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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中共是各国减轻疫情关键

洪微



由于中共肺炎疫情升级，意大利威尼斯2月 后两天的嘉年华庆祝活
动取消。（AN DREA PAT TARO / AFP）
【大纪元2020年04月03日讯】世界性的瘟疫，让各国防不胜防，远远
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中共隐瞒疫情，造成了各国防疫的被动；依赖中
国的 供应链 ，造成了各国医疗物资的供应风险；中共暗地里提前搜
罗口罩等抗疫物资，更造成了全球性短缺。与此同时，中共却根本不
顾国民的生死，还用劣质品扮演救世主，又频频动用大外宣混淆视
听、幸灾乐祸。
世界各国在紧张抗疫的痛定思痛中，也都在强烈地反思，如何重新定
位与中共的关系。
三个月前的世界
1月23日武汉封城前，全世界还沉浸在一片平和之中。尽管中共声
称，1月3日就开始向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应该也是刻意包装过
的信息，没有实质意义。
1月15日，美中第一阶段 贸易协议 在白宫签署，应该是当时世界的焦
点。中共低头认输，签下不对等协议，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美中
贸易战暂时告一段落。在整个西方世界里，川普政府和中共单打独
斗，不仅贸易战，交锋也延伸到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意
识形态等各个领域。
在多回合的较量中，中共陷入了内外交困。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政府基
本上还在观望，有的受到了牵连，但还不想明确表态，有的甚至还想
借此两面讨好，争取更多利益。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像川普政府一
样，认真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在所谓的全球化浪潮之下，对中共独
裁政权祸害中国民众、扰乱世界秩序视而不见，有的国家仍然与狼共
舞。
一些国家的政府被中共的“ 一带一路 ”所诱惑，以为可以占到便宜，却
没有意识到将要付出的代价。欧洲国家甚至不听美国的劝告，放任华
为参与5G项目。即使在美国国内，虽然很多美国人逐渐认清了中共，
但在政党之争中，川普仍然被不断掣肘，甚至还被众议院弹劾。
瘟疫给全世界的警醒
众多国家不希望有重大变化的世界，被一场瘟疫彻底改变了。
与中共政权关系近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成为了 中共病毒 的重
灾区，“ 一带一路 ”成了“疫带疫路”，拥抱华为的国家更是雪上加霜。
川普虽然站在反击中共的 前线，但前任数个美国总统曾不断给中共
开绿灯，美国恰恰为中共提供了 多的美元外汇，目前仍然有不少美
国政商人士还在期望从与中共的交往中获益，这些人所在的美国地
区，疫情 严重，纽约地区和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疫情严重程度
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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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算是欧洲第一个清醒的，英国首相强森曾经屡屡向中共靠拢，一
个多月前，还宣布接纳华为参与5G。他不幸染病后，愤怒地表示，中
共欺瞒的数字是40倍，需要重新考虑英中关系，还要拒绝华为。中共
高调援助各国后，法国总统马克隆也表示，需要警惕中共的虚假宣
传。中共提供的劣质口罩和试剂曝光后，欧洲各媒体不断揭露中共隐
瞒疫情的真相，呼吁重新审视与中共的关系。
澳大利亚被中共渗透严重，不少政商人士被收买，庆幸的是，现任总
理多次与中共保持距离，澳洲目前不算重灾区。大多数加拿大民众对
中共没有好感，但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对中共的经济利益抱有幻想， 孟
晚舟事件 后，中共疯狂野蛮报复，非法扣押多名加拿大人士，还禁止
进口加拿大油菜籽、猪肉等，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却应对软弱，更迟迟
不敢在禁止华为这个问题上表态，引来各界批评。3000万人口的加拿
大，目前病例破万，直逼欧洲各国。
亚洲不大一样。台湾现政府根本不相信中共，早早投入防疫；香港民
众更不相信中共，也及时自救，这两个 可能爆发疫情的地方，却没
有出现大爆发。韩国和日本政府轻信中共和世界卫生组织，又担心经
济受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先出现了疫情蔓延。韩国民众联名要
罢免总统文在寅，指他是“中国总统”，不是韩国总统，但文在寅仍然
没有对中共明确表态，目前韩国病例接近破万。中共甩锅给美国后，
日本政府算醒悟了，日本副首相称“武汉病毒”的叫法很准确，目前日
本疫情逐渐趋缓。
世界上其它的亚洲、南美、非洲的不发达国家，虽然公布的病例不算
多，但考虑到医疗检测能力，如果还使用中共的检测试剂，很可能无
法及时发现病例，目前公布的数据只能参考，疫情可能已经很严重。
不难想像，这些国家中，与中共走的近的，也难逃疫情失控的无力局
面。
这场瘟疫对世界的警醒已经不言而喻，不关心政治的人都能看懂了，
哪个国家向中共靠拢， 中共病毒 就在哪个国家疯狂肆虐。
对中共的态度决定着疫情的走向
越靠近中共，就越会被中共病毒祸害得严重。能够很快醒悟的国家就
应该明白，尽快远离中共，也是走出疫情的关键。病毒是针对中共而
来的，远离中共，就远离了病毒，就会摆脱瘟疫。
这场瘟疫已经表明，与狼共舞的代价有多么高昂。众多科学家曾经用
中共提供的数据进行各种分析，建立了不同的科学模型，却都被残酷
的现实击溃了。武汉排队领骨灰盒的场景应该能震惊世界了，各国失
控的疫情也应该让各国政府醒悟了，现在应该没有人再相信中共的数
据和说辞了。
各国已经看到，无论使用什么措施，人类对这场瘟疫都显得无能为
力。停摆的世界，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反思。人们可以反思公共医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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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脆弱，可以反思政府应变的不及时，可以反思民众的防范意识薄
弱，可以反思 供应链 的布局，可以反思逐利的贪婪， 终，希望人
们能反思到，还要不要继续相信中共、还要不要继续与中共为伍、还
要不要对中共抱有幻想。
希望各国的政府都能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各国与中国的关系，不是与
中共的关系，中国人与中共是两回事。
对中共的态度将决定各国疫情的走向。希望更多的国家政府和民众，
尽快远离中共，公开表态，并有实质性的远离中共的作为，才能从灾
难中尽快地走出来，准备迎接没有中共的中国和没有中共的世界。#
责任编辑：高义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3/n12000178.htm

【疫情透视】靠北京太近？ 冲击伊朗 高层

伊朗第一副总统埃沙克·贾汉吉里（Es haq Ja hangiri，左）已感染武汉
肺炎，右边是总统鲁哈尼。 (HO/Ira nian Pres i dency/AFP)
【大纪元2020年03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章洪报导） 伊朗 是中共
沟通中东与亚洲的“ 一带一路 ”沿线关键国，北京和德黑兰政府之间关
系密切，武汉 中共病毒 也随着这种紧密关系侵入伊朗，迅速传播，
并逼近伊朗的 高领导层，包括第一副总统、卫生部副部长在内的几
十名官员染疫，伊朗 高领袖哈梅内伊顾问等6名政要陨命。
目前 伊朗 已是海外确诊 中共病毒 人数第二多的国家，确诊病例逾
9000，仅次于意大利。伊朗卫生部长承认，病毒由中国传入。
伊朗第一副总统感染 多名政要陨命
迹象显示，武汉中共病毒已在伊朗 高权力机构蔓延，在伊朗总统哈
桑·鲁哈尼（Has san Rouhani）总统政府的12个副总统中，已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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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统被确诊染疫。
3月11日，法尔斯通讯社（Fars news）报导，伊朗第一副总统埃沙克·
贾汉吉里（Es haq Ja hangiri）已感染中共病毒。他是中共病毒2月在
伊朗爆发以来，感染该病毒的 高级官员。
此前的2月27日，另一个副总统马苏梅·埃布特卡（Ma soumeh
Ebtekar）已确诊染疫。
目前尚不清楚鲁哈尼本人在多大程度上接触了贾汉吉里等感染病毒的
官员。

2月27日，伊朗副总统马苏梅·埃布特卡（Ma soumeh Ebtekar）已确诊染疫。
(ATTA KENARE/AFP via Getty Im age)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病毒似乎明显更针对伊朗高官。过去三周内，至
少有24名议员和多名高官被检测出中共病毒（俗称新型冠状病毒）毒
阳性。
染病高官除两个副总统外，还包括卫生部副部长伊拉吉·哈里奇（Iraj
Harirchi）、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莫哈塔巴·佐尔诺（Mo jataba Zol -
nour）和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雷扎·拉哈玛尼（Reza Rah mani）等
人。



2月24日，伊朗卫生部副部长伊拉吉·哈里奇（Iraj Harirchi）在记者招待会上擦
汗，第二天他被确诊感染中共肺炎。(MEHDI BOLOURIAN/FARS NEWS/AFP)
同时，至少有6名伊朗高官死于 武汉肺炎 。他们分别是伊朗前国会议
员穆罕默德·雷扎·拉查玛尼（Mo ham mad Reza Rahchamani），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前政治局官员法扎德·塔扎里（Farzad
Tazari），伊朗 高领袖哈梅内伊顾问委员会成员、前国会议员穆罕
默德·米尔穆罕默德（Mo ham mad Mir mo ham madi），刚获连任的女
议员法特梅·拉赫巴尔（Fate meh Rah bar），伊朗前叙利亚大使侯赛
因·谢赫霍斯兰姆（Hos sein Sheik holeslam）等。
伊朗学中共 隐瞒疫情
伊朗于2月19日确诊首例 武汉肺炎 病例，不到一个月，疫情已蔓延至
伊朗所有省份。截至3月11日，伊朗确诊感染者攀升至9000人，累计
354人死亡。当天63人病亡，创下单日死亡人数新高。
根据伊朗政府高层数十人确诊及死亡情况，近期媒体多有分析说，官
方数字与实际相比严重缩水。与中共如出一辙，伊朗对疫情采取了隐
瞒和封锁的“维稳”措施，并抓捕披露疫情真相的人。
财新网报导说，此次疫情的爆发恰逢伊朗的两个重要节点——2月11
日的伊斯兰革命胜利日，2月21日的议会选举；但这两个活动都未因2
月19日出现的疫情而被叫停，政府反而淡化疫情描述，鼓励人们不必
防范、多上街参与游行和投票，严重延误了疫情防治。
伊朗卫生部副部长伊拉吉·哈里奇（Iraj Harirchi）于2月25日还曾公开
辟谣，称死亡人数比人们担心的要低，并否认库姆市已有50人死于武
汉肺炎的传言。第二天，他自己被确诊染疫。
由于疏于防范，疫情快速传播，伊朗官方公布的确诊和死亡人数开始
急剧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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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疫情在伊朗急速升温。图为2020年2月21日戴着防护口罩投票的伊朗民
众。(ATTA KENARE/AFP)
伊朗议员侯赛因扎德（Ab dolka rim Hos sein zadeh）3月4日说，在疫
情 先爆发的库姆，已经尸体“成堆”。
伊朗民间也流出与武汉惊人相似的视频。视频显示，在库姆当地医院
的地板上散布着成排的尸体袋。随着拍摄者走过几个房间，越来越多
的尸体袋出现在轮床上。
据阿拉比亚电视台网站3月5日报导，伊朗传染病专家、伊朗国家流感
委员会委员马尔达尼（Ma soud Mar dani）表示，未来两周，首都德黑
兰（逾800万人口）可能有多达40%的人感染武汉中共病毒。
拒绝美国援助 借鉴“中国经验”
伊朗处于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可能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病毒大规模
爆发的枢纽。伊拉克、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黎巴嫩、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出现的病例，都可追溯到伊朗。
美国于2月27日放宽了对伊朗的制裁，允许伊朗可通过伊朗中央银行
进行人道主义货物的贸易，以及保证瑞士可向伊朗出口人道主义货物
而不受到制裁。
据伊朗媒体报导，在伊朗总统鲁哈尼和卡塔尔国王的通话中，鲁哈尼
已明确表态，拒绝美方的一切帮助。
伊朗宣称在积极借鉴“中国经验”。目前伊朗的检测标准和中国国内相
同，用的大部分检测试剂盒由中共提供。



图为一家伊朗医院治疗新冠肺炎患者。(KOOSHA MAHSHID FALAHI/MIZAN
NEWS AGENCY/AFP)
而中国的抗疫经验被指是官方控制下的“维稳游戏”。武汉疫情爆发初
期，由于中共隐瞒导致疫情失控，使其成为蔓延全球的瘟疫。近期，
中共党媒连日宣传中国的武汉肺炎疫情缓和，甚至连武汉新增病例也
出现清零，但武汉当地一位医生家属3月9日对海外新唐人电视台披
露，汉阳连着成片的几个小区又再次爆发大规模感染，中共官方没有
通报这个消息。
武汉中共病毒进入伊朗
伊朗成为武汉肺炎肆虐的重灾区，也反映了中伊两政权间紧密的关
系。中国武汉疫情爆发后，伊朗驻华大使馆曾宣称，“我们将与中国朋
友（中共）并肩作战。”
1月下旬伊朗政府宣布放松对前往中国的飞行禁令，虽然实行了飞行
限制，但是伊朗的私人航空公司马汉航空（Ma han Air）飞往中国的
四个城市的航班持续至2月底。
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说，“这表明伊朗对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是多么的重
视。”
伊朗卫生部长纳马基（Saeed Na maki）2月23日表示，伊朗的感染源
来自中国。他说，来自库姆市的一名商人死于武汉肺炎，他生前常去
中国。两国的直飞航班停飞，但这名商人搭乘非直飞航班。
大纪元特稿指出，武汉肺炎在中国之外的扩散趋势，鲜明地点出了病
毒的风向和目标：它是冲着共产党而来的。受利诱的国家和地区在与
中共加强往来的同时，却不知灾厄也随之而来，就像这一次的“武汉瘟
疫”向世界蔓延之势，清晰地勾勒出它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
市、组织和个人一路蔓延。
中伊两政权关系密切



中共是伊朗的后台，也是其“亲密战友”。自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以
来，伊朗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政治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中共对伊朗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伊朗也选边站在中共一边。
在近期美中贸易战中，伊朗称，“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态度和背离贸易
规则的做法是不合理和具有破坏性的”。德黑兰还坚决反对“任何干涉
中国内政的行为”。
在去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期间，北京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共处理香
港“止暴制乱”，伊朗是发表声明支持的国家之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还称，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干涉他国内政的又一证明，
伊朗对此予以谴责。
2019年10月1日，伊朗外长扎里夫罕见首次发了一条中文贺词，夸赞
中共及两国的关系，诚恳态度可见一斑。之前，扎里夫也多次与中共
官员见面，通报相关情况，寻求中共支持。
美国早前空袭炸死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后，伊朗驻华大使馆还发文邀
请“中国朋友放心到伊朗过年”，“安全不是问题”，以感谢中国网民的声
援。
而美国于2018年5月退出伊朗核协议后，重新制裁德黑兰，中共也对
此明确表示不支持。
为伊朗提供导弹核子技术
由于伊朗能源充裕，在中东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长期以来中共一直
为伊朗政权提供经济和武器支援。中共不但直接向伊朗出口导弹、战
斗机和潜艇等高端武器，伊朗的核武研发技术也是中共一直在暗中支
持。
据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报告，中共早在二十年前就与伊朗进行武器交
易，包括常规武器、导弹、核子和化学武器。美国中央情报局证实，
1996年8月中共和伊朗签署了一项三十亿美元的协议，包括销售弹道
导弹、导弹指引技术和导弹生产设备。
据英文大纪元2006年10月2日报导， 伊朗的许多弹道和巡航导弹或来
自中共或由中共协助开发。如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真主党发射并
击中以色列军舰和埃及的舰艇的C-802/Noor导弹，表面是由伊朗提
供，实际上是中共的“Ying Ji 82”型导弹的外销名称。2006年伊朗在中
共帮助下研制出了类似“哈比”的无人驾驶机。
英国《泰晤士报》表示，“中共也是伊朗非常规武器的主要供应者，并
且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中共对伊朗的化学和核子武器的项目都
违法的提供关键性的支援。”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伊朗从中共购买到高质量的加工铀，从而
使其在提取浓缩铀的技术上有了“重大突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
员会在2004年6月的报告说，“中共从销售全套的导弹系统进展为大量
出口军民两用的核子、化学制品、导弹零件和技术。”



联合国和美国为遏制伊朗的核武威胁，多次对其实施经济制裁。而中
共违反贸易禁令、大量进口伊朗 石油 ，从经济上支撑伊朗政权。
中伊关系的关键一环在于 石油
石油是中伊关系的关键一环，中国是伊朗原油的 大进口国。
中共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路长金参赞2007年曾称，中石油、
中石化、中海油都已进入伊朗。2006年10月，中石化与伊朗方面签订
了一项价值21亿欧元的合同，以打造一个汽油产能达到每天1600万升
的炼油厂。伊朗将成为中共能源供应 大的安全保障之一。
2018年5月，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退出与伊朗的核协议以及重新恢复
对伊朗的制裁后，一名伊朗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我们（向中
国）出售石油毫无问题。”
 

图为伊朗一炼油厂。(ATTA KENARE/AFP/Getty Im ages)
路透社2018年7月28日报导，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透露说，伊朗
50%-70%的原油出口都运往了中国，其余大约30%左右出口给了叙利
亚。
彭博社2019年9月报导说，中国以“极低的折扣”从伊朗手中购买石油；
自2019年年初至9月以来，中国从伊朗进口的原油超过1,200万吨，大
部分交付中国炼油厂，其余则储存在伊朗石油公司位于中国的仓库
内。
中共是伊朗大笔投资的唯一来源
作为伊朗 大的贸易伙伴，中共除了石油，在伊朗还拥有规模巨大的
投资，是伊朗投资关键的基础设施项目所需的大笔资金的主要来源。
2017年9月法新社消息，伊朗中央银行总裁表示，中共国营投资公司
中信集团向伊朗5家银行提供总额100亿美元贷款，用于伊朗多个基础
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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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日报》（Iran Daily）报导，这笔款项将于融资
水、能源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同时，中共国家开发银行与伊朗就其它基础建设和生产计划签署初步
协议，金额达150亿美元。
2019年9月，美国之音报导，中共 近还同意在未来25年向伊朗的石
油和天然气、石油化工产品、交通和能源相关制造业投资约4000亿美
元。
伊朗德黑兰商会官员费里亚尔‧莫斯托菲(Far ial Mostofi)也说，现有信
息显示，中共和伊朗已经建立了40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这将允许中
国投资者在伊朗进行无竞标项目投资。
中共国企在伊朗活跃
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也包括发电、采矿、运输设备、武器、电子产
品、汽车配件和玩具等的范畴。中共国有企业在伊朗各地都很活跃，
从事着相关业务。
早在2007年，被伊朗政府命名为“总统一号工程”的德黑兰地铁，即由
中信集团公司承建德黑兰地铁一、二号线工程。
在库姆，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China Rail way En gi neer ing corp.）正
在投资27亿美元修建一条穿越库姆的高速铁路。中方的技术人员还一
直在帮助翻修附近的一座核电站。
近年来中共控制的中兴和华为公司屡屡遭美国政府制裁，也是因为这
些公司违反国际禁令，向伊朗提供敏感的军事或民用技术。

华为深入参与了伊朗电信商“MCI”数百万美元的建置项目。（大纪元）
路透社3月2日报导，华为内部文件显示，华为从2010年就与伊朗私通
往来，运送美国公司的电脑设备产品；华为深入参与了伊朗电信
商“MCI”数百万美元的建置项目。
华为首席财务官、公司创始人之女孟晚舟被拘面临引渡，对孟晚舟指
控的核心是，她可能参与了一项阴谋，诱使金融机构进行违反美国对



伊朗制裁的交易。
伊朗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计划
中共“一带一路”于2013年在伊朗开始。2017年7月26日，《纽约时
报》发表题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伊朗发挥关键作用”的文章。文章
说，随着中共推进其“一带一路”计划，意图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六
十多个国家承建基础设施，伊朗如今坐落在这些计划的战略位置上。
在伊朗东部，该国的主要铁道路线正在被中共国企工人改造，如果一
切顺利，这条铁路将德黑兰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以及将乌鲁木齐与德黑兰连接起来。
在伊朗西部，中共国企工人人正在那里将德黑兰与土耳其连接起来，
并 终连到欧洲。其它铁路项目将把德黑兰和马什哈德与伊朗南部的
深水港口连接起来。
《纽约时报》说，伊朗领导人希望，参与“一带一路”计划将让他们能
搭上中共巨大经济野心的便车。
伊朗负责道路和城市发展的副部长阿斯加尔·法克里耶-卡山（As ghar
Fakhrieh-Kashan）说，中共将在全球一半的地方建立霸权，“我们正
在其要求下开辟一条走廊。这条走廊将让我们能进入巨大的新市场。”
大纪元特稿指出，近40年来，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到欧美发达国家，
中共一直在以经济利益为诱饵，用全球化、“一带一路”等计划为遮
掩，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种渠道向各国渗透。◇
责任编辑：叶紫微 #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11/n11933475.htm

【疫情透视】意大利疫情与亲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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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对北部大部分地区进行封锁后，3月9日晚间，该国措施再次升
级，将隔离措施扩大到全国范围。图为3月5日，空荡的米兰大教堂广
场。（Photo by Piero CRU CI ATTI / AFP）
【大纪元2020年03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报导） 中共肺炎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世界，其中欧洲国家 意大利 成为重灾区。
截至发稿，意大利累计的确诊案例达10,149例，死亡631例。继该国
对北部大部分地区进行封锁后，3月9日晚间，该国措施再次升级，将
隔离措施扩大到全国范围。
有分析认为，近年来，中意两国间贸易频繁。而意国在经济上过度依
赖中共，希望中共的“一带一路”会对经济带来好处，但没想到，反而
加剧了疫情的爆发。
疫情严重 意大利 全国封锁
截至3月9日，意大利确诊累计达9172例，463人死亡。单日新增近
1800例，升幅为百分之24%，再创新高。
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于当地周一（9日）晚发
表电视讲话说，为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自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封城 。现在新的封锁令涉及全国，明确限制了超过6000万人的行动。
孔蒂说：“我将签署一项法令，全部的人都要待在家里，整个意大利将
成为一个保护区，进出该国以及城市之间的往来将受到限制。”
这些限制将包括禁止所有公共聚会，禁止紧急情况以外的所有活动。
包括关闭电影院、剧院、健身房、迪斯科舞厅和酒吧、葬礼、婚礼和
所有体育赛事，意甲比赛也被禁止。所有学校和大学将关闭至4月3
日。
之前的3月8日凌晨，孔特表示，全国已进入“紧急状态”， 封城 令扩大
至该国 富裕的北部26省，包括金融中心米兰和观光胜地威尼斯等
地。
意大利亲共 与中国结成74对友好城市
根据媒体报导，意大利大多数的病亡案例都集中在北部的伦巴第
（Lom bardy）大区。3月8日意大利封闭北部26个省，包括威尼托
（Veneto）与伦巴第两个大区，这里有意大利经济发动机之称。
疫情 严重的伦巴第区整个被封闭，包括米兰市。另外疫情严重大区
内的十四个省，包括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帕尔马和里米尼、水城威
尼斯周围的威尼托大区部分地区，摩德纳、佩萨罗、乌尔比诺、帕多
瓦、特雷维索、亚历山德里亚及阿斯蒂等也要封城。
受欧债危机波及，近年来意大利经济下滑，连国内基建都无钱投资。
为振兴经济，当地政客跟中共越走越近，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共。
受此影响，意大利与中共之间的联系增加，来往意中之间的人员近年
来相当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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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共在欧洲推广“一带一路”项目后，中国与意大利之间缔结的友好
城市越来越多。截止到2018年，中国与意大利结成74对友好城市。
如上海与意大利米兰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威尼斯与苏州市、伦巴第
大区与天津市、贝加莫省与蚌埠市、帕尔马市与石家庄市、里米尼市
与扬州市、佩萨罗与秦皇岛市、帕多瓦市与邯郸市、艾米利亚罗马涅
大区与辽宁省、威尼托大区与河北省、特雷维索省与陕西省等。
历史学者章天亮总结，这次疫情严重的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个共性
——“亲共”。
两名大区主席染上 中共肺炎  皮埃蒙特大区与中共关系密切
目前，意大利当地政坛有多名高官染病，外界忧虑会有更多政界领袖
确诊。
3月7日，意大利执政民主党领袖、拉齐奥大区首长津加雷蒂（Nicola
Zin garetti）在face book影片中说：“我也感染了中共肺炎（武汉肺炎,
COVID-19,新冠肺炎）”，称居家自我隔离，情况良好。
而在一周前，津加雷蒂在2月底前往北部大城米兰，倡议“米兰不会停
下脚步”（#Mi lan Doesn’tStop）的行动，呼吁意大利民众保持信心和
团结，因为“意大利没有危机”（Non c’è la crisi），应持续推动意大利
经济前进。
3月8日，意大利陆军参谋长法里纳将军（Gen Sal va tore Fa rina）也
确诊。而疫情 为严重的伦巴第大区，其政府首长亦因助手染病而要
自我隔离。
3月8日，北部大州皮埃蒙特（Pied mont）的州长西里奥（Al berto
Cirio）也确诊，成为24小时内第2名确诊染病的大区首长。
以都灵为首府的皮埃蒙特大区，是意大利中共肺炎疫情第4严重的大
区。
外界注意到，拉齐奥大区的罗马市与北京、皮埃蒙特大区与四川省、
都灵市则与沈阳市结为友好城市。近年来，这些城市与中共的活动频
繁。
今年1月11日，中共驻米兰总领事馆与意大利阿斯蒂市政府联合举
办“阿斯蒂遇见中国”系列活动。阿斯蒂是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阿斯蒂
省的首府。
在中意“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论坛上，中共总领事宋雪峰与皮埃蒙特大
区副主席贾布斯、拉塞罗市长及意大利中资企业协会、当地主要商协
会主席等出席并致辞。
2019年12月，欧洲·宁波周专项经贸活动——“智能制造产业合作交流
会”暨中意（宁波）园区专题推介会，在都灵市举行。来自意大利皮埃
蒙特大区Pri ma工业集团等五十余家企业参会。
2019年6月，中车唐山公司意大利现代轨道交通技术联合研发中心揭
牌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中共官媒报导称，该研发中心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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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给“意大利、欧洲各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交通运输方面
的创新技术服务和解决方案”。
2019年5月13日，由Vis it Piemon te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旅游推广机构
主办，意大利国家旅游局、意大利使馆文化处协办的2019意大利皮埃
蒙特推介会在意大利使馆文化处举办。
2019年当地时间11月27日，意大利都灵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中国套
房“晓窗阁”剪彩仪式。都灵大学孔院与都灵金宫酒店合作，在酒店内
常设了一间中国套房，为下榻该酒店的客人推广中国。
意大利是G7第一个和中共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
意大利也是G7第一个和中共签署“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
自去年12月中共肺炎爆发以来，意大利一度没有关闭边界，也没有筛
查从中国入境该国的所有人（包括中国人及意大利人）。如今，意大
利北部经济瘫痪、市民感染严重、米兰市的超市空荡荡。
今年2月13日，意大利媒体报导，在意大利疫情还没爆发时，罗马一
家口罩工厂“Dpi di Roma”因10年的库存10天内被中国扫光，导致该国
陷入口罩荒，甚至还出现哄抬口罩的情形。但该公司高层表示，意大
利没有疫情，民众不必恐慌。未料隔不到一周，疫情大爆发。
分析指，对中共领导层来说，维稳比遏制中共肺炎疫情更为重要。对
西方国家来说，一味地取悦中共将带来致命后果，意大利是前车之
鉴。意大利的致命错误是信任中共政权。
去年3月底，意大利和中共签署“一带一路”计划合作备忘录，成为
G7（七大工业国组织）第一个也是唯一搭上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国
家。当时，中意双方签署29项合同，价值25亿欧元，潜在价值可达
200亿欧元。
意大利是欧盟第三大经济体、七国集团成员。美国、欧盟曾坚决反对
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但意大利为何仍一如既往？法广认为，既有经
济利益的考量也有政治的计算。
意大利五星党执政后，其政策和宣示“意大利优先”多遭欧盟批评，法
意关系因此略显紧张，相对孤立；经济上，意大利危机潜伏，急需投
资，北京承诺其加入“一带一路”后可获巨额投资，极具诱惑力。
香港《苹果日报》专栏作家程凯日前发文表示，欧洲政客当时甚至垂
涎一带一路会对他们带来好处， 疯狂的就是意大利竟然真的签署加
入，让中共大举在当地投资基建设厂。讽刺的是，如今中共肺炎率先
大爆发的欧洲国家，正就是意大利。
文章表示，或者就是跟中国（中共）走得太近，这次竟然引来中共肺
炎大爆发，对当地人命和经济损失，暂时都难以估计，实在是得不偿
失。
时政评论员陈思敏则认为，这次中共肺炎疫情爆发，意大利迅速沦为
欧洲第一大疫区、全球第二大疫区，而大量国民的健康受威胁，以及



难以估算的抗疫成本，仅一项观光收益估计损失74亿欧元，除此，意
国政府也已决定紧急支出75亿欧元挽救遭疫情重击的经济。意大利以
为一带一路是“发大财备忘录”，殊不知与带着红色诅咒的中共交易注
定都没有好结果。
责任编辑：林锐 #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10/n11929614.htm

