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厉谴责。
　　此消息传到国内后，也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目前，
许多侨胞都希望华人的一些
机构和组织，能够对西班牙
电视五台又一次极其恶劣的
辱华行为，做出切实有效地
回击，要让对方知道，华
人不是可以肆意侮辱和丑化
的。
　　为此，西班牙华侨华人

协会主席毛峰召集各侨团代
表于1月7日下午，在西班牙
华侨华人协会会址举行了会
谈，商讨维权对策。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代
办黄亚中也第一时间代表使
馆发信函给西班牙电视五台
的总裁和台长，对西班牙电
视五台在跨年晚会的节目中
公然污辱华人的现象表示强
烈不满和严厉谴责。

　　中新网1月6日电 据西
班牙欧浪网报道，西班牙电
视五台曾经于2013年4月，在
一档访谈节目中，对华人中
餐馆进行了出格的抹黑和侮
辱。而在2013年最后一天的
跨年晚会上，这家电视台再
次故伎重演，在一幕小品节
目中，大肆丑化、侮辱中国
人。该媒体带有强烈种族主
义，肆意侮辱华人的做法，
引起广大侨胞的极大愤慨。 
　　2013年12月31日当晚，
电视五台为辞旧迎新，播放
了一台名为《La Noche en 
Paz》(平安之夜)的跨年晚
会。在该晚会进行到第三
个节目时，推出了一则以
中餐馆为故事发生地的小
品《Mesa para Dos》(两人
桌)。
　　该小品讲述了一个已婚
的西班牙男子在中餐馆里私
会新交的女友。不巧的是，
他的妻子和岳父母也选择了
到这家中餐馆来吃饭。当双
方相遇之后，心虚的西班牙
男子便在不知自己已有家室
的女友和妻子之间，通过不
停地换装，展开了一系列令
人啼笑皆非的周旋，并最终
被两方识破。
　　通过情节来看，该小品
本来和华人毫无干系，但在
节目中，却把场景设置在一
家中餐馆内，并把一个西班

牙人扮装的华人跑堂作为丑
角和笑点，来不断地嬉笑怒
骂。
　　而那位穿着唐装，梳
个大辫子，带着瓜皮帽的
“中国人”，则在表演中，
像跳梁小丑一样，极尽丑化
华人之能事。不仅表情古
怪、痴傻、夸张，而且动作
卑贱、轻浮、无厘头，如耸
肩，猫腰地接待客人，拍打
女顾客的屁股，在客人面前
竖着兰花指等等。其实，从
这个“华人”的妆扮来看，
就是西方典型的辱华造型。
由此，拿侮辱，叫骂华人为
乐，就几乎贯穿了该小品的
始终。
　　在表演过程中，对于
进行耍活宝式表演的“中
国人”，西班牙人两次公
开叫骂到“Este Chino es 
Gilipolla”(这个中国人是
个蠢货)。“Gilipolla”是
西班牙人常用的骂人词语，
翻译成中文是蠢货，大傻
瓜，白痴等意思。在西班牙
脏话中，侮辱人的意味甚
强。西班牙电视五台在大过
年的晚会中，如此奚落，笑
骂中国人，不能不说是欺人
太甚。
　　然而，更令人气愤的
是，西班牙人在该小品的表
演中，仍然念念不忘对中餐
馆进行一番抹黑。

　　节目中，当“华人跑
堂”端上一盘鸭子肉后，西
班牙男子问他，那是什么
肉？而“华人”则学着中国
人通常西语不好的样子，一
会儿说是鸭子(pato)肉，一
会儿又说是猫(gato)肉。
　　客人在没弄明白的情况
下，继续学着鸭子和猫的叫
声问，到底是哪一种动物？
“华人跑堂”则上串下跳般
地立刻蹦到椅子上，先是学
鸭子叫，然后就变成学猫叫
了。
　　最终明白是猫肉后，西
班牙男子又要求把菜给换成
酸甜肉。而在被问到酸甜肉
是不是猪肉时，“华人跑
堂”则说，肉是来自“用来
打架的猪”。当客人追问，
“打架的猪”是不是狗时，
他则肯定的点头说，就是
狗。
　　很明显，西班牙人的这
一表演故意在说，华人餐馆
里的肉都是猫肉和狗肉，并
且华人自己也是遮遮掩掩，
漏洞百出。说中餐馆吃猫肉
和狗肉，甚至是死人肉，已
经是西班牙媒体抹黑华人的
老套路了。而在众人瞩目的
跨年晚会上，再次改头换面
地抛出这一话题，可见一些
西班牙人对华人是何等地仇
视和排斥。
　　此外，在小品的置景

