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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訴訟增加 追責北京責任

隨著更多事實與證據披露出

來，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指控北京

當局，故意掩蓋和瞞報疫情，欺

騙了全世界，釀成病毒全球大流

行，這導致許多學校、企業乃至

國家關閉。 

美國總統川普 4月 18日表示，

美國正在與北京進行討論，以派遣

專家組前往中國進行調查。他稱北

京知道的（病毒情況）遠不止於它

所釋放的信息。 

4月 19日，副總統邁克．彭斯

說，美國將「在適當的時候對此進

行適當的調查」。 

4月 20日，北京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稱：「我們不是病毒的罪魁禍

首，不是同謀。」

國際集體訴訟 日益增加
美國聯邦法院近期受理至少

七項集體訴訟，都涉及北京對病

毒大流行的連帶責任，一項訴訟

要求北京承擔 20多萬億美元的賠

償，另一項要求賠償 8萬億美元。

其他五項訴訟未要求特定金額的損

害賠償。

3月分，佛羅里達州博卡拉頓

的人身傷害律師事務所起訴，指

責北京知道「病毒是危險的，能夠

引起大流行，但行動緩慢。眾所周

知，他們對病毒置若罔聞，並且出

於自己的經濟利益而故意掩蓋它。」

並要求讓北京「為他們的行為付出

代價。 」

伯曼首席策略師兼非律師發言

人杰里米．阿爾特斯告訴福克斯新

聞，該訴訟「是對有能力為其所做

所為償還的世界超級大國的一項抵

制行動」。 

另一起訴訟中，保守派律師

克萊曼及其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組織

「自由觀察」（Freedom Watch）在

德克薩斯州起訴，要求北京賠償 20

萬億美元，理由是其「冷酷無情的

漠視和惡意行為」。 

克萊曼表示，是北京當局研發

了該病毒，並散布世界，該說法已

被美國軍方、政府、情報機構和全

球科學家相繼揭露。克萊曼為此控

告北京。 

4月 8日，加利福尼亞的一群

小企業對北京、武漢市和中共國家

衛生委員會提起訴訟，稱早在去年

11月中旬北京已知自己正在處理的

是新致命病毒，但選擇保密，後來

又試圖掩蓋和銷毀它的痕跡。

美國立法機構追責 
北京不但受到實體單位的法律

訴訟，還面臨美國立法機構的責任

追查。 

4月 20日，國會參議員科頓在

【看中國記者理翱綜合報導】中共

病毒（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

全球感染已突破250萬人，中共當
局正面對日益增加的國際法律訴訟

和追責。美國總統川普表態將對北

京進行調查，北京否認指控。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維

權律師王全璋出獄被送往濟南「強

制隔離」14天後，仍被中共當局

軟禁。近日，他接受媒體採訪時表

示，在關押的 4年多裡，自己始終

沒有認罪，也不後悔做維權律師。

4月 20日，王全璋接受了香港

有線電視電話採訪，王全璋看起來

比較消瘦，比被捕前蒼老了很多，

他表示他一直有想念妻兒。

王全璋還表示，從被羈押到現

在 4年 9個月，自己一直沒有後悔

當維權律師，也始終沒有認罪。

王全璋說：「沒有放棄自己的

立 場 吧， 從 2016 年、2017 年、

2018年這幾年，他們一直在做相應

的工作，但是我不會拿原則妥協。

這是我執業的一個認識，或者是做

人的一個準則吧。對我自己來說，

並不是說自己甚麼了不起，或者做

甚麼英雄，我沒有這麼想。做維權

律師沒有甚麼後悔的，這本身是我

作為一個律師應該做的事情。」

王全璋稱如果條件允許的話，

還會繼續做律師。

「709案」被捕的另一個維權

律師謝陽日前專程到濟南看望王全

璋，並陪同他到派出所辦理身分

證。謝陽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兩

人出門時曾與保安員發生推撞。

謝陽說：「我當時和王全璋律

師一起出去吃飯。他們就阻止我們

離開。我說這個人現在已經刑滿出

獄，你們沒有法定理由截他。你說

以前從監獄出來有一段時間隔離

期，現在隔離期 18號已結束了，已

