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siontimescalgary.ca 聯繫電話:587-619-4229周四出版     卡爾加里版   

V I S I O N    T I M E S

廣告洽詢專線：1-403-988-1836  Email: sales.calgary@visiontimes.com 投稿與反饋：editor.calgary@visiontimes.com

www.HomeCareRealty.comwww.HomeCareRealty.com

師楊Yang Shi

微信微信：：yangshi0323yangshi0323

從心出發，為愛築家

403-390-7080

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祝您新年吉祥！

 第95期     2020年2月27日—3月4日      庚子年二月初五日至二月十一

省府將向短租平台徵旅遊稅
Alberta Government Add Tourism Levy 
to Short-term Rentals

A5 川普出訪印度 軍貿結盟
Trump's India Visit Ties US and India 
Economically and Militarily

美國：彭斯領銜 
新冠專案小組

26 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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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

報導】武漢疫情似乎不如北

京宣稱的那樣受到控制，相

反正在全世界範圍更大規模

蔓延。韓國感染武漢肺炎人

數突破1500人，緊隨其後的
是義大利、日本、伊朗等國。

BBC報導稱，南極洲是唯一
淨土。受疫情影響，歐美股

市近日創下了2年來最大跌
幅；中國復工無期，威脅全

球供應鏈，國際經濟穩定性

或岌岌可危。

到目前為止，在美國總計有

60 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包括

本月初自鑽石公主號撤離的 42
名美國人，尚無死亡病例。川普

認為，目前美國人民面臨的新冠

病毒風險仍然「非常低」，同時

他的行政部門對未來「已做好萬

全準備」。

分析人士認為，川普在安

撫大眾之外，採取了務實手法，

由彭斯領銜新冠專案小組意味

著美國政府應對新冠病毒的措施

升級，相關部門直接匯報給副總

統，這種扁平化管理將提高工作

效率。

此前，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

中心（CDC）副主任安．舒切特

表示，雖然美國本土目前疫情爆

發的風險仍然很低，但全球形勢

表明，疫情大爆發只是一個時間

問題。

韓國：民意鼎沸

26 日韓國確診人數破 1500
人，成為中國以外最大受災國，

並出現多例社區爆發，疫情險

峻。韓國外交部消息指出，為防

止疫情進一步擴散，至 26 日下

午 6 點止，已有 17 個國家地區

禁韓人入境、另有 13 個國家地

區加強對韓國人入境檢疫力度。

2 月 24 日「韓國人全往青

島來了」這樣的消息開始中國網

上傳播。青島、威海、煙臺，吉

林延吉，遼寧大連紛紛宣布不同

入境控制政策。韓聯社稱，這是

中國首次對來自韓國的入境人員

進行全員強制隔離。

在中國疫情加重時期，韓

國一直無視國民要求，沒有針對

中國入境人員採取太多實質性

限制舉措，也曾向中國捐助口

罩、防護鏡等物資。 2 月 20 日

文在寅還在與習近平通電話時表

示，「中國的困難就是韓國的困

難」。隨著韓國疫情的加重，在

韓國總統府青瓦臺官方網站上，

一封題為《敦促彈劾文在寅總統》

的請願信已有近 82 萬人聯署。

歐盟：多國失守

義大利 25 日新增 40 起確

診個案，26 日突破 400 例確診

個案，11 人死亡，成為亞洲以

外最大疫情源頭，歐盟國家防線

相繼被突破，瑞士、克羅埃西

亞、奧地利相繼宣布淪陷。對

此，歐盟公民將矛頭指向了開放

邊境的《申根公約》（Schengen 
Agreement）。（下轉 A2）

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 
官方公布累計感染人數

中國 78,497
韓國 1,595
義大利 453
日本 189
伊朗 139
新加坡 93
香港 91
美國 60
泰國 40
台灣 32
德國 27
澳洲 23
馬來西亞 22
法國 18
越南 16
西班牙、英國 13
加拿大 12

全球淪陷全球淪陷武漢 
肺炎

C5A10

截至27日0am 總計 ： 82,164
其他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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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關閉中俄邊界

（接 A1）被視為北京緊密

戰略夥伴的俄羅斯，面對疫情

攻勢，也採取了強硬措施，20
日起關閉俄中邊界、禁止所有

航班、鐵路運輸及中國公民入

境，並以人臉識技術甄別懷疑

抵達當地後沒有進行 14 天強制

隔離的中國人。莫斯科政府更

要求國民主動尋找舉報中國旅

客，將其驅逐遣返。

北京駐俄大使館要求莫斯

科當局停止「針對中國公民的歧

視防疫措施」，指這些做法傷害

兩國關係。俄羅斯目前只有兩

名中國人感染武漢肺炎並已經

康復出院。

疫情重創消費

旅遊行業數據分析公司

ForwardKeys 報告顯示，由疫

情引發的旅遊業下行趨勢已經產

生全球影響，不包括中國和香

港，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和地區，

今年第二季度國際旅遊預訂數

量已經下降 10.5%；由國際前

往中國的預訂數字也同比下降

55.9%。

路透社報導，疫情已經導致

全球逾 40 家航空公司部分或全

部取消了往返於中國大陸的航

班。受打擊最大的是香港的國泰

航空，其取消了 90% 飛往中國

大陸航班，麾下 2.7 萬名員工休

無薪假，以維持運營。

過去 10 年得益中國人消費

最大的奢侈品行業，在疫情中

首當其衝。國際投資銀行傑弗

瑞（Jefferies）統計，截止到

2019 年年底，中國買家已構成

全球年度價值 3050 億美元奢侈

品市場的 40%，這一行業每年

80% 的增長也都來自中國。現

在中國買家數量驟降 80%，例

如英國奢侈品品牌 Burberry，
已經關閉了在中國 64 家門店中

的三分之一。

�六 ( 2 月 29 日 ) 2 - 4 PM

�日 ( 3 月 1 日 ) 2 - 4 PM

151 Edgemont Estates Drive NW1
136 Santana Mews NW2
42 Panorama Hills Circle NW3

1291 Hunterburn Cres NW4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獨立�層屋 1656 呎 , 於 2003 年 Jayman 建 成 ,
� �陽台圍欄�不� 鋼�爐 , ��向東南 , 佔�
5116 呎 , 主 層 � 實 木 � � � � 木 廚 櫃 ,Bonus 
Room ��高 10 呎 ,3 �� ,2.5 浴廁 , �大 23 呎
x21 呎雙車� , ���
� , �車站��場� $449,900

西北 Kincora

新
上
市

豪�獨立�層屋 2689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建
於 2013 年 , 位於寧��街 , 主層��高 9 呎 , 家
庭���高 12 呎 , �木�� , 廚��不�鋼家�
�大理石檯面 ,4+1 �� ,3.5 浴廁 , ��主人��
5 件裝�套 , ��學校�
����車站� $719,900

西北 Evanston
獨立�式�層屋 2637 呎 , 土庫�部完成 , �大�皮
12,600 呎 , ��向西南 , 光猛開陽 , 主層����合
�� , 客�拱形天� , 家庭��壁爐 , 廚��不�鋼
家� � 大理 石檯面 ,4+2 �� + 主 層書� ,3.5 浴廁 ,
��學校�Superstore�
���學校��車站� $635,000

�校� Edgemont

新
上
市

豪 � 獨 立�層屋 2809 呎 , 建 於 2014 年 ,
位 於寧��街 , 主 層� � 高 9 呎 , �實 木
�� , 廚��不�鋼家��石�檯面 ,4 �
� ,2.5 浴 廁 , � � 主 人 � � 5 件 裝 � 套 ,
��學校�����車
站 , �勿錯� ! $629,900

西北 Evanston

西北 Huntington Hills
獨立平� 1119 呎 , 土 庫� 部完 成 , � 大 �
皮 60 呎 x118 呎 , �屋翻� : 較�屋頂�陽
臺 , 主層�較��合�� , 土庫�較��氈 ,
較�家� , �大 24 呎 x22 呎雙車庫,3+1 �
� ,2.5 浴廁 , ��學
校 , ����車站� $429,900

新
上
市

1 �� ,1 浴廁栢文�� , ��土建� ,627
呎 , 西北輕�步行只�五�鐘 , 交�方便 ,
五�單位朝 北�� 景 , 包一 停車位 , �健
�設 � � 綱 球 場 , ��學 校 , �� , �場
��車站� $159,900

西北 Dalhousie
2019 年� 2 ���2 浴廁
栢 文 � ��西 南 11 大 �
夾 17 街 , 開放式設計 , �
�高 9 呎 , �實木���
單位 朝 南,大 理 石 檯 面 ,
包一停車位 , 交�方便�

主層 662 呎
$299,000

二層 739 呎
$309,000

西南 Sunalta �市中心

獨立� 式�層屋 1905 呎 , ������
� � 景 , 位 於寧�� 街 , 較 �屋 頂 , 開 放
式設計 , 主 層客���� �家庭 ��拱 形
天 � ,3 � � + 主 層 書� ,3.5 浴 廁 , 土 庫
90% 完成,����
��車站 $549,900

�校� Edgemont

週六開放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252 呎 , 較�土庫�部完成 , �大�
皮 6,560 呎 , ��向西南 , 光猛開陽 , 翻�浴廁�
大理石檯面 , �磚�����裝置 , 家庭��實
木���壁爐 , 廚���磚�� ,3+2 �� + 主層
書� ,3.5 浴廁 , ��
學校�����車站� $52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新
上
市

�校� Edgemont ( 豪� Edelweiss �段 )

豪�獨立�式�層屋 2710 呎 ,W/O 土庫�部
完成 , 位於專貴豪� Edelweiss �段 , ��天
��林���市中心�景 , �屋九年��部翻
� , �屋頂 , ��三車� ,3 �� ,3.5 浴廁 , �
�學校�����車
站 , 不容錯� ! $1,250,000

新
上
市 獨家發售

�式假四層城市屋 1960 呎 , 土庫�部完成 , ��向
西南 , 光猛開陽 , �屋�部翻� , �屋一樣 : �廚櫃
�石�檯面 ( 廚��浴廁 ), ��油漆 , �臺��高
效率暖�爐 , ��户 , ��氈 , 家庭�� 12 呎,拱
形天� ,3 �� ,2.5 浴廁 ,
��學校 , ����車站�$469,900

�校� Edgemont

新
上
市 4

週六開放

1

獨 立 平 屋 1127 呎,於 2006 年 建 成,位
於寧��街,2019 年�屋頂,2 ��,1.5
浴廁,主層�拱 形 ���實木 ��,��
雙車�,�����學校��車站��場�
Superstore
��場� $389,900

東北 Coventry Hills

獨立�式�層 1852 呎 + 土庫�部完成��
大�皮 , 較�屋頂 , 主層舖實木�� , 客�
�拱形天� , 家庭� �壁爐 , 廚��較�
�櫃�洗�� ,3 �� 2.5 浴廁 , ��學校�
����場� 3 �
�車�站� $429,900

週六開放西北 Sandstone

新
上
市

�校� Edgemont

$0�理費

2 3

週六開放 週六開放 週日開放

西北 Varsity Estates 
豪 � 獨 立 平 屋 1632 呎 , 土 庫 � 部 完 成
1157 呎 , 佔 � 9100 呎 , 主 層�翻 � � 磚
�� , 廚��高�不�鋼家��大理石檯
面 ,2+3 �� ,3.5 浴廁 , ��高爾夫球場�
學校�����車站 ,
�勿錯� ! $769,900

獨立�層屋 2232 呎 , 可步行至�� , �場��車
站 , 大量�裝� : ��高�����氈 , �油漆 ,
主層��高 9 呎 , 客��壁爐 , 廚��大理石檯
面� � �不 鏽 鋼 家� , � 大 Bonus Room,3 �
� ,2.5 浴廁 , ���� ,
�場� Stoney Trail� $509,900

西北 Kincora

全球淪陷全球淪陷

英國匯豐銀行（HSBC）和

渣打銀行（StandardChartered）
等數家大型銀行已公布協助小

企業度過「零售寒冬」的計畫，

如免除信用卡支付費用等。匯

豐銀行近日也剛剛宣布大規模

重組，其中包括一項全球裁員

35000 人的計畫。

全 球 約 500 萬 家 公 司

擁有中國供應商。數據公司

Dun&Bradstreet 的統計顯示，

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負面影響

已經出現。AJ Bell 公司投資

主管莫爾德（Russ Mould）表

示，儘管中國經濟明顯受到疫

情衝擊，全球供應鏈中斷，投

資人在過去幾週仍很有信心，

比如今年 1 月市場出現震盪，

但很快就所反彈，「但現在，他

們得重新評估情況。」

全球股市暴跌

2020 年第一季度已過大

半，武漢肺炎疫情對全球的衝

擊範圍與力度日漸浮面，全球

市場開始出現波動。《BBC》報

導，美國道瓊斯指數 2 月 24 日

大跌超過 1000 點，跌幅 3.5％；

標普 500 指數收盤大跌 111.86
點，跌幅 3.4%；納斯達克跌

幅 3.7%；倫敦股市《金融時報》

100 指數 (FTSE) 收低 3.3%，

是 2016 年 1 月以來最大跌幅。

而歐洲最多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的

義大利，股市收盤暴跌近 6%。

黃金價格持續上漲 1.7%，達到

2013 年以來最高水平。

這次暴跌令美股年初以

來漲幅全數歸零。包括耐克

（Nike）、蘋果（Apple）和迪

士 尼（Walt Disney） 等 主 要

業務在中國的美企受到最大衝

擊，跌幅超過 4%。日本及韓

國股市開市後跟跌，日經收盤

大 跌 781.33 點 或 3.34%， 收

22,605.41 點，一度下挫至約 4
個月以來的低位。

國際反思

英 國 東 安 格 裡 亞 大 學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的 冠 狀 病 毒 權 威 亨 特（Paul 

