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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歸途》在倫敦獲大獎

周子瑜捐5千萬 
助韓國抗疫

【看中國記者成容倫敦採訪報導】

屢獲殊榮的華語電影《歸途》，日

前在英國倫敦的國際電影節上囊括

了四項提名，還獲得「最佳外國語

片剪輯獎」。該電影還在電影節期

間面向公眾放映。

華語電影《歸途》劇照。（美國新世紀影視基地）

竊美電池技術  
大陸學者獲刑

周子瑜（Newsen/WIKI/
CC BY-SA）

中露臺跳下，當場身亡。也有年

輕人因走投無路而自殺的。 2 月

25 日，有人透露，一名武漢肺

炎重症病人出院後，回家看到一

家人全部去世，他無法承受這種

痛苦，在樓頂上吊自殺。

1 月 31 日，網傳一名武漢

肺炎病患在武漢司門口跳橋自

殺。這名病患因醫院沒有床位不

能入院，又怕傳染給家人只好在

外租房住，斷糧後感到生不如死

於是自殺。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COVID-19，新冠肺

炎）蔓延多國，日本與臺灣都出現

疫情。日本駐臺代表泉裕泰表示，

臺灣政府在處理疫情上非常果斷、

迅速因應，臺灣民眾對於防疫也高

度重視，值得效法。

據中央社報導，2019 年 11 月

來臺接任日本臺灣交流協會臺北事

務所代表的泉裕泰，日前在接受中

央社專訪時提到，為因應武漢肺炎

疫情，臺灣的中央、地方政府，以

及醫療界日夜操勞，對此他表達敬

意。臺灣在 1 月底出現首個境外移

入的武漢肺炎病例，考慮到境外疫

情威脅擴大，衛福部長陳時中親自

擔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

官。過去一個多月以來，指揮中心

每天都召開記者會，向外說明最新

疫情狀況與政府的因應措施；面對

【看中國訊】武漢封城四十

天，物價飛漲，許多居民儲蓄耗

盡，生活陷困境。有人 3 日在網

上發文稱，武漢兩名孤寡老人因

家中斷糧，攜手跳樓自殺。

3 月 3 日，有線民留言稱，

漢陽黃金口一社區，有兩名孤寡

老人攜手跳樓。有人拍下現場視

頻，稱封城後，居民買菜或買生

活用品需網上團購，孤寡老人沒

有食物，又不會上網，無人幫

助，居委會也不過問，結果絕望

的老人跳樓自殺。

近日，網上頻繁傳出武漢老

人跳樓的消息。 3 月 1 日，有

武漢線民說：「我們社區又有一

個老爹爹跳樓了……都已經有兩

個老人跳樓了！」2 月 10 日，

有人留言，一名需洗腎的 70 歲

老人疑感染武漢肺炎，跑了多家

醫院，均被拒之門外，從 9 樓家

口罩荒，政府也施行實名制口罩販

售，同時也增加了國內的口罩生產

線，因應國內需求。

泉裕泰表示，看見臺灣當局

非常果斷的防疫模式，以及臺灣民

眾對於防疫的高度重視、有秩序的

行動，「這些都讓我們感到非常敬

佩」；他也看見臺灣民眾在危急時

刻，大家一起合作。他說，日本可

以向臺灣學習很多事情。

他說，臺灣與日本一樣，常

常發生天災，民眾面對危機時，應

該要彼此合作。此外，為了克服疫

情，他表示，臺灣與日本可以在醫

療技術方面進行合作。

此外，泉裕泰表示，因臺灣

各界的努力，在臺日人的安全也受

到了保護，他對此表達由衷的感

謝。至於日本的武漢肺炎疫情，他

表示，如何防止疫情擴散正值關鍵

時刻；日本政府及民間都要全力因

應。泉裕泰也強調，醫療及衛生議

題是沒有國界之分的，世界需要共

同克服。他有信心，日本、臺灣將

攜手度過難關，希望日臺之間能夠

加強有關疫情的合作；他堅信，臺

灣有能力對全球醫療衛生做出貢獻。

對於臺灣積極爭取參加包括世

界衛生組織（WHO，簡稱：世衛

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卻處處遭

受北京打壓，泉裕泰表示，關於疫

情的因應，最重要的是「不能有地

理上的空白」。目前疫情在全球

急速擴大，需要國際社會的合作、

共同因應，在這情況之下，臺灣以

觀察員的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WHA）至關重要。泉裕泰表示，

日本這一次也在第一時間發聲，