經滿足了你們的要求，你們既沒有

法定理由也沒有藉口。」

事後，謝陽在社交媒體上載

了王全璋在居住的小區外拍攝的照

片。謝陽表示：「經過 5年的羈押，

他的神態明顯比以往蒼老了很多，

到現在還沒有恢復到以前的精神狀

態。事情發生以後，家屬持續受到

傷害，他不想他們繼續受到傷害，

所以他肯定是有顧慮的。」

公安稱，出獄後王全璋會被

剝奪政治權利，因此要對他實施軟

禁，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謝陽指

出：「這是不合法的，因為剝奪政

治權利指的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這權利本來在中國就沒有的。」

王全璋在 2015年 7月，被中

共當局秘密囚禁，超過一千多天沒

有音訊，期間遭受酷刑。妻子李文

足不間斷的為丈夫奔走呼籲，「千里

尋夫」，剃髮抗議，引起國際關注。

王全璋被捕4年多 一直拒絕認罪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各國為避免中共病毒（新冠

病毒）擴散，紛紛推出因應政

策，不少公司、學校或團體也開

始在家運用軟件遠距上班、上學

乃至聚會的措施。然而，目前社

會上有部分軟件的資安問題引發

外界疑慮，尤其是遭到美國聯邦

調查局（FBI）特別點名、各國相

繼禁用的ZOOM。在中國四川，

有一間成都秋雨聖約教會的會眾

在 4月 12日使用 ZOOM進行復

活節禮拜時，居然遭到監控，公

安隨後前往 6位帶頭的教會領袖

家裡將他們帶走拘禁。此前，北

京當局已多次迫害宗教徒。

根據 Newtalk 引述《基督

教郵報》（The Christian Post）

報導，該教會一名會友對此表

示：「當時我也參加了 Zoom通

話，但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聽不

到任何聲音。我本來以為是網絡

連接問題，但很快就聽到了爭吵

的爆發。我們的同事王軍在問一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報導】

佐治亞州、田納西州和南卡羅來納

州州長週一（20日）宣布，跡象顯

示中共肺炎（即新冠肺炎）正在趨

緩，他們正計畫逐步重啟該州經濟。

福克斯新聞報導，南卡羅

來納州州長麥克馬斯特（Henry 

McMaster）宣布，非基本民生需

求的企業，例如百貨商店、舊貨市

場、花店、書店可重新營業。

南卡州長頒布行政命令，允許

商店在 20日下午 5點開放，但必

須遵守社交距離準則；海灘可以在

21日重新開放。該州目前尚未確定

何時重新開學。

田納西州州長比爾 ·李（Bill 

Lee）則說，該州原定實行至 4月

30日的居家限令將在 24日結束。

比爾 ·李在聲明中說：「我們將
根據州和國家的醫學與商業專家所

提供的具體指導，讓不同領域的商

店逐步開放。」「保持社交距離的

措施有效。隨著我們開放經濟，保

持社交距離的措施將更為重要，因

為我們未來的生活和工作都必須互

相保持距離。」

佐治亞州州長肯普（Brian 

Kemp）表示，包括健身房和美髮

沙龍在內的一些企業有望在 24日開

始重新營業。

他說，他將在佐治亞州擴大檢

測範圍，在確保醫院擁有必要的個

人防護設備後，恢復擇期手術。

「目前數據顯示疫情趨緩，經

過加強的測試，再經過醫學專家的

批准，我們將允許健身房、健身中

心、保齡球館、人體藝術工作室、

理髮師、美容師、美髮設計師、指

甲護理師、學校和按摩治療師在 24

日重新啟動。」肯普補充道。

佐治亞州的電影院將被允許重

新開放，餐廳可以在 4月 27日允

許食客在內用餐。不過，酒吧、遊

樂園和夜總會將保持關閉，直至另

行通知。

通過謹慎的步驟，州長將使佐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報

道】鑑於美國境內中共病毒（即

新冠病毒）疫情及為重啟經濟做

準備，川普總統於（4月 22日）

簽署行政令，暫停移民進入美國。 

4月 22日，川普總統在推特

發文表示，他今天會簽署一項行

政命令以限制來美國的移民。包

括前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在內的移民鷹派一直

希望發布類似命令。

川普總統在個人推特上還稱

讚南部邊境局勢：「與此同時，