Hunter）也表示，儘管中國官

方聲稱確診病例正在減少，可是

全球各地的疫情卻正在逐漸擴散

之中，加上伊朗面對疫情可能同

樣採取隱瞞，全球大流行的「引

爆點」已經越來越近。

儘管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在

疫情中多次稱讚中方「反應迅

速」、為「應對疫情爆發設下新

標準」，但批評的聲浪更大。

身為醫生的韓國國會議員

樸仁淑在國會發言，批評中國

隱瞞真實數據，令全世界無法

及時防治病毒，「WHO 看中共

武漢
肺炎

的臉色，我們的總統也看中共

的臉色，我認為這次 WHO 失

去了很多的信任，我們不能全

盤接受，最重要的是國民的生

命安全和健康。」

BBC 外交事務記者馬庫斯

(Jonathan Marcus) 刊文認為，

這次疫情凸顯了擁有多元化供

應鏈有多重要，可能使華盛頓

和北京之間本已惡化的氣氛急

劇惡化，將可能會產生更廣泛

的後果。

美國國務卿彭佩奧 25 日在

國務院例行簡報會上批評，北京

掩蓋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信

息，因此令疫情加劇。他還以

《華爾街日報》記者被驅逐事件

指出「驅逐我們的記者再次暴露

了中共審查制度的問題，其造成

SARS 以及現在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的蔓延，最終可能導致致命性

的後果」。而美國共和黨參議

員馬可．盧比奧（Marc Rubio）
在 19 日的評論文章中直言，北

京政府對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的處理方式，強有力地證明了

中共擔當不了國際角色。

北京政府在多個場合警

告，由於廣泛的經濟一體化，

若拒絕恢復貿易關係，其它

國家也冒著損害本國經濟的風

險。面對這個警告，盧比奧認

為，對於美國企業而言，這是

一個病態的提醒，證實了從長

遠來看，為何威權主義和市場

經濟學不會融合在一起。

24日加拿大衛生部首席醫學官譚詠詩稱「如果病毒繼續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加

拿大可能將不再能夠控制該病毒」，並警告「政府、企業及個人應該為病毒爆

發做好準備」。（圖擷自推特）

南韓連鎖大型市場E-Mart大邱分店提供大量口罩販售，短短2小時就售出48萬副口罩，大量的排隊人

潮更是相當驚人。（圖擷自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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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 

*This is not an offering for sale, as an offering can only be made after the filing of disclosure statment, and only in jurisdictions where qual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local laws. E.&O.E.

歡迎蒞臨參觀

GOODWINBYANTHEM.COM

展銷中心

週一 ～ 週三： 2-7 PM
週六 、 週日： 12-5 PM
或 私人預約

免物業費長達6個月

403.266.0336

2-3臥室 + 書房的鎮屋

$309,900起

在BELMONT社區

147- 857 BELMONT DRIVE SW

起*

房屋貸款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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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2 月 24 日），加國首席公共衛

生官譚詠詩醫生（Dr.Theresa Tam）在電

話會議上說，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向更多亞

洲、歐洲及中東國家蔓延，加拿大的邊境

保護措施可能會失效。

面對日益嚴重的冠狀病毒爆發，全球

超過 50 個國家的政府已實施旅行限制，

以保護民眾，但加拿大沒這樣做。加拿大

邊境保護措施的效果受到質疑。據加政

府透露，截止 2 月 26 日，加拿大共出現

12 個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病例。他（她）

們全是在境外傳染的。

位於卡城和萊斯布里奇（Lethbridge）
之間的克萊爾霍爾姆（Claresholm）小

鎮，被聯邦移民就業試點項目選中（55 個

社區中選11個）。人口約3800人的小鎮，

截至目前，已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 4600
份申請。

Claresholm 經濟開發局局長 Brady 
Schnell 說，門檻很高，對申請者「有一

系列的聯邦標準，比如：語言測試、教育

水平、工作經驗、銀行存款，等等。」他

還說，他們鎮一直面臨勞力短缺的挑戰，

尤其咖啡和食品加工廠很難招到工人。

這試點項目分期三年，第一年計畫只

招 20 人及其家庭。

在過去幾年裡，雖然亞省人的稅後收

入下降幅度最大，但仍然比其他省份都

掙的多。加拿大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

2015 至 2018 年，亞省稅後收入中位數

下降了 3.3%，是全國省份中降幅最大

的，而全國的中位收入增長了 4.1%。儘

管收入下降，但亞省居民仍比其他任何

一個省的居民都掙得多。 2018 年，亞省

的家庭稅後收入中位數為 72,700 元，比

全國家庭稅後收入中位數 61,400 元高出

18.4%；2015 年，亞省的中位收入比全

國平均收入高出 27.5%。

【看中國訊】2 月 24 日（週一），亞

省上訴法院裁定聯邦碳稅違憲，因其侵犯

了省管轄權。

法庭以 4-1 否決了聯邦的《溫室氣體

污染定價法》。

首 席 大 法 官 弗 雷 澤（Catherine 
Fraser）和大法官沃森（Jack Watson），
休 斯（Elizabeth Hughes） 和 韋 克 林

（Thomas Wakeling）意見相同。唯一的

反對法官是菲恩（Kevin Feehan）。

「憲法特洛伊木馬」

裁定書指出，該法案賦予聯邦政

府無限制的權力，「凌駕於各省權力之

上」，侵犯了憲法中分權制賦予該省對

不可再生資源的管轄權，為「憲法特洛伊

木馬」。

據 CBC 報導，法官們表示，碳稅猶

如「一個憲法特洛伊木馬」，將樹立一個

先例，從而使聯邦政府幾乎可以把其希望

實施的任何法律強加給加拿大人。

裁定書中寫道：「該法案在未來無限

期地授權給執行人員，並且執行人員完全

不受限制地自由行事，其範圍是無限的。

執行人員的權限也是開放性的，並且在很

大程度上是主觀的。」

「它使聯邦政府可以合法地進一步介

入日常生活的更多不同方面，無論是個人

還是企業。」

「法案中沒有任何內容限制聯邦政府

將來可以選擇對人和產業徵稅。」

聯合保守黨的勝利

聯合保守黨競選時承諾在法庭上挑戰

聯邦碳稅。該黨在去年春天上臺後廢除了

亞省碳稅，聯邦政府今年開始徵收該稅。

亞省長康尼（Jason Kenney）對法

院的裁決表示讚賞，「這對亞省來說是一

個偉大的勝利，對加拿大聯邦制來說也是

一個勝利。」

由於這項裁定，於 1 月 1 日在亞省

生效的碳稅現在是「非法的」。「我們希

望加拿大政府遵守今天的法院命令，並取

消對亞省的聯邦碳稅。」

期盼最高法院的裁決

亞省上訴法院是第一個對該法作出違

憲裁定的省級上訴法院。

亞省上訴法院
裁決聯邦碳稅違憲

聯邦環境部長Jonathan Wilkinson 亞省省長Jason Kenney

$579,900$579,900
西北區 Hawkwood 6 房雙車庫，坐北朝
南陽光充足 , walk-out 地下室面向綠地

$309,000$309,000
東南區 Cranston 硬木地板，雙臥
室、雙車庫， 寬敞明亮的鎮屋

$869,900$869,900
西北區 Citadel 3 層 5 房雙車庫別墅，
精美裝修，高爾夫球場開揚風景

$249,850$249,850
西北區 Huntington Hill 頂樓公寓 2
房 2 廁 , 地下停車位，地理絕佳 , 好
學區，物超所值

$469,900$469,900
卡城東南 Chestermere 鎮 Rainbow Falls 
中央空調 4 臥室雙車庫高天花板，
靠近湖泊綠地，風景優美的獨立屋

陳慧琳 Cathy

www.chenurban.comwww.chenurban.com

陳智鵬 Jim

403-837-9328 403-968-3735專業房產投資顧問●提供置業方案●買賣全程輔導●值得信賴

降價！

$395,000$395,000
西北區 Evanston，2012 新 1470 呎
獨立屋，雙車庫，精美裝修

薩斯喀徹溫省和安大略省的上訴法院

在判決中則維持了該法律。他們的上訴定

於下個月由加拿大最高法院審理。

康尼表示，「下個月我們將在加拿大

最高法院支持我們在安大略、薩斯喀徹溫

和魁北克的盟友。」

雖然亞省上訴法院的裁決認定聯邦立

法不合憲，但尚不清楚聯邦政府是否應在

最高法院作出裁決之前中止收取碳稅。

渥太華及各方的反應

聯邦環境部長威爾金森（Jonathan 
Wilkinson）表示，「我們期待著最高法

院對圍繞不同管轄權的解釋問題進行最終

裁決，最終裁決將在三月份做出。我們相

信聯邦立場將得到維持。」

渥太華聯邦政府的律師稱，對各省

徵收碳稅的權力是聯邦政府簽署國際條

約和維持和平，秩序與良好政府必要權

力的延伸。

泰克資源公司（Teck Resources）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林賽（Don Lindsay）
致信聯邦環境部長表示，由於加拿大缺乏

在應對氣候變化與自然資源開發之間取得

平衡的框架，該公司在判決前撤回了其

在亞省北部的 Frontier 油砂項目（投資

200 億元，日產 26 萬桶原油）的申請。

這種不確定性將使其難以吸引未來項目的

投資。

亞省新民主黨領導人諾特利（Rachel 
Notley）表示，她正在尋求最高法院解決

上訴法院裁決中提出的問題。

環保主義團體對亞省上訴法院的裁定

感到失望，稱這是一個倒退。

加第12例新冠病毒確診
邊境保護措施受質疑 亞省人收入領先全國亞省小鎮移民試點 受熱捧

Claresholm小鎮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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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亞省政府將在週四（2
月 27 日）宣布對短期出租平台增加旅

