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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軍官出境美國被捕

臺灣抗疫中藥方 
清除體內病毒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一

名中共軍官持假個資進入美國醫學

院，他日前在美國出境時被捕。

美國司法部（Adobe Stock）

（Adobe Stock）

開沙發、遠離遊戲機」。費恩還

在網上公開了寶藏位置的線索和

一首 24 行的詩，尋寶人可以透

過這些線索尋找寶藏。

十年間，有不少人前往尋

寶，也有人因此而身亡。 2017
年 6 月，一名來自伊利諾伊州的

男子，在尋寶過程中不幸身亡，

終年 53 歲。據黃石公園管理部

門說，這名男子在尋寶過程中，

不慎墜落 152 米深的懸崖。一些

官員曾要求費恩停止尋寶活動，

但被他拒絕。費恩表示，所有戶

外探險都有危險性，不過，他提

醒民眾，「不應在一個八旬老人

無法到達的藏寶地尋寶」。

2020 年 6 月 6 日，費恩表

示，終於有人找到寶藏了。費恩

希望人們能繼續「離開沙發、遠

離遊戲機」，投入到其他的戶外

活動中去。

【看中國訊】美國國務院日

前向國會遞交〈2019 年國際宗教

自 由 報 告〉（2019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報

告指出，北京當局打壓宗教自由。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在中

國大陸，由當局發起的對所有宗教

的鎮壓繼續加劇。中國共產黨現在

命令宗教組織服從中共的領導，並

將共產主義教條灌輸到他們的信仰

教義和實踐中。」〈報告〉的中國大

陸部分長達 115 頁，詳述了中共迫

害宗教自由的劣跡，包括：當局主

導下大規模關押維吾爾人、鎮壓西

藏人、打壓佛教徒、法輪功與基督

教徒。〈報告〉指出：「有人在被拘

押期間死亡、被失蹤、在獄中被強

摘器官，知情人稱，（中共）當局

根據他們的宗教信仰或宗教教派選

擇強摘器官的目標。報告稱，（中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美國一位 89 歲的收藏家，在

