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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根 據《美

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

（U.S.News&World Report）
日前公布最安全國家榜單，瑞

士第一，加拿大高居全球第2。
挪威和丹麥分別排在第 3

和第 4，澳大利亞排名第 5。
第 6 名到第 10 名分別是：新

西蘭、瑞典、芬蘭、奧地利和

荷蘭。《美國新聞與世界報

導》雜誌的報告稱，安全是每

一個國家的最重要的事情，涉

及更好地保護公民。

瑞士是歐洲最富裕的國家

之一，居民生活安定，社會和

諧，不同語言和不同觀點的人

們都可以和平相處。

加拿大是世界上生活標準

最高的國家之一，城市整潔，

治安良好。在 2020 年世界生

活質量最佳國家排名中，加拿

大也是排名第一，此外，加拿

大還奪得 2020 年度全球最佳

國家第 2 名。

來自全球 4 個地區的 2
萬多名公民參與了此次最安

全國家排名的調查。

美教育部調查哈佛耶魯

美國之音報導，教育部日前在

一份聲明中說，耶魯沒有申報的外

國資金可能至少有 3.75 億美元，

而且在過去四年沒有申報任何捐

贈。聲明還說，教育部擔心，哈

佛可能缺乏對外國資金的恰當控

制，並且沒有按法律要求充分申

報所有外國捐贈和合同。

在 2 月 11 月致哈佛的信中，

教育部官員要求學校提供與中國

等外國政府有關的捐贈或合同。

他們還要求學校披露與外國公司

和機構有關的任何捐贈或合同，

包括中國的華為和中興公司、孔

子學院。

在當天給耶魯的通知中，教

育部還要求學校詳細說明耶魯大

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Paul 
Tsai China Center）和耶魯傑克

遜全球事務學院（Yale Jackson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的 外

國資金來源。

這是正在進行的一系列調查的

一部分。教育部說，自去年 7 月以

來的調查發現，美國高校沒有披露

的外國資金達 65 億美元。根據規

定，美國的院校在一年中接受外國

捐贈單筆或總額超過 25 萬美元，

就需要向教育部披露。教育部長德

世界最安全國家 
瑞士排名第一

敵對的政府、機構和個人那裡獲取

資金，而這些外國捐贈者可能在尋

找機會竊取研究成果和「散布有利

於外國政府的宣傳」。美國政界和

情報界官員不斷警告說，中共正在

利用各種渠道對美國進行滲透，包

括教育和學術領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2 月 12 日

在一個電視節目中就再次發出這

樣的警告。他說，美國人還沒有

【看中國訊】美國教育部表示，正

在對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展開調

查，理由是這兩所常春籐名校涉嫌

隱瞞來自中國等外國的捐贈。

沃斯（Betsy DeVos）說：「不幸

的是，我們越深挖，就越發現，很

多都少報，甚至根本沒報。」

《華爾街日報》認為，有關高

校披露外國資金的法律存在了數十

年，但是教育部最近才開始嚴格

執法，其背後的推動力是對外國試

圖利用美國學術環境施加影響的擔

憂。教育部在 12 日的聲明中說，

美國高校正積極從可能與美國政府

深刻意識到中共正在逐步滲透到

美國社會和國家結構中，並繼續

允許這種滲透。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

托弗‧雷去年在一個國會聽證上

說，孔子學院「存在相當程度的間

諜模式」，而且是北京官方宣揚軟

實力和擴大影響力的一部分。他

說，孔子學院的項目還允許北京官

方限制學術自由並進行審查。

哈佛大學一景（Adobe Stock）

【看中國訊】加拿大去年接

收了 34萬新移民。其中 85585
人來自印度，30260 人來自中

國，27815人來自菲律賓。

印度是加拿大第一大移民

來源國，2019 年印度新移民

人數占新移民總數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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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阿拉薩爾（Kareem El-
Assal）說，印度的中產階層英

