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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北京高層西郊避疫
紫外線機器 
5分鐘消毒客機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早

前就有消息說習近平為避疫，不在

中南海辦公。港媒最新披露，受疫

情影響，中共高層部分官員已從中

南海轉至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辦公，

但未說明是否包括習近平。

港媒披露北京高層轉移至北京西郊玉泉山。（示意圖）（Getty Images）

（Adobe Stock）

以為是通過虛擬方式致辭，但彭

斯副總統親自出現，讓我們感到

特別興奮。」

邁克 · 彭斯說：「儘管我們

的空軍學院畢業典禮看起來和以

往不同，但是讓我告訴你們，這

個場面很震撼！」彭斯說：「我代

表你們的統帥和感恩的國家，感

謝您服役。胸懷遠大，起飛、戰

鬥、獲勝。」擁抱是不允許的，

所以畢業生們原地歡呼雀躍。

【看中國記者蘇菲報導】日

前，美國康涅狄格州一位醫生的家

門前，突然來了一列長長的車隊，

並由警車鳴笛開路。到底發生甚麼

事了？

據 khaleejtimes 網站日前報

導，美國康州醫生薩烏德‧安瓦

爾（Saud Anwar）是一位土生土

長的巴基斯坦人，在巴基斯坦接受

高等教育，後來在美國耶魯大學深

造畢業，在巴基斯坦和美國同時具

有醫生執照。

薩烏德‧安瓦爾醫生發明了

一種新式呼吸機，可以同時供 7 名

中共肺炎（武漢肺炎）患者使用。

在當下疫情嚴峻的時刻，美國很多

醫院呼吸機短缺，這種發明無疑具

有不可估量的意義。更讓人感動的

是，這位醫生把自己的發明無償貢

獻給社會，沒有賺一分錢。

【看中國訊】美國空軍學院

18 日舉行了畢業典禮。副總統

邁克 · 彭斯親自向將近 1000 名

軍校畢業生致辭。

美國之音報導，疫情下的畢

業典禮不同尋常。在廣闊的開放

空間，科羅拉多美國空軍學院近

1000 名畢業生聚集到了一起。

畢業班學生勞拉 ·納說，畢業

生嚴格遵循了要求，都按照病毒

防疫線入座。「在草皮上有油漆

畫的 8英尺乘 8英尺的正方形，

我們的椅子放在每個正方形前方

的角落。所以，我們全都相距約 8
英尺。」在其他軍事院校都已封閉

期間，美國副總統邁克 ·彭斯採取

了一項罕見的舉動：親自到場為

畢業典禮致辭。這是他 42天來第

一次離開華盛頓，也恰逢政府力

圖重新開放美國。

據勞拉 · 納說：「本來我們

當地居民為了對安瓦爾醫生表

達感謝，在警車開道下，開車來到

這位醫生的家門前。車隊綿延看不

到頭，人們不時鳴笛致敬，也有人

舉起手寫的「Thank You」字牌。

從視頻可見，安瓦爾醫生可能是聽

到窗外的警車鳴笛聲，也從家中走

了出來，當他看到長長的車隊以及

人們手中拿著的感謝字牌時，似乎

也有點意外。他站在自家草坪上，

向人們揮手致意。雖然大家都沒有

言談，更沒有彼此握手和擁抱，但

場面卻非常感人。

網民 SW 評論說：「美國這個

國家真的是沒有道理不強大，人人

為我、我為人人體現的淋漓盡致，

這種感恩不是有組織的，而是打心

底裡自然迸發的精神。」

sunflower 表 示：「懂 得 感

恩 的 社 會， 一 切 都 有 希 望。」

Yangtong Lin 留言：「他第一刻

想到的不是所謂的商機。」Firefly
說，「善良、溫暖、陽光是支撐人

類延續下去的力量。」

Mi yuesong 寫道 : 「看得我熱

淚盈眶！一個有信仰制度下的人

們，愛人愛己，懂得感恩。期待我

能在這樣有愛的環境下生活，如

果我不行，那就是我下一代，或

者下下一代。」

車隊為甚麼來他家鳴笛致敬？ 一次不同尋常的畢業典禮

美國科羅拉多空軍學院2020屆

