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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飛龍號抵太空站
美國移民局 
6月恢復服務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5
月30日，美國太空科技探索公司
SpaceX發射「獵鷹9號」火箭，把
搭載兩名美國宇航員的飛龍2號太
空船送往國際空間站（ISS）。太
空船已於5月31日抵達目的地。

5月30日，SpaceX獵鷹9號火箭將載有兩名美國宇航員的太空船送入太空。（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獨立調查病毒來源。」

蓬佩奧提到，最近的皮尤民

調顯示，66% 的美國人對北京

有不好的看法。他說：「這是中

共的選擇所造成的直接結果，這

些選擇受政權性質的影響。而其

政權的性質並不是新生的。」

他強調：「中國被一個殘暴

的威權政權、一個共產黨政權所

統治。幾十年來，我們曾經認

為，通過貿易、科學交流和外交

接觸、讓他們以發展中國家身分

加入世貿組織，會讓這個政權變

得更像我們。這並沒有發生。」

蓬佩奧說：「我們大大低估

了北京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對自

由國家的敵對程度。全世界正在

看清這一事實。」他稱，中共所

做的一切根植於其意識形態。整

個共產黨有意要摧毀西方的理

念、西方的民主和西方的價值。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

在網絡上因模仿老師而爆紅的中學

生「鍾美美」，據傳因被約談而刪

除了全部相關視頻。

綜合媒體信息，這位網名為

「烏拉旮旯‧鍾美美」的中學生，

是黑龍江鶴崗的一名初二學生。近

一段時間，「鍾美美」在網絡上傳

了多個模仿老師的視頻。其在視頻

中的表情、語氣、神態都拿捏得很

到位，用其獨特的視角演繹了老師

的形象。

「鍾美美」惟妙惟肖的表演讓

其在很短的時間裡增長了 30 多萬

的粉絲，贏得了廣大網友的關注。

據傳，「鍾美美」的這些模仿

視頻只是在疫情期間無聊拍出來玩

玩的，其母親覺得有趣，就分享到

了網上，沒想到會有這麼多網友關

注。然而，在大批網友期待「鍾美

【看中國訊】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最近多次談到中國大陸問

題。他說，中國大陸自 1949 年

來，一直受共產黨殘暴統治，國

際交往未改其政權本質。

外媒報導，日前在國務院

舉行的記者會上，蓬佩奧提醒大

家，在關注疫情之際，不要忽視

中共所帶來的挑戰。他說，中國

大陸從 1949 年以來，一直被殘

暴的共產黨政權所統治，而美國

曾希望通過貿易和接觸改變這個

政權，但這種希望並沒有變成現

實。他表示，疫情加快了美國對

中共現實的瞭解。

他批評北京在疫情問題上

不透明，給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

生命和財產損失。他接著列舉了

北京在國際上的強勢行為。「北

京選擇以經濟報復來威脅澳大利

亞，原因只是因為澳大利亞要求

美」的最新作品時，「鍾美美」自

媒體平臺上下架了其所有模仿老師

的視頻。

一個在網絡流傳，疑似「鍾美

美」發布的聲明顯示，「一些個人

原因，無法再為大家提供快樂，請

理解，謝謝！更新到 29 號正式退

網。感謝大家理解與支持，模仿的

老師並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也不是

惡意炒作，醜化老師，僅僅是娛

樂，感謝快手平臺支持及各位朋友

的喜愛，感謝大家！」對於「鍾美

美」突然刪除視頻背後的原因，網

絡上流傳了多個版本。有消息稱，

「鍾美美」被老師罵了，所以刪除

視頻。也有傳聞指，「鍾美美」被

學校約談。還有消息顯示，鍾美美

被當地教育局約談，不得已，只能

選擇刪除視頻退網。

給數十萬網友帶來歡樂的小

朋友被約談，令眾網友不解。「其

實就是娛樂視頻而已，當地教育局

也太……」「別怪咱們國家人沒創

意。小孩的創意還沒等到長大，就