語水平較高，受過良好的教

育，因此來自印度的移民多。

加上現在美國的 H1-B 批准率

下降，一些印度人轉而選擇申

請移民加拿大。

阿拉薩爾指出，近幾年加

拿大對移民的語言要求更高，

這可能是中國移民人數升不上

來的原因。阿拉薩爾表示，

2020 年加拿大的新移民還會

增加，可能達到 36 萬人。

34萬新移民 
去年登陸加拿大

瑞士景色（Adobe stock）

傷，可能會在相當長時間裡，形成

困擾。疫情之後，我想，恐怕需要

大批心理諮詢師前來武漢。」

方方寫道：「人們需要發洩需

要大哭需要痛訴需要安撫。武漢人

的痛，不是喊喊口號就能緩解的。」

她寫自己的中學同班同學近日

去世，「今天的中學同學群，都在

為她哭泣。一向為盛世而高歌的同

學們，這次卻說：『不槍斃一批害

人精不能平民憤！』」

方方的封城日記，寫下對許

多當前救援行動的觀察，發人深

省。她說，一些公務員被派到武漢

基層，他們高舉紅旗拍合照，拍完

照便把身上穿的防護服扔進了路邊

的垃圾箱。「朋友說，他們要幹甚

麼？我哪裡知道？我想這是他們的

習慣。他們早就習慣做任何事都先

把形式做足，都先自吹自誇。」

方方說：「甚麼時候公務員們

前去工作不舉旗幟不再合影留念，

甚麼時候領導視察沒人唱歌感恩，

也沒人做戲表演，人們，你們才算

懂得了基本常識，才算知道了甚麼

叫作務實。不然，百姓的苦難還有

個完嗎？」

【看中國訊】新冠疫情爆發

以來，從捐贈數百萬只口罩到

反對歧視華人，日本表示「願

舉全國之力」援助中國，物資

包裝上的詩詞更是激起熱議。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日本

漢語水平考試事務所捐贈給湖

北大批口罩和紅外體溫計，物

資外包裝的標籤上寫著八個字：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引發

中國網民的熱烈反響。

歷史典籍《唐大和上東征

傳》記錄了這句偈語的起源：傳

聞在一千三百年前，崇敬佛法

的日本長屋王製了千件袈裟，

佈施給唐朝眾僧。袈裟上繡著

四句偈語：「山川異域，風月同

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鑒

真和尚聽聞後很受觸動，決定

東渡日本弘法。

這段時間以來，日本在支

援抗疫的過程中不斷湧現出表

現與中國人身隔兩地、情同一

心的名言佳句。

日本舞鶴市在捐給大連的

物資上貼上了源自王昌齡《送柴

侍御》的一句詩，「青山一道同

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中央社報導，方方 16 日的日

記寫到甚麼是武漢的災難：「災難

不是讓你戴上口罩，關你幾天不讓

出門，或是進社區必須通行證。災

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以前幾個月

用一本，現在幾天就用完一本；災

難是火葬場的運屍車，以前一車只

運一具屍體，且有棺材，現在是將

屍體放進運屍袋，一車摞上幾個，

一併拖走；災難是你家不是一個人

死，而是一家人在幾天或半個月

內，全部死光……」

在 13日的日記裡，她說，在武

漢，幾乎人人心理上都有創傷。「無

論是關在家裡 20多天尚且健康的人

群（包括孩子），或是曾經頂著冷

雨滿街奔波過的病人，更或目送親

人裝入運屍袋被車拖走的家屬，以

及看著一個一個病人死去而無力拯

救的醫護人員，等等等等。這種創

日本援華 以詩句傳情達意作家記錄封城見聞
【看中國訊】武漢作家方方在1月
下旬武漢封城後，發布日記記錄當

地民眾的生活，被許多海內外網民

轉發，但她也因此於2月初在社群
平臺微博遭到禁言。

日本法人仁心會等機構在運

輸物資的箱子上還寫有「豈曰無

衣，與子同裳」，出自《詩經‧

秦風‧無衣》，意為「誰說我們

沒衣穿？與你同穿那戰袍」。

日本富士山捐遼寧選的詩

詞是：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

氣連枝，共盼春來。日本沖繩捐

武漢寫的是：守禮之邦，源遠流

長。日本道觀捐贈寫道：四海

皆兄弟，誰為行路人。相知無遠

近，萬里尚為鄰。日本長崎縣捐

贈湖北寫著：崎嶇路，長情在。

前日本駐重慶總領事瀨野

清水說，在抗擊「新冠病毒」疫

情的關鍵時刻，用漢字、詩句傳

情達意更具深意。中日兩國在應

對疫情中截然不同的語言風格也

引發了激烈討論。中國作家協會