2010 年發起了一個尋寶活動。

他宣稱自己在美國洛磯山脈的某

處藏了一個藏寶箱，裡面裝有金

幣、金塊等價值過百萬的財寶。

他還在網上公開了一首 24 行的

詩，裡面藏著尋找寶藏的線索。

最近，這名收藏家表示，有人已

經尋獲寶藏。

據《每日郵報》報導，這位

美國藝術品古玩收藏家名叫費恩

（Forrest Fenn），他在 2010 年

發起了一個尋寶活動。他聲稱自

己在兩次單獨旅行時，將價值超

過百萬美元的藏寶箱藏在洛磯山

脈茂密的植被當中，藏寶箱內裝

有數百枚稀有的金幣和金塊、紅

寶石和綠祖母首飾等貴重財寶。

費恩希望以此活動，鼓勵人

們置身戶外，借尋寶讓「孩子離

共）當局酷刑折磨被拘押者，包

括：不讓他們吃飯、喝水、睡覺。」

〈報告〉還指出，對法輪功的殘

酷迫害同樣在持續。根據明慧網提

供的數字，「這一年（2019 年），

警察以拒絕放棄信仰為理由，逮捕

了 6109 名法輪功人士，另有 3582
人被騷擾。至年底，3400 名法輪

功人士依然被關押。」「96 名法輪

功人士被中共迫害致死，其中，19
人於被關押在監獄、警察局，或者

在拘留期間死亡。」

〈報告〉提到，強摘器官在中國

大陸持續多年，「6 月，由國際非政

府組織『終止中國大陸器官移植濫

用國際聯盟』設立的獨立法庭最終

判定，強摘器官的行徑在中國大陸

已持續多年，法輪功人士是器官供

體來源之一，並可能是主要來源。

9 月，該法庭已將調查結果提交聯

合國。」〈報告〉說，美國政要多次

公開表達對（中共）侵犯宗教自由

的擔憂。 7 月 16 日至 18 日，第二

屆推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在華盛

頓 DC 召開期間，美國總統川普、

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和宗教

自由大使布朗巴克會見了宗教迫害

倖存者，或受迫害者家人。

美國務院發布宗教自由報告 收藏家深山藏寶 終被尋獲

【看中國訊】臺灣研究團

隊找出獨門中藥配方，可在 8
到 10 天內清除體內中共病毒

（SARS-Cov-2），並可防肺纖

維化。目前全臺共有 21 名個

案接受了中藥治療。

中央社報導，臺灣研究團

隊證實，中藥療法可以清除病

毒。臺灣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所

長蘇奕彰表示，臺灣從今年 1
月分就開始研究中西醫合併治

療肺炎。蘇奕彰研究團隊沿用

SARS 治療經驗，針對輕症、

重症、微重症、緩解期等 4 個

時期確定 4 種中藥配方。

研究發現，某些中藥成

分能與病毒上的棘蛋白結合，

讓病毒無法和人體細胞結合，

不讓病毒繼續複製。蘇奕彰

說，這項中藥方劑能清除體內

病毒，還能避免重症患者的免

疫系統失控，更能避免病毒感

染。這些藥方用了板藍根、魚

腥草、桑葉、全瓜蔞、蒼朮、

附子、茵陳蒿等中藥。

據美國之音報導，一名具有

少校軍銜的中共軍官王欣（Xin 
Wang，音譯），今年 6 月 7 日於洛

杉磯機場準備登上前往中國天津的

航班前被捕。

由加州舊金山檢察官辦公室和

聯邦調查局辦公室發出的聯合聲明

說，王欣在機場被捕後，向美國海

關和邊境巡邏人員承認，他是一名

中國軍人，具有少校軍銜，並在一

個軍事院校實驗室工作。

聲明稱，王欣在中共軍方院校

從事醫學研究 14 年，是一名副教

授；然而在 2018 年 12 月 17 日，

申請美國非移民簽證 J-1 時，為了

順利獲簽，做了虛假陳述。

據法新社報導，王欣在供詞中

表示，2019 年 3 月 26 日順利入境

美國後，他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從事研究。

進修期間，王欣依照上級指

示，把實驗室的信息通過電郵方式

發給中方的實驗室，以協助中共軍

方複製美國的醫學實驗。王欣過後

還告訴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指導

教授，中國大陸的實驗室已複製了

有關教授的工作細節。

而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一些

實驗室工作，是由美國健康和公共

服務部（HHS）及美國國家衛生

自由亞洲電臺（RFA）報導，

中美問題專家、臺灣的國家政策研

究基金會學者曾志超表示，北京不

想耗時費力研製先進技術，所以用

「偷竊」的手段達到目標。

曾志超說，要成功研製一些先

進技術，並不簡單，縱使花時間及

金錢，亦未必有成果。而北京當局

不擇手段，「以最低的成本，得到

其他先進國家的技術」。

他說，美國之前暫停讓有中共

研究院（NIH）出資的。

據報導，王欣在訊問中也承

認，在前往機場之前，他已刪除手

機通訊軟件微信的相關內容。

美國當局控告王欣涉嫌簽證欺

詐，在辦理簽證時隱瞞其中共軍官

身分，然後以醫學研究人員身分，

前往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從事科學

研究工作。

一旦罪名成立，他最高可被判

處 10 年徒刑，罰款 25 萬美元。

軍方背景的留學生與研究人員入境

美國，就是為了保護美國的技術和

知識產權。

據《紐約時報》報導，從 6 月 1
日開始，美國禁止頒發入境簽證給

有中共軍方背景的學生及學者，不

准有關人士進入美國大學攻讀研究

生或者從事博士後研究。

此舉可能涉及 3000 名中國大

陸學生。目前，在美國的中國大陸

留學生與研究生人數有約 36 萬。

【看中國訊】阿維 · 希夫

曼才 17 歲，但他建立的追蹤

病毒的網站，已是全球最受

歡迎的類似網站之一，每天

