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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週前，俄羅斯揮兵⼊侵烏克蘭，⽤巡航導
彈、⽕箭、坦克、重炮，炸機埸、核電廠、⽔庫、
電視塔及所有基礎設施。普京以為海陸空聯合出
動， 重兵壓境，兩三天內便可攻陷基輔，推翻民選
總統，併吞烏克蘭。 

怎料勇敢⽽堅強的烏克蘭⼈為⾃由為民主，⾃
願捨命保家衛國，全民武裝起來，18-60歲的男⼥前
赴後繼地⾛上前綫。熱⾎男兒把逃亡的妻兒送到隣
國安全地⽅後便折返加⼊戰⾾。19歳的國家隊⾜球
⼩將，脫下球⾐⾛⼊戰場，隨後中彈⾝亡。但他們
視死如歸 ，在槍林彈⾬下仍繼續頑強抵抗。⼀對年
青情侶從教堂⾏完婚禮出來，不是回家，⽽是雙雙
前往當地防衛中⼼，舉起槍⽀同赴國難。 

⼀名烏克蘭男⼦站俄軍⾞隊前，以⾝軀阻擋⼀
列坦克前進，就像當年天安⾨廣埸上的「坦克⼈」
⼀樣。世界各地許多烏克蘭裔男⼦都紛紛吻別親⼈
回到家鄉投⼊戰⾾，埸⾯沉痛悲壯，令⼈動容。 

開戰以來，各地的反俄侵略⽰威不斷，俄羅斯
境內則有50多個城市發起反戰⼤遊⾏，數千⼈被
捕。凡有良知，有同理⼼的⼈都對烏克蘭作出無限
⽀持。「我們與烏克蘭站在⼀起」成為今天世⼈的
共同⼜號。 

烏克蘭是除俄羅斯外，歐洲⾯積最⼤的國家，
境內95%是平原，⼟地肥沃，氣候溫和，⽔源充
⾜，是農產品出⼜⼤國，全球第四⼤⽟⽶和⼩⿆的
供應國，⼀向被稱為「歐洲糧倉」。此外它還出產
製造汽⾞和太空船有關的鎳、鉑等稀有⾦屬，和製

造晶⽚光刻⼯序必需的氖氣。 
烏克蘭是⼀個⽐較富裕的國家，⼈民質素⾼，

在這次國⼟被侵佔過程中表現出的英勇、尊嚴和機
智令⼈粛然起敬。 

曾是世界第三⼤核武庫 
蘇聯解體，烏克蘭於1991年正式宣佈獨⽴，當

時軍事⼒量⾮常強⼤，擁有176個洲際導彈發射
器，1240個核⼦彈頭，以及3000多件戰略核武器，
在⽣產戰⾾艦隻和海軍陸戰隊裝傋⽅⾯世界馳名。 

⼤家都知道，中國的第⼀艘航母「遼寧號」就
是烏克蘭原來的「⽡良格號」。中國從烏克蘭引進
的9B-1101K 型半主動雷達導引頭，⼤⼤加強了中國
導彈的精準度。世界最⼤的氣墊船「歐洲野⽜」也

與烏克蘭站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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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軍轟炸下，烏克蘭到處變廢墟，⼈⺠流離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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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烏克蘭⽣產的。 
烏克蘭幫助中國改造「⽡良格」號成為先進航

母，烏克蘭⽣産的 DN80 燃氣輪機被應⽤於中國的 
052型驅逐艦上，可以說，中國有今天的強⼤軍⼒烏
克蘭居功⾄偉。 

但忘恩負義的中國當局，對今次的俄國⼊侵
戰，從不表⽰反對，也不⽀持烏克蘭，但再三強調
中俄友誼穩如盤⽯。有關俄烏交戰實況，國內媒體
報導必須和中央 ⼀致。 

1991⾄1994年間，烏克蘭國內經濟轉型，對如
何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進⼊資本主義市塲經濟，毫
無經驗也缺乏指導，和當年的俄羅斯⼀樣，經濟狀
況極端糟糕，⽋下巨債，⼈民⽣活困苦，要維護核
武庫的⽇常開⽀，數⽬龎⼤。為此，於1994年由
俄、美、英及⿃克蘭在布達佩斯簽訂了⼀項稱為傋
忘錄的條約，烏克蘭同意交出其洲際彈導導彈，核
彈頭和其他基礎設施，⽽換取條約簽署國的貸款和
尊重烏克蘭的邊界及主權。1996年烏克蘭新憲法確
定烏克蘭為⼀個主權獨⽴、民主法治的國家，實⾏
共和制。1994⾄2004年間，烏克蘭努⼒改善國際貿
易，企業私有化，經濟成功轉型，⾼速發展。2005
年民選總統尤申科因不願受制於克⾥姆林宮，以致
被中毒，被毀容，引來全國舖天蓋地的抗議運動，
其後被稱為橙⾊⾰命。 

