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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封城 美國驚現首個病例

【看中國記者朱莉多倫多採訪

報導】中國黃曆新年前，從澳洲、

新西蘭到歐洲及北美，全球逾 20

個城市舉辦遊行集會，呼籲全世界

政府及國際機構制裁侵犯人權的

香港及中共官員。 1月 19日（星

期日），加拿大多倫多舉行了「制

裁中共大集會」，加拿大中歐和

東歐議會會長、國際馬格尼茨基

（Magnitsky）人權制裁運動專家

高爾嘉（Marcus Kolgar）、港加

聯會長馮玉蘭、世界維吾爾議會加

拿大代表托蒂（Mehmet Tohti）

及加拿大西藏委員會全國會長

Sherap Therchin均出席了會議。 

1月 19日下午，多倫多「1.19

全球制裁中共大集會」在北約克

市政中心議事廳舉行，雖然暴雪

剛過，但仍吸引眾多民眾冒寒出

席。高爾嘉在會議上表示，加拿

大積極的運用《馬格尼茨基法》

（Magnitsky Act）去制裁違反人

權的中共官員的時刻已到。加國國

民亦應有心理準備，此舉將引發中

共政府向加國採取各種打壓報復手

段，但加拿大作為人權自由的全球

捍衛者，絕不可退讓！使用《馬格

尼茨基法》制裁違反人權的中共官

員，並非反華，目前已被加國用此

法制裁的，還包括來自委內瑞拉、

俄羅斯、古巴及索馬里的官員，加

拿大聯邦政府對待違反人權的中共

官員不應有雙重標準。

代表托蒂說，中共不僅迫害

香港人、新疆人、西藏人、法輪

功，也對世界輸出銳實力，威脅自

由世界體系。港加聯會長馮玉蘭表

示，2020年將是全球反抗中共極

權的一年。目前國際上已經形成一

個潮流，必須對中共迫害人權的官

員進行制裁。從集會當天開始，加

拿大公民社會將正式啟動全國性的

運動，推動加拿大政府以《馬格尼茨

基法案》，制裁在香港、東土耳其斯

坦，及西藏地區違反人權的中共官

員。馮玉蘭會長透露，民間組織草

擬的制裁中方官員名單初稿已定。 

《看中國》記者在採訪高爾嘉時

提出問題：很多中國官員為逃避人

權法案制裁，可能會改換身分，使

用第二本、第三本護照赴加，加拿

大對此是否有應對機制？

高爾嘉回應說，加拿大有機制

可以檢測到這些擁有第二、第三本

護照的官員，「曾有一名俄羅斯官

員被禁止進入加拿大，後來他使用

了（另外的）真護照、假姓名來加

拿大，但被加拿大政府和民間團體

發現了。他進入加拿大後，我們知

道他是壞人，於是加拿大政府提出

了這個問題，此後，他就無法用那

第二本護照進入加拿大。因為他是

俄羅斯參議員，他不允許擁有第二

個國家的國籍。因此，他悄悄來到

加拿大，事發後，他被剝奪了參議

員的席位，丟盡了臉。所以，我們

有機制可以檢測到這些擁有第二、

第三本護照的官員。但是，我們需

要與我們的合作夥伴一起工作，以

便分享資訊。比如華為問題，我們

應確保和五眼聯盟有良好的關係，

以便能夠分享資訊，確保那些使用

第三本、第四本護照的人無法進入

這個國家。」

對於使用國際法案制裁中共

官員，與會的越南裔加拿大居民

Dinchuan向《看中國》表示：「很高

興有這個《馬格尼茨基人權法》去制

裁中共，不是（制裁）中國人民，

是（制裁）共產黨。中國人其實是

被中共蠶食的，他們本是好的，但

是共產黨相當之壞。它在壓迫那個

國家，壓榨那的國民，中國人甚至

不敢說出心裡話。我有很多中國朋

友，他們大都不喜歡中國政府。」

香港移民亞文說：「今日講『制

裁』，說白了就是制裁獨裁領袖。

今日香港亂局，正是中共獨裁領袖

一手造成。所以未來香港確實需要

世界公民幫忙。 」

維護人權   加拿大舉行「全球制裁大會」

孟晚舟被引渡 可能性很大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報

導】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引

渡聽證會 1月 20日在溫哥華開

庭，此案涉及中、加、美三國的

政治外交關係，引起全球關注。

美國《紐約時報》對此案進行詳細

分析，預計孟晚舟被引渡的可能

性非常大。 

從 20日開始為期五天的法

庭聆訊上，控辯方將就「雙重犯

罪」展開辯論。「雙重犯罪」是

《引渡法》的核心；意思是，孟

晚舟是否會被引渡至美國，必須

裁定她在美國被指控的犯罪，在

加拿大是否也屬於犯罪行為。在

「雙重犯罪」成立的情況下，兩

國才會開始引渡程序。 

《紐約時報》報導，2019年

1月，美國公布了一份起訴書，