【疫情透视】夏小强：远离中共 天佑台湾

2019年6月23日，台湾数十万民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红媒。（Yu tun
Li u提供）
【大纪元2020年03月11日讯】由于中共故意隐瞒疫情，造成中共肺炎
（ 武汉肺炎 ）爆发并迅速扩展到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其中中国周边
的亚洲国家伊朗、韩国和日本，疫情严重。截至3月10日，伊朗确诊
人数8042例，死亡291例；韩国确诊人数7513例、死亡58人；日本确
诊人数581例，死亡12例。
令外界感到有些惊奇的是，中华民国台湾和这些疫情严重的国家相比
却大不相同，截至3月10日，台湾确诊人数只有47例，死亡1人。
台湾政府在这次应对中共肺炎（ 武汉肺炎 ）中，政府高度重视，反
应快速，制度措施有效，决策者和防疫相关专业人员负责敬业，向外
界展示出了自由民主制度和机制下的台湾，应对重大疫情的成功。
在疫情爆发之初，台湾就领先全球展开防疫措施。早在1月2日起，疾
管署就针对台湾直航武汉的三座国际机场，即桃园、松山、高雄的入
境班机采取登机检疫措施；1月12日，疾管署派出2名专家抵达中国武
汉查访，实地交流并了解了防治的相关资讯；随后政府不断提升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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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级，在2月份之前，果断做出了禁止大陆旅游团和除学生以及配偶
之外大陆人员入台的决定，有效阻止了疫情的传播。
早在1月24日，台湾政府先知先觉地就对口罩出口实行了管制；2月27
日，行政院会议上，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将再批准动用9,000万追加
30条产线，一共开增90条产线，日产总量将超过1200万片，保障了台
湾民众在疫情期间的口罩使用。
台湾卫生和防疫部门向公众即时更新发布疫情相关信息，整个社会从
政府到民间，配合协调得力， 大限度地为民众的健康安全提供了保
障。
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疫情在 台湾 得到有效控制，除了政府应对得
力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对此，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兼
副秘书长张宇韶的分析十分到位。
张宇韶在分析韩国、意大利的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病例暴增的原因
时认为，这些国家跟中共的往来过于密切，无法割舍中共提供的利
益，致使防疫慢半拍。韩国过度倚赖中国游客，在去年，有620万名
中客到韩国，而济州岛给予中客免签。中客到韩国消费带来的年产值
估150亿～200亿美元，占韩国GDP成长的1.6% ～1.8%，中客为韩国
带来相当大的观光经济产值，这是让韩国总统文在寅无法让疫情阻绝
境外的 大原因。
张宇韶表示，意大利的状况跟韩国类似，意国是得到中国 大订单的
欧盟国家之一，同时他们相当支持“一带一路”；中共可掌握国内游客
旅行的动向，并让大批游客到意大利；意大利也有很多温州商人，而
温州是中国疫情 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些因素都使得意大利防疫不
利。
从张宇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次疫情严重的地区，大都是和中
共往来密切或者是因为经济等因素“亲共”的国家。这其实并不是偶然
的。
事实上， 远离中共 ，可以避免灾难带来好运的这个现象，在之前的
中华民国“总统大选”上就已经有所体现。
中华民国2020年总统大选，蔡英文获得压倒性胜利，成功连任，并以
817万票创下中华民国自1996年直选以来总统得票的 高纪录。不仅
如此，在立委选举中，民进党也大胜，获得46席；国民党惨败，只得
22席。
台湾的年轻一代，在看到香港年轻一代用鲜血和生命抗争中共、守护
自由和人权的遭遇后，认清了中共的邪恶，看到了中共是台湾自由和
安全的 大威胁，他们选择了坚定的立场，用选票拒绝了中共。
蔡英文、民进党的大胜和韩国瑜、国民党的落败，给世界带来了一个
重要的警示：中共在全世界的渗透扩展被遏制，中共政权在走向衰亡
的趋势下，谁和中共站在一起，谁相信了中共的谎言，谁就会倒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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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 终会让自己陷入厄运甚至招致杀身之祸，这一现象，正发生
在台湾与全世界。如今，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疫情的扩散，也在证
实着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去年中共7月31日发布公告，暂停包括北京市、上
海市、天津市等47个城市的对台自由行，或许就是上天佑护台湾而做
出的提前安排，早早减少了半年之后武汉疫情爆发之后传入台湾的风
险。
因此， 远离中共 ，拒绝中共，抗击中共，确实是保护个人、家庭和
国家安全的 佳选择。
远离中共，天佑台湾。
责任编辑：高义 #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10/n11930673.htm

【疫情透视】港抗疫显奇迹 天灭中共成保命符

齐先予

中共病毒在全球肆虐， 有可能会成“第二个武汉”的香港，疫情得到奇迹般的良好
控制。有人说，香港在反送中运动中抵御住了“中共病毒”，武汉病毒只能望而却
步。图为2月21日，香港毋忘721元朗恐袭7个月集会，抗争者手拿“天灭中共”的海
报。（宋碧龙／大纪元）

【大纪元2020年03月16日讯】武汉病毒在全球肆虐，蔓延世界117个
国家和地区，国际诧异， 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武汉”的香港，在抗疫
方面与备受好评的台湾一样，疫情处于低位，香港为何会出现奇迹
呢？
香港疫情比预计的0.55%还低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epochtimes.com/gb/tag/%25E8%25BF%259C%25E7%25A6%25BB%25E4%25B8%25AD%25E5%2585%25B1.html&sa=D&source=editors&ust=1639274790206000&usg=AOvVaw0M9zGHjGRqBhad03BlaebC


3月15日世界各国感染武汉肺炎病毒人数列表（疫情 严重的中国大
陆除外）的总数显示，香港确诊149人，排到了第32位，比美国、日
本、新加坡、巴西、冰岛都还低。香港具有欧美一样的先进检测手段
和透明的制度，香港确诊人数基本可信。
疫情爆发三个多月，香港政府至今没有彻底封关，根据香港旅游发展
局入关的统计人次，去年12月约有240万内地游客来港，今年2、3月
的数据还未发表，加上香港有近50万人在大陆工作，经常往来香港与
内地之间，粗略推算每天往来两地的人数不低于10万。特别是香港有
到武汉的直达高速列车，同时近邻的深圳、广州的疫情都比较严重，
这些都直接威胁着香港。
参照2003年SARS爆发时香港的感染情况，香港 有可能成为大陆之
外的“第二个武汉”，然而香港的疫情却出奇的轻微。
2003年萨斯SARS蔓延时，中共官方称中国大陆有5327人感染，349
人死亡，当时香港就有1755人感染，死亡299人，香港感染人数是大
陆的30%左右。
即使不考虑武汉病毒的传染力比萨斯高出二十多倍、不考虑中共隐瞒
疫情压缩数据，仅仅以大陆官方声称的感染人数8万人来按照SARS时
30%感染率计算的话，理论上香港至少会有2.4万人感染。而目前香港
只有132人感染，死亡4人，香港实际感染数比预期的0.55%还低，堪
称奇迹。
香港人喊出“ 天灭中共 ”扶正黜邪
香港政府在抗疫方面基本是听命于北京，其措施消极，不封关、也没
有多少具体防疫措施。是什么力量使香港人具有如此强大免疫力？
中医认为瘟疫是邪气入侵，正气强就能抵御邪气。去年夏天在香港爆
发了反送中运动，历时半年多。随着中共及港府践踏民意人权的步步
升级，运动诉求从 初单纯的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演变成驱逐中
共的反极权抗争，香港人民捍卫自由的决心和勇气，获得全世界正义
人士的支持，正气汇聚于香江，抑制了中共的邪气。
运动期间，香港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天灭中共 ”的海报或手写字样。
在中共窃政70年之日，香港市民举行游行，打出“没有国庆 只有国
殇”的横幅，高喊“天灭中共”，成媒体关注焦点。
11月香港中大保卫战时，中大学生在中大二号桥与警察对峙，学生在
桥边竖起“天灭中共”大横幅，学生向大纪元表示：“竖起后，感觉心里
很踏实，似有神在护佑。”“天灭中共”四个字已然成为香港人的“护身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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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3日，中大学生拉起“天灭中共”横幅。有学生表示，竖起横幅感觉心
里很踏实，似有神在护佑。“天灭中共”已然成为港人的护身符。（余钢／大纪元）
之后在11月香港的区议会选举，香港市民用选票对中共说“不”，亲共
党派在大选中遭遇历史性惨败。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
一“正气”从深层意义上讲，是指人明辨是非善恶的浩然正气。
香港知名评论人刘细良表示，“共产党比冠状病毒更毒，亲共可能会没
命”，这句话也道出了香港人在反送中运动中的表现，早已把 毒
的“中共病毒”拒之门外。
近网络上，有港人批评特首林郑在电视上对香港抗疫“领功”，网民
留言说，这半年香港人用血与泪和生命的付出，清理了香港的共产党
邪气，扶持了正气，令香港对中共病毒有更高抵抗力，令武汉肺炎病
毒在香港望而却步。
网路流传一篇《香港疫情“稍好”是反送中的果》的热文，文章中说，
因为反送中，人们不再相信港府，纷纷想办法自救；亦因为反送中，
香港人D NA大变，竟然不再“各家自扫门前雪”，不再自私，形成强劲
互助自救文化和网络；也因为反送中，全港各阶层几乎全部联通了；
因为反送中，香港的抗争已经蜚声国际。 后，经历萨斯之痛的香
港，可以极速反应，知道 重要的物资是什么，如何预防。
香港民众因为站在反共 前线，从而未受到武汉病毒的严重侵蚀，从
某种意义上讲，抵制中共，远离中共，就越安全。



2020年1月19日，“天下制裁集会”在中环遮打花园及遮打道举行。人群中“天灭中
共”的旗帜相当鲜明。（文瀚林／大纪元）

2020年1月1日，香港元旦由民间人权阵线（民阵）举办“元旦大游行”，下午2时在
维园集合。不到两点，铜锣湾已见参与游行的大批市民，天灭中共标语大受欢

迎。（余钢／大纪元）



2019年12月1日，香港民众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感谢美国保护香港”大游行。图为
民众举起天灭中共的标语表达诉求。（宋碧龙／大纪元）

2019年11月8日晚，香港民众在旺角墙壁喷“天灭中共”。（文瀚林／大纪元）



2019年11月2日，在香港红磡地铁外的行人天桥，“天灭中共”的喷字。（孙明国／
大纪元）

2019年11月1日，香港立法会行人桥，“天灭中共”的喷字。（孙明国／大纪元）



香港街头标语“天灭中共”令中共极度恐惧。图为10月1日香港“没有国庆 只有国
殇”游行，有抗争者在关闭的铜锣湾地铁站口布置标语牌“天灭中共”。(Mohd RAS -
FAN/AFP)

2019年9月20日，港大美国旗队手持“天灭中共”标语，请求美国支持香港民主运
动，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宋碧龙／大纪元）



2019年9月27日清晨，有港人在狮子山顶打出两条巨型横幅，上面写有“天灭中
共”等字样。（“香港自治行动”脸书图片）
责任编辑：连书华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15/n11942593.htm

【疫情透视】数据显示病毒针对中共而来

病毒传播清晰遵循一个规律：“亲共路线”

中共肺炎疫情是对中共而来。(NICO LAS AS FOURI / AFP)
【大纪元2020年03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彬、李华香港报导）去
年年末，中共肺炎（ 新冠肺炎 ，COVID-19）在中国爆发。由于中共
隐瞒和不作为致使疫情在中国失控，蔓延全球，短短两三个月攻陷全
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意大利、韩国和伊朗等国的疫情 为严
重，而与大陆经贸关系来往密切的香港和台湾的感染人数却出人意料
的少。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epochtimes.com/gb/tag/%25E6%2596%25B0%25E5%2586%25A0%25E8%2582%25BA%25E7%2582%258E.html&sa=D&source=editors&ust=1639274790213000&usg=AOvVaw3keDsb7GmNGm14q4oAnaEY


疫情扩散似乎没有规律，让人捉摸不透，不过仔细观察可见，病毒传
播清晰遵循一个规律：“ 亲共 路线”，为中共的利益所动而弃守人类普
世价值的国家和地区，疫情出现井喷式飙升；而抵制中共邪性，坚守
人性道德的国家和地区即使与中共有密切的经贸、人员来往，疫情却
望而却步。
从国际社会的数据来看，截至3月14日，中共肺炎已蔓延到134个国
家，基本覆盖了全世界。从官方数据看，其中疫情严峻排行第二的是
意大利，2万1157人被确诊感染，1441人死亡；第三是伊朗，1万
2729人感染，611人死亡；第四是韩国，8086人感染，72人死亡。
和中共走得近的，还有北韩和俄罗斯，不过这两个是或者曾经是社会
主义国家的“兄弟”国家，因为了解中共的本质，反而对疫情严加管
控。
意大利因“一带一路”遭殃 听信WHO受害
3月9日当天，意大利总理宣布全国封锁，要求除了工作和紧急情况
外，全国六千多万人不要外出。昔日宁静安详的意大利，转眼间变成
监狱囚犯暴动、市民抢购、全国封锁的灾厄之地。
这次意大利疫情与温州人开服装厂有关，不过意大利南北方都有很多
温州人，南方疫情较轻。当地人给大纪元爆料说，主要是意大利相信
了中共和 亲共 的世卫组织的宣传，对检疫和中国游客防范不严。
意大利听信了WHO“不限制对中国的旅行和贸易”的建议，采取“禁航不
禁人”，虽然暂停中国所有直航班机入境，却没有做“机场检疫”、“疫区
入境隔离”等配套措施，大陆旅客只要从迪拜转机，也可畅通无阻地入
境意大利，连体温都不查。结果导致疫情失控。
另有消息称，意大利疫情与一名超级传播者有关。一名38岁男子被感
染后，还参加跑步活动、上酒吧，与人聚餐等，导致他怀孕的妻子、
朋友和医院的医护人员等多人被感染。
中共病毒在意大利的病死率为5.02%，是全球 高的。调查显示，意
大利北部老年人非常多，包括百岁老人，因老人抵抗力较差，易受感
染，去世很多。
作为 发达民主国家G7集团成员之一的意大利，不顾西方盟友的反
对，于2019年3月与中共结盟、“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成为欧洲
首个签署中共“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
意大利与中共已结成74对友好城市，其中就包括疫情 严重的伦巴第
大区及米兰、威尼斯、贝加莫等城市。
意大利近年经济衰退，幻想中共的“一带一路”会带来好处，中国的游
客也确实带来了一些经济利益，但不文明旅客也带来种种负效应。更
没想到的是，这次招来了疫情爆发，对经济和人命的损失都无法估
计，得不偿失。
欧洲国家排序 越亲共疫情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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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欧洲确诊人数由高到低的国家是：意大利、西班牙、德
国、法国、瑞士、挪威、瑞典、荷兰、丹麦、比利时。
法国确诊4499，死亡91人，疫情形势严峻，连法国文化部长也被确诊
感染。
同为欧洲大国的法德两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近年来都与中共
很“亲近”。例如，中共欲藉华为5G渗透全球的野心昭然若揭，然而法
德两国政府都无视美国的郑重警告， 近决定不将华为排除在本国5G
网络之外。
2019年3月26日，德国总理在巴黎记者会上，大赞一带一路是“非常重
要的计划”、“我们欧洲人想要参与”。
而两国疫情 严重的地区——法国瓦兹省和德国北威州也是与中共关
系更紧密的地区，分别与青海省、江苏省建立了友好省州关系。
西班牙跟中共关系密切，现时中国称两国关系为“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
近年来西班牙王室多次访华，习近平也曾访西。近年来中国大量出口
商品到西班牙，同时在政治上施压西班牙。
2019年1月，就在享誉全球的“世界第一秀”神韵演出即将在西班牙马德
里皇家剧院（Teatro Re al或 Royal The atre）上演的几周前，该剧院
突然告知神韵的主办方演出将“被强制取消”，借口是“（其它演出）不
可避免的舞台空间需求”，这激起民众的愤怒。
还有学者发现，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欧洲染病比例 高的前三个国家
分别是：意大利、瑞士和挪威。瑞士是继意大利之后，第二个和中共
签署一带一路的国家；挪威是亚投行的创始国之一，高度赞同并推动
一带一路。
瑞典则是中共在欧洲投资 多的国家。中瑞从投资到科技密切合作，
与瑞典／中共渐行渐远的芬兰（北欧国家之一），染病率相对非常
低。
网上流传一张表，统计了欧洲国家的中共肺炎的确诊、死亡和治愈人
数，网友发现，在欧洲中共肺炎的疫情严重程度，基本按亲中共的程
度排序。和中共走得越近，肺炎的疫情越是严重。
韩国：文在寅被民众弹劾 新天地去武汉
韩国自1992年与中共建交后，开始逐步向中共靠拢，加强与中国的经
贸关系。文在寅政府上台后，韩国更是大幅向中共靠近，不但增加在
大陆的投资，同时加大开放中共对韩国的投资。中国已是韩国 大的
贸易伙伴、 大的出口市场和 大的进口来源国。
甚至在中国大陆疫情被曝光后，韩国政府唯恐损害与中共的关系，坚
持不在边境设限，也不对旅客进行检疫。韩国与中共建立190对友好
省市关系，其中包括疫情 严重的大邱市和庆尚北道。



韩国1月20日确诊的第一例中共肺炎患者，是从武汉到仁川的35岁中
国女子。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呼吁世界各国“不限制对中
国的旅行和贸易”。韩国遵循了WHO的建议，未对中港澳采取严格的
禁止入境措施，仅小幅度限缩中国游客。这成为韩国疫情上升的重要
原因之一。
1月底，文在寅决定捐助中国200万个口罩、10万件防护衣，10万个护
目镜。没想到，事后韩国口罩厂却爆料：中方拒绝供应口罩原料。文
在寅因此被韩国网友痛骂。据韩国媒体报导，韩国三分之一的口罩厂
已停产。
近两年韩中关系回暖。去年年底，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北京。之后，
到成都参加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今年1月7日，文在寅发表新年致辞
称，将力促韩中关系发展。武汉疫情爆发后，各国外交官纷纷撤离武
汉之际，2月20日，韩国新任武汉总领事姜承锡坐货机到武汉就职，
被大陆媒体称为“逆行者”。
2月20日这天，文在寅还致电习近平，对中共肺炎疫情表示慰问，也
就在同一天韩国境内就新增了53例中共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其中一名
61岁女性，她当时一人就可能传染了28人，这28人都与她在大邱新天
地教会有过接触。
有人在网上发起“弹劾文在寅总统”联署，至2月27日，联署人数已超过
118万人。联署信怒斥文在寅根本就是“中国的总统”，不但不管制边
境，还让大量中国人到访，援助中国口罩，让韩国人现在买不到口
罩。
韩国疫情 严重的就是大邱。大邱市位于韩国东南部，人口约250
万。很多人听说过大邱这个城市名字，是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国
神韵艺术团联系在一起的。
2009年韩国首都首尔因中共压力而拒绝上演神韵，而大邱热情邀请神
韵去演出。不过2014年后的四年，因为中共的淫威和渗透，大邱市没
有上演神韵，2019年成功上演时，满堂观众都称赞“能看到神韵弥足
珍贵”，然而2020年大邱又未能上演神韵，令当地观众非常痛心。
新天地教会的全称是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1984年由李万熙
（Lee Man-hee）创立。出生于1931年的李万熙现年88岁，自称是
《圣经》中提到的神应许的牧者。2014年，韩国基督教监理会认定新
天地教会是以基督教为幌子的邪教。
截至3月8日，与新天地教会的相关感染病例为4482例，占整体确诊人
数的62.8%。若按地区分，大邱的发病率 高，为每10万人126宗确
诊病例，其次是庆尚北道每10万人23.4宗。
后来韩国政府证实，新天地教会有部分成员曾前往武汉，因为他们在
武汉有分会。



3月2日下午，新天地会长李万熙举行记者会道歉表示，“身为信徒的代
表，真心向国人道歉”，在民众愤怒的喝骂声中当众下跪两次。
3月7日，日本原《产经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古森义久，在日媒JB -
press发表了题为“韩国跌入中国和世卫的泥潭惨剧”的文章指，疫情初
期，文在寅政府曾试图限制中国入境者，但是中共驻韩大使邢海明向
韩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引述世卫组织当时劝诫各国“不应该对中国实行
出入境限制”的表态，向文在寅政府施压。 终，韩国屈从中共压力。
古森表示，现在反过来，中共对韩国实施出入境管制，这“真是个奇异
的笑话”。
伊朗高官感染 严重 隐瞒了数据
伊朗同中共走得非常近。早在1990年代，中共就暗中帮助伊朗搞电子
设备，华为出口伊朗从那时就开始了。过去几十年来，伊朗一直与中
共保持密切的政治、军事和商业关系，伊朗是中共的“全面战略伙
伴”，是中共重要的石油来源国之一。
在中共2013年起推行的、输出共产主义霸权的“一带一路”计划中，伊
朗是中共渗透欧亚非的战略枢纽。
过去10年中，中共一直是伊朗 大的贸易伙伴，在伊朗拥有规模巨大
的投资。中共不但直接向伊朗出口飞弹、战斗机和潜艇等高端武器，
甚至为了威胁和掣肘民主国家，向伊朗提供了关键的核武技术。
疫情刚发生不久，伊朗外长扎里夫发推文说：“我对中国（中共）抗击
疫情的成功举措表示赞赏和感谢，中国（中共）不仅制止了疫情在国
内恶化，更阻止疫情向国际蔓延。”比起美国，“中国（中共）显然更
负责任、也更成功”。
扎里夫在另一则推文中写道：“伊朗人说，‘阿丹子孙皆兄弟，兄弟犹
如手足亲。造物之初本一体，一肢罹病染全身。’中国人说，‘岂曰无
衣，与子同袍。’无论何时何地，伊朗都坚定与中国（中共）站在一
起。”
此话很快就应验了，伊朗马上疫情大爆发，而且不少高官感染死去。
据伊朗官媒IRNA 2月27日报导，伊朗女副总统马苏梅·埃布特卡（Ma -
soumeh Ebtekar）是该国第四名确诊中共病毒感染的 高级别官员。
其余三名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莫哈塔巴·佐尔诺
（Mo jataba Zol nour）、卫生部副部长伊拉吉·哈里奇（Iraj Harirchi）
和首都德黑兰国会议员萨德吉（Mah moud Sadeghi）。
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奇2月24日在疫情新闻发布会上不断擦汗、接受采
访时咳嗽，而且没戴口罩，第二天被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莫哈塔巴·佐尔诺主席是伊朗影响力 大的人物之一，曾是伊斯兰革命
卫队（IRGC） 高领导人。
女副总统埃布特卡2月26日还参加了内阁会议，她的座位离总统哈桑·
鲁哈尼（Has san Rouhani）不远。



伊朗 高神职人员之一、曾担任伊朗驻梵蒂冈大使的教士哈迪·科斯罗
萨西（Hadi Khos roshahi）2月27日确诊中共病毒感染后在库姆
（Qom）死亡。库姆是伊朗神学院所在地，据说伊朗确诊的几位官员
都跟库姆来往密切。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科斯罗萨西曾长期担任伊朗
驻梵蒂冈大使。
据一个名叫阿里的伊朗留学生介绍：在武汉的伊朗留学生有二百多
人，武汉是全中国伊朗留学生 多的城市。
从伊朗民众传出的视频显示，街头经常有人倒地死亡，周围人都不
理，外界猜测，伊朗隐瞒了实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
俄罗斯：共产体制人知道中共会隐瞒
在和中共走得近的国家中，还有中共过去的“老大哥”俄罗斯以及“共产
主义小兄弟”北韩，正因为了解共产体制本质，一开始就警惕中共隐瞒
真实疫情，甚至不排除已知情中共在武汉研制生化武器。因此在1月
20日习近平表态要控制疫情时，俄罗斯第二天就把武汉疫情定性为“生
物威胁”。
尽管习近平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他“ 好的知心朋友”，俄罗斯对于来
自中国的中共肺炎疫情仍然采取了 严厉的措施：
（1）1月21日，宣布来自中国的中共病毒疫情是“生物威胁”。
（2）成立“防御新冠病毒传播的快速反应指挥部”，由俄副总理戈利科
娃主持。
（3）2月19日，发布“关于禁止拥有中国国籍的人进入俄罗斯境内”的
法令，暂停受理、审批和颁发中国公民的工作邀请函和境外中国公民
的工作许可、学习、私人访问和旅游签证。
（4）关闭俄中边境。
（5）所有从中国返回俄国的人，即使没出现病症，也必须在家自行
隔离2周。为防止这些人离家外出导致病毒扩散，俄当局使用了人脸
辨识技术来追踪这些人的行踪，以确保他们隔离期内留在家中。违反
隔离规定的，将被法院判处驱逐出境。
到3月10日，俄罗斯确诊20例，零死亡。在 初5例中，2例是中国人
已治愈出院，3例是从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撤回的俄罗斯人。俄罗斯
算是疫情很轻的国家。
北韩 早关闭边境 不公布数据
尽管中共声称与北韩有“鲜血凝成的友谊”，北韩对来自中国的疫情也
采取了 严厉的措施。
1月22日，北韩在第一时间关闭朝中边境。1月28日，北韩要求开城的
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的韩国人员全体配戴口罩，所有经中国入境的外
国人必须隔离一个月。
北韩党媒《劳动新闻》1月30日发表《谋求彻底防范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应急对策》，文中报导北韩中央、道、市、郡各级政府设立应急



防疫指挥部，同时北京至平壤间K27/28次列车暂停国际联运。
1月31日，北韩全面停运朝中旅客列车，暂停平壤至国外的所有飞
机、列车及船舶运作。原定2020年4月在平壤举行的马拉松大赛被取
消。
北韩疫情情况，至今不为外界所知。北韩在中国爆发中共肺炎之初，
虽然迅速关闭了两国边境，不过中国提供的粮食和能源通过隐蔽渠道
流入，病毒传入的风险仍难以避免。

北韩3月4日发布的照片显示，工人正在对货车进行消毒，以防止中共肺炎病毒在
平壤新义州市扩散。(STR / KCNA VIA KNS / AFP)
日本《现代日刊》引述韩媒“Daily NK”的报导称，北韩官媒报导说，
北韩与中国交界的边境城市新义州市，已确认有5名中共肺炎感染者
死亡，新义州有7000人接受了观察。北韩官方《劳动新闻》称，“担
忧疫情恶化，北韩已投入3万军队，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盘查”。此
外，“对所有国外的来访者实施30天隔离”。
近期流传北韩有高层也感染了中共肺炎，一支法国的医疗小组，秘密
抵达平壤的消息。消息说，金正恩患有糖尿病，引起外界对其健康问
题的猜想。《现代日刊》称，在2月8日的“人民军建军日”阅兵仪式
上，金正恩也未露面，至今已有22天消失在公众视线。
报导称，驻北韩的俄罗斯、德国的大使透露说，“已限制外出，购物很
不方便，邮件还处于停止状态。”滞留平壤的外国人每天都处于焦虑不
安之中。
投诚到韩国的一名北韩医学博士表示，“北韩人普遍营养不良，如果中
共病毒在北韩蔓延，可能出现大量死亡。”到3月10日，有消息说，北
韩已经死亡170多人。
日本亲共 和歌山被严重感染之谜
尽管日本政府与中共的关系并不亲近，但有大量的日本公司在中国投
资，从而依赖中共，甚至促成日本与中共结成256对友好省市关系，
其中包括日本疫情 严重的北海道、东京、爱知县、高知县等地区。



近两年日中关系破冰，日中高层互访增加。去年6月G20峰会在日本大
阪举行，习近平访日。去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北京，并在成
都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本来今年4月习近平计划访问日本，后因
疫情取消。
为了搞好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让中共支持今年7月将在日本举办的
奥运会，日本也是过信世卫组织偏袒中共的疫情信息，造成疫情扩散
到国内，日本当局甚至透露，WHO对限制中国游客的国家作出“关
切”和质问。
到目前，日本仅拒绝两周内去过湖北、浙江的外国人，以及护照签发
地在湖北、浙江的中国旅客入境，而未全面限制来自中国大陆的入境
者。日本还遵照WHO指示，一度缩短隔离天数，遭国民抗议后又改回
14天。
据大陆游客透露，日本防疫机制以“减少经济损失”为优先，来自湖
北、浙江以外的中国游客依然可自由行。日本机场的检疫松散，从中
国返抵日本机场的旅客没有经过检测就可直接出关。
到3月10日，除去“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感染者，日本本土有530人感
染，死亡9人。
安倍政府之所以从经济利益上快速靠近中共，与亲共议员二阶俊博紧
密相关，二阶是日本政坛二号人物，他在多种公开场合从不避讳亲共
的立场，2015年5月为拉近与中共的关系，曾率日本国会议员、商界
人士三千多人到北京“朝贡”。2019年，安倍内阁对中共推行的“一带一
路”持谨慎态度时，二阶被日本保守派形容“像中共的宣传部长”说动安
倍带条件地加入了中共的“一带一路”。

安倍政府之所以从经济利益上快速靠近中共，与亲共议员二阶俊博紧密相关，二

阶是日本政坛二号人物，在多种公开场合从不避讳亲共的立场。图为2019年4月24
日，二阶俊博（左）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Fred Du four – Pool/Getty Im ages)



