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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被爆排斥非裔人士
近半美國人相信 
疫情是神的警示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廣

州疫情持續延燒，大陸當局認為當

地非洲人是病毒感染源，要求他們

搬離租屋處或酒店，導致大批非洲

人流落街頭，甚至有非洲人在橋下

睡了4天，無吃無喝。

廣州街上的非洲人（Getty Images）

更多的人回歸對神的信仰。

（Adobe Stock）

有 7 千多人加入李艾莫和珀利卡

羅的團隊。這些人當上了「外送

員」，在疫情中的紐約同城四處

奔波。李艾莫說，有的老人會

提前在網上下單，有的會讓我

們買好後付款。為減少接觸，

我們用電話和網絡溝通。李艾

莫表示，老人發自內心的微笑和

感謝，讓人暖心。疫情中，雖然

人與人之間保持 6 英尺的社交距

離，但心卻變得更近了。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任天堂熱門電玩「集合啦！動物森

友會」傳出遭大陸電商平臺下架。

此前，曾有玩家在網絡上傳有關疫

情等遊戲畫面，被指涉及政治敏感

內容。中央社報導，公開資料顯

示，「集合啦！動物森友會」是任

天堂情報開發本部開發，並由任天

堂發行的社交模擬系列遊戲。遊戲

中，玩家生活在一個由擬人動物居

住的村莊，展開各種活動。

據媒體報導，「集合吧！動物

森友會」一開賣就反響熱烈，光在

日本，3 週的銷量已突破 300 萬

套，目前日本、香港、臺灣都賣到

斷貨，Switch 主機更是一機難求，

一上架就被掃空，甚至有二手主機

開出售價比新機還要高。這波熱潮

也捲到中國大陸，但 10 日凌晨，

中國電商卻將這款遊戲全數下架。

【看中國訊】紐約市和周邊

地區疫情仍然嚴重，獨居老人

處境艱難。一群志願者組織了

一個愛心機構，專門幫助老人購

物送貨。海外媒體報導，3 月初

的一天，大學生李艾莫（Liam 
Elkind）突然想到那些待在家裡

的獨居老人。他決定幫助他們。

他和他的朋友珀利卡羅

（Policano）籌劃了名為「無形

之手」（invisible hands）的善心

組織，並建了一個網站 https://
www.invisiblehandsdeliver.
com，不宜外出的老人和弱勢者

在網上登記，即可得到幫助。

需要人手，李艾莫就在臉書

（Facebook）和推特（Twitter）
上招募志願者。

消息一傳出，馬上就有許

多老人登記。同時有很多熱心的

年輕人願意當志願者，現在已

4 月 10 日，有淘寶店主的群聊截

圖顯示，「凌晨 3 點，所有「動物

森友會」系列產品下架；應該是全

網下架，前幾名的幾家店已經下

了」。除了淘寶，京東、天貓等其

他大陸網購平臺的情況亦然。

中國電玩遊戲部落客「老刀

99」發文表示，電商平臺下架「動

物森友會」是真的。「境外電子出

版物在電商平臺銷售本來就是違規

的，當局相關部門和電商平臺也是

睜一眼閉一眼，但是一旦越界觸

及紅線很可能就會給你來個一刀

切」。他說，目前最悲觀的觀點

認為，中國很可能會讓電商平臺

下架所有境外實體遊戲。「當然

我覺得還沒到那一步，但可以肯

定『動物森友會』很可能是在電商

平臺上買不到了」。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關注此事

件的遊戲玩家 Stephen 說，「動物

森友會」被下架與其極高的自由度

有關。「動物森友會」讓玩家自己

設計圖片，或者把圖片匯入到遊戲

裡面，展示給別人看，玩家當然就

各出奇謀。有些人就設計了大陸疫

情的、習近平的或香港的圖案。這

種情況在大陸是不被允許的。」

熱門遊戲傳遭中國電商下架 學生建愛心機構幫助老人

大學生志願為老人購物送貨。

