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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書店在臺北重啟
加國安省省長 
親自給居民送餐

【看中國訊】銅鑼灣書店4月25日
在臺北重啟，創辦人林榮基表示，

希望能有更多香港朋友到訪。他也

強調，臺灣是香港人最後的堡壘，

「我代表香港人，感謝臺灣。」

前香港銅鑼灣書店日前在臺北重新開張。（中央社）

加國安省渥太華市

（Scoutguy5427/WIKI/
CC BY-SA）

她在荷蘭的表外甥給她打來了電

話。外甥是一名法輪功人士。得

知她的情況後，外甥對她說，只

有大法能幫你，誠心念「法輪大

法好！真善忍好！」就能轉危為

安。她很相信外甥的話，立即跟

著外甥重複念「法輪大法好！真

善忍好！」她說，念了這「九字

真言」後，感覺好多了。「每念

一次都讓我有死而復生的感覺，

這真是一個奇跡！」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3 月中旬，正當大家忙著應對疫情

之際，美國民眾突然在社交媒體上

看到一則熱傳信息：川普政府即將

封鎖全美國。後來白宮國家安全委

員會澄清，這是一則假信息，背後

涉及北京特工。

《紐約時報》近日刊登分析報

導稱，這些假信息 3 月中旬在社交

媒體上出現，短短 48 小時內就廣

為傳播。信息稱等防範劫匪和暴徒

的軍事部隊一到位，川普政府就會

立即宣布封城。

假信息甚至以短信形式出現在

美國民眾的手機上。兩名美國官員

表示，北京特工的工作是使這些信

息吸引足夠多的人注意，以讓信息

自行傳播。這些信息在手機和臉書

上獲得極大的關注。

白宮後來通過推特發表聲明

【看中國訊】法國的土耳其移

民馬克布雷 · 塞維姆（Makbule 
Sevim）感染了「無藥可治」的

中共病毒（武漢肺炎 )，痛苦異

常。幸運的她得到抗疫良方，絕

處逢生。外媒報導，58 歲的塞

維姆是土耳其人，已移民法國

多年，在該國東部城市米盧斯

（Mulhouse）工作。 3 月下旬，

塞維姆覺得身體不舒服，去醫院

檢查後，被確診染疫，醫生說需

要隔離 14 天，並告訴她，這種

病毒「無藥可治」。她決定回家

隔離。 11 天過去了，她一直不

想吃東西，感覺自己的皮膚下、

骨頭裡像有甚麼動物在咬噬，好

像聽到骨肉在被撕裂。她心裡充

滿了恐懼，甚至想自殺。家裡人

看著她一天比一天衰弱，都很難

過，但又無法幫助她。

就在她痛不欲生的時候，

說，這是網絡散播的假信息。經情

報機構評估，有北京特工參與散播

了這些假信息。白宮官員表示，他

們從未見過這種做法。由於需要保

護信息來源，他們拒絕透露更多的

情報細節。

據悉，美國情報官員正在調查

北京駐美外交使團的間諜是否參與

了這次假信息的傳播，同時更密切

留意中共外交官和國有媒體機構的

員工。一些機構也開始研究中共、

俄羅斯等政府在疫情期間傳播假信

息的新途徑。

此外，美國情報機構也關注網

絡上懷疑由親中人士散播的針對歐

洲人的假信息。這些信息強調疫情

期間歐洲國家不合作，同時稱讚中

方的捐贈外交，而且消息似乎「報

喜不報憂」，沒有提到歐洲不滿中

國公司提供質量出問題的醫療和防

護用品，以及歐洲質疑中方處理疫

情的方式。

報導指，疫情蔓延，北京製造

的假信息在網絡上氾濫，推特也成

為中方大舉散播虛假言論的方式。

外界分析，北京當局啟動大外宣，

試圖洗刷當初病毒由武漢傳播全

國，再迅速傳向全世界的汙名，此

舉收效不彰。

白宮：北京特工傳播不實信息 被確診染疫 她卻轉危為安

法國的土耳其移民馬克布雷·塞
維姆（Makbule Sevim）（右
側）。（公有領域）

【看中國訊】在過去的幾個

星期裡，加拿大安省省長福特

（Doug Ford）經常當義工，為

需要的居民送貨上門。近日，

他在旺市（Vaughan）為年長

者送餐上門。

據 Narcity 報導，4 月 26
日，福特在推特上寫道：今