中共肺炎因中共人为因素在中国失控，蔓延世界，口罩成为各国紧缺
物资，二阶不顾日本国内口罩不足的现状，在日本国内采购100万支
口罩捐赠到中国，支持各团体采取相应措施，之后造成日本口罩长期
断货，引起日本国民的质疑。
2月10日，二阶还在自民党议员内发起从工资中扣除5000日圆支援武
汉灾区的举措，不过很快遭到自民党内部议员的抵制以及民众的质
疑。
自民党保守派议员青山繁晴公开反对二阶的行为，青山表示，作为个
人行动支援武汉灾区等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个国家议员的集体行
为应该慎重。“这场瘟疫之所以在中国以及世界失控、泛滥，中国政府
的人为因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还说，“议员是国民选出来的，
捐献5000日圆数目不多，但理所应当要倾听自己选民的意见。”
青山表示，作为议员不能草率行动，以避免给酿制疫情失控的北京当
局传递出错误信息。
不少日本民众留言表示：“二阶是少有的对无视人权的中共亲近的议
员，不能赞同他的行为。”
还有日本民众戏称：“希望二阶退休后去北京养老，不要再回日本。”
就在争议之时，二阶的家乡和歌山传出中共病毒感染者的消息。2月
10日，和歌山县济生会医院1名50多岁的医生被确诊感染上中共肺
炎，随后与其有接触的另一名医生及家属相继被确珍阳性。之后的几
天感染人数开始攀升。地处偏远，与中国游客接点不多的和歌山于是
炸开了锅。
“按照人口密集度以及游客多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和歌山！”一名当
地人向大纪元记者表示，“即使流传至和歌山，一般认为作为可能性，
如果游客爆棚的近邻大阪感染严重后有可能传入这里，没想到大阪目
前仅3、4人感染，和歌山却排入了日本疫区的前列。”
在日本“默默无闻”的和歌山为何“招惹”中共肺炎？有民众戏称，“和歌
山疫情严重，亲中议员二阶俊博的后院着火了。”
一名和歌山当地人向记者透露，“感染中共肺炎的济生会医院的济生会
在当地很具影响力，济生会是二阶俊博的主要后援会之一。”
香港台湾澳门给出抗疫好成绩
这次全球有三个地方疫情相对比较轻：香港、台湾、澳门。截止3月
14日，香港确诊138人，死亡4人，主要还是大陆过来的人；台湾53人
确诊、死亡1人；澳门确诊10人，后面一个月就没有再增加，零死
亡。
澳门防疫做的好，香港媒体评论说，澳门优胜之处在于行政长官贺一
诚在抗疫上足够果断和快速，以及行事作风没有精英和官僚框架。
澳门强制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政府搜罗的2000万个口罩派
给全体市民，不是交由市场机制，也不是只交给友好团体；关闭澳门



大经济命脉赌场半个月，又呼吁全体市民提出各种建议，集思广
益。
有关香港疫情，尽管每天近10万的大陆入境人数，和港府不全面封关
及“找不到口罩”推诿责任的不作为，香港人却因为高举“天灭中共”的辟
邪符而得到平安。而那些被感染者，大多是从大陆来的人，香港本地
人中多是倾向支持中共的人士被感染。
这次台湾成了全球抗疫的模范。《产经新闻》有文章赞赏台湾防疫有
效，值得日本学习。报导称，台湾成功的关键要点是快速与中国大陆
做切割。
谈到香港和台湾防疫成功，文章称香港“反送中运动”和台湾的大选，
使两地市民对中共产生排斥、厌恶，中共肺炎爆发后，港台市民更加
感受到来自大陆的威胁，具备与大陆切割的基础。
选择了拒绝中共的香港和台湾，结果真的成功拒绝了中共病毒。
同样与中国接壤的印度、俄罗斯和蒙古等国，截至3月14日，累计确
诊分别为84、47和1例。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就是都与中共不合拍。
大陆军警、医护感染严重
回头再来看在大陆，病毒大多瞄准什么人。
中共官方隐瞒疫情的真实资料，一直都受到外界的质疑和批评。这次
中共利用军队和警察搞军事管制，致使很多军人和武警感染。但这些
都属于中共的秘密，外界很难知道真实数据。不过从仅有的极少消息
中，仍可略窥一二。
据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简报》第30期公告，
截至2月20日20时，全省有813名警察确诊，277疑似，4人死亡，共
计1,000多人。
另有公开报导显示，大陆至少20多名警察死于抗疫一线。2月21日，
中共公安部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表示，公安部部署各地提升勤
务等级，按照“一院一专班”的要求，每天安排12万名民警，24小时驻
守全国所有定点医院。该官员宣称，此举是为了维护“医疗救治秩
序”，确保“防疫工作”。
评论认为，很多患者处在绝望的境地，而前线医护超负荷工作，情绪
也可能随时崩溃。中共派公安驻守， 重要的考量恐怕是防止医护、
患者及家属在“情绪失控”时逃跑或反抗，甚至爆发群体事件。
此前网传视频显示，在疫情 严重的武汉市，大批外地公安乘飞机抵
达武汉天河机场，支援武汉警方。还有视频显示，有地方特警正进
行“反恐演习”，将敢于摘口罩反抗的民众当成“恐怖分子”对待。
另外，官方报导显示，公安部对死于“抗疫前线”的公安警察，每人发
放20万元人民币抚恤金。这个金额，40倍于武汉染疫去世的前线医护
人员，他们的家属只获5000元慰问金。



医护人员死亡只得到5000元慰问金，而警察死亡可获得20万，如此悬
殊的待遇，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警察死伤太多，没人愿意去医院，故
而重赏之下，才能调动警察。
另外，2月21日，中国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负责人何平突然在记者会上
宣布，全国有湖北、浙江、山东5个监狱发生了犯人感染疫情，近500
囚犯被感染。官方没有报导多少监狱警察被感染，但第二天，中共政
法委书记郭声琨等到河北的燕城监狱等监管场所检查，郭称现时正处
于“战时状态”，目前四川省、黑龙江省的监狱、戒毒所均实行战时管
理。
而此次疫情中，首当其冲折损 多的则是一线医护人员。3月6日中共
官员披露，今年1月份，仅湖北省就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而武汉市卫健委去年12月31日及今年1月11日的通报都声称，没有发
现医务人员感染，也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尽管官方严密隐瞒，2月初，武汉医护人员染疫身亡的消息仍陆续零
星传出。2月10日上午，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科
教授林正斌因感染中共肺炎经抢救无效去世。林正斌生前曾进行了上
千起肾移植手术。
据非盈利组织海外追查国际发布的通告，林正斌涉嫌参与了活摘法轮
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是国际组织追查的对象。
追查国际发现，截止2010年，林正斌参与的肾脏移植至少1500例，但
却没有公布器官来源，外界质疑他用的是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强
制摘取的器官，这就犯下了“反人类罪行”。
“追查国际”负责人表示，“在我们的调查中，同济的医生护士就明确承
认他们用法轮功学员器官，我们有录音证据证明。”
网友评论说，真是老天爷有眼！林正斌他参与了杀人取器官的罪行，
被老天爷收走，这是天理昭彰啊！
也有人收集资料发现，这次第一个死于中共疫情的官员是武汉市族宗
教事务委员会主任、正局级领导王献良，他下令拆毁教堂、逮捕基督
徒，民愤很大。
中共病毒针对 共产党 而来
3月11日，大纪元编辑部发表特稿，指明“中共病毒针对 共产党 而来”
文章表示，纵观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战乱、饥荒、瘟疫和死
亡的黑暗史。中共70年暴政，害死8000万中国人，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和道德；尤其是近30年来，从八九年屠杀学生，到九九年镇压法轮功
修炼者，以及现在对更广大民众的欺凌打压，中共用暴力和谎言给中
华民族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九评》编辑部的文章指明，“共产主义
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
近40年来，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到欧美发达国家，共产邪灵的代表
——中共，一直在以经济利益为诱饵，用全球化、孔子学院、“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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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计划为遮掩，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种渠道向
各国渗透，“引诱人远离神背叛神，达到 终毁灭人的目的。”
受利诱的国家和地区在与中共加强往来的同时，却不知灾厄也随之而
来，就像这一次的“武汉瘟疫”向世界蔓延之势，清晰地勾勒出它循着
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蔓延。
在列举当前各国疫情比较之后，文章说，“中共病毒在中国之外的蔓
延，清晰地呈现出以中共为标靶的选择性扩散，明朝末年的鼠疫剑指
大明却不染闯王军和清军的历史，则彰显了瘟疫无情却有眼的昭昭天
意。”
据史料记载，明末鼠疫肆虐，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然而转战
疫区的闯王军队以及来自关外的清军，尽管没有隔离措施，却都没有
遭到瘟疫的伤害。
文章在“结语：病毒选择性扩散 如何避开它”中写道，“历史上，多数王
朝的末年，都伴随着天灾瘟疫，给那一王朝政权送终。以史为鉴，纵
览如今武汉瘟疫在世界各国的扩散趋势，不难看出，病毒就是冲着中
共而来的。今天的世界已是地球村，任何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
市、组织和个人，都可能成为病毒选择性感染的目标，沦为中共邪党
的牺牲品。
“在中国大陆还有这样的例子，有病患痊愈后，受中共洗脑宣传的欺
骗，真以为自己的病是中共治好的，因此对中共感恩戴德起来。结
果，病毒回来了，这人的中共肺炎又复发了。
“中共瘟疫虽然给世人带来了病痛甚至死亡，但历史和现实都指出了消
解瘟疫、趋吉避凶的明路：那就是认清灾厄的根源，明晓中共的真
相；脱离中共、拒绝中共，就能远离灾厄、不受瘟疫侵害。
“《九评》编辑部已指出，‘神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神在看着每个人的
内心。一个人在此时此刻的抉择和所为，就会决定他（她）的未来。’
“病毒仍在肆虐，警钟再次响起！曾经加入中共组织的人，可以在大纪
元网站发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远离中共，脱离中共，拒绝中共，
作为个人、组织和国家，都可以因此而回避病毒侵害，选择美好未
来。”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远离中共，就是驱瘟辟邪的 佳良方。
责任编辑：连书华#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14/n11940697.htm

【疫情透视】西班牙与中共的亲密关系



西班牙卫生官员2020年3月15日表示，该国受感染病例从14日报告的
累计5,700宗升至7,753宗。大约一半的患者集中在首都马德里。
(Pablo Blazquez Dominguez/Getty Im ages)
【大纪元2020年03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馨综合报导）中共肺炎
（俗称 武汉肺炎 ） 疫情 持续扩大。 西班牙 卫生当局3月14日确认
2,000新增病例，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 高纪录。西班牙首相13日宣
布国家紧急状态。首相夫人也被确诊感染中共肺炎。3月15日，西班
牙因中共肺炎而死亡的人数一天内暴增，从周六报告的累计136人上
升至288人。
西班牙 爆发中共肺炎 首相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西班牙的中共肺炎（COVID-19）病例数在欧洲国家中列第二，首都
马德里是西班牙 疫情 严重的地区。
西班牙领先的制药报纸EL GLOB AL报导，1月31日，西班牙确认发现
首例中共肺炎病例，这是一名德国游客，他曾在戈梅拉（Gomera）
岛上旅游，并与其他被隔离治疗的五人一起在岛上住院。该患者的病
毒检测呈阳性，曾与德国另一起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西班牙卫生部紧
急协调官员费尔南多‧西蒙（Fer nando Simón）认为，中共肺炎正在
西班牙医院“无症状”蔓延。
2月24日，随着意大利的中共肺炎大爆发，西班牙确认了更多与意大
利群聚相关的病例。3月1日，西班牙病例总数达到83例，并出现社区
感染。此后感染人数加速增长，3月5日到达近230例，并确认有三人
已经因中共肺炎而死亡，第一名死者来自瓦伦西亚（Va len cia），他
于2月13日死亡。 初，他被认为只是死于肺炎，但尸检后来显示他
感染了中共肺炎。
2020年3月9日，马德里社区的感染病例在几小时内成倍增加，西班牙
各地已有近千病例。德里自治区政府批准采取特别措施，自3月11日
起实施。马德里所有教育机构暂停课堂授课，为期15天，直至3月26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epochtimes.com/gb/tag/%25E6%25AD%25A6%25E6%25B1%2589%25E8%2582%25BA%25E7%2582%258E.html&sa=D&source=editors&ust=1639274790232000&usg=AOvVaw3nJL1JFEdy0foBN-lve6ic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epochtimes.com/gb/tag/%25E7%2596%25AB%25E6%2583%2585.html&sa=D&source=editors&ust=1639274790232000&usg=AOvVaw25qHLSpJXr6D4qpHgR2f2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epochtimes.com/gb/tag/%25E8%25A5%25BF%25E7%258F%25AD%25E7%2589%2599.html&sa=D&source=editors&ust=1639274790233000&usg=AOvVaw3w3v5uvZrn7dju-Tvh51R2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epochtimes.com/gb/tag/%25E8%25A5%25BF%25E7%258F%25AD%25E7%2589%2599.html&sa=D&source=editors&ust=1639274790233000&usg=AOvVaw3w3v5uvZrn7dju-Tvh51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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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政府鼓励尽可能在线上课。同一天，巴斯克（Basque）政府宣布
从3月10日起在维多利亚州-加斯泰兹市（Vi to ria-Gasteiz）执行同样的
措施。
3月10日，拉里奥哈（La Ri oja）政府批准了与马德里地区相同的取消
课堂授课措施，也将从3月11日开始执行。2020年3月10日，西班牙政
府颁布法令，立即取消从意大利到西班牙的所有直航，直至3月25
日。
3月13日，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 dro Sanchez）宣布国家紧
急状态，长达15天。他警告说，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大规模疏散和配
给措施。
桑切斯的夫人周六晚确诊感染 武汉肺炎 。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Pe dro Sanchez）2020年3月14日宣布全国封锁，应对疫情。
桑切斯资料图。(PIERRE-PHILIPPE MAR COU/AFP)
病毒传播看似没有规律，让人捉摸不透，不过仔细观察可发现一个规
律：贪图获得中共的利益，忽略人类传统价值观的国家和地区，感染
个案飙升且难控；而抵制中共渗透，坚守人性道德的国家和地区即使
与中国有密切的经贸、人员来往，疫情并不严重。
从各国感染数据来看，截至3月15日美东时间下午4点，除中国大陆
外，海外疫情 严峻的是意大利（21,157人被确诊感染，1809人死
亡）、伊朗（13,938人感染，724人死亡）、韩国（8162人感染，75
人死亡）和西班牙（7753人感染，291人死亡）。
而和中国大陆有密切经贸和人员往来的台湾和香港，因大批民众反对
中国共产党，疫情相对并不严重。
西班牙与中共关系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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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疫情紧跟意大利快速上升，其背后原因众多。大纪元特稿 “中
共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 指出，“武汉肺炎在中国之外的扩散趋势，鲜
明地点出了病毒的风向和目标：它是冲着共产党而来的”。那么西班牙
与共产党的关系如何？
西班牙和中共建交于1973年3月9日。1989年六四之后，西班牙是第
一个派外交大臣访问北京的欧盟国家，并在后来又试图让欧盟取消对
华武器禁运。当西班牙在2008-2010年财经危机中受到重挫时，中共
购买了大约百分之十二的西班牙外债，成为该国的第二大债权国。
2005年，西班牙和中共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西班牙和中共
在文化交流、民用核能合作等问题上达成了14项实质性协议。2018年
11月，两国再次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加强新时
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截至2019年12月，西班牙和中国建立了29对友好省市。目前在西班牙
共设有八所孔子学院，八个孔子课堂和两个下设课堂。中国（中共）
是西班牙在欧盟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西班牙是中国（中共）在欧盟
内的第六大贸易伙伴。截至2019年10月底，西班牙累计对华投资项目
2574个，在华企业七百余家，主要涉及金融、能源、电信、运输等行
业。
西班牙与中共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如何具体实
施的呢？

西班牙政府周六宣布，西班牙总理桑切斯（Pe dro Sanchez）的妻子对新型冠状病
毒的检测呈阳性反应。图为总理夫妇。(Niklas HALLE’N/AFP)
“一带一路”欧洲计划 西班牙愿意推动
2017年西班牙首相出席中共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欧
洲，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并不多。法新社曾报导，西班牙的一
名官员表示，欧盟有欧式新战略加强欧亚之间的联系，因此“欧洲国家
应该在现行框架内作业”。但是，中共外交部官方网站介绍，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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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西班牙和中共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加强
新时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该声明中提及，双方“愿加强
市场交流与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西班牙《国家报》当时分析认为，中共为应对中美关系恶化，拉拢可
在中欧关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西班牙，以便在改善中欧关系时发挥作
用。
2019年4月，西班牙外交、欧盟与合作大臣何塞普‧博雷利‧丰特列斯
（Josep Bor rell Fontelles）作为西班牙首相特使再次到中国参加“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是预测中共在世界范围内
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其投资考虑的是中共的利益。法广曾于2019年4
月报导，法国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亚洲项目负责人瓦莱丽-尼凯女士曾
指出，推动中共在一些风险国家投资的理由当然是经济，但更主要的
是塑造大国形象，是为了战略目的。
“一带一路”倡议也给海外国家带来麻烦，亚非欧三洲至少13个国家深
陷沉重外债，恐引债务危机。研究机构FT CON FI DEN TIAL RE -
SEARCH（FTCR）梳理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后发现，东
南亚六个国家的外债水平，已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恐引债
务危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一带一路”下，中共贷款给斯里兰卡开发汉班托
塔港（Ham ban tota），斯里兰卡因还不起债务，于去年12月正式将
由中方建设的这个战略港口以99年租约的形式交给中共。
启动5G网络 核心设备来自华为
2019年6月15日，西班牙沃达丰（Voda fone）正式启动了该国的首个
5G商用移动网络，首批复盖15个城市，华为是核心设备供应商。据
悉，华为公司与沃达丰保持了十几年的长期合作关系。
2019年7月5日，西班牙多家媒体报导，华为公司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开设了其在海外 大的一家旗舰店。该店共有两层，占地面积1100平
方米。
西班牙电信是欧洲第四大电信集团。法广2019年12月17日报导，该公
司在西班牙和德国等关键市场的核心4G网络仍完全依赖华为设备。该
公司首席技术暨信息官恩瑞克‧布兰科（En rique Blanco）表示，将在
5G网络中大幅减少华为设备的使用，但他同时表示，该公司调整设备
使用“纯粹是技术性决策”，西班牙电信没有见到有证据支持美国总统
川普关于华为设备不安全的说法。他还表示，该公司将继续购买华为
的射频和天线。
华为是中共5G技术的重点扶持对象，中共可以通过华为的5G设备获
得非常关键和敏感的信息，并进入控制整个社会的系统。所有的一切



在未来都会连接到5G网上，西方社会担心，如果使用华为5G设备，
中共将掌握控制权。

华为是中共5G技术的重点扶持对象，中共可以通过华为的5G设备获得非常关键和
敏感的信息，并进入控制整个社会的系统。(HEC TOR RE TA MAL/AFP/Getty Im -
ages)
西班牙剧院听从中共 取消神韵演出
在文化领域，西班牙与中共交往频繁，甚至对中共言听计从，作出不
守信用、不惜违背西方商业道德原则的事情。
2019年1月，西班牙马德里王室剧院（Teatro Real）在神韵上演的几
周前，突然通知神韵主办方演出将“被强制取消”。主办机构的副主席
高梅兹（San dra Flo res Gomez）表示，该剧院取消演出令人无法接
受。但她也表示，该剧院和中共的关系密切，当时还同意派出歌剧团
到中国大陆演出，中共领导人的家属还曾在西班牙王后陪同下参观了
王室剧院。
1月28日，追查国际针对中共驻西班牙大使吕凡干扰神韵艺术团演出
事件发表调查报告。报告指出，1月22日，调查员以中共某部级官员
的身份给中共驻西班牙大使吕凡去电话，调查为何剧院取消已经签好
的神韵演出合同。中共大使吕凡在电话中承认：他亲自出面，给剧院
施加压力，取消演出合同。在中共以中国大市场的威逼利诱下，吕凡
和剧院经理共同谋划以技术原因为借口取消演出。
美国神韵艺术团旨在复兴中华五千年文明中仁义、善良、正值等传统
文化的核心道德观，代表了正统的中华文化。自2006年成立以来，神
韵每年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受到各地民众、精英、政要的欢迎和敬
仰。但中共一直以经济为借口利诱、威逼上演神韵的各地剧院，从而
破坏神韵演出。
违背国际法原则 撤销对中共前高官调查案件



为了向中共示好，西班牙甚至还修改法律。西班牙高院法院在2014年
6月23日决定撤消对两宗案件的司法调查，有关决定根据当年三月通
过的新法例作出。该法例规定西班牙法院无权调查不涉及西班牙受害
者或所谓犯罪者案件。
2006年，一名藏裔西班牙僧侣向西班牙法院提出控告，指控前中共领
导人涉嫌对西藏犯有种族灭绝罪行。
2014年2月10日，西班牙高院莫雷诺法官签发逮捕令，以种族灭绝、
酷刑和反人类罪的罪名，发布对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逮捕和监禁
令；他还下令对中共前总理李鹏和其他有关中共官员发布类似的通缉
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天回应西班牙法官的行为时称，下达该逮
捕令是一个错误的举动，并说中国（中共）与西班牙的关系能否健康
发展。将取决于西班牙政府是否会恰当处理这一案件。
西班牙中间偏右政府在当年3月快速通过有关法例，限制法官的检控
权力。从那时开始，西班牙高院重新审议所有的“普遍管辖权”案件，
并将那些与西班牙没有联系的案件调查撤消。
“普遍管辖权”是国际法的“原则”之一。根据这一原则，无论被控犯罪人
国籍、居住国或与起诉国关系如何，即使该罪行是在起诉国领土之外
犯下，也可以对被告行使刑事管辖权。
西班牙政府否认在收到中共抗议才引入相关的新法例。西班牙高院不
仅撤消了藏裔西班牙僧侣提出的司法案件，同时也撤消了部分法轮功
团体指控中共前领导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件。
只认“一个中国” 将台湾人引渡到大陆
2019年2月，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西班牙政府不顾台湾政府和人
权组织的反对，无视中国人权状况，将两名台湾人递解到中国大陆。
台湾刑侦局说，自从2016年以来，已经有四百多名在其它国家被捕的
台湾嫌疑人被送到中国。
2017年12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定将有犯罪嫌
疑的台湾人递解到中国。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接受德新社电话采
访时表示，对中共的干涉表达强烈抗议。他指出，递解台湾嫌疑人至
中国大陆的相关国家都是北京的邦交国，比如肯尼亚、柬埔寨、印
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
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西班牙法院做出的
裁决表示欢迎，这是中西两国根据引渡条约开展合作打击犯罪的重要
成果。中方对于西班牙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决定将台湾籍嫌犯引
渡回中国表示高度赞赏。
中共从2016年开始根据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不断从非洲、欧洲和
亚洲很多国家将涉及违法的台湾人引渡到中国。台湾政府虽不断强烈
抗议，指出这些嫌疑人所持的都是台湾护照，理应根据“国籍管辖原
则”和本人意愿递解回台湾，但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抗议似乎收效甚微。



西共和中共互动 工社党青年团接受中共洗脑
虽然西班牙属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一员，但随着中共在全球输出意识形
态，西班牙的左派政党势力正在抬头，并为中共唱赞歌。
2019年4月28日，西班牙大选投票结束，西班牙工社党在350席的议
会中赢得了123席，极左派政党“我们能”（Unidas Pode mos）获得了
42席。
中共新华网2019年9月报导，应西班牙共产党邀请，中共代表访问西
班牙，并会见西共总书记恩里克‧圣地亚哥（En rique San ti ago）及工
社党、“我们能”（Unidas Pode mos）党的领导人。
去年6月27日，西班牙工社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书记里卡多‧罗萨
斯参加了中共举办的会议。中共澎湃新闻（www.thep a per.cn）报导
称，罗萨斯表示，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是一个强国，相信在未来一段时
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中共）政府会倾注更大精力，让所有的乡村
地区都实现脱贫，实现平衡的发展。他还认为，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具
有悠久历史的政党，应该不定期举行这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主题教育，以便让全体党员、全体干部能够了解建党的初衷和历
史。
他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政党，今年是工社党建
党140周年，我们也会不定期开展教育培训活动，也让大家重温我们
党的一些基本价值和理念，相信我们两党在这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可
以交流。”
结语
大纪元特稿《 中共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 》指出，历史上，多数王朝
的末年，都伴随着天灾瘟疫，给那一王朝政权送终。以史为鉴，纵览
如今中共瘟疫在世界各国的扩散趋势，不难看出，病毒就是冲着中共
而来的。今天的世界已是地球村，任何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
市、组织和个人，都可能成为病毒选择性感染的目标，沦为中共邪党
的牺牲品。
无论是伊朗、意法德等远邦，还是韩国、日本等近邻，它们在中共瘟
疫中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应为世界各国的政府或当权者敲响了警钟。
为政者，或代表国之民意，或掌舵主政方向，一念间定下的邦交国策
不但决定了自己的未来，亦关联到万民之福祉；一旦混淆了中国和中
共，甚至错信了中共，就可能将自己以及无数国民都推入深渊。
责任编辑：林妍 #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15/n11942614.htm

【疫情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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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武汉姊妹城 德北威州疫情严重

中共近些年来在世界上推广“一带一路”项目，以及大举收购欧洲科技
公司的系列举动，使亚非欧至少13国深陷沉重外债，引发欧盟各国警
觉。图为中欧班列（往来于中国与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集装
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其终点站就在北威州的杜伊斯堡。 (Dan Kit -
wood/Getty Im ages)
【大纪元2020年03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黄芩、莫凌 德国 报导）
目前德国确诊感染 武汉肺炎 的人数已增至6200多人，其中疫情 严
重的 北威州 （NRW），感染人数已超过2500人，4人死亡，感染人
数超过 德国 总数的1/3。
外界观察到，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在这次由中共隐瞒疫情引发的全
球 武汉肺炎 （俗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灾难中，逐渐出现一条规
律，越是跟中共走得近的国家和地区，越是对中共迫害人权的犯罪行
为装聋作哑、 绥靖 或是助纣为虐的地方，武汉肺炎灾情越严重。
北威州 跟中共走得非常近，州政府很亲共。中共于2015年在州府杜塞
尔多夫建立了总领馆。德国第一座跟中共签订一带一路的城市是杜伊
斯堡，就在北威州，其姐妹城市是武汉；德国第四大城市科隆也在北
威州，跟北京是30多年的姐妹城市。州府杜塞尔多夫目前有610家中
资企业落户。
同时，华为、中兴等多家企业的欧洲总部在北威州，它还有四家 孔子
学院 ，北威州还多次举办号称欧洲 大的中国节，以及举办一带一路
国际研讨会等。据中共领馆网站消息，2015年北威州就有2700多家企
业在中国投资或设立代表处，投资总额占全德对中国投资的1/4。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杜伊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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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传到德国，疫情 严重的是北威州，前三例武汉肺炎死亡病
患也在北威州。
北威州是德国人口 多的州，也是经济总量 大的州，和中共的“亲密
伙伴关系”也是该州的特色之一。北威州跟江苏、四川和山西都建立了
关系，该州跟中共建立姐妹城市的有：杜伊斯堡、科隆、波恩、波
鸿、多特蒙德、特罗斯多夫（Trois dorf）、施普洛和弗（Sprock -
hövel）、锡根-维特根施泰因县（Kreis Siegen-Wittgen stein）等城
市。它们与中共的互动在此无法一一例举，仅以杜伊斯堡为例。
杜伊斯堡（Duis burg）是北威州跟中共互动 活跃的城市。它是德国
早跟中共签订一带一路的城市，1982年就跟这次引发全球恐慌的武
汉肺炎的病毒发源地——武汉建立了姐妹城市。据中共新华社报导，
杜伊斯堡市长林克表示，杜伊斯堡要打造德国的“中国城”。
北威州“一带一路”项目 关键问题是杜伊斯堡港口的使用。杜伊斯堡
港是世界 大的内河港，本身吞吐量大，720公里的内河航线有120个
港口，直通北海、波罗的海、大西洋、地中海和黑海。杜伊斯堡港口
作为中欧班列线路上的重要枢纽，是中共“一带一路”进入欧洲的大
门。
据中共官网2018年的统计，重庆至杜伊斯堡港的“渝新欧”铁路列车，
每周约有35－40趟班列往返于杜伊斯堡港和中国的十余个城市之间。
2019年11月，中铁集装箱欧洲物流公司在北威州杜伊斯堡揭牌，进一
步强化了北威州在中共“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区域优势。
2019年12月11日，第五届“一带一路”与中欧合作国际论坛杜伊斯堡市
举行，由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院与德国鲁尔都市 孔子学院 共
同主办。德国共有19所孔子学院，北威州占4所。
在美国不断提醒西方有关华为5G的危害性之际，据德国 大的地方报
纸（WAZ）2019年9月消息，杜伊斯堡将自己建造“智能城市”的项目
交给华为，并且面对外界批评依旧坚持。
此外，杜塞尔多夫至2017年已经独立举办七次中国节，2018年起，与
科隆市、杜伊斯堡市联合举办号称欧洲 大中国节。中国节举办期
间，北威州还合作中共举办“中国商业与投资者论坛”等活动。这些活
动被指沦为中共大外宣和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工具，而非弘扬真正的传
统文化。
投资中国、落户德国 北威州占主导
2019年9月，北威州州长拉舍特向新到任的中共大使吴恳承诺，北威
州一贯重视对华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等。
据北威州州政府网页显示，该州定期组织企业去中国，北威州投资促
进署在中国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广州五个城市有分支机构。中
国是北威州仅次于荷兰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贸易额达400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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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起中企在北威州的分公司翻了九倍，目前共有1100家公司近
万名员工在北威州。华为、徐工及三一重工的欧洲总部都在北威州。
据中共官网消息，2015年，北威州就已经有2700多家企业赴中国投资
或设立代表处，投资总额占全德对中国投资的1/4。此外，2014年中
国与北威州外贸总额约占中德贸易总额22%。
2019年，Oppo、Vivo和小米等中国通讯产业巨头都来北威州投资。
目前，世界市场占有率排名前六的智能手机生产商，有四家在北威州
落户。
北威州经济部长平克瓦尔特在盘点2019年北威州的“亮点”时说，目前
有1100多家中资企业落户北威州，同时也有1000余家北威州企业进驻
中国，它们在北威州与中国之间编织了密切的关系网络。
以上仅仅盘点了一小部分北威州跟中共的互动。
大纪元特稿指出，近40年来，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到欧美发达国家，
中共一直在以经济利益为诱饵，用全球化、“一带一路”等计划为遮
掩，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种渠道向各国渗透。
有评论表示，此次北威州武汉疫情严重，是否由于奉行“亲共”路线所
引起的，北威州 后付出的代价会远远超出眼下得到的利益。这个问
题应该引起德国社会的思考了。
明慧网刊发评论文章表示，近二十年来，中共在国际社会上，表面刻
意淡化东西方意识形态，鼓吹全球市场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暗地里
通过蓝金黄、大外宣等手段渗透西方，几近成功。中共对六四学生的
屠杀，对法轮功信仰者的残酷迫害，以及对新疆、香港人的镇压，西
方社会政界、金融界和大财团对此视而不见，即使批评，也只敢在私
下里说，不敢摆放在桌面上谈。甚至在对待足以威胁到西方世界安全
的华为5G建设的问题上，由于被中共扼住了市场的喉咙，集体装聋作
哑。
文章说，西方的 绥靖 与纵容养肥了中共。这不仅仅是对中国民众在
犯罪，当他们对中共邪恶沉默时，也是在出卖自己的灵魂。
责任编辑：李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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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透视】首位染疫国家元首和中共关系

