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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換人  引各界關注

1月 6日，香港中聯辦新主任

駱惠寧履新，並於當天向守候在中

聯辦的香港媒體發表了 簡短的講

話。他首先說，近半年來，香港的

形勢讓人揪心，大家都熱切的期

盼，香港能重回正軌。駱惠寧還引

述習近平的新年賀辭說，「沒有和

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

家園，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

好」。他未提「止暴制亂」引起輿

論關注。

針對駱惠寧的這場見面會，時

事評論員劉銳紹說，從駱惠寧向傳

媒講話，令人感覺北京願意透過官

員表達策略上的調整，把鬥爭意味

盡量放緩減輕，但還需時間觀察港

府及警方行動，才可知北京治港政

策是否有根本性改變。

香港理工大學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鍾劍華對自由亞洲電臺分析說，

王志民以往只是懂得說「止暴制

亂」，只懂用強硬的手段去解決事

件，令抗爭者反彈，不斷上街表達

訴求。而駱惠寧會見傳媒時，沒提

「止暴制亂」的字眼，這樣予人溫

和的感覺，對解決現時的困局存有

一絲的希望。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

師、資深中國新聞記者呂秉權分析

說，即使中聯辦換人，背後總的路

線還是由習近平來抓，背後總的手

段還是習說了算。換駱惠寧後，料

他會有技巧地去落實習近平的一些

強硬任務，所以對香港來講，不是

一個好的消息。

英文《南華早報》稱，任命駱

惠寧為下任中聯辦主任是出人意料

的選擇。駱惠寧 12月已經到 65歲

的退休年齡，在 12月 28日被任

命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職

位，其實就是養老缺。香港電臺記

者 Jimmy Choi的推特現場視頻來

看，駱惠寧面對眾多的媒體記者，

神情緊張、雙腿不停顫抖。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中共

國務院1月4日公布免去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的職務，由全國人大財政經濟

委員會副主委駱惠寧接任。新上任

的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1月6日在
中聯辦與傳媒記者會面。被香港媒

體拍到，駱惠寧講話時神情有些緊

張，雙腿在情不自禁的顫抖，見面

會只有5分鐘就快閃走人。對於他能
否擺平香港困局，外界頗多質疑。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報導】

每一年都有無數的中國公民想到美

國一遊，中國公民李青山（音譯）

也不例外，他在 2019年 6月 28

日持著美國旅遊簽證在南加州下

機，照原定計畫遊玩個 10天就返

國，結果被識破是北京政府刻意安

排的「沙子間諜」。

甚麼是「沙子間諜」？美國

聯邦調查局（FBI）前中國分析師

保羅‧摩爾（Paul Moore）兩年

前在《紐約時報》專欄文章揭露，由

中國推行的「千粒沙」間諜活動，

即派出 1000名遊客到指定國家，

每人被「囑咐」須蒐集一粒「沙子」

（情報），當這些遊客回國後，向政

府呈上所蒐集的情報，「聚沙成塔」

後，北京最終得到他所想要的情資。

據石英網站（Quartz）1月 5

日報導，看似一般遊客的李青山，

抵達美國後的第二天，就馬上租車

前往聖地亞哥地區的一個倉庫，

跟一個在美國法庭文件中被稱為

「AB」的神秘賣家碰面交易。

李青山之前已跟「AB」聯繫，

購買此人擁有的Harris Falcon III 

AN/PRC 152A寬帶聯網收音機。

有關聯網收音機屬美國國防敏感軍

事裝備物品，並受國際武器販運條

例約束，必須得到美國國務院簽發

的特別許可證才可交易，否則禁止

出口。

李青山獻議以 5萬人民幣

購買，並告知「AB」會將Harris 

Falcon III AN收音機運到墨西哥的

蒂華納（距聖地亞哥約 30分鐘車

程），再從當地偷運回中國。李青山

當天與「AB」會面後，接過收音機

後放進手提包，並交上首款項 600

美元，當雙方以為交易達成時，FBI

美國識破「沙子間諜」 各階層當演員 導師欺辱 南郵學生自焚亡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

