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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限制更多北京官媒
墨西哥男子 
用仙人掌做皮革

【看中國訊】美國國務院6月22日
宣布，把四個國有的中方官媒列入

外國使團名單，限制這些媒體在美

國的活動。至此已有九家中方官媒

駐美機構被定為外國使團。美國務

院指出，這些媒體是聽命於北京當

局的宣傳機構。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塔格斯（Morgan Ortagus）。（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6 月 21 日下

午，在重慶市潼南區米心鎮童

家村的涪江河壩水域，發生

一起落水事件，造成 8 名學

生溺水死亡。媒體報導，溺亡

學生為 7 女 1 男，年齡最大的

是 16 歲，最小的僅有 11 歲

（男），遇難男生是其中一名遇

難女生的弟弟。他們都是米心

鎮小學的學生，居住在附近。

8 人分屬不同的年級與班級。

事後獲悉，這些學生相約

在 21 日下午前往童家壩涪江

河一寬闊河灘玩耍，事發時，

現場共有 15 名學生，大多是

小學 6 年級的女生。有 1 名學

生在其間不慎失足落水，旁邊

7 名學生見狀急忙上前施救，

造成施救學生一併落水，溺

亡。 22 日 7 時左右，8 人全

部都被打撈出水，但都已無生

命體徵。

重慶1學生落水 
7同學施救溺亡

（Adobe Stock）

菜，她的菜園子越來越大。

9 歲那年，海莉想為無家可

歸者提供一個可以歇腳的地方，

就用業餘時間蓋移動小木屋。她

說：「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一

個居住的地方。」建築材料商聽

說了她的故事後，給了她 50%
的折扣。小房子的尺寸為 8x4 英

尺（2.4×1.2m），有玻璃窗，有

門，建造成本僅為300美元左右。

海莉從父母那裡得到了一些

幫助和指導，但是許多活兒都是

她用業餘時間自己做的。她自己

設計房屋結構，安裝保暖設施，

粉刷牆壁。

她還找了幾個人來幫助她，

小房子也造得越來越漂亮。那一

年，她蓋了十幾個小房子。

海莉的善舉感動了許多人。

有網友寫道，「你心地真的好，

請永遠保持它！」

【看中國訊】澳洲中國問題專

家漢彌爾頓（Clive Hamilton），
和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研究員馬曉

月（Mareike Ohlberg）新出版的

著作——《隱形的手：中國共產黨

如何重塑世界》，揭露華爾街如何

淪為北京影響華府政策的幕後推

手，及高盛集團在「養肥中共」上

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

據澳洲媒體《悉尼晨鋒報》

（SMH）報導指，新書《隱形的

手：中國共產黨如何重塑世界》

（Hidden Hand: Exposing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Reshaping the World），深入剖