【大纪元2020年03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李辰综合报导） 中共病
毒 （ 武汉病毒 ）在全球迅速蔓延之际，2020年3月19日， 摩纳哥 国
王 阿尔贝二世 （Al bert II）不幸染疫，成为感染 中共病毒 的首位国
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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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在特稿《 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 》一文中揭示了病毒与共产党
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共病毒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
和个人一路蔓延。
那么，染疫的 摩纳哥 国王 和中共之间的具体关系，到底如何呢？
染疫国王和中共之间关系
摩纳哥国家元首 阿尔贝二世 亲王，10次访华。
阿尔贝二世亲王作为国家元首和摩纳哥游艇俱乐部主席，曾亲自为中
国远洋航行第一人郭川，颁发摩纳哥游艇俱乐部年度突破奖。郭当时
完成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帆船航行。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 Eco 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 tury Mar itime Silk Road），简称“一带一路”。虽
然中共一再声称“一带一路”纯属经济项目，但国际社会认为，中共一
直在利用该计划在全球扩张。美媒获悉的一份中共与巴基斯坦的“一带
一路”计划显示，其中包括了军用飞机、导航系统、雷达系统和舰载武
器等项目。从而证实了外界对中共推行“一带一路”具有军事目的的担
忧。
阿尔贝二世亲王基金会，与中华环保基金会保持“密切合作”，在中国
开展太湖蓝藻水华野外观测站等项目。该基金会于2006年6月成立。
2018年9月，阿尔贝二世亲王在第10次访华期间，和中共签署了一系
列合作意向和协议。
2019年3月24日，习近平访问摩纳哥，评价中摩关系是中欧合作的先
行者和典范。
阿尔贝二世亲王在王宫招待习近平夫妇，为其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安
保措施。当时，摩纳哥禁止在其领空内的所有飞行及水域航行，游艇
也被禁止停泊在豪华港口。
摩纳哥媒体Hel lomona co以“中国主席历史性访问摩纳哥”为题报导这次
访问。
同期，中共官媒报导，阿尔贝二世亲王表示，摩纳哥希望扩大与中共
在各方面的合作。
摩纳哥王宫表示，摩纳哥正在寻求加强与中共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但
未提供 终签署的协议细节。
抵达摩纳哥之前，习近平访问了意大利。意大利刚刚批准了中共“一带
一路”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批评了意大利的这一举动，呼吁欧洲协调
一致、对待中共。
习访摩期间，美联社、美国之音等国际媒体纷纷表达了对摩纳哥和中
共华为5G电信网络进行合作的担忧。
摩纳哥已被中共华为5G网络全面覆盖
习访摩后的2019年7月9日，摩纳哥正式成为被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
5G电信网络全面覆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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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9日，摩纳哥国务大臣特勒（Serge Telle）和拥有摩纳哥电
信的法国富商X avier Niel、华为副总裁郭平参加公开活动，宣布摩纳
哥正式被华为5G电信覆盖。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大臣特勒（Serge
Telle）此次也感染了中共病毒。
华为5G有何风险？
加拿大的《国家邮报》2019年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与华为合作，等
于将国家命脉拱手让给中共。
文章说，5G所涉及、所影响的领域已不仅仅是通信和互联网市场，而
是遍及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5G技术将成为从金融、保健系统、远程
手术到电力和供水等应用的核心。5G不仅关系到保护信息的机密性，
也关乎日常生活中所依赖的数据及系统完整性和可用性。
5G既然涉足社会的各个领域，其安全问题也变得尤为重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华为就是中共政府的一个工具。”美国国会众
议院议长佩洛西则表示，5G网用华为技术，如引入中共警察。
但是，早在2012年，摩纳哥主要运营商“摩纳哥电信”开始和“华为”合
作。
2019年2月，“摩纳哥电信”和中共“华为”，签署5G合作谅解备忘录。
此外，2017年6月，摩纳哥还和中国移动支付宝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摩纳哥全国商户将接入支付宝。这也是中国移动支付宝第一次与主权
国家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以上陈述，不难看出，摩中关系、染疫的摩纳哥国王和中共之间的关
系，都非常紧密。
如何远离瘟疫？
大纪元还在特稿《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中指出，“纵览如今武汉瘟疫
在世界各国的扩散趋势，不难看出，病毒就是冲着中共而来的。今天
的世界已是地球村，任何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
人，都可能成为病毒选择性感染的目标，沦为中共邪党的牺牲品。”
“武汉瘟疫虽然给世人带来了病痛甚至死亡，但历史和现实都指出了消
解瘟疫、趋吉避凶的明路：那就是认清灾厄的根源，明晓中共的真
相；脱离中共、拒绝中共，就能远离灾厄、不受瘟疫侵害。”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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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透视】向中共靠拢 NBA被病毒击中



到目前，NBA确诊感染中共肺炎的人员已经多达14人。(Gray Mor ti -
more/Getty Im ages)
【大纪元2020年03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报导） 中共病毒
疫情肆虐全球，近日N BA也遭受疫情影响。3月13日，NBA宣布本赛
季无限期延迟。到目前，NBA有7名球员确诊感染 中共肺炎 ，球员人
心惶惶。外界也注意到，NBA近几年跟中共走得越来越近，为经济利
益曾向中共妥协。
七名N BA球员确诊 中共肺炎
3月17日，美国职篮N BA巨星杜兰特（Kevin Du rant）向美媒证实，自
己确诊感染中共肺炎。
杜兰特表示：“每个人都要小心，要照顾好自己并做好隔离。”“我们将
会克服它。”他说。
《纽约时报》报导，至少7名N BA球星对 中共病毒 （ 新型冠状病毒
）测试呈阳性。17日，篮网（Brook lyn Nets）宣布四名球员测试呈阳
性，但没有透露运动员名字；这四名球星中只有一个出现症状。
布鲁克林篮网队在声明中说：“所有球员和篮网随队成员都被要求保持
隔离状态，密切监视自己的健康状况，并与团队医务人员保持沟通。”
声明补充说，正在通知任何已知与感染球员接触过的人，包括其它N -
BA球队的成员。
杜兰特现年31岁，曾在2013-14年赛季获选年度 有价值球员
（MVP），生涯10度入选明星赛、4度拿下得分王、2度随金州勇士队
拿下总冠军。
NBA总裁肖华（Adam Sil ver）在T NT的“In side the N.B.A.”中说，他
希望联盟至少能停赛一个月。
3月14日，运动新闻网站“运动员”（The Ath letic）记者查兰尼亚
（Shams Cha ra nia）表示，美国职业篮球赛N BA的底特律活塞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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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活塞队）队员伍德（Chris tian Wood）确定感染中共肺炎，成为
第三名确诊的N BA球员，也是第一名非犹他爵士队球员。
伍德曾在美国当地时间3月7日与爵士进行比赛。从当时录影带画面显
示，伍德此役曾多次与戈贝尔有肢体接触，或是两人出现面对面的情
况。
《SI》记者曼尼克斯随即爆料，伍德曾在12日活塞队与七六人队赛
前，就跟球团报备自己出现流感症状，却仍抱病上场，很有可能成为
病毒传播者。
犹他爵士中锋戈贝尔（Rudy Gob ert）在3月12日确诊染上中共肺炎，
其队友密契尔（Dono van Mitchell）随后也证实感染。
爵士队原本将出战雷霆，但赛前却传出戈贝尔与Em manuel Mu di ay出
现感冒症状，随后戈贝尔送检后确诊，NBA也立即疏散该场比赛的现
场球迷，并宣布N BA赛季无限期延赛。
而戈贝尔还被美媒爆料，9日在赛后记者会结束后，与N BA要求的媒
体和球员保持安全距离的防疫政策开玩笑，起身离场前还回头刻意摸
遍现场所有麦克风。
不过事后戈贝尔在IG发帖道歉，他坦言在确诊后陷入恐惧情绪，也为
自己的行为道歉，并承诺捐逾50万美元给医疗单位及受疫情影响的球
场员工。
NBA在中国大陆收入不菲
现在N BA所有比赛暂停，在经济上损失巨大，相关问题也会接踵而
至。财报显示，2019年N BA利润达95亿美元。
门票收入、媒体转播版权收入和商业赞助是N BA三大主要营收来源。
有分析指，门票损失，加上在电视转播和球衣赞助方面的损失，NBA
暂停剩余赛季的比赛， 终损失极有可能超过10亿美元。
NBA联赛停摆也波及中国大陆赞助商。大陆市场除了为N BA带来近5
亿球迷外，腾讯和一众赞助商还为N BA联盟及其球队带来不菲的转播
费和广告赞助。
据中国经营网报导，NBA有25家大陆赞助商。其中，在中国 受球迷
关注的火箭队吸引了李宁、安踏、浦发银行、长虹等大批大陆企业，
它们带着大量赞助资金涌入休斯顿主场。因疫情导致的联赛停摆，赞
助商无法再通过赛事获得合同约定的品牌曝光。
NBA一共有30支球队，火箭队获得的中国赞助远多于N BA联盟里其它
球队。
据陆媒报导，2017年前，火箭队来自大陆的赞助商品牌常年维持在4-
8个之间，贡献收入比例（除去转播费用和特许商品收入）达
8%-10%；2017年以后火箭队加快中国大陆市场的开发，希望将大陆
赞助商的数量提升到12个，占总收入比重提升到20%。



在N BA的收入结构里，媒体转播是N BA联赛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大陆
市场，腾讯花15亿美元签下N BA为期5年的独家数字版权，并为N BA
业务建立了庞大的运营团队。腾讯打造了体育会员收费体系，30元/月
的普通会员可收看一支N BA球队的全部比赛，60元/月的高级会员可收
看全部N BA赛事。腾讯财报显示，在2018-2019赛季，共有4.9亿用户
通过腾讯观看NBA。
同时，NBA在大陆的媒体版权则归中共央视所有。NBA是C CTV5 具
价值的转播资源之一，比赛间隙的广告报价不菲。
1989年，NBA悄悄与中共签订合约，中共央视获得对N BA篮球赛的转
播权。之后，NBA一方面将姚明打造成国际 知名的华人球星，一方
面也让火箭队与N BA在大陆生意也越做越大。
除了昂贵的比赛转播费用之外，NBA还能得到很多企业赞助，篮球学
院、商场儿童主题乐园、NBA生活馆等项目都在各地落地展开。另
外，球员个人也在大陆得到了大量品牌赞助的机会。
据《体育商业周刊》估算，NBA在大陆的生意已经达到了50亿美元的
规模。
而N BA在上海、北京和香港已经雇用了近200名员工开展各类业务。
活塞队连续4年举办“中国之夜”活动 中共驻美官员参与
随着N BA与中共在经济上越走越近，在政治上与中共的关系也越来越
密切。如：2017年来，活塞队连续4年举办“中国之夜”（Chi nese Her -
itage Night）活动，期间还有中共驻美官员的参与。
据中共官媒2017年3月报导，3月30日，中共驻芝加哥总领事洪磊应邀
出席底特律活塞队举办的“中国之夜”活动，并会见活塞队副总裁泰勒
姆（Arn Tellem）及市场部高级总监希夫（Scott Schiff）。
2018年2月9日晚，活塞队举办2018年欢乐中国新年庆祝活动。洪
磊、泰勒姆又出席活动。当晚的活动由北美华人联盟、底特律中国人
协会与活塞队联合举办。
2019年1月31日晚，活塞队在主场比赛间隙举办2019年欢乐中国新年
庆祝活动。中共驻芝加哥总领馆刘军代总领事、张敏文化领事、泰勒
姆、底特律市长代表等出席活动。
2020年2月，活塞队第四次举办“中国之夜”活动。
NBA因莫雷事件陷舆论风暴 被批向中共妥协
此前莫雷在去年港人反修例运动中挺港人的事件，一度让N BA陷舆论
风暴，也让N BA的亲共姿态曝光。
去年10月5日，NBA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Daryl Morey）在推文
中贴出一张写有“Fight For Free 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挺自
由，撑香港）”的图片，引发轩然大波。
随后中共全方位封杀N BA和火箭队。中共央视、腾讯等平台宣布暂停
转播N BA赛事，中方很多合作商也停止与N BA合作。据媒体统计，当



时央视、腾讯停播，NBA在大陆的百亿人民币生意暂停。
迫于压力，10月7日N BA发表中英文版本声明道歉。NBA中文声明
称，对莫雷发表的“不当言论”感到“极其失望”。该声明还宣称，NBA认
为，莫雷的观点“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球迷的感情”。
蹊跷的是，NBA发言人巴斯（Mike Bass）所发表的英文声明与此大
相径庭：“我们承认，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所表达的观点深深冒犯
了我们在中国的许多朋友和球迷，这令人遗憾。”
由于两份声明不一致，在美国引发了舆论风暴，多名美国政客、多个
媒体、篮球粉丝等均批评N BA对中共屈膝。
当时，湖人队球星、勒布朗·詹姆斯（Le Bron James）于10月15日在
媒体上公开批评莫雷。
勒布朗表示，相信莫雷是被“误导”才说出那番话，“他并不了解真实情
况”。“尽管我们有言论自由，但说话前还是应该谨慎一点，以免带来
很多负面影响。”“那么多人有可能受伤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包
括身体上、感情上、精神上的伤害。”
NBA在大陆的“吸金帝国”
据报导，勒布朗作为N BA代言人以及耐克 重要的篮球代言人，可以
说与中国大陆关系是 密切的。
勒布朗与耐克签署了终身价值为10亿美元的协约，而耐克于2019年，
在大陆市场一个季度的销售就增长了27%，达到17亿美元。勒布朗·詹
姆斯的标志球鞋是耐克 著名的卖点。
耐克在2019财年收入372亿美元，有17%也就是超过60亿都来自大陆
市场。詹姆斯在耐克不但涉足篮球，也涉足电竞。在2018年，他代表
耐克携手电竞明星简自豪一起合作广告。
勒布朗还拥有一个媒体公司“SpringHill En ter tain ment”。这个公司正在
制作“Space Jam 2”（空中大灌篮2），本想从中国大陆观众中大赚一
笔。勒布朗还与其它大陆企业有合作，更是NBA 2K联盟在大陆的顾
问和代言人。
而勒布朗并不是唯一一个与中国大陆建立紧密商业关系的N BA球星。
已退役的迈阿密热火队球星德维恩·韦德（Dwayne Wade）是勒布朗
的密友，2018年与大陆企业李宁签约，每年有1200万美元的收入。
波特兰拓荒者队的C·J·麦科勒姆（CJ Mc Col lum）也与李宁签约，但
是未向外界透露合同金额。
金州勇士队的克莱·汤普森（Klay Thomp son）与大陆鞋企安踏签约，
价值900万美元。与安踏签约的还有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戈登·海沃德
（Gor don Hay ward）及湖人队的拉简·朗多（Ra jon Rondo），后者
是勒布朗队友。
责任编辑：林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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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墙必看】分析：美国养大中共反受其祸害

2020年4月01日，纽约市医护人员将患者推入西奈山医院。
（Spencer Platt/Getty Im ages）
【大纪元2020年04月03日讯】大纪元每天为读者梳理翻墙必看的文
章：
1. 【疫情透视】养虎为患 美国疫情为何严重
美国时间4月2日凌晨1时，美国感染 中共病毒 的确诊人数超过21万6
千，死亡逾5千人，其中纽约州确诊近8.3万人。
2. 疫情下粮食涨价 中共越辟谣民众越抢购
中共隐瞒疫情导致的全球大流行令经济活动停摆，粮食进出口贸易正
在多个国家暂停。中国大陆是世界 大的粮食进口国，目前大陆的粮
价正在上涨，同时民众也不信中共对粮荒将至的“辟谣”，担心过一段
时间“有钱也买不到”。
3. 红二代：倒习不太可能 但中国“人心思稳变”
中共红二代陈平此前转发一封建议书，要求中共高层召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商讨习近平的去留问题。因为陈平的特殊身份，所以该事件备受
关注。日前他接受美媒采访谈了自己对这封建议书的看法，他认为这
封信的诉求不太可能发生，但反映中国社会的“人心思稳变”。
4. 澳媒：前中共军方人士主导搜刮医疗物资运中国
澳洲媒体周二（3月31日）爆出，早在年初中共肺炎扩散至世界各地
前，便有前中共军方人士参与搜刮澳洲医疗物资再运回中国；现在换
澳洲疫情告急，他们又准备送物资给澳洲，欲透过“慈善活动”来增加
中共在澳洲的政治影响力。
5. 中共肺炎没退烧 大陆非洲猪瘟疫情再度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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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中共肺炎疫情还没退烧，非洲猪瘟在大陆多省再度大爆发
——近期多省持续发现多起非洲猪瘟疫情。这显示为了恢复猪只生
产，各地抢仔猪，加大了猪瘟疫情传播的风险。
6. 瑞典媒体批中共推卸疫情责任 散布阴谋论
中共隐瞒造成疫情全球大爆发，已引发全球的不满。日前，瑞典《今
日工业报》刊文指，中共当局正在发起无知的“推责运动”、散布阴谋
论等。
7. 美国务院质疑中国媒体在宣传鼓吹 非报导新闻
4月2日，美国驻华使馆在其官方推特上转发题为“中国媒体：是新闻工
作还是宣传鼓吹？”的文章。文章写道：中国（中共）的国营新闻机构
想让全世界都以为他们是独立的、可信的。但他们并非如此。
8. 专家：真正的敌人是中共 美应主导抗共战略
欧美国家目前忙于应对隐形敌人—— 中共病毒 （武汉肺炎）所引发
的全球大流行，然而，专家提醒，真正的敌人是中共，美国应主导全
球对抗中共的战略。
9. 白邦瑞：川普对习近平说话委婉有缘由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 bury）表
示，从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情中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中共笃信欺
骗。
10. 中共病毒瘫痪旅游业 大陆从业者失业
“2个月前，我们是令人羡慕的行业佼佼者：工作自由，收入可观；万
万没想到，2个月后的今天，我们成了完全的失业者，零收入。”旅居
加拿大的原“百程旅游”规划师唐女士（Ivy Tang）说。
11. 潘石屹儿子连发敏感信息暗批体制 网络关切
“稳定，不可建立在谎言之上，万丈高楼如是由谎言做的地基，照
倒。”4月1日，潘石屹的儿子潘瑞连续发了多条敏感性的微博信息，追
问“陈秋实”，甚至影射六四，立刻引发关注和广传。
12. 鼓吹中共抗疫措施成功 澳工党议员遭强烈谴责
澳大利亚新州上议院工党议员莫索尔曼（Shao quett Mosel mane）鼓
吹中共“抗疫措施成功”的言论，招来自由党的强烈谴责和新州工党领
袖的批评。联邦内务部长达顿（Pe ter Dut ton）说，为中共背书不可
取，莫索尔曼必须辞职；一位前工党部长称，莫索尔曼是工党的“耻
辱”。
13. 驻港部队坠机4死 中共王牌直升机半年失事2次
中共驻港部队一架直升机，3月30日（周一）下午在香港大榄郊野公
园执行飞行训练时失事，港府迟至31日才公告，并对坠机情形三缄其
口，未交代是否有人伤亡，也未透露失事直升机的型号。这是中共军
队自1997年驻港以来在香港发生的首次坠机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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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官媒批河北教师“擅自出国”被指罔顾事实
近日，中共官方通报“5名教师擅自出国”的消息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
但是，在当事人披露的事情原委后，民众批官媒故意忽略关键信息，
欺瞒大众。
15. 至清：出口下滑外资流出 加剧中国经济动荡
随着中共病毒在全球蔓延，全球资本市场进入危机避险模式，投资者
不计代价抛售股票、大宗商品等各种投资产品，纷纷增持美元，资金
大规模回流美国。
责任编辑：方明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3/n11999854.htm

【瘟疫与中共】无人收尸 厄瓜多尔为何疫
情严重

田云
2020年4月3日，在厄瓜多尔的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中共病毒肆虐，
许多人染疫身亡。图为居民注视着一具尸体，据说它在一诊所外停放
了三天仍无人处理。(STR/Mar cos Pin/AFP via Getty Im ages)
【大纪元2020年04月05日讯】“瓜亚基尔此刻笼罩在巨大的灰云
下，”美国西语裔记者玛丽亚‧莱昂诺尔‧印加（María Leonor Inca）于
4月1日在推特上说。
瓜亚基尔（Guayaquil）是南美洲厄瓜多尔共和国 大的海港城市，目
前，该市正遭到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又称新冠状病毒）侵噬，就连
市长也确诊染疫。媒体报导，当地尸体遍地堆积，在大街上即可见
到。因为无人收尸，有些人被迫烧掉逝去亲属的遗体。市应急部队负
责人豪尔赫‧沃特（Jorge Wated）向厄国 大的报纸《宇宙报》（El
Uni verso）透露，他们每天要收捡超过150具尸体；当太平间不可容
纳后，更多尸体就会被留在人行道或住宅内，以待之后收集。
厄瓜多尔与病毒发源地相距遥远，为何疫情如此惨烈？大纪元特稿指
出，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它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
织和个人一路蔓延。”本文简要梳理厄瓜多尔的亲共事实，以作警示。
厄瓜多尔与中共进行战略合作
1980年1月，中共与厄瓜多尔建交。1997年中厄建立政治磋商制度，
迄今已举行78次政治磋商。
2007年11月8日，厄瓜多尔埃尔奥罗省与中国湖北省正式建立友好省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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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中国石油大学同厄瓜多尔圣弗朗西斯科大学合作设立的
孔子学院揭牌运营。
2015年1月，前任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德尔加多访华，中厄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11月，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16年8月起，厄瓜多尔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证待遇，为南美洲首
例。
2018年12月12日，厄瓜多尔总统莱宁‧莫雷诺‧加尔塞斯访问中国，与
中共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国并发布联合新闻公
报，称将“扩大两国政府部门、立法机关、政党、地方等各层级交
往”，“双方一致同意，继续落实好油气、矿业、基础设施、金融等领
域现有重大合作项目，不断扩大农业、新能源、航空、电信、空间技
术等领域合作。”
目前，中共是厄瓜多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厄还签署了《关于共同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中资企业在厄瓜多尔
据陆媒消息，目前，超过90家中共企业在厄瓜多尔开展业务，合作项
目涵盖水利水电、路桥、铜矿、公共安全等领域。
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以北120公里，有一个名叫亚柴的小村镇，厄政
府在此建设“亚柴知识城”。该项目从2015年到2049年分为四个建设阶
段，一期工程由中国葛洲坝集团和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承建，19个
子项目的建设包括教学楼、实验楼、高等科技研究院、儿童中心、医
疗中心等。
2016年8月16日，在厄瓜亚斯省杜兰市，中国烽火科技集团参与投资
建设的烽火拉美光缆厂项目举行开工仪式，厄瓜多尔副总统格拉斯、
中共驻厄大使王玉林等人到场。这是中共在拉美规模 大的光缆厂，
也是中共IT行业在厄首个高技术实体产业合资项目，预计总投资在
1500万～2000万美元，烽火科技集团占51%股份，本地合资方Tel -
conet公司占49%股份。
2019年7月18日，在首都基多，厄瓜多尔电信部、当地电信运营商C -
N T与华为公司举办了5G实验局首发活动。厄总统莫雷诺在现场表
示，对该国5G未来表示期待。中共驻厄瓜多尔使馆临时代办王新明
称，厄政府和主要电信运营商选择与华为合作，“表明厄瓜多尔对华为
产品和技术充满信心。”
屈从中共 取消神韵演出
2015年5月，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计划在厄瓜多尔首都演出舞剧
《美猴王》，但是，在开演前一周，演出承办方厄瓜多尔文化中心在
中共使馆施压下取消了神韵在基多国家大剧院的演出。部分观众在演
出当日抵达剧院，谴责中共侵犯厄瓜多尔人民的自由。



神韵主办方代表Ale jan dro Nada表示，“中共大使馆向厄瓜多尔政府施
压长达一个月，这是神韵演出 后一刻突然被取消的原因。”
神韵艺术团致力于复兴中华正统文化，以纯善纯美的舞蹈和音乐再现
五千年华夏文明，启发观众的善念，展现一个“ 美好的古中国”。然
而，宣扬无神论的中共当局却一直不遗余力的干扰和破坏神韵世界巡
回演出，阻挠海外观众观赏神韵。厄瓜多尔政府因利益而向中共屈
服，沦为中共的帮凶，使得本国民众失去了获得启迪和祝福的机缘。
2016年2月2日，中共驻厄大使馆在首都文化之家国家剧院举办了“欢
乐春节”活动，厄政府、议会、军方的一些要员观看了表演并和演员合
影。
2020年1月20日晚，当中共病毒悄然蔓延时，中共大使馆在厄瓜多尔
首都举办了“庆祝中厄建交40周年暨2020欢乐春节”。厄司法法院院
长、总检察长、总监察长、国会第二副主席、总统府办公厅秘书长、
文化部长贝、国防部长、教育部长等多名厄国政要前去为中共捧场。
中共建“三峡”——辛克雷水电站令厄瓜多尔陷危机
科卡‧科多‧辛克雷（Coca Codo Sin clair）水电站距首都基多130公
里，是中共在厄实施“一带一路”的重大项目，也是厄瓜多尔有史以来
大的水电站，被称作当地的“三峡”。该项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厄
贷款16.8亿美元，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2016年11月竣工。
中共贷款的前提是，中方公司承建该电站，这样就把竞争排除在外，
工程超支、技术漏洞、腐败等问题随之而来。此外，中方贷款在15年
内的利息为7%。仅利息一项，就让厄瓜多尔每年欠下1.25亿美元。
2016年大坝启用时曾尝试满负荷发电，但是却发生故障。官员们说，
当时设备很危险地颤动，导致全国大面积停电。
2018年底，美国媒体披露了辛克雷电站的多方面问题。12月26日，
《纽约时报》称，此大坝原本应当解决厄瓜多尔的能源需求，助其脱
贫，却令该国陷入高额债务，且受控于中共。
报导还提到，几乎每个涉及此大坝建设的厄瓜多尔官员都遭现政府监
禁或因贿赂指控被判刑，包括一名前副总统、一名前电力部部长，还
有一名监督该项目的反腐官员。
《洛杉矶时报》报导，厄瓜多尔管制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批评说，中共
承包商忽略了建筑合同的一个规定：大坝要按照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
（ASME）制定的严格标准建造。中方承建企业“中国水电公司”使用了
不符合标准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方法，是“不负责任和不可理解”的。前
能源部长桑托斯说：“中国人使用劣质钢材并解雇那些建议改变材料的
监察员。”
但是，中共官方避而不谈工程的安全漏洞及大坝背后的腐败现象，一
直高调宣扬辛克雷电站的“成功”，称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标志性工
程。



2016年厄瓜多尔大地震
2016年4月13日，辛克雷水电站首批4台机组举行发电仪式。3天后，
4月16日，厄瓜多尔遭到里氏7.8级地震的破坏，六百多人死亡、超过
8000人受伤。厄瓜多尔西部多个城镇建筑物倒塌，道路被损毁，部分
地区停电。瓜亚基尔市的一座立交桥倒塌，曼塔机场控制台受损，全
国进入紧急状态。
这是厄瓜多尔近70年来人员伤亡 严重的一次地震，直接经济损失为
20亿－30亿美元。有评论人士指出，此乃天灾示警。厄瓜多尔政府向
中共政权妥协，拒绝弘扬传统文化、提升人类道德的神韵演出，却为
中共党文化宣传表演提供平台，可谓不分善恶。

结语
厄瓜多尔拥抱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将本国的资源和长远利益交付
中共掌中。如今，中共病毒侵袭，重创厄国民众健康和国家经济。厄
瓜多尔政府应当反思：多年来，它与中共交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
什么？
责任编辑：高义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5/n12004322.htm