⾃此，俄羅斯便和中國廢棄「中英聯合聲明」
⼀樣，不遵守條約，欺壓烏克蘭，屢次切斷其天然
氣供應，1914年更公然侵佔克⾥⽶亞。 

如果當年烏克蘭不放棄核武，不相信俄羅斯的
承諾，仍維持強⼤軍事⼒量⾄今，俄羅斯是絕不敢
對烏克蘭輕舉妄動的。有⼈説烏克蘭是⾃廢武功，
誤信壞⼈，正如我們當年被騙，誤信中共，以為對
⽅會遵守承諾讓⾹港50年不變。 

由古⾄今，全世界的獨裁者，⾯孔雖各有不
同，但其隂險、悪毒、欺詐、狡猾是永遠相同的。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澤連斯基在俄軍⼊侵烏克蘭之前，相信世界上

許多⼈還不知此君是誰。但開戰後他的聲望節節上
升，獲得世⼈讚賞，國內民調⽀持率⾼達90%。 

這位44歲個⼦矮⼩的前喜劇演員被公認為⿃克
蘭的英雄，他出⾝於普通家庭，和政治圈毫無關
連，僅因為國難當頭，勇敢承擔起總統的責任。他
拒絕離開烏克蘭，站在基輔街頭，⾃拍視頻，向⼈
民喊話，呼籲共同捍衛國家，他知道俄羅斯的暗殺
特⼯早已潛⼊⿃克蘭並把他視為頭號⽬標，但他亳
不畏懼，挺⾝⽽出，勇敢對抗擁有核武的超級⼤

國。他的⾏為，他的形象，給烏克蘭的軍民帶來凝
聚和信⼼，激勵全世界愛好和平的⼈，要求他們和
烏克蘭站在⼀起。 

和獨裁、跋扈、俯視天下的普京不同，澤連斯
基親民、踏實，現⾝街頭，展⽰和平民百姓站在⼀
起的決⼼。開戰前，西⽅元⾸輪流出訪，游説普京
勿妄動，對⽅反應是疏離、冷漠、我⾏我素。澤連
斯基則很懂得和全世界溝通互動。他通過視像向歐
洲議會發表動⼈演説，要求各⽅伸出援⼿，制裁俄
羅斯，提供軍傋和武器，不要遺棄他們，別讓烏克
蘭孤軍作戰。演講結束後，與會者全體起⽴⿎掌，
向澤連斯基致敬。 

這位年輕、有活⼒，⼜⿒伶俐的烏克蘭戰時領
袖，知道何時何刻，如何呈現⾃⼰，他每次發表的
聲明都簡潔有內容，讓全世界都聴到。他向英國國
會演説，指戰爭給國家帶來無窮的痛苦，為烏克蘭
的⽣存和⾃由我們會戰⾾到底，絕不投降。每次他
的演說都有感召反應，在⼀週內成功向世界各地募
集到⼆萬志願軍，⽽俄羅斯⽅⾯則因年軽的新兵⼠
氣低落，要轉向敘利亜徵求僱傭兵。 

俄烏戰爭會演變成世界⼤戰嗎？
俄軍裝甲⾞隊向基輔北⼤⾨推進，距離烏克蘭

軍隊最後⼀道防線只有幾百⽶，東邊和西邊郊區鄉
村都冒起濃煙，⾸都陷⼊四⾯包圍中，基輔市⾧估
計有⼀半市民(約200萬)巳離開。⽬前，他們的守衛
軍主要是對俄軍進⾏阻擋伏擊，截斷後勤補給，令
本已低落的⼟氣更加低落。 

另⽅⾯，基輔巳經轉變成⼀座堡壘，每條街
道，每棟建築，每道關卡都修築防禦⼯事，凖備俄
軍⼀旦⼊城就展開巷戰。 

總統澤連斯基不像普京鐵板⼀塊，他會轉彎，
也懂得在某種情況下作出妥協，前提是不能背叛國
家和⼈民，為早⽇結束這埸令平民百姓受盡苦難的
戰爭，他願意和俄⽅會談，作出某些讓步。普京則
堅持要對⽅接受等於投降的條件，他不能接受全世
界對他的制裁和譴責，他不能忍受國內⼈民的抗議
⽰威，他罔顧俄羅斯⼈民因他發動的戰爭⽽受苦，
國家被連累，淪為⼈⼈喊打的過街⽼⿏。 