來爭取更多的國際認同，這也是

日臺的重要合作之一。

日新任駐臺代表讚臺灣防疫 孤寡老人因斷糧攜手跳樓

一位武漢老人(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肆

虐，韓國成了重災區。韓國

演藝圈眾星紛紛慷慨解囊，

幫助抗疫。韓國女子演唱團

「TWICE」的臺灣成員周子瑜

也獻出愛心，日前捐出 5 千萬

韓元（約 4.4 萬美金）給「愛

心果實」社會福利共同募捐

會，為第一線醫療人員購買防

護服、口罩等防疫用品。

此外，她還對大家獻上真

誠祝福，希望大家都能平安、

身體健康。很多韓國網民得知

周子瑜捐款的消息後，讚揚她

「人美心也美！」「子瑜擁有

美麗的靈魂」還有人留言「臺

灣 No.1」。周子瑜曾在今年

中國新年的初一用中文祝福大

家平安、健康、快樂，並慰問

醫生及護士等醫護人員。

融 合 國 際 電 影 節（Fusi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之

北歐國際電影節（North Europe 
International Festival）2 月 15 日

至 22 日在倫敦舉辦。由美國新世

紀影視基地製作的《歸途》入圍了外

國語片的最佳男主角、最佳導演、

最佳影片和最佳剪輯獎提名，最終

抱走「最佳外國語片剪輯獎」，成

為所有入圍亞洲影片的翹楚。

獲獎西班牙導演兼編劇瓦爾

塞基（Rodrigo Valsechi）觀看了

《歸途》後表示，影片令人震撼。瓦

爾塞基表示：「從專業方面來看，

電影的技術傑出，電影也非常優

秀。」瓦爾塞基推薦大家都去看《歸

途》，他說：「你能體會到，這是

有關生命意義的影片，片中的主角

是幸運的，如果你有信仰，也許就

會發生奇跡。」

面對記者，他真情流露，聲

音哽咽的說：「這個電影節上的影

片質量都很高。《歸途》是第一部

當我看完後，靈魂受到了衝擊的電

影。因為這個故事有一個美好的結

局，但是經過了艱辛的旅程才到

達，我感到高興，又有點憂傷，同

的一種藝術形式，所以我覺得從事

電影工作的人是有責任和義務的。

我們需要把更有道義感、更正面、

更積極、更高尚的力量帶給人類社

會。未來我自己，還有新世紀影視

基地，我們會繼續朝著這個目標努

力，製作更多更好的，弘揚真善忍

這樣非常傳統的價值觀的電影。」

《歸途》這部電影是根據真人

真事改編的，講述一個在中國的電

時感受到希望。」

《歸途》女主角鄭雪菲代表製

作團隊上臺領獎。鄭雪菲在電影裡

塑造的女主角是一名法輪功修煉

者。她表示：「給我們這些獎項和

提名的原因，我想他們是從我們的

電影裡面感受到了更陽光和希望的

一面。」

《歸途》男主角姜光宇說：「電

影應該是對當今人類社會影響最大

影演員患了絕症以後，怎樣通過信

仰來改變他的命運，通過信仰獲得

了新生。

副導演魏月表示：「我們非常

高興這部電影能夠被西方社會所認

可。借用電影中的一句話，很多人

上下求索，尋找人生的真諦到底是

甚麼，其實真善忍才是生命真正的

希望。魏月希望這部電影能給觀眾

帶來希望和啟示。

【看中國訊】現年 36 歲

的譚鴻晉（Hongjin Tan，音

譯），因從美國菲利普斯 66石

油公司竊取電池技術，被判監

禁 24個月。

美國聯邦地區法官弗里澤

爾（Gregory K. Frizzell） 還

判處他向其前僱主支付 15 萬

美元的賠償金，以及刑滿後監

督三年（supervised release）。
譚鴻晉擁有美國綠卡，

曾在菲利普斯 66 石油公司從

事下一代電池技術的研發工

作。美國司法部日前在聲明中

說，譚於去年 11 月在美國俄

克拉何馬州北區法院認罪，承

認未經其僱主授權故意複製和

下載研發材料。美國司法部負

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約

翰 ‧ 德默斯（John Demers）
說：「中方一直企圖竊取美國

的知識產權，這次的調查和起

訴揭露了又一個實例。」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特

別探員梅麗莎 ‧ 戈博爾德

（Melissa Godbold） 說：「美

國公司在先進的研究和前沿技

術上投入了大量資金。FBI 將
致力於保護美國產業不受對手

的侵犯。」

