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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源頭在哪？美國知道

沃爾瑪超市 
新增醫療門診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綜合報
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日前反駁了中共最近宣
稱病毒來自美國的「陰謀論」。他

還譴責中共隱瞞武漢肺炎（又稱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
情，而且說與中共合作獲取病毒信

息的過程「令人沮喪」。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Getty Images）

空中出租車 
將改變旅行體驗

零售連鎖企業沃爾瑪

（Getty Images）

2019 年年中，大陸地區網絡水

軍收購了臺灣境內 13 個網址。

以被收購的「puddingco」網站為

例，儘管網站名稱不變，但內容

都遭修改，充斥大量大陸官方新

聞、政策等，以及對臺灣「帶風

向」的不實評論。

調查局研判，這種高度組織

化和策略性的網絡惡意行為，其

背後應該有中共黨政軍單位主導

操盤，意圖造成臺灣社會動盪。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在中國大陸爆發並擴散到

全球各國，而且疫情仍呈現快速蔓

延趨勢。然而，北京當局近期持續

宣稱中國大陸疫情已經好轉，但此

時去中國的海外華人將會受到嚴厲

的防疫待遇，是否還能再次出國都

是未知數。

臺灣中央社報導，北京市政

府副秘書長陳蓓日前在新聞媒體記

者會上宣稱，凡是來自韓國、意大

利、伊朗、日本等武漢肺炎疫情嚴

重的國家從北京入境者，無論是中

國公民，還是外籍人士，都必須進

行自我隔離 14 天。在北京當局稱

疫情好轉，要求復工後，大陸實際

情況如何？有大陸網民發文稱，自

從當局下令各地企業復工以來，大

陸各省市官方通報的疫情數據也立

即斷崖式大幅下降，近日更頻頻報

【看中國訊】臺灣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武漢肺炎疫情假訊息，循

線發現中共網軍收購了臺灣的 13
個網域，並通過這些網站製造虛

假信息，影響臺灣社會輿論。

美國之音報導稱，臺灣法務

部調查局日前在其網站上發布新

聞稿稱，在調查武漢肺炎疫情假

信息時發現，臉書社群某粉絲專

頁所放置的網址鏈接竟連向中共

的「內容農場」。

有關調查還發現，該臉書專

頁除了有高度爭議性文章以外，

更串聯大量外部網站，以中共

「內容農場」的模式，意圖操控

臺灣疫情期間的社會輿論，短期

內高頻產制不實信息，在臉書社

群中大肆散布，進行中共「大外

宣」的統戰。

臺灣調查局說，在臺灣 2020
年總統和立委大選前半年，即

告零增長。外界質疑各級地方政府

可能為配合中央的政策需要，而蓄

意隱瞞疫情的真實情況。

有人在網上留言，說工廠讓復

工，從河南南陽到達東莞，出去買

菜逛超市感染，廠裡剛到 6 人，至

少兩人被確診，其餘 4 人被隔離。

網民 LUCY 寫道，復工已陷

入兩難？安徽國風塑業股份有限

公司一分廠，發現一例新冠病毒

無症狀感染者。目前該企業已停產

整頓。有人稱，湖南至汕頭大巴車

上，一復工者發燒死亡，全車人成

為密切接觸者。還有消息說，上海

復工之後，上下班等待檢測體溫。

看看上海排隊看病的人龍，你還敢

相信當局宣傳？

還有網文說，日本疫情持續擴

散，有失控的趨勢，一對山東夫妻

本想乘機回國「躲避」，但接到國

內政府告知，回去隔離 20 天，需

要自己承擔隔離費用。兩人每天須

交 600 元隔離費，仔細一算兩人隔

離費加機票比在日本生活費都高出

許多，難以承受，所以打消回國念

頭繼續留日……

關於中國公民和海外華人相

信北京當局宣傳，並想回國躲避疫

情的話題，引發海外網民熱議。網

民說，都不需要用腦子想。「零增

長」、「零死亡」就是個笑話。旅

居美國的「六四倖存者」唐柏橋日

前發推文稱：「前些天聽說有人要