有研究俄國政治的學者認為，若戰事持續下去
⽽普京又不能獲勝，甚⾄失敗。他的強悍偏執性
格，向西⽅發動核戰不是不可能的。⽇前，俄⽅已
發放假新聞，稱美國正在背後幫助烏克蘭製造⽣化
武器和核武器。這是嫁禍對⽅的⼿法，是他⽇使⽤
化武和核武的藉⼜，若事態真的向這⽅⾯發展，就
很可能演變成世界⼤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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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上限」為普京侵烏壯膽
踏⼊⼆〇⼆⼆年，兩年前爆發的武漢病毒還在

全球肆虐，戰爭的幽靈已在蠢蠢欲動。據說瘟疫之
後必有戰爭，這是古今往來的常識。不過發⽣在⼆
⼗⼀世紀的場景，卻充滿了醜陋的暗⿊和罪惡。 

對習近平來說，⼆⽉份舉⾏的冬奧會，是他連
任的⾯⼦⼯程頭等⼤事，雖然因中共侵犯⼈權和武
漢病毒無法追源⽽遭到全球杯葛，場⾯冷清。不過
俄羅斯總統普京答應出席開幕式撐場⾯，亮相的代
價是簽下幾個價值千億美元的⼤單。中俄還宣佈雙
⽅ 的 戰 略 合 作 「 沒 有 ⽌ 境 ， 沒 有 禁 區 ， 沒 有 上
限」，建⽴了不同以往的戰略同盟，說⽩了，就是
「契兄契弟」的親密關係。然⽽普京連歡迎晚宴都
沒有出席，就匆匆回俄羅斯，令⼈感到詭譎的背
後，即將會有⼤事發⽣。 

果然⼆⼗天後，⼆⽉⼆⼗四⽇，烏克蘭時間凌
晨兩點剛過，普京宣佈在烏克蘭展開「特別軍事⾏
動」。伴隨著隆隆巨響，俄羅斯開始了⼊侵烏克蘭
的第⼀步。第⼆天當太陽從⾎腥的晨曦中升起，俄
羅斯軍隊已經將⽬標鎖定了烏克蘭⾸都基輔。普京
的如意算盤很簡單：⽤閃電戰佔領基輔，將民選總
統澤連斯基及政府要員斬⾸或消滅，扶植親俄傀儡
上台，屆時烏克蘭像⽩俄羅斯那樣，成為普京俄羅
斯版圖的⼀部分…… 

這⼀對契兄契弟野⼼相同
契哥揮軍⼊侵烏克蘭，契弟則像打了雞⾎般的

興奮，中共軍事專家揚⾔，三天可以拿下基輔。怪
不得到了第四天，普京下令將俄軍戰略威懾⼒量調
⾄特殊戰備狀態。也就是說，不惜⽤核武器來「攬
炒」，也要拿下烏克蘭。想不到⼗多天過去了，⾯
對俄軍的狂轟濫炸，烏克蘭軍民仍頑強守住⾃⼰的
國⼟。不少⼈紛紛在問，烏克蘭在志願軍＋萬國裝
備＋⾼昂⼠氣＋道德⾄⾼點＋本國軍民的英勇抵抗
下，可以贏得這場衛國戰爭嗎？ 

普京噩夢開始，他當然知道戰爭狂⼈失敗的下
場。其實也變成習近平的噩夢，北京在普京決定發
動這場戰爭中所起的作⽤不可低估。在戰爭爆發前
的兩個⽉內，據路透社透露，美國跟中國有六次接

觸，國務卿布林肯甚⾄把CIA對普京的侵略意圖的情
報也告知了中⽅，希望能讓中國說服普京，阻⽌這
場戰爭。北京不但不把美國的誠意當回事，相反，
認為是美國有意要造成中俄之間的隔膜，⽽且把美
國提供的情報轉交給俄羅斯。 

要知道，⾃⼆〇⼀三年以來，習近平跟普京頻
繁會⾯近三⼗七次。還記得習近平那句評價蘇聯解
體的⾦句：「更無⼀⼈是男兒」，⽽普京將蘇聯解
體稱之為「⼆⼗世紀最⼤的地緣政治災難」，再加
上兩⼈都有建⽴⾃⼰新世界秩序代替現有的規則的
慾望。這⼀對專制極權主義的契兄契弟野⼼相同，
⾃然⾛在⼀起了。 