2 個月後，世界反運動禁藥機

構不服國際泳聯的裁決，並向國際

體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訴。

2019 年 11 月 15 日，在瑞士

蒙特勒召開了聽證會，按照孫楊的

要求這次聽證會是以公開方式進

行。在聽證會中，孫楊稱當時國際

藥檢管理機構人員沒有提供有效授

權文件，因此質疑他們的藥檢資

格。臺灣《自由時報》報導，根據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發布的一份聲

明顯示，在拒絕突擊藥檢的情況

下，孫楊無法證明自己有令人信

服的理由銷毀他當時的藥檢血液

樣本。最終國際體育仲裁法庭一

致通過裁決，孫楊被禁賽 8 年。

作為中國第一位奪得奧運金

牌的游泳選手，孫楊在其運動生

涯中獲得了 2012 年倫敦奧運 400
米、1500 米和 2016 年里約奧運

200 米等 3 枚自由式游泳奧運會

金牌。但長期以來，孫楊也是一

名爭議性很大的游泳選手，曾因

「禁藥」問題而被短暫禁賽。

2014 年全國賽事中，孫楊被

檢查出服用過多「曲美他嗪」，遭

停賽 3 個月。

【看中國訊】3 月 1 日，近

千名法輪功人士在紐約布碌崙八

大道舉行遊行，遊行隊伍延綿

十幾個街區。紐約警方為遊行開

道。遊行隊伍由法輪大法天國樂

團、煉功隊、旗陣、花船隊、蓮

花隊、橫幅隊、腰鼓隊組成，遊

行起點是八大道 42 街，終點是

第 59 街，覆蓋十幾個街區。

八大道是華人聚居地，當天

許多華人上街觀看遊行，原本冷

清的街道又熱鬧起來。不少人目

不轉睛地看著遊行隊伍中的一條

條橫幅。其中有一個橫幅寫著：

「瘟疫面前保命良方，誠念法輪

大法好真善忍好」，另一個橫幅

上寫：「祝您遠離中共 遠離瘟

疫」，還有一個橫幅寫道：「道

德回升人類才有希望」。

遊行的主辦方表示，現在

中國的瘟疫散布到全世界，世人

憂心瘟疫，我們要告訴大家，中

共是最毒的病毒，遠離中共就是

遠離瘟疫，退出中共黨團隊就能

保平安。主辦方還說，當災難發

生，人人自危時，記住「法輪大

法好」，能讓人平安度過災難。

希望華人都來瞭解法輪功真相，

禁賽 8 年！這意味著孫楊不但

無法參加東京奧運會，而且其游泳

運動生涯可能就此終結。

香港「立場新聞」報導，這

一興奮劑事件發生在 2018 年 9 月

4 日。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委託

國際藥檢管理機構（International 
Doping Tests & Management AB，
IDTM），在晚上趕到孫楊家中進行

突襲式檢查，採集孫楊當時的血液

與尿液樣本。在此過程中，孫楊與

國際藥檢管理機構人員發生衝突。

據悉，孫楊當時拒絕提供尿液樣

本，他的保鑣則用鐵錘擊碎血液樣

本瓶子。

2019 年 1 月，國際泳聯做出

裁決，認為孫楊沒有違反《世界反

興奮劑條例》。

法輪功遊行 橫幅傳遞福音孫楊被罰禁賽8年
【看中國記者鍾琺綜合報導】中

國奧運會游泳冠軍孫楊，因違反

興奮劑規定而被國際反興奮劑機

構起訴。2月28日，國際體育仲
裁法庭（Court of Abitration for 
Sport，CAS）最終裁定，孫楊被
禁賽8年，即日生效。

「常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確實能夠保平安。我們惦記

著這裡的華人，所以把這個福音

帶給大家。」

觀眾呂先生說，他相信法輪

功的「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九字真言確實是起作用的。

「我希望大家都要相信『真、善、

忍』。」蔡先生說：「法輪功提

倡『真、善、忍』非常好，有一

個打坐的功法使人內心平穩寧

靜，我曾經嘗試過，浮躁不安的

心馬上會靜下來。」他說：「我很

想學法輪功，對身體很有益處。」

西 語 裔 Feliciano Silvestre 
Juarez 表示，聽朋友說法輪大法

是一門很好的東方強身健體的功

法，從那時起他就想學法輪功。

3月1日，法輪功人士在紐約布碌

崙八大道遊行。（攝影/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