【瘟疫与中共】中共如何控制好莱坞

图为矗立在俯瞰洛杉矶山坡的好莱坞（Hol ly wood）大招牌。（摄于
2011年9月21日）(ROBYN BECK/AFP/Getty Im ages)
【大纪元2020年04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王谨综合报导）2020年4
月4日，出演电影《黑暗骑士：黎明崛起》和《异形2》的 好莱坞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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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杰‧班迪特（Jay Bene dict），感染 中共病毒 （ 武汉肺炎 、 冠状病
毒 ）身亡。
3月31日，《星际大战》演员安德鲁‧杰克（An drew Jack）和朱莉·本
内特（Julie Ben nett），染疫去世。
3月16日，“007庞德女郎”、 好莱坞 明星欧嘉·柯瑞兰寇（Olga
Kurylenko），不幸染疫。
3月12日，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夫妇确诊感染 中共
病毒 。汤姆‧汉克斯虽现已出院，但他在推特上说，他和妻子仍居家
隔离，以免把病毒再传播给别人。
至4月6日，美国确诊的中共病毒人数逾33万例，死亡破万人，其中，
均不乏好莱坞明星。
好莱坞为何会被中共肺炎疫情击中？
大纪元在特稿指出，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其扩散趋势循着与中共关
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蔓延。本文探寻中共是如何控
制好莱坞电影业的。
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共资本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实——如果你去电影院，你很可能会看到一部
部分预算来自中共的好莱坞电影。
2019年11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了2019年度十佳电影。
这些电影，至少一半含自中共资本的投入，包括：腾讯影业、融创集
团、上海路画影视、香港寰亚电影公司、博纳影业。
好莱坞电影《终结者：黑暗命运》，投资近1.85亿美元，其中，派拉
蒙、天空舞影业、福克斯各占投资30%，来自中国的腾讯影业占
10%。
电影《决战中途岛》，来自中国的博纳影业投资八千万美元，约占总
成本的70%，是这部影片的第一大金主。
2014年，中国的复星影业投资好莱坞电影制作公司S tu dio 8，先后对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双子杀手》两部好莱坞电影进行投资。
2014年，奥飞影业以六千万美元参与投资好莱坞电影《荒野猎人》。
奥飞影业的母公司是中国大陆 大的动漫集团“奥飞娱乐”。
2014年的好莱坞电影《变形金刚4》，主控投资方是美国派拉蒙影
业，来自中国的1905电影网投资5千万美元。
2014年，中国的阿里影业成立后，也连续投资了《碟中谍：神秘国
度》、《星际迷航 3：超越星辰》等一系列好莱坞大IP影片。
除了参与投资，中国公司还以各种方式，和好莱坞电影娱乐公司深度
合作，甚至“联姻”或对其收购。
中国公司和好莱坞的“联姻”
2012年，中国大连万达以2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
A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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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9日，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狮门娱乐”（Li ons Gate En ter -
tain ment）宣布，和“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共同投资
制作电影并确保在中国市场上映。
2015年4月1日，中国的华谊兄弟与好莱坞STX影业达成协议，即双方
共同制作、融资并发行多部STX电影。
2015年9月20日，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MC）和美国好莱坞 大
的电影公司华纳兄弟（Warner Broth ers）联合宣布，双方将联合出资
打造“旗舰影业”（Flag ship En ter tain ment Group），其中CM C控股
51%，华纳兄弟持股49%。CM C曾出品《功夫熊猫》等电影。
2016年，继AM C之后，万达收购美国另一家电影院线卡麦克
（Carmike Cin e mas）。
2016年年初，万达宣布斥资31亿欧元收购了美国的传奇影业公司
（Leg endary En ter tain ment）。
2017年1月，美国之音报导，派拉蒙影业跟中国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和
华桦传媒达成三年期的高达1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不过，同年11月，
派拉蒙影业宣布，协议取消。据称，中方承诺的资金并未到位。
2016年9月底，大连万达和索尼影视宣布建立战略联盟。
大连万达的董事长王健林，中共党员、中共十八大代表、全国政协常
委，被外界称为“红色商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导，王健林热衷于收购美国的文化产业、尤其是
试图占领作为美国文化象征的好莱坞，显然并非出于商业考虑，而是
为中共向西方国家输出中共价值观的“大外宣”服务。他的收购，并非
完全的商业行为，而是政治行为。
中国电影市场和中共资金 改变好莱坞
据美国电影协会（Mo tion Pic ture As so ci a tion of Amer ica）数据，中
国的电影市场票房收入在2018年达9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
普华永道201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预计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全球
大电影市场，票房营收将从2018年的99亿美元，至2023年大增至155
亿美元。
“好莱坞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市场在电影中获利。这意味着我们在拍摄电
影时会想着中共。”美国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 itage Foun -
da tion）联盟关系部副主任蒂莫西·杜切尔（Tim o thy Doescher）表
示。
据《金融时报》报导，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 ter）研究员、《中国制造的好莱坞》（Hol ly wood Made in
China）一书作者孔安怡（Aynne Kokas）表示：“你很难在好莱坞找
到一家制片商愿意制作负面描写中国的电影。”
德国之声报导，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俞剑红表示，中共承诺在众多领
域领域开放市场，不过，人们得考虑到文化、娱乐业的特殊性，“它具



有教育和意识形态性质，因此，会受到不同对待”。
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R CI报导，中国已经逐渐成长为全球 大的电影
市场，同时，大量中国资本进入好莱坞，这意味着，它也会某种程度
上改变你看到的电影内容。
华府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冈萨雷斯说，“中国共产党是共产
党，共产党非常清楚，文化站在政策和政治的上游；如果你抓住了文
化，那么，你就已经朝着影响民众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共如何控制好莱坞剧本
2018年11月19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发表标题文章《中共如
何控制好莱坞剧本》。
2012年的影片《赤色黎明》（Red Dawn）描绘的是敌人中共进攻美
国小镇的故事，遭到中共官媒的抗议。于是，好莱坞的米高梅公司只
能花100万美元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了修改，将全部反面人物变成朝鲜
人（而不是中国人）。
报导表示，中共巨大的影响力决定了美国人拍的电影和看的电影应该
如何描绘——这正是中共政府控制其全球叙述（话语权）的一部分，
即塑造中共是个更友好的、不具威胁的世界形象。
好莱坞电影屈服于中共审查者出于政治或其它原因而进行修改的情
况，屡见不鲜。比如：《007：大破天幕杀机》和《僵尸世界大
战》。
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演讲中点名两部
好莱坞影片，为进入中国市场而不得不删除某些内容。彭斯举例说，
好莱坞影片《僵尸世界大战》必须删掉剧本里提到的一种病毒，因为
这种病毒源自中国。而影片《赤色黎明》后期利用数字技把反派都变
成朝鲜人。
“北京经常性地要求好莱坞严格地正面描绘中共。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制
片厂和制片人受到惩罚。北京的审查人员对哪怕对中国只有小小批评
的电影都迅速加以剪辑或取缔。”彭斯说。
英国《独立报》报导，好莱坞电影导演，常常会在电影中加入奉承中
共的内容。
惊悚片《环形使者》的编剧兼导演里安·约翰逊，就将剧本中的大量情
节从巴黎移到了上海，为的就是从中方获得资金。
被中共禁播的好莱坞电影
1997年首映的好莱坞电影《红色角落》讲述一名美国商人（理查德·
基尔扮演）到中国进行卫星买卖，却不幸卷入一起谋杀案，基尔变成
凶嫌。故事揭露中共司法黑暗，违反人权。
电影在美国首映时，江泽民刚好访美。 后，基尔上了中共黑名单，
无法入境中国。



另一部被禁的好莱坞大片是《洗钞事务所》，由著名导演史蒂芬·索德
柏（Steven Soder bergh）执导，好莱坞常青树梅丽·史翠普等出演。
影片有10几分钟的篇幅，展现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夫人谷开来谋杀
外国商人海伍德一案，涉及中共禁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电影中出现这样的画面：在一个中式建筑的大庭院里，一群身穿黄色
衣服的法轮功学员正在炼功，薄熙来带领警察出现，开始抓捕法轮功
学员。随后，在一间厂房内，医护人员捧起一个鲜活的心脏放进医用
箱里。
好莱坞或沦为中共的工具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布拉德·舍尔曼（Brad Sher man）担心好莱坞拍
电影要看中共的脸色。舍尔曼指出：“可以说好莱坞再也不会拍有关西
藏的电影了。现在是不管电影讲的是火星还是其它什么地方，都要有
亲中共政府的人物才能得到好莱坞的青睐。”
2019年5月26日，美国《国会山报》刊登署名评论文章表示，好莱坞
明星对中共敏感问题鲜有发声，但也有例外，其中包括达赖喇嘛的朋
友、美国著名影星理查德·基尔（Richard Gere）。
美国之音报导，基尔说：“好莱坞现在更加讨好专制强权，制片厂都很
小心，怕冒犯管理世界第二大票房市场的政府。”
对中共审查说不
被《时代周刊》评为十佳电影的《好莱坞往事》，原定于2019年10月
25日在中国上映，但突遭中方撤档，并遭无限期搁置。据悉，因片中
有关李小龙的角色引发争议。
该片的美国著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tino），拒绝对此
作出修改。
随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发文表示，他为昆汀“拒绝再次删减他
的电影以满足中国（中共）的审查而鼓掌，包括言论自由等不可剥夺
的权利不应被出售”。
美国驻华使领馆，转推了这条推文的中文翻译。
拒绝中共 脱离中共 是避疫的关键
当下，向中共公开能说不的好莱坞导演或明星，并不多。众多好莱坞
电影公司不幸向中共屈服。
大纪元评论员洪微表示：“这场瘟疫已经表明，与狼共舞的代价有多么
高昂。无论使用什么措施，人类对这场瘟疫都显得无能为力。”
大纪元特稿指出，“认清灾厄的根源，明晓中共的真相；脱离中共、拒
绝中共，就能远离灾厄、不受瘟疫侵害。”
责任编辑：高静#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6/n12008365.htm



【翻墙必看】中共病毒攻入沙特王室的缘由

【大纪元2020年04月13日讯】大纪元每天为读者梳理翻墙必看的文
章：
1. 【疫情透视】中共病毒为何重创沙特王室
中共病毒 （武汉肺炎）攻入沙特阿拉伯王室，150名王室成员染病。
媒体报导，萨勒曼国王的侄子费萨尔·本·本达尔亲王（Prince Faisal
bin Ban dar bin Ab du laziz Al Saud），正在接受重症监护。
2. 大陆企业停工通知刷爆网络 刚复工又放假
中共隐瞒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随即令大陆企业失去订单。近日，很
多企业的“停工通知”在网络曝光，均从3月末至4月初开始再次停工，
复工之日遥遥无期。
3. 方方日记将在欧美出版 方方再发声怼胡锡进
大陆作家方方在武汉封城期间撰写的日记8月将在美国出版，消息传
出后，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刊文攻击方方，许多五毛粉红也跟进攻
击方方。方方作出回应。并呛声胡锡进“你以为你是谁？”
4. 扛过多次危机扛不过疫情 义乌商城空荡荡
曾经历几次经济危机皆“硬扛”过来的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商家们，如今
面对 中共病毒 （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再也扛不住了。这座曾被称
为“全球 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目前已出现严重危机。
5. 【全球疫情直击】武汉小区仍管控 死者家属吿当局
欢迎走进“新闻第一现场”，“中共肺炎病毒，全球疫情情况。”我是陈晓
天。中共病毒持续肆虐全球。截至周六，中国大陆以外，确诊人数超
过162万，死亡超过10万人。美国疫情趋向平缓，不过防疫措施扔不
可放松。
6. 金正恩胞妹再度攀升 回任政治局候补委员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与正，去年不再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后，
日前再次出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分析认为，这显示她的政治地位攀
升。
7. 【一线采访】疫情下武汉老俩口的挣扎
67岁的陈大姐跟丈夫在武汉做汽车配件生意，儿女都已成家，是一个
令人艳羡的中产之家。但是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的降临，让他们顿
时落入人间炼狱。
8. 【珍言真语】李兆富：台港受屈 全球受够了中共
全球爆发疫情以来，中共造假数据、蒙骗疫情、控制舆论、煽动宣传
等等恶迹曝光国际。前苹果社群资讯网行政总裁、财经专栏作家李兆
富（笔名利世民）接受《珍言真语》专访时表示，经历这次疫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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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清中共是地球的隐患，目前中共正面临极端劣势的外交处境，经
济上也正遭受国际围剿，全球正形成新的对华政策，“就是E nough is
enough，够了，忍受够你（中共）了。”
9. 华春莹称欢迎来中国 美官员：想跟任志强谈谈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延烧，为反击西方质疑疫情不透明的说
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近日邀请美国政府官员，“欢迎随时到中
国来享受自由”。对此，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卡尔
（Bren dan Carr）说，这个邀请太棒了，他想见揭露疫情的中国民众
陈秋实和方斌，“可以让我们说说话吗？”
10. 大陆首季汽车销量创史上 大降幅 跌逾4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AAM） 新数据显示，大陆第一季度汽车销量
同比去年大跌42.4%，创下史上 大季度降幅。受疫情影响，业界不
看好第二季度前景。
11. 传千名黑人感染 官称4确诊 民间疑当局掩盖
近日网络流传广州三元里千名黑人感染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有企
业在内部披露后，发现信息外泄遭陆媒追问后澄清，但民间认为无风
不起浪。广州市三元里瑶台村也因疫情被封锁了。
12. 福建省常务副省长张志南落马
4月12日，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志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被调查。张志南是落马省长苏树林的第一副手，曾兼任省政法委副
书记，参与迫害法轮功。
13. 冒充美日口罩 大陆山寨货大量流入香港
中国制造的劣质口罩受到国际社会抵制，近日香港市面出现了大量冒
充美国、日本产品的中国制造口罩，质量低劣，有的甚至没经过质量
检测。
14. 3月份 疫情下747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
据明慧网信息统计，3月份中共肺炎大疫期间，中共绑架骚扰法轮功
学员747人，其中绑架384人、骚扰363人、抄家313人、非法判刑15
人、非法批捕5人，非法构陷到检察院、法院48人。
15. 港媒：习近平管得了谭德塞 管不住任志强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全球泛滥后，中共当局内忧外患，备受质疑。
就连红二代任志强都公开指责中共隐瞒疫情，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一
直替中共说话。港媒说，习近平当局管得着谭德塞，却管不住任志
强。
责任编辑：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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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不禁足 抗疫成绩显著 关键点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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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六日】台湾在此番武汉肺炎
（COVID-19/CCP VIRUS）中的抗疫表现各国有目共睹。虽然
也有感染和死亡，也有提醒公众戴口罩和自觉保持社交距离，但
台湾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低到令世界瞩目，而且没有把禁足作
为主要措施，所以未遭受禁足所带来的经济民生严重停滞和重
创。
台湾和澳大利亚的人口均约为2400万人，均为岛国（易于和外
界隔绝）。武汉疫情爆发之前，两国都和中国大陆有着密切的贸
易、旅游及运输往来。但是从武汉疫情爆发至今，澳洲的确诊人
数飙升至将近5千例，而台湾则不到400例。这个对比不是为了
批评澳洲，而是为了与各国一起，从台湾的成绩中了解正面经
验。

一、疫情中，台湾普通民众的生活方面没有感到很受疫情影
响。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些具体情况：
1）慈善对待境外台湾人
至4月15日，目前全台累計确诊395例。今天新增的2例确诊，都
是境外移入，其中1人为3月30日从纽约返台的华航 CI011乘客。
此班机有多人确诊，累计确诊达12人，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
中心11日起至15日对全机人员进行检测。台湾政府并慈善对待
在海外的台湾人，开放邀请他们回国受保护和照顾。
2）学校保持正常开课，但积极保护学生健康安全
目前在台湾，从国小到大学继续到校上课，但要求到校师生均戴
口罩，学校定期消毒。如果全班出现一个确诊，全班停课14
天，改为网上授课。如果全校出现第二个确诊，全校停课，改用
视讯教学，停课不停学，积极保护学生健康安全。
针对轻度和重度症状，台湾和美国共同研发的筛选试剂，可以在
15分钟得到检测结果。
3）公共事业的演出
演出单位如果因疫情自行申请取消演出，可向政府申请补助，每
个艺术家都可得到补助。如果演出单位选择继续演出，则要遵守
政府的防疫规定，也就是，社交距离保持室内1.5公尺、室外1公
尺。
4）民众户外郊游、健身、假日照旧
比如清明节、花市、工作休假，没有禁足限制，但要求大家自觉
保护自己、自觉保护别人，戴口罩，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四月
初的清明节，很多台湾人出游景点，但众多游客自觉保持距离，



戴口罩，还有防疫人员不断提醒，避免人群过密。节日过后没有
出现医生们所担心的感染增加。
5）经济活动攀升
台湾的工厂没有停工，反而订单更多。特别是医疗器材企业，比
如口罩、防护衣制造企业，还自发联合起来成立了“国家生产
队”，三班制加班生产，以满足国家和民众的防疫需求。在人力
不足的情况下，台湾政府调配了国军现役军人参与和协助地方企
业的生产。台湾口罩国家队的产能40天内从每日100万片增加到
每日1500万片。目前台湾口罩和防护衣，不仅能满足国内民众
的需求，还能出口欧美。
6）疫情信息公开、透明、及时，和为贵
台湾防疫中心全部由台湾的医生和医学专家组成，政府信任和放
权。防疫中心这个专业团队配合政府带领民众防疫，每天召开记
者会，全透明、详细、即时的通报真实疫情信息（但非常注意保
护公民隐私），提供防疫有关的专业咨询，所有记者都可以提
问，有问必答，面向全社会直播问答。受到防疫中心良好保护和
照顾的台湾民众感到很开心，笑说应该让慈善为民的台湾防疫中
心指挥官出任世卫主席。
陈时中4月15日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例行记者会中回答加拿
大广播公司（CBC）的询问时则提到，虽然防疫物资缺乏一度
曾让民众恐慌，但政府提出适当的措施、人民也愿意配合，能用
公平的方式得到防疫物资。陈时中称赞台湾人的（品德）素质是
让疫情得以控制的原因。
7）休闲业
因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而受到打击的旅游、餐饮和休闲业，可以
受到政府补贴。
8）第二波疫情
武汉肺炎蔓延世界，第二波疫情爆发后台湾的确诊病例也快速增
加。然而在全台湾防疫国家队的努力之下，3月9日出现0确诊，
时隔一个多月之后的14日，台湾再度出现台湾再度出現0确诊。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说：“值得大家高兴一
下，但还是要持续做好防疫”，台湾能夠守住不让第二波疫情延
烧，绝非侥幸，而是台湾人十多年来努力的结果。

二、那么，“十多年来”，台湾人做了什么呢？
17年前的台湾，是国民党亲共高热期。共产党与台湾国民党大
搞“两岸关系”“统一战线”，台湾国民党顶级高官们纷纷到大陆发
展私家企业；他们的第二代在大陆受到中共高层的很高礼遇、甚



至在大陆生根做企业。一些国民党高官本人及其子女已常驻大
陆，很少再回台湾。
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称，如果他当选，
中国大陆可以无条件到台湾享用台湾的医疗福利，大陆人对台湾
可以自由来往，等等，这让台湾人民感到杜绝“假恶暴”的中共入
台成为每个人的当务之急。
民调显示，台湾选举受香港反送中事件影响 大。去年香港
的“反送中”活动，香港年轻人勇敢的挺身反共；台湾2020总统大
选，年轻人纷纷专程从学校赶回家，只为给反共的民进党投出自
己神圣的一票，而台湾大选的反共派大胜，反过来又感动了香港
人坚持反共。专家说，台湾总统大选的投票结果就是台湾人向中
共说不，就是台湾鲜明反共态度的体现。
这次，台湾在“反共不反中”的民进党执政下，面对疫情没有惊慌
失措，政府快速部署，民众配合防疫，实实在在，共同创造了显
著的防疫成绩：
（1）果断让中共禁足
首先，台湾在疫情一爆发便采取的措施中，突出的一项是果断禁
止中国大陆多地区人士入境。民进党“反共、不反中”，因此台湾
现任政府没有对中共送金、绥靖和暧昧，台湾民众的反共理念也
相当清晰。台湾鲜明的反共立场，巩固了台湾的正气，是台湾抗
疫成功的基石。
（2）不依赖“中国工厂”
台湾没有依赖“中国工厂”，所以出现紧急事件时，不采用共产主
义式的巨额“国家资金”（纳税人的钱）！面对发展中的疫情，台
湾迅速加大国内的口罩生产量，并禁止口罩出口。一场疫情，让
长年被中国以一半低价抢单的台湾企业，接到逾20国医疗用品
和器材订单，不但对全球防疫做出贡献，而且自己也改变了命
运、复苏了经济。
（3）精准采检
台湾果断展开精准采检，积极而有针对性地防疫和防治。与中共
为保持低确诊数字而几乎“不检测”的政策，对比鲜明。
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指出，要避免医疗体系崩解，确诊病人要
少，就必须靠检测来切断社区传播链。台湾现在一天检验量约
1600到1700件，一周将近1万件。检验是很精准的在做，使得在
台湾“社区传播可能性几乎是没有”。
（4）良心正品
正因为台湾自己能站稳脚步，所以后来才能捐出1000万个口罩
给欧盟、美国及台湾友邦。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制造并向世界捐送的1000万个口罩完全是
良心正品，经过医疗认证。台湾多位口罩国家队成员指出，现在
是抢救人命紧急时刻，赶制的医疗物资 基本要能用。
相比之下，市面上涌现大批声称来自美国、日本和印尼等五花八
门的口罩，产地标示含糊，药房职员透露：全属中国制造。有代
理商承认，包装盒故意印上日文，是为了“令人有个错觉”，误以
为是日本货，其实是经行家或分销商由中国大陆取货，相关口罩
没有出口证，出口前也没有经过品质检定。中国近期卖给各国的
口罩，竟还被发现残留苍蝇尸体。
泰国警方8日表示，查获两名中国人走私假试剂到泰国，数量多
达4.5万个。除了假的病毒试剂之外，还包括35万个外科口罩，
1200支探热枪，市值3375万泰铢（超过1百万美金）。泰国当局
说会继续调查事件，尝试找出其他进口假试剂的人，并调查这些
假试剂的源头。
除品质低劣之外，中国大陆各种哄抬医疗物资价格的行径，也更
让各国政府望而却步。
台湾正品和中国大陆的假货、缺德货形成对比，也无意中起到了
推动国际社会认清中共的作用。

三、那么，为何同为民主国家的西方社会未能在1、2月时借鉴
台湾的经验迅速抗疫呢？
中共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隐瞒和谎言是导致全球大爆发的 主要原
因之一，特别是疫情初期对疫情严重性和传染性的隐瞒。而中共
与世卫以中共利益为核心的双簧戏，更是给全世界瘟疫爆发制造
了时间和环境。
但是，为什么魔鬼的谎言得到了市场呢？
（1）傲慢和误导
美国媒体C N N4月5日的撰文认为，西方社会未能在1、2月时就
足够警觉，并虚心借鉴台湾经验，原因之一很可能与台湾并非世
界卫生组织（WHO）成员国有关。
美国是很有实力和个人自由的国家，但因此优势，很多人也养成
了傲慢的态度和很强的观念，不知不觉中偏离了谦卑，而谦卑是
神对人的重要教导。
记者注意到，其一，各国似乎都对世卫受中共掌控的程度，或认
识不足，或不以为然。其二，中共对西方媒体的长期渗透，使得
众西方媒体一边倒地重复和放大中共宣传。其三，各国商界为了
追求金钱利益而把中共作为“重要伙伴”合作与往来。这三个因素
很可能同时扮演了障碍的角色。
（2）变相照搬中共的“封城”



在西方，面对巨大经济利益，一些国家政要和商业人士早已忘
了“中共是魔鬼”这一历史教训。古人说“近墨者黑”。面对瘟疫的
突袭措手不及，置身于中共和亲共西方媒体的宣传漩涡，很多国
家，包括美国和意大利，都表现出缺乏对中共的抵抗力，变相接
受了“中共经验”（中共五毛党称“抄作业”），虽然辛苦，虽然国
力雄厚，对中共病毒的防疫却显得力不从心、事倍功半。
比如禁足。禁足被视为 重要防疫措施之一，其实只是中共封城
的翻版。中共封城完全不讲人权，而美国的禁足则充分考虑人权
和个人的自由。
各国如能更清醒地看到台湾那种旗帜鲜明地“反共不反中”（因为
中共不是中国），果敢地切断中共病毒对自己国家的渗透和输
入，迅速摆脱红色魔掌，那么再来看本国的防疫效果，很可能会
出现“不可思议”的逆转。

近C N N发表的一篇文章，引用了《美国医学会杂志》
（JAMA）中的一段话：“有鉴于 COVID-19病毒在全球继续蔓
延，了解台湾迅速采取的行动及其防止大规模疫情的成效，对其
他国家来说或许十分有建设性。”
让我们除了行动的表面，也不忘审视自心、人心。这样才能让我
们看的更深一些，看到根本，因而得到上帝的垂怜和保佑。真心
信神，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才能得到神的保护。天佑美国。

本文章或节目明慧网版权所有，非盈利转载请注明

来源明慧网，并包含明慧网原文标题及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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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中共】荷兰为何成为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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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荷兰北布拉邦省（North Bra bant）蒂尔堡
（Tilburg）夜景。这里是“蓉欧快铁”蒂尔堡线路始发
地。（ Fred die de Roeck/维基百科 ）
【大纪元2020年04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言综合报导）在本次全
球瘟疫大流行中， 中共病毒 给 荷兰 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荷兰土
地面积排在全球第133位，人口数量排在第69位，就是这样一个弹丸
小国，在此次 疫情 中却成为重灾区之一。
截至4月25日， 荷兰 报告确诊病例为37,190人，4,409人死亡。其
中，北布拉邦省（North Bra bant）以及该省蒂尔堡由于 先传出 疫情
，且疫情严重而分别成为该国的“湖北省”和“武汉市”。
越来越多的例子在告诉和提醒人们，与中共的关系越近，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疫情就越严重。荷兰蒂尔堡使该国在中共“ 一带一路 ”项目
中“迈出一大步”，疫情中成为荷兰版“武汉”，其所在的北布拉邦省则成
为荷兰版“湖北”。
实际上，看看该地区与中共之间的诸多合作与联系，就不难理解为何
中共病毒 能趁机侵入。
“蓉欧快铁”成为“ 一带一路 ”标志性产物
北布拉邦省是中共“一带一路”项目在荷兰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
成都-蒂尔堡铁路班列——“蓉欧快铁”蒂尔堡线路正式开通。这是当时
从中国至荷兰 快且唯一直达的货运铁路。与耗时45天的海运相比，
这条专线仅需15天左右，且费用低——仅为空运的四分之一。
位于北布拉邦省的蒂尔堡（Tilburg）依傍威廉米娜运河，人口21.7
万，是荷兰第六大城市和南部地区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其重点产业
包括毛纺织工业、机械、电器和皮革等。
荷兰是欧洲重要门户，而蒂尔堡素有荷兰“物流门户”之称，从这里可
以连通鹿特丹、北布拉邦省的莫迪克港（Mo erdijk），甚至英国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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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此外，很多国际大公司都在这里设有分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荷
兰GVT公司被中共选中经营“蓉欧快铁”蒂尔堡线路的原因。
“蓉欧快铁”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标志性产物，为其渗透亚欧搭建起物
流新通道。其途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
国、荷兰，全程10,947公里。借助“蓉欧快铁”，不仅大量中国的电器
商品、服装鞋帽到了荷兰，铁路的另一端——中国成都还与蒂尔堡“结
好”。沿着这条路线，中共也将其“一带一路”的种子一路播撒下去。
事实上，北布拉邦省和中方的经贸关系由来已久。荷兰北布拉邦省副
省长贝尔特·保利2017年9月22日向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表示，早在
30多年前，总部位于该省的荷兰知名企业飞利浦公司便到中国南京设
厂制造电视机元件。如今，该省已有130多家企业在中国东部沿海地
区设立分部。有这个基础存在，蒂尔堡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组成部分
似乎越发显得“水到渠成”。
“蓉欧快铁”蒂尔堡线路的开通，不仅标志着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地
的红酒、奶粉、汽车整车等货品进军中国市场，也标志着荷兰在中共
的“一带一路”进程中又迈出一大步。蒂尔堡除了 终与铁路的另一头
——成都结好，还为鹿特丹港日后成为“一带一路”在荷兰重头戏打下
基础。
鹿特丹港加入“一带一路”
荷兰素有“欧洲门户”之称，物流业向来十分发达，凭借其优越的地理
位置，成就了其高度发达的水、陆、空运输网络，并成为欧洲 重要
的商品分拣中心之一，也因此而成为中共“一带一路”海陆交汇之地。
有欧洲 大港口鹿特丹港和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两大货运枢纽做依
托，从荷兰始发的货物在两天内即可覆盖欧盟各主要市场。
中共在荷兰推动“一带一路”，首要目标是让鹿特丹港和物流行业参与
合作，打开“海、陆丝绸之路” 终的大节点。
鹿特丹港通往全球1,000多个港口，该码头连接铁路多式联运，为货物
往来欧洲内陆腹地提供了理想选择。港内的Eu ro max集装箱码头为当
今 为先进的无人操作装卸码头，年装卸量约700万标准箱，其中
25%的集装箱吞吐量来自中国。
荷兰人以为加入“新丝绸之路”能让自己的设施联通网延伸铺展，能获
得更大利益。尤其让鹿特丹港动心的是，除来自亚洲的传统海运业务
外，海陆联运可以让其通过蒂尔堡和德国的杜伊斯堡搭接上“蓉欧快
铁”。亚欧物流将有更多选项，有了更多联通，也就会有更大利益。
“一带一路”进军欧洲各国港口的是中共用国库支持的国企“中远海运”。
2016年5月，中远海运集团下属的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与李嘉诚执掌
的和记港口集团下属企业ECT Par tic i pa tions B.V.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前者以1.25亿欧元买下后者拥有的Eu ro max集装箱码头35%的股