報導】王健林獨子王思聰，因

欠下鉅額債務被列為「老賴」

名單。其投資的上海熊貓互

娛進入實際破產程序，將於 3

月 19日在上海第三中院開庭

審理。王思聰創業十年，負債

近二十億人民幣。

1月 5日，上海市第三中

級法院公告，江西上饒市翼飛科

技向法院申請熊貓互娛的破產

清算案，於去年 11月裁定受

理，並指定上海市海華永泰律

師事務所為管理人；熊貓互娛

目前仍有部分欠債和還未清還

網絡直播公會和主播的薪金。

天眼查數據顯示，普思資

本實控人為王思聰，熊貓互娛

是王思聰 2015年投資的直播

項目公司。由於與熊貓互娛投

資人的糾紛，王思聰被法院多

次列為被執行人。直至 2019

年 12月 24日才陸續取消限

制消費令。

王思聰旗下普思投資通告

稱，熊貓互娛近 20億元人民

幣鉅額投資損失全部由普思投

資，及實控人自己承擔。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北京當局嚴控意識形態

及思想行之有年，繼去年底下

令清查中小學圖書館後，教育

部 1月 7日再發通知，要求義

務教育學校「不得使用境外教

材」，而普通大學、技術職業

院校等，如需選用境外教材，

必須依照相關規章所規範的意

識形態執行。

國家教材委員會 7日印

發《全國大中小學教材建設規

劃（2019-2022 年）》，這是

1949年以來首次推出統一管

控法規。該規劃稱，要全面推

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進入課程教材，該規劃

還列出政治審核規定，既「凡

編必審、凡選必審、誰編寫誰

負責、誰選用誰負責」。

同日，教育部下發〈中小

學教材管理辦法〉、〈職業院校

教材管理辦法〉和〈普通高等學

校教材管理辦法〉通知，內容

明確要求中小學教材不得使用

「境外教材」，而普通高中選

用境外教材，也要按照國家有

關政策執行。

【看中國記者慎岩採訪報導】

2020年 1月 3日，日本神韻首站

演出在京都舉行，兩場神韻公演

爆滿。京都觀眾讚歎他們一飽眼

福，看到了他們從未看到過的輝

煌表演。

位於四國的知名大公司之一

岡田電機株式會社的董事長秋山

順買了票後，特意從四國趕到京

都來觀看演出。當記者問起他對

這場演出的感想時，他對演出讚

不絕口。他說：「演出太棒了，

演員的演技無可挑剔。在整場的

表演中，演員在群舞時，協調性

看上去相當強，表現出一種從未

看到過的完整性。」因此，他說：

「這是我所看到過的所有演出中最

美妙的，而且表演的層次也是最

高的！」

談到演出中的中國古典舞，

秋山說：「我是第一次看到。這才

是中國原本的舞蹈啊。感覺非常

之棒。這種舞蹈能直接在我的心

靈中引起共鳴。」秋山順還談到

了公演中其他讓他感佩的部分。

他談到了現場的樂團演奏的音樂

使他感覺很美妙。而舞臺的天幕

讓他充滿了濃厚的興趣，他很想

知道天幕的這種舞臺效果到底是

如何才能達到的。秋山順最後表

示，對於演出中出現的在中國大

陸發生的迫害法輪功人士內容的

節目，殘酷迫害的內容能以舞劇

的形式展現出來，這種方式應該

得到很高的評價。

經營著一家公司的經理中川

富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自

己是第一次來看神韻。他說他對神

韻整場演出傳遞一種主旨的特點印

象深刻。他說他完全沒有想到還會

有這樣的演出。尤其是將法輪功在

中國大陸正在遭受迫害這一內容作

為一個節目來演。他說由於自己在

臺灣很多地方看到法輪功人士的活

動，所以他覺得讓他印象最深的就

是表現法輪功在中國大陸受到迫害

的節目。而且他覺得這種作法非常

棒，令人感佩。

另外他也談到了天幕和現場演

奏的音樂使他感到非常的美妙。

他說像天幕這種能夠獲得專利的高

科技做法，在表現五千年的文明

時，一點兒也沒有任何違和感，

相反，他覺得簡直就是渾然一體

的感覺。

長谷川齋經營著一家商店。他

熊貓互娛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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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排查風暴   
大中小學全包括