從韓國回中國，感到無語；再後來

看到有人要從日本回國的報導，覺

得荒唐；昨天有人親口對我說，他

準備回國『避一避』。我驚訝地問：

美國醫藥條件不是更好？他說中國

得了武漢肺炎有免費醫療。這得有

多麼無知和愚蠢！可憐又可悲！」

華人想回國？看完這些再說吧 中共網軍購13個臺灣網域

臺灣法務部（勤岸/WIKI/CC 
BY-SA）

【看中國訊】美國零售連

鎖企業沃爾瑪看好健保市場，

在個別門店新增了醫療部──

「沃爾瑪健康部」，為患者提

供常規檢查和慢性病治療。也

接診沒有健康保險的人。

健保費用的提高使一些人

就醫難。

沃爾瑪想填補這項不足。

去年 9 月，沃爾瑪的首個醫療

部在喬治亞州達拉斯開張。

蓬佩奧在接受 CNBC 採訪時

說：「在武漢肺炎這件事上，我們

希望獲得的前線信息並不完整。」

蓬佩奧表示：「這不是正確的應對

方式，也不是美國一貫採用的透

明、開放以及信息共享的方式。」

蓬佩奧說：「我們也知道，很

多關於疫情和病毒的信息本來可以

更快地提供給世界各地的衛生專業

人員，大家可以共享信息和數據。」

他補充：「這是最大的不幸。」

蓬佩奧相信美國政府有能力處

理疫情危機。「我相信我們能夠應

對，我有信心，我們會處理得比世

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好。」

蓬佩奧更駁斥了武漢肺炎病

毒源頭可能來自中國以外的說法。

「我們非常有信心，知道病毒源頭

是在哪裡。」

媒體報導，2 月 27 日，中國

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廣州市官方的

防疫專題記者會上聲稱：「對疫情

的預測，我們首先考慮中國，沒考

慮國外，現在國外出現一些情況，

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不一定是發

鍾南山此番言論引發輿論嘩

然，外界認為，這是中共在為武漢

肺炎疫情爆發尋找替罪羊。

2 月 28 日，上海武漢肺炎臨

床救治專家組組長、上海復旦大學

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

接受《中國日報》採訪時表示，他

認為武漢肺炎病毒是從武漢出現，

而不是從外國傳入。

張文宏表示說：「如果是（來

自外國）的話，那麼我們應該看到

源在中國。」

鍾南山還突然插入一句說美國

因流感現大量死亡病例，刻意引導

人們聯想美國流感是不是武漢肺炎

引起。

他稱，「武漢大量的疑似病

人，迫在眉睫的是診斷。美國流感

爆發時也出現大量死亡病例。為

此，我們加速了研發和臨床驗證。

如何在短時間鑒別武漢肺炎病毒與

流感，這是非常重要的。」

來自國內不同地區的患者在同一時

間爆發疫情，而不是集中在武漢出

現疫情。」

他稱，武漢肺炎病毒也很容易

和流感區分開來，「通過 CT 掃瞄

很容易將流感與武漢肺炎病毒感染

區分開」。

時評家李天笑指出，迄今還沒

有一條報導說，在武漢瘟疫發源之

前，就已經發現了國外的患者；或

者說，武漢瘟疫是外國傳過去的。

【看中國訊】電動空中出

租車已接近現實，或可改變

城市交通的格局。

優步（Uber）將提供優步

空中叫車服務。優步的「個人

飛行器」能夠載運四名乘客，

以最高 180英里的時速行駛 60
英里，飛行高度在 2000英尺。

優步已表示，他希望在 2020年

開始測試垂直起降飛機，並在

三年後啟動首次正式出行，在

達拉斯、洛杉磯和墨爾本推出

服務。目的是使乘坐空中出租

車比擁有普通汽車更加便宜。

優步計畫今年開始試飛。

喬比航空也將在 2023 年

之前推出電動空中出租車服

務，喬比航空的發言人莫伊

甘‧哈利利（Mojgan Khalili）
說，該公司的設計是四名乘客

加一名飛行員，它一次充電可

以行駛 150 英里以上，在起飛

和降落時比傳統飛機的噪音小

100 倍，並且在天上飛行時幾

乎沒有聲音。

Frost ＆ Sullivan 高 級

行業分析師維傑亞庫瑪（Joe 
Praveen Vijayakumar） 說：

「空中出租車絕對是出行的下

一階段。」「全球的大城市中

心都在努力應對不斷增加的車

輛數量，和由此造成的交通擁

堵，特別是在高峰時段。」

