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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籲延續六四精神
露天汽車影院 
疫情下悄悄興盛

【看中國訊】「六四」三十一週年

來臨前夕，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發

起「六四三十一年」公開信聯署行

動，呼籲年輕一代繼承八九民運對

民主價值的追求，同時表示不承認

北京當局執政地位，強調民眾有選

擇的權力。

中國留學生（Adobe Stock）

露天汽車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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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交距離，會使用三個專門用

於一次航班的候機室讓乘客候機

等待，以此代替疫情前擠滿了乘

客的一個候機室。

4. 不再有穿梭巴士。為了確

保社交疏遠措施，乘客們可能不

會看到很多酒店班車出入機場，

也不會有機場巴士接載乘客到不

同的候機樓或登機點。

5. 乘客排長隊登機的現象

不會再出現。機場管理者們會

把乘客按座位號分成好幾排隊

伍，每位乘客之間的距離保持

在六英尺。

6. 一次性餐具捲土重來。

機場餐館將取消可重複使用的餐

具，使用一次性餐具。

7. 觸摸式的裝置將全部改

換。比如：洗手間內的水龍頭

開關、沖馬桶的按鈕等，將全

部改為熱感自動化開關。

【看中國訊】北京當局隱瞞疫

情的不當行為導致了中共肺炎在全

球大流行，也讓世界各國日漸看

清了中國共產黨的真實面目。美國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近日發表一篇評論文章稱，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全球各國

