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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簽署《臺北法案》

史密森尼博物館 
邀您上線參觀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日前簽

署了由聯邦參眾兩院通過的《臺北

法案》（TAIPEI Act），要求美
國在國際上加大對臺灣的支持。參

院版法案提案人、共和黨籍參議員

賈德納（Cory Gardner）表示，
新法將強化臺灣國際地位。

美國參眾兩院通過的《臺北法案》，由川普總統簽署後正式生效。（Adobe Stock）

史密森尼美國藝術博物館

（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公有領域）

傑弗里說，對於塑料袋包裝

的蔬菜，把蔬菜的包裝袋撕掉，

裡面的蔬菜直接扔進冰箱；或用

消毒紙巾擦拭塑料袋外部消毒。

蘋果、橙子之類的水果，在水中

清洗 20 秒。

傑弗里指出，選擇外賣時，

盡量選擇熱的食物。處理漢堡或

三明治時，把外包裝打開，直接

讓裡面的食物，自由落到乾淨盤

子裡，勿用手接觸食物。用微波

爐加熱食物可降低病毒的活性。

買冰淇淋的話，把外包裝消毒一

下，再放入冷櫃。傑弗里強調，

最後，把所有拆下的包裝紙、塑

料袋、紙盒等，扔到家門外的垃

圾桶裡，避免病毒留在家裡。傑

弗里說，病毒在空氣中可存活 3
小時；紙盒上存活 1 小時；塑料

或者金屬表面存活 3 天：在冷凍

庫可存活 2年。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3 月 26 日，四川公民趙凱公開發

布視頻，呼籲解散共產黨，把共產

主義和無神論送入墳墓。

趙凱在視頻中說：「我是四川

公民趙凱。我呼籲所有有良知的中

國人，和有良知的共產黨員們，站

出來，解散共產黨，把這個紅色共

產主義和無神論送入墳墓。很多人

在說，中國如果是共產黨倒臺了，

或者是解散了，會引起人道災難，

或者很大的社會動盪，我談一下自

己的看法。」

趙凱說：「我認為我們中國人

是敬畏上天的，是敬畏神明的；第

二，我們中國人對子孫後代是有責

任感的，在上天的護佑下，在中國

人對人性的懺悔中，我們可以度過

未來的危機；而如果我們不解散這

個共產黨，讓這個紅色馬列共產主

【看中國訊】疫情下，如何處

理從超市買來的食物、日用品、

包裹快遞，或者外賣？看看美國

醫生傑弗里‧凡維根（Jeffrey 
VanWingen）是怎麼做的吧！

傑弗里建議在購物時，用消

毒濕巾擦購物車把手，及購物車

接觸到食物的部分。他說，從外

面拿回家的物品，如果不是立即

要用的，最好讓它們在家門外、

車庫，或院子裡放 3 天。

傑弗里購物回家後，先把

桌子分成兩個區域，已消毒區域

和未消毒區域。然後把買回來的

食品放在未消毒區域，乾淨的區

域存放已消毒的物品。處理藥物

時，要撕掉外包裝，用消毒紙擦

拭裡面的瓶子。有雙重外包裝的

食物，比如早餐麥片，去掉外部

的紙盒，把裡面的塑料袋直接放

在清潔區域。

義精神瘟疫繼續在我們這個國家肆

虐，我們這個種族、我們這個國

家，我們每一個人所付出的代價、

所遭遇的災難，將會遠遠、遠遠的

大於我們所能設想的未來的（解散

共產黨後的）動盪或無序，未來的

動盪或無序，是一種理論上的，甚

至於是有可能不會發生的，因為我

們中國人是有共同的語言，是有共

同的價值觀的，我們中國人是有這

種人性底線的。」

趙凱最後說：「為了避免我們

的子孫後代遭受更大的苦難，我呼

籲，所有有良知的中國人和共產黨

員們站出來，解散共產黨，勇敢的

承擔起我們的責任。」之後，趙凱

又發布了一個視頻，他認為共產主

義是比病毒更可怕的精神瘟疫。下

面是視頻的全文：

「大家好，我叫趙凱，是一位

四川公民。在這個災難的時刻，本

人主張所有有良知的、有正義感的

中國人和共產黨員們，能夠站出

來，解散共產黨。」

「這個病毒是很可怕的，而比

這個病毒更恐怖的，是馬列主義、

共產主義和無神論思想。馬列主

義、共產主義和無神論思想是一個