遊 稅， 以 後 Airbnb、HomeAway 及

VRBO 等服務將受影響，預料有關租金

將有所增加。

亞省政府發言人表示，當局計劃在週

四公布旅遊稅詳情。根據《CBC》報導，

政策將對不超過 28 天的短租項目徵收

4% 旅遊稅，因此估計只有以服務旅客為

主的短租平台受到影響。至於政策細節將

容後公布。

報導指，這項旅遊稅在亞省政府

2019-23 年財政預算中已經出現過，其中

估計旅遊稅將在 2020 至 2021 年為政府

帶來 500 萬元稅收。稅項將透過用來訂

房的平台徵收。此外，大部分短租項目都

不在政策涵蓋範圍內，只有超過 3 個房

間、並可以獨立分租的建築屬於旅遊稅範

圍內。目前卡爾加里及愛德蒙頓的短租業

者均需要申請營業證明才能接待旅客。

政府表示，有關稅項主要針對短期出

租予旅客的業者，「因為酒店等旅遊住宿

業者都要繳稅，我們不能讓他們可以不公

平地競爭。」

對此亞省旅館協會表示歡迎，認為有

關措施促進公平競爭，提高行業水平。

目前，卑詩省及魁北克省均已頒布

針對 Airbnb 等旅遊短租平台的同類型稅

項。魁北克省對任何少於 31 晚的住宿預

訂收取 3.5% 稅項。卑詩省則對少於 26
晚住宿預訂收取 8% 省稅（房價及清潔

費總價），並再收取 2-3% 的市級或區

級稅。

一些加拿大城市也採取了市級政

策，例如安大略省的巴里（Barrie）、
布 羅 客 維 爾（Brockville）、 大 薩 德

伯 里（Greater Sudbury）、 密 西 沙 加

（Mississauga）、渥太華（Ottawa）、基

其 納（Kitchener） 和 溫 莎（Windsor）
都已經收取 4% 短租住宿稅。

 Airbnb 表示，一直與省政府就增加旅

遊稅磋商，並表示旅遊稅並沒有對其於魁

北克省及卑詩省的生意造成負面影響。

Airbnb 加拿大總監 Nathan Rotman 表

示：「我們對取出一部分合理利潤並支持

當地旅遊業感到驕傲。」

根據該公司年報，目前亞省有約

12,000 Airbnb 短期住宿，包括在一個

建築物內的房間、整個房源、精品酒店

及傳統民宿。Rotman 說，他仍未知悉

亞省旅遊稅的細節，但根據卑詩省的情

況，「我可以說這是一個促進當地旅遊業

的措施」。Airbnb 去年在卑詩省繳付的

稅款幾乎是過去的兩倍，達到 4.3 千萬

加元。

亞省旅館協會總裁 Dave Kaiser 說，

該會對於將稅務範圍延伸到短租住宿已經

期待許久，「我們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上一屆的亞省政府根本不當回事，我們

現在終於等到了，我覺得亞省終於在這方

面追上了其他省份。」

亞省旅館協會也要求政府能供令網絡

仲介平台公開數據，並移除對旅館房間總

數的限制。Kaiser 也說，希望聯邦政府

也能提高對短租的限制，「對他們實施聯

邦稅，因為沒有聯邦稅的話，這些短租業

主還是能少交 9% 稅，而酒店行業卻要交

這個稅。」

【看中國訊】益普索（Ipsos）民意調

查在 2019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8 日期間

對 1,503 名多倫多居民進行了調查，結果

顯示 77% 的潛在購房者擔心負擔不起理

想的住房，比 2018 年增長了 4%。

報告稱，有 66% 的受訪者認為首付

款是購房的首要障礙。其他障礙因素還

有：每月還貸（61%），申請貸款困難

（56%），債務（49%）和缺乏工作保障

（44%）等。

按加拿大抵押貸款規則，購房者必須

交 20% 的首付。根據 Zola.ca 的數據，過

去一個月多倫多房屋的平均售價為 98 萬

元，這意味著買家需交 19.6 萬元的首付。

【看中國訊】共享辦公空間業界巨頭

WeWork，上週舉辦活動慶祝其進入卡

爾加里市場，並為其市中心的兩處出租辦

公室揭幕。

WeWork 總部位於紐約，其在 37
個國家（或地區）的 140 個城市設有

740 個共享辦公室。該公司在卡城剛揭

幕的兩處辦公室，擁有超過 14 萬平呎

的辦公空間，佔據兩棟寫字樓的 10 個

樓層，一棟是史蒂芬大街廣場（Stephen 
Avenue Place），另一棟是位於第 9 大街

（9th Ave SW）的愛迪生大廈（Edison 
Building）。新開的辦公室將提供共享辦

公桌、會議室、私人辦公室和充滿藝術氣

息的休息室，最多可容納 3000 人。

WeWork 加 拿 大 公 司 總 經 理

Stephen Tapp 表示，該公司的目標客戶

是初創的科技公司、私人顧問、自由職業

者以及大型能源公司等。他說，WeWork

採用全球會員制，使其與眾不同。

Tapp 說：「WeWork 是辦公場所解

決方案的領導者和開拓者。我們在全球各

地擁有許多設施以供會員使用。作為卡

爾加里的 WeWork 會員，你可以使用位

於聖保羅、倫敦等地的辦公室。「據悉，

WeWork 進入卡爾加里是其擴展加拿大

業務的的一部分。到今年年底，該公司將

在蒙特利爾、多倫多、溫哥華和卡爾加里

設立 24 個共享辦公室。

Tapp 說，卡爾加里市中心辦公樓空

置率高，為 WeWork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

商業機會。

FIND HOMES THAT FIT YOUR FAMILY AT EXCELHOMES.CA 

EXCEL 
HOMES 

• • • • • • • • • • • • • • • • • • • CALGARY I EDMONTON I AIRDRIE I COCHRANE I OKOTOKS • • • • • • • • • • • • • • • • • • •

來與你全新的
EXCEL相見。

找到適合你家庭的新屋，請訪問

讓你輕輕鬆鬆
找到
新家。

省府將向短租平台徵旅遊稅

（Adobe Stock）

WeWork共享辦公空間卡城開張

（WeWork官網）

超過六成多倫多潛在購房者
交不起首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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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新型冠狀病毒在中國爆

發後，現已在韓國、義大利、伊朗等數個

國家蔓延，美國、台灣都在加緊研製疫苗

和抗病毒藥物，並都取得進展。

白 宮 貿 易 顧 問 納 瓦 羅（Peter 
Navarro）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

美國總統川普非常關注武漢肺炎疫情防

範，要求製藥公司盡快開發疫苗。

美國藥廠吉利德科學公司（Gilead 
Sciences Inc） 開 發 的 瑞 德 西 韋

（Remdesivir）實驗性抗病毒藥物曾成

功治療類似武漢肺炎病毒的 MERS 和

SARS 這兩種病毒。CNN 報導指出，國

際衛生組織 WHO 助理總幹事布魯斯．

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在北京記者

會上表示，目前我們認為可能僅有一種藥

物能夠真正具有療效，即是瑞德西韋。在

吉利德科學公司寄送給 CNN 的電子郵件

中也獲證實，目前該公司正在與中國衛生

部門進行合作，2 項關於武漢肺炎感染者

的試驗，其中一項是對於重症患者；另一

項是針對中症患者。目前已經在招募試驗

者，預計將在 4 月能夠取得結果。

據《中央社》報導，台灣國家衛生研

究院與中央研究院也先後在實驗室合成了

公克級瑞德西韋，純度達 99%。

中研院化學所副研究員陳榮傑的研究

團隊完成了公克級合成。陳榮傑告訴記

者，之前完成百毫克級的合成工作以後，

後續團隊持續進行放大量的工作，並不是

為了衝量，主要是團隊希望能藉由此過程

中，了解藥物合成上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此次也確實從中得到經驗，像是有些合成

步驟須謹慎以對，否則可能有不良影響。

陳榮傑提到，完成公克級合成工作

後，團隊任務將會暫時告一段落，畢竟整

個學研界都動起來，不管是針對抗體或是

新藥等，發佈消息是希望告訴大眾，學研

界跟社會大眾站在一起、皆在努力。

瑞德西韋的臨床試驗結果，令人期

待。若取得成功，對於全世界民眾來說，

無疑是重大福音。

【看中國訊】胡潤研究院 2 月 26 日發

布〈2020 胡潤全球富豪榜〉，全球 10 億

美元企業家人數增加 346 人，達到 2816
人，創下新高紀錄。亞馬遜執行長貝佐斯

（Jeff Bezos）以身家 9800 億人民幣，拿

下該排行榜上的全球首富。

據《自由時報》報導，這是胡潤研究

院連續第九年發布「全球富豪榜」，56
歲的貝佐斯連續第三年奪冠。另外，由

於特斯拉股價翻倍，執行長馬斯克財富

增加 1300 多億人民幣，至 3220 億人民

幣，一舉超過中國首富馬雲，馬雲以身家

3150 億人民幣，排名全球第 21。

【看中國訊】外界關心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引發的肺炎疫情，對美國

經濟是否有影響；美聯儲（Fed）副主席

克拉里達（Richard Clarida）2 月 25 日

表示，正在密切觀察疫情變化，但現階段

還無法預測對經濟的影響。

據美國財經媒體 CNBC 報導，由於

擔心武漢肺炎疫情將持續減緩中國經濟成

長，對全球供應鏈產生連鎖反應，全球股

市連續 2 天遭遇沉重賣壓，市場廣泛預

期美聯儲可能通過降息來應對。

但美聯儲副主席克拉里達 2 月 25 日

受訪時表示，美聯儲對於目前的政策感到

滿意，而官員們也持續觀察疫情對經濟的

影響。克拉里達還說，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可能波及全球經濟，不過目前要預測影響

的規模、持續多久、是否導致前景發生重

大變化都還太早。

不過克拉里達也表示，如果前景發生

變化，美聯儲將採取行動應對。

據中央社報導，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

總裁凱普蘭（Robert Kaplan）2 月 25 日

表示，疫情引發的事件瞬息萬變，「目前

要就疫情與貨幣政策的關聯性下定論，還

嫌太早」，「還需要幾週的時間才能判斷

需不需要調整利率」。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近日，

中國爆發草地貪夜蛾蟲災，見蟲面積超過

60萬畝田，預計受害面積最多可達2億畝。

中國農業農村部近日發布〈2020 年全

國草地貪夜蛾防控預案〉，內容提到中國

今年草地貪夜蛾爆發形勢嚴峻，防控任務

艱鉅，在做好武漢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時，

持續推進草地貪夜蛾防治，力求遏制大面

積爆發成災，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各部會積

極配合防治草地貪夜蛾。

草地貪夜蛾是聯合國糧農組織全球

預警的重要農業害蟲，遷移能力強且寄

生範圍廣，主要危害玉米、水稻、高粱、

棉花、十字花科、葫蘆科、茄科等經濟作

物，因此也被外界稱為無敵「糧食殺手」。

草地貪夜蛾於 2018 年蔓延至亞洲，

今年 1月由東南亞進入中國雲南、關西，

目前至少已在 18 個省（區、市）出現，嚴

重威脅農業及糧食生產安全，一旦受害嚴

重時會毀種絕收。 據官方稱，2019 年草

地貪夜蛾發生面積 1500 多萬畝，實際危

害面積 246 萬畝。

中國農業農村部指出，

今年的蟲源累積基數明顯高

於 2019 年，截至 2 月10 日，

西南、華南 6 省地區超過 60
萬畝田發現草地貪夜蛾，是

2019 年同期的 90 倍。

按照中國海關公開數據，2018 年，中

國糧食總產量約為 6.58 億噸；進口糧食

達到 1.085 億噸，其中大豆達 8803.1 萬

噸，是全球最大糧食進口國。 

【看中國記者苗青綜合報導】武漢肺

炎疫情持續延燒，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1 日坦承，「疫情拐點尚未到來」；對

此，《自然》（Nature）期刊報導，國際專

家分析，「疫情可能在 3 月下旬到 5 月下

旬之間達到高峰」。

疫情依舊不明

有武漢民間志願者接受自由亞洲電

臺訪問時說，當地火葬場一天能燒一兩

千具屍體，已經燒了 20 多天。日前又

傳出有 40 臺「移動式醫療垃圾焚燒方

艙」進入武漢，引起社會猜疑。上海交

大團隊環境工程學院教授瞿讚，負責此

方艙的空氣淨化設計，他指出在方艙內

以 850 度以上可維持「2 秒焚燒」，病菌

無法在這樣的條件存活。《新民晚報》也

指出每個方艙大小約 20 公尺，體積約

30 立方公尺，可移動式的應急處理生活

醫療垃圾、動物屍體，這些方艙，以大

型貨車運送進武漢。雖然官方想淡化屍

體處理的功能，但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

明居正認為這些方艙就是「移動式焚化

爐」。若以 1 個焚燒方艙每日可燒約 30
具屍體來計算，40 個每日燒 1200 具屍

體。這則消息引起網友恐慌，他們表示

「動物都不會感染這個病毒，有需要特地

安排這樣的貨櫃？」「到底死了多少人，

太令人難過了！」

人道災難

武漢志願者唐先生對自由亞洲電臺表

示，隨著武漢肺炎疫情的失控，許多地區

都曾試圖援助武漢人民，但最終卻落得物

資下落不明：「所有到武漢的援助物資，

百分之九十以上沒有到老百姓手裡。」大

陸財新傳媒 23 日報導，武漢市社會福利

院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密集死

亡 19 人，除一人確診武漢肺炎死亡外，

另有 6 名亦死於肺部感染，但官方未對

他們進行武漢肺炎排查。

在網路上也流出一段以「武漢封閉

時間已達人類能承受的極限」為標題的

視頻，顯示武漢封城滿月當夜，滿城嚎

叫的畫面，短短一分多鐘中，不停響著

「啊～」、「啊啊啊」、「嗚～」的聲音，

此起彼落的淒厲吼叫迴盪天際，與燈火通

明的高樓形成鮮明對比，絕望的吼叫聲

不知已持續多久。臺灣「董事長樂團」成

員林大鈞（鈞董）也在臉書（facebook）
上轉貼該視頻，並形容這根本就是「來自

地獄的聲音」。

武漢之外，湖北多市居民也面臨同樣

的困境。很多被封閉在家裡的居民，面臨

著彈盡糧絕的困境。 2 月 24 日，湖北省

十堰市參與入戶排查體溫的志願者來到

某社區 36 棟 10 單元 502 號，要給住戶

測體溫時發現，一名 70 歲老人在家中死

去，與他共同生活的 6 歲小孫伴屍多日。

知名財經博主「獸爺」證實了這條消息的

真實性，在社媒賬戶中講述了這個故事。

醫師：專家方案是亂來

24 日 , 武漢醫師周鳴（化名）接受

了《看中國》的採訪 , 他表示核酸測試不

準確 ,「因為很多人在測試後呈陰性 , 但
其實他已經感染了」。周鳴說 :「整個病

（武漢肺炎）本身從醫學上來說 , 目前沒

有特效藥 , 只能靠自己的抵抗力來恢復健

康。為什麼這次因武漢肺炎致死的人 , 大
多是一些老年人比較多呢 ? 就是因為老年

人的身體情況稍微差一點。」他表示 , 現
在採用兩種藥莫西沙星和或奧司他韋阿比

多爾，而醫學上沒有將殺細菌和殺病毒兩

種藥混在一起用的。「這種方案的話我們

從醫學角度上來說 , 它不是很科學。」並

表示「我們反饋也沒有什麼用啊 ! 我們的

聲音很微弱啊 !」
另外，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24 日

發表文章，2 名在武漢支援的廣東醫療人

員公開向國際請求援助的呼籲文，文章

說：「由於武漢市的醫護人員極度短缺，

雖有來自中國各地的 14000 名護士來到

武漢，不過我們需要更多的幫助。」

「瑞德西韋」或可有效治療新冠病毒
 美國開始臨床試驗  台灣成功合成

蟲災爆發
2億畝農田受威脅 

武漢：疫情拐點尚未來臨

移動焚燒方艙（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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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胡潤全球富豪榜 
貝佐斯連續第三年奪冠