政府正在改變對北京的態度。美國

應利用這一趨勢與盟國合作，幫助

他們重新考慮對北京的政策，以此

保護自己的權益。

北京當局在疫情爆發初期掩蓋

真相，持續拒絕分享有關病毒的重

要科學信息和真實數據，並使用物

資援助、經濟手段來獎勵對北京忠

誠的人，或借此懲罰批評者的舉動

震驚了所有人。

例如，為了針對澳大利亞政府

要求調查武漢肺炎病毒起源進行報

復，北京當局對該國牛肉出口貿易

【看中國記者向真報導】中

共病毒（又稱武漢病毒）改變

了世界，人類社會似乎再也回不

到疫情前的樣子了。比如疫情後

乘飛機旅行，你會發現機場也會

和從前大不相同。據美國媒體

MSN 報導，世界航空業在重創

之下開始慢慢復航。為了確保機

場員工和乘客的安全，很多機場

的「慣例」也在悄悄改變，下面

列出一些常見情況。

1. 放私人物件的塑料盒不見

了。以前我們在過機場安檢時用

的塑料盒子被取消了，乘客只能

把自己的私人物件直接放在輸送

帶上。

2. 不會再有兒童遊樂區。以

前很多機場深受兒童和家長喜愛

的兒童遊樂區被關閉或取消。

3. 機場候機室不再擁擠。機

場為了讓乘客們保持相距六英尺

做出了懲罰性舉措。 5 月 14 日，

大陸媒體宣稱北京當局威脅要從經

濟方面懲罰美國各州，試圖借此來

打擊要求對北京追責的美國政界人

士。北京甚至還威脅說，要拒絕向

與臺灣加強友好關係的國家捐贈醫

療設備。

北京刻意隱瞞疫情以及在疫情

中曝光的其他各種不良行為，使人

們看到了它的真實面目。

儘管北京發動了全球性的大外

宣攻勢，但已無法迷惑被傷害了的

人們。大家終於認識到，北京所做

的一切，都是在維護自己的政權。

各國政府對北京的態度也相應發生

了變化。

前英國國防大臣、現任國會

國防委員會主席托比亞斯．埃伍德

（Tobias Ellwood，保守黨）稱，

英國現在正在重新考慮對北京的政

策。埃伍德說，在這次疫情引發全

球危機期間，北京當局所採取的

行動都是推卸責任，這是一個警

鐘。……北京當局從未去承擔世界

大國的責任。

文章指出，川普政府應與逐漸

瞭解北京真面目的國家建立更好的

合作關係，許多國家在與北京進行

交易時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美國必

須確保全球各國最終完全看清中共

的本質，及其對世界構成的威脅。

美媒：世界日漸看清中共本質 疫情改變機場的七個慣例

【看中國訊】在上世紀 70年

代後期就逐漸衰退的美國露天

汽車影院（drive-in theater），
最近卻因疫情又出現了興盛的

趨勢。顧名思義，露天汽車電

影院就是在戶外寬廣的地方，

支起一個大屏幕放映電影，觀

眾開車購票入場，不用下車就

可以觀賞電影。如今的汽車電

影有了很大改善，以前觀眾要

聽到電影中的聲音，需要搖下

車窗。而現在觀眾可通過汽車

內的音響接收到電影的聲音，

不用開窗，還可以打開空調。

作為汽車文化的重要標

誌，汽車電影起始於上世紀的

30 年代，這種露天電影的娛

樂形式隨著汽車的普及，在後

來的幾十年中風靡整個美國乃

至其他西方國家。

上世紀 50 ～ 60 年代，全

美國的汽車影院達到了全盛時

期的 6000 多家。這種「駛入

式影院」從 70 年代開始下降。

到如今，全美國的汽車電影院

只有 360 家左右。這種完全

符合隔離政策的娛樂方式，在

疫情中又悄悄地恢復了。自 3
月下旬以來，全美國的汽車電

影業務暴增，一些從來沒去體

驗過汽車電影的人們，也開始

對汽車電影感興趣。

自 3 月開始，德克薩斯州

霍克利（Hockley）的汽車影

院前來看電影的人數大增。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由美國

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的中國留學生

孔志豪執筆的公開信指出，中國的

民主化事業，是要靠堅持不懈來實

現的，並且華人青年是主要力量。

公開信還呼籲所有認同民主自

由價值觀的華人青年拒絕沉默，繼

承八九民運的勇敢抗爭精神，將中

國的民主化事業當作自己的責任，

不要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積極宣傳民主思想並要求民主權

利。截至目前，共有 107 人參與了

聯署。

孔志豪在接受採訪時提到，他

發起聯署的目的是希望更多人能站

出來表達對北京當局的不滿，表達

追求民主價值的願望，「很多人心

裡不滿意中國共產黨，但是又想過

歲月靜好的生活，把變革的希望寄

望於別人身上。」

他還特別以香港的抗爭運動

為例，強調北京當局與民主化的對

立關係，「從香港反送中事件我們

可以看到，北京當局不會因為經濟

發展而更加開放，也不會尊重民眾

的民主訴求，和當局是不可以商量

當局壓制，也是促使他發起公開信

聯署的原因之一。

「北京當局希望用高壓管制使

大家噤聲。我身在國外，深感有責

任去打破官方設置的言論禁忌。發

表言論的人越多大家反而越安全，

越少人說話則放任了政府作惡，會

導致更嚴格的言論管制。」

八九學運領袖之一、華府智庫

「對話中國」副所長項小吉對此表

示讚賞。他說：「有一批青年人，

的。我們青年人能做的應該是不與

中共合作，不進體制，同時積極學

習民主制度的運行模式，要有勇氣

站出來說話。」

近年來，在北京不斷加強控

制言論的情況下，公民因言獲罪

的案件屢屢發生，敢言之人難以

立足。

「六四三十一」公開信聯署行

動發起人孔志豪告訴記者，中國公