精神瘟疫，這個精神瘟疫所到之

處，就是災難。從 49 年到現在，

文革、大饑荒、鎮反、三反五反、

還有後面的腐敗、八九六四，民眾

所經歷的人禍無以復加，這個精神

瘟疫來了之後，中國人也失去了自

己最基本的人性。」在趙凱發出呼

籲前，澳洲華人呂睿超也錄製過視

頻，呼籲推倒中共。呂睿超說，邪

惡的中共政權不看重人們的生命，

作為中國人，他深感遺憾，讓邪惡

的中共存在了 70 年。

四川人趙凱呼籲解散共產黨 擔心病毒？美國醫生有妙招

【看中國訊】美國各地的

博物館已對公眾關閉，包括華

盛頓著名的史密森尼博物館。

不過，這家博物館和國家動物

園都邀請大眾在線上參觀。

史密森尼國家肖像畫廊

館長金 ‧ 薩傑特說：「一個

很好的起點是登入我們的網

站 npg.si.edu。你可以在上頭

查看館藏，可以欣賞特展，我

們還為在家裡的人提供各種資

源，特別是那些現在發現自己

同時是教育者的父母們。」

薩傑特說：「你可以實際

深入地參觀一個展覽，這和你

走入畫廊裡欣賞，是非常不同

的體驗。」虛擬遊客還可以在

博物館的臉書專頁上查看數百

張照片和視頻。這裡有給孩子

的故事時間，還有為各個年齡

段的兒童設計的藝術課程。

據中央社報導，2019 年版的

《臺北法案》全名為《臺灣友邦國際

保護及加強倡議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簡稱

TAIPEI Act）。這項法案主要涉及

臺灣的對外關係，美臺經貿關係和

臺灣對國際組織的參與。

法案督促美國行政部門支持臺

灣強化其外交關係和美臺之間的經

貿關係。

美國之音報導，這項法案生效

後 1 年內，及法案公布後前 5 年，

美國國務院必須向國會報告美國政

府在強化臺灣與印太區域夥伴的外

交關係上採取了哪些步驟。對於那

些損害臺灣安全與繁榮的國家，美

國將改變與其交往的方式。

此外，法案還敦促美國貿易代

表辦公室（USTR）和國會協商，

尋求機會進一步增強美臺雙邊經貿

關係。在國際參與部分，美國將在

適當的情況下，支持臺灣成為所有

將依據美國法律的指引，繼續為臺

灣及臺灣人民發聲。」

賈德納稱，這部擁有國會跨黨

派支持之法案，目的在強化臺灣國

際地位，以回應北京透過打壓及霸

凌手段，限制臺灣國際空間以及全

球外交認可。他呼籲，美國應該運

用所有工具，支持臺灣在國際舞臺

的地位。

賈德納還指出，「臺北法」要

求美方透過整體性政府運作，加

不以主權國家為參與資格的國際組

織會員，並在其他適當組織內取得

觀察員的身分。

3 月 26 日，參院版的法案提

案人、共和黨籍參議員賈德納偕同

參院版法案共同提案人、民主黨籍

的參議員庫恩斯（Chris Coons），
一起發新聞稿讚許川普簽署《臺北

法案》。

賈德納表示：「我讚許川普總

統簽署這項重要的跨黨派法案，我

大對於臺灣的支持，並向世界各

國傳達強而有力的訊息，亦即「支

持北京傷害臺灣的作為，是會有

後果的」。

臺灣外交部對《臺北法案》成

為美國的法律表示歡迎，並感謝美

國對臺灣「外交空間」和國際參與

權的支持。臺灣外交部說，願意與

美國和有相似理念的國家合作，促

進自由和民主價值觀，繼續為臺灣

爭取更廣闊的國際空間。

【看 中 國 訊】Lit Motors 
C-1 是一種新型電動摩托車。

它實際上是一輛兩輪電動汽

車。它用兩個高速運轉的陀螺

儀來自動保持車身平衡，這

兩個陀螺儀的轉速達到每分

鐘 5000—12000 轉。 外 媒 報

導，Lit Motors C-1 是美國 Lit 
Motors 公司發明的，這輛輕

便小巧的汽車僅寬 40 英寸，

可供兩人乘坐。它採用特斯拉

電池，充滿電後可行駛 320 公

里。這輛小車問世後，在舊金

山 TC Disrupt（新創盛會）上

獲得了亞軍。

Lit Motors C-1 的發明者

是 Danny Kim。他從小就熱愛

手工，長大後，一心想打造心

中完美的汽車。一天，他突然

產生了造個更小巧的汽車的想

法。後來他到舊金山租了間地

下室，與十幾個同伴一起，經

過近十年的摸索和嘗試，終於

打造成兩輪汽車。

華人社區的自發捐助也出現

在美國的其他地區。根據「新澤西

