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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改革移

民制度，未來 3 年將增收百萬

高技術、高知識、高素質的人

才。對很多希望移民加國的華

人來說，這真是一個好消息。

據 CIC News 報導，加國

新任移民、難民和公民部長門

迪奇諾（Marco Mendicino）
表示，加拿大會繼續增加每

年的移民數量。加拿大計畫

在 2020 年接受 34.1 萬移民，

2021 年增加到 35 萬，2022
年的目標是 36 萬人。

目前加國 80% 的移民集

中在大城市。為了應對這個問

題，聯邦政府決心將移民地方

化。 2017 年，加拿大啟動了

大西洋移民試點計畫（AIP），
2019 年啟動了農村和北部移

民試點計畫（RNIP），2020
年將通過省提名計畫（PNP）
接收 67800 名移民，比去年

增加 11%。移民部長還將推

出新的市政移民提名計畫，讓

指定市政當局按本地市場需求

招募移民。

王婆婆被送中 港人擔憂

自去年 6 月香港爆發反送中抗

爭以來，人稱「王婆婆」的香港人

王鳳瑤，多次出現在抗爭現場，並

揮舞英國國旗而為外界所關注。去

年 8 月 11 日，王婆婆在抗議活動

現場，被港警抓捕後便不知去向。

去年 11 月 24 日，「立場新

聞」報導稱，接到了王婆婆發來的

訊息，她透露自己正在深圳取保候

審，適逢香港區議會選舉投票日，

王婆婆說，手上的選票，已化為廢

紙，呼籲港人代她加油，包括要監

票留守。最後，王婆婆還特意用英

文叮囑港人：「All the Best（一切

安好）」「Be Safe（注意安全）」。

1 月 9 日，立場新聞記者再次

收到王婆婆的電子郵件，她在信中

表示，自己在去年 8 月 11 日被港

警打傷住院，而後更被冠以「尋釁

滋事罪」後，在當月 14 日入獄，

被送入深圳福田拘留所。當月 30
日被轉到深圳市第三看守所，王婆

婆形容它為「地獄」。

王婆婆說，她在去年 9 月 29
日假釋出獄，被強制接受「愛國教

育」。她透露，自己雖已從「小

加國招攬新移民  
3年增收百萬人

查詢「王婆婆」的下落。

9 月中旬，朱凱迪也曾在臉書

發文稱，香港保安局告訴他，王鳳

瑤身在中國大陸，目前「安全」，

但警方只會向王鳳瑤的家人交代她

的具體情況而不會向外界透露。王

婆婆因參與反送中抗爭，被捕後被

送中的遭遇，引發港人關注。

去年 4 月，港府向立法會提交

《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該法案允許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多次