時事評論員李沐陽認為，駱

惠寧緊張的原因，主要是怕不小心

說錯話，駱惠寧第一天上班就被眾

多媒體「包圍」，這種陣勢對他而

言應是第一次，可能讓他有一些緊

張。因為香港與大陸不一樣，媒體

記者可以隨意發問、追問，駱惠寧

可能擔心如果說錯話，被媒體傳播

到世界，更怕令北京不高興。

李沐陽說，駱惠寧空降香港接

手王志民留下的爛攤子，這是一塊

燙手的山芋。一定意義上說：相當

於在給王志民擦屁股。擦乾淨了，

一段時間後可以平安著陸。如果擦

不乾淨，甚至再給添點亂，後果可

想而知。所以雙腿顫抖，可見他的

壓力實在不小。

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

廷 5日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說，「北

京與林鄭政府一直拒絕聆聽香港民

意，政治問題當然要政治解決，

如果北京對香港的政策不改變的

話，換人也不會有甚麼正面作

用。最終這場運動的結果，現在

還很難妄下結論，但是我相信香

港人會堅持到底。」

香港《蘋果日報》披露，65歲

的駱惠寧是浙江人，浸淫北京官場

近 40年間，和江派、團派均有接

觸。駱惠寧雖然被任命接任香港中

聯辦主任，但從他過去的履歷中

看，從沒有過港澳工作經驗。

1月6日，駱惠寧首次以香港中聯辦主任身分發表講話。（STR/AFP via Getty Images）

首演爆滿 京都觀眾讚美神韻
是第一次來看神韻的演出。他看了

演出後感歎地說：「那麼多人在一

齊跳舞時，居然能那麼整齊劃一，

沒有一個人有稍微凌亂的感覺，簡

直就像一個人在舞動。真的令人難

以置信。」

在談到令他印象最深的節目

時，他毫不猶豫地說是第一個「法

正天體」這個節目。他說那種表達

宇宙、朝代內容所體現的磅礴氣勢

使他受到感染。另外長谷川對舞

臺上所表現出的琳琅滿目，使他

有目不暇接之感。他說：「像這樣

內容如此豐富的演出，看一遍是絕

對看不全的，因為裡面的東西實在

太多了。」

他還談到他對天幕的印象非

常深刻。他說他難以想像天幕中

會跳出來一個真人，簡直不可思

議。另外他得中國古典舞很了不

起，動作非常好看。如果還有機會

的話，他一定還要來看。

長谷川在談到自己如何會知道

神韻時說：「我是在 Youtube的

廣告中看到的。當我第一次看到神

韻的廣告影像時就感到，哇，太了

不起了，無論如何至少要去看一次

這樣的演出。」

特工出現將李青山現場攔住。

FBI特工過後還在李青山的隨

身物中發現第二架Harris Falcon 

III AN收音機、幾根天線、一個數

字存儲卡，以及北島海軍航空站的

地圖。北島海軍航空站是美國軍事

基地，也是兩艘航空母艦的母港。

李青山過後被審訊時，承認曾

有一名中共軍方官員聯絡他，並交

了一份清單給他，包括所述的軍備

收音機。李青山被捕後兩週內遭聯

邦大陪審團起訴，罪名是企圖非法

出口國防物品，他過後認罪。一旦

罪成，李青山將被處以 100萬美元

罰款和 20年監禁。

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曾

公開指稱，中共通過情報部門、國

有企業、表面上的私營公司、研究

生和研究人員蒐集情報，而這種各

階層的「演員」是為北京工作。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南京郵電大學研究生譚大偉

因被導師張宏梅壓榨而自焚身

亡。事後學校和當局嚴密封鎖消

息，直至死者母親在學校哀嚎才

揭開真相。

2019年 12月 25日晚，南

京郵電大學材料學院研三學生譚

大偉在其他同學離開實驗室後，

將易燃溶劑灑滿實驗室，然後點

火自焚。事後，學校全面封鎖了

消息，甚至連同一專業的同學都

知之甚少。自由亞洲電臺消息

稱，當地的媒體也被禁止介入該

事件。一直到幾天前，譚大偉的

母親在教學樓頂哭喊，學生才得

知事情真相。

據死者室友的聊天紀錄顯

示，譚大偉過去三年來長期被導

師張宏梅謾罵壓榨、人格侮辱，

導致重度抑鬱。事發當天下午，

張宏梅不給其批改文章，並逼迫

譚大偉在承諾書簽字延期畢業，

甚至讓其賠償氮氣實驗費用，最

終譚大偉選擇在實驗室自殺。

另有知情學生透露，張宏梅

經常把學生當成廉價勞動力為自

己的公司幹活。目前，張宏梅名

下有兩家公司，一家在南京、一

家在長春，她分別為兩家公司的

法人和股東、監事。

輿論壓力下，南京郵電大學

5日發布通報，稱該校材料學院

2017級一研究生意外死亡，學

校正在配合調查並做善後工作。

目前，張宏梅的研究生導師資格

已被取消，其指導的學生轉給其

他老師指導。 2016年初，該校

研三學生蔣華文也因不堪忍受教

授張代遠的壓榨而跳樓自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