民的言論和人身自由不斷遭受北京

保持著自己的血性熱情、智慧，不

願意自甘墮落，不願意渾渾噩噩的

被北京的宣傳機構洗腦，敢於提出

問題，這讓人覺得中國還是有希望

的地方。」

項小吉還補充表示，隨著科技

的不斷進步，專制政權的維穩成本

將提高，封鎖信息的難度增大，造

就了越來越多的人慢慢有了獨立思

考的習慣和能力，繼而發出一些不

同的聲音。

【看中國訊】為解決農業

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加拿大移

民部啟動農業移民項目（Agri-
Food Pilot），為期 3 年，該

項目將在 2023 年 5 月 14 日

關閉。

從 5 月 15 日開始，有經

驗的農民可移民加國。申請人

的條件是：有在加拿大農產品

行業全職工作一年的經驗；具

有加拿大雇主發出的聘書。農

業移民項目的英文門檻較低。

申請者擁有高中學歷，英文水

平達到 CLB 4 級即可。

農業移民項目每年有 2750
個名額，包括：屠夫、食品加

工員、收割人員、農場工人、

農場主或牲畜飼養員。符合條

件的申請者，可以和家人一起

遞交移民申請。

目前在新南威爾士大學和悉尼

科技大學網站上，已無法找到香港

警察的招聘廣告。

新 南 威 爾 士 大 學 UNSW 
Career 在回覆「UNSW Education 
Collective」相關貼文的留言中說，

已經撤回了此職位的發布。

香港警方在去年大規模示威

活動期間廣受批評，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指 稱 有

警員任意拘留、毒打並用酷刑對待

被捕人士，過分使用武力。

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更曝出有

香港年輕人被自殺、被失蹤以及遭

到性侵犯等。

香港民意調查所的民調數據顯

示，港人對警察的信心已經降到歷

史新低。

【看中國訊】5 月 13 日，美

國國會大廈升起美國國旗，以此

向李洪志先生致敬，並慶祝「世

界法輪大法日」。

海外媒體報導，對法輪功人

士來說，5 月 13 日意義非凡，

全球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法

輪功人士都會舉行慶祝活動。

2020 年 5 月 13 日，是法輪大法

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69 歲華誕，

也是法輪大法洪傳世界 28 週年

暨第 21 屆世界法輪大法日。 5
月 13 日，應國會議員布萊恩 · 菲
茨派翠克（Brian Fitzpatrick）的

要求，華盛頓國會大廈舉行了升

旗儀式，向李洪志先生致敬，並

慶祝5月13日世界法輪大法日。

菲茨派翠克議員同時還簽發

二份褒獎令，表彰並感謝李洪志

先生，並紀念 2020 年 5 月 13
日「世界法輪大法日」。給予

李洪志先生的褒獎證書中寫道：

「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將

法輪大法洪傳世界，並傳授法輪

大法真、善、忍法理。李洪志先

生持久的影響力，將繼續感動和

鼓勵世界未來的領導人。」

給予大費城法輪大法學會的

根據澳洲媒體 SBS 報導，

香港警務處在澳洲的新南威爾士

大學（UNSW）和悉尼科技大學

（UTS）招工網頁上分別刊登出

（Hong Kong Police Force）的招

聘廣告，招聘職位為「見習督察」

（Probationary Inspector），工作地

點為香港，月薪 47690 港元（約

合 9500 澳元）。

兩則廣告在刊出後，隨即遭到

香港學生的抗議。Facebook 群組

「NSW HongKongers」在社交媒體

上發出了一則聯名請願，要求兩所

大學刪除香港警方的招聘廣告。

NSW HongKongers 亦 在

Facebook 貼文中寫道，世界各地

多所大學的網站也出現了類似的招

聘廣告。

過去一年，香港警方在招聘方

面大大受挫——申請加入警隊的人

數減少五成，更有超過 450 名現役

警務人員選擇退出警隊。

褒獎中寫道：「在費城法輪大法

學會慶祝法輪大法日、暨法輪大

法洪傳 28 年之際，美國國會議

員布萊恩‧菲茨派翠克，特此

申請在美國國會大廈上升起美國

國旗，紀念 2020 年 5 月 13 日

這個意義非凡的日子。」

海外媒體報導，法輪大法由

李洪志先生於 1992 年 5 月 13
日傳出，以真、善、忍法理為指

導，能迅速提升修煉者的道德品

質，祛病健身有奇效。法輪功人

士如今遍布亞洲、歐洲、非洲、

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的 100
多個國家，李洪志先生和法輪大

法獲得各種褒獎和表彰 3000 多

項。李洪志先生的主要著作《轉

法輪》已被翻譯成 40多種語言。

加拿大頒布新政 
農民可移民

（Adobe stock）

香港警察（Getty Images）

美國會為李洪志先生升旗香港海外招聘警員
【看中國記者朱莉報導】近日，香

港警務處在澳洲的大學發布招聘廣

告，引發當地香港留學生抗議。

5月13日，美國國會升旗向法輪

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York 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