會員韓晗撰文反問，為甚麼別人

會寫「風月同天」，而你只會喊

「武漢加油」？。

近日有微博網民徵集能與

「風月同天」媲美的佳句，網民

集思廣益，「碩鼠碩鼠，無食我

黍」、「覆舟水是蒼生淚，不到

橫流君不知」等義憤撻伐之聲

不可盡數。

在每一個轉折點，中共都

企圖脅迫全球國家接受他們的世

界觀。印第安納州參議員揚說：

「臺灣、臺灣的軍事人員和政

府，都應該被以和其他任何一個

主權國家一樣的方式對待。」

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魯比奧表

示，他很榮幸能與其他同僚一起

提出這個法案，「這將允許臺灣

到美國訪問的政要和軍事人員佩

戴他們的國徽或穿著軍服。」他

說：「在北京正在增強對臺灣的

國際孤立時刻，這個法案將進一

步強化美臺關係。」

【看中國記者朱莉報導】大陸

武漢市 2019 年 12 月起爆發新冠

病毒疫情，並擴散至中國各省及世

界各國。北京遲遲不讓美國專家進

入中國援助，讓人質疑北京當局防

疫缺乏透明度。

世衛專家已於 17 日赴北京、

廣東和四川考察，不過美方曾質

疑中方並非真心接受外國專家實地

考察。美國衛生部長艾薩（Alex 
Azar）1 月底時表示，中方多次拒

絕美方派遣專家前往協助。

美國國家經濟會議（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克德洛 2
月 13 日表示：「我們對中國方面

缺乏透明性感到有點失望。」

他說：「他們公布的數字不斷

有變動，其中也有些令我們訝異的

地方。」

北京為何多次拒絕美國專家赴

【看中國訊】美國參議院

外交委員會成員克魯茲（Ted 
Cruz，R-TX），日前在國會提

出「臺灣主權象徵法」（Taiwan 
Symbols of Sovereignty Act，
Taiwan SOS Act），允許臺灣外

交官以及軍事人員在美國從事公

務時，可以展示他們的國旗並穿

著軍服。

除了克魯茲外，這個提案獲

得 8 位共和黨參議員的連署。克

魯茲說：「美國不應該聽從中共

的命令，強迫一個自由、民主政

府的軍事人員及外交官隱藏他們

的國旗或丟棄他們的制服。」

阿肯色州參議員科頓也說，

「臺灣主權象徵法」（Taiwan 
SOS Act）及「臺灣保證法」

（Taiwan Assurance Act）兩個

法案將深化我們與民主臺灣夥伴

的經濟與安全合作。

中救援？美國著名評論員橫河先生

在接受《看中國》採訪時，對其背

後原因進行了深度分析。

橫河先生表示：北京拒絕外援

的原因眾多。

首先，中共它壟斷各個方面。

特別是它不希望任何人跟它分享成

就。就是說它現在這個宣傳好像是

中共在抗擊病毒，它不想讓別人也

插進來，讓中國老百姓看到，還需

要別人來幫助，它不想大家有這樣

一個印象。

當然還有一個呢，就是美國他

有很多專家，到了那裡以後呢他會

發現很多東西，包括中國醫務人員

所反映的，但是沒有報導的，外界

很難證實的，中國真正的病例數，

真正的死亡數，或者是接近的死亡

數。它不想讓別人真的知道，所以

它會拒絕。

橫河先生說：還有一個呢，

就是這個疾病的流行過程，當然現

在呢，已經越來越多的披露出來

了。它還是不希望有外國專家到當

地去通過某種方式瞭解到它的傳播

過程，甚至是真正的來源。很顯然

中國武漢的衛建委啊，在一開始的

時候是刻意隱瞞和誤導民眾關於這

個來源的問題。因為它很早就知道

12 月 1 日的這個來源，第一個病

例跟武漢海鮮市場沒有任何關係，

那個時候它已經知道了，它卻故意

的把它引導到海鮮市場那去。為甚

麼，我們現在不清楚。但是很可能

外國專家去了以後，可能會發現一

些線索。或者是一些瞭解內情的人

會跟他們通氣。所以呢，這是中共

害怕的。它把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和

國外這些專家的援助，都看成是一

種對它的挑戰。

北京多次拒美專家赴中救援 克魯茲提「臺灣主權象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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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景色（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