即使沒有這個命令，在 170英里

的新邊境牆和 27000名墨西哥士

兵的幫助下，我們的南部邊境非

常緊密，這也包括（打擊）人口

販運方面（的邊境工作）。」

由於疫情在美國境內快速蔓

延，由國務院處理的幾乎所有的

疫情趨緩 美三州擬重啟經濟

位於加州洛杉磯的美國聯邦法院。（Los Angeles/WIKI/CC BY-SA）

網絡被監控 教會領袖被抓

川普總統宣布 暫停移民入美
簽證，包括移民簽證，都已經暫

停了數週。Politico報導稱，美

國國土安全部（DHS）仍在制定

川普總統行政命令的詳細內容，

也在考慮對農場工人在內等臨時

工人進行豁免。

根據美國邊境巡邏隊數據

顯示，由於疫情蔓延迫使美國修

改移民政策，美國政府已將約

10000名墨西哥人和來自中美洲

國家的人遣返至墨西哥。

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

稱，在 25個非法移民拘留所中，

有 100多名移民的病毒測試呈陽

性。危地馬拉政府也宣稱，44名

被美國驅逐出境的移民病毒測試

呈陽性。

4月 21日，美國政府稱，未

來至少 1個月將繼續驅逐從墨西

哥邊界入境的非法移民。

接受福克斯新聞「美國新聞編輯室」

節目採訪時說，他正在制定一項立

法，將向所有感染病毒的受害者開

放美國法院，以便他們可以起訴中

共官員。他表示，我們可以對參與

這次掩蓋的人員「施加制裁」。 

科頓此前在一份聲明中說：「通

過將嘗試警告世界有關病毒實情的

醫生和記者噤聲，中國共產黨致使

該病毒在全球迅速傳播。他們掩蓋

該病毒的決定導致了成千上萬不必

要的死亡和無可計量的經濟傷害。」 

科頓表示，要求北京對其造成的損

害負責，這是正確的。

4月 21日，22名共和黨議員

要求川普政府向國際法院（ICIJ）

起訴北京，為它在病毒大流行期間

一系列惡劣行動的責任。 

令人震撼的州政府起訴 
福克斯新聞網報導，4月 21

日，美國密蘇里州政府成為美國第

一個對起訴北京的州，並點名中國

共產黨：「中國一再發生的非法和

不合理的作為和不作為，已經傷害

了，並嚴重干擾了密蘇里州大量居

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亦損害了

密蘇里州的公眾秩序和經濟。」 「在

初次爆發的關鍵幾週內，中共當局

欺騙公眾、壓制關鍵信息、逮捕舉

報人。面對越來越多的證據仍否認

人與人之間的病毒傳播，破壞了關

鍵醫學研究，這使數百萬人直接暴

露於該病毒之下。在此期間他們甚

至囤積個人防護設備，種種行動最

終造成了不必要的和本可預防的全

球性大流行。」

治亞州安全地恢復生活和工作，以

免讓之前的防疫努力毀於一旦。

川普總統近日公布了一項計

畫，根據每個州或地區的疫情嚴重

程度，分幾個階段重新開放經濟。

川普將該計畫稱爲「再次開放
美國」。」「我們維護美國人的健

康，也必須維護國家的經濟健康。」

25日他與幾位州長舉行了電話

會議，討論如何成功重新開放各州。

此前，媒體報導，加州州長紐

瑟姆（Gavin Newsom）在 4月 17

日宣布成立一支由來自政經社會菁

英組成的 80人經濟復甦特別工作

組，為遭受重創的經濟尋找活路。

4位加州前州長，包括阿諾德施瓦

辛 格（Arnold Schwarzenegger）

也受邀加入。

路透社報導，一旦疫情減緩，

居家限制令解除後，由州長紐瑟姆

率領的 80人特別工作組將「實時」

工作，以提出如何重新啟動這個美

國人口最多的州屬經濟建議。

些人，說：『你們是誰？』」

當天早上 8點 30半，突然

出現一羣公安官員進入這一些基

督徒家庭的住所中，假裝要找他

們隨意聊天。直至 9點 30半，

開始進行禮拜期間，這羣人也應

邀參加，但是在確認講道的是秋

雨聖約教會的牧師王怡之後，這

些人便立刻關閉網絡。

這羣公安除了抓走 6位教會

領袖之外，還切斷他們的電源。

據報導，1月初，疫情爆發

以來，「數千萬中國基督徒改為

網絡聚會或家庭式小範圍聚會，

但仍然難逃公安的追蹤。」

據對華援助新聞網 12日報

導，今年新年過後，「成都警方

以『秋雨聖約教會死灰復燃』為

由，多次威脅該教會信徒停止聚

會，如果拒絕配合，將採取斷電

停水或拘留行動等手段」；直播

間被關閉，直播房號遭到屏蔽。

報導稱，廣東東莞、江門等地的

基督徒也遭到類似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