涉及到許多人體器官的名詞。當一

生物老師在網絡直播間，將一幅健

美女性的圖做成動圖，準備講解細

胞有關知識的時候，直播間居然就

被封了。一位醫學護理專業的班主

任抱怨，她在 QQ 上講課，幾秒鐘

就被封了。原因是「涉黃」。

另有英語老師在課上講解閱

讀理解，結果也難逃直播間被封的

命運。有位歷史老師因教材有「獨

裁」、「官僚主義」等字詞，而無法

發送到學生群。有網民稱，最近唯

一沒有「陣亡」的是體育課。報導

指出，因為「關鍵字」被「屏蔽」，

目前有不少老師無法在網上正常教

學，學生只能自習。廣東教育部門

一退休公務員汪女士說，目前的輿

論空間越來越小。

輿論認為，當局此次關閉教師

直播室與新的網絡審查制度有關。

3 月 1 日起，大陸實施〈網絡信息

內容生態治理規定〉，此前一天，

眾多網民開設的微博或微信公眾號

被封。網絡警察和網絡社交平臺對

發布所謂「敏感信息」的帳號，採

取大規模封號行動，一時間，中國

網絡世界哀鴻遍野。

【看中國記者蘇菲報導】2
月 25 至 26 日，神韻藝術團在

鹽湖城演出，劇場爆滿，座無虛

席。觀眾們紛紛讚歎神韻演出輝

煌壯觀、啟迪人心。然而，在此

次演出前，這個藝術團卻經歷了

一連串奇怪遭遇。

神韻藝術團總部位於紐約，

其宗旨是復興中國傳統文化，自

2006 年成立以來，每年都會進行

全球巡迴演出，得到了世界各界

的高度讚譽。根據神韻藝術團的

聲明，神韻藝術團的成員，全部

是在紐約定居、接受培訓的。神

韻的成員曾被中國政府列入「黑

名單」，被禁止入境。神韻成員

在數年間都未回過中國大陸。

奇怪的是，這個被中國以各

種理由拒諸門外的藝術團，在武

漢肺炎疫情爆發後，卻被一些人

與中國扯上關係——美國一些華

人在社交媒體上，大量轉發不實

消息，稱神韻演員來自中國，是

從武漢來的……

2 月 1 日，神韻在其官方網

站上發表了一份聲明。聲明說：

「神韻藝術團總部在紐約，並非

中國大陸。神韻藝術團的演員們

談到網絡上課，老師、家長，

還有學生抱怨連連。大陸網絡審查

太敏感了！課本上的一些字詞，在

網上卻成了非法。有政治老師說，

上課涉嫌「政治」話題，直播間被

封。也有老師說，學生線上聽課，

終於領教甚麼是「敏感詞」。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武漢一位

中學生家長徐迪日前表示，若不是

此次瘟疫，很多老師未必知道他們

在課堂上講授的課本內容，部分在

網上也會被禁：「他們以前沒有涉

及到網絡這一部分，這一回他們知

道甚麼叫敏感詞，涉及到他們切身

問題了，他們老師現在要瘋了，這

很正常。以前，他們對這些沒有感

覺，現在知道網絡封殺是非常厲害

的，它控制了你生活任何一方面。」

有人在網上發文寫道，生物課

有人傳謠 鹽湖城這樣回應線上授課 老師犯難
【看中國訊】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大陸許多學校都已關閉，各地中小

學教師改在互聯網上授課，卻萬萬

沒想到，不少圖片或是字詞因「違

規」而遭到「屏蔽」或封鎖帳號，

讓老師哭笑不得。

均多年未回中國大陸，也未與近

期從中國返回的人接觸。事實

上，神韻演出一直未被中國（中

共）政府允許到中國大陸演出。」

據報導，鹽湖城的神韻售票

處於 2 月初，就陸續接到數起

操華人口音的來電。這些人稱，

神韻來自中國，還說神韻剛剛從

韓國回來，要求取消神韻在當地

的演出。再後來，這些來電以凶

狠的語氣，甚至夾帶詛咒進行恐

嚇。猶他州衛生署表示，該州的

衛生部門也接到了這類電話。為

此，猶他州衛生署和鹽湖城衛生

局做了調查。

猶他州衛生署 2 月 24 日在

推特（Twitter）上推文說，「這

些演出對猶他州的居民不具風

險。」鹽湖縣衛生局 2 月 24 日

在推特上說，沒有理由相信神韻

舞蹈團成員感染肺炎病毒的謠

傳。鹽湖縣衛生局於 2 月 24 日

也在臉書（Facebook）上發文

說：「神韻來自紐約市，而非中

國。」「社交媒體上流傳著許多

不實的新冠病毒謠言……假的

和不實的社交媒體帖子是有害

的。」鹽湖縣衛生局的臉書寫道。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