畢業典禮（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一個叫艾

略特 ‧ 克賴滕貝格（Elliot 
Kreitenberg）的小伙子，同他

的父親和夥伴一起，創造了一

台專門用於飛機消毒的機器。

當你推著這台消毒機在飛

機過道走動時，它會在幾分鐘

內用紫外線對整個飛機內部進

行消毒。

克賴滕貝格解釋說：「我

們可以在不到五分鐘的時間

內消毒一架 737 飛機，這些

UV-C 燈（紫外線燈）已在

醫院證明能夠殺死病毒。」

目前航空公司使用液體消

毒劑對客艙進行消毒，但無法

做到快捷、便利、無死角。

據香港《明報》日前報導，消

息人士指，中共全國兩會召開時間

並未確定。

但中共人大常委會已定於 4 月

26 日至 29 日舉行會議，據信會涉

及兩會的議程，至於是否決定開會

日期，尚待觀察。且中南海不排除

將以破天荒的「現場 + 視頻」方

式召開兩會。

報導提及，受疫情影響，中共

高層部分官員已從中南海轉至北京

西郊的玉泉山辦公。這是首次有報

導指中共高層離開中南海避疫，並

說明具體的辦公地點。

曾有爆料說，中南海高層有三

條危急時刻的逃亡秘道，其中第一

條就是在玉泉山。

玉泉山與中南海並列北京兩大

禁地，不對公眾開放。

《看中國》2 月 22 日刊發的題

為〈北京變毒都 中南海三條出逃秘

道要用上？〉一文披露，一旦中南

海被病毒攻陷，中共高層有三條逃

亡秘道。第一條是從中南海到北京

西郊西山空軍基地的秘密通道。北

為神秘的，就是有一條秘道前往去

年 9 月才投入運營的北京大興國際

機場，這可是習近平親自推動又親

自到場主持投運的重大工程，自有

秘密用途。不過，這些「秘密」目

前還無法證實。

今年 2 月中國疫情失控，一度

直逼中南海。中南海所在的西城區

多處也爆發群聚性感染。 2 月已有

消息指習近平因北京疫情嚴重離開

中南海。

目前外界多有分析認為，儘管

京西郊的玉泉山是中共另一個「中

南海」。

據指，這裡名義上是各首長

休息的地方。實際上是高官避走前

集結的去處。玉泉山裡面有軍事工

事，開有一條秘密通道直通中南

海，裡面燈火輝煌，通道長達不止

20 公里，出事時靠這秘密通道就

可以逃跑。

另一條秘密通道就是從中南

海到人民大會堂，再到北京國際機

場。還有第三條是鮮為人知的，更

中共宣稱疫情放緩，但由於官員從

上至下均在隱瞞，巨量的無症狀感

染者情況並未受控，隨著各地推行

復工、復產、復學，中國大陸可能

很快出現第二波疫情大爆發。

目前，北京的檢疫更加嚴厲，

所有到京的國際客運航班，均須從

天津、石家莊、呼和浩特、上海浦

東等 12 個指定第一入境點入境，

在湖北的出差和探親人員一律不得

返京，其餘地區人員返京後需進行

居家或集中醫學觀察 14 天。

【看中國訊】近來，一些

專門提供好消息的網站的流

量攀升，人們用 Google 搜尋

「好消息」的次數也比年初增

長 5 倍。

中央社綜合外媒報導，疫

情中，各種負面的消息讓一些

人不安。民眾期望更多的正面

新聞。谷歌搜尋「好消息」的

次數因此激增 5 倍。

美國網絡報紙「好消息

網」（Good News Network）
成立於 1990 年代晚期，創辦

人兼編輯魏斯科布利（Geri 
Weis-Corbley）表示，好消

息網站月點擊量大幅增長，逾

1000 萬人次造訪。

她表示：「民眾提供自己

街坊鄰居、居住的城市和州所

發生正向且激勵人心事件的連

結給我們，因此我們有好多好

消息要傳遞。」

其他的新聞網站例如：

《衛報》（Guardian）、福斯新

聞（Fox News）、《哈芬登郵

報》（HuffPost）、MSN、 雅

虎（Yahoo），自己也有網頁

刊登振奮人心的故事。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一名發言人稱，CNN
去年設立的「好東西」（The 
Good Stuff）專頁，過去一個

