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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多地秘建方艙醫院
老婦不敢進超市 
麥拉伸出援手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連

日來，北京當局稱COVID-19（又
稱中共肺炎、武漢肺炎）感染人數

降低，疫情得到控制。但海外媒體

近日卻披露，大陸多地正在秘密修

建方艙醫院。

武漢方艙醫院（Getty Images）

（Adobe Stock）

禱。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

更加需要上帝的力量。願上帝保

佑您，總統先生，願上帝保佑美

國。有人回應道，非常感謝您和

欽佩您。Kaya Jones 說，這就

是為甚麼我投票給您。謝謝您，

先生。希望有一天能與您握手。

RD 寫道，謝謝總統先生所做的

一切。您和美國一直在我的祈禱

中。Melissa A. 寫道，感謝上

帝讓我們有這樣一位總統，在關

鍵時刻呼籲國民向神尋求保護。

【看中國訊】印度以瑜伽和冥

想馳名世界。現在印度的傳統問候

方式合十禮也可能在世界流行。美

國之音報導，在中共肺炎（又稱武

漢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
演變為大流行病之際，一些國家的

高層人物選擇以可「防病毒」的印

度問候方式代替傳統的握手禮。

衛生當局勸告人們避免握手，

以遏止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病毒擴

散。美國總統川普、愛爾蘭總理瓦

拉德卡，以及法國總統馬克龍，最

近都使用了印度的問候方式——雙

手合十，來歡迎訪客。「Namaste」
梵語的意思為「向你鞠躬致意」，

這個問候方式不會與人皮膚接觸，

並且可以在向人問候的時候保持一

定距離。日前，馬克龍在巴黎的愛

麗舍宮歡迎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夫婦

時，他雙手合十，稍微彎身，用這

【看中國訊】中共肺炎（又

稱 武 漢 肺 炎、 新 冠 肺 炎、

COVID-19）疫情迅速蔓延，為

保護美國人的安全，川普總統推

出了防疫措施。 3 月 13 日，川

普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同

日，川普總統在推特發文，呼籲

大家向神祈禱，以對抗疫情。

川普總統在個人推特發文寫

道：「我非常榮幸地宣布 3 月 15
日（星期日）為祈禱日。縱觀

我們的歷史，我們是一個在不同

的時期向上帝尋求保護和力量的

國家。」「無論您身在何處，我

都鼓勵您以（虔誠）信仰的方

式祈禱。（我們）在一起，我們

將輕鬆抵抗（這場）疫情！」

很多網民跟貼支持。網民

Bruce LeVell 寫 道：「我 們 同

意！」Bradley Scott 表示，感謝

川普總統帶領我們的國家向神祈

種傳統的印度方式迎接他們。

3 月 12 日，川普總統與愛爾

蘭總理瓦拉德卡（Leo Varadkar）
會晤。這兩位領導人都雙手合十問

候對方。川普說：「我剛從印度訪

問歸來。在印度我沒有跟任何人握

手，這很簡單，因為印度人的問候

是這麼做的。」川普展示了印度合

十禮，以及日本式鞠躬。他說：「印

度跟日本都在阻擋疫情上領先。」

川普說：「我們彼此對看，說

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這種感覺有

點奇怪。」愛爾蘭總理瓦拉德卡說：

「這感覺上好像很冷淡，好像你很

無禮。但是為了接下來幾個星期

（疫情發展）我們可不能這麼想。」

近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

胡向以色列人提倡使用印度式的問

候，然後他在一個記者會上展示雙

手合十的做法。當然，要捨棄慣用

的握手可不太容易，通常大國領導

人握手時都會被人仔細盯著，看他

們握手有多熱烈。在印度也一樣不

容易。握手和擁抱在印度已經變得

很普及了，尤其是在城市裡。印度