美聯儲：判斷降息為時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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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因武漢肺炎疫

情，澳洲政府對來自中國大陸的

旅客實行旅行禁令。但不少中國

留澳學生轉道它國入澳。海外媒

體報導，澳洲政府提示中國留學

生「也許」能通過第三國返回澳

洲。一些中國留學生這麼做了，

有人已經轉道其他國，自我隔離

15 天後，進入澳洲。悉尼大學碩

士生丁永超（Ding Yongchao，
譯音）就是迂迴入澳的。他從中

國飛到泰國，並在那裡自我隔離

15 天後飛到悉尼。丁永超表示，

能回來很高興。

不過，一些武漢肺炎疫情嚴

重地區的中國留學生卻無法離

開。如悉尼大學法律系學生利津

（Ritsu，化名）是湖北孝感市居

民。孝感的所有住宅區都被封

鎖。利津說他已經在家自我隔離

了一個月，哪兒也去不了，只好

推遲學業。

利津表示，即使能離開家，

他也不會嘗試轉道它國的辦法。

他聽說過有些在第三國自我隔離

的學生，在機場被拒絕登機，接

著簽證被取消。

【看中國訊】美國一名 64
歲的「瘋狂阿伯」休斯（Mike 
Hughes）堅信地球是平的，22
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錄製節目

時，搭乘自製的火箭升空後似乎

和發射裝置摩擦，降落傘在充滿

灰塵和沙子的空氣中意外飄走，

沒多久火箭

就 墜 落 地

面，經警方

證實，火箭

墜 落 在 空

曠的沙漠，

一名男子當

場死亡。休

斯的發言人

表示「休斯

是真正的挑戰者，他這一生活著

就是為了挑戰不可能的事情，他

不會選擇其他的人生道路，願逝

者安息。」休斯相信地球是平坦

的，他以前曾說過，他的目標是

飛到外太空的邊緣，親眼看看世

界是否是圓形的。

中國留學生轉道它國入澳 「瘋狂阿伯」休斯 
自製火箭升空後墜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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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邢亞男採訪報導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繼續

在全球蔓延。2月23日，

《看中國》記者採訪了美

國第二批撤僑人員大偉

（化名）。

大偉同記者分享了從去中國

過年，到撤離武漢，再到隔離期

間的見聞和感受。大偉回想在武

漢的日子，好像身處鬼城，回到

美國後讓他感到這些天以來的經

歷恍如隔世。

大偉告訴記者，這是他 30
多年來第一次回國去過中國年，

本想跟家人一起吃個團圓飯，卻

被一場武漢肺炎全部打亂。

武漢從 1 月 23 日封城，2
月 4 大偉終於等到美國撤僑的

飛機。大偉告訴記者：「領館把

每個乘客的名字、住址、司機的

名字、司機的身分證號，和車牌

號都報給省僑辦和省肺炎指揮

部。他們批准後，再把這些名單

轉給各路口的工作人員。有的路

口的工作人員沒有收到名單，就

不放行。」大偉感慨說：「去機

場的路真的很難。」

2 月 4 日下午 5 點，大偉一

行人到達武漢天河機場。大偉

說：「天河機場工作人員不准我

們拍照……所有的照片都是我偷

偷拍的。」大偉告訴記者：「武

漢天河機場的工作人員態度惡

劣，處處刁難，辦事慢慢吞吞，

他們穿的防護衣比醫生裹得還要

嚴實。」

去機場的路真的很難

回到美國後恍如隔世撤離武漢

為了減輕大家的壓力，第三海軍航

空聯隊儀仗隊為我們舉辦了一場特殊

的音樂會。

終於結束了14天的隔離生活，大家
拿到了美國疾病健康中心的證書，高

興得跳了起來。

 照片中的這道門，讓在場的人看到

希望，「美國領館的人來接我們過這

道門。」

 撤僑飛機是改裝了的貨機，條件簡

陋。前面是工作人員的休息室，只是

用塑料布隔開，後面是臨時廁所。

 所有隔離人員不僅每日有固定的餐

飲，還有零食。圖為大偉2月5日在米
拉馬海軍陸戰隊基地的晚餐。

 照片中是米拉馬海軍陸戰隊基地的

隔離住所戶外環境。大偉在這裡度過

14天的隔離期。

國外機場的中國旅客。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近幾個月，美

國移民法庭庇護案的審理提速，

中國人獲批的比例最高。

2019 年 10 月～ 2020 年 1
月，美移民法庭庇護案的裁決

速度大幅提升。在這段時間有

8828 人的庇護案獲得通過，中

國人獲批最多。有 72% 的庇護

案被拒絕，拒絕率比 2019 財年

增多。

根據雪城大學的「聯邦政府

施政紀錄中心」（TRAC）日前

發布的數據，從 2019 年 10 月

到 2020 年 1 月，全美移民法庭

共裁決了 33194 件庇護案件，

而 2019 財年全年裁決的數量共

有 67520 件。

美國移民法庭 
庇護案裁決提速

圖片來源： 以上圖片皆由大偉提供給《看中國》

休斯與他的自製火箭

（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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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

導】中國武漢肺炎疫情仍未出現

決定性拐點，其中北京也日漸嚴

峻。日前有外媒爆料稱，美國

情報機構消息人士透露，一些

中共高官有制定應急逃離計畫

的跡象。

雅虎新聞 2 月 21 日報導引

述美國情報界指出，當局看到一

些跡象——中共官員正在制定逃

離中國之類的應急計畫，並認為

這表明北京內部對疫情的潛在擔

憂的程度。

報導指，因認為中共官員有

限制冠狀病毒傳播信息的嫌疑，

美國情報機構一直在幫助美國政

府收集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冠狀

病毒傳播信息。據兩位知情人士

透露，一些跟新型冠狀病毒和中

國政府應對的最佳消息來源是軍

事渠道，當局一直追蹤可能涉及

中共高層領導人離開中國、或尋

求海外庇護所的安全舉動的話

題，比如「類似美國的世界末日

掩護所」。

報導稱，美國國家情報總監

辦 公 室（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中 央 情 報 局

（CIA）的全球問題任務中心

以 及 國 防 情 報 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簡 稱

DIA）的國家醫學情報中心，都

在支持白宮的冠狀病毒工作組。

該工作隊由衛生和公共服務部以

及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

領導。

一名美國軍方發言人透露，

該中心的巨大挑戰是，無論是過

去還是現在，國外政府都很難從

中共當局獲得有關公共衛生危機

的完整信息，因為共產黨和廣大

官僚機構都不願意向上級匯報

「壞消息」，包括病情對全球經

濟的潛在影響。

【看中國訊】繼華春瑩「翻牆」

在推特上對要求習近平下臺的帖

子點讚後，北京外交部新任發言

人趙立堅因關注了日本前 AV 女

優蒼井空又陷入了輿論漩渦。

2 月 24 日下午舉行的外交

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新聞司

副司長趙立堅以發言人身份首次

亮相例行記者會。同為外交部發

言人的新聞司司長華春瑩向在場

媒體介紹了趙立堅。這位在武漢

肺炎疫情背景下「誕生」的新發

言人，在海外社群媒體上十分活

躍。他於 2010 年 5 月開通推特

（Twitter）賬號，擁有幾十萬粉

絲，被稱為「網紅」外交官。

就在趙立堅履新的第二天，

有網民發現這位新外交部發言人

的推特賬號竟關注了日本前 AV
女優蒼井空的賬號，引發眾多網

民熱議。趙隨即取消關注，並刪

除了網民的相關評論。

趙立堅自 24 日連日就《華

爾街日報》事件狙擊美國政府，

否認美國點名的中國官媒是政權

代理人，26 日更點名批評美國

國務卿蓬佩奧「種族歧視」，要

求美國向中國道歉。

趙立堅 2019 年 7 月 13 日

透過推特重申中國的新疆政策，

同時稱美國也有種族歧視問題，

引發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蘇珊．

賴斯不滿，賴斯在推特上表示，

趙立堅是「可恥的種族主義者，

而且驚人的無知」，此言一出，

趙立堅迅速刪除了推文。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2 月 23 日，北京召開了「統

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

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各省

區市和縣設立分會場，共 17 萬

人參加，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內的中共七常委和全體政治局委

員全部出席亮相，官媒直認，這

是為了「減少中間層級的信息消

減和曲解」。

這是在武漢肺炎全面爆發

後，中共高層第一次帶有畫面地

集體出現在央視的《新聞聯播》

上。值得注意的是，央視的畫面

中，坐在一排的七位政治局常委

都沒有戴口罩，而對面的幾十位

政治局委員和其他官員，全部戴

著口罩。

承認疫情嚴重

新華社報導，這次會議由防

疫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主持，政

治局委員、國務委員、疫情領導

小組成員，以及多個國務院部委

組成的防疫聯控機制負責人等數

十人出席會議。並非防疫小組成

員的習近平在會議上發表了「重

要講話」。

在習近平的講話中稱，這次

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共建政以來

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

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外界解讀，

習近平的講話在暗示，這次瘟疫

危機，是共產黨在中國建政以來

最大的一次危機，其對其政權的

威脅要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危

機，甚至超過文革、六四。

復工保經濟

習近平提到疫情形勢依然嚴

峻複雜，防控正處在「最吃勁」

的關鍵階段，但仍要堅持復工和

保持「六穩」、包括控制輿論、

穩固民心等。

對於目前嚴峻的經濟問題，

習近平提到：「經濟社會是一個

動態循環系統，不能長時間停

擺。在確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

下，推動非疫情防控重點地區企

事業單位復工復產，恢復生產生

活秩序」。

隨後，北京官媒旗下的新媒

體「俠客島」發文分析稱，這場

電話電視會議是中共歷來規模最

大的一場電視電話會議，當局以

特殊的方式召開這樣規模龐大的

會議參會，目標是「所有分會場

直接聽原聲、見真人」、「減少

中間層級的信息消減和曲解」。

《美國之音》等多家媒體分

析認為，地方政府表面服從中央

領導，但卻各求自保，習近平的

政令難出中南海，是這次大會透

露的主要信息。

歷史學者章立凡向《BBC》

表示，講話傳遞的信息是習近

平「不承認自己以前有失誤」。

對於習近平來說，一旦經濟崩

潰，政權也很難維持，因此習

主張全面恢復生產，然而，「如

果北京被（疫情）攻陷了，中

央政權就可能癱瘓，這是非常大

的危機。」

習近平的防疫 7 點要求中，

除了要打好重災區的湖北和武漢

的「保衛戰」，首都北京疫情防

控工作被特別強調，包括外防輸

入、內防擴散。另外還有加強

京津冀地區聯防聯控。最後，

習又強調中共新聞輿論宣傳和

維穩。

外界還注意到，會議視頻現

場以及之後官方發布的圖片，顯

示了不同尋常的影像。總理李克

強椅子往後挪了半尺，身體一直

歪靠著；王滬寧未如往常那樣常

做筆記，而是敞開外套閒坐著。

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林和立形

容，李克強帶領的小組是要為疫

情一旦惡化扛起責任，而習近平

更擔心的是國家權力的可持續性

和北京維護社會穩定的能力。自

媒體人江峰分析，諸多跡象表明

中共高層在應對疫情工作中各藏

心思，出現分歧甚至對抗。

北京召開17萬人抗疫大會

美情報機構曝中共高層逃離計畫

北京新任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關注AV女優惹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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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
為新移民開設

語言培訓課程

掌握實用的英語交流技巧。

今天就註冊吧！

有空位

開放！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http://www.calgarychinese.com/yellowpage/main.php?type=2&id=441
谷歌博客：http://blessingswellness.blogspot.ca
微信公眾號：張碩博士班芙醫話（微信號：banff yihua）

接受公司保險（針灸、2200 小時
按摩資質）、WCB；首診優惠；
老人及兒童享受特惠！

11年寒窗習醫，8年從師磨礪，20餘年深研醫道，加
上數萬計的醫案剖析，永無止境的醫學探究，不斷造就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一：

【漸凍人症，即肌萎症】一位病人患肌萎
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即漸凍人症近一年，
求治西醫無效。轉至本門診，經治二個月
後，肌肉逐漸長起；七個月後，肌肉形態
及功能基本恢復，行動自如；十個月後，
西醫認為已基本康復。患者感慨「我覺得
自己又活過來了！」

              病人反饋之二：

【視網膜脫離】一位病人高度近視，突發
視網膜脫離，手術後視網膜水腫，視覺模
糊，影響精確視力，不能開車。病人來本
門診，經過二個月針灸及中藥治療，雙眼
矯正視力達 0.8。「（開車中）我能看清
路邊的樹葉了！」病人興奮地說。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谷歌博客：http://blessingswellness.blogspot.ca
微信公眾號