美國把俄羅斯推向中國是戰略錯誤
問題來了，現在居然有聲⾳說，普習兩⼈關係

⾮⽐尋常，要由北京來作俄烏之間的調停⼈，還有
⼀種聲⾳更說，由於俄烏兩國⿆⼦產量佔全球的三
分之⼀，未來的糧⾷價格必將⾶漲，美國全⾯撤消
過往對中國的關稅，以遏制通脹，以利民主黨中期

選舉等等。 
接下來的戰局如何發展，⽼實說，難以預料，

不如介紹⼀本今年⼀⽉台灣翻譯出版的重量級書籍
《全球戰略》，作為參考。作者也是重量級⼈物，
美國前⽩宮國家安全顧問赫伯特．⿆⾺斯特，他不

天下圍攻對抗戰爭狂⼈ 
!"⿈  連

⼀對野⼼相同的契兄契弟。

下轉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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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服   惡棍的邏輯

之⼀   ⼤衛的神器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作聖經事蹟之⼤衛與巨

⼈歌利亞之戰，再恰當不過。 
⼩⼤衛贏了，他的武器很簡單，⼀具彈⽯器⽽

已。以俄羅斯之⼤壞惡，打倒⼀個⼩烏克蘭，兩
天？三天？普京就這樣盤算，世界都這樣以為，不
料，開打頭⼀周，烏克蘭的表現令全世界驚訝。建
奇功的，除了世界的⽀持、烏克蘭⼈的愛國和勇
敢，讓世界驚之⽽敬之，何以⾄？⼀說謂：除了烏
克蘭⼈得⼈⼼，建其功者，是無⼈機。回頭看⼤衛
使的兵器彈⽯器（slinger），不就是古裝版的無⼈
機？⼆者都由⼈在地⾯發⼒操作，都須先彈上天空
就可以作出攻擊，瞄準⽬標，以彈⽯器把⽯頭射出
去，⼀次擊中，成了。 

之⼆   與惡為鄰 
有條靚，烏下烏下不識死字怎寫。原本跟開⾦

爺的，不知何故，⾃⼰出⾛，⾃⽴堂⼜。⾦爺⽅⾯
的想法是：好⽍忍了你多時，近年，上了臉了，頻
頻跟舊東家作對，要與其他社團結盟，⽽該些社團
要不與⾦爺不友好，要不離得太近，讓⾦爺不得⼼

安，多次勸喻：勿跟這些⼈⾛得太近，否則對你不
利。⼩⼦不理，伙同其他社團的⼼願和⾏動⽇⾒熱
絡。我是誰？我是⾦爺，不服打到你服。 

⿊⽚看多了？或者是，事實上，中國的主流網
民就是這樣看的。他們為俄羅斯找到開打的「理
由」是：⽼⼤哥叫你勿加⼊歐盟和北約，因這兩個
組織所針對、提防的，就是俄羅斯，加⼊這兩個組
織，就是跟俄羅斯作對，好⾔相勸甚⾄多番警告你
不聽，唯有打了。「以我為主」背後的公理如國際
法可以完全不理，不管烏克蘭是獨⽴國、是聯合國
成員、有外交⾃主權……要加⼊任何國際組織有⾃
決權，中國網民則認為⼩國要聽⼤國的，不依從，
就是討打，甚⾄炸核電站。 

之三   仍需努⼒
有居住在烏克蘭的⾮歐裔⼈⼠投訴：他們逃難

時遭到種族歧視。 
有？沒有？真不好說。 
且問：當中亞、中東發⽣戰事，通過媒體，⼀

⼀展現在眼前，從那景況帶出的感受，可如今天看
到的烏克蘭⼈逃難的⼀般？⽼實說，有不同，但，
此⾮出於歧視，乃出於（⾄少在外觀上）我們與中
東⼈、中亞⼈的距離，⼤過我們與歐洲⼈的距離。
我們（所有族裔的現代⼈）在各⽅⾯都有⼀定程度
的世界化，遇到全⾝以⿊袍包著的⼈，已是「我們
不⼀樣」的界定，因⽽產⽣疏離感，更怕冒犯、觸
禁，這似⾃然，當事⼈理解為「被歧視」，也⾃
然。但，不是說這是對的、可接受的，怎辦？仍需
努⼒。 