天，我與幾個志願者一起，為

旺市社區的老人送去了食品。

疫情期間，我們所有人都需要

共同努力。如果可以，請不要

吝惜您的援助。

福特省長還在其他場合向

公眾提供幫助。 3 月，一家公

司要把 10 萬個口罩捐獻給一

線醫護人員。福特開著自己的

皮卡，親自去取口罩，並送到

當地醫院。

臺北的銅鑼灣書店坐落在中山

捷運站商圈附近的一棟大樓裡，開

幕第一天就有大批媒體和支持者到

訪，立法院長游錫堃和民進黨秘書

長羅文嘉也現身表達支持。

根據中央社報導，游錫堃表

示，臺灣是華人文化圈第一個民

主政治實體，《論語》所提及的「王

道」思想，是指好的社會能讓人

「近悅遠來」。林榮基願意到臺灣

來重啟事業，令他為臺灣民主制度

感到光榮。

根據羅文嘉則在座談時說，臺

灣是一塊自由的土地，歡迎銅鑼灣

書店落腳，臺灣人也會展現支持民

主的信仰。希望除了臺北的銅鑼灣

書店之外，有朝一日林榮基也能夠

回到香港重新開店，「自由是所有

人的權利，自由空氣也能夠讓所有

人享用」。

林榮基在受訪時表示，非常感

謝臺灣各界協助，才使書店得以重

新開幕。「這是香港人開的書店，

我也希望未來有更多香港朋友能來

這走走。」

儘管在書店重啟過程中，發生

林榮基被潑漆事件，還有人放話威

美國之音報導，臺北銅鑼灣書

店雖小，但展販上千種研究臺灣、

西藏和中國前途的專書，林榮基

說，他希望透過書本來提高國民素

質，也共同思考中國的未來。

他表示，從長遠的歷史來看，

沒有一個政黨能永遠把持權力，因

此，中國共產黨的垮臺只是時間的

問題。

銅鑼灣書店的重啟也吸引了不

少支持者到訪。兩位長期關注香港

反送中運動的桃園高中生徐仕勳和

脅他的人身安全。

但林榮基說，他不擔心，因

為臺灣是一片自由、民主、具有公

義的淨土；而那些以暴力威脅他的

人，這些中共同路人未來必然要承

擔違法的後果。

林榮基認為，銅鑼灣書店在臺

灣重啟有著重要意義。因賣所謂禁

書而遭北京關閉的銅鑼灣書店，五

年後能夠在臺北重新開張，代表他

和臺灣人共同捍衛讀書和思想自由

的決心。

王宗凡，也是特地從桃園搭乘客運

前來。徐仕勳詢問，在這樣艱困的

時期，為何還願意在臺開書店？林

榮基回答說，香港已經開不了書店

了，離開香港是為了保衛自己，接

著才可以反抗，而開書店也是另一

種形式的反抗。

多位書店的支持者都說，臺灣

和香港處境類似，也面臨北京的打

壓，他們希望，至少能透過買書或

其他行動來表達對香港民主運動的

支持。

【看中國訊】近日熱浪襲

擊加州，許多人去海邊消暑，

多個海灘出現擁擠人潮。加

州州長加文 · 紐瑟姆（Gavin 
Newsom）提醒海灘上的人保

持社交距離。

路透社報導，加州仍在

執行居家令，但熱浪讓民眾湧

向紐波特海灘和亨廷頓海灘。

記者拍攝的照片顯示，在加州

亨廷頓海灘（Huntington City 
Beach）上，有不少人憩息消

暑。近日佛州也受到熱浪襲

擊，政府警告民眾不要聚集。

不過，不少人把當局的建議當

成耳邊風。居住在新士麥那海

灘（New Smyrna Beach）的奧

弗查克（John Overchuck）說，

他看見海灘上到處是人潮。看

來加州和佛州的市民很想重新

開始正常的生活。白宮衛生顧

問 福 西（Anthony Fauci） 表

示，檢測對於恢復正常生活至

關重要。通過識別、隔離呈陽

性患者，追蹤患者的接觸史，

可讓大部分民眾恢復正常生活。

美國之音報導，一位在大陸媒

體供職的年輕記者表示，他在中國

新年後被派往武漢，封城後離開，

前後 72 天，期間見證了這個城市

的脆弱、憤怒、痛苦、絕望，也經

歷了多次因為題材敏感，稿件被刪

除、擱置、禁發等情況。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英國分

部主任瑞貝卡 · 溫森特（Rebecca 
Vincent）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 CNN 採訪時指出：「如果中國