在香港反送中抗爭現場揮舞英國國

旗的「王婆婆」王鳳瑤，自被捕後

一直下落不明。港媒「立場新聞」

1月9日收到王婆婆郵件。她在信中
用英文指，自己被港警打傷住院，

後被送入深圳的福田拘留所，之後

又被轉到深圳市第三看守所，儘管

現在被假釋，仍回港無期。

籠」中被釋放，但現正被關押在

「大籠」，每日只能以淚洗面，而

她想回港就醫的願望更是遙遙無

期。最後，王婆婆向全體香港人打

氣說，你一定要贏！盼望港人贏得

真民主。

事實上，香港立法會議員朱凱

迪一直十分關注並跟進王婆婆的情

況，他曾在 8 月底到灣仔警署報

案，要求香港警方向中國大陸方面

將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國大陸，引

起港人的恐懼。

港人擔心人人都可能不明不白

「被送中」，在那裡他們可能被虐

待或錯誤監禁。香港因此爆發反送

中抗爭。

港警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

將王婆婆送中，這顯示北京政府已

將自己的一套作法，延伸到香港的

獨立法律體系。

香港去年6月爆發反送中抗爭，一直持續至今。（Studio Incendo/WIKI/CC BY-SA）

【看中國訊】美國 17 歲

的 高 中 生 科 基 爾（Wolf 
Cukier），去年暑期在太空

總署（NASA）實習，工作

第三天就發現了一顆全新行

星，命名為「TOI 1338 b」。

《自 由 時 報》報 導， 科

基爾就讀於紐約斯卡斯代

爾 高 中（Scarsdale High 
School），去年在 NASA 當

暑期實習生，工作是查看凌

日系外行星巡天衛星（TESS）
拍下的照片，檢查星體的亮

度變化。

實習第三天，科基爾就

發現了一顆新行星。這顆新

行星是 TESS 發現的首個環

聯星運轉行星（circumbinary 
planet），即是同時環繞 2 顆

恆星運轉的行星。

NASA 指出，該行星大

小約是地球的 6.9 倍，介於海

王星和土星之間，距離地球

約 1300 光年。

在日前夏威夷舉行的第

235 屆美國天文學會會議上，

NASA 提交了庫基爾與其他

科學家共同撰寫的論文。

NASA實習學生 
發現地外行星

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倫多

（Adobe stock）

把紐約市區的司機和通勤者從塞

車的噩夢裡解脫出來。不過，這

個法令要到 2021 年才會生效。

在不久的將來，不僅駕車進

入曼哈頓要多交費，美食家也不得

不和鵝肝告別，因為紐約市議會認

為，為獲取美味鵝肝而對鵝進行灌

食，是不人道的行為。儘管農民和

飯館抗議，但從 2022 年起，紐約

客必須為他們精緻的晚餐挑選其他

的開胃菜了。

皮草禁令也引起支持者和反對

者的反響。此禁令會促使人們購買

更便宜的人造皮草大衣。商家因為

人造皮草的需求可能增加而高興。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新年伊始，港媒「香港 01」
刊發北京官方學者專訪，談到亡

