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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中餐在美國

還是很受歡迎的，但過去五

年中，美國卻有很多中餐廳

關門了。

餐館點評網站 Yelp 公布

的數據顯示，過去五年中，美

國前 20 大城市的中餐館減少

了 1200 家。為甚麼美國中餐

廳越來越少？主要原因是許多

中餐廳都是家庭餐廳，老一代

退休了，後代人不願繼承父輩

的事業。許多中國移民來到美

國後，以開餐廳謀生。而他們

的子女在美國讀書，長大，畢

業後都不會接管父輩的餐廳。

《紐約時報》有一篇文章，

講述了紐約一個華人湯姆‧

薛（Tom Sit）的經歷。湯姆

買下了在哈德遜谷（Hudson 
Valley）的吳氏餐廳（Engs）。

他經營了 40 多年餐廳，

和妻子每天工作 12 小時，每

週七天。

今年 76 歲的他每週仍工

作 80 小時。他想退休了，把

餐廳交給別人。他的女兒們在

美國出生，長大，受過良好的

教育，有了自己喜愛的高收入

工作，湯姆感到欣慰。他希望

女兒們的生活比自己好，他

說，她們做到了。

「我感受到了家鄉的味道」

展現5千年中華文明
3 年前從大陸廣東到北美留學

的勞先生表示，這已經是他第二

次看神韻了，「就是覺得好看，真

好看！」

神韻原創的音樂讓勞先生非

常喜愛，「我感受到了家鄉的味

道」。馬上就要過中國新年了，

他表示，神韻的音樂「給我一種

很溫暖的感覺」。

勞先生表示，非常讚同神韻

將中國古老的價值觀展現給全世

界，並說能從演出中感受到神韻

藝術家們的那份純淨。

當得知神韻目前有 7 個團同

時在全球巡迴演出，將中國傳統

文化的精髓傳到世界各地時，他

表示：「他們（神韻藝術家）復

興傳統文化做得非常好。在演出

中，幾乎（把）中國歷史上每個

朝代的經典故事都展現出來了。」

韓裔畫廊老闆 Sunny Park 女

士說：「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

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上都極具影

響力。我瞭解這個文化曾經繁榮

過，但現在卻歷經磨難。」

看到神韻正在為恢復中華

五千年神傳文化而努力，Park 女

士表示：「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部

分，演出傳達無私的理念，非常

有意義。」

尼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

（Adobe Stock）

美國中餐廳 
5年關1200家

水臨近城市時，神再次降臨（拯

救人類），是我最愛的場景。」

Paradis 表示，神韻演出的各個方

面，配合得天衣無縫，令人驚歎。

感謝藝術家的付出

資深投資家、加拿大知名傳媒

公司董事 Nicholas Powell 表示，

觀賞神韻演出後，他很想對神韻藝

術家表示感激：「我想說，在這過

【看中國記者朱莉綜合報導】2020
年1月3日下午，神韻世界藝術團在
加拿大蒙特利爾（Place des Arts）
Wilfrid-Pelletier劇院進行第二場演
出，並帶給觀眾新年祝福。