（Adobe Stock）

【看中國訊】最近，美國

一家民調公司針對全球疫情危

機做了一項民意測驗。近半受

訪者認為，此次疫情是神對人

的警示，喚醒人們回歸對神

的信仰。麥克拉夫林及聯盟

（McLaughlin and Associates）
民調公司進行了一次民意測

驗，目的是瞭解美國人對疫情

的看法。

44.3% 的受訪者表示，

這次疫情是「喚醒人們回歸對

神的信仰」、或「即將來臨的

大審判」、或兩者皆是。近十

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疫情和

經濟衰退是「末日」的徵兆。

21.5% 的非基督徒表示，

這波疫情讓他們開始研讀《聖

經》，瞭解歷史上的預言。

有人表示，在疫情中一路

走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神

的警示，開始思考生命的真正

意義。復活節代表著重生、更

新和希望，今年的復活節更有

不同的意義。神在喚醒人，人

們神性的一面也在復活。

美國《撒哈拉報導者》（Sahara 
Reporters）報導，在中國大陸的

非洲人被下「逐客令」，廣州官員

正在用武力將外國人趕出現居所。

若干非洲僑民透露，他們從住處被

強制趕出，要入住旅館和飯店也遭

到拒絕。中央社報導，日前從住處

被趕出的 24 歲烏干達交換生馬賽

亞斯（Tony Mathias）也表示，他

在橋下睡了 4 天，想買東西吃都非

常困難。「我到處買不到東西吃，

沒有店鋪或餐廳要做我的生意。我

們就好像是流落街頭的乞丐。」

一名尼日利亞商人向美國有

線新聞網（CNN）披露，他作為

商人，經常飛往中國並下榻當地旅

館，但在中國關閉國界後，他卻只

能流落街頭，就算帶著證明也找不

到任何旅館肯收留他，報警之後，

警察也置之不理。最後他只能露宿

街頭。

另一名尼日利亞商人則說，

他原本在廣州租住公寓，疫情爆發

後，房東竟在無理由的情況下，將

他住的公寓斷水、斷電，房東甚至

離以及其他非人道的待遇。同時強

調，只針對非洲人的強制檢疫沒有

任何科學或邏輯依據。

非盟和非洲其他國家也就

相關事件向中方提出關切。其

中，非盟主席馬哈馬特（Faki 
Mahamat）11 日表示，已召見中

共駐非盟使團團長劉豫錫大使，

表達「嚴重關切」。

還叫上當地官員要求他搬離公寓。

報導指出，目前在廣州街頭有

一群無家可歸的非洲黑人，他們被

迫躺在街頭睡覺，卻遭到警察強行

逮捕、驅逐。對此，非洲駐華大使

日前聯合致信北京，對中方排斥和

虐待非洲人表示強烈不滿，稱這種

行為是對非洲人的種族歧視，要求

立即停止對非洲人的強迫測試、隔

尼 日 利 亞 眾 議 院 議 長

Gbajabiamila 在召見中共駐尼日利

亞大使周平劍時，公開批評北京，

並要求對方向北京通報及瞭解情

況，再向其回復結果。

尼日利亞外交部長奧涅亞馬

（Geoffrey Onyeama）也召見中共

駐尼日利亞大使並表示「極為關

切」，要求北京立即作出反應。

【看中國訊】美國第一

夫 人 梅 蘭 妮 亞（Melania 
Trump）日前釋出影片，向全

美醫護人員致敬並表達謝意。

梅蘭妮亞在影片中表示：

致全體醫護工作者和第一線人

員，總統和我感激各位的巨

大付出，美國將走出這個最艱

難的時刻，在緊密合作與勇氣

中崛起。她指出：你們讓美國

民眾得到了所需要的護理和治

療，在工作中你們表現出勇敢

和善良。我們和你們團結一

致，我們向各位致敬，也為所

有抗擊病毒這個隱形敵人的人

們祈禱」。

梅拉尼婭還建議美國人出

門時戴口罩，她說：「疾病控

制和預防中心建議人們在難以

保持社交距離的公共場所（例

如雜貨店和藥房）戴口罩」。

後，能夠和醫生聯繫。然後，當他

們看過醫生以後，我們要確認醫生

得到了反饋。」

那麼，遠程醫療如何進行實

驗室檢測呢？德克薩斯州一家叫

Everlywell 的郵購實驗室檢測公

