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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英失望 美搭建無華為5G網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確診

人數直線上升，北京下令趕建火神

山、雷神山兩家專門醫院收治病

患。臺大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在

分析了醫院內部結構後直言，火神

山醫院根本就是「死亡集中營」。

明居正教授在臉書上發文說，

火神山醫院如同監獄牢房，「病房

窗戶外焊鐵條、鋼門，而且從外面

上鎖，疑似防止病人逃跑。目前軍

隊已接管火神山醫院，有網友披

露，醫院實行軍管，表明這裡屬於

軍事機密。」明教授痛斥：「這哪

像醫院？ 擺明就是集中營！」

火神山醫院房間的設計，不像

病房反倒像牢房。他說：「窗戶還

用鐵枝加固，病房從門外上鎖，病

人在裡面是打不開的。 這種設計很

明顯是怕病人從裡面逃出來。 現在

武漢市裡，病人排隊都排不到醫院

床位，能進入醫院醫治是求之不得

的事情，肯定不會跑。那為甚麼這

個新建的火神山醫院，要有這麼多

設施防止病人逃跑呢？」明教授還

斷言，在火神山醫院裡面的病人將

會與囚犯一樣被監禁，住一樣的牢

房。 「到時候病人會被怎樣對待？ 

這裡很可能不是醫院，是集中營，

是監獄。」

    明教授回憶當年為應付 SARS

疫情火速蓋建的北京小湯山醫院

的情況。他說：「小湯山的惡名在

民間廣為人知，稱『病患有去無

回』。」 網友在網上披露當年小湯

山的可怕情景，「醫院根本沒有有

效的醫療設備，就是把病人集中在

那裡，讓他們「自生自滅」，沒有

臺教授：軍管火神山醫院 設計可疑 2020美大選 將分六個階段 

據美國之音報導，英國首相約

翰遜（Boris Johnson）上週的決

定激怒了川普政府和美國議員。

美國眾議院的五名共和黨人 2月 3

日聯合發布一項決議，譴責英國允

許華為參與 5G建設。該決議得到

了眾議院外委會委員、德克薩斯州

共和黨籍眾議員麥考爾 (Michael 

McCaul)、眾議院共和黨的第三

號人物、懷俄明州國會眾議員切

尼 (Liz Cheney)、佛羅里達州共

和黨籍眾議員約霍 (Ted Yoho)、 

俄亥俄州共和黨籍眾議員特納

（Mike Turner）和威斯康辛州

共和黨籍眾議員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的支援。

議員們對英國的決定表示「非

常失望」，因「華為的設備絕對是

毒藥——讓它們接入 5G網絡的任

何一個方面，都會損害整個系統的

完整性，導致網絡資料被送回北京

的共產黨領導人那裡」。

民主黨眾議員蓋勒格（Ruben 

Gallego）此前表示，英美特殊關

係現在必須重新評估和考量。 他在

推文中說：「這種吝嗇小氣的行為

將損害我們之間的情報分享能力。」

共和黨參議員格雷漢姆（Lindsey 

醫生透露器官移植黑幕

西京醫院位於陝西省西安市，

隸屬空軍軍醫大學，為三級甲等醫

院。 2019年 12月 26日至 2020年

1月 15日，追查國際組織以病患家

屬的身分聯繫到該院腎移植科醫生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英國

保守黨政府宣布對中國電信設備巨

頭華為的5G網絡設備有條件、有
限制地放行。美國則加緊行動搭建

一個沒有華為的5G網絡。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日

前，追查國際組織發布了一則歷經

20天的調查取證報告，再次揭開中
國人體器官移植黑幕。追查國際對

空軍軍醫大學西京醫院腎移植科醫

生李國偉進行了跟蹤調查。李國偉透

露，器官移植的供體可以找到20多
歲，甚至15∼20歲的，並且表示，
只要病患及家屬膽子大，敢看，可

以直接到供體床頭看人。 李國偉同
時也證實了別墅、小診所摘取器官

真實存在。追查國際調查錄音地址

如下：http://www.zhuichaguoji.
o r g / s i t e s / d e f a u l t / f i l e s /
mp3/2020/01/125865_1580509320.
mp3