黨危機。更有最高領導的高級

幕僚稱，北京高層已經走投無路

了，每個人都清楚這個體制已經

完了。

港媒「香港 01」日前刊發了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黨委書

記房寧的專訪。房寧並不否認中

共將亡，他認為歷史週期律是存

在的。他說，目前最高領導人有

很強的危機感，「……隨著執政

時間延長、各種社會矛盾積累

以及自身懈怠，有可能會逐漸瓦

解，這是個規律。」

事實也是這樣。早在多年

前，從中共高層到中共中央黨

校，就在思考中共政權面臨終結

的問題。根據調研報告，從中共

中央、地方巡視、考核結果來

看，中共中央和地方高級官員平

均合格率僅達 1/4 左右，而地方

基層單位、縣級官員不合格及表

現差的高達 90% 以上。

同是 2015 年，時任中紀委

美國之音報導，一系列禁令

排名第一的是塑料袋，紐約州從

2020 年 3 月開始禁用塑料袋，取

而代之的是 5 美分一個的紙袋或

可重複使用的布袋。

女士一說：「這是個好主意，

對環境有利！許多州正在這麼

做，我們理所當然也該這麼做！」

女士二說：「雖然用塑料袋比

較方便，但如果人們停止使用塑

料袋，那就太好了！」

對環境的關心促成了這一決

定，環保也是其他一些禁令的背

後推手，包括駕車進入曼哈頓區

交通最繁忙的地區要多付費，這

個作法不但減少排放，也有助於

官方學者：歷史週期律存在紐約今年禁塑料袋
【看中國訊】新年開始了，紐約州

以一系列禁令來迎接2020年。紐
約州和紐約市將推出一系列新法

律。州長安德魯‧科莫簽署了將近

7百個提案。以下只是今年冬天生
效的部分法律，當然有些法律令人

質疑，還引發爭議。

書記王岐山在中紀委第 52 次常

委會上，公開承認中共體制已經

瀕臨崩潰的臨界點。王岐山說，

黨內腐敗墮落狀況、規模、深度

已經到了變質、崩潰的臨界點，

「這不是你承認不承認、接受不

接受的嚴峻事實。」王岐山還直

言：「這當然是體制、機制上出

了大問題。」

經過習近平在第一任期聯

手王岐山強力反腐之後，中共

的腐敗並無根本減弱，同時「怠

政」、「懶政」流行，被認為是各

級官員對反腐的一種另類抵擋方

式。過去的 2019 年，北京政權

面臨重大危機，香港民主抗爭、

中美貿易戰、豬瘟疫情，以及成

長趨緩的經濟，更為嚴重的是國

內民怨積累多年，像火山一樣，

只不過被強制高壓掩蓋而已。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國際關

係和中國歷史教授林蔚透露，一

個和習近平關係密切的中共高層

幕僚曾坦率的對他說：「林蔚，

我們已經走投無路了，每個人都

清楚這個體制已經完了。」

中國男留學生，被海關人員在他

的手機裡查出他購買過大麻，也

被遣返回國。儘管加州醫用和娛

樂大麻合法化，但大麻在聯邦政

府這一層是非法的，一旦被海關

查出來就會被遣返。

2019 年 12 月 30 日， 持

有 F-1 簽證的王同學進了「小黑

屋」。王同學說，曾在假期回國

多次，回美入關時一直很順利，

這次卻被關進「小黑屋」。王

同學在「小黑屋」裡待了 2 個小

時，期間有十幾個人陸陸續續進

來，「小黑屋」都快擠不下了。

目前，美國海關檢查更趨

嚴厲，不少華人在國內登機時

被打上 SSSS（全稱 Secondary 
Security Screening Section，
二次安檢）標記，受到額外檢

查。來美入關後，還被帶進「小

黑屋」再查一遍。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貴州 24歲女大生吳花燕因長期貧困

體重一度跌至 43斤，日前傳出她去

世的消息，引發關注。令人心寒的

是，在其生命盡頭，不少人以她名

義募集巨額捐款卻至今下落不明。

1 月 13 日下午，吳花燕於去

世，年僅 24歲。吳花燕是貴州省銅

仁市松桃縣沙壩河鄉茅坪村人，生

前就讀貴州盛華職業學院，她在 4
歲時母親去世，18 歲時父親去世，

只剩她和弟弟吳江龍相依為命。

2019 年 10 月，吳花燕在醫院

檢查時發現患有心源性水腫、腎源

性水腫等多種疾病，當時體重僅剩

43 斤。因長期營養不良且患病，吳

花燕眉毛掉盡，頭髮也掉了一大半。

吳花燕生前曾說：「奶奶和爸

爸都是因為沒錢治病而去世的，那

種因為貧窮而等待死亡的感覺，我

【看中國訊】伊朗事件發生

之後，美國海關檢查越趨嚴厲，

進「小黑屋」的人越來越多。最

近，美國海關開始使用「關鍵

詞」搜索，徹查入境者的社交媒

體。據知情人士透露，洛杉磯

和達拉斯機場海關檢查非常嚴

格，其他地方的海關則相對寬

鬆一些。

海外中文媒體報導，一名持

F-1 簽證的中國女留學生小 A 寒

假回國後返美，在洛杉磯入海關

時進了「小黑屋」。海關人員問

了她一些問題後，檢查了她的手

機。幾名精通中文的海關人員用

「代課」，「代考」等關鍵詞搜索

了小 A 的手機聊天紀錄，迅速

查找違法信息的證據，結果查到

了小 A 在社交媒體上發的代考

信息，小 A 因此被遣返。

一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

再也不想經歷一次了。」她還說：

「高中最困難的一次是一天只吃了

一個饅頭，那時候因為糟辣椒便

宜，用糟辣椒拌白米飯吃，一吃就

是 5 年，穿過最貴的一件衣服是

100 塊錢。」

曾有民間愛心人士踴躍捐

款，希望能幫助她治療疾病，而

她也曾被轉入貴州醫科大學附屬

醫院搶救一個多月，但醫生後來

仍表示無力回天。

值得一提的是，在她去世的

當天，央視播放反腐紀錄片《國家

監察》，內容提到貴州原副省長王

曉光除了受賄數額巨大，還收受

4000 多瓶茅台的受賄，為銷毀贓

物，將這些茅台統統倒入馬桶。而

另一名貪官、中國國有金融企業華

融原董事長賴小民被查出，在一處

房屋保險櫃內藏有 2 億元的現金。

因貧病而死的吳花燕和因巨

腐入獄的王曉光、賴小民的經歷對

比，反差強烈，引發不少網友感

嘆：「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此外，據澎湃新聞報導，一

家名為「9958 兒童緊急救助中心」

的公益機構曾在未告知吳花燕的

前提下，以吳花燕的名義用兩個

平臺籌集了 40 萬元。另有消息

指，該機構共募集百萬元，但僅

給吳花燕兩萬元。

針對此事，中華少年兒童慈

善救助基金會拒絕作出回應。

還有視頻平臺在吳花燕不知

情的情況下，以「護燕行動」之名

用二維碼收款，聲稱募集的 45 萬

已轉交吳花燕。但吳花燕的親屬

指沒有收到過這筆錢。據報導，

這些所謂的公益行為曾讓吳花燕

寒心，令其徹夜難眠。

43斤貴州貧困女大生營養不良去世 美國海關用「關鍵詞」查手機

塑料袋在紐約將成為歷史。

（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