权。收购完成后，加上此前已有的股份，中远太平洋拥有Eu ro max集
装箱码头47.5%的股份，成为其 大股东。
中远海运在西班牙等多个欧盟国家、多个码头持有控股和所有权。随
着其投资控股的攀升，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甚至直接影响到物流
流向。他们可以让物流经过某港口，也可以让物流不经过某港口。有
了“一带一路”带来的 大股东后，鹿特丹港确实有了更大的联通和拓
展，但东道主在自己国家港口的选择权并没有增多。
继蒂尔堡后 多条快铁通往中国
除了推动欧洲 大港口鹿特丹港加入“一带一路”，蒂尔堡还带动多家
荷兰公司纷纷搭起通过中国的铁桥。
继2016年开通的“蓉欧快铁”蒂尔堡线路后，荷兰物流公司 Nun ner于
2018年3月7日也开通新的货运路线，列车从阿姆斯特丹出发，行使
11,000公里， 终抵达浙江义乌。
这是荷兰港口和中国之间第一条直通列车线路。Nun ner总裁欧文·库
特詹斯（Er win Coot jans）说，选择阿姆斯特丹作为直通列车起点，
是因为这个港口和欧洲内陆航道有很好的连接，可抵达荷兰坎彭
（Kam pen）、格罗宁根（Gronin gen）、梅珀尔（Mep pel）、吕伐
登（Leeuwar den）和哈林根（Har lin gen）等地，同时，也可以方便
抵达鹿特丹港和安特卫普港，通过北海还可抵达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
等港口。
2018年5月份，国际货运物流集团C.H. Robin son宣布，开设新的铁路
货运服务，一端通往中国的郑州、苏州、武汉、厦门、义乌、深圳、
广州和重庆等8个城市，另一端则可达欧洲的马瓦谢维切
（Melaszewicze）、汉堡、杜伊斯堡（Duis burg）、米兰、蒂尔堡、
里昂、巴黎和巴金（Bark ing）等8个城市，遍及德国、法国、荷兰和
英国。
与中方贸易越多 逆差越大
荷兰是贸易大国，长久以来都保持贸易顺差。然而他们发现，“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海陆虽然带来更多商机，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
相反地，得到的是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
来自欧盟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16年荷兰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824.9亿美元，下降1.9%。其中，荷兰对中国出口115.1亿美元，增长
11.9%；荷兰自中国进口709.8亿美元，下降3.8%；荷兰与中国的贸易
逆差为594.7亿美元。
2017年荷兰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1,074亿美元，增长30.9%。
其中，荷兰对中国出口135.4亿美元，增长19.1%；荷兰自中国进口
938.6亿美元，增长32.8%。荷兰与中国贸易逆差高达803.2亿美元。
2018年荷兰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1,126.4亿美元，增长4.7%。
其中，荷兰对中国出口125.6亿美元，下降6.4%；荷兰自中国进口



1,000.8亿美元，增长6.2%，荷兰从此前一年中国在欧盟第三大贸易
伙伴升级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而荷兰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却进一步加
剧，高达875.2亿美元。
“一带一路”成为“疫带疫路”
与中方的合作，给荷兰造成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在此次疫情中，中
共病毒更是给荷兰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该国土地面积排在全球第
133位，人口数量排在第69位，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在此次疫情
中却成为重灾区之一。
截至4月25日，荷兰报告确诊病例为37,190人，4,409人死亡。其中，
北布拉邦省（North Bra bant）确诊7,253例，为该国确诊人数 多的
省份，该省只有20万人口的蒂尔堡以625例居该省之首。如果说北布
拉邦省成为荷兰的“湖北省”，那蒂尔堡毫无疑问成为该国的小“武汉”。
而在“一带一路”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分别成为该国
感染中共病毒人数 多的两个城市。
这似乎再次印证了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的一点，那就是“一带一
路”事实上成为“疫带疫路”。除了荷兰、伊朗、意大利、西班牙等中
共“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纷纷在此次瘟疫中成为欧洲乃至全球
名列前茅的重灾区，就连中立国瑞士，也一度稳居疫情 严重的前10
个国家之列，而它也与中共签下了“一带一路”意向书。
责任编辑：李缘#◇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18/n12042163.htm

【瘟疫与中共】名人染疫 中共因素引深思

田云
疫情冲击下，华尔街空荡荡。图为2020年3月19日，纽约证券交易所
附近的铜牛雕像。 (Photo by JO 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 -
ages)
【大纪元2020年04月19日讯】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许多知名人士
确诊感染，甚至因病离世，其中包括政治、金融、商业、教育、传
媒、文艺、体育和娱乐等领域的名流和明星。本文关注染疫名人与中
共之间不同形式的关联，希望引起读者的思考与警觉。

一、政界
3月27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 son）被确诊感染了中
共病毒，他是西方大国中首个染疫的领导人。约翰逊居家隔离后病情
加重、入院治疗，一度进入重症室，4月12日出院。



约翰逊 为亲共的举动就是今年1月28日宣布对华为公司放行，允许
其参与英国的5G建设。这一决定为中共投送了对方渴望的背书，招来
美、澳等盟友及本国保守派议员的强烈反对。此外，约翰逊在担任伦
敦市长时曾推动“沪伦通”金融项目，也曾对“一带一路”表示热情。他的
父亲和两个弟弟也都有亲共背景。

摩纳哥国王阿尔贝二世于3月19日确诊，是首位染疫的国家元首。他
在位期间曾10次访华，与中共十分亲近。2018年，摩纳哥与华为签署
协议，成为首个5G覆盖全国的国家。此外，摩纳哥也表示有意参
与“一带一路”项目，被北京当局称为中欧合作的“先行者”。

伊朗是中共的“亲密”伙伴，积极拥抱“一带一路”，一名经济部官员为了
吸引外资，曾表示“我们会为中国企业铺上红地毯”。本次疫情中，伊
朗受灾惨重，至少二十多名高层政要染疫，包括第一副总统埃沙克·贾
汉吉里（Es haq Ja hangiri），其中7人已经去世。

二、金融界和商界
4月9日，著名金融公司摩根斯坦利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戈尔曼（James
Gor man）对外宣布，他已经从新冠病毒（中共病毒）中恢复。他是
已知染疫的 资深华尔街高管。

3月29日，华尔街知名投资银行杰富瑞（Jef feries）的首席财务官佩
格‧布罗德本特（Peg Broad bent）因中共病毒引起并发症去世，他生
前还曾在摩根斯坦利工作了16年。

3月21日，摩根大通前资深高管比尔‧派克（Bill Pike）也因为感染中共
病毒离世。

华尔街财团一向与中共交好，几名资深高管先后被中共病毒攻陷，这
并非巧合。

2018年6月1日，中美贸易战开打之际，明晟指数（MSCI）按照2.5%
的纳入比例将A股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2018年9月3日，
MSCI将中国A股的纳入比例提高到5%。2019年2月28日，MSCI又宣
称将把中国大型股在其指数中的纳入因子提高至20%。路透社报导
说，此举可能吸引超过800亿美元的新外资流入中国。

美国咨询公司R WR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杰·罗宾逊（Roger Robin -
son）曾对《世事关心》节目主持人表示，据他估算，二十多年来，



华尔街向中共“输血”的总额约为三万亿美元。（注：罗宾逊曾在里根
总统时期担任国安委国际经济事务高级总监）

2016年，摩根大通银行被联邦政府罚款2亿6400万美元，依据是《反
海外腐败法》。案件的起因是，摩根大通于2003年开启了一个名
为“子女”（Sons and Daugh ters）的项目，专门聘请中共高官子女，
为银行带来了一亿美元收益的生意机会。

3月30日，76岁的谷歌公司副总裁文顿·瑟夫（Vint Cerf）证实自己罹
患中共肺炎，引人探究谷歌与中共的关系。据媒体报导，近年来，谷
歌高层一直在积极寻求重新进入中国的方式，试图不断扩大在中国的
业务。2018年，媒体曝光，谷歌正在为中共开发一个过滤的新闻应用
程序，以期重返中国市场。这个名为“蜻蜓”（Drag on fly）的项目引起
了谷歌员工的愤慨和美国政府及民众的批评。

3月16日，美国媒体报导，“环球音乐”集团（Uni ver sal Mu sic Group）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卢西恩·格兰奇（Lu cian Grainge）被确诊染疫。

“环球音乐”是全球 大的唱片公司。2017年5月，环球音乐与中国腾讯
音乐娱乐集团签订了战略性合作协议，腾讯音乐娱乐（包括旗下的音
乐公司）获得环球音乐海量曲库内容和全球知名歌手资源的运营、推
广、开发等权益。2019年3月31日，中国腾讯控股完成了收购环球音
乐集团10%股权的交易，交易额即约为30亿欧元。

三、教育界
3月24日，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Lawrence Ba cow）对外
界表示，他和妻子阿黛尔（Adele Ba cow）的病毒检测均呈阳性反
应。

68岁的巴科是环境政策和法律方面的学者，自2018年起担任哈佛大学
第29任校长，任教于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去年3月20日，巴科就
任校长后首次出访，选择前往北京，并与中共党魁会面。

哈佛大学是中共对美渗透的重点学术机构。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哈佛
的肯尼迪学院为中共培训了上千名中共官员、军队将领，有中共“第二
党校”之戏称。

自2012年以来，中共以礼品及合同的形式向87所美国大学提供了约6
亿8,027万美元，其中哈佛大学以获得捐款79,272,834美元排在首位。



2020年1月28日，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纳米领域知名科学家查尔斯·
利伯（Charles M. Lieber）教授被F BI逮捕，震惊学术界。根据美国司
法部文件，利伯被指控向调查员隐瞒其参与中共的“千人计划”以及其
与武汉理工大学的联系。据检方称，李柏从中方获得每月5万美元的
酬金、年约15万美元的生活费以及超过150万美元的资金，供其在武
汉理工大学建立实验室。

四、传媒界
3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高级新闻主管、资深媒体
制作人玛丽亚·梅尔卡德（Maria Mer cader）因感染中共病毒病逝，得
年54岁，她是第一位因中共病毒去世的美国媒体高管。

总部位于纽约的CB S是美国三大商业广播电视公司之一。近年来，
CB S不断扩张其在中国的市场，展开多种网络媒体业务。

2010年12月18日，大陆《第一财经周刊》发表文章“CB S的中国生
意”，文章开头写道：“尽管电视业务在中国很难落地，但CB S没有错
过这个巨大的市场，它悄悄成为中国 大的垂直互动媒体公司。”

2019年5月，CB S电视网制作的热门律政电视剧《法庭女王》推出衍
生剧《傲骨之战》（The Good Fight）。据悉，该剧第三季中有一集
原本包括几个中共禁忌的话题，例如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1989年天
安门事件等，但是，上述敏感内容在剧集播出时被CB S电视网过滤删
除。

3月26日美媒消息，NBC环球集团（NBCU ni ver sal Inc.）新任首席执
行官杰夫·谢尔（Jeff Shell）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NBC环球集团是美国传媒巨头之一，近年来与中方的合作横跨新闻、
体育、影片、娱乐、旅游等领域，涉及巨额利益。

2010年11月23日，中共新华通讯社与N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于纽
约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确定双方在国际电视新闻领域建立多层次的商
业合作关系。

NBC环球集团还在中国兴建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度假区”（Uni ver sal
Bei jing Re sort），该项目预计于2021年5月落成营业，届时将成为全
球 大的环球影城度假村。

五、文艺界



3月22日，西班牙知名男高音普拉西多·多明戈（Placido Domingo）
在社媒披露，他确诊染上中共病毒。多明戈同北京关系密切，曾多次
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情妇宋祖英同台合唱，包括在北京08奥运会闭
幕式上出场。

另一例是香港知名男高音莫华伦，他在泰国就已染疫，曾于3月17日
至4月11日在当地医院治疗，一度进入重症监护室吸氧。4月11日，在
检测为阴性后，莫华伦立即返港，但是12日在港测试又呈阳性。

莫华伦多年来频频为中共站台，2015年起获任中共北京市政协委员，
之前还曾是珠海市政协委员。

2007年，莫华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音乐会；2010年10月31日，
他在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中担任开场演出。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议期
间，莫华伦参与了撑港警的集会，还配合中共欺骗宣传，录制视频。
2020年1月，莫华伦在中共央视春晚演唱《亲爱的中国》；“中共病
毒”大爆发后，他拍片为“武汉加油”，为中共粉饰太平。

结语
大纪元特稿指出，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它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
家、城市、组织与个人一路蔓延。”以上病例显示，中共病毒的“进
攻”确实具有针对性。

中共擅长拉拢各界名人为其站台，借助对方的影响力和名人效应来推
销它的欺骗宣传、推行渗透计划。那些人物往往因为利益的诱惑而被
中共利用，向中共输送了不同类型的支持，甚至沦为迫害人权的“帮
凶”。亲共名人被病毒侵噬，这一现象应促人警醒。

大瘟疫祸起中共，“中共病毒”的冠名 为贴切。现实在发出警示：国
际社会在探讨防疫大局时，应当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和危害，只有
远离中共才能有效地抵御病毒。#
责任编辑：高义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19/n12042708.htm

【瘟疫与中共】英首相进重症室带来的深思

作者：李征
【大纪元2020年04月21日讯】4月6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因为感染中
共病毒（武汉肺炎，COVID-19）而被送进加护病房、甚至一度需要



吸氧的消息传来，让许多人感到震惊。
大纪元特稿指出，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与中共走得近的国家、地
区、组织和个人受创严重。如果仔细查看一下约翰逊这些年对待中共
的亲热态度，人们就不会对他感染中共病毒感到惊讶。
外界广为知晓的是，约翰逊支持华为公司参加英国5G建设、在担任伦
敦市长时曾推动“沪伦通”金融项目，也曾对“一带一路”表示热情等，但
是还有一些深层原因，引人深思。
不信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罪行
2017年7月，英国的法轮大法学会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信件，呼吁英国
政府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当时约翰逊担任特蕾莎·梅政府的外交
部长。
约翰逊管辖的英国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司给英国法轮大法研究会回信，
否认中国（中共政权）存在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做法。
英国外交部中国司在信中表示，英国政府对于在中国发生的对宗教和
信仰的限制很关注，还说在2017年6月27日举行的英中人权对话中，
英国提到了中共对宗教自由的限制问题。
但是信中提到，“就像外交部欧洲和美洲司次长艾伦·邓肯爵士（Sir
Alan Dun can）2016年10月11日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的辩论中说的一
样：‘我毫无疑问地同意，有必要保持对在中国进行的器官移植活动进
行密切的检查。但是我们相信，证据的基础不足以证实，（中国）存
在从少数群体身上系统性地摘取器官的做法。实际上，基于我们现有
的所有证据，我们不能得出‘摘取器官的做法正在中国发生’这一结
论。’ ”
外交部那封信在 后竟然写道：“如果把我们的回信在你们网站发表，
或者在你们的信众（fol lower）中传播，我们将非常感谢。”
英国政府对中共迫害人权装聋作哑
上面那封信，这是约翰逊掌管的英国外交部在2017年的表态，这时距
离活摘器官的罪证开始浮现的2006年，已经过去了11年之久。
在这11年中，活摘器官的罪恶2006年在国际社会曝光之后，逐渐形成
全球对中共政权系统的指控。美国、欧洲、澳洲等主流媒体纷纷报导
关注，活摘案例也被收录于联合国及美国官方多份人权报告中，多家
国际团体和医学界要求展开独立调查，但是英国政府却表示“不相
信”。
例如，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通过343号决议案，要
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径。决
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已持续十七年的迫害，立即释放所有法
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决议还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系统进行可
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



2016年7月，欧洲议会通过了0048/2016号书面声明，要求中共立即停
止从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并要求组成调查团对这一反人类罪行进行
独立调查。当年的10月，英中人权对话在英国举行的时候，英国法轮
功学员在英国首相府以及英国外交部门外举行活动，呼吁英国政府帮
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英国的BBC、《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独立报》《卫报》等媒
体以及世界多家主流媒体，美国的“美国之音”“有线新闻网”、加拿大的
《环球邮报》以及法国的《费加罗报》等都报导过中共正在大规模地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独立人民法庭震惊世界
2019年6月，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宣判，判定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
行为已经存在多年，并且仍然存在，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 主要
来源。
今年3月1日，独立人民法庭发布了上述裁判的全文判决报告，报告附
加了300页的证人证词和陈述，并指出所有提交到独立人民法院的电
话证据，包括在报告中提及的电话证据均已被“独立调查人员身份确
认，以保证内容和来源的可信度”。
独立人民法庭主席、著名的战争犯罪检察官杰弗里·尼斯爵士（Ge of -
frey Nice QC）3月1日对英国《每日邮报》表示，有如此确凿的“系统
性和广泛性”器官摘取的证据，国际机构应该调查中共是否犯有种族灭
绝罪。
独立法庭的开庭、审理和宣判，都是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的，但是英
国政界的大多数政客却对此保持沉默。
法轮功学员多次向首相府递交请愿 如石沉大海
自从英国保守党上台至今已经近十年的时间，英国的法轮功学员在这
十年的时间里，多次向首相府递交请愿呼吁帮助制止迫害法轮功，并
且多次在首相府及议会大厦门前举行活动，但是保守党政府没有采取
实质性的行动。
2011年和2016年，英国的法轮功学员向首相府递交了有约三万名民众
的签名，呼吁帮助制止迫害法轮功。
2019年7月20日，也就是约翰逊上台前四天，法轮功学员向英国首相
府递交了有近九万个英国民众签名的请愿信，呼吁英国政府施压中
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但是这些都没有得到过英国政府的积
极回应。
每年的4月25日和7月20日，法轮功学员都会在英国首相府门前以及英
国议会大厦前举行活动，呼吁政界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关注。
约翰逊的“中国政策”跟川普不一样
约翰逊 初上任英国首相的时候，许多人认为他在许多方面都跟美国
总统川普（特朗普）有类似之处，但是这两人对中共的政策却非常不



同。
约翰逊上任首相的前一天，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对
于一带一路很热情”，他的政府会非常“亲华”等。他还说，英国非常欢
迎来英留学的15.5万名中国留学生，英国很“幸运”有许多中国生产的
产品。
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还曾经表示，英国“越来越需要中国（中共）”，
她甚至在今年2月对新华社的记者表示，英中深化合作将为世界增
添“正能量”。
然而，在经历了此次大瘟疫流行，中共掩盖疫情以及大外宣欺骗宣传
后，英国民众和不少政治人物在惨重的疫情苦果中开始清醒：共产制
度下的中国政府，为权力不择手段，虽有金钱开道，但绝不是一个有
担当和可以合作共荣的伙伴。但愿，英国政府官员们能倾听民声，认
真反省，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明智的选择。
注：英国ZhangLing女士对这篇文章也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张洁 ＃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21/n12049532.htm

【瘟疫与中共】西非小国六位内阁部长染疫

李明祥

西非只有两千万人口的布吉纳法索目前疫情严重，六位内阁部长染
疫。(Adam63/Wiki me dia com mons)
【大纪元2020年04月23日讯】中共病毒（ 武汉肺炎 ）肆虐全球，一
个远在西非内陆的“君子之国”也没能摆脱厄运，该国23位内阁成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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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至少有6位内阁部长确诊，这在全球也是独一无二的。
“ 布吉纳法索 ”（Burk ina Faso）是西非内陆国家，面积27万平方公
里，2019年联合国估计其人口为两千万，曾为法国殖民地，官方语言
是法语。“Burk ina”指“君子”或“正直的人”，“Faso”则是“祖国”的意思。
六位内阁部长染疫
根据 Worl dome ter s的 新数据，截至美东时间4月22日中午， 布吉纳
法索 已有609个确诊病例，39人死亡。
据新人道主义新闻社（The New Hu man i tar ian）报导，该国23位内阁
成员中已至少有六位内阁部长确诊，其中包括外交部长、商务部长、
教育部长、内政部长等重要阁员。而其首例死亡病人证实是萝丝·玛瑞
·康波芮（Rose Marie Com paore），她是该国国民议会的副主席。
别看确诊和死亡的绝对数量不多，要知道其总人口也只有两千万，而
死亡数量已居南撒哈拉地区首位。虽然大部分确诊病例位于首都瓦加
杜古，但已经向其它城市和郊区蔓延开来。
目前在该国的世卫组织官员杰瑞-乔纳斯·姆巴莎（Jerry-Jonas
Mbasha）表示，确诊病例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该国唯一一个可以测
试中共肺炎的实验室位于第二大城市博博迪乌拉索（Bobo-
Dioulasso），离首都有5小时车程。这意味着来自全国的疑似病例如
果得到确诊，至少需要等待12个小时以上。
即将到来的公共卫生灾难
目前布吉纳法索只有一个500个床位的医院和一个小诊所被指定接纳
中共肺炎患者，医院里的呼吸机也屈指可数。该国政府曾想在首都瓦
加杜古建立一个新的测试实验室，但发现却找不到有资质的人组装设
备。
在过去一年里，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其它武装力量几乎每天进行的武装
袭击已使得近80万人离开家园，135家健康中心被迫关闭。武装暴动
已经极大程度上削弱了卫生保健系统。
联合国难民署4月7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警告称，布吉纳法
索中部地区有几十万难民被迫露天过夜，长期的物质短缺本来就可能
导致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而中共肺炎更是加剧了这一危机。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布尔·巴拉克（Babar Baloch）表示，难民署已
经给5万难民提供了住所，但还有大约35万难民生活在类似沙漠的环
境中，急需住所和水。他表示，“我们正在和时间赛跑”。
布吉纳法索本身就缺水严重，而缺水导致对抗中共肺炎的一些基本措
施，如洗手和个人清洁卫生，对很多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5
到10人挤在一间帐篷里的难民来说，保持社交距离或隔离也是无法做
到的。
当地的国际红十字会负责人劳伦特·索兹（Lau rent Saugy）表示，在
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共肺炎“带来的威胁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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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中共的沉重教训
在“瘟疫与中共”的系列报导中，一个个实例让我们看到，正如大纪元
特稿所说，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它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
市、组织和个人一路蔓延。”遗憾的是，布吉纳法索也不例外。
2018年5月24日，布吉纳法索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两天后，其外
交部长巴里（现已染疫）在北京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签署恢复外交关
系的联合公报，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当月双方即建立经贸联委会机制，此后双方贸易快速发展，高层互访
不断。2018年9月，总统卡波雷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2019年1月，中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的非洲四国
之行中就包括布吉纳法索。2019年4月布方国民议会议长和外交部长
又对华进行正式访问。
根据中共驻布大使李健公开发表的文章，2019年7月，中国农业部副
部长屈冬玉当选粮农组织总干事时，得到了布吉纳法索的“坚定支
持”，所以外交部长王毅说，“从今以后，联合国的国际机构中又多了
一位非洲的好朋友”。
2019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当二十多个西方国家对中国大规模拘押
维吾尔人进行公开谴责时，有五十多个国家也集体发表了一份共同声
明表示对中共的支持，这五十多个国家除了俄罗斯、委内瑞拉、朝
鲜、缅甸、柬埔寨等本身就存在人权问题的国家外，布吉纳法索和埃
及、沙特、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也在其中。
非洲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这里是中共长期“耕耘”的重点，中
共主要以“利诱”的方式，如大量经济援助、援建、投资、贸易等，影
响并左右了多数国家。目前非洲中共肺炎确诊数量 多的几个国家，
如埃及、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无一不是与中共有着密切的
政治、经贸关系。而非洲唯一一个没有与中共建交的国家斯威士兰
（台湾称为“史瓦帝尼”），受中共肺炎的影响却非常轻微，至今只有
31例确诊病例，1个死亡病例。
其实，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与中共建交、贸易密切不足为奇，这也
不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是能否认清中共意识形态背后的邪恶本质、对
中共迫害人权的行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明显的两个例子是香港与台湾，两地紧邻大陆，贸易往来密切、人
员往来频繁，香港3月23日“封关”之前每天都有大量人员从大陆入境。
可这两地的确诊数量和死亡数量都非常低，成为全球对抗中共肺炎的
典范。现代科学也很难解释这个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曾报导过，香港民众以“反修例”的方式明确地对
中共说“不”，台湾则公开支持香港民主，采取民主选举方式，顺民意
而远离中共，自然针对中共而来的这个病毒，也就发挥不了大作用



了。而远在非洲内陆、仅仅与中共复交还不到两年的布吉纳法索，却
带给了人们一个异常沉重的教训。
责任编辑：李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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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中共】洛杉矶染疫人数加州居首
曾要和中国“共同成长” 如今却被中共病毒所困

洛杉矶县曾经要和中国“共同成长”，如今却受被中共
病毒所困。图为洛杉矶经济发展局（LAEDC）报告封
面。(laedc.org)
【大纪元2020年04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刘菲 洛杉矶 报导）席卷
全球的中共病毒（ 武汉肺炎 、 冠状病毒 ）在美国东西两岸沿海 为
猖獗。而作为全美人口 多、特别是华裔人口 多的郡县——洛杉矶
县，在此次危机中超越硅谷，成了加州疫情 严重县——截至4月21
日，经检测确诊的病例突破1万5000人，死亡663人。
另据洛县与南加州大学和全球研究分析咨询公司LRW Group合作进行
的社区流行率研究初步结果表明，大概有4%的洛县居民有病毒抗体，
这意味着洛县约有22.1万至44.2万名成人曾经感染中共病毒，远远超
出检测出的数量。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
中共病毒重创 洛杉矶 经济
旅游、货运、餐饮、影视娱乐业本来是洛杉矶的支柱产业，在此次疫
情中也受到严重冲击。为此，洛杉矶市长艾瑞克‧贾西迪（Eric
Garcetti）在4月19日的市情咨文中警告说，此次洛杉矶的经济下行比
2008年经济危机时更严重，疫情导致大量失业以及旅馆预订剧减，航
班旅客更是减少了95%。为平衡财政预算，市雇员不得不放26天的无
薪假，相当于减少10%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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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洛杉矶县人口年龄层分析，部分人口为危险群。以年龄及健康程度
来看，洛杉矶县1020万居民中，有近140万人年龄在65岁以上，57.4
万人口在60至64岁间。以劳工部分来看，450万劳工人口，有25.8万
人年龄在65岁以上，33万人介于60至64岁间。而高龄者较容易感染中
共肺炎，尤其是原本就有慢性病者。
全美各地州长及市长都已建议或下令关闭公共场所，包括酒吧、餐
厅、戏院和健身房等。洛杉矶市长贾西迪下令所有公共场所都禁止进
入，所有餐厅只能外带或外送。经济方面，影响较大的包括旅馆及餐
饮服务业（就业人数达45万），零售业（41万人）及艺术与娱乐业
（9万8000人），是洛杉矶县主要行业。
就货运量而言，洛杉矶港2月份与去年同期相较，降低了近23%的货
运量，预计3月份将持续下降。此外，长滩港（Long Beach）上个月
的货运量也较去年同期降低了近10%。货运量的疲软对美国出口造成
了威胁，若无法控制疫情并提升国内产量，对于南加州的贸易和物流
业，将会造成巨大损失。
洛杉矶另一项重要产业——影视娱乐，也积极采取措施以避免疫情扩
大。环球影业宣布，许多作品将提前发行，或以数位形式发行，许多
电影也将延后推出。目前加州的电影院已被强制关闭。
洛杉矶县曾要和中国“共同成长”
这一切恐将彻底改变洛杉矶多年来所寻求的和中国“共同成长”的经济
发展策略。
从2010年起，洛杉矶经济发展局（LAEDC）就开始发布题为“中国与
洛杉矶县共同成长”（China and Los An ge les County：Grow ing To -
gether）经贸展望报告。报告中特别强调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过日本
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预测“按照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
（ICP）的数据，到2014年底，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上 大的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到2016
年或201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 大的经济体”。
基于这样的展望，加上拥有全美 多的华裔人口，洛杉矶县极力拓展
与中国的商业合作机会以提振经济。截至2014年，中国对洛杉矶县的
投资在之前的5年里翻了一番，中国已成为洛杉矶县 主要的投资人
之一。从2009年的15.8万人次到2013年的57万人次，中国游客的数量
就增长了近四倍，中国成为洛杉矶旅游的第一大海外市场。洛杉矶海
关也是中国通往美国第一大国际贸易门户，处理着两国之间近45%的
贸易往来。此外，在洛杉矶县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居全美各县之首。
难怪中共现领导人习近平在2012年访问洛杉矶时说：“洛杉矶是中美
关系的中心（Epi cen ter）。”
和中国结为姐妹城市