被別人扼殺了。真可悲！」

媒體評論員，網絡大 V「元

芳有看法」在「悟空問答」分析，

「鍾美美」之所以瞬間火爆網絡，

是因為其讓很多人感覺似曾相識，

讓大家聯想到自己的老師，看到自

己當年在課堂上的影子。

5 月 26 日，「鍾美美」在快手

上發布一則新的視頻，回應退網一

事。「鍾美美」表示，前幾天因為

退網一事很鬧心，但是看到網友對

自己的留言及關注，很感動。「鍾

美美」決定要把視頻繼續做下去，

每天給大家帶來快樂。不過，「鍾

美美」在此之後發布的視頻再沒有

與模仿老師相關的內容。

中學生模仿老師走紅被約談 蓬佩奧：中共帶來巨大傷害

【看中國訊】美國移民局

的一些國內辦事處於 6 月 4 日

重新開放，重啟的服務包括庇

護面談及入籍儀式。

據美移民局（USCIS）網

頁稱，移民局重啟服務，疫情

期間，為保護工作人員和公

眾，辦公室將減少面談的次

數。前往移民局的訪客必須遵

守安全預防措施，保持社交距

離。移民局強調，若身體不舒

服，請不要去赴約。可以按預

約通知書上的指示，重新安排

預約時間。

對於在臨時關閉期間被取

消的庇護面談，移民局庇護辦

公室會自動重新安排。庇護申

請者將收到新的面試通知，包

括新的面試時間和地點，以及

有關安全防範措施的信息。由

於庇護面談的時間長，庇護辦

公室將進行視頻輔助的庇護面

談，申請人在一個房間，面談

官員則在另一個房間。

延期的入籍儀式將被重

新安排。儀式會縮短，以限

制與會者的接觸。詳情可在

USCIS 網站查詢。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國家航

空 航 天 局（NASA） 和 SpaceX
於美東時間 5 月 30 日下午 3 點

22 分，在佛羅里達州肯尼迪宇航

中心（Kennedy Space Center），
成功發射搭載飛龍 2 號太空船

（SpaceX Dragon 2） 的 獵 鷹 9
號火箭（Falcon 9），將兩名美

國宇航員羅伯特 · 本肯（Robert 
Behnken）與道格拉斯 · 赫爾利

（Douglas Hurley）送住國際空間

站（ISS）。
獵鷹 9 號火箭升空 13 分鐘

後，飛龍 2 號太空船與第二節助

推火箭分離，幾分鐘後進入地球

運行軌道。飛龍 2 號以時速 2 萬

8000 公里飛往 ISS，經過 19 個

小時，飛龍 2 號在 5 月 31 日上

午 10 時 16 分順利與國際空間站

對接。SpaceX 任務控制中心隨即

表示：「恭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

就，歡迎來到國際空間站。」

這是美國宇航員 9 年來第一

次不經過俄羅斯聯盟號，而是從

美國本土升空執行太空任務，意

義重大。同時，這也是人類史上

首次以私人公司開發的商用載人

點，川普總統在肯尼迪航天中心

發表了講話。他高度讚揚了美國

恢復載人火箭發射，稱這是一個

里程碑，並逐一感謝所有參與該

任務的人員。

彭斯副總統也表示，這是創

造歷史的一天，期盼美國人可以

找回 1960 年開發太空的熱情。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負責人

布 里 登 斯 廷（Jim Bridenstine）

太空艙載人升空，為太空發展立

下里程碑。

據《自由時報》報導，「美國

航天飛機計畫」因預算及進度問

題，在 2011 年宣告終止，自此美

國也暫停執行載人上太空的任務。

美國之音報導稱，美國總統

川普和副總統彭斯夫婦在肯尼迪

宇航中心觀看了這次歷史性的載

人航天發射。 5 月 30 日下午 5

表示，用美國製造的火箭從美國

本土將美國宇航員送進太空，是

國家航空航天局的最高要務。他

說，現在是鬆了一口氣，但要等

到兩名宇航員成功返回後才能開

始慶祝。

SpaceX 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也強調，等到順利返航才

能代表這次任務圓滿成功，「我們

需要將他們安全帶回家」。

【看中國訊】旅遊業因疫

情停擺，但民眾渴望旅遊的

心仍在。全球知名訂房網站

Booking.com 日前公布前 20
名「旅客夢想目的地」，臺

灣榜上有名。入列全球前 20
旅遊地的有英國倫敦、法國