有新聞自由，如果那些吹哨人不被

封殺，那麼，這場大流行就有可能

得以阻止。」

外媒報導，北京嚴密控管資

訊，並持續迫害異議記者和博主。

今年 2 月，當局逮捕了至少 3 名公

民記者，借此隱匿病毒危機。

無國界記者組織日前致函聯合

國兩位特別報告員，要求正式譴責

北京隱瞞疫情，導致無數無辜生命

感染病毒。除了批評中共獨裁專制

政權壓制資訊外，無國界記者組織

還敦促所有人提防北京在世界各地

發動的不實信息攻勢。該組織說，

從疫情大流行開始以來，北京就一

直在精心策劃這項行動，目的是消

除批評聲音。

【看中國訊】這兩個月，大

部分人在家避疫，飯館、電影院

和公園也因此關閉。然而，現在

種植業還在發展，園藝似乎成了

一些人緩解壓力的一種方式。

隨著居家禁足的命令從幾個

星期變成幾個月，許多人正在通

過園藝尋找慰藉。園藝能轉移注

意力，使人樂在其中，還可美化

環境，並讓人自給自足。

美國之音報導，加州的苗

圃仍然開放，但苗圃的銷售情況

已經發生了變化。耐旱苗圃業主

理查德 · 沃德（Richard Ward）
說：「我發現蔬菜的銷售額大幅

增加。從前我們基本上以出售耐

旱的植物，像灌木、樹木、仙人

掌和多肉植物而出名，如今我們

的蔬菜銷售額增加了。」

在美國和歐洲的戰爭時期，

開闢菜圃成了許多人的樂趣。在

二戰快結束的時候出生的理查

德 · 沃德還記得這個事兒。

理查德 · 沃德說：「我認為

人們真的期望種出點東西，這有

助於振奮他們的精神。我還記得

小時候有一個菜園，我們大概每

星期去兩次，整理園子，因此，

它帶回很多回憶。」

文章列舉了在疫情「震中」武

漢報導疫情的記者遇到重重阻礙，

例如：輾轉聯繫了數名醫生的財新

記者被告知，疾控中心有令，醫護

人員不得接受採訪，不得對外洩露

疫情；一位日本記者據報因在華南

海鮮市場門口拍攝照片被抓進派出

所；湖北某報資深名記者因在微博

發文受到處分。

文章寫道：「信息公開是最好

的疫苗。」這篇文章很快引起當局

注意並遭到刪除。接著，發表這篇

文章的公眾號也在網絡消失。

陳季冰向來敢言。陳季冰之所

以寫下〈武漢肺炎 50 天，全體中

國人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一

文，無非是希望民眾瞭解事實真

相，不僅僅是疫情真相，還有當局

管控輿論、封鎖信息和編造謊言的

惡行。

苗圃訪客喬恩 · 川口（Jon 
Kawaguchi）說：「你只能做這

麼多，當你待在家裡，你總得找

事做。你不能出去鍛鍊或者做你

平常做的事，我認為另外一個選

擇就是園藝，我想它可以解除

許多壓力，待在家裡壓力真是很

大！」持牌造景承包商約翰 · 坎
普（John Camp）以前是一名

城市規劃師，後來成為造景設

計師。

約翰 · 坎普說，我每天要出

去好幾次，在附近散步，看看別

人家的花園，看看人家種的菜、

花和果樹，就是為了放鬆一下。

這是一種減輕壓力的方式，看到

蝴蝶或小鳥就是一種治療，他們

都在做自己的事，對病毒就在我

們身邊的事實不予理會。

熱浪來襲 
加州人海灘消暑

紐約市開始做病毒抗體測試。

（Getty Images）

加州亨廷頓海灘

（User:DHN/WIKI/CC 
BY-SA）居家禁足 園藝成了新愛好中共如何隱瞞疫情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1
月27日，《上海商報》副總編輯陳
季冰在騰訊新聞「大家」微信公眾

號撰寫專欄文章〈武漢肺炎50天，
全體中國人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

價 〉，直言官員如何隱瞞疫情。
園藝讓人有好的心情。（公有

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