空軍腎移植科醫生爆出器官移植驚人黑幕

Graham）曾表示：「這個決定有

可能危害美英情報共用協定，還可

能使美英自由貿易協定高度複雜

化。我希望英國政府重新考慮自己

的決定。 」

作為美國的主要盟友和西方陣

營的重要一員，英國的決定醞釀了

很長時間，其內部也有反對聲音。

英國議員、曾擔任保守黨外交事

務委員會主席的圖根哈特（Tom 

Tugendhat）一直以來反對使用

華為。他說：主權不僅是對領土的

控制，也是對資訊的控制。英國需

要決定投資甚麼，願意與誰分享技

術。如果犯錯讓華為運營 5G，真

正的代價將在今後顯現。

英國此舉對「五眼聯盟」情報

分享成員國的衝擊很大；美國和澳

大利亞已對華為下達逐客令，新西

蘭和加拿大尚未最終決定。

據悉，由於北京政府的補貼，

華為設備的報價極低，僅為競爭者

的40%。此前，北京外交官威脅，

若全面封殺、禁止華為，將導致中

方和英國之間的其他貿易與投資計

畫受到「實質性」衝擊。就在英國

表明有限採用華為時，美國政府正

在與美國技術公司合作，為下一代

電信網絡開發先進的軟件，以搭建

一個完全沒有華為的 5G網絡。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該計

畫將以一些美國電信和技術公司的

努力為基礎，以確定通用的工程標

準。該標準將允許 5G軟件發展人

員在任何硬件製造商生產的機器上

運行代碼。這將會減少、乃至消除

對華為設備的依賴。白宮經濟顧問

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

表示，微軟公司、戴爾公司和 AT

＆T等公司都參與其中。

庫德洛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總體概念是，主要由美國公司來

完成美國所有 5G架構和基礎設施

的搭建。」「這也可能包括諾基亞和

愛立信，因為它們在美國擁有大量

業務。」這項工作尚處於初步階段，

仍然面臨許多障礙，包括將具有不

同優先順序的不同公司聯合起來。

蜂窩網絡使用高度專業化的技

術，這對於像微軟和戴爾這樣的企

業軟件公司來說可以說是新的領

域。不過，白宮官員正在認真考

慮這一努力，因為 5G技術對更廣

泛的經濟具有潛在價值。該工程

標準將推動「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的發展。 在該物聯網

中，工廠、家用電器和車輛可以像

現在的行動電話那樣、相互連接。

在國際上，美國官員討論了他

們的 5G開發計畫，以說服盟國不

要使用華為設備。 庫德洛說，他

希望該軟件項目能夠說明英國推翻

其最近的決定，即有限制地允許華

為參與其 5G網絡建設。一位知情

人士說，該軟件發展項目引起英國

官員的興趣，他們希望國內手機運

營商能夠多一些選項，而不僅僅限

於原有的選項，包括華為。

美國政府正在與美國技術公司合作，將搭建一個完全沒有華為的5G網絡。（Adobe Stock）

李國偉，詢問腎源情況。該組織兩

名調查員通過多個角度多次進行調

查取證，獲得 5段關於中國大陸活

摘器官的錄音證據。

調查員的多次調查取證顯示，

中國大陸活摘人體器官的行為仍在

繼續。在調查員的第三次調查中，

西京醫院腎移植科醫生李國偉表

示，可以找到年輕優質的供體：「30

歲以下，沒有原發病。咱要是，相

當於說是最強的咱就是靠到 30歲。

咱說的是 30歲，如果運氣好的話有

可能還碰到一個 20來歲的，這個有

可能碰到 20歲以內的，15∼ 20歲

之間的，這都有可能啦！ 」（錄音

3’45”左右）

李國偉進一步透露，如果病

患家屬擔心醫院糊弄病人，用的是

年齡較大的供體，可以在手術前，

直接帶病人及家屬看到器官供體本

人，以驗證供體是否真是 20歲左右

的年輕人：「如果到時候，你們只

要膽子大，只要你們膽大，到時候

再，就說是有這個供體有的時候，

只要他到時候在我們醫院，你們只

要敢看，我可以把你領到床頭讓你

看一下，⋯⋯ 就是我到時候可以讓

你看一下，就是讓你能夠親眼看到

這個人就是二十來歲。 ⋯⋯ 就怕

你膽小不敢看，只要你敢看，你可

以。」（錄音 4’50”左右）

當調查員詢問供體器官是否直

接在西京醫院摘取時，李國偉又透

露出從前在別墅、小診所摘取器官

的事情真實存在：「供體只要取了

之後啊，因為到時候要修的話⋯⋯ 

所有的東西全部在醫院，不會是在

外頭，甚麼小診所哪，啥的，現在