接受公司保險（針灸、2200 小時
按摩資質）、WCB；首診優惠；
老人及兒童享受特惠！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116,738–3 Ave SW
諮詢 / 預約 / 定座電話（粵、國、英語）403-255-5288 403-255-6009

  抗疫大會規模史無前例，七常委同場亮相。（視頻截圖）

規模史無前例 七常委同場亮相

（視頻截圖）

【看中國訊】武漢「封

城」逾月，24 日突然宣布

「解封」，不足 4 小時「朝

令夕改」。大陸網路間流

傳著一則消息：「2 月 24 日

湖北解封 3 小時，有 1735
人進入長沙，其中 237 人

進入開福區」，而當局至

今沒有任何行動控制疫情

擴散。

此外，《新京報》及《第

一財經》報導，北京市新怡

家園社區 7 號樓 3 單元 24
日出現一名武漢肺炎感染

者，是監獄刑滿釋放人員，

在武漢已確診、屬武漢確認

病例，但由於其是北京人，

刑滿釋放後，由北京家屬自

行開車去武漢接回。事件引

發民眾質疑，因為北京早已

下令「封城」，再加上北京

暫停往來湖北的航班及鐵

路運輸，甚至在居住屋苑

（村）實施封閉式管理，外

來人員和車輛原則上不得

進入。

網友紛紛留言：「怎麼

在武漢封城的情況下出去

的？」「家屬為何能出入武

漢及北京？」「查查是不是

哪個甚麼二代。」「又一位

特權階級被暴露了！」「封

了的故宮和武漢並沒有甚麼

區別，想進就進，想出就

出。」

《世界的十字路口》主

持人唐浩提出質疑，這次

武漢副市長大膽下令「解

封」，是跟黨中央對著幹，

背後是不是涉及地方諸侯與

黨中央的爭鬥博奕？離開武

漢的人，是否跟武漢病毒研

究所有關？有沒有涉及中共

黨內不同派系的權力較量？

只有釐清這些人的身份，才

能進一步追查背後的動機與

內幕。

政治時評人夏小強認

為，17 號通告其中的規定

中這樣規定：相關人士「可

以申請出城。」普通民眾不

太可能拿到出城的通行證，

因此「17 號的所謂出城烏

龍通告，可能並不是烏龍，

而是疑似給困在武漢的中共

權貴們開啟的一條 VIP 逃

逸通道，但是風險太大，被

習否決叫停。」

武漢解封 
又封城 

傳上千人逃走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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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疫情持續擴大，香港

教育局 25 日宣布延長全港學校

停課至復活節假期後，最早 4
月 20 日復課，實際日期有待進

一步評估。中學文憑試（DSE）
筆試則會如期於 3 月 27 日舉

行，放榜暫延至 7 月 15 日。

武漢肺炎爆發以來，港府的

抗疫表現備受非議，包括遲遲

不「封關」防止疫情從大陸蔓延

至香港，也被批評無法穩住防疫

物資供應，導致民間恐慌搶購口

罩。不過，特首林鄭月娥 25 日

撰文回顧抗疫一個月，自誇政

府工作「符合迅速應變、嚴陣以

待和公開透明三大原則」，又稱

香港沒有出現廣泛的社區感染；

政府會竭力做好圍堵、增加隔

離檢疫措施等工作，相信「憑著

愛」，香港可以「浴火重生」。

不過，同日公布的一項民意

調查顯示港人明顯不滿她的抗疫

表現。香港民意民研究所公布，

林鄭月娥的最新民望只有 18.2
分，遠低於歷屆特首；其支持度

也從 2 月初的 13% 跌至個位數

的 9%，民望淨值為負 74 個百

分點，全部數字都再創其上任以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香港2月25日新增4宗
武漢肺炎（新冠狀病毒）確

診個案，令病例總數升至85
宗。本地疫情持續擴大，港

府抗疫不力加深民憤，特首

林鄭月娥最新民望已跌至個

位數字，創下任內新低。

疫情擴大 港府民望暴跌

來新低。特區政府的最新滿意率

淨值同樣是負 74 個百分點，信

任淨值則為負 62 個百分點，較

上個月大幅轉差，分別創 1997
年和1992年有紀錄以來最低點。

港人對香港政府的信任程度

為負 62%；對香港前途和一國

兩制的信心淨值較半年前大幅下

跌至負 44 和負 41 個百分點，

同樣創紀錄新低。

預算案斥巨資挺港警

香港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26 日公布，財政司長陳茂波因應

武漢肺炎疫情推出 1,200 億大規

模逆周期措施，又宣布向所有 18
歲以上香港永久居民派發一萬元

抗疫津貼，以及推出一系列免稅

紓困措施，但與大幅增加的警隊

預算綑綁一起，引發港民不滿。

去年 6 月至今的反送中運

動中，警方打壓抗爭市民「火力

全開」，民間要求調查警隊呼聲

此起彼落。預算案顯示，本年度

（2019/20）警隊開支高達 235.9
億元，比原本核准預算超支近

30 億元。當中最大筆是向警員

發放的津貼金額，由去年度的

2.56 億元劇增約 9 倍至 25.49
億元。警隊 2020 年至 21 年度

總開支預算達 257.89 億元，較

上年度原預算大增 51.07 億元，

幾乎是消防處等 8 個紀律部隊

連同廉政公署的總和，撥款包括

添購催淚彈等彈藥、置換「警隊

特別用途車輛」，並新增六輛裝

甲車，每架造價超過 1,200 萬。

港府對警隊增撥預算和擴

大編制，但用在抗疫上卻沒有

那麼慷慨。 2019/20 年度衛生

署的抗疫工作開支為 20 億元，

但 2020/21 年度則減至 9 億 7
千萬元，僅有一半不到。對於

民間要求分拆有關撥款獨立表

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明政

府無意分拆。

對大陸不封關 
武漢肺炎在全球擴散，韓

國 24 日新增 231 人確診感染病

例，累計個案達 833 宗，並多

2 人死亡，累計 8 宗死亡個案。

臺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4 日宣

布，韓國旅遊疫情建議升至第三

級警告，非必要請民眾勿前往。

香港政府昨也宣布，從今（25）
日起，禁止從韓國抵港的非香港

居民入境，從大邱和慶尚北道回

港的人士要接受強制檢疫14天。

不過對於武漢肺炎確診個案

最多的大陸，港府則未有相關舉

措。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25 日在記者會上被問到為何不

對大陸採取封關措施，陳肇始未

有正面回應，只是稱因為韓國短

時間內有高確診個案，因此採取

果斷措施。

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

峯批評，港府無能，不對大陸發

旅遊警示及「半封關」，只是給

予市民一個政治訊息，並非真正

保障香港人。他認為疫情在香港

仍未受控，港府需付很大責任。

桂民海遭重判10年 
放棄瑞典籍一事蹊蹺
【看中國訊】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桂

民海遭浙江寧波法院以「為境外非法提供

情報罪」重判十年監禁。值得注意的是，

桂 1996 年加入瑞典國籍，2018 年中方

對外宣稱其恢復中國國籍，如今是按照中

國公民身份被判刑。

2015 年疑遭大陸當局從泰國強行帶

到大陸的瑞典籍商人桂民海（內地法院稱

桂敏海），上月被寧波市檢察院向寧波市

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稱他觸犯為境外

非法提供情報罪。寧波法院 2 月 24 日宣

判桂民海有期徒刑 10 年，剝奪政治權利

5 年，又稱桂民海認罪服判，不會上訴。

桂民海被重判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瑞典外相林德（Ann Linde）發聲明指瑞

典當局一直態度清晰，要求釋放桂民海，

讓他與女子及家人團聚，這個要求未有改

變。歐盟也發表聲明，指案件仍有大量疑

問未解，桂民海的權利包括領事支援等都

未獲尊重。聲明指歐盟過去已經多次就該

案向大陸當局表達關注，未來亦會跟進。

根據中國法庭通告顯示，桂民海

1996 年加入瑞典國籍。通告說：「2018
年經其本人申請依法恢復中國國籍」，也

就是說，桂民海是按照中國公民身份被判

刑的。

此說法得到各方質疑，流亡的中國詩

人貝嶺是桂民海的多年好友，他對美國之

音說：「請問：關於阿海（桂民海）的瑞

典公民權利問題，他自己到瑞典駐北京的

大使館，或者到上海的領事館註銷了嗎？

這必須由他親自前往和註銷，才能夠失去

另外一個國家的國籍，還是說，中國為桂

民海量身定做了一個雙重國籍身份。我們

沒有看到他放棄瑞典國籍的任何證據。難

道阿海為了進中國監獄十年，而加入中國

國籍嗎？這簡直是一個笑話。」

林榮基透露，自己為反抗當局而離開

香港，但書店其餘幾人譬如李波，如今沒

有罪名也沒有追究，可能是願意和當局合

作：「我 2018 年有個可靠消息，呂波和

張志平自從 2016 年 3 月回過香港一次之

後，到中國大陸之後就不給他們出來。也

就是其他人是合作，否則就會像桂民海這

樣的遭遇。」

桂民海曾經營香港銅鑼灣書店，以

販賣中國政治禁書為人熟知。書店股東呂

波、桂民海、店長林榮基、業務經理張志

平、經營者李波等人於 2015 年 10 到 12
月之間，陸續在中國、泰國，甚至香港失

蹤。該案被廣泛認為是中國越境執法、打

壓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典型案例之一。

電話：（403）259-2474 Email: cbcfoot@live.ca

可上門服務

地址：Bay 8, 6320 11 Street SE 卡城

專業精準才有效！擁有認證足部矯形師 專業服務卡城 35 年   

矯正鞋墊終身免費保養
一次投資 終身服務：兩年左右鞋墊需隨人體變化
而調整，您可節約高達數千元調整或置換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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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腰不痛了！

我的膝蓋不痛了！

我的關節不痛了！

我的脊椎不痛了！

我的腳板不痛了！

我的腳踝不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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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副校長轉發 
「藏頭詩」

被指諷警遭停職

【看中國訊】香港孔聖堂中

學署理副校長何栢欣近日在社交

網站轉發一段帖文，寫道：「黑

心不是太好，警察只是打工，死

了又有何幫助？全部人齊心抗疫

才有用，家人的支持都很重要。

一個確診而已，個個都開心得要

香檳，都不明白現在的人為何這

樣，不如想像如何令香港康復。

能否給點人性？少少事就大驚小

怪」。被一名網民指是暗諷「黑

警死全家，一個都不能少」的藏

頭詩，表示要向學校投訴。孔聖

堂中學校董會 24 日凌晨發表聲

明，稱何在網上發表「針對警方

貼文」，該校已就此成立專責小

組進行調查，由即日起將何停

職，直至調查小組完成報告。前

特首梁振英其後更以「全國政協

副主席」和「前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的名義，去信該校全

體校董，點名要求校方開除何栢

欣所有職務。

國民黨吳斯懷落選外交國防委員會
【看中國訊】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25 日

進行委員會抽籤，不分區立委吳斯懷

沒有抽中籤，無法進入外交及

國防委員會。

中央社報導，國民黨

團 25 日進行委員會席次

的協調作業，曾赴大陸並

發表親共言論的退將吳斯

懷先前在被國民黨列入不

分區立委名單中時，就引

發不小爭議。最終國民黨在外

交及國防委員會中，分配到 5 個

席次，前 3 席由較為資深立委江啟臣、呂

玉玲、馬文君取得，最後 2 席由於協調未

果，由新科立委溫玉霞、陳以信及吳斯懷

抽籤來決定席次，最後由陳以信與溫玉霞

順利抽中，吳斯懷無法進入外交及國防委

員會。

無黨籍立委林昶佐原本 24 日抽中社

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後來與民進黨

立法院黨團協商、交換後，確定重返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林昶佐隨

後直言，因為國民黨立委吳

斯懷才剛上任就與中共唱

和，他有責任續留外委會

抗衡吳斯懷。

林昶佐強調，台灣人

民在選戰過程中，就已經

強烈質疑吳斯懷對於國家

的忠誠，國民黨應該要誠實面

對，而非不想以「籤運」來做最後

的決定。林昶佐也表示，國民黨遲早都要

面對台灣的民意，像吳斯懷受到這麼大的

反彈聲浪，藍營在大選之後不積極面對、

在黨主席補選時也不面對。最後吳斯懷無

法進入外委會，並非是藍營恍然大悟，而

是因為籤運不佳，由此顯見國民黨對於改

革仍是十分抗拒、讓人哭笑不得。

港府滿意度淨值 
-74%

攝影：龐大偉

蔡英文：防疫優先
暫停520就職活動

【看中國訊】中華民國總統

蔡英文 26 日表示，為了全力投

入防疫工作，將暫停籌辦 5 月

就職活動工作，保持最大彈性因

應疫情變化，只要疫情仍然有疑

慮，520 就職將不會舉辦大型群

眾活動，一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的專業意見辦理。蔡英

文還感謝台灣主要的宗教團體，

因為擔心信徒聚集造成防疫風

險，陸續宣布暫停、延後大型活

動，改以線上法會等其他方式取

代。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6 日表示，目前累計總確診病

例為 32 例，死亡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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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 2月 25
在德里表示，印度將購買

