等候申請簽證。（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近日，有不

少美國人和加拿大人遇到了一

種「一響即收線」（One Ring）
的電話騙局。美國聯邦通訊委

員會（FCC）曾警告說，接到

這類電話千萬不要回撥，否則

也許要付高額電話費。

這種電話騙局是一種語

音自動電話，世界各地都有。

一般在半夜多次來電，只響

一、二下，電話號碼可能來自

外國，不過，也有本地電話號

碼。如果回撥這類電話，就要

付出大筆電話費，每分鐘可能

要付幾十到幾百美元，而電話

費會落入騙徒手中。

只響一下的電話 
千萬不要回撥

（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香港反送中抗爭持續，北京

當局除封鎖外界消息外，更多次

製造假新聞，刻意扭曲、抹黑香

港抗爭者。有消息爆出，目前大

陸學校就香港局勢「授課」，教

學生不能同情或支持香港，更將

示威者塑造成「暴徒」，挑撥陸

港關係。一些支持香港的大陸師

生也不敢發聲。

根據《寒冬》雜誌 11 月 20
日報導，香港反送中抗爭持續延

燒，北京當局擔憂香港局勢影響

大陸，開始進行輿論、資訊等全

方位管控。河南省多所大學學生

透露，為管控學生，學校就香港

問題「授課」。

報導指出，教授課程的老

師通常來自各校的馬克思主義學

院，這些課程掩蓋香港事件的真

相，將示威者描述為「暴徒」。

不同學校、不同老師的教學

內容都非常相似。河北滄州醫學

高等專科學校及湖南文理學院也

在官方網頁公布，10 月底及 11
月初舉行同類型的講座，內容提

及香港現在的局勢，「源於香港

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於曼谷

舉行的一次峰會上宣布了藍點網絡

計畫。《日經亞洲評論》引述美國

亞太事務高級顧問丹尼爾‧羅素

（Daniel Russel）的言論表示，「川

普政府希望有項計畫可以抗衡北京

一帶一路在國際上的擴展，但是起

步時間有點晚。」

美國之音報導，華盛頓的美國

非營利智庫全球發展中心去年發布

的一份報告稱，中共一帶一路項目

提供各個國家貸款，許多小國因參

與「一帶一路」而負債累累。一旦

這些國家無法管理債務，中共將強

勢掌控這些國家的重要基建設施，

甚至影響他們的戰略決策。

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經濟報告

大陸學校就香港局勢「授課」美澳日聯手推「藍點」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綜合

報導】美國、澳洲和日本計畫合

作推出「藍點網絡」（Blue Dot 
Network），以抗衡北京的「一帶
一路」。目前許多國家已因一帶一

路計畫負債累累，專家認為，這可

能為藍點網絡提供發展契機。

說：「許多國家現在正在審查和

質疑一帶一路項目的可持續性。」

「這提供了一個契機，讓大家思考

是否應該有個替代方案。」

藍點網絡計畫並不旨在成為

籌資渠道，反之，它將根據政府機

構、發展金融機構和私營部門指導

委員會制定的標準來評估基礎設施

項目。被評估為值得進行的項目將

被授予「藍點」獎，以此將全球優

質基礎設施事業融合在一起。

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澳大

利亞的外交與貿易部和日本國際協

力銀行將擔任指導委員會成員，其

他成員將在未來幾週內宣布。

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總裁

David Bohigian 表示：「我希望在

2020 年，大家將在全球看到獲得

藍點認證的項目。」這三個機構於

一年前宣布在印度太平洋的基礎設

施融資中形成三方夥伴關係，目前

尚未有任何重大項目納入藍點網絡

計畫中。預計未來藍點網絡尚有許

多工作要做，因為目前亞洲、非洲

和拉丁美洲的許多發展經濟體已經

納入一帶一路網絡。

社會深層次矛盾與問題」，並製

造「美國等西方國家參與、臺灣

民進黨推波助瀾」等假新聞。

一名學生表示，老師會在課

堂上播放示威活動的影片，但期

間不會解釋五大訴求和香港事態

升級的原因，只是強調「分裂祖

國不可饒恕」，同時指責美國和

臺灣暗中插手香港事務。

課程抹黑香港抗爭者，告

訴大學生「不以任何形式同情和