不這樣⋯⋯ 所有的手術治療都是在

西京醫院裡完成，不會把你攆到外

頭別墅啥的，都不會。 ⋯⋯ 以前確

實有。」（錄音 6’00”左右）

醫生：活體器官黑市存在

在追查國際調查員的第四次調

查中，空軍西京醫院腎移植科醫生

李國偉證實：「以前的時候，你說

的怎麼說的吧，最早的時候在 12

年、11年那個時候有很多，人是在

那種黑市上，他是在黑市上做的是

活體，這是很早之前的事。 」（錄

音 2’00”左右）

然而器官黑市是否消失，依然

是個疑問。 在 2017年，曾曝出有

32名武漢大學生失蹤的消息，失蹤

大學生曹興的母親周女士證實，當

時曝出的失聯名單全部真實，因為

她與其中的 20多名家長經常聯繫，

她也是因為常年尋找孩子而瞭解到

這個事實而感到震驚。

2018年 12月，媒體再次曝出

19歲的武漢警官職業學院大二學生

潘英豪，於 2018年 12月 22日晚

上在武昌區臨江大道平湖門下出租

車後失蹤的消息。外界懷疑，這些

年輕大學生的失蹤與器官黑市有關。

醫生：器官捐贈是謊言

2019年 10月 9日，中國國家

衛生和健康委員會發布的「國家醫

療服務與質量安全報告」中提到，

中國器官捐贈及移植數量均位居世

界第 2位，亞洲第 1位。 2018年

完成的器官移植手術中，87.97%來

源於公民逝世後捐獻，12.03%來源

於親屬間活體捐獻。報告稱，截止

到 2018年底，器官捐贈數超過了

5.2萬。

但此次追查國際的調查取證

再次證實器官捐贈的謊言。調查員

表示，中國人講入土為安，保存全

屍，有這個傳統觀念，官方 2015

年 1月 1日開始都用公民捐獻，

那一道命令下來，公民就願意捐獻

了？怎麼可能嘛？

對此，空軍西京醫院腎移植科

醫生李國偉回答證實，很多供體確

實不是無償捐獻的：「就像你說的

中國人覺得想要留一個全屍這是對

的，但是現在的人很多說是無償捐

獻的，根本不是無償捐獻的。」（錄

音 3’30”左右）

關於中國無償捐贈器官問題，

研究中共強摘人體器官行為的專家

李揮戈博士表示，在 2017年美國

腎臟移植平均等待時間為 3.6年，

而中國自願捐獻器官的人數雖然遠

低於美國，但在中國僅需十幾天就

可以找到適合患者的器官供體，實

在令人震驚。

人理會病患的生死，中共對待瘟疫

的手法就是封鎖。 」

火神山醫院目前已經交付軍方

接管。 香港電臺引述軍方已經抽調

1400名人員進駐該醫院。據悉醫

院有 1000張病床，開設重症監護

病區、重症病區、普通病區，感染

控制、放射診斷等輔助科室等，每

名患者由至少一名軍方人員監管。

網絡流傳的影片看出，該醫院

走廊兩側設有隔離室，門只能從外

面打開，門鎖也在外面，每間隔離

室有一扇鐵窗，並設有傳遞通道，

大小剛好可以容納餐盤和傳遞小型

物品，防止病人逃跑。不少網友也

認為該醫院設計很不人道，「比起醫

院更像監獄和集中營」，「軍事接管

了，這種地方任何媒體都進不去，

在裡面發生甚麼事情都不知道」。

【看中國訊】2020美國大

選，將分 6個階段，在 11月選

出美國第 46任總統。

第一階段，黨內初選，爭奪

提名。從 2月到 6月，美國兩大

黨共和黨與民主黨，將在全美各

州舉行初選。各州選民將以不同

的形式，選出本黨「全國」的代

表，這些代表將按本州多數選民

的意願，推舉總統候選人。

第二階段，全國大會，確定

提名。從 7月到 8月，兩黨分別

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由各州選民

選出的代表，再加上兩黨位高權

重者擔任的「超級代表」，將一

起選舉產生本黨的總統候選人。

第三階段，全國拜票，連接

民意。在之後接下來 8到 9個星

期內，兩黨總統候選人將穿梭全

美各州拉票。

第四階段，總統大選，決出

勝負。 11月的第 1個週二（今

年是 11月 3日），將是美國的總

統大選日。全美各州選民將投票

選舉。除了緬因州和內布拉斯加

州，其他州都實行「勝者全得」

制。每個州的選舉人票數，與該

州在國會的席次相同。全美共有

538張選舉人票，贏得超過 270

張，就意味當選總統。

第五階段，選舉人團，走完

流程。 12月，各州的「選舉人」

將按照該州的選舉結果，完成投

票確定總統的程序。這一步只是

象徵性流程，結果不會與 11月

大選結果相悖。

第六階段，新當選的總統宣

誓就職，步入白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