價值 30億美元的軍事裝
備，包括攻擊直升機，加

深了雙方的國防和商業關

係；同時，雙方在重大貿

易協定上取得了進展。

2 月 24 日， 在 印 度 總 理

納 倫 德 拉． 莫 迪（Narendra 
Modi）的故鄉為川普舉行了大

規模招待會，十萬多人參加了集

會。 25 日，川普與莫迪進行了

一對一的會談，隨後舉行了代表

團級會議，試圖向前推進造成分

歧的問題，主要是貿易爭端。

明確雙方軍事夥伴關係

川普會後表示，他的訪問富

有成果，達成了為印度軍方購買

直升機的交易。印度將從洛克

希德．馬丁公司購買價值 26 億

美元的 24 架配備了「地獄火」

導彈的海鷹（SeaHawk）直升

機，並且還計畫訂購 6 架阿帕

奇（Apache）直升機。

印度正在對其軍隊進行現代

化改造，以縮小與中國（中共）

的差距，雖然俄羅斯仍是印度最

大的軍火供應國，但德里已越

來越多地轉向美國採購。自從

2007 年以來，印度從美國的國

防採購已經達到 170 億美元。

美協助建核能發電廠

針對印度能源極度匱乏下的

核能發展需求，以及日益嚴重的

空氣汙染問題，雙方也達成了由

美國西屋公司提供六座核能發電

廠的規劃共識。

印度是全球第三大石油進口

國，同時，印度耗能產業所帶

來日益嚴重的空汙也一直困擾

當局。根據 WHO 一項衡量汙

染 500 級的政府指數，25 日德

里的空氣質量處於中等水平，

為 193。世界衛生組織認為這一

指標在 60 以上均不符合健康標

準。對此，美印十多年來一直

商討美方向作為耗能大國的印

方提供核反應爐事宜，雙方並

於 2008 年簽署民用核能協議，

2019 年 3 月 13 日，兩國發布

聯合聲明，宣布將建造 6 座核

電站。

美國能源、商業部、西屋公

司、核能研究所代表，和美印戰

略夥伴論壇與印度政府官員在本

次訪印前進行了會談，預計簽署

備忘錄後，雙方將開始談判合同

細節、交貨時間表並挑選供應

商。長期以來，美印合作民用核

能項目存在一個障礙：如何使印

度的賠償責任規則與國際標準一

致，其中一項規定是任何事故的

賠償應由運營商，而不是核電廠

的製造商負責。

能源方面最明確的成效就

是美國艾克森石油（EXXON 
Mob-ile）與印度石油於雙方會

晤期間，簽訂了美方液態天然氣

（LPG）供應合約。

啟動自貿談判 雙方樂觀
對於這次訪問，啟動自貿談

判機制，應是川普的主要目的。

媒體指出，在川普「美國優先」

和莫迪「來印度製造」的政策衝

突下，雙方自貿談判之路仍然坎

坷。諸如：川普去年 6 月宣布

終止讓印度享有普遍關稅優惠制

度（GSP），與印度日益增長的

高關稅等貿易壁壘問題，都造成

雙方的齟齬。對此，雙方官員

仍希望能夠至少磋商出 1 個「軟

性」的協議，讓印度開放採購更

多美國農產品及醫療器材，而美

國也願意重新讓印度適用普遍關

稅優惠制度（GSP）。
雙方的會晤也觸及了 5G 的

服務與技術，以及物聯網議題，

特別是這方面與農業、製造、醫

療與教育等相關聯的話題。印度

電信公司長期以來一直使用華為

的網絡設備，印度尚未就是否使

用華為 5G 做出決定。

有分歧 亦有共識
媒體分析認為，在雙方貿易

歧見未消除之前，大的協議是無

美國總統川普與印度總理莫迪，25日於德里會晤面談。(AFP)

法一蹴可成，但小的協議，如：

降低部分農產品、消費品、醫療

用品關稅等，將可藉此次會晤達

成，以鋪墊後續的自貿談判。

但是，美印兩國也有共同

點，法廣分析指出，那就是都對

中國存有戒心。因此，此次川普

之行簽署一些包括國防領域在內

的合約，宣示意味濃厚。白宮在

川普行前發表聲明說，川普此訪

旨在進一步強化美印戰略夥伴關

係，並鞏固兩國人民關係。印

度方面指出，莫迪將與川普舉

行「全面」會談，涵蓋國防、安

全、反恐、貿易、能源、人文交

流，以及涉及兩國戰略夥伴關係

的其他問題，兩國領導人也還就

共同關心的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

意見。莫迪甚且在聯合記者會上

稱：「我們決定把兩國聯繫提升

到全球全面夥伴關係水平。」

意味深長的禮物

莫迪特意送了川普一件意味

深長的禮物：三隻大理石彫刻的

猴子。這三隻猴子的釋意在東西

方的文化中都有相同的意思。

中文意思為：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這來源於

《論語》中的「顏淵問仁」。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

在英語中，這三隻猴子相

應的英文意思為：See no evil，
hear no evil，speak no evil。

這三隻猴子警戒人們「若要

潔身，首先要遠離邪惡」。

川普出訪印度 軍貿結盟

【看中國訊】馬來西亞總理

馬哈蒂爾的辦公室 24 日稱，馬

哈蒂爾已向國王遞交了辭呈。上

週末，執政聯盟與反對派意外就

組建新政府進行了會談，新政府

將不包括馬哈蒂爾指定的繼任者

安瓦爾。

安瓦爾 23 日指責馬哈蒂爾

和他擔任主席的馬拉西亞土著團

結黨謀劃組建新的執政聯盟而將

他排斥在外，是「背叛」。

有分析認為，馬來西亞此次

政局變動，和馬哈蒂爾此前承諾

在在一兩年之將總理之位讓給前

副總理安瓦爾有關。安瓦爾是希

望聯盟最大成員黨人民公正黨的

主席。馬哈蒂爾 2019 年 12 月

10 日說，可能會在馬來西亞作

為東道主舉辦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會議之後，把總理職位移交給前

副總理安瓦爾。然而上週末有傳

言稱，土著團結黨試圖組建新政

府，阻撓安瓦爾的接任。目前還

不清楚馬哈蒂爾能否在其他黨派

的支持下組建另一個政府。路透

社援引消息人士透露，土著團結

黨內的一個派系已經會見了其他

三個政黨的成員，就組建一個新

的聯盟進行商談。

新加坡國際事務學會高級研

究員胡逸山向中央社記者表示，

馬來西亞目前政局相當混亂，連

日來政壇傳聞不斷，消息滿天

飛，而馬哈蒂爾宣布辭去總理職

務更是對馬來西亞政壇拋下一個

震撼彈。他認為，希望聯盟目前

看似面臨土崩瓦解，但關鍵仍在

於安瓦爾能否穩定局勢，獲得其

他政黨支持。

馬哈蒂爾的辭職是否將給馬

來西亞和中國的雙邊關係，尤其

是經貿合作，帶來新的變數，令

人關注。

馬哈蒂爾是馬來西亞政壇資

深人物，有「首席演員」和「威

權領袖」之聲名，2018 年以 92

馬哈蒂爾宣布辭職 馬來西亞陷入政局動盪
歲高齡參選、勝選，再度出任總

理，舉世驚詫。他的勝選結束了

國民陣線長達 60 年的統治。

迄今為止，94 歲高齡的他

仍是馬來西亞政壇的操縱大師。

他本應在就任兩年後把權力

移交給安瓦爾，很顯然，他對自

己曾經的學生領導多黨派聯盟的

能力有懷疑；其他人也有同感。

馬來西亞的馬來族選民為

2018 年馬哈蒂爾的歷史性勝選

出了大力，現在卻正在回歸巫統

（Umno）。巫統是前任執政聯盟

國民陣線（BN）中的主要政黨。

如果巫統重新上臺，那麼改

革派希望對充斥著貪污腐敗、由

資金贊助主導的馬來西亞政治生

態進行重塑的希望將宣告破滅。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塔利

班於 21 日同時發表聲明透露，

雙方將在 2 月 29 日簽訂協議，

結束歷時 19 年的阿富汗戰爭。

蓬佩奧發表的聲明說，美國和塔

利班進行了深入的會談，尋求方

案結束阿富汗戰爭。美國將從阿

富汗領土撤出美軍及聯軍部隊，

而塔利班則確保不再在阿富汗的

國土上發動恐怖主義活動威脅美

國和盟國的安全。簽署儀式將在

卡達爾首都多哈舉行，塔利班在

多哈設立了一個非正式的政治辦

公室。美國與塔利班在那裡進行

了長達 18 個月的談判。

◆英國連鎖超市龍頭特易購

（TESCO）宣佈，公司以 2.75
億英鎊將其在中國合資公司的股

權出售給其合資夥伴。特易購近

年來積極撤資，目前已經退出日

本及美國市場，其韓國業務也已

出售，早前還傳出特易購計畫拋

售其在馬來西亞及泰國業務。

特易購已將其中國合資公司

的 20% 股權，以 2.75 億英鎊出

售給其中國合作夥伴華潤集團

（CRH），該筆交易預計在 2 月

28 日完成。待交易完成後，特

易購將完全退出中國市場。

◆挪威北極圈內的「末日種

子庫」2 月 25 日收到來自世界

各地的 6 萬個種子樣本，包括英

國查爾斯王子的櫻草、切羅基民

族的神聖玉米等。這個全球最大

農作物儲藏庫為了保護作物免於

全球性災難，而囤積各類種子。

最新運送的一批將讓種子庫藏提

升至約 105 萬種，這些種子放

置在種子庫的 3 座地窖，這個種

子庫被譽為糧食作物的「諾亞方

舟」。種子庫成立目的在於全球

面對氣候變遷、戰爭和其他自然

或人為災難時，能夠保護生物多

樣性。這裡能容納多達 450 萬份

種子。種子庫在 2008 年啟用，

由挪威挹注資金營運。

◆埃及前強人總統穆巴拉

克 2 月 25 日在開羅去世，終年

91 歲。幾個星期前，他曾經接

受過外科手術。穆巴拉克統治埃

及 30 年。 2011 年春天，埃及

發生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穆巴

拉克試圖鎮壓，但沒有成功。經

過 18 天的大規模抗議之後，穆

巴拉克被迫下臺。由埃及起始的

阿拉伯之春運動震撼了中東地區

一些強人政權。

莫迪送川普禮物。(網絡圖片)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

（Getty Images）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     年的積累來自     年的積累
中醫‧中藥‧針灸‧按摩‧拔罐和耳針

“在北京工作時，提了副高後，即使限號，每天必須看病人
至少60個。在中醫實踐中，會有類似熟能生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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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 消化系統    ‧ 婦兒科     
‧ 心血管系統 ‧ 內分泌
‧ 泌尿系統    ‧ 肌肉肌腱問題

主治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8 年卡城中醫師

8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8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
學士碩士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

info@kt-lucky.com

（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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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於永久凍土內的挪威「末日種子

庫」（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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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3 號美國有線新聞