總理莫迪提醒國人，採用這個傳統

問候方式有好處。莫迪說，全世界

正在採用印度的這個習慣。他提醒

那些拋棄了這種做法的人說，現在

是重拾這個習慣的好時機。

印度合十禮或成為問候方式 川普呼籲向上帝尋求保護

祈禱（Adobe Stock）

【看中國訊】美國女子麥拉

（Rebecca Mehra）日前去超

市時，遇到一位害怕進店購物

的老婦。這位老婦擔心被感染

COVID-19（又稱中共肺炎、

武漢肺炎），請求麥拉幫助購

買生活用品，麥拉一口答應。

這個暖心故事傳開後，被媒體

轉載。麥拉日前在推文上說，

當日她去超市購物，在停車場

看到一名婦人和她的先生坐在

車內。婦人流著淚說，自己年

已八旬，身邊沒有親友，害怕

進入商店會感染，請求麥拉幫

忙購物，並遞給她 100 美金和

1張購物清單，麥拉爽快應允。

麥拉表示，這是一個緊張

時期，但仍要盡可能對需要的

人伸出援手。麥拉還說，她所

認識的大多數人都會做出同樣

的決定。

據海外媒體《新唐人》3 月 14
日引述爆料消息稱，在 3 月 3 日新

增病例就已經「清零」的遼寧省錦

州市，目前正在秘密趕建多座方艙

醫院。根據爆料人士介紹的情況，

錦州市紫荊山傳染病院原有院部正

在進行改造，新建兩棟像武漢「方

艙醫院」一樣的病房；擬建三到四

座類似的方艙。錦州市紫荊山傳染

病院位於錦州市城東五公里處的紫

荊山，是遼寧省三個傳染病院之

一，負責接收患者。

據悉，這家醫院已經秘密修建

了一條通往山頂的五公里長的專門

通道，其路基工程只用了六天就已

完成，現在路面工程正在施工，有

特警看守。

爆料者指，錦州市市委宣傳部

日前下發文件，要求當地媒體一律

停止有關疫情的報導，甚至包括相

關的科普文章。這也造成了錦州當

地外鬆內緊，百姓多以為疫情已過

去或緩解。

除錦州以外，上海日前也被

爆出秘密啟用方艙醫院。一位上海

異議人士對海外媒體爆料說，上海

和朋友圈熱傳，礄口區武聖路集賢

社區一家人瞞報染疫，病情加重

後，不得不聯繫社區，最後全家人

被送醫。但礄口區當天仍是「零新

增」。武漢當地的一位醫生家屬

日前更對外爆料，最近幾日，漢

陽幾個小區出現大規模爆發感染，

原因是有人出院以後復發，「然後

在取快遞的時候，群體聚集又感染

了」。該家屬特別強調，官方數據

變來變去，就是為了隱瞞真相。

「虹口足球場」就是 COVID-19 病

人的中轉站，像武漢方艙醫院。證

明了上海原來採用的用賓館隔離病

人的方式已經不適用了，說明疫情

發展了。在北京當局今年 2 月強推

復工之後，各地確診數據也隨著政

治的需要奇跡般「清零」。但網絡

流傳的諸多信息顯示，大陸的疫情

並未隨著數據的清零而得到真正意

義上的緩解。

3 月 14 日，武漢當地微信群

另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湖

北居民毛先生說：「當前主流媒體

宣布各地新增病例為零或說逐步

減少，我不太相信，因為 15 日就

有 4 支醫療隊，經過休整之後重返

武漢。如果真的是他們所宣傳的新

增病例為個位數，有必要 4 支醫療

隊重返武漢嗎？」15 日在海外社

交媒體推特上流傳的一條信息顯

示，武漢四環外又新建了一個可

容納 4000 人的方艙。

【看中國訊】2020 年東京

奧運聖火點燃儀式 3 月 12 日

在希臘奧林匹亞（Olympia）
舉行，創下奧運史上首度無民

眾觀禮的聖火點燃儀式。

中央社援引日本放送協

會（NHK）報導，國際奧林

匹克委員會（IOC）主席巴赫

（Thomas Bach）、東京奧運組

織委員會會長代理人遠籐利明

等人出席了聖火點燃儀式。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希臘奧

委會禁止一般民眾進場觀禮。

據維基百科，奧運聖火在

奧運會開幕數月之前，從希臘

的奧運發源地奧林匹亞的赫拉

神廟採集。由女祭司（演員扮

演）從凹面鏡聚光成為聖火。

聖火便通過接力傳遞到下一屆

奧運會的主辦城市。 19 日，

聖火傳給了東京奧運代表。

命武器時違反國際標準及規範』。」

報告又提到，7.21 元朗白衣人襲擊

事件，形容港警反應緩慢，港府也

明顯不願意批評警隊。在有關「任

意拘捕」的章節，報告提到，警方