司，成功的解決了這個挑戰。這項

服務提供三十多種實驗室的檢測，

其中最常見的一些是激素水平、食

物過敏和膽固醇水平。他們還提供

艾滋病毒檢測，以及生殖健康和壓

力水平測試。

遠程醫療正在大規模的擴張，

在目前大部分人被要求居家的情況

下，遠程醫療可能拯救許多生命。

DocASAP 首席執行官馬特什

瓦里說：「大流行病促進了遠程醫

療的發展，我想這種新的看病方式

將成為新的常態。」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武漢作家方方，自武漢封城

以來寫下了多篇公開日記。如今

記錄了武漢疫情百態的方方日記

英文版，預計在今年 8 月 18 日

出版。

方方日記英文版譯名為《武

漢日記》(Wuhan Diary)，將由

全球最大的出版商之一哈珀‧

柯林斯集團（Harper Collins）
於 8 月 18 日發售。

綜合中央社與法廣報導，本

名汪芳的中國武漢當代女作家方

方，曾經擔任湖北省作家協會主

席。她曾於 2016 年發表過一本

長篇小說《軟埋》，這部小說講

述一名在土改時失去慘痛記憶的

老婦人的故事，引起外界的廣泛

關注。

當武漢當地爆發中共肺炎

（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

情，並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被

官媒公開之後，身在武漢的方

方就從 25 日開始，以日記的方

式，記錄了她在「封城」之後的

所見所聞與所思所感，直至 3 月

25 日停止，總計 60 篇。

這些日記記錄了這場深具歷

史意義的公共災難，涵蓋了武漢

疫情的主要情況。方方在日記中

目前成千上萬的醫院為患者

提供在線問診，通過視頻和醫護工

作者交談。不過在線醫生看病有缺

點，它使得準確的診斷更困難。

美國之音報導，遠程醫療可

以解決這個難題。TelaDoc 是一家

在美國的虛擬醫療公司，為患者

提供遠程醫療服務。Teladoc 的代

表說，過去幾星期，他們平臺的

使用至少增加百分之五十。類似

的公司，像 DocASAP，也越來越

受歡迎。DocASAP 首席執行官普

尼特 ‧ 馬特什瓦里說：「我們做

了兩件事。第一，我們建立了一個

平臺，讓客戶接觸合適的醫生。另

一方面，我們創建了一個醫生和保

險公司組成的系統。」這樣的平臺

可以讓患者輕鬆地安排問診、更改

預約時間、處理健康保險的細節問

題，以及諮詢幾位專科醫生，所有

這些都可在短時間內完成。

馬特什瓦里說：「我們的目標

是，讓消費者在預約掛號前和問診

提到，無數專家媒體淪為權力的

喉舌，「『人不傳人，可控可防』

這八個字，變成了一城血淚，無

限辛酸」。

方方日記發表後，在社會

上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有人認

為方方的這些日記是「社會的良

心」，因此方方也被譽為「武漢

良心」。

不過，也有人批評這些日

記的內容並不符合當局防控疫情

的「主旋律」，「沒有傳播正能

量」。對此，北京獨立媒體人高

瑜說：「正因為方方日記非常真

實，所以就遭到了左派的攻擊，

而這些人慣於用謊言為現實塗脂

抹粉。」方方在接受財新網採訪

時表示，自己一直強調實事求

是，「把它定位在一個普通人在

疫區中的紀錄，就可以了」。

美國第一夫人 
向全美醫護致敬

任天堂熱門電玩「集合啦！動物森

友會」傳出被大陸電商網站下架。

（任天堂網頁nintendo.tw）

（視頻截圖）

方方日記即將在海外出版遠程醫療方興未艾
【看中國訊】疫情流行，對許多病

患來說，到醫院尋求治療有被感染

的風險，遠程醫療因此變得越來越

平常。

遠程醫療越來越受歡迎。

（Adobe Stock）

4月11日，人們進入武漢漢口火
車站。（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