指控孟晚舟以欺詐手段欺騙四家

銀行。美國指孟晚舟掩蓋華為與

一家子公司 Skycom的關係，

該子公司被指違反了美國對伊朗

的制裁。指控內容稱，美國指孟

晚舟誘使銀行違反美國對伊朗的

制裁，將銀行處於被美國處罰的

風險下。 

美國檢方指控，孟晚舟涉

嫌金融欺詐，這在美國和加拿大

都是違法行為。華為透過香港子

公司 Skycom與伊朗有業務往

來，同時對滙豐銀行進行欺詐，

隱瞞華為與 Skycom的真實關

係，這讓滙豐銀行也蒙受違反

制裁規定的風險。。 

孟晚舟否認了這些指控。辯

護律師稱，她被美國指控的罪行

在加拿大沒有構成犯罪，因為加

拿大沒有對伊朗實施制裁。他們

還聲稱，根據加拿大法律，滙豐

銀行不存在財務損失的風險，也

因而構成欺詐罪名發生的先決條

件並不存在。不過，若加拿大法

庭裁定「雙重犯罪」成立，那孟

晚舟將在 5月分出庭，作為引渡

程式第二階段的開始。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美國國會在 2018年通過「2019財

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後，警告不再

對有「紅資」金援的孔子學院這類

大學提供資助，全美最早開辦孔子

學院的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宣布，將在本學年

結束已有 16年歷史的孔子學院。 

外界認為，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大專

學府關閉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北京總部第一時程表

達「遺憾」之外，也擔憂引起「多

米諾骨牌效應」，接下來會有更多

美國大專院校關閉孔子學院。

據中央社報導，馬里蘭大學

校長羅赫（Wallace Loh）在 1

月 17日發文表示，美國國會在

2018年通過「2019財政年度國

防 授 權 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

在此法規下，闡明開辦孔子學院的

組織或機構，不得參與某些聯邦資

助計畫。

羅赫校長表示，校方在評估有

關立法對馬里蘭大學的影響，為了

學校往後的發展，並把影響程度降

至最低，決定在本學年結束前，

一旦完成目前在講授的課程後，

全面關閉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

馬里蘭大學 2004年在校內開

辦孔子學院，也是全美國第一所設

立孔子學院的大學，開辦至今已有

16年歷史，指標身分不言而喻。

據美國新聞網站「Axios」引述消

息稱，相信將有多所美國大學陸續

結束由中共政府資助的語言和文化

的交流合作，而馬里蘭大學僅是最

新的一宗。

自馬里蘭大學首開先例開辦孔

子學院後，接著全美有多間大專院

校在北京政府的資援下，如雨後春

筍在校內開辦孔子學院。風靡盛行

時，全美約有 100多間學校開辦。

不過，有輿論批評，孔子學院有侵

犯美國校園學術自由之舉，如禁止

防疫情擴散  武漢封城
武漢市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 1

月 23日淩晨發布通告，全市公共

交通工具暫停運營；無特殊原因，

市民不要離開武漢，機場、火車站

離開武漢通道暫時關閉。相關消息

引爆輿論。隨後「武漢封城」的消

息迅速竄上微博熱搜第一名，超過

151萬民眾都在對此關注與討論。

美國發現首例武漢肺炎

就在武漢發布封城通告的兩天

前，當地時間 1月 21日，美國疾

控中心（CDC）宣布，美國發現

首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案例（武

漢肺炎）。

報導稱，感染者是一名居住在

華盛頓州 Snohomish County的

30多歲男性，該男子此前去了中

國武漢旅遊，之後從中國飛往西雅

圖，回到美國後出現了症狀，於 15

日因肺炎住院。 1月 21日下午，這

名男子被證實感染了「武漢肺炎」。

1月 17日，美國疾病控制與

預防中心（CDC）發布新聞通報

稱，從即日起，他們會與美國海關

和邊境保護局（CBP）合作，在

美國三大國際機場中，從中國飛來

美國的旅客進行武漢肺炎（2019-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中國新年之際，武漢市肺炎疫情