洛杉矶县拥有包括洛杉矶市在内的88个城市和144个直辖区。其中与
中国城市结为姐妹城市的主要城市有：洛杉矶市和广州；长滩市
（Long Beach）和青岛；兰卡斯特（Lan cas ter）和安徽淮南市；帕
萨迪纳（Pasadena）和北京西城区；卡尔沃市（Cul ver City）和吉林
省延吉市；阿罕布拉（Al ham bra）和山东日照市；蒙特利公园市
（Mon terey Park）和福建泉州；惠蒂尔（Whit tier）和江苏常熟市；
马里布（Mal ibu）和云南丽江市。
教育机构率先合作
拥有加州理工大学（Cal Tech）、南加州大学（USC，简称南加大）
和加大洛杉矶分校（UCLA）三所世界级名校的洛杉矶县是国际学生
的首选。南加大又是所有美国大学当中招收外国学生 多的大学，占
到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一半（超过6600人）是中国留学生（据
南加大网站）。
南加大前任校长斯蒂文·桑普（Steven B. Sam ple）还发明了把洛杉矶
称作“环太平洋区首府”的说法。并在这个理论下，诞生了包括南加
大、加州理工大学、加大洛杉矶分校以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等中国大学的环太平洋大
学协会（APRU）。
2006年南加大成立了美中研究所（U.S.-China In sti tute），成为供学
者、政策制定人、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在搜寻有关中国与美中关系上
的研究、趋势和问题时的主要资料来源。
加大洛杉矶分校（UCLA）则有三个与中国直接相关的研究中心：亚
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和孔子学院。
拥有 多中文媒体
洛杉矶县中文媒体林立，堪称美国 多，除了《世界日报》、《星岛
日报》、《侨报》等纸媒，还有众多的华人有线电视/卫星频道、广播
电台与书刊杂志，包括：KSCI（18频道）、美国/翡翠国际电视台
（TVB）、天下卫视，TVB翡翠台、TVB2、亚洲电视（ATV）家庭频
道、北京电视台（BTV）、CCTV-4、CCTV娱乐频道、CCTV-戏曲频
道、中国电影频道、中国黄河电视台（CYRTV）、东方卫视
（Dragon TV）、上海教育电视台（SETV）、南方电视台（TVS）、
湖南卫视（HTV）、江苏国际频道、华夏国际卫视（PACVIA TV）、
凤凰电视台、厦门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有线宽频电视台（iCa -
ble）、第五频道（Chan nel V）、泰盛电视台（Tai Seng）。中文广
播电台主要包括：KAZN AM 1300、KMRB AM 1430、KAHZ AM
1600、城市杂志周刊主办的鹰龙传媒（EDI）。
而这些媒体无不和中共相关，直接间接受到中共资助，并和中领馆有
合作关系。
亲共侨团



远离故土，华人社团成了同胞相聚互相取暖的主要场所，也成为中领
馆控制的主要目标之一。其中位于华埠的老侨团“罗省中华总商
会”（Chi nese Cham ber of Com merce of Los An ge les）主办中国新
年户外庆典“金龙大游行”几乎每年都会邀请中领馆总领事出席，却拒
绝法轮功团体申请参加游行。
而由大陆移民组成的新侨团则基本都受到中领馆的直接控制。此次网
路揭发的由社团募集的“中国加油”捐赠物资被卖回美国的丑闻中，就
牵扯到洛杉矶的“南加州湖南同乡联谊会”。由洛杉矶著名的亲共侨领
陈军等人创立的“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及其下属侨团，则在其网
站上详细刊登了他们从抢购口罩支援祖国抗疫，到“共克时艰，美国加
油！”向美国医院捐赠口罩的大外宣活动。
加州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全美第一
2016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首次超过了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而加州成
为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第一大接受州，仅2016年就有
超过160亿美元。
据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与亚洲协会（Asia So ci ety）在2017
年发布的《中国在加州直接投资》（Chi nese Di rect In vest ment in
Cal i for nia）的研究报告显示，自中国开始推动对外投资以来，加州一
直是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到2017年夏天，加州累计吸引了
近260亿美元的 中国投资 ，它容纳了近600家中资企业，比其它任何
一个州都要多。
96%以上的中资企业都在旧金山湾、大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县地区，主
要集中在高科技、娱乐业和房地产业，这也正是加州的优势产业。此
外，生物技术和金融及商业服务行业也有大量中国资本流入。物流业
由于一个大型的收购项目而异军突起。总体而言，运输和物流业、房
地产和酒店业以及娱乐业这四个行业，占2000年以来中国对加州累计
投资的81%。
根据这份2017年的报告，排前20名的加州中资有：阿里巴巴、百度、
北京亦庄、Bei jing Shan hai Cap i tal、复星国际、正中集团、绿地集
团、广州富力（Guangzhou RF）、海航集团、华创投资（Hua Cap i -
tal）、华泰证券（Hu atai Se cu ri ties），朗诗集团（Land sea）、君联
资本（Leg end Cap i tal）、泛海集团（Ocean wide）、盛大集团
（Shanda）、深圳新世界、苏州东山精密制造有限公司、腾讯公司、
万科、万达，其中大部分（15个）被视为“私人投资”。
理论上，外国直接投资可以给当地社区带来新的就业机会、税收，以
及工人培训、技术转让和研发活动带来的所谓“知识外溢效应”。但是
众所周知，处于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没有真正的私有经济和民主
法治，企业的发展多为靠官商勾结的结果，而中共也并非美国的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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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反而是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世界的敌人，这些投资给加州带来的潜
在风险大于利益。
然而当这些投资者进入社区，变成邻居、商业伙伴、朋友，有了一个
熟悉的面孔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共和中国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人
们就放松了警惕。特别在疫情下，当所有美国医院都因缺口罩和个人
防护用品而告急时，来自中共社团的捐赠就变得格外珍贵。正如当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机构都面临资金短缺时，中
共投资就趁虚而入。川普（特朗普）总统在其竞选演讲中曾多次重
复“农夫与蛇”的故事，也许就是中共潜入美国的故事。◇#
责任编辑：孟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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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中共】与中共渐行渐近 梵蒂冈沦陷

由于疫情持续恶化，意大利延长封城至5月3日。图为2020年4月15日，意大利罗
马，通往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的路上人烟稀少。(FIL IPPO MON TE FORTE/AFP via
Getty Im ages)

【大纪元2020年04月29日讯】 梵蒂冈 教廷自3月5日出现首例 中共病
毒 确诊病例之后，目前共有9人确诊。为什么小小的梵蒂冈会在肺炎
疫情中沦陷？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年来梵蒂冈是如何与中共越走
越近的。
梵蒂冈 常驻人口约830人。截至4月21日，梵蒂冈确诊9例 中共病毒
个案，包括罗马教区红衣主教安吉洛‧德‧多纳提斯（An gelo De Do -
natis），感染率超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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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晚，教宗方济各独自站在圣彼得广场祈祷时说：我们变得恐
惧又迷惘。这一镜头，通过网络传给了全球的天主教信徒。
作为天主教会 高权力机构圣座的所在地，梵蒂冈为何会被中共病毒
攻破？
旅美时事评论员田园表示，历史上古罗马发生大瘟疫时，受到罗马帝
国迫害的基督教徒在瘟疫中却很少染病。大部分染病者都是罗马帝国
中不信仰基督教的人。而今天的梵蒂冈却被中共病毒攻陷，和当时形
成鲜明对比。
旅美时事评论员田园：“表现的为什么会这么不同？我个人认为梵蒂冈
和中共的交易和苟合造成了区别的 大原因。”
从1958年的武汉自选自圣事件，梵中关系决裂60年。梵蒂冈不承认那
些由中共通过自选自圣程序任命的所谓“中国天主教”主教。
然而这几年来，情况开始改变。
2018年，中梵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随后教廷让步，承认中共非法
祝圣的主教。这是60年来首次。
对梵蒂冈亲共路线持坚定批评态度的香港前主教陈日君，痛批教廷向
中共彻底投降，不应该对中共的人权迫害噤声。
田园：“原来教廷是代表上帝来任命主教，而现在的主教是中共任命
的，梵蒂冈怎么能承认中共任命的主教呢？这完全是两个水火不相容
的决定。”
BBC发文认为，梵蒂冈跟中共签协议的考量之一，是未来中国的基督
教信徒可能会呈现井喷式增长。为了进入中国的宗教市场，梵蒂冈必
须和中共搞好关系。
实际上，在2016年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方济各发表的讲话，就已经令
外界吃惊。除了对中共的赞扬之词，方济各也避谈人权及中共迫害天
主教徒等话题。
在这之前，圣座代表团于2015年10月访问北京。
对于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梵蒂冈则选择了沉默，对北京毫无微
词。
陈日君在媒体撰文表示，去年6月他飞到罗马向教宗当面陈情，但五
个月后，梵蒂冈没有对香港民众抗议或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发表任何
声明。
田园：“不幸的是，梵蒂冈非但没有对香港人民的英勇的反抗行为做出
支持，甚至有些人发表了支持中共当局和港府的言论。这已经证明现
在的梵蒂冈不再站在自由、民主和法治这方面，而为了和中共建交，
变成了中共可以操控的傀儡。”
梵蒂冈对中共的妥协，并不限于此。
2017年2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给罗马教皇公开发信，指出梵
蒂冈宗座科学院（Pon tif i cal Acad emy of Sci ences）即将举办的“反对



器官贩卖峰会”，邀请严重涉嫌参与中国活摘器官的黄洁夫和王海波医
生，作为嘉宾发言，是为中共活摘罪行洗白。
黄洁夫后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透露，宗座科学院对他的邀请，受到
了多国共12名医学伦理学专家的抵制，要求教宗停止让梵蒂冈变成为
中共活摘器官罪恶洗白的场所。
黄洁夫还炫耀的对记者描述了宗座科学院院长索隆多主教（Marcelo
Sanchez Sorondo），和教宗对他与会的支持。
索隆多不仅欢迎黄到梵蒂冈，也盼望着自己能被邀请访华。他的愿望
很快达成，并在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狂赞中共，甚至为中共非法移植
器官洗白。
田园：“在中国处决良心犯来活摘他们器官这个问题上，梵蒂冈其实犯
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出于这些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元前后的大瘟
疫中，基督教徒大多幸存。而在目前的中共瘟疫中，梵蒂冈却沦陷了
的这样一个强烈对比的根本原因。”
中梵于1951年断交。学者分析，如今这些讯息都反映了中梵建交的可
能性提升。
而有关教宗方济各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他急盼访华。这几年来方济各
再三向北京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访中。这或许也是教廷在2018年签
署梵中主教任命协议后的下一个目标。2014年8月，方济各飞越中国
领空时还曾向随行媒体表示，梵蒂冈对中共随时敞开接触大门。“如果
可以，明天就出发”。
在这次疫情中，中共的隐瞒和拖延，导致全球都在承受巨大恶果。然
而，教宗方济各却公开称赞中共为遏制中共肺炎付出巨大努力。
梵蒂冈外长加拉格尔大主教（Arch bishop Paul Gal lagher），2月份在
德国慕尼黑还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转自新唐人电视）
责任编辑：叶紫微#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29/n12069642.htm

从宾州看中共对西方经济与自由的侵蚀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六日】截止到5月12日止，美国宾州
共有6万多名确诊病例（在全美第六）和约4000名死亡（在全美
第四，仅次于纽约、新泽西和麻省）。
在中共病毒（即武汉肺炎）肆虐全球近两百个国家时，许多人不
明白为什么西方国家、甚至普通百姓也深受其害。事实上，中共
在历次运动中 迫害 死了约8千万无辜民众，这些罪行已经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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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命运和那些为其站台和输血的团体和个人连在一起。谁支
持、扶持中共，就难以摆脱天理与谴责而后患无穷。
中国一直到70年代都是计划经济，在中美建交后得到 惠国待
遇，随后与美国和西方其它国家签署了数百个共同开发合作项
目。中共虽然1989年六四镇压无辜百姓曾受到西方关注，但没
有受到实质性的限制。类似的，即使中共1999年开始了对 法轮
功 的打压，许多西方国家在经济利益面前仍然放弃了自己的道
义与原则，使中共在2001年得以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因此得到
空前发展，于2009年成为全球 大贸易出口国，并且在2018年
的出口额高达2万5000亿美元。
许多西方国家原以为支持中共能带来中国的民主与自由。但中共
在中美建交一个月后就出兵越南，以惩罚其干涉中共所扶持的红
色高棉（该组织之前杀害了柬埔寨四分之一的数百万民众）。其
后六四和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对民众的打压与监控有增无减。
而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中共除了在国内欺骗与镇压异见人士外，
在国外也大行其道，操控联合国与世卫组织等机构，让其丧失自
己的原则，从而造成病毒迅速扩散到全球。
本文以美国宾州为例，旨在分析中共对西方自由市场的渗透和对
自由精神的侵蚀。

1、用股票与共同基金为中共从西方社会吸金提供方便
据新闻机构qz.com于2019年12月18日报导，中国金融公司蚂蚁
金服（Ant Fi nan cial）与宾州的先锋集团（Van guard Group）
在理财上达成协议。蚂蚁金服旗上的支付宝Ali pay已经超过12亿
用户，而先锋集团共有约6万亿美元资产，是全球 大的共同基
金（mu tual fund）供应商和第二大交易所交易基金（ex change-
traded funds，ETF）供应商。这项新的报务项目将由蚂蚁金服
来操作，先锋集团则提供投资与资金分配策略等方面提供帮助。
这种金融方面的合作常引起分析家们忧虑。2020年5月6日《华
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介绍说，纽约的明晟指数（Mor gan
Stan ley Cap i tal In ter na tional In dex， MSCI）是金融界常用的股
票基准指数之一，全球约12万亿美元资产以此作为投资基准。
由于中共操纵股市的不稳定性与税务等原因，它一直将中国大陆
股票排除在外。但在2017年起明晟指数开始接纳中国股票，富
时罗素指数（FTSE Rus sell in dex）与标普道琼斯指数（S&P
Dow Jones In dices）随即也开始包括中国股票。
由于这些指数是金融业的重要指标，这一系列变化相当于对中国
股票大开绿灯。目前这三家指数已经包括了中国1000多家公司
的股票，造成国外对中国的股票拥有量高达265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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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股市指数对普通民众关系不大的话，先锋集团的共同基金
则与平民百姓的退休金（410K与Roth IRA等）息息相关。事实
上全球先锋集团510亿美元的FTSE Emerg ing Mar ket s基金中有
许多是在上海与深圳股市上市的A股票（人民币交易）。彭博社
的分析师则发现先锋集团E merg ing Mar kets ET F基金中的39%
来自于中国股票。

2、金融欺诈
这一系列的投资不仅对中共让中共在监控与迫害百姓时肆无忌
惮，也让西方金融界的稳定与健康的投资环境罩下了阴影。
宾州居民 Dan David是一位资金经理，他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
并且在2017年拍了一部纪录片《中国骗局》（The China Hus -
tle）来追踪详情。影片中说在2008年经济萧条之后，一些美国
投资公司为了吸引客户往中国投资，他们将一些不伦不类的中国
公司与败落的美国公司反向合并（re verse merger），以此到纽
约股票交易所借壳上市。与此同时，这些投资公司也邀请前总统
等一些名人来站台，吸引投资者。调查表明许多中国公司其实际
营销额只有上市申报中的十分之一，当这些中方公司与投资公司
赚钱离开之后， 后吃亏还是普通民众。
影片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特拉华州注册的先进电池科技公司（Ad -
vanced Bat tery Tech nolo gies，ABAT)。该公司在上市后集资近
9千万美元，曾一度市值2亿5千万美元。在欺诈被发现后，该公
司被 NAS DAQ退市，但并没有就此通知持股人，反而以新闻发
布等方式继续欺诈。
这种反向合并来欺骗的情况出现了很多，纪录片中说中国公司总
裁因欺诈而判刑入狱的只有40分之一。许多案件即使报告给了
联邦调查局（FBI），但由于是境外公司，所以也没有下文。

3、收买教育界
据《费城问询报》（The Phil a del phia In quire）2020年2月24日
报导，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于2013年到2019年间接受了
约2.6亿美元的国外资金捐赠，其中捐赠 多的来自于中国。但
这些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当宾州教育部调查学校资金时，仅
2019年7月到2020年2月，10所宾州高校就表示曾经接受到36亿
美元先前没有申报的外国资金，这其中包括宾大和卡内基梅隆大
学。
教育部官员介绍说根据法律这些捐赠必须要申报，但调查中发现
了越来越多之前没有申报的外国捐赠。这还不包括小笔捐赠，因
为根据美国高等教育法案，25万美元以下的捐赠不需要申报。



彭博社的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机构对宾大至少捐赠了6千8百万
美元，仅次于对哈佛与南加州大学所收到的数额。
除了这些捐赠之外，这种利用名校效应起到的对政策的影响及统
战作用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宾大沃顿商学院是美国第一家商学
院，当2012年成立宾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后，又于2015年3月北
京成立了宾大沃顿中国中心。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于2016年7月前
来参观时专门强调了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成果清单中的
多项教育领域合作项目，并希望宾大不断加强与中国高校的交流
与合作。
沃顿商学院2019年4月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报告中，
也只是从中国的角度谈到了其中的投资风险与收益，与中共统治
下大陆发表的报告如出一辙，而没有那种常春藤名校放眼世界、
为各个国家未来与前途考虑的气魄，真可谓是这所近300年历史
的世界名校的悲哀。

4、自由精神面临危机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北纬40度左右世界大城市云集，但与北京
（39.9度） 接近的则是美国费城（40.0度) 。北京作为明清两
朝首都，传承了中华数千年文化精华，但近数十年来被中共所践
踏。费城作为美国的故都，也是美国宪法与《独立宣言》发源
地，是西方民主与自由精神的象征。两个城市地处地球两边，昼
夜分明。
然而随着中共近年来的经济利诱与统战，西方的自由文明遭到前
所未有的挑战。2018年7月10日，“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
展”在美国费城市政厅中心广场拉开帷幕，展览为期4天。2019
年10月4日,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费城市政府、与费城交响乐团
联合Kim mel Cen ter）主办“中国日”音乐会活动。与此同时，早
在2004年时新唐人记者在参加宾大举办的中国新年晚会时，却
因为 修炼 法轮功而遭到中方主办者的驱赶。
古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纵观历
史，没有哪一个铁蹄镇压人民的政权能维持长久的。当江泽民与
中共决定镇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时，上天就定了它的结
局是无生之门。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因为迫害正信的基督徒而走向
衰败，其中还出现了多次大瘟疫。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共产主义不过是一场噩梦，目前也
只是既得利益者镇压人民的手段。中共在不久的哪天也会象前苏
联一样眨眼间就解体了。但愿更多炎黄子女能早日清醒，从自己
的内心深处抛弃中共，以强大自己的正气和尊严，成为让上天眷
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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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中共】遭中共渗透 巴西成重灾国

2020年5月6日，巴西亚马逊州马瑙斯，Nossa Sen ho ra公墓工作人员
为中共病毒的受害者和疑似受害者挖墓。(MICHAEL DAN TAS/AFP
via Getty Im ages)
【大纪元2020年05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袁丽综合报导） 巴西 疫
情急剧恶化，连日来，巴西是全球确诊感染 中共病毒 （武汉肺炎）
病例第二多、单日死亡人数 多的国家。饱受疫情打击的 巴西 受到
世界瞩目。
近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包括巴西在内的194个国家提出了独
立调查 中共病毒 起源的决议案。但在巴西，针对问责中共的态度，
各界表现不一，引发人们就中共对巴西在政治、经济、媒体、国家主
权等方面渗透的关注。
大纪元特稿《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一文已经指出关键所在：受中共
利诱的国家和地区在与中共加强往来的同时，却不知灾厄也随之而
来，就像这一次的“中共瘟疫”向世界蔓延之势，清晰地勾勒出它循着
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蔓延。
巴西疫情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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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巴西在24小时内报告了26,417例新确诊病例，卫生部在同
一时期记录了1,156例新死亡病例，使死亡总数为26,754例，确诊病
例总数为438,238例。
进入5月份，巴西感染人数一路飙升，接连几天，单日死亡数字超过
千人。巴西成为拉美国家中染疫 重国家。
疫情面前，巴西国内危机四伏，细细观察，原因离不开中共对巴西的
长期渗透影响。巴西经济低迷、政界腐败，导致政党纷争，政客为利
益屈服于中共，引来中共病毒伺机侵入。
总统遇挑战：政界腐败 内部倒戈
巴西总统雅伊尔·梅西亚斯· 博索纳罗 （Jair Mes sias Bol sonaro）
2018年当选，竞选时曾经将中共这个巴西 大的贸易伙伴描绘成“想
要主宰其经济关键部门的掠夺者”，并表示在外交政策中趋于拉近与美
国的关系，远离中共，增强与其它国家的联系。他也是第一位访问台
湾的巴西总统候选人。
2019年1月1日， 博索纳罗 正式上任。上任1年后遇到中共病毒全球大
流行。
在政治上，总统博索纳罗不仅要面对亲共的左翼联盟的反对，同时，
还要接受有着军方背景的巴西副总统汉密尔顿·莫里奥（Hamil ton
Mourão）以及政治家奥古斯托·赫勒诺（Au gusto He leno）的挑战。
据澳洲民族台S B S报导，2019年，巴西副总统莫里奥宣布该国正在建
设5G网络，且不会对华为实施禁令。同时，他还强调不会与中共的关
系“降级”，巴西应该选择“灵活和务实”的立场。
全球中共病毒大流行，博索纳罗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不支持锁国封
州戒严，避免可能出现的国内“大混乱”、“洗劫”和“公民抗命”等情况。
他的说法有人支持，同时也遭到多州州长的质疑。
多位州长反对总统 三州长染疫
圣保罗 州州长若昂·多里亚（João Do ria）是 主要反对者之一，同
时，他也是富有的商人。2019年8月，多里亚访问了中国，他形容中
国之行“富有显着成果”，并表示，圣保罗州有义务和责任在各层级上
继续保持与中国良好的伙伴关系。4月6日，由中共举办的“上海—圣保
罗抗击新冠肺炎经验交流视频会”后，圣保罗疫情持续蹿升。
圣保罗 州与里约热内卢州是巴西疫情 严重的两个州。
曾经的政治盟友、里约热内卢州州长威尔逊·维泽尔（Wil son Witzel）
也拒绝听从总统命令，绝不放弃“社交距离”措施，并暗示应该将总统
博索纳罗送上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接受审判。4月14日下午，维泽尔
在推特上表示自己的中共病毒测试呈阳性。
祸不单行，Al jazeer a网站报导，5月26日，巴西联邦警察突袭了里约
热内卢州州长维泽尔的住所。联邦警察的声明表示，搜查令是其涉嫌
腐败调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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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两位州长也感染了中共病毒，他们是帕拉州州长埃尔德·巴尔巴略
（Helder Bar balho），阿拉戈斯州州长雷南·菲略（Re nan Filho）。
总统之子遭遇中共战狼式围剿
3月19日，博索纳罗总统之子、参议员爱德华多（Ed uardo Bol -
sonaro）发表推文，直指中共是“独裁政权”，他表示，“再一次，独裁
政权选择隐藏一些严肃事宜、而不是披露事实，而事实原本可以挽救
无数生命。中国（中共）应该被谴责，民主才是解决方案。”“全球大
流行的冠状病毒（中共病毒）带着一个名字：中国共产党。”
推文发出后，中共大使杨万明立即发推反击，各大中共媒体集体齐声
跟进，实施舆论压力、谩骂攻势。杨万明称巴西总统父子访美回国后
感染了“精神病毒”。他还转发了一条推文称“博索纳罗家族是这个国家
的‘巨毒’”。
同时，中共环球网以巴西媒体人士的名义称，博索纳罗对其子爱德华
多日前发表针对中国的不友好议论也感到不满，并对其进行了斥责。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并没有给出那位巴西媒体人士的名字，以及来自
哪家媒体。
接下来，该文又称，近几天来，巴西参议长、众议长代表巴西国会向
中国（中共）政府和人民致歉，批评爱德华多的不当言辞同巴中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相悖。随后又列举了巴西副总统、两位前总统
以及拥有二百多名成员的巴西众议院巴中议员阵线和三百多名成员的
农贸业议员阵线、参议院巴中友好小组以及巴西主要政党领袖、十多
名州长、工商界代表、知名学者、资深评论员、智库和大量网民等纷
纷以公告、信函、发帖等形式谴责爱德华多的荒谬言辞，声援中方立
场，强调中国抗击疫情举措有力、成效显着，并积极帮助国际社会联
防联控，是巴西和国际社会学习的榜样……
事无巨细，环球网似乎在告知天下，中共在巴西已经发起了一场“巴西
文革”，煽动仇恨，对爱德华多群起攻之，将中共的地毯式批判做到了
极致。
接着，巴西一些政要也积极响应。据巴西“metropoles”网站报导，因
弹劾下台的前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 eff）批评爱德华
多为“不公平、荒谬和屈从于沮丧的驻美大使候选人”。
罗塞夫于2000年加入巴西劳工党，2010年获得左翼联盟的支持，打败
右翼后当选总统。2016年，她遭到弹劾。BBC中文网报导，罗塞夫受
到弹劾的原因是被控非法操纵预算以隐藏日益增加的财政赤字。巴西
劳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也是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左翼政
党。
巴西众议院议长罗德里戈·马亚（Ro drigo Maia）也为爱德华多的“轻
率言论”向中共表示道歉。2019年8月，巴西联邦警察发现了与罗德里



戈·马亚有关的腐败和洗钱的证据。联邦警察向 高法院发送了关于调
查的 后报告。
另一位因爱德华多推文，向中共道歉的巴西参议院议长奥尔科伦布勒
（Davi Al colum bre）称赞中共抗疫起到了样板作用。奥尔科伦布勒本
人在18日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
大纪元特稿指出，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清理中共及其因素。对于所
有国家、组织和个人而言，其对中共的态度与疫情轻重呈现正比。
巴西经济过度依赖中国
巴西人口2.15亿，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五，是拉美国家人口 多、国
土面积 大、国民生产总值 高的国家，也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美
洲第二大经济体。
巴西有着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充足的劳动力，这也是中共觊觎巴西的主
要原因。巴西是中共主导的金砖五国的重要成员，也是拉美国家中中
共的第一大商贸合作伙伴国。巴西严重依赖原材料出口来发展经济，
有专家认为这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努力，同时大量使用大宗商品相
吻合。巴西倾向于从大陆购买成品，埃信华迈（IHS Markit）数据显
示，电信和电气设备是巴西 大的进口领域之一。
拉美季刊刊登的自由撰稿人理查德·拉普（Richard Lap per）的文章中
写道：总统博索纳罗警告说，中国对巴西的镍矿控制度过高，巴西占
据世界85%以上的储备。他表示，如果得到适当的利用，巴西将成为
世界上 繁荣的国家之一。然而，他又发现将镍和其它大宗商品从中
共的严格控制中分离出来是相当困难的。
占巴西镍产量大部分的巴西金属公司（CBMM），依赖于对国际钢铁
公司的出口。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多·里贝罗（Ed uardo
Ribeiro）表示，无法离开中国这一主要市场。CB M M由巴西的莫雷拉
·萨莱斯家族拥有，占有主要的控股权，但是2011年，五家中国钢铁企
业宝钢、中信金属、鞍钢、首钢和太原钢铁收购了这家公司15%的股
份。
博索纳罗也曾强烈批评这笔交易。报导中还提到，巴西哲学家奥拉沃·
德卡瓦略（Olavo de Car valho）认为，与中国和睦相处是更广泛
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趋势的一部分。14年的劳工党统治使巴西脱离了
国内和外交政策中民众所信奉的保守价值观。
在竞选期间，博索纳罗指中共具有掠夺性，他认为北京方面“不是在巴
西购买东西，他们是要收购巴西！”他对中共的强硬态度赢得了早已厌
恶巴西左翼劳工党长期腐败治国的民众的心。
在博索纳罗的一直坚持下，巴西没有与中共签订“一带一路”的合作协
议，但是，早在2015年左翼劳工党执政期间，巴西就签署了中国国家
电力网以22亿美元建设从亚马逊的贝洛蒙特大坝到里约热内卢长达2



千5百公里的输电线路的投资合同。专家认为这是等同于中共“一带一
路”作用的“全球能源互联网”中的一部分。
中共方面认为巴西拥有大量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巴西电能的83%来自
水电、风电、太阳能等。而中共不惜花费高额费用，从长远利益出
发，建立全球能源互联网，也是为独霸全球，达成全球经济共同体的
目的。
有消息人士称，博索纳罗有计划寻求将韩国和日本作为替代伙伴，并
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同时，他也将与美国政府方面就大宗商品出口和
基础设施投资达成协议，以遏制中共的“不正当竞争”。
另外，因中美贸易战，中共大量购买了巴西等国的大豆。有人质疑博
索纳罗政府对中共政权的态度，巴西外交部长埃内斯托·阿拉霍
（Ernesto Araújo）表示，“我们想出售大豆和铁矿石，但我们不会出
卖我们的灵魂。”
中共大外宣催生华人离奇行径
而在巴西疫情严重、缺失医疗应对能力、医治物资药品短缺的情况
下，在巴西的华人社会中却出现了偷盗医疗用品的犯罪事件，主导者
竟然是巴西上海同乡会长郑小云。
4月11日，巴西警方突击搜查上海同乡总会，查出价值约为400万雷亚
尔（约76万美元）的医疗物资，有1万5000个病毒测试盒和200万件
医疗物品，其中包括口罩、手套、帽子、工作服、酒精凝胶、温度计
等。警方透露，这些医疗用品是巴西几家私立医院的订单。
4月9日，巴西瓜鲁柳斯（Guarul hos）的昆毕卡国际机场（Cumbica
air port）发生窃盗案。警方这次的出击是来自线人的消息，让当地警
察用钓鱼方式将郑小云一伙逮个正着。有分析指出，巴西华人侨领郑
小云雇人盗窃医疗防护器材事件动机可疑，目的讳莫如深。
长期以来，在巴西的华人社会中，特别是在侨界、商界里，中共渗透
由来已久。中共大外宣透过中文媒体、网络以及建立孔子学院等形式
洗脑、钳制华人的思想意识。例如出现在巴西中国商会网站的巴西新
闻中，跃入眼帘的都是报导巴西政府对中共控制疫情的赞誉和支持，
绝无不同的声音。
巴西面临抉择：弃共还是亲共
大纪元特稿《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提到：武汉瘟疫虽然给世人带来
了病痛甚至死亡，但历史和现实都指出了消解瘟疫、趋吉避凶的明
路：那就是认清灾厄的根源，明晓中共的真相；脱离中共、拒绝中
共，就能远离灾厄、不受瘟疫侵害。
在巴西，中共病毒肆虐，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使这个拉美 大的国家
深陷灾难，面对瘟疫的无情，巴西的每个人都在面临着选择：弃共还
是亲共？