藝術高超令人驚歎

大型連鎖超市銷售總監Daniel 
Paradis 觀賞神韻演出後說：「神

韻藝術非常高超，無論在編劇、音

樂、服裝、色彩、動態天幕，還有

音樂與舞蹈的配合上，都顯得獨一

無二，非常完美。尤其動態天幕帶

來的場景變換，讓人感到一切都在

瞬間變化之中。而最終時刻——洪

程之中，總會充滿艱辛，最終你們

會贏得尊重。」他說：「神韻的美，

如鑽石般耀眼。我要向你們每一位

脫帽致敬，感謝你們的付出。」

Powell 表示，當下的這個世

界充滿了浮躁，神韻在這個時候帶

給每一個人一種平靜的力量，帶來

平和。他說：「這個世界需要（神

韻藝術家這樣的）人站出來，需要

（神韻這樣的）演出團站出來。」

神韻目前有7個團同時在全球巡迴演出。（神韻官網）

【看中國訊】在過度捕

撈、環境汙染等影響下，長江

生物完整性指數已經達到最差

的「無魚」等級。長江因此禁

漁十年。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中

國農業部的通告說，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零時起，長江流

域的 332 個自然保護區和水

產種質資源保護區全面禁止

生產性捕撈。

臺灣《自由時報》的報導

提到，長江陷入「資源越捕越

少，生態越捕越糟，漁民越捕

越窮」的惡性循環，北京當局

實施的分段禁漁期成效低，以

往每年 7 月解禁後，三個月的

禁漁成果幾天內就打撈殆盡。

過度捕撈致無魚 
長江禁漁十年

（Adobe Stock）

出回應。不過，翻查杭州市政府公

開的信息，杭州市糧食和物資儲備

局於 2019 年 7 月已成立「社會化

儲糧」項目。而 2018 年初，浙江

溫州已是全省社會化儲糧唯一試點

地市。事實上，中國糧食問題早已

出現危機跡象。

2019 年 9 月 17 日習近平在河

南鄭州視察當地煤礦機械產業，隨

後，習談到要高度重視「三農」工

作，同時強調糧食生產問題。

據大陸官方統計局網站 2019
年 2 月發布的《2018 年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中