網 CNBC 報導、所有的社交

媒體巨頭們，被世界衛生組織

找去開了個會，商討如何阻止

Misinformation（不實消息），

這個會議整整持續了一天，在臉

書的 Menlopark 園區。據兩位

參加會議的人說，被找去開會

的高科技公司有一大長串，不

僅包括臉書、推特、Google、
YouTube 這樣的社交媒體公

司，還包括 Verison 這個的通訊

企業、Airbnb 這樣的網約短租

房平臺、蘋果和 Uber 公司也獲

得了邀請，但據說沒有去。不得

不佩服世界衛生組織在信息維穩

方面考慮十分週全。

主持會議的世衛組織官員

說：世衛組織他願意幫助這些大

公司核實他們平台上的病毒有

關的信息、他們用戶發布的信

息，而不是依靠第三方。這位叫

Andy Pattison 世衛官員就差沒

說：各大社交媒體要統一口徑、

統一思想。

假如說的是關於病毒流傳的

假消息，澄清的責任也在各個國

家的公共衛生部門自己，也沒有

你世衛組織什麼事啊。在中國大

陸以外，各個國家政府的反應效

率、成效好壞有差別，但總體上

也是比較透明的，各國有自己的

權威信息來源，老實說也沒你世

界衛生組織出來打假的必要。中

宣部起碼還沒法把臉書、谷歌找

來開會說按我的通稿辦事，世界

衛生組織卻能做出這樣的要求。

當然，世衛組織的行動也可

以理解。中共是衣索比亞最大的

債權國和直接投資國。譚德塞博

士接替總幹事以後訪問中國，中

共政府在原本繳納的會員費比例

之外，又額外捐贈了兩千萬美

元。

還是說回來世衛組織找各大

社交媒體開會這事，這極度不符

合自由社會的做法，自由社會是

各說各話，誰的可信誰贏得聽

眾。

上面吐槽了世衛組織，也得

說說社交媒體巨頭們。假新聞當

然很惱人，除了有組織有目的製

造的假新聞要打擊之外，那些自

發、分散的假新聞並不是什麼大

的問題。因為只要是信息的場域

就會真假混雜，就連煌煌正史

《二十四史》裡都有不少消息高

度疑似假新聞，像武則天掐死親

生女兒嫁禍王皇后這種事。那些

想在社交媒體上從事一生事業的

人，他們會越來越像傳統媒體，

要打造自己的信譽，維持長久的

注意力。那時候不可靠的消息源

會被逐漸淘汰。

所以那些自發的、不時冒出

來的假新聞大家別怕，最大的

威脅不是他們，最大的威脅就

是平臺本身，是 facebook、是

google，就是他們。他們掌握了

巨量的客戶信息，他們分析每個

人的喜好，他們知道怎麼影響

你，知道怎麼操縱你，同時用戶

又對這些平臺高度依賴，不危險

嗎？

所有分析相關話題的博主，

視頻都被打上黃標，都不許營

收。要知道很多人是全職的

YouTube，他要做一期有深度

的節目要去查證資料、甚至要去

採訪，你經濟上斷人糧道之後人

家靠什麼生活？就是不讓人去談

這個話題。這些社交媒體巨頭擁

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公眾不該警

覺麼？

（編者按：近日多名時事評

論員投訴 YouTube，指他們製

作的多條影片因與新冠肺炎相關

就被「黃標」，會被視為「不適

合多數廣告客戶」使用，影響廣

告客戶在其影片下廣告，代表著

該影片基本上沒辦法獲取任何

利潤。有網民在白宮網站發起

聯署，要求 YouTube 解釋，截

至 26 日已有 45,172 人簽署。

YouTube 團隊的回應，聚焦新

冠病毒的影片屬於 YouTube
「廣告客戶青睞內容規範」的

「敏感事件」，因此只能限制

或被標為「不適合多數廣告客

戶」。）

◎文：文昭

《自由亞洲》電臺這樣描述：2 月 20
日住在北京的 00 後、不願透露身份的桑

德爾一打開微博，就看見來自《北京日

報》、主題為 # 基層防疫在行動 # 的短視

頻。激昂的音樂裡，除了引述習近平的

喊話，還採訪了兩個北京市民，他們說

從這次抗擊疫情中看到了「我們中國共產

黨的力量」。桑德爾說，這種「暖視頻」

反而讓他感到煩躁。他想知道：這場疫

情的隱瞞、拖延及李文亮醫生的過世，

到底誰要負責 ? 真相是什麼呢 ?
桑德爾不敢在微博上吐槽，因為這

是疫情爆發以後，他重新開的第二個帳

號。 2 月 6 日，桑德爾當晚跟著同齡

朋友們激動地轉發著 # 武漢政府欠李文

亮道歉 # 的帖子。隔天早上，他的微博

就被封號了。「我朋友勸我，還是安靜

點……」他說。

疫情爆發之初，大陸幾家市場化媒

體以及自媒體，包含財新、財經、三聯

生活週刊、冰點週刊、新京報、南方週

末、北京青年報等，一度出現許多第一

線的紀實、調查報導。奧莉是其中記者

之一。但這個自主採編的口子，在 2 月

3 日習近平「加強輿論引導工作」講話後

快速縮緊。「完全不允許發在湖北、武

漢的新聞。不允許做他們所謂的負面報

導……財新還在打點擦邊球。」奧莉說。

2 月 19 日，騰訊旗下的自媒體平臺

《大家》被執行了「死刑」，其被封前發表

的最後一批文章包括《武漢肺炎 50 天，

全體中國人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

創刊主編賈葭表示自己得知《大家》被賜

死過程，心裏非常平靜：「我作為一個老

媒體人來講，都已經習慣了。」

《武漢糧油儲備 40 天以上，方艙空

餘床位 1168 張》、《83 歲！雷神山醫院

首位出院患者向醫護豎起大拇指》、《31
名重症患者出院！》、《因為無法看清你

們的臉，所以把名字寫在掌心》……與充

滿「暖意」的官媒相對照的，在社交媒體

上，網民呈現出的卻是一個完全不同、

處於絕望之中的武漢。

「我們的國家病了，不僅僅是這場疫

情。」奧莉在通訊軟體上寫道。

「暖新聞」之下寂寂寒意 ◎文：苗青

約談社交媒體世衛成「世界維穩組織」？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We don't charge any administration or documentation fees when you purchase a new or used vehicle.
It's just another way that T & T Honda steers you straight!

無論您購買新車還是二手車，我們都不收取任何手續費。
這是我們引領你邁向康莊大道的又一貼心服務。

NO FEE  DEALER
無隱性費用車行

Robert Cheung
新車銷售代表

403.667.7618
robertc@tandthonda.ca

Michael Lee
助理服務經理

403.291.1444 ext.1511
michaell@tandthonda.ca

Raymond Li
貸款經理

403.291.1444 ext.1663
raymondli@tandthonda.ca

888 Meridian Rd NE, Calgary
www.tandthonda.ca

在獲得最優價後，憑此券可再得

$200$200優惠!優惠!優惠券

優惠活動截止日期：2020年3月31日 解釋權歸 T&T Honda所有

(403)291-1444
（英/粵/國）

(403)291-1444

403.291.1444  |  888 Meridian Rd NE, Calgary  |  www.tandthonda.ca

數千元
尚存的 2019 款新車

節省我們正在裝修
但是依然

開門營業開門營業
清倉熱賣

Civic: $2,500*
Accord: 節省高達 $3,500
HR-V: $1,500
CR-V: $2,500

Odyssey: $2,500
Passport: $3,000
Pilot: $4,000
Ridgeline: $3,000

*Does not include the Type R * 不包含 R 型車

前大陸央視主持人李澤華發探訪武漢火葬

場天價搬屍工招聘，26日發SOS求救，

國安闖入後視頻中斷。（網圖）

YouTube

團隊稱，聚

焦新冠病毒

的影片屬於

「 敏 感 事

件」，只能

限制或標記

為「不適合

多數廣告客

戶」。（網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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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品牌專家

聘

積極的態度

書面和口頭溝通技巧

出色的多任務組織能力

在快節奏中獨立工作

與客戶建立並保持良好的關係

亞省 5級駕駛執照（AMVIC 註冊）

工
作
要
求

聯繫我們 careers@mbcountryhills.com
(587)806-3762

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誠聘汽車銷售
主動進取，無需銷售經驗，有

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懂

英語，國語或粵語。

聘RECRUITMENT

地址：2971 Main St. SW Airdire

電話：403.945.4820
電郵簡歷至Jason Hansen 
jason@airdriehonda.ca

2020年 2月 27日—3月 4日第 95期 B版

（本版圖片來源：福特官網）

JIANYU HOU

電話：
手提：

（英、國語）

jhou@2toyota.com

403-968-5036
587-968-5036

MINGPAN SO

電話：
手提：

（英、粵、國語）

mso@2toyota.com

403-984-0661
403-821-1911

LEO LI

電話：
手提：

（英、國語）

lli@2toyota.com

403-984-0627
587-439-9066

VINSON LAM

電話：
手提：

（英、粵、國語）

vlam@2toyota.com

403-869-9459
403-984-0620

接受微信支付和支付寶付款

All prices are based on cash or bank fi nance deals. All incentives to dealer,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  Vehicle may not be exactly as shown.

想要降低月付款嗎？我們來幫忙！想要降低月付款嗎？我們來幫忙！

接受微信支付和支付寶付款接受微信支付和支付寶付款

2508  24th  Avenue NE2508  24th  Avenue NE
(403) 291-2111(403) 291-2111

我們期望
贏得您的

生意

您會看到
我們的真

誠及

您會看到
我們的真

誠及

兌現承諾兌現承諾

服務亞省服務亞省

超過超過 3131年年

3.6L V6發動機
自動 6擋 
109819 km

2012 GMC Acadia SLT1

   僅售 :   僅售 : 加稅加稅  $35,900 $35,900 $13,498 $13,498

3.5L 295馬力 
V6發動機 
自動擋

24207 km

2019 Toyota Highlander LE AWD

1.8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85874 km

   僅售 : 加稅 $9,980 $9,980

2008 Toyota Corolla CE
# 8998B# 8998B

   僅售 : 加稅 $12,300 $12,300
3.6L V6發動機 · 自動擋 · 140512 km

2013 Dodge Journey R/T

# 8903C# 8903C # 190857A

   僅售 : 加稅 $12,800 $12,800
2.0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88897 km

2015 Hyundai Elantra GLS

# 190857A

   僅售 : 加稅 $12,888 $12,888
1.6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52845 km

2016 Kia Rio EX

# 9000A# 9000A

   僅售 :
# 9017A

現任豐田
車主們：

   僅售 : 加稅 $15,900 $15,900
2.7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116757 km

2009 Toyota Venza AWD
#8945B#8945B

   僅售 : 加稅 $17,888 $17,888
1.8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23102 km

2015 Honda Civic Coupe EX
#200462A#200462A

1.8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17293 km

2020 Toyota Corolla LE
# 8933A

   僅售 : 加稅 $20,500 $20,500

2020 Toyota Corolla LE
# 8933A

2019 Toyota Highlander LE AWD2019 Toyota Highlander LE AWD

# 9017A

   僅售 : 加稅 $24,500 $24,500
2.5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66643 km

2018 Toyota RAV4 AWD LE

#8812A#8812A

Toyota Certifi ed

Toyota Certifi ed

Toyota Certifi ed

 # 200287A

該報告稱，「由於每一輛特

斯拉汽車都相互連接，我們可

以利用特斯拉全球車隊收集的

超過約 160 億公里的真實行駛

數據（其中超過約合 16 億公里

行駛里程使用了 Autopilot 自動

輔助駕駛系統），瞭解發生的不

同事故。」

在公眾最為關心的電動車

起火事故方面，特斯拉的數據

顯示，在 2012 年至 2019 年期

間，特斯拉車款每行駛 2.8 億

公里，才會發生一次特斯拉車

輛起火事故。作為對比，美國

交通部和全美消防協會（NFPA）

報告稱，車輛每行駛 3040 萬公

里就有一次車輛起火事故。從

中可知，每起起火事故的發生

里程，二者相差了 9 倍以上。

此外，報告還顯示，去年

四季度，使用自動駕駛系統的

人每行駛 694 萬公里就有一次

事故；那些沒有啟用自動駕駛

系統但使用主動安全功能的人

每行駛 350 萬公里就發生一次

事故；那些不使用自動駕駛系

統和特斯拉斯主動安全功能的

人每 226 萬公里就遭遇一次道

路事故。

從中明顯看出，特斯拉的

自動駕駛和主動安全功能能夠

有效的降低事故的發生率。

雖然 2019 年第 4 季和第

3 季相比平均發生事故里程數

大幅縮短，但以年平均表現來

看，使用自動駕駛系統的平均

發生事故里程拉長了約 5.5%，

而未使用自動駕駛系統，以及

沒有主動安全配備的平均發生

事故里程也分別延長 32.9% 和

31.2%。這代表不管有沒有自動

駕駛功能，整體車輛安全性仍

有持續提升。

並且，作為對比，美國汽車

車輛的事故平均里程僅為 77.1 萬

公里。而特斯拉車型的事故發生

里程至少為其 5 倍以上，這顯示

出特斯拉車型的事故發生率遠低

於其他車型。

而在車輛的結構安全性方

面，特斯拉汽車也符合其高安全

係數豪華車的定位。特斯拉 Model 

3 在 NHTSA 2019 年安全等級中

獲得了 5 顆星的總體優秀評級。

特斯拉發布最新汽車安全報告
【看中國訊】特斯拉發布了2019

年第四季度汽車安全報告，報告顯

示，特斯拉汽車的安全性相較於美國

公路上的其他車輛更好，並且事故平

均里程要比其他車輛高數倍。

（特斯拉官網）

特斯拉安全報告稱，在美國政府的「新車評

價項目」中，Model S，Model X 和 Model 3 車輛

受傷概率最低，比其測試的任何車輛的受傷概率

都低。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與安裝在車輛底盤

上的電池包的剛性強化結構有關，這種結構為車

輛提供了出色的強度，大的潰縮區域和獨特的低

重心。特斯拉打造的汽車以獨特的設計將被動安

全、主動安全和自動輔助駕駛技術良好結合不僅

是保障特斯拉駕駛員和乘客安全的關鍵所在，也

是保護道路上所有駕駛員免受傷害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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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時代，電商盛行、線上交易大行

其道，實體店面關門、空店面待租的新聞

時有所聞，許多人將此現象歸因於「房東

貪得無厭」。但其實，這個現象在全世

界都持續發生，許多美國的大型購物中心

也不斷倒閉，把所有責任歸咎於房東並不

公允，也無法解決問題。

購買產品被購買體驗取代

 由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與許多企

業、法人機構在 2012 年成立的智榮基金

會，在去年訪談台灣千禧世代，探究關於

他們的「消費行為」。研究人員發覺，購

買「物件」所帶來的意義，在這群年輕人

身上明顯下降中；而關於有意義的消費，

取而代之的是「體驗」，像是一頓美食饗

宴、一場演唱會、一次旅行。

 而根據高盛在去年一份針對美國千禧

一代（18-34 歲）的消費特徵研究報告也

同樣指出，四分之三的年輕人在面對花錢

買「物質」或「體驗」的問題時，會傾向

選擇後者，其中 89% 的人在過去的一年

中參加過至少一場現場活動，而這一數字

在三年前是 69%。

 令人驚奇的是，網路社交媒體的爆

發，反而更促成了線下體驗的蓬勃發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顧客滿意小時內快速反應 100%1
價錢公道 專業持牌技師服務 幫助申請政府補貼，長者補貼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 文：曾允盈  圖：Pixabay

= 真正實惠大特賣！= 真正實惠大特賣！

Charles Yang
銷售顧問（國 / 粵 / 英語）

電話：403-650-8382
Cyang@ southpointetoyota.com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語 / 英語）

座機：403-365-4532
手機：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公 告

PRIVATE SALE EVENT
週四：早 9 - 晚 9  週五、 週六：早 9 - 晚 6

再加 !! 達成最好的交易後還可獲得 $1,000 現金

尊貴特賣活動尊貴特賣活動

不要錯過這次特賣活動 !