和表演中，还展现了许多中
国的文化元素，如灯笼，武
术，茶，竹子，青花瓷等
等。但这些元素却被用来配
合对华人进行奚落和侮辱。
特别是节目中，“华人跑
堂”面对西班牙男子和其女
友接吻时，一段一惊一乍的
所谓武术表演，充满了神经
质般的无厘头。如此，中华
文化也被肆意糟蹋。
　　西班牙电视五台在当地
喜庆的“大年夜”里，在收
视率极高的跨年晚会中，再
次出现大肆辱华节目，将西
班牙人的欢乐建立在对华人
的丑化和侮辱之上，这对旅
西华人声誉和形象所造成的
伤害是非常巨大的，其做法
和用意也是相当无礼和恶毒
的。对此，很多旅西华人在
观后，也表示了异常的愤怒
和不解。
　　现在，许多侨胞都希望
华人的一些机构和组织，能
够对西班牙电视五台又一次
极其恶劣的辱华行为，做出
切实，有效的回击，要让对
方知道，华人不是可以肆意
侮辱和丑化的。
    针对西班牙电视五台在
跨年晚会的节目中公然污辱
华人的现象，中国驻西班牙
使馆代办黄亚中代表使馆致
函给西班牙电视五台的总裁
和台长，表示强烈不满和严

　　中新网1月8日电 据BBC
中文网报道，英国中央刑事
法庭(Old Bailey)7日以谋杀
罪判处伦敦一名富商终身监
禁。这名富商被控7年前杀害
了他的华裔妻子曹丽华(Lihua 
Cao)。
　　法庭说，现年38岁的富
商罗伯特·埃凯雷(Robert 
Ekaireb)在2006年10月的一次
争吵后杀害了已怀孕4个月的
妻子曹丽华。
　　不过被害者的尸体至今没
有找到。
　　埃凯雷是伦敦的一名地产
商，他拥有的财产估计价值
6500万英镑。根据判决，埃凯
雷至少要在狱中服刑22年。 
　　法庭还要求他支付超过
1200万英镑的法庭费用。　　
法官在宣布判决时说，“你
谋杀了一位怀孕的妻子，因此
你等于是结束了两个人的生
命”。
　　埃凯雷的妻子曹丽华来自
中国，英文名为丽莎。她于
2002年离开中国，在2006年之
前一直在都柏林做饭店女招待
和性感舞女并在那里结识了埃
凯雷。
　　她后来搬到伦敦同埃凯雷
结婚。
　　警方称2006年8月，埃凯
雷曾因殴打其怀孕的妻子和持
刀被逮捕。埃凯雷受到起诉，
但后来曹丽华撤回了殴打的指
控。
　　警方还称，埃凯雷在2006
年订了一台测谎器，他可能一
直怀疑妻子背着他仍在做性感
舞女。
　　曹丽华最后一次同在丹麦
的兄弟联系是在2006年10月。
　　曹丽华在中国的亲属2007
年2月向英国警方报警，称其
失踪。

　　中新网1月8日电 据西班牙
欧浪网报道，随着西班牙房地
产市场的崩溃，引发了空前严
重的经济危机。西班牙政府此
后推出一系列政策，规定了投
资移民的范围，其中明确了可
以通过购买一定金额以上的西
班牙房产来获得西班牙的合法
居留权。但要求这个房产必须
是无产权负担的，换句话说房
产必须是“一次付清”后才能
申请西班牙居留。 
　　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由
于西班牙有着非常好的生活环
境和政策，因此吸引了不少国
内同胞前来购买西班牙的房
产。但是在这种“盛况”的背
后，则隐藏着一些不少隐患。
个别不正规的房产中介、法律
上面的漏洞以及房屋本身的质
量问题正在侵害者一些消费者
的利益。
　　陈先生是广东人，因为一
直在计划移民，所以陈先生一
直都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2012年的时候，他听说西班牙
开放了投资移民，于是在咨询
了当地使馆以及西班牙的朋友
和详细的了解西班牙之后，陈
先生将自己的移民目标定在了
马德里。
　　此后不久陈先生就申请了
前往西班牙的签证，准备到西
班牙进行考察。陈先生表示，
自己来到西班牙之后，在一个
香港朋友的帮助下寻找适合自
己的房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寻
找，陈先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
房子。这栋房子位于马德里郊
区，交通位置都还比较方便，
而且这个别墅的占地面积比较
大，建筑面积也大，比较适合