支持香港暴亂分子」並要求大學

生，不要參與任何當局不認同的

政治活動和示威遊行。

內蒙古一名老師表示，「學

校在每個班都安插人員，老師和

學生都不知道身邊哪個人是信息

員」，若稍有批評的話被舉報，

就會面臨處罰。

對此，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

講師呂秉權對香港《蘋果日報》

分析指出，北京當局就單一事件

要求各大學辦講座，情況罕見。

這說明北京最擔心香港抗爭模式

影響大陸學生，擔心大陸學生同

情香港學生，或者試圖去找出事

件的真相。

第一夫人負責裝飾，在白宮的藍

廳展出。白宮聖誕樹的到來，標

誌著美國節日季節的開始。 11
月 26 日，川普總統進行感恩節

火雞赦免儀式後，前往佛羅里達

州度假。 12 月 4 日，美國國會

將舉行聖誕樹點燈儀式。 5 日

晚，川普總統和夫人梅拉尼婭將

在白宮點亮國家聖誕樹。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 / 綜
合報導】一名前美國中央情報局情

報人員因向北京提供機密美國國防

情報，導致 20 名美國情報員被殺

害或入獄，於 11 月 22 日被判入

獄 19 年。

55 歲的李振成（Jerry Chun 
Shing Lee，又稱李春興）於 2007
年離開中央情報局（CIA，簡稱中

情局）後，被中共駐香港特工招

募。檢察官說，他隨後被要求提供

有關美國國防的情報。

根據 BBC 報導，檢察官說，

北京給了李振成數十萬美元，他

很可能將他在中情局 13 年職業生

涯中獲得的所有信息都給了北京

當局。

據司法部資料，中共情報人

員於 2010 年與李振成聯繫，向他

提供金錢，並承諾「終生」照顧

【看中國記者心怡綜合報導】

11 月 25 日，白宮迎來 2019 年

的聖誕樹，為華盛頓一年一度的

節日季節揭開了序幕。外媒報

導，11 月 25 日中午，在海軍陸

戰隊樂隊演奏的「O Christmas 
Tree」樂曲聲中，一輛漂亮的

馬車載著一棵樹齡 16 年的聖誕

樹，緩緩抵達了白宮北門。

在一名軍人的護衛下，第一

夫人梅拉尼婭面帶笑容，來到了

馬車前。她繞著馬車轉了一圈，

查看了這棵樹，與捐贈它的賓州

農場主史奈德（Larry Snyder）握

手，並祝大家節日快樂。這棵道

格拉斯冷杉（Douglas fir）高達

5.6 米，來自賓州皮特曼的農場

（Mahantongo Valley Farms）。

它在國家聖誕樹協會（National 
Christmas Tree Association） 的

年度大賽中贏得了冠軍。它將由

他，以換取他們所需的秘密信息。

在 2010 年 5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間，共有數十萬美元存入了

他的香港銀行帳戶。

李振成創建了一個文檔，其

中包含有關 CIA 活動的信息，例

如美國特工被派遣到的工作地點。

2012 年，FBI 特工在夏威夷搜

查了一間以李振成名字註冊的旅館

房間，並找到了一個 USB 驅動器

和一本日記和通訊錄，其中包含中

情局特工提供的情報紀錄，他們的

真實身分、參加會議的地點和電話

號碼，以及有關隱秘設施的信息。

司法部說，李振成在 2012 年

與中情局官員面談時說，他曾會

見中共特工，但隱瞞了他們給他

安排任務的事實。

2013 年，他開始時表示對

USB 驅動器上的文檔毫不知情，

後來又承認自己創建了該文檔，但

表示他從未將其交給中共特工。他

於 2018 年 1 月在紐約肯尼迪國際

機場被捕。

BBC 報導，負責李振成案的

檢察官說，他向北京透露有關美

國秘密特工的信息，導致在 2010
年至 2012 年之間，約有 20 名線

人被殺或入獄，使美國情報機構

遭受重創。

助理檢察長約翰 ‧ 德穆爾斯

（John Demurs）此前在一份聲明

中說：「這些案件顯示了中國政府

在間諜活動方面的廣度及其對我

們國家安全的威脅。」

美國律師扎卡里 ‧ 特威利格

（Zachary Terwilliger）在一份聲

明中說：「李先生徹底出賣了他

的國家，密謀成為外國政府的間

諜，然後一再向調查人員撒謊。」

雙面間諜李振成 將入獄19年 美國第一夫人喜迎聖誕樹

節日季到來，美第一夫人白宮迎

接聖誕樹。（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