國全年糧食種植面積 11704 萬公

頃，比上年減少 95 萬公頃。而全

年糧食產量為 65789 萬噸，比上

年減少 371 萬噸，減產 0.6%。

全年穀物產量 61019 萬噸，比上

年減產 0.8%。此外，2019 年大

陸官方還表示，「糧食殺手」草地

貪夜蛾已入侵中國大陸並定殖，

2020 年恐進入爆發階段。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美國紐約十多位移民律師涉

嫌為客戶編造「政治迫害」資料

以獲取綠卡，移民局因此決定

「重新審查」（Reopen）涉嫌律

師曾經辦理的申請，受影響的客

戶高達數千人。

根據法院公開的資料顯示，

首位被令重新審查的綠卡持有

者，是一名居住在紐約的中國

籍公民。事主通過移民律師在

2011 年 5 月提交「政治庇護」綠

卡申請，在 2013 年 11 月 6 日

成功獲得綠卡。不料，2014 年

11 月 24 日，為事主承辦綠卡

的律師，向當局承認在 2010 至

2012 年期間涉移民欺詐行為，

因此國土安全部（DHS）提出上

訴，法官也同意重新審查此案。

接著，有關當局順籐摸瓜，

查出其他涉嫌為客戶編造故事以

獲得綠卡的十多位移民律師，

由他們經手辦理的數千件綠卡

申請，都可能被重審，這讓某

近日，一份杭州市余杭區糧食

安全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的「倡議

書」在網上流出，內容顯示，杭州

市余杭區商務局（余杭區糧食和物

資儲備局）呼籲余杭市民參與屯糧

行動。文件稱，余杭是糧食銷區，

產不足需，而糧食市場易受自然災

害、突發事件等影響發生波動。

因此「廣大城鎮居民家庭爭取存糧

10 天以上（人均約 7 斤以上）；農

戶存糧 20 天以上，稻穀等原糧 3
個月以上」。

與此同時，全區黨政機關、企

業單位、學校和糧食企業都要參與

社會儲糧。「糧食企業要執行必要

庫存量制度，伙食單位保持 10 天

以上消費量庫存」。

目前，對於相關消息官方未做

政庇綠卡重審 影響數千人杭州呼籲全民屯糧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近

日有消息傳出杭州市余杭區號召全

民屯糧，引發外界關注。

些「編故事」拿到政庇綠卡者忐

忑不安。不過，華裔律師劉龍珠

受訪時解釋，要求重審的案件，

不代表現有持卡者的綠卡即刻撤

銷，不過一旦真有「編故事」的

成分，可能就難逃一劫了。

劉龍珠受訪時坦承，近年

來編造「政治庇護」背景獲得

綠卡者眾，而且許多人認為一

卡在手就萬事皆定，現在事實

說明人算不如天算。劉律師表

示，有一些持卡者在紐約獲得綠

卡後，就遷居到美國其他城市生

活，但仍逃避不了重審。

劉律師強調，重審不代表

綠卡會被撤，因為縱使有關律師

面對作假指控，但並非他所有的

客戶在申請綠卡時都提供虛假資

料。不過，國安部不需要舉證就

可要求對案件進行重審，但想撤

回已通過的綠卡，那就需要達到

「優勢證據」，即必須證明當事

人提過的作假資訊，比他提供的

真實資訊要多。

因為某種原因不願去庇護所，寧

願露宿街頭。冬天的夜晚特別

冷，她倆希望能幫助這些無家可

歸者做點甚麼。

於是 2 個小姑娘自己印製

了傳單，在街頭派發給來往的路

人，希望人們把用不上的衣服、

手套、襪子和毯子，放到列治

文的收集箱裡，捐贈給無家可歸

者。她們的善舉得到了很多市民

的支持。

【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 / 綜合

報導】2020 年元旦，尼德蘭駐華

大使館在其官方微博帳戶上發表

消息稱：尼德蘭 2020 新年願望之

一就是，世界各國能夠無條件執

行世界人權宣言。

此條微博說，今天，我們重申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人人有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

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

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

密地以教義、實踐、禮拜和戒律表

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該微博披露了有關基督教牧

師王怡被判刑的信息。王怡建立

了中國最大的地下教會之一「秋

雨聖約教會」，他於 2019 年 12
月 30 日因「顛覆國家政權和非法

商業活動」被判處有期徒刑 9 年。

2018 年 12 月，王怡與妻子連同

【看中國訊】冬天的溫哥華

天氣寒冷，2 名華人小姑娘日前

在街頭發放傳單，為無家可歸

者收集禦寒物品。她們的善舉

溫暖了許多人的心。

據加拿大中文媒體報導，

溫 哥 華 14 歲 的 華 人 小 姑 娘

Yoshier Hu，是列治文 Hugh 
McRoberts 中 學 九 年 級 的 學

生。她和另一位華人小姑娘

Sarah Lin，在寒冷的冬日前往

列治文的一些車站，向街上的

行人發放傳單，為無家可歸者

收集禦寒的衣物、毛毯等。

這 2 名小姑娘表示，她們

在網上看到一篇新聞報導，講的

是多倫多一位女孩，在聖誕節為

流浪者送包裹的故事。她倆因此

想到了溫哥華的流浪者。她們知

道，一些無家可歸者在冬天會去

庇護所，但有的無家可歸者可能

十幾個其他教會領袖和成員一起

被拘留。他們中的大多數已被釋

放，但直到被宣判刑期之前，一

直都沒有王怡的消息。

北京當局要求教堂和所有禮拜

場所都要向當局註冊，但王怡沒有

這樣做。他的新教教會通常在酒店

會議室和咖啡館等地方秘密聚會。

尼德蘭大使館告訴石英網

（Quartz），《世界人權宣言》是國

際法律秩序的支柱之一。它代表著

一種普遍的認識，即基本國籍和基

本自由是所有人類固有的，而與國

籍無關。大使館表示，尼德蘭憲法

要求政府促進國際法律秩序的發

展。因此，大使館對世界的美好祝

願之一是，所有政府都按照《世界

人權宣言》行事，這使所有人都能

享有他們應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這

不足為奇。人權的普遍性意味著，

每個人的人權在每個地方都是相同

的，而不是針對任何國家。

尼德蘭駐華大使館還參考了

尼德蘭政府去年發表的關於中國

的政策文件。該文件明確提到了

中國「惡化的」人權狀況，並指

出：「尼德蘭經常要求北京通過雙

邊和多邊渠道對此做出解釋。」

中共近年加強了對宗教活動的

限制，加大對教會的打壓，並對不

遵守規定的人處以更嚴厲的懲罰。

尼德蘭駐華大使館的新年願望 華人女孩冬日行善暖人心

長江（Adobe Stock）

一位女孩問候無家可歸者，示

意圖（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