山」網站（newjersyhills.com）的

消息稱，當地的幾個華人社區在 3
月 17 日發起募捐活動，籌集資金

來支援美國一線的醫療人員。自願

者們冒著風險，為紐約的當地醫院

收集口罩。

在南卡羅萊納州，據當地媒

體 counton2.com3 月 23 日報導，

14 歲華裔少年哈里 ‧ 丁（Harry 
Ding）在三天內籌集到 600 多個

醫用口罩、100 副手套和 4 千美

金，交給了當地的醫院。

另外，拉斯維加斯的 KTNV
報導，當地華人 3 月 24 日向當地

的大學醫療中心捐贈了 4 千個口

罩。以後還會繼續捐贈。

【看中國訊】紀實電影《歸

途》日前再次獲得歐洲倫敦獵鷹

（Falcon）國際電影節（FIFF 
LONDON）獎項。電影女主角

鄭雪菲（Alyssa Zheng）摘得

年度最佳女演員獎。《歸途》還

獲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導演、

最佳男演員、最佳電影攝影師

等四項提名。

海外媒體報導，由 IMDB
官方認證的獵鷹國際電影節採

用月度評獎制，每個月評選入

圍影片，最終為這些影片舉辦

年度倫敦頒獎禮。美國新世紀

影視基地製作的故事片《歸途》

日前再度獲獎。

電影女主角鄭雪菲表示，

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也

是西方主流社會對這部影片所

傳遞的「真、善、忍」這個普世

價值的認同。

鄭雪菲說，《歸途》獲得了

這麼多的獎項，以及眾多觀眾

的喜愛，是因為新世紀團隊每

一位成員的認真的態度和無私

的付出。

當下疫情在全世界蔓延，感

染人數迅速增加。鄭雪菲表示，

《歸途》給人們帶來啟示：「面對

這樣的災難，除了恐懼與絕望

外，我們還可以做甚麼？到底甚

美國之音報導，有華裔在大華

府地區倡議華人社區為醫務人員募

捐。該倡議書以美國國旗為背景，

寫著「We are American」（我們是

美國人）。倡議書上同時還寫著：

「守護家園，共抗疫情。」

倡議書上說：「這裡是我們海

外華人生活、學習和工作的地方，

這裡有我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

這裡是我們的孩子成長的樂園；這

裡是我們和美國各族裔共融、休戚

相關的新家園。」

倡議書倡議海外華人展現對

移民國家的責任感，為抗擊疫情募

捐，盡最大的力量，幫助大家共同

生活的社區。馬里蘭的華人吳偉是

募捐發起人之一。他說他發起捐

助，首先是因為作為美國公民，自

己對美國有責任和義務，因為這是

他宣過的誓。

大華府地區的地產經紀人丫丫

（Yaya）說，醫用口罩非常難買。

聽說副總統彭斯希望建築公司供應

工業口罩時，心裡很難過，就覺得

自己應該做些甚麼。

電影《歸途》倫敦再一次獲獎疫情中的美國華人
【看中國訊】疫情在美國擴散，美

國很多華裔正在為美國一線醫務人

員募捐，收集口罩和醫療用品。

麼才是生命的出路與希望？」

「就如同電影中的主人公，

在知道自己生命逐漸走向死亡

時，他卻因一本書改變了自己

的命運，使自己的生命獲得了

希望，走向了生命的歸途。」她

希望人們看了這部電影後，也

能開啟一個人生的新方向，從

中獲得光明與希望。

副導演宇飛表示，很欣慰

Falcon 國際電影節的主辦方能

夠認同該片所表達的主題，而

《歸途》所表達的主題，正是當

下人們都在思索的。

「就是人世間的一切都是

無常的，無論金錢、名利，還

是健康的身體，在災難面前都

不堪一擊。只有保持心中的善

良，不再被中共的謊言蒙騙，

才能在亂世中躲過一劫。」

不少美國華人為醫務人員募捐，

收集醫療用品。（示意圖/非本文
圖片/Adobe Stock）

新型電動摩托車 
不怕撞不會倒

（Intel Free Press/WIKI/
CC BY-SA）

電影《歸途》女主角鄭雪菲獲得

倫敦獵鷹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

獎。（新世紀影視基地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