之四   ⽀持烏克蘭
東歐最遠到過東柏林，如⾮戰事，也難說會虛

擬遊烏⼀遍，因戰事才得多看看基輔，⼀看才知
道，原來像巴黎！ 

新聞中看到逃難中的烏克蘭⼈，不論男⼥⽼
少，多⾐著光鮮，淡定有序，沒⼈爭先恐後。⼈民
質素⾼，難怪獲認同和⽀持。 

我們加拿⼤撐烏尤其出⼒。加拿⼤是烏俄以外
烏 克 蘭 ⼈ 最 多 之 國 。 我 們 的 副 總 理 ⽅ 惠 蘭
（Chrystia Freeland）就是烏克蘭⼈，從政前是駐俄

兩服測試劑
⼋周記
作者：圓圓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對惡鄰，勇敢悍衛國家利益，贏得世
⼈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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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記者，她主導促成凍結俄羅斯富豪在瑞⼠存款
的新例，這回⽤上了。 

第⼆服   毒根

之⼀   ⼈類不會忘記
俄烏發⽣戰事，誰最⾼興？還會有⼈⾼興，太

無良了吧。就是有⼈會⾼興，他們是跟中國「⼋孩
母事件」（不⽤再述）有關的⼀批官⽅⼈⼠。何以
故？好了好了，現在⼈⼈都在講俄烏之戰了，誰還
記得中國農村⼀個⼥⼦的遭遇。 

絕不！這是⼀宗反⼈類事例，無法無天的官⽅
容許的慘絕⼈寰的真⼈真事，⼈類不會忘記。 

之⼆   當公眾全是傻的
五份報告出來，沒⼀份取信於民，你會相信這

些： 
受害者的⾝份，是甲、⼄、丙？⾯貌表徵無⼀

近似者，官⽅報告說是同⼀⼈； 
DNA 檢驗沒有化驗報告，說「配對」你就得相

信； 
不讓受害⼈與媒體接觸，不讓當事⼈及家⼈⾒

媒體…… 

之三   以名詞輕化罪⾏
從官⽅的公告中，⾒得最多或、只⾒⼀項的

「罪名」是「拐賣⼈⼜」，當然這已經是項反⼈類
的重罪，但，太籠統、被輕化（往例判三年）⾄達
到⼤事化⼩、⼩事化無的⽬的，⼀串當事者所犯的

罪⾏數數看，應有：強擄公民、販賣⼈⼜、侵犯⼈
權、偽造⽂件、偽造⾝份、知情不報、施以私刑、
強姦、虐待、禁錮、反⼈類…… 

之四   期待第⼀夫⼈
第⼀夫⼈彭麗媛在聯合國有⼀個⾝份：促進⼥

童和婦⼥教育特使。 
⼤家等著。 

釋題：對以上兩宗事所採⽴場——反戰及倡⼈
權——是⼀個⼈是否是⼈的測試劑。

僅是戰功彪炳的退役三星陸軍中將，⽽且還是學術
成就⾮凡的史學博⼠。他把俄羅斯、中國、北韓、
伊朗、阿富汗塔⾥班、巴基斯坦等國，看作是美國
的戰略對⼿，他反對歐巴⾺政府過於軟弱退讓的外
交思維，更在副⼿博明的協助下，促成川普⼆〇⼀
七年訪問北京兩個⽉後，就公佈了「印太戰略框
架」，扭轉過往美國對中國⼀廂情願的安撫政策，
奠定強硬抗中的政策基礎。 

特別要指出的是，過往⿆⾺斯特視俄羅斯為頭
號敵⼈，但⼀年多前他在台灣外交部的「凱達格蘭
論壇」發表視像講話，指出後疫情時代，中共更輸
出威權主義模式以及「黨⾼於⼈民」的制度與政
策，給新疆、⾹港等地⼈民帶來痛苦，港版國安法
使⼀國兩制終結，並對台灣及印太區域構成威脅…

…看得出來，他已把中共視為全世界的公敵。有識
之⼠指出，當年川普⼀直受「通俄⾨」所困，直到
最近才還他清⽩，但為時已晚。川普在任時聯俄抗
中，是看透世事因果。美俄關係良好，中俄無法結
盟，全世界邪惡勢⼒也無法集結。近⽇芝加哥⼤學
教授Mearsheimer也指出，在美俄中三⼤國政治中，
美國應拉俄國對抗中共，把俄羅斯推向中國是戰略
錯誤。 

⿆⾺斯特在書中引⽤了列寧的⼀句名⾔：「資
本主義者會將繩⼦賣給我們，讓我們⽤來將他們吊
死」。他再加上⼀句：「美國與許多盟國做得更超
過 這 個 ， 他 們 還 會 出 錢 ， 幫 助 中 國 共 產 黨 買 繩
⼦。」 

