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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運動讓港人覺醒
美允許中方航空
公司每週2班赴美

【看中國記者李晴採訪報導】6月
9日是香港「反送中」運動屆滿一
週年的日子。過去一年，香港社會

發生了巨變，而每一個香港人的內

心亦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看

中國》記者近日採訪了幾位「反送

中」運動參與者，讓我們聽聽他們

的聲音和體悟。

香港「反送中」一週年，數以萬計市民在中環流水式遊行。（美國之音）

【看中國訊】疫情衝擊

下，小企業掙扎求生，但腳踏

車店卻因「疫」得福，生意興

旺。腳踏車銷售在全美各地都

很旺，供不應求。德州休士

頓腳踏車店「Urban Bicycle 
Gallery」的老闆艾塔義說，我

們的店以前銷售緩慢，但現在

電話響個不停。他表示，腳踏

車是時下的熱門產品，是保持

社交距離的通勤方式，也是一

種戶外運動的方式。

腳踏車店生意旺

Delta航空公司的客機
（公有領域）

馬（Ford Mustang）敞篷跑車

送給葛溫。

這件禮物讓葛溫震驚。葛

溫計畫在高中畢業後就讀職業學

校，並存錢上大學。水牛城麥道

爾大學（Medaille College）聽

到葛溫的故事後，提供全額獎學

金給他，葛溫將在秋季開始學習

商業，並計畫開一家清潔公司。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一位中國籍女子和她的加拿大籍丈

夫，因為疫情被困海外 4 個月。

他們耗盡積蓄，最後不得不賣房還

債。目前這對夫婦和他們不到 1 歲

大的寶寶還滯留迪拜無法回國。

據「加新網」日前報導，這名

女子是四川成都人，名叫艾青，嫁

給了加拿大籍的丈夫 Mike。兩人

結婚 14 年，在成都共同經營一家

西餐廳已有 10 年。

2020 年初，艾青的丈夫去法

國巴黎一家老牌米其林三星餐廳實

習，原計畫 2020 年 3 月結束。今

年年初，中國疫情大爆發。 1 月

29 日，艾青帶著 6 個月大的寶寶

飛往巴黎探望丈夫。沒想到，之後

疫情席捲全球，一家三口被困海外

4 個多月，現在還無法回國。報導

稱，期間他們前前後後購買的 7 張

【看中國訊】非裔男子佛洛

伊德之死引爆全美抗議浪潮，紐

約州水牛城 18 歲高中生葛溫在

抗議活動後，獨自花 10 個小時

清理街道，善行感人，意外獲贈

野馬跑車和獎學金。

中央社援引外媒報導，18
歲的葛溫（Antonio Gwynn Jr.）
是高中生。 5 月 31 日晚，他在

當地新聞看到水牛城貝里大道

（Bailey Avenue）到處都是玻璃

和垃圾，而這條街道是一些人白

天上班時的必經之路。他決定凌

晨去清理街道。葛溫於 6 月 1 日

凌晨 2 點開始打掃，花了 10 個

小時才把街道清理乾淨。葛溫獨

自一人清理狼藉街道的消息傳開

後，社區做出了回應。

27 歲 的 卜 洛 克（Matt 
Block）在新聞上看到葛溫的故

事，決定把 2004 年紅色福特野

機票都被取消，夫妻倆之前在成都

經營的西餐店瀕臨倒閉，一家三口

被困海外幾個月的昂貴住宿、生活

費用，掏空了他們的家產。現在，

兩人到了必須賣房還債的地步。

據艾青的自述，他們於 3 月

18 日從巴黎飛往阿聯酋迪拜，原

計畫在3月28日飛往埃塞俄比亞，

從那裡轉機回成都。不料，3 月 22
日阿聯酋宣布封國 14 天，所有出

入境航班全部取消。接著，是中國

的限航政策，五個一政策（即一個

航司、一個國家、一個航點、一週

一班），等等。艾青一家人被困在

迪拜，這一困就是幾個月。

開始時，他們是一週一週的租

房，後來因困境在短時間不會有任

何改變，於是改為續租一個月，又

一個月……「不知道還有多少個月

呢？」艾青嘆道。另一邊，艾青夫

婦在成都的西餐館本來就受疫情影

響嚴重，加上現在老闆和老闆娘被

困海外，運營更加困難。「餐廳的

高額運營成本、昂貴的迪拜，加上

前前後後 7 張被取消的機票，我們

的積蓄被掏得一乾二淨，到了需要

賣掉房子來還債的地步。」其實，

艾青只是被困海外無法回國的眾多

華人之一。不知有多少人和艾青有

同樣的遭遇，回國依然是遙遙無期。

華人夫婦被困海外耗盡家財 默默清理街道 他獲贈跑車

福特2004紅色野馬敞篷跑車

（2004 Ford Mustang GT 
convertible）（示意圖）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美國交通部