防控指揮部發出封城通告。而此

前美國剛剛發現首例武漢肺炎，

加重了人們對疫情向全球擴散的

擔憂。

全美第一家 孔子學院被關閉
師生在課堂討論政治敏感議題。

另一方面，據中央社引述，孔

子學院總部過後透過《中國日報》

表達遺憾，北京政府在去年宣稱，

在全球 158個國家地區，總計設

有 535所「孔子學院」，及 1134

家在中小學運作的「孔子課堂」。

中方會為每一所孔子學院提供資

金，及經嚴格政審與培訓的教師，

同時也會嚴格審查中文教材。

根據全美學者協會（NAS）

在 2017年 4月公布的報告指出，

北京政府透過「漢辦」控制美國的

孔子學院，更透過孔子學院來干預

美國大學的學術自由，灌輸特定的

意識形態，避談達賴喇嘛、西藏、

臺灣以及六四天安門的問題，因此

呼籲關閉孔子學院。

除了美國關閉孔子學院之外，

加拿大新布倫瑞克省、澳大利亞新

州以及比利時，在去年也相繼宣布

將關閉多所的「孔子學院」及「孔

子課堂」。

nCoV）的檢測篩查。

而該男子是在 1月 15日，即

美國三大機場針對來自或經過武漢

的乘客實施入境排查前，從西雅圖

機場入境美國的。不過，目前為

止，還未知該男子是華裔還是外裔

人士。

美國疾控中心沒有透露病人的

身分，據說病人病得很重，目前在

西雅圖北部埃弗里特市（Everett）

的 醫 療 中 心（Providence 

Regional MedicalCenter）隔離

治療。

而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官員正在

緊急製作與該男子有接觸的人士名

單列表。CDC指出，目前必須假設

病人和至少 100個在飛機上的乘客

接觸過，因為密閉的飛機就像一

個病菌培養皿。目前為止，仍無

法確認感染者是否已經將病毒傳

染給其他人。

美國疾控中心指出，預計在美

國，武漢肺炎的病例會增加。

而華人聚集的大城市，如洛杉

磯、舊金山、紐約、芝加哥等地

區，都是高危監控區域。

美國五大機場實施篩查

1月 17日起，美國開始在東

西海岸三大國際機場（紐約肯尼

迪國際機場、洛杉磯國際機場和舊

金山國際機場）進行篩查。到目

前為止，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CDC）和國土安全部已經在美國

三大機場篩查了 1200多名乘客。

CDC表示，還將在亞特蘭大國際

機場和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對旅

客進行篩查。

除了篩查措施，CDC還在其

網站上發布了關於中國新年的旅行

警告，告知旅行者新年期間前往亞

洲探望朋友或親戚，或參加慶祝活

動，請採取一些簡單預防措施以保

持安全和健康。

「超級傳播者」已出現

中國呼吸系統疾病專家鍾南

山，1月 20日在接受央視採訪時

表示，醫護人員已出現被感染病

例，有 1名患者導致 14名醫護人

員被感染。網傳消息指，武漢多

個醫院有醫護人員上呼吸機搶救，

已有醫生去世。有當地居民部分證

實了上述傳言。香港大學公共衛生

學院副教授朱華晨表示，武漢出現

多名醫護人員感染，說明俗稱「毒

王」的「超級傳播者」已經出現。

感染患者逃離醫院

目前，還出現多起網絡消息

稱，疑似感染患者逃離醫院。中

國 youtuber「stone記」在社群

平臺爆料，1月 20日，有家屬帶

孩子到北京協和醫院的急診做了快

篩，結果呈現可疑陰性，醫護人員

建議隔離複檢時，一家 3口連口

罩也沒戴，直接逃離醫院了。廣西

公安信息快報披露，21日在廣西

梧州市醫院，也有 1名疑似患有新

型冠狀病毒的小男孩，被家屬強行

接走，目前還在查找中。患者逃離

醫院據悉與 2003年 SARS爆發

時，當局的處理方式有關。知情者

透露，當年為防止 SARS蔓延，

院方會用藥物給患者注射，使其

「安樂死」。

武漢肺炎疫情嚴重，民眾出遊都戴上口罩。（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