訪問量超過三千萬次。希夫

曼是 2020 年威比獎年度風雲

人物獎得主，他還接到了高

薪工作和合同的邀聘。美國

之音報導，2019 年 12 月 29
日，高中生阿維 · 希夫曼創辦

了 nCoV2019.live 網 站， 用

來追蹤全球各地病毒的傳播。

希夫曼說：「我只是通過觀看

YouTube 視頻還有提問來進

行編碼，編程並不複雜。」

在過去的十年中，希夫曼

已經創建了 30 多個網站。他

對自己的全球病毒追蹤網站尤

其感到自豪，他說，這些信息

和政府發布的信息一樣準確。

希夫曼對朝九晚五的程

序員工作不太感興趣，覺得這

可能會剝奪很多編程的樂趣和

動力。 2020 年，希夫曼贏得

威比獎的年度風雲人物獎，由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

所長安東尼 · 弗契醫生頒獎給

他，以表彰他在「互聯網上的

卓越表現」。

到更多傷害，他當時有生命危險。

因此我就擠進去，把他抱起，扛在

肩上，開始帶著他往警方那裡走，

當時所有人都圍住我，保護我和我

肩膀上的人。」

從現場圖片可見，賀勤森扛起

受傷白人，幾名同是非裔的男子立

即圍在 2 人的四周，保護 2 人免受

其他示威者的衝擊，其中一名非裔

男子還用手緊緊護著受傷白人男子

的頭部。這一幕剛好被路透社記者

馬蒂內茲（Dylan Martinez）拍下。

照片隨後在社群媒體上熱傳並占據

新聞版面。據現場其他路透社記者

說，這名白人男子在衝突中被毆

打。而把受傷白人扛出混亂現場的

賀勤森，隨即在自己的社群媒體帳

號發文說：「我們今天救了一條命。」

英國媒體報導，6 月 13 日，

因為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

英國倫敦市中心也舉行示威活動。

不過和平反種族歧視的示威活動變

調，對立陣營之間發生暴力衝突。

一名白人在衝突中受傷，臉上掛

了彩。非裔男子賀勤森（Patrick 
Hutchinson）看到後，一把扛起受

傷白人，離開混亂的現場。

報導稱，賀勤森是一名私人教

練。他在接受英國第四頻道新聞臺

（Channel 4News）採訪時表示，當

時的情況「非常可怕」，場面相當

混亂，「彷彿快發生踩踏事故」。

「大家把他圍起來，以免他受

創疫情追蹤網站 
17歲少年獲獎

美國國務院

（AgnosticPreachersKid/
WIKI/CC BY-SA）

混亂中他救起白人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美國

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美

國，甚至全球抗議活動。日前，

在英國倫敦滑鐵盧橋（Waterloo 
Bridge）附近的抗議活動中，對立
陣營發生了衝突。一名非裔壯漢將

一名受傷的白人救起，在另幾名非

裔男子的護送下，離開混亂現場。

這一幕剛好被一名路透社記者拍

下，照片隨之在社交媒體熱傳。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報導】

美國的科研人員表示，中共病

毒（SARS-Cov-2）已經發生了

突變，傳染能力更強，更容易感

染人類細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CNN）日前報導，佛羅里

達州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科研人員

稱，實驗證實新冠病毒已發生了

傳染力更強的突變，但依然還需

要進行更多的研究，來瞭解病毒

的這種突變是否已經對疫情的發

展產生了影響。

科研人員說，病毒可能在數

週前就已發生這種變異。一位未

參與實驗的研究人員認為，病毒

這種突變可能已改變疫情的發展

了。這種變化也許能解釋病毒何

以在美國及拉丁美洲造成如此多

的確診病例。

科研人員稱，病毒這種突變

對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產

生影響，而刺突蛋白是病毒能進

入人體細胞內的一種結構。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主導這項

研究的病毒學家 Hyeryun Choe
在一份聲明中說：「具有這種突

變能力的病毒，比沒有突變的病

毒具有更強的傳染能力。」

Hyeryun Choe 和其他科研

人員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最

終發現了這種被稱之為 D614G
的突變，可以使病毒的刺突蛋

白增加，從而使這些蛋白更加

穩定，能使病毒更加容易侵入

人體細胞。美國科學家海瑟廷

（William Haseltine）說：「病毒

在 1 月中旬的某個時候出現了突

變，使得病毒更具傳染力。這並

不表示病毒更具致命性，但傳染

力提高了約 10 倍。」

美 國 福 克 斯 新 聞（Fox 
News）日前報導，安東尼‧福

奇（Anthony Fauci）博士表示，

病毒在 4 個月時間內攻陷了整

個世界，目前疫情還沒有完全結

束。通常情況下，傳播速度快的

傳染性疾病可以在 6 個月或 1 年

內蔓延到全世界，而 2019 年爆

發的疫情大約在 1 個月的時間就

在全球範圍內大流行。

福奇博士說，由於確診患者

感染病毒的嚴重程度各不相同，

從無症狀病毒攜帶者到嚴重症狀

的患者，該病毒都遠比他一直研

究的愛滋病病毒複雜的多。

病毒發生突變 或更易感染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