這些話，是不是荒謬得可笑又可悲，但這正是
已經發⽣或正在發⽣的事。

鐵鍊⼥事件令中國形象⼀落千丈。

上接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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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三屆全國⼈⼤五次會議，近來在北京舉
⾏，⾹港19名⼈⼤代表因疫情關係全體請假，董建
華更因⾝體問題在家休養。總理李克強作了漫⾧的
《政府⼯作報告》，2790位代表靜靜地聼着他的報
告，但當李克強要嚴厲打擊拐賣婦⼥兒童犯罪⾏為
時，會場突然響起熱烈掌聲，這因為近來中國民間
發⽣兩件震撼全國的「鐡鏈⼥」和「鐡籠⼥」問題，
就是關於拐賣婦⼥的，⼤致情形如下。 

「鐵鏈⼥」楊慶俠
「鐡鍵⼥」事件發⽣在江蘇省徐州市豐縣歡⼜

鎮董集村，⼀位⾐衫單薄、蓬頭垢⾯的中年婦⼥，
沒有⽛⿒，說話不清楚，被⼀條鐵鍊拴着脖⼦，哪
裏也去不了，但她⽣了⼋個孩⼦。這消息全國傳開
之後，豐縣縣委宣傳部發表聲明說，這名鎖鍊⼥名
叫楊慶俠，是1998年6⽉跟董集村村民董志民領證結
婚，因為楊慶俠有精神病，經常無故毆打孩⼦和⽼
⼈，所以被鎖鏈鎖起來。 

因為網民群起批評，豐縣當局又說，楊慶俠在
外地流浪討乞，被董志民⽗親收留，從此跟董志民
⽣活在⼀起。但楊慶俠有精神分裂症，董志民便⽤
鎖鏈把她鎖起來。 

今年1⽉27⽇徐州市發出通報說，楊慶俠真實⾝
份是來⾃雲南省福貢縣亜⾕村，原名「⼩花梅」，
1994年曾經結過婚，96年離婚回家鄉，因為⾔⾏異
常，被桑⼥⼠帶到江蘇治病，桑⼥⼠帶她到江蘇之
後，⼩花梅便⾛失了，但桑⼥⼠沒有報警，也沒有
通知⼋花梅家⼈。 

但⼀般網民懷疑政府的說法，為什麼看病要千
⾥迢迢地要從雲南到江蘇？那個桑⼥⼠到底是誰？
為什麼⾛失⼈不報警？因此懷疑這是⼀樁⼈⼜拐
賣。網民更爆出驚⼈的消息祱，這位鎖鏈⼥可能是
1996年失蹤的四川少⼥李瑩，有⼈將李瑩的照⽚拿
來與楊慶俠相⽐對，竟⾼度相似，李𤯵當年失蹤時
才12歲。 

事情越鬧越⼤，中共黨媒新華社也報導這項消
息，2⽉23⽇江蘇省政府調查報告終於出爐，承認鎖
鏈⼥是被⼈多次拐賣，但與李瑩無關。官⽅還下令
處理了17名地⽅官員，包括豐縣縣委書記被免職。 

無獨有偶，當江蘇「鐵鏈⼥」事件鬧得全國網

民⽕熱的時候，陝西卻出現了另⼀件「鐡籠⼥」事
件，它⽐「徐州8寶媽」更慘，丈夫還將她的慘狀拍
成影⽚PO在綱上流傳，影⾳的帳號是：「我是李奇
峰」。影⾳中李奇峰說，他於2009年撿到⼀名⼥
⼦，名「⼩⾬」，兩⼈同居後，他將⼩⾬綁在板凳
上三天三夜，⼩⾬多次企圖逃跑，被他抓回來毒
打，後來在他的三輪⾞上裝了⼀個鐵籠，只要⼩⾬
不乖，便將她關進籠⼦裏。不久，該帳號被封鎖，
李男也被警⽅帶⾛，榆林市警⽅證實：李某已被帶
⾛調查。根據《極⽬新聞》報導，李奇峰與妻⼦⼩
⾬⽣了⼀兒⼀⼥，⼥兒出⽣後以3萬元（約新台幣13
萬元）賣給鄰村。 