日前表示，將允許中方的航空

公司每週運營兩班往返美國的

航班。

這份新命令稱，這將與中

國允許的美國航空公司飛往中

方的航班總數相同。這份命令

立即生效。

美國交通部早些時候曾發

布命令，計畫從 6 月 16 日起

暫停中方的航空公司飛到美國

的定期客運航班。

在美國政府做出上述宣

布的幾小時後，北京便發布通

知，稱自 6 月 8 日起允許所

有未列入「國際航班信息發布

（第 5 期）」航班計畫的外國

航空公司，在滿足條件的情況

下，每週運營一班國際客運航

線航班。

香港時事評論員、法學博士桑

普在接受專訪時表示，面對中共的

極權暴政統治，香港人與中國大陸

民眾已經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

他說：「（因為反送中）香港

人被失蹤、被自殺、甚至有一些人

活生生被推下樓……這種情況跟當

年（六四事件）北京的做法完全

一樣，而打壓香港人的正是中共的

爪牙、公安、國保、香港警察、港

共政權。」在「反送中」運動中，

不同層面的香港人都有不同程度的

參與。桑普說，香港人抗爭中的

「和勇不分」、「兄弟爬山，各自努

力」，「這種精神會成為未來香港

一道非常美麗的風景線，之後亦會

產生一個相當亮麗的香港。」

桑普直言，今時今日的香港，

情況有實質上的改變，而這個改

變是深刻的。是因為這一年以來，

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共不斷打壓香港

人的自由，不給予高度自治，越踩

越過。「國歌法」、「港版國安法」

步步緊逼，令香港人沒有辦法，唯

有奮起抗爭。

劉慧卿表示，香港形勢越來越

複雜，越來越困難，但她相信：無

論情勢多嚴重，都一定會有人出來

抗爭。亦會有人害怕擔心而不敢出

來，她表示理解和尊重。劉慧卿表

示自己會堅守自己的立場：繼續抗

爭，但會用和平、理性、非暴力、

非粗口的方式進行。

過去一年，大量的香港年輕人

一再走上街頭「反送中」。

跨媒體廣告人姚冠東在接受採

今年 5 月，北京強推「港版

國安法」，再次引發香港民眾反

彈。前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

劉慧卿在接受專訪時表示：「政府

以為立『國安法』就可以搞定香港

嗎？那麼大家拭目以待囉！」「立

法嚴苛，最驚慌的是商界及專業

人士，因為他們最清楚共產黨。

如果在香港成立國安機構，則會

違反《基本法》，同時將『一國兩

制』提早宣布解體。」

訪時說，年輕人的付出讓他看到，

「為了這片土地的愛，為了這個地

方，你要不計代價地付出」。

他說，也同時看到這個政權

的本質，見到政權的恐怖，三萬

警察可以瞬間變成凶狠殘暴的國

家鷹犬。「整場運動對香港人來

講，是一種覺醒，是一種對我們

自己城市的覺醒，所謂『自己香

港自己救』已經不是一句口號，

你要拿出心去救。」

【看中國訊】《美國國家科

學院院刊》的最新報告表明，

南極洲周圍海水區域上空的空

氣是地球上最純淨的。南極洲

周圍海水區域被稱為南冰洋

（Antarctic Ocean）。南冰洋

是唯一環繞地球，卻沒有被陸

地分割的大洋。南冰洋是地球

上最乾淨的地方，上空的雲層

非常純淨。

這家醫院長期任用無資質人員非法

行醫，而且公然收受藥品回扣。」

姜海霞說，受害病人不止她一家，

但都因為害怕，不敢維權發聲。

姜海霞還說，山東省衛生系

統的所謂管理都是面子工程，「每

天開會呀，黨教育啊，黨建啊，滿

街都是那些標語，就是這些面子工

程，做的是十足。那些有冤的訪民

啊，在政府門口舉著牌兒，大冬天

的，我經常看到，以前我不懂是為

甚麼，我現在知道了。」

「我們山東可以說是訪民最多

的地方，以前有過李寧，您知道

這個人吧？母親被打死了，上訪

十年。還有很多訪民被毆打、被