析了北京與華爾街之間共生共存

的利益關係。

報導稱，北京耗費了很長的

時間在華爾街進行滲透。數十年

來，美國的金融巨頭一直在影響

【看 中 國 訊】海 莉 · 福 特

（Hailey Fort）今年 14 歲，住在

華盛頓州布雷默頓鎮。她 5 歲開

始種菜，9 歲建小木屋，為的是

幫助無家可歸者。現在海莉正在

為無家可歸者奔走，為他們尋找

住房、收集衣服、食物等等。

海莉 5 歲那年，有一次在街

上看到一位餓著肚子的流浪漢。

海莉問母親能不能幫助他。母親

答應了，買了一個三明治給他，

他感動得當場落淚。海莉在街上

還遇到了坐在輪椅上的無家可歸

者比利 ‧ 雷（Billy Ray）。他

是一個退伍軍人，在戰爭中失去

了雙腿。海莉說，他是改變我一

生的人之一。

海莉決定幫助更多的無家可

歸者，於是開始種菜，將收成的

蔬果分發給他們。她還給他們送

洗護用品。鄰居們也都來幫她種

著美國的對華政策。「每當克林

頓、布什或奧巴馬總統威脅要對

北京的貿易保護主義、貨幣操縱

或技術產權盜竊採取更強硬立場

時，這些華爾街大鱷都會利用他

們的影響力說服白宮退縮。

儘管北京一再違反國際貿易

規則，但來自華爾街的壓力還是

讓當時的克林頓政府支持北京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

《紐約時報》曾報導：「在華盛

頓、華爾街和公司董事會中，北

京數十年來一直利用該國的龐大

市場和諾言來平息反對派聲音，

並獎勵那些幫助它崛起的人。」

對中共而言，金融界是容易

攻克的目標，因為大家的利益一

致。「華爾街精英一直在為中國公

司提供諮詢意見，比如應收購哪

些美國公司，甚至貸款給他們。」

SMH 引述書中內容稱，美國

跨國投資銀行與金融服務公司高

盛（Goldman Sachs），是北京用

以滲透美國菁英的最大利器。

2006 年，高盛首席執行官

亨利 · 鮑爾森（Henry Paulson）
出任布什政府的財政部長一職，

成為中共與美國政府之間最好的

聯繫橋梁。鮑爾森訪問了中國約

70 次。面對中共的不公平貿易行

為，鮑爾森沒有採取任何政策來

保護美國企業，反而阻止美國國

會的反制。

鮑爾森是中共國家副主席、時

任北京市長王岐山的好朋友，王更

進一步將他引薦至中共高層。鮑爾

森有機會與中共前國家主席胡錦濤

進行一對一對話，更讓他覺得自己

在美中關係上起到舉足輕重的影響

作用。

澳新書揭華爾街與北京關係 她為無家可歸者種菜蓋房

【看中國訊】墨西哥兩名企

業家貝拉爾德（Adrian Lopez 
Velarde）和卡薩雷茲（Marte 
Cazarez），花了兩年時間研製

出仙人掌皮革。墨西哥盛產仙

人掌。他們將成熟的胭脂仙人

掌（Nopal cactus）葉片洗淨、

壓碎、乾燥，然後用已申請專

利的配方，把它加工成名為

Desserto 的皮革。這種皮革看

上去像真的皮革一樣。

美國之音報導，被新定為外

國使團的這四家官媒是中央電視

臺（CCTV）、 中 新 社（China 
News Service）、《人民日報》和

《環球時報》。

今 年 2 月 18 日， 美 國 務

院根據《外國使團法》（Foreign 
Mission Act），已將 5 個中方官

媒在美國的辦事處認定為「外國使

團」（foreign missions）。
5 家媒體包括：新華社、《人

民日報》在美辦事處——美國海天

發展公司（Hai Tian Development 
USA）、《中 國 日 報》發 行 公

司（China Daily Distribution 
Corporation）、中國國際廣播電臺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以