西电视台跨年晚会丑化中国人引华人愤慨

旅西华人投资数十万欧元购豪宅 不料变危房
之后他们家人在这里的生活。而
因为当时这些房子还没有完工，
因此陈先生就和对方签好了协议
并交了订金，等房子完工，交了
钥匙之后陈先生再把尾款交给房
产公司。
　　陈先生表示：“在2012年8月
7号，我找到这家房产公司买这
套别墅，也交了第一笔款。公司
接待我的是一个叫“RAMON”的
西班牙经理，当时这个经理很热
情，承诺15个月以内，就是2013
年的10月15号以内可以交楼。到
了2012年接近年尾，因为西班牙
要涨房产交易税了，从4%涨到
10%。我因为怕多花钱，于是我就
把余款20多万欧元全数打进了他
们的帐户，对方也一再保证没问
题，会保证质量准时交楼。后面
来看我这房子的进展，发现房子
几乎停工了，他们迟迟都没有告
诉我确定的日期交楼。在这段时
间里，这个公司换了不少人，包
括原来的经理RAMON也调离了原岗
位。等到上周五，我再次去了房
子的现场，看到地下室有很大的
水声，地基明显下陷，才发觉这
个房子的地下水管爆裂。地基之
下的土壤已经被淹水了。在不远
的地方我发现一块地面正在往外
喷水。”
　　“地下的水管爆裂，可以说
把地底下的泥土冲走了一部分，
引起了房子悬空状态，而我去办
公室找人，当时还有办公人员在
上班，告诉他们这事了，却没人
撘理此事，说过几天公司会处
理，于是我只好自己找到总闸，
将水闸关掉了。”
　　“我今年1月初再度去现场
看了一下，发现地基又往下陷了
不少，因为泥土干了后会不断实

了，房子也就更悬空了，整个房
子可以目测到在下陷。房子周围
的地面也都裂开了。而我国内一
个搞建筑的朋友告诉我，这样的
房子最好不要收，因为不知道地
底下怎么样，因为有可能水淹的
不均匀，导致一边悬空。以后房
子可能会向一边倾斜。而且我在
这个房子的地下室已经发现了裂
纹。如果时间更长泥土干了，地
基会陷得更厉害，这样房子就会
很快出现更多裂痕，因为毕竟时
间还不长。我这个朋友还表示，
这个事故确定是建筑公司的责
任，因为地下水管刚建好就爆
裂，只能说明是质量问题。我现
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此后我千方百计联系房产
公司的人，却没人理会这事。到
现在我连房子的钥匙都没有，房
产证等一些证件也没给我，我不
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房子。现
在房产公司的人象踢皮球一样，
不断的将事情推来推去，拖我时
间。让我困惑的是：房产公司是
收到全款，就可以不理不问吗？
还是公司内部第一拔人收到了
钱，第二拔人没收到钱就对房子
的事不负责任了？到了最近，他
们干脆不接我的电话了，我去他
们在住宅小区里的办公室也发现
是人去楼空，这样的公司不是骗
子是什么。”
　　“还有一件事情，我来西班
牙是想通过投资来拿身份的，但
是现在这个房地产公司根本不理
我，一直拖着。我本来想要尽快
拿到这房产证，办好身份的，现
在房子又不能给我，身份也不能
办。时间一长我很担心会发生什
么变化，导致我在这边投资泡了
汤，身份也拿不到。我外面的朋

友对西班牙人的评价都不错，真
没想到我一来就遇到了这样无赖
的西班牙人。我花了这么多钱，
本来以为会得到一个好的房子和
宁静的生活，没想到竟然是这
个结果，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个危
房。”
　　陈先生表示：“房地产这种
东西不是普通商品，房子的质量
问题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在其
他国家政府对这一方面是非常
重视的，像这样的房子在中国就
通不过政府验收。但不知道为什
么西班牙政府一点都不重视这个
事情。希望从我的这件事给更多
在西班牙置业的华人一个警惕：
选择好的房产公司和不好的房产
公司有很大区别，还有投资需谨
慎，别让自己受到不必要的损
失！我的遭遇也会跟国内的人讲
起，原来西班牙并不是像看起来
那么美丽。”
　　陈先生表示自己现在都是用
签证在西班牙居留，而现在签证
马上到期了，再过来不知道是什
么时候，而且还不知道使馆给不
给自己签证。自己也没有精力和
这个房产公司拖着，目前他已经
委托了当地一家评估公司，对房
子进行评估，随后将把评估报告
和损害情况交给律师，然后通过
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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