威脅警告，我也受到過很多次威

脅，就告訴我：『你差不多就行

了，你要這樣的話，哪天怎麼死

的都不知道！』」

姜海霞直言，當地政府一直沒

有「動她」，就因為她的丈夫是英

國人，當局怕事情鬧大了捅到國際

上去。

她說：「我走到這一步，並不

是我自願走到國際平臺，我是跨國

婚姻，我先生是英國人，我為甚麼

一直都沒有動用我先生的影響力？

因為我先生在中國工作，我擔心中

國政府（中共）刁難他。比如控

制他的 VISA（簽證）甚麼的。」

「我先生有親自陪我去信訪

過。他在早期還支持我說：『霞，

咱英國就是法治國家。你要相信國

家，相信法律，咱家事實證據都

全。』去年 11月 30號，我先生問：

『霞，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法律

也很明確。為甚麼他們處理起來這

麼困難？』後來我先生停了半年的

工作，陪我一起信訪和做材料。」

姜海霞說，她的先生本來非

常愛中國，如今卻感到傷心氣憤，

「他跟我說：『霞，其實我挺氣憤

的，我在中國工作這麼久，我愛中

國勝過愛我自己的國家，我一個外

國人都能這麼在乎中國的形象和名

譽，為甚麼中國政府（中共）就

看不到這些呢？我每個月上交給中

國政府的稅款可以養活很多人，為

甚麼他們要這樣對待你，對待我，

對待我們的家庭！』」

「他說這個事情要是發生在英

國的話，就我們請個律師，因為我

們請律師的錢還是有的，當然如果

你請不起一個更好的律師，可能會

有一些磨難，但是英國有關這方面

的法律特別健全，幫助人維權的中

心很多。比如貧困的有救助啊、

（提供）免費的律師啊等等。」

「到了今年，我老公跟我說，

霞，咱準備準備，媽媽的事處理

完了，我們回英國吧！我說為甚

麼，他說，霞，你感覺不到嗎？就

是媽媽這件事，你就應該感覺得

到。」他工作接觸中，他就看不慣

那種腐敗和官僚：吃、喝、拿，他

都忍著。但這次他就告訴我，說：

「霞，有些東西要考慮了，然後就

很鄭重的跟我談回英國。」

姜海霞最後告訴記者，她的母

親獨自撫養 4 個女兒，一生吃苦，

她一定要替母親討個公道，「她這

一輩子太不容易了！我說真心話，

這事發生在我身上，我都不追究

了，我太累了！但是我媽媽，我媽

媽一輩子剛強，守寡 40 多年，今

天讓他們害成這樣，我媽媽甚麼反

應都沒有，她不能為自己申冤。你

知道嗎？所以我一定要個說法！我

不在乎他（醫院）給不給我錢，

我就要個說法！」

據姜海霞披露，2018 年初，

她的母親馬桂珍被山東省蓬萊市

中醫院「護士冒充醫生」治成植物

人。 2 年多來，她為母親四處維權

上訪，並提供大量錄音、錄像等證

據，但各級政府部門不但不依法調

查處理問題，反而層層包庇罪犯並

對她進行死亡威脅。她向國內多家

媒體曝光醫院黑幕均無果而終，無

奈之下，她求助《看中國》。

姜海霞向記者披露：「這個醫

院的三甲資質是造假換取來的，我

們家的證據鏈是閉環式的，特別

全，錄音的、錄像的、材料的，我

媽媽之前的主治醫生（因受到院方

壓力已辭職）也可以給我們做證。

南極洲水域上空
空氣最純凈

乘客在杜拜機場排隊等候檢查。

（Getty Images）

南極洲

（Andrew Mandemaker/
WIKI/CC BY-SA）

維權之路很艱難  愛中國的老外失望了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導】今年

48歲的全職太太姜海霞家住大陸
山東省蓬萊市，她的丈夫是一位英

國人，在中國大陸生活多年，他

說，自己愛中國甚至勝過愛英國。

但經歷了岳母的醫療事件後，他悲

憤地表示：「我一個外國人都能這

麼在乎中國的形象和名譽，為甚麼

中國政府（中共）就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