据美国之音报导，4月4日，巴西教育部长温特劳布（Abra ham Wein -
traub）在其推特上指称中共有一个企图统治世界的蓝图，“从地缘政
治的角度看，谁会从这一全球危机走出后变得更强大？”他还表示，中
国是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源头。4月6日，温特劳布在接受Ban deiran tes
电台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制造商利用疫情牟取暴利。
日前，法新社报导，为抵抗疫情，巴西希望能从中国订购相关的医疗
物资。时任巴西卫生部长路易斯·曼代塔（Luiz Man detta）表示，不
知出于何种理由，中共拒绝了巴西的相关订单，尤其是购买呼吸机的
订单。他还提到巴西曾经救过中共的燃眉之急；如今，巴西处于危急
时刻，中共却见危不救。随后，《环球日报》马上发文将锅甩给了美
国中间商。
5月25日，巴西联邦众议员马丁斯（Paulo Ed uardo Mar tins）在推特
发文表示，他在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就职前收到中共大使馆的信，要
他对蔡总统就职典礼保持沉默。他表示：“独裁的中国（中共）大使馆
在这封信中，建议巴西议员不要就台湾总统就职典礼发言。这是一种
冒犯。所以，即使我迟到了，我也要祝贺蔡英文总统就职。”
马丁斯得到了巴西网友的支持。他们表示，“大家都要对共产主义说
不”、“希望台湾永远自由”。
结语：
《九评》编辑部指出，“神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神在看着每个人的内
心。一个人在此时此刻的抉择和所为，就会决定他（她）的未来。”
巴西当前遭受中共病毒的危害远远超过战争所带来的伤害，这不是政
党之争，也不是左翼与右翼的博弈，而是关乎国家兴亡、生命存亡的
问题。
反观澳洲、新西兰，从政府到民众，坚持问责中共，不屈服于中共的
压力与威胁，要求独立调查病毒源头。到目前为止，防疫良好，死亡
人数很少。这也给巴西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中国人自古相信，顺天意而行必有福报，逆天意而为难以善终。巴西
防疫绝不是总统一人之事，天灭中共之时，巴西各界民众只有倾听神
的旨意，抛弃中共，才有回天之力。
责任编辑：李缘#◇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5/29/n12145608.htm

【瘟疫与中共】宾州的孔子学院之祸



天普大学An der son Hal l楼外观。孔子学院位于该楼内312房间。（李
晓苏／大纪元）
【大纪元2020年0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晓苏 宾州 报导）中共
病毒（武汉肺炎）正肆虐全球，给世界各国造成巨大生命和财产损
失。仅在美国宾州，截至5月30日，中共病毒确诊感染病例已超过
75,794例，死亡人数超过5,560。宾州成为全美疫情 严重的州之
一。
大纪元特稿《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一文指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
家、地区、团体和个人都与中共关系密切。中共对 宾州 的渗透，本
报曾通过不同角度予以详细阐述。本文仅汇总中共如何利用“ 孔子学
院 ”项目向宾州进行文化渗透的内容。
中共广设 孔子学院  输出中共意识形态
中共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宣扬的是无神论、进化论。这些表面
邪恶的东西，西方民主国家是有辨别能力的。为了掩人耳目，中共抬
出了“孔子”的名号，藉以中文教学的形式，并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向
世界各国进行潜移默化的中共意识形态渗透。
据“汉办”官网称，截至5月，中共已在全球162国家（地区）设立了
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其中，亚洲39国（地区），孔子
学院135所，孔子课堂115个；非洲46国，孔子学院61所，孔子课堂
48个；欧洲43国（地区），孔子学院187所，孔子课堂346个；美洲
27国，孔子学院138所，孔子课堂560个；大洋洲7国，孔子学院20
所，孔子课堂101个。
这些数字触目惊心，足见中共对全世界的文化渗透之深、之广。美国
宾州现在至少有两所中共的孔子学院，一所在费城的 天普大学 ，另
一所在 匹兹堡大学 。数量虽然不多，但这两所孔子学院都有其特别
之处。
天普大学 与中共关系的历史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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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费城的天普大学（Tem ple Uni ver sity），与中共有着许多鲜为人
知的联系。回顾历史：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紧接着，1月28日，
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正式访美。邓小平在这次访美之行中并
未到访费城，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 C接受了天普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
头衔。据悉这是邓接受的唯一一个名誉学位。
推动邓小平接受天普大学名誉博士的联络人是天普大学的华裔教授牛
满江。牛满江曾在中国70年代以“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名噪一时。尽管
他的生物学科研成果和人品都颇具争议，他却是天普大学与中共联系
的 重要推手。
在邓访美之后不久，牛满江参加了由天普大学时任校长领队的代表团
到中国访问。之后天普大学每年会接纳两个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这
在美国的大学中还是首次。天普大学还与天津南开大学和天津师范大
学建立了姊妹学校关系。
到1997年，天普大学又开设了一个“法治学术项目”，这是第一个被中
共教育部认可的外国法学学位授予项目。两年后的1999年，北京清华
大学也参与了这个项目。截至2019年，有近1600名中共政府或事业单
位的人员获得了天普大学法学项目的毕业证，这其中包括法官、检察
官、法律界官员、法学教授和律师等。另外，天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段开龄（Kailin Tuan）还在天津南开大学开设了第一个精算科学项
目；天普大学化学系教授约瑟夫·史沫克勒（Joseph Schmuck ler）则
帮助天津师范大学改进了化学科学教学方法。
如今，天普大学与中国大陆的大约50所大学有交换生或学位合作项
目，这些中国大学包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等。
近1500名中国学生学者在天普大学学习或工作。
从2015年开始，天普大学与浙江师范大学合作开设了孔子学院。而在
2019年费城交响乐团的中国之行中，天普大学则作为高等教育的赞助
单位随行，并在北京、天津、杭州、南京和上海五个城市都举行了大
型的天普大学招待会。
天普大学的孔子学院
天普大学的孔子学院正式成立于2015年5月，之前已筹划了几年时
间。2014年11月天普大学时任校长习宝德（Neil Theobald）和天普时
任教务长戴海龙到北京参加天普法学项目毕业典礼。他们会见了中共
汉办的主任许琳，并签署了在天普大学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汉
办”的全称是“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它是全球孔子学院
的主管单位。而“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则由国务院的12个部门
协同领导。孔子学院绝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据费城 大的报纸《费城问询者报》（The Phil a del phia In quirer）报
导，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2014年夏天就敦促美国的大学不要建立孔子
学院，除非他们能确保学术自由。“孔院是中共政府的长臂，它允许忽



略学术自由。它的活动直接受汉办监管，而汉办是中共的代理人，由
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担任主席（现为国务院副总理、孔子学院
总部理事会主席孙春兰）”。但天普大学无视警告，还是成立了孔子学
院。
像其它美国大学一样，天普大学能够接纳孔子学院的一个 大原因是
经济利益。根据戴海龙介绍，天普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每一方要给孔
子学院提供价值15万美元的服务和人员费用。但具体的财务报表，外
界是看不到的。据2019年2月27日发表的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调查报
告，从2006年起，中共政府给一百多所美国大学的孔子学院提供了超
过1.58亿美元的资金。
而且每年从中共那里接受超过25万美元的孔子学院中，有近70%都没
能向美国教育部如实报告。由此可见，天普大学孔子学院从中共那里
拿到的资金相当可观。天普大学孔子学院还组织校方领导和政府官员
到中国访问两周，一切旅行费用均由孔子学院提供。
天普大学的孔子学院与纽约中领馆来往密切。比如，2018年5月3日，
中共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第三届“感知中国——美国中小学生走进总领
馆”活动。纽约和新泽西地区18所学校的中小学生参与了这次活动。活
动期间，天普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折纸教学项目。2019年2月5日下午，
中共驻纽约总领馆总领事黄屏一行到天普大学，与华裔师生、孔子学
院、校董团队见面。2019年5月2日，黄屏会见了天普大学校长理查德
·M·恩格尔特（Richard M. En glert）、副校长戴海龙。
世界各地时有传出中共的孔子学院涉嫌间谍活动的报导。天普大学的
中方教师，有的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这所学院是出
了名的培养中共军方间谍的大学。
从天普孔子学院组织的讲座活动中人们也可看出它所推行的是什么。
比如，2018年3月1日，天普大学的孔院曾举办过“中共一带一路倡议
的全球影响力”的时事讲座。一些国家已清醒地意识到，“一带一路”是
一种“具有中共特色的帝国主义”，中共企图借助在六十多个国家建设
全球运输和贸易联通网路，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和控制，以提升
中共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孔子学院与“一带一路”有着共通点，那就
是推行中共意识形态、加强对其它国家的渗透。
匹兹堡大学 的孔子学院
宾州西部的匹兹堡大学有着另一所孔子学院。它在2007年5月由中国
武汉大学与匹兹堡大学合作成立，是宾州的第一所孔子学院。
匹兹堡大学的孔子学院不仅在大学校园内活动，还把其触角伸向了外
州以及中小学校。据武汉大学国际交流部官网的介绍，匹兹堡大学孔
子学院下设7所孔子课堂和3所教学中心；并在宾州、俄亥俄州和纽约
州部分地区近80所大中小学建立了中文项目。中文教学班总计约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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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生人数总计约37,000名，这还不包括各种兴趣班和夏令营学生
的人数。
十多年来，武汉大学不惜成本，向匹兹堡大学孔子学院先后共派出了
237名中方院长和教师。
匹兹堡大学的孔子学院借着“传播中华文化”的名义，与宾州多家文
化、教育、商贸团体合作举办大型活动。据武汉大学国际交流部
称，“每年平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百余次，参加活动人数从2007年的
1500人次增加到2019年的约五万人次”。
由于匹兹堡大学孔子学院在海外的积极表现，它多次受到孔子学院总
部的奖励。2008年、2010年、2013年和2015年，它四次被评为全
球“先进孔子学院”；2013年，武汉大学被评为“优秀中方合作院校”。
2015年6月19日，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兼任孔子学院总部
理事会主席）还亲自访问了匹兹堡大学孔子学院。据“汉办”官网称，
刘延东代表中共政府和孔子学院总部，提供50名孔子学院师生到中国
参加“汉语桥夏令营”的机会，提供10个来华学习全额奖学金，并向孔
子学院送1000册图书和读物。这些“礼物”都相当诱人。
在匹兹堡大学孔子学院的推动下，2016年，匹兹堡市议会将每年的2
月2日定为“中国日”；匹兹堡市政府宣布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日为“中华
文化节”品牌文化日。2017年匹兹堡市所在的阿勒格尼县（Al le gheny
County）将1月29日定为“中国新年庆祝日”。近三年来，武汉市政府都
派文艺代表团参加了在匹兹堡举办的“中华文化节”暨“孔子学院日”活
动。
拒绝中共就会拒绝中共病毒
在这场大瘟疫中，宾州的孔子学院给当地带来了什么呢？天普大学和
匹兹堡大学分别所在的费拉德尔菲亚郡（Phil a del phia County）和阿
勒格尼郡 （Al le gheny County）恰是宾州东部和西部中共病毒（武汉
肺炎）感染 严重的地区。其中费拉德尔菲亚郡（Phil a del phia
County）的感染人数超过全州感染总数的四分之一。
众所周知，中共在统治中国大陆的70年时间里，系统地破坏了神传的
中华传统文化，有意识地向中国人民灌输了一套“党文化”。孔子，作
为2500年前中国的古圣先贤，早已被中共以“孔老二”的名字批倒批
臭。现在，中共却打着“孔子”的名义，以教授中文为借口、以表面肤
浅的文化为包装向海外渗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早有学者指出，孔子学院虽然表面上提供普通话学习课程和各类文化
节目，但并不讲中华文化的孔孟之道、儒家理论，灌输的是专制极权
的“中国模式”和意识形态，是其大外宣——中共全球统战工具的重要
组成部分。
孔子学院的师生被要求自我审查，不能谈论中共认为的敏感话题，比
如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尤其是活摘器官，西藏问题、台湾问



题、六四、人权问题等等。孔子学院对中文教师有明文规定“不得修炼
法轮功”。显然，这些中共对信仰、言论自由的践踏随着孔子学院而延
伸到海外各国。
大纪元另一篇特稿《越亲中共疫情越重 防疫有良方》明确指出，瘟疫
的降临并不偶然。本次疫情由中共的罪恶引发，并因中共的隐瞒而在
全球扩散。病毒的蔓延，清晰地呈现出以中共为目标的选择性传播，
它针对共产党而来，淘汰中共和亲共分子。海外疫情 严重的地区，
都是和中共走得近的，为中共输血、站台的。不少染疫的个人也是如
此。这实际上为各国政府和民众指出了一条直达心灵的“救生通道”。
“孔子学院”项目和当前的病毒疫情表面上毫无关系，实则密切相关。
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意识到孔子学院的危害，从而纷纷关闭
孔子学院。 近，瑞典清除了境内所有的孔子学院；作为北美第一家
孔子学院的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也于今年初被关闭。关闭孔子学院，
将是各国、包括美国宾州，拒绝中共的一个行之有效的举措。
远离中共，就会远离中共病毒；拒绝中共，就是拒绝中共病毒。
责任编辑：良克霖#◇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5/30/n12149104.htm

【瘟疫与中共】名企高管染中共病毒

受疫情影响，纽约街头行人稀少。图为2020年3月12日的纽约洛克菲
勒中心。NBC环球集团总部即位于该中心。（ David Dee Del -
gado/Getty Im ages）



【大纪元2020年06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童云费城报导） 由于中
共掩盖 中共病毒 （ 武汉肺炎 ）爆发真相，误导国人及全世界，导致
在过去几个月里瘟疫肆虐全球，近200个国家的数百万人染疫，近40
万人丧生。
大纪元编辑部特稿《越亲中共疫情越重 防疫有良方》一文指出：“这
场瘟疫就是冲着共产党而来，淘汰中共及其因素。跟中共走的近的国
家、地区疫情就严重。”
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许多西方大公司，包括部分媒体，长期以
来靠近中共。人们常说“三尺头上有神灵”，中共的倒行逆施不仅注定
了它被历史淘汰的命运，也令许多为它站台的人的前途罩下阴影。这
次 中共病毒 瘟疫来袭，一些西方大 公司高管 染疫。这也许是上天给
他们的警训。“上天有好生之德”，天理昭昭之下每个人也在选择自己
的未来。
NBC高管染疫
国际媒体名企N BC环球集团（NBCU ni ver sal）总裁杰夫·希尔（Jeff
Shell）今年三月份宣布他染上了中共病毒。他是今年1月1日刚就任该
公司总裁。另据N BC新闻负责人安德鲁·拉克（An drew Lack）证实，
该公司的音效师拉里·埃奇沃思（Larry Edge worth）三月份死于中共
肺炎。
NBC环球集团成立于2004年，是由N BC电视台（美国三大电视新闻台
之一）和Vivendi Uni ver sal（娱乐公司下辖U ni ver sal Stu dio）合并而
成的，总部位于纽约。2013年，康卡斯特（Com cast）购买了所有的
股权，成了N BC环球集团的母公司。康卡斯特总部位于费城，是全美
大的有线电视与家庭网络供应商。
与中共商业合作
2010年11月23日，中共新华通讯社与N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于纽
约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确定双方在国际电视新闻领域建立多层次的商
业合作关系。根据备忘录，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和N BC将在电视新闻
内容采集、制作和播出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中
共官媒称，这是新华社旗下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在成立一周年之际
在北美地区 新采取的一项市场拓展努力。
除了在网络电视上播放C CTV4等中共媒体外，NBC环球还和大陆合建
北京环球度假区，并与阿里巴巴集团与2019年10月宣布达成战略合
作，双方共同推动主题公园及度假区的科技应用和数字化体验。北京
环球度假区将以阿里巴巴的科技进行园区运营，打造智能化主题公园
及度假区目的地。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是北京首寰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和美国
康卡斯特NBC环球公司共同打造的项目，包括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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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以及两家度假酒店，预计2021年春季将正式
开园。
2020年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将新华社等5家中共驻美官媒列为“外国
使团”，认为它们受中共政府控制，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
在2020年2月27日，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黄屏与参观了康卡斯特大楼与
其多名高管会面。根据纽约领馆的网页介绍，在会谈中黄屏重复了中
共的措辞宣传其抗疫的功劳。他还介绍说中国的市场很大。作为电视
新闻网络，NBC在中国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新闻误导
3月14日，NBC新闻网站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在中国因新冠病毒被
隔离，我觉得比在美国安全得多”的文章。作者是一名美国音乐教授，
近期曾与家人前往上海休假。他称赞中共当局的防疫措施，贬低美国
政府。
3月16日，《华盛顿观察家报》（Wash ing ton Ex am iner）刊登了贝克
特·亚当斯（Becket Adams）的评论《新冠病毒爆发期间 NBC新闻网
散布中共宣传》，文章反驳上述音乐教授的观点并批评N BC刊文之
举。作者写道：“他不是健保专业人士，他不是危机处理专家，他甚至
不是政府职员。他只是一个在中国的游客，看到了他被允许看到的东
西。”
“然而，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美国 大和 有影响力的媒体集团之一，
给了他赞扬造成这场危机的政府并批评美国的平台，根据其在臭名昭
著、一党专政、遮遮掩掩的国家获得的非常有限的经验。”“该文没有
提到中国（中共） 初隐瞒疫情或抓捕那些试图向国际社会发出预警
的吹哨人。”
替中共发声
美国媒体监督组织“媒体研究中心”（Me dia Re search Cen ter）的 新
研究发现，美国三大媒体NBC、ABC和CB S的晚间新闻广播节目跟中
共病毒相关的总播出时间长634分钟（1月17日至3月13日之间），批
评中共政府的内容只有3分钟14秒（不足百分之一）；在很大程度上
这三家媒体在疫情问题上规避对中共的批评。
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周五（5月1日）上午在推特发文说，“康卡斯
特和C N N电视台正在竭尽全力说中国（中共）的好话。” “他们是中国
（中共）的傀儡，想在那里做生意。”川普写道，“他们利用美国的电
视频道来帮助中国（中共）。人民的敌人！”
多家大 公司高管 染疫
Book ing Hold ings总裁格伦·福格尔（Glenn Fo gel）于3月25日也开始
出现中共病毒感染的症状。他的妻子与女儿也相继感染。该公司下辖
Price line.com、OpenTable，和Kayak，是交通旅游订购的大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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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该公司在德拉华州注册，其收入的90%来自于美国国外，2018年
在中国投资超过10亿美元以资助出租共享公司与消费订购业务。
但是这些并没有带来好运。在中共病毒到来之后，Book ing Hold ings
在2020年第一季度就损失了近7亿美元(一年前同期的利润是7.7亿美
元)。截止到5月7日，股票已经下跌了21%。
摩根士丹利（Mor gan Stan ley）总裁詹姆士·戈尔曼（James Gor -
man）也于3月份感染中共病毒。戈尔曼在2017年11月被C N BC采访
时大谈中国前景如何好。除了直接和大陆合作外，摩根士丹利资本国
际公司（MSCI）推出的全球（不含美国）可投资市场指数（MSCI
All-Coun try World ex-US In vestable Mar ket In dex），将其投资组合
的7％资金投入中国企业，包括已知的多家目前受到美国多重制裁和
出口禁令限制的中国企业。这导致大量外资涌入大陆。
编辑责任： 袁荣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6/5/n12164546.htm

【瘟疫与中共】亲近中共 俄罗斯疫情严峻

2020年5月2日，俄罗斯莫斯科，医务人员在中共病毒检测点附近拿着检测试剂
盒。(YURI KADOB NOV/AFP via Getty Im ages)
【大纪元2020年06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舒华报导） 中共病毒
（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初期， 俄罗斯 灾情发展尚属平缓，但
近一个月以来，俄罗斯染疫人数陡然上升，至6月10日，确诊病例达
到49.3万例，感染人数排在全球第三位，染疫人数日增近万，情势严
峻。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epochtimes.com/gb/tag/%25E4%25B8%25AD%25E5%2585%25B1%25E7%2597%2585%25E6%25AF%2592.html&sa=D&source=editors&ust=1639274790362000&usg=AOvVaw0FQQXX04BAYaa-cE4hJ6-e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epochtimes.com/gb/tag/%25E4%25BF%2584%25E7%25BD%2597%25E6%2596%25AF.html&sa=D&source=editors&ust=1639274790362000&usg=AOvVaw37vL0eYuPajM1LJEn-Ni7O


按照病毒学理论，在人群密切接触的地方更便于传染性病毒迅速传
播。 俄罗斯 地广人稀，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人，在联合国成员
193个国家中排第179位，本不利于呼吸类传染病毒传播，那么，是什
么原因导致那里的 中共病毒 瘟疫 如此肆虐？
大纪元特稿《越亲中共疫情越重 防疫有良方》一文指出，“这次中共
病毒的扩散之势，清晰地勾勒出它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
市、组织和个人一路蔓延”。细究根源，俄罗斯与中共结成战略伙伴、
在政经文化方面关系亲密，才是导致 瘟疫 缠身的真正原因。
历史回顾——中苏从好兄弟、反目成仇 再到战略伙伴
受苏维埃共产国际领导和支持而起家的中共，原本奉苏联为“老大
哥”，两国关系密切。在中共刚刚窃取政权、中国经过多年战乱而国力
凋敝的时候，1950年，中共按照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苏联和中国联
合行动的要求出兵朝鲜，与联合国军队交战。
后中苏一度交恶，甚至反目成仇。1969年6月，中苏在边界乌苏里江
珍宝岛爆发冲突，双方都死伤惨重。8月，在新疆铁列克提，双方再
次发生武装冲突，中国方面死伤严重。为避免冲突再度升级，9月，
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紧急会面，达成共识维持边界现状。虽然之后两
国不再兵戎相见，但关系也降到冰点。
与此同时，中国向美国靠近，以乒乓外交打开局面。1972年，美国总
统尼克松访华，美中签署了《上海公报》并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
系。1980年苏联在莫斯科举办奥运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因苏联
入侵阿富汗对其抵制，中国也加入抵制阵营，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
会。
80年代中后期，苏联开始推行改革。中苏关系开始慢慢解冻，1989年
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发生学生民主运动期间访华，因天安门广场被学生
集会占据，欢迎仪式改在首都机场举行，中共感到颜面尽失。戈尔巴
乔夫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苏联 高领导人。
1989年6月4日，中共动用军队血腥镇压学生及北京市民，举世震惊。
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虽被镇压，其精神却引发东欧巨变，戈尔巴乔夫
顺应民心，解体苏共，共产铁幕轰然崩塌，遭受共产主义蹂躏多年的
东欧人民重返自由，焕发新的生机。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天，中共宣布承认俄罗斯为苏联的继
承者。
在中国，江泽民踩着六四学生的鲜血上台，成为中共党魁。为掩盖其
留学苏联时被收买的丑事，江泽民刻意讨好俄罗斯，与俄罗斯高层互
访频繁。1997年，江泽民与叶利钦同意在中俄两国元首互访之外，建
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自此，中俄关系又开始热络。
1999年12月9日－10日，江泽民与俄罗斯政府签定了“中俄边界新
约”。在这个新的边界条约中，中国人得到了图门江出海口的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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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要回”了本来就属于中国的几个小岛，却承认了中国一直拒绝承
认的中俄九项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与俄罗斯多年来存在的边界领土争
端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放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拥有主权的
相当于110个台湾的领土面积。
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而定下的这个约定，将3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
土尽数献给俄罗斯，这是自清政府以来 大的卖国条约。
2001年普京上台以后，与中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
定战略伙伴关系。 2010年，两国确定“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高层互访频繁 战略伙伴关系亲密
至此，中俄关系又变成好兄弟。中俄关系在习近平和普京任期内越来
越紧密，为制约美国，两国尽弃前嫌，抱团取暖。
2013年，习近平担任中国 高领导人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选择了
俄罗斯。到2019年，他共访问过俄罗斯八次，算上6月与普京在莫斯
科的会面并一起参加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活动，习近平与普京在任上
会面的次数达到了近30次之多。中俄元首互访几乎成为定制模式。
除了两国元首互访外，中俄总理定期会晤也是一个定制。
2019年9月，李克强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会晤，这是中俄自1997
年由江泽民与俄罗斯定下的会晤机制以来的第二十四次总理定期会
晤。
两国在多个国际重大问题上，也同进同退。在联合国安理会议上，中
俄都投票否决制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决议。对待朝鲜核武器问题
上，两国一唱一和，调门一致。
不仅如此，两国多次联合军事演习。2017年7月，中俄海军在波罗的
海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18年9月，中共军队又参加了俄罗斯代
号“东方2018”的军事演习。
大能源消费国和 大能源生产国
战略伙伴合作的项目之一还包括能源。自上世纪90年代开始，中国就
成为原油进口国。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也快速加大，开
始向国际市场购买原油，成为全球 大的能源消费国。
为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积极开拓与产油国之间的关系。作为产油
大国的俄罗斯，自然成为重中之重。俄罗斯石油年产量居世界第二，
2005年产油4.7亿吨，产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天然气产量也
位于世界前列，其天然气储量达47.5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看重俄罗斯能源的原因还包括运输安全的考量。以中国现有能
力，不能保证海上运送的原油的安全，而与俄罗斯合作能减轻此顾
虑。中俄之间有共同边界，可经输油管道直接将俄罗斯原油输送至中
国境内，既可确保能源供应稳定，且其安全性亦大幅提高。
2013年，两家中俄国营企业——中石油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订了
一份供油协议，是中国原油贸易中 大单笔合同，也是全球石油工业



历史上 大的交易之一。根据此协议，俄罗斯将在目前中俄原油管道
（东线）1500万吨／年输油量的基础上逐年增加对华提供原油，到
2018年达到3000万吨／年，增供合同期25年，可延长5年；通过中哈
原油管道（西线）于2014年1月1日开始增供原油700万吨／年，合同
期5年，可延长5年。
同时，俄方还承诺在中俄合资天津炼厂建成投运后，每年向其供应
910万吨原油。未来中国石油进口俄罗斯原油量将达到4610万吨／
年。根据合同，中国向俄罗斯石油公司支付600亿至700亿美元的预付
款。
中共为普京女婿买单
为稳固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共不惜以高价出手购买俄罗斯西
布尔石化公司10%的股票，而这个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就是普京的小女
儿的夫婿，其拥有公司21%的股份。
2015年，俄罗斯总理梅德杰夫访问中国，此次访华签订的数十个合作
文件中，引入注目的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收购俄罗斯石化工业巨头西
布尔石化公司10%股权的协约。
“中国对西布尔的资产评估为134亿美元，比2014年上涨了10亿美元，
同时也创下了该公司资产有史以来的 贵纪录。但俄罗斯目前正陷入
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卢布贬值剧烈，经济衰退可能还没有跌至谷
底。资本正从俄罗斯市场大量外逃，俄国公司和企业的资产大幅缩
水。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却高估西布尔公司的资产价格，采取与市
场趋势反向的举动，高价收购西布尔股权耐人寻味。”作家白桦在《中
国密报》41期刊登的文章《中国高价收购普京女婿控股资产》中写
道。
中共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经济贸易上，中俄贸易额逐年增加，从2001年到2018年17年内翻
了十倍，并计划到2024年达到2000亿万美元额度。
“在 近的十几年中，两国（中俄）的双边贸易有着较快增长。2001
年中俄之间的贸易量达到100亿美元的目标后，2004年年初达到200
亿美元，2006年超过300亿美元，2012年达到881.6亿美元。根据中
国海关统计数字，2014年中俄两国贸易额达到952.8亿美元；2015
年，由于俄罗斯经济的疲软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中俄贸易额出现
了下滑，两国进出口的贸易额为962.6亿美元。截至2014年年底，中
国是俄 大的贸易货币，而俄也是中国第九大的贸易伙伴。”谭岳衡和
谢涌海在《香港如何“带”“路”》一书中写道。
根据统计，中俄两国贸易额在2018年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后继续保
持增长，计划到202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
中俄在能源、航空航天、互联网、卫星导航系统等领域加强战略性合
作，并铺设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滨海1



号”“滨海2号”陆海联运国际交通走廊等项目。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已成为俄远东地区第一大投资来源国。2019
年1月至5月，中国对俄罗斯全行业直接投资2.1亿美元，同比增长
20.1%。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6家中资银行在俄罗斯设立分支机
构，中国银联也在莫斯科设有代表处。此外，两国共同设立了投资合
作委员会。
两国官方合作亲密，共同举办了一系列的国家级高级别的交流年活
动，并建立了140对友好省州和城市。
结语
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中共与俄罗斯存在分歧，如2008年乔治亚及2014年
克里米亚问题，而且两个大国之间也存在暗中较量，双方合作的背后
各自有不同的利益考量，但是为了制约美国，两国结成战略伙伴关
系，越走越近。近年来，俄罗斯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强。孰
不知，与中共为伴，结果瘟疫也随中共恶魔而至。
20年前已经摒弃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人民，如果能肃清共产遗毒，认清
中共的邪恶，重新找回对神的信仰，才是防疫的良方。只有远离中共
恶魔，才能平安驱除瘟疫，俄罗斯这块古老的土地才能重新绽放光
彩。
责任编辑：李缘#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6/11/n12176991.htm

后记（寄语）

朋友，祝我们读懂天机， 终冲破阴霾，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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