「鐡籠⼥」⼩⾬
後有網友爆料指，「我是李奇峰」本名為「李

利民」。李利民是快⼿平台裹擁有⼗萬粉絲的網紅
主播，2009年他與來歷不明的⼩⾬同居，為了防⽌
⼩⾬逃跑，李利民多次暴打⼩⾬，把她打成神經
病。但3⽉2⽇有元團峁溝村村民聲稱，⽂章與事實
不符：⼩⾬是李利民打⼯時撿回來的，精神上⼀直
有⽑病，不能幹活，都是李利民伺候她的，現在⼩
⾬的精神狀態⽐以前好，還會與丈夫⼀起扭秧歌，
李利民在⾞⽃上放了⼀張⼩板櫈譲⼩⾬坐在上⾯，
不存在什麼鐡籠⼦。⽬前榆林市公安局正在牽頭進
⾏調查。但有網民鄧⾶在𨍭發⽴章中說，⼩⾬與
2009年失蹤的⼥⼤學⽣王國紅相似，當年王國紅失
蹤，是主播將王國紅帶回家鄉青海西寧⼤通縣，受
到家鄕⽗⽼鄉親夾道歡迎，眾多鄉親都認出⼩⾬就
是王國紅。更令⼈吃驚的是，被虐待精神失常的⼩
⾬，居然在幾⼗位⾼中畢業照中認出⾃⼰的⽼師。
當王國紅的親⼈強烈要求將⼩⾬留下來時，但當地
的警⽅卻說要進⾏DNA鑑定，說鑒定結果⼩⾬與王
國紅不是同⼀⼈。 

從上述這兩件哄動中國⼤陸的新聞看來，正說
明拐賣婦⼥在中國是⼀個⾮常嚴重的社會問題，據
最⾼法院院⾧周強和最⾼檢察院檢察⾧張軍說，已
被起訴的拐賣婦⼥和兒童案，2000年有14000⼈，
2021年已降⾄1135⼈。可⾒拐賣婦⼥和兒童問題，
在中國還是⼀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它距離習近平
所說中國已進⼊全⾯⼩康社會，還有很⼤差距！

鐡鏈⼥和鐵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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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在蘇州代理案開審後被襲
著名⼈權律師王宇，2022年1⽉13⽇在蘇州姑蘇

區法院代理⼀案開審完結後，突被⼀批⼈背出法院
⾨⼜摔在地下受傷，因為被背着，無法看清背者⾯
⽬，報警後仍無結果。 

⼈⼤退休教授周孝正被除名
⼈民⼤學退休教授周孝正，2017年移居美國維

吉尼亞州，⾃辦媒體，持續在網上發聲。2021年12
⽉28⽇接到越洋電話通知，他已被⼈⼤開除，於12
⽉17⽇開始⽣效。周孝正說，他在⼈⼤教書30多
年，說開除就是⼀通電話，沒有⽂件，更沒有提及
養⽼⾦和退休待遇，雖然他不在乎這些銭，但總得
有個交代嘛。 

東⽅影院教師宋庚被開除
上海東⽅電影學院教師宋庚，因在課堂上認為

南京⼤屠殺的死亡數字沒有確實憑證，竟被學⽣舉
報，2021年12⽉15⽇《⼈民⽇報》指責宋庚「枉為
國⼈」，跟着，校⽅⽴即將宋庚開除。 

⼭東維權⼥⼠李⽟遭強制隔離
李⽟，23歲，⼭東棗莊⼈，2014年「六四」期

間，因不滿在周歲的幼⼦⾐服上貼有紀念六四的標
語，被北京警⽅抓捕，2020年8⽉7⽇被判刑2年，出
獄後，因聲援獄中張展，被押返⽼家隔離。 

湖南維權律師謝陽失聯
謝陽，50歲，湖南⾧沙⼈，湖南網維律師事務

所律師，2022年1⽉11⽇，因聲援被強制關進精神病
院的懷孕⼥教師李⽥⽥⽽失聯，其家⼈接到通知，
他已被⾧沙市市警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拘。 

胡新成呼籲「⼤病免費醫療」被捕
胡新成，⼭西太原⼈，原《湖北法制報》副總

編，因推⾏「⼤病免費醫療」運動，呼籲⼤家每⽇
⼀呼，2022年1⽉9⽇被⼭西太原警⽅逮捕，以宣揚
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煽動恐怖活動三罪覊押。 

⾹港梁天琦刑滿出獄
梁天琦，「本⼟民主前線」前發⾔⼈，2022年1

⽉19⽇刑滿出獄，拒絕接受媒體訪問。 

湖北鄂州牧師郝志娓判刑⼋年
湖北鄂州家庭教會牧師郝志娓，因拒絕加⼊官

⽅三⾃教會，於2019年7⽉31⽇被捕，今年2⽉12⽇
「民⽣觀察」得知，已被判刑⼋年。 

四川⽢孜⼤批藏⼈⼊再教育營
四川⽢孜州爐霍縣下羅柯⾺鄕，⾃去年10⽉間

⼤批藏⼈被傳喚，然後關進再教育營。 

⾹港⼀批社運⼈⼠被捕
曾⼊獄11次、患有直腸癌的⽼社運⼈⼠古思

堯，2⽉4⽇於青⼭道永盛⼯業⼤廈住所，被警⽅以
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此外，有⼥⾧⽑之稱的雷⽟
蓮、中國⼯黨副主席陳勁松、前民主黨黨員馮競⽂
和社運⼈⼠陳意明，於同⽇在不同地點被警⽅帶
⾛。據說，古思堯原定以「升棺發材賀冬奧」為主
題，到中聯辦抗議，但事未成已先被捕。 