在執法時拒絕出示委任證，令大眾

無法辨別作出警暴行為的警察身

分，雖然監警會曾對此作出批評，

但警隊仍繼續有關做法。

報告還批評港府拒絕回應社會

廣泛呼聲，就「反送中」運動期間

發生的警暴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

會，而是繼續依賴監警會來審查針

對警方的指控；報告指專家和人權

活動家均質疑監警會缺乏獨立調查

警察的能力。除警暴外，報告亦關

注香港其他人權自由狀況。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急

速擴散全中國後再蔓延全球，

造成大批民眾染疫及死亡。日前

一組中國防疫人員的死亡名單曝

光，在數百人的死者中，超過

80% 是中共黨員，死因多為「過

勞死」。 3 月 16 日，推特帳號

為「Jason VLee」的網友貼出一

份 317 人的死亡名單，名單顯

示，在肺炎疫情下，這些人因

「過勞死亡」，且超過 80% 是黨

員。該網友質疑說，其中多人因

疫情而亡，但中共官方卻隻字不

提，「個人估計此名單全部是工

作人員、維穩人員、志願者等，

而不是患者。」

網友紛紛表示：「這得多少

人感染啊？才能讓這麼多人過勞

死？」「用死因控制住了疫情，

實在是高！」「原來病毒在政府

的認知裡是個奴隸主，可以讓任

何人過勞死 ...。」「看到他們都

是過勞死，我想這些人肯定就不

會算工傷，也就沒有工傷賠償，

寒心啊！民怨沸騰啊！」「有黨

在，肯定不給你死在疫情之下

了，那要賠錢的。工作過勞就不

美國國務院日前向國會提交

全球人權報告，其中香港部分聚焦

2019 年 6 月開始的「反送中」（反

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浪潮。

報告摘要重點勾勒了在這期間的

「重大人權問題」，包括：警察對

示威者和被拘留人士使用暴力、任

意拘捕、實質性干涉和平集會和結

社自由，以及對政治參與的限制。

在有關酷刑的章節，報告引述

國際特赦組織指控港警毒打或虐待

被拘押人士；也引述示威者指被扣

押期間遭警察性侵犯。報告又詳述

新屋嶺的情況，批評新屋嶺內會議

室或羈留室未安裝閉路電視，外界

無法得知被捕者的情況。

報告引述港人和專家指，港警

在驅散人群的過程中，使用過度武

力，例如 8.31 警察衝入太子站進

行拘捕期間打傷市民，「據聯合國

人權事務辦公室指，有可靠證據顯

示港警在驅散人群時，『使用低致

黨員死亡名單曝光引熱議港警行暴侵犯人權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美

國國務院最新發表的《2019年度人
權報告》的香港部分，聚焦反送中

運動期間的警暴問題。

用了。」「Jason VLee」在留言

區表示，其實「這只是一部分」

名單，還有更多的死亡名單在手

機中存儲。

早先，已有知情人向海外媒

體提供一份在中國各地一線官員

和警察猝死的名單，僅一張紙上

就有 65 人死亡，其中黨員占大

多數。該知情人稱，該名單是截

至 2020 年 2 月 10 日參與防疫人

員的部分死亡名單。他們極有可

能都是因感染肺炎而死，但卻不

被計入疫情死亡名單。除警察感

染人數飆升外，一線防疫官員、

醫務人員也大批染疫。 2 月，有

武漢高層官員在品蔥網披露，武

漢當局強令數萬基層官員下社區

排查，結果好多人中招感染。

美國《紐約時報》16 日披

露，中國某官媒的記者透露，

在疫情爆發之初，他曾採訪過武

漢，並記錄下政府應對疫情失敗

的第一手信息，他坦言，武漢封

城後基本上是放任人民自生自

滅，「當地充滿死亡與絕望的氣

氛，看了令人非常難過，晚上都

睡不著覺」。但中共政府卻持續

放假消息，稱武漢當地情況相當

好、疫情已獲全面控制。

去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

警察對示威者濫用暴力。

（Getty Images）

川普總統展示印度合十禮。

（Getty Images）

東京奧運聖火    
首次關門點燃

東京奧運聖火在希臘奧林匹亞

點燃。（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