巴黎、俄羅斯聖彼得堡等大

城市。臺灣臺北是全球第 20
名。臺灣境內旅客最愛的地

方，依序是臺北、臺南、花

蓮、臺中和高雄。

上述新聞由日本「Yahoo.
jp」報導，在網上引起熱議。

有日本的「臺灣通」網民留

言，稱臺灣的夜市美食、甜點

和水果讓他流連忘返。有人表

示想再度前往臺灣，騎上自行

車逛臺北老街，在臺東品嘗好

吃的便當，以及名產芒果冰。

在線悼念活動的舉動，也邀請民眾

參加美國時間 6 月 3 日（北京時間

6 月 4 日）的網上燭光守夜，紀念

天安門示威者的勇氣，並紀念這些

勇士們對一代代呼籲民主自由人士

的鼓舞。米勒指出，活動將展現決

心，不讓中共抹去對天安門廣場的

記憶，並希望這場網上燭光守夜活

動能鼓勵世界各地的人權倡導者。

海外媒體報導，為紀念「六四事件」

31 週年，日前中外民間團體發起

「全球悼念倡議書」，除譴責中共剝

奪言論自由，導致疫情蔓延全球，

還呼籲全世界公民在 6 月 4 日將影

音紀錄加上 #6431truth 標籤，上傳

各大社交媒體平臺。該倡議書已得

到國際上多個民間團體連署支持。

【看中國訊】她是一名小提

琴手，今年大學畢業，但畢業演

奏會卻因為疫情而被取消，她感

到非常失望。賓夕法尼亞州的費

城交響樂團得知她的情況後，讓

她在網絡直播中表演她的獨奏。

數百名古典音樂迷傾聽了她的獨

奏，並為她喝彩。

布魯克 · 米德是費城坦普爾

大學音樂學院的畢業生。當這名

小提琴手聽說畢業演奏會因為疫

情而被取消的時候，感到非常失

落。畢業和學位授予獨奏會對她

來說很重要，可是這個難得的演

奏機會卻因病毒而被奪走了。

米德說：「我覺得自己的一

次最頂級別的演出機會被剝奪

了，今年許多畢業生對他們的畢

業典禮可能也有同感，就像我們

期待已久的這些人生中的重大儀

式一樣，讓人感覺不太公平。」

她說她幾乎放棄練習，但當她在

費城交響樂團的一次在線問答中

徵詢意見時，一切都改變了。

布魯克 · 米德問費城交響樂

團：「你有沒有甚麼訣竅，可以

教人如何面對失去一場，或者

重要的，或者充滿激情的音樂

美國之音報導，在線燭光晚會

的參與者錄製 15 到 30 秒的視頻，

拍攝自己拿著蠟燭的畫面（或者

繪圖），簡述如何受到天安門示威

者的鼓舞，並以 #TiananmenVigil
（天安門守夜）為標籤，將視頻上

載到個人社交媒體，也可轉推國務

院 @StateDept 和 @StateDRL 視

頻。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與勞工局

東亞辦公室，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

博 · 米勒（Beau Miller）說，2020
年 6 月 4 日是中共派坦克進入天安

門廣場，暴力鎮壓爭取民主、人權

和制止腐敗的和平示威活動 31 週

年。今年的疫情影響到每年舉行的

6 月 4 日守夜活動，也影響到傳統

上舉行的其他面對面活動。國務院

因此舉辦網上燭光守夜活動。

米勒表示，美國國務院歡迎諸

如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舉行

會？」她說：「我的最終學位獨

奏會被取消了，我還在憂傷中，

都不想拿起小提琴了。」

費城樂團首席執行官兼總裁

馬蒂亞斯 · 塔諾波爾斯基看到了

她的詢問。費城交響樂團的回應

是，邀請米德在樂團的網絡直播

中表演她的獨奏，作為樂團重播

某一場演出的開場部分。

米德說：「這是網絡研討會

類型的活動，因此我沒有看到其

他人。」她說：「但我確實看到

了聊天功能，讚美和掌聲潮湧而

至，來的如此之快，我簡直目不

暇給。」米德的表演吸引了全球

數百名古典音樂迷，可能比原來

計畫在坦普爾大學費城分校的演

奏有更多的聽眾。

全球旅遊地排行
臺北居第20名

（公有領域）

2019年6月4日，香港民眾舉行燭

光守夜活動。（Getty Images）

費城樂團幫女孩圓演奏夢美國務院悼念「六四」
【看中國訊】今年 6月 4日是
「六四」事件31週年，美國國務
院於美東時間6月3日（北京時間6
月4日）舉辦在線燭光晚會，悼念
「六四」死難者。

（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