月的訂閱數也增加 50%。

根據美國堪薩斯大學

（University of Kansas）媒體

參與中心教授穆迪曼（Ashley 
Muddiman）說，正面的新聞

是幫助民眾應對困境的方法

之一。

於政治需要。

近日歐美多國疫情大爆發，紛

紛批評北京瞞報疫情導致病毒在全

球蔓延，並向北京施壓。

武漢被視為中共病毒始發地、

又是疫情重災區，但官方公布的死

亡數字一直不足 3 千人，備受外界

質疑。

4 月 9 日，《華爾街日報》的一

篇報導以兩項研究為依據，稱武漢

在 2 月分的累計感染人數就已經超

過 12.5 萬。

4 月 15 日，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

世界正在為北京當局信息不透明

付出沉重代價。他進一步說：「它

（北京）需要解釋發生了甚麼，為

甚麼沒有更廣泛地公布這些信息。

我們本可以採取不同的做法。世界

本該迅速做出反應。」

【看中國記者岳劍清綜合報

導】湄公河是亞洲最重要的跨國

水系，流經中國、寮國、緬甸、

泰國，滋養 6000 多萬人口，再

到柬埔寨和越南。但去年湄公

河下游流域發生了 50 年來最嚴

重的乾旱，重創稻米出口大國泰

國、越南的農業生產。

近日，有美國的研究人員指

出表示，這可能不只是天災，更

是人禍。

瀾滄江是湄公河上游中國境

內河段的名稱。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

「Eyes on Earth」公司研究人員透

過特殊技術建立「表面濕度指數

模型」，發現自 2012 年中國瀾

滄江糯扎渡水電站開始運作後，

當局又興建了多座大壩，導致該

河流自然流量受到很大限制，進

而影響下游國家。

由於北京並未公布所有水

壩的容水量，因此「Eyes on 
Earth」公司透過特殊技術研究後

發現，泰國及越南等國乾旱的主

要原因就是因為北京在湄公河上

游所修建的水壩，攔水量估計達

到 470 億立方米。

目前，北京當局已在瀾滄江

修建了 11 座水壩，而且未來還

據媒體報導，武漢市官方 17
日通報，武漢最新累計死亡病例

增加 1290 例，累計死亡數字訂

正為 3869 例；確診病例增加 325
例，累計確診病例數訂正為 50333
例。此前，武漢的總死亡病例數為

2579 例。

《蘋果日報》報導，香港浸會

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認為，

北京當局是迫於國際、國內的壓

力，而稍微上調相關數字，但根據

北京的「慣例」，他們所披露的所

謂事實，距離真相仍相當遙遠。中

國還有不少地方存在瞞報疫情，未

有被披露出來。

呂秉權說，北京當局對疫情的

確診及死亡數字在過去一直存在瞞

報情況，這絕不能單單將問題歸咎

於地方醫療機構的遲報或漏報。這

次武漢市修正相關數字，相信是出

要再建 10 座，這不單會導致下

游水量減少，更會讓沿海地區出

現海水倒灌的現象。

多年來，外界對於中共當

局在瀾滄江建水壩攔水一直存在

很大爭議。「Eyes on Earth」公

司負責人艾倫（Alan Basist）表

示，湄公河發源於中國的青藏高

原，衛星數據不會說謊，西藏高

原上有大量的水。他說：「有大

量的水被攔在了中國。」

報導還提到，數千年來冰川

融化流入湄公河的水填滿了中國

的水庫，中國的儲水量激增。

商業研究機構惠譽宏觀

研 究（Fitch Solutions Macro 
Research）曾發表報告稱，北京

在上游蓄水發電，湄公河下游國

家沿江地帶將不得不棄農經商、

棄漁經商。

疫情之下 
好消息受歡迎

車隊（示意圖/非本文圖片）
（Adobe Stock）

瀾滄江築壩導致下游乾旱武漢修改死亡數字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武漢

當局日前將該市死於中共病毒（又

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的數字，

上調了近百分之五十。不過，中國

民間和西方國家普遍對北京官方公

布的數字持懷疑態度，即使修正後

的數字仍被認為是嚴重少報。
武漢天河機場（Getty Images）

泰國東北部的湄公河。

（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