及中國環球電視網（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這 9 家中方官媒是北京大外

宣的主要力量。其中，新華社為

國務院正部級直屬事業單位，在

紐約設有北美總分社，下轄 9 個

分社。

這些媒體機構被要求在國務

院登記雇員名單和美國財產，這

美國務院的一位官員稱：「這

些媒體都是中方新聞宣傳機構的一

部分，他們直接聽命於最高層。」

「他們一直都受中共官方控制，但

這種控制正在越來越強，攻擊性已

經過大了。」因此有必要採取行動

遏制。

根據 1982 年生效的《外國使

團法》，外國使團指「實質上為

外國政府擁有或有效控制」的實

與使館和其他外交使團的法規要

求類似。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 · 奧塔

格 斯（Morgan Ortagus） 指 出，

這 9 家媒體皆符合「外國使團」定

義，意味著他們是被外國政府實質

擁有或有效控制。

奧塔格斯說：「西方媒體是受

制於事實，中方媒體卻是受制於中

國共產黨。」

體，其內容涵蓋了使館車輛牌照

和外交豁免權等規定，也規範了

外國政府在美國的運作。美國務

院稱，這不代表這些新聞媒體有

任何外交地位。

美國務院官員稱，這些中方實

體需要向美國務院提交工作人員姓

名、個人資料及人事變動決定，不

論是不是美國公民，他們都必須披

露在美國工作的雇員身分。

【看中國訊】位於南大西

洋的特里斯坦 - 達庫尼亞群

島，歸屬英國有 20 年了。這

個島是全球最偏僻的海島，遠

離大陸，與世隔絕，交通不

便，距離這兒最近的是非洲，

也有 2400 公里的路程。

島上沒有網絡，和外界

聯繫只能靠電話。每年只有

60 天會有船來這裡。全島有

200 多個居民，靠捕撈海裡的

小龍蝦為生。島上人口一直在

下降，英國政府急了，決定向

全世界徵集「上門女婿」。移

民來這個島，與當地人結婚定

居，可直接獲英國國籍。但是

並沒有甚麼人應徵。

社群媒體上，發起「抵制中國貨

（#BoycottChina）」的討論群。還

有一些印度網友發推文表示，支持

香港民主運動。在印度各地，也有

不同的團體和民眾發起抵制、焚燒

中國商品。他們有些在自家商店

前，焚燒成堆的中國商品，並在

焚燒時高呼：「可恥的中國軍隊，

抵制中國貨！」還有印度網友把中

國在印度的手機品牌和手機軟件

一一列出，還特別點名在印度年

輕人中非常流行的軟件「抖音」，

要求大家刪除。

由於印度民間反華情緒高漲，

中國手機品牌 OPPO 也取消了原

訂在 Youtube 線上直播的旗艦手

機發表會。

擁 有 7000 萬 實 體 零 售 商

會員的全印度貿易商總會（The 
Confederat ion of All  India 
Traders，CAIT），日前帶頭發起

抵制中國貨運動。據印度電視臺

（India TV）報導，全印度貿易商

總會列出化妝品、鞋子、手錶、行

李箱、玩具、家具等 450 多類大宗

商品的 3000 多項中國產品，要求

印度所有人一起抵制。全印度貿易

商總會表示，他們希望抵制中國貨

的運動延續到 2021 年 12 月。

據印媒 News18 India 日前報

導，在印度西部港市蘇拉特，一

戶居民將家中的中國製造電視機扔

下樓，樓下圍觀的民眾一擁而上，

腳踩棒打，將電視機徹底損毀。很

多印度網友在推特（Twitter）等

全球最偏僻海島 
急聘上門女婿

印度人抵制中國貨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6月
15日，中印部隊在邊境拉達克加萬
谷（Galwan Valley）發生暴力衝
突，印度方面有20名軍人死亡，
不過北京對於中方軍人死亡數字卻

避而不談。衝突發生後，印度再掀

抵制中國貨風潮。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 綜
合報導】在感染中共病毒（SARS-
CoV-2）之後，人體產生的病毒

抗體可以維持多長時間？根據近

期一項醫學研究顯示，患者康復

之後，體內病毒抗體可能會維持

2、3 個月；無症狀感染者的抗體

維持時間則更短。

美 國 CNBC 報 導 稱， 學

術 期 刊《自 然 醫 學》（Nature 
Medicine）日前發表的一項研

究報告結果顯示，一名患者在恢

復健康之後，其體內產生的抗體

可能只能維持 2、3 個月。相比

之下，無症狀感染者體內抗體持

續時間則更短。感染病毒恢復健

康之後，約 13% 有症狀的確診

患者檢測不到體內還有抗體，而

40% 無症狀患者恢復健康之後

體內已經檢測不到抗體。

此前，有醫學研究顯示，

感染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與中東呼吸症候群冠

狀病毒（MERS）等其他冠狀病

毒之後，據信患者恢復健康之後

體內抗體最長持續 1 年。

這份醫學研究對象有 37
名確診患者和 37 名無症狀感

染者，是第一份有關中共病毒

（SARS-Cov-2）感染者免疫反

應的論文。醫學研究人員檢查了

來自中國重慶市萬州區 37 名從

未有症狀的感染者免疫力情況，

並與 37 名出現症狀的確診患者

進行對比。

最終結果顯示，無症狀感染

者的免疫反應弱於確診患者。

在 8 週時間內，81% 無症

狀感染者體內抗體明顯減少，

40% 無症狀感染者體內抗體降

至無法檢測的水平。 62% 武漢

肺炎症狀確診患者也出現了體內

抗體下降的情況，12.9% 確診患

者無法檢測到他們體內的抗體。

儘管這次醫學研究樣本數量很

少，但醫學研究人員認為，上述

醫學研究結果可能會促使一些國

家不得不重新考慮一件事情，即

簽發所謂「免疫護照」或無疫情

風險文件給具有病毒抗體的人。

英國免疫學學會發言人阿特

曼（Danny Altmann）認為，針

對中國重慶萬州區患者抗體的研

究結果是個重要的、潛在的負面

信息，許多患者在恢復健康僅 2
個月後，他們體內抗體明顯減少。

研究：病毒抗體維持時間短

印度民眾呼籲抵制中國貨。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