廣⻄異議⼈⼠陸輝煌失蹤
廣西南寧市異議⼈⼠陸輝煌，2⽉18⽇晩上10時

被多名不明⾝份的⼈⼠帶⾛。他於2019年曾被判刑
兩年六個⽉，2021年1⽉刑滿出獄。 

奧運維裔⽕炬⼿⾐拉⽊江失蹤
北京奧運的維爾吾族⽕炬⼿迪妮格爾·⾐拉⽊

江，今年20歲，她於2⽉5⽇參加越野滑雪⽐賽，排
名第43，之後便從公眾視野中消失。 

藏族⼥⼤學⽣教授藏語被捕
西藏那曲市類烏⿑縣⼀位⼥⼤學⽣名曲⾩，去

年寒假曾向家鄉學童教授藏⽂，於今年2⽉13⽇被拘
捕。 

寧夏盤⽯教會傳道耿則軍被捕
寧夏⽯嘴⼭市惠農區盤⽯教會，在⼀較偏僻的

平民房裏聚會，於2021年12⽉5⽇被警衝擊，傳道⼈
耿則軍被⾏政拘留15天，其妻和另四位基督徒被拘
留10天，都取保候審。 

⿈之鋒獲減刑
⿈之鋒被控2019年維園⾮法集結⼀案，2022年2

⽉22⽇獲減刑⾄8個⽉。 

蒙古⼀名反華⼈⼠被捕
蒙古⾸都⿃蘭巴托，發⽣反對北京在蒙古推⾏

漢語運動，⼀位知名反華⼈⼠蒙赫巴亞爾·楚魯恩
道尓吉，2⽉18⽇在烏蘭巴托被捕，⼀埸不公開的審
判正在進⾏。

足印 中國⺠主運動，舉步維艱，⼀步⼀⾜印，蹣跚前進。
本欄特別報道最新有關⺠運⼈⼠消息和中國⼈權被踐踏的狀況。



第33屆會員⼤會暨週年聚會  

VSSDM 33rd Annual General Meeting 
溫哥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定於公元2022年4⽉9⽇(星期六)下午2 時至4時30 分，在溫哥華市 Hillcrest
Community Centre, Rm328, 

後有茶點招待, 
4575 Clancy Loranger Way 

（個人 擇
，舉⾏⼀年⼀度週年會員⼤會，同時並舉⾏

佩 口 ）
 2022

年度理事會選舉，會 敬請各會員準時出席。 選 是否 戴 罩

VSSDM AGM will be held on April 9, 2022 at Hillcrest Community Centre ,Room 328, 4575 Clancy 
Loranger Way, Vancouver,  Meeting will be at 2:00 pm - 4:30 pm.  Snack will follow after the meeting. 
(Mask is optional)

⼆零⼆⼆年度理事會選舉  
Directors Election for 2022

本屆理事會希望各會員鄭重考慮參與下年度理事會選舉，請將表格填妥，於3⽉26⽇前寄回本會。
The chair of VSSDM strongly urge all the members seriously consider to joint the team, please fill out the form 
below and mail it back to VSSDM office no later than March 26, 2022. 郵寄地址(Mailing address): P.O. Box
60283, Fraser Retail Post Office, Vancouver, B.C. V5W 4B5

候選⼈姓名 Nominee’s Name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ephone 

永久會員號碼 Membership No 

簡歷 Brief History 

推薦理由 Reason for Nomination 

O 本⼈⾃願⾃薦 I am self nominated 
O 本⼈⾃願接受 I consent to the nomination by  
提名為溫哥華⽀援⺠主運動聯合會2022年度理事會候選⼈，參與競選。倘本⼈獲選，我必會義務地參加⽀聯會
之會務⼯作，不負眾望。
And agree to stand for election to the VSSDM 2022 Board of Directors. If I am elected, I shall do my best to 
forward the goal and ideal of the society.  
接受提名簽署Nominee's Signature: 
2022年    ⽉    ⽇

推薦⼈ Nominated by 簽名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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