%

$2,000

24~84
個月 *

免費加油卡 *

0

$0首付 +

無需付款直到

2020年8月份OAC*

OAC*

本週特惠
SOUTH POINTE 
TOYOTA 將為您代
付首四個月供款

P800288

P900345

週四：早 9 - 晚 9   週五、 週六  ：早 9 - 晚 6

關鍵因素。該報告指出，現在的客戶體驗

存在脫軌問題。

 岱凱的研究報告指出，67% 的亞太區

受訪者感受到客戶體驗不受董事會重視，

只由較低層的行政人員或多個主管級員工

肩負責任。

岱凱亞太區客戶體驗方案總監

Pranay Anand 表示：「多數品牌深明客

戶體驗的重要性，卻極少能夠使其成為一

項上達董事會的責任，任由客戶體驗成為

業務架構內的孤島，又或者只下放到個別

主管身上。結果，企業客戶體驗雄心與客

戶實際得益之間出現了人造現實，形成了

假象。這個不能銜接的問題必須解決，而

品牌也須如其所說，以提升客戶體驗為首

要任務。」（下轉 C2）

展，因為更容易擴散。該報告指出：

「78% 的受訪者說他們非常喜歡看其他人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特別有意思的活動體

驗；73% 的人說他們認為參加現場活動

是向他人展示他們興趣所在的最好的方

式。對這些年輕人來說，線下體驗是一

種重要的社交貨幣。」

 其實早在 1999 年，約瑟夫．派恩（B. 
Joseph Pine）與詹姆斯．吉爾摩（James 
H. Gilmore），這兩位教授就出版了《體

驗經濟》（The experience economy）一

書，展示出人們正在追尋更多意義、更多

感受的生活。他們表示，農產品是可加工

的，商品是有形的，服務是無形的，而體

驗則是難忘的。

 比起購買商品，購買體驗讓人們得到

的快樂更多，幸福感更強。兩位作者認為

服務是某人拿錢去買了一樣非物質的服

務，但體驗卻是買一個值得記憶的經驗或

回憶。雖然當經濟低迷不景氣的時候，體

驗經濟一樣會被影響，但影響程度會低於

製造業與服務業。

客戶體驗還有進步空間

 然而，現在的「客戶體驗」其實還存在

相當大的落差與進步空間。成立於 1983
年，專門協助客戶做顧問、技術服務的

全球性資訊及通訊科技服務供應商岱凱

（Dimension Data），在今年 1 月發布一

份《2019 客戶體驗基準研究報告》，訪問

了 110 家企業，跨及全球 59 個市場、13
個產業，讓企業能了解當前客戶體驗中的

「鐵門拉下、店面待租」這類

的新聞，時有所聞。網路電商時代，

實體店面已難存活？沒有優勢嗎？

不！實體通路將透過「體驗」，取代

一般的商品交易。

實體店無可取代的利器：

體驗！體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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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C1）在客戶體驗重要性不斷提

升的此時，如果企業無法消除品牌體驗上

期望與現實的鴻溝，不單企業面對損失，

客戶也無法受惠。Pranay Anand 認為，

品牌必須投資在科技、人力、流程和規劃

等各方面，而且科技本身不是問題最核心

的部分，規劃與溝通不足才是。

換言之，組織最高層的重視程度、企

業的價值觀是否搭配、制度的設計是否配

合，以及相關資源的投入、人才的訓練，

是客戶體驗能不斷強化的核心因素。

 台灣在體驗經濟方面徹底落實的實體

店面有不少案例。比如位於台南的「林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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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店無可取代的利器：體驗！（上）

在工作、興趣、服飾時尚、生活風格

等方面「擁有自我世界觀」，或者跳脫常

識的人，會聊起來非常盡興。

這並不是因為「得知對方的世界而開

心」，就像喜歡陶藝的人一股腦傾訴對陶

藝的熱情，對沒興趣的人來說其實很無

聊。而是因為擁有自我世界觀的人其實是

有主見的人，所以聊起天來才會有趣。

對生活方式或生活風格有所堅持的

人，不會受他人影響，總是堅持「因為自

己喜歡所以去做」的態度。這種獨特的個

性既嶄新又吸引人，當然容易讓人覺得和

這個人聊天真愉快。

比方說，屋久島是個擁有樹齡超過

三千歲杉木的島嶼，前陣子我和一群移居

到此地的居民對談，話題突然聊到時間，

大家的意見都很有趣，聊得非常起勁。

「看著活了那麼長時間的樹木，讓我

更珍惜自己的時間」、「物品和時間沒有

交集，但是生物、心靈、語言會隨時間改

變，這讓我感受到奇蹟」、「重視自己的

步調，才能慢慢品味時間」。這些意見

都讓我覺得「哇，原來如此，真是有趣的

想法」，不只感動甚至認同。

和有主見的人對話，能跳脫自己原本

的框架，發現像是「從這個方向就能看到

有趣的風景」的嶄新世界。另外，即使這

些人價值觀不同，卻也不需要勉強統一意

見，相處起來感覺很輕鬆。因為大家都各

自認同彼此的世界，所以能聊得更深入。

在一般社會中，有主見的人或許也有

不容易生存的一面。順從社會的常識與程

序，有時候的確比較不費力。然而，和沒

有主見的人聊天真的很無趣，不明確表達

意見的人令人費解，當然也就不會聊什麼

太深入的話題。

先從對自己誠實開始，任何小事都坦

率地說出「我覺得……」、「我喜歡……」

等感受，就是有主見的第一步。即使和大

家不一樣也沒關係，重視自己的感受，有

自己的意見，才能創造自己的世界。習慣

誠實坦率、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不只會讓

話題變得有趣，也能獲得旁人的信任。

 

有主見， 
對話才會愉快
文：有川真由美

他很珍惜這次機會，期望自己不要卡

在面試上，於是他每天都努力地準備面

試，學習怎麼回答各種面試問題。經過半

個月的精心準備，他信心滿滿地走進考

場，可最終的結果是，三個錄取名額，他

排在第六名。他很納悶為什麼自己那麼努

力，卻無法換來想要的結果。

我說：「不如我來問你一個問題，看

看你回答得怎麼樣。」他說：「好啊！非

常樂意。」

我問他的問題是：前陣子，有一位老

人跌倒後，一位大學生將他扶起來，卻被

他敲詐。此事引起了全國媒體的廣泛熱

議。對此，你是怎麼看的？

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問題。小偉回答得

非常快，他從國家法律說到了風俗傳統，

從政治談到了民生，從風氣談到了道德。

整個回答下來，足足花了十分鐘。聽完

之後，我問他：「你覺得自己回答得怎麼

樣？」小偉說：「我覺得很好啊。」

我終於知道小偉的問題了。這十分鐘

的面試回答內容很散、沒有重點。很多人

在表達一個觀點的時候，滔滔不絕，讓別

人覺得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其實表

達效果非常差，因為別人不知道他想表達

的重點是甚麼。

我曾經面試過很多人，也替很多人做

過培訓，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好的表達

者和差的表達者，最大的差別不是誰的內

容講得多生動，也不是誰更有激情，滔滔

不絕，而是誰更能夠將觀點表達得簡明扼

◎ 文：劉仕祥  
圖：Adobe Stock

有個朋友小偉，他的職業是社工，

他的理想是有一天能夠考上公務

員。經過努力，皇天不負苦心人，

他終於通過了公務員考試的筆試，

進入了面試的階段。

職場
心理    種俐落表達 

   觀點的方式

要，並且能讓對方很好地理解。

很多時候，好口才不是你在別人面前

如何侃侃而談，也不是同一件事經你的嘴

就能說得天花亂墜，而是能把每一句話都

說到重點，讓每一句話都起到作用。

多說話的人未必是會說話的人，會說

話的人未必是多說話的人。學會把話講得

簡明扼要，言簡意賅，是一個會說話的人

的最高境界。那要如何才能做到簡明扼要

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呢？ 以下三種方法讓

你學會簡明扼要地表達觀點。

1、表達之前先想好中心點

我們在表達的時候，往往會跟我的朋

友小偉一樣，東說一句，西說一句，沒有

重點。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先想

清楚我們想要表達的中心點是什麼，然後

在表達的時候，緊緊圍繞中心點來進行語

言的組織安排，這樣可以確保說話不會離

題，同時把話說到重點上。

2、一個觀念只說三點

很多領導者在說話的時候，都只說

三點。「三」這個數字是非常特殊的，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這說明

「三」其實是包含了萬物的，所以三點就

能夠把一件事講明白。

3、把那些無用的表述去掉

如果你說話時喜歡侃侃而談，但說的

都是跟重點無關的內容，那別人聽了可能

會瞌睡連連，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想聽。唯

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把那些多餘無用的表

述去掉。

很多培訓師在教你講話的時候，都

會告訴你要多說，但其實那些無關緊要

的話，往往比不說更容易傷及你說話的

品質。所以，試著只說跟重點有關的內

容，說話直接簡練，這會讓你的話語

更有力量。學會簡明扼要地表達你的觀

點，是在很多場合都必須學會的技能。

無論是開會、面試，還是公眾演

講，我們都要學會緊緊圍繞想要表達的

重點，用精簡的語言，說出我們想說的

話。只有把話說到重點上，才能讓說話

更有魅力！

3

貨」，它不同於一般百貨公司，也不同於

一般的文創商品店鋪，成立於 1932 年的

它，詮釋的是台南這座城市的靈魂。為了

重現三零年代的記憶，每一個商品與擺

設，都經過精心設計。顧客來此彷彿走進

歷史場景、聆聽每一個過往故事。

體驗，讓實體店無可取代 
比 如，2017 年 7 月 才 開 幕 的

Funsiamo，它不販賣任何產品，而是提

供「自助烘焙體驗」，讓前來「做蛋糕」

的人們享受「快樂」與「社交」。在這

裡，不同於一般手作教學坊，服務人員不

是烘焙師傅，而是提供服務、解說、引

導，讓參與者在過程中充滿快樂與回憶。

 在服務行業，新光人壽在 2018 年 5
月全新打造的副品牌「人生設計所」。人

生設計所還是賣保險，而且也只賣新光人

壽的保險，但是人生設計所卻完全顛覆了

大家對「拉保險」的負面體驗，強調「完

全不會打電話給顧客」以及「只賣客戶真

正需要的產品」，不會硬推銷、硬拉客。

開幕至今，因為顧客滿意度高，所以成交

率超過 20%，而且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

申訴案件。

 派恩、吉爾摩兩人曾表示，幾乎所

有行業都可以從提供獨特的體驗中獲益

良多。本期封面故事，要告訴你的就是

──「體驗」正是實體通路最無可取代的

利器。

在下面兩期文章里，將著重介紹林

百貨和 Funsiamo 自助烘培在電子商務

衝擊的大環境下，如何贏得客戶贏得市

場的故事。

林百貨今昔事蹟：

·南台灣第一家百貨，1932 年（昭

和七年）

·12 月 5 日開幕，只比台北菊元百

貨晚兩天。

·全台唯一百貨樓古蹟。也是全台

唯一有神社的百貨。

·曾經是當時台南市最高的建築物，

配備南台灣第一座商用電梯。

·2016 年獲得亞洲最具影響力設

計大獎。 

·2013 年，台南市府與高青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簽約，委託其重新整修

經營林百貨

·2014 年 6 月，林百貨重新開幕，

旋即風靡台南，日日大排長龍，截

至 2018 年 12 月，共有 550 萬人次

造訪。

那麼，林百貨是 如何做到讓客戶川

流不息的呢？請看下期報導。

林百貨復古摩登的內部裝潢（林百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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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跟你一樣關心家人

讓你從此愛上看牙

兒童牙齒保健

牙冠及牙橋修復

拔牙及根管治療

牙齒美白美容

矯正及隱形牙套

醫學美容 Botox 除皺針

種牙及活動型假牙

保險直接結算服務
Dr. Jef f Chen
BSc,DMD

Dr. Verena Lam 
BSc,DMD

週一至週四 : 早 9 點 ~ 晚 7 點 | 週五 : 早 10 點 ~ 晚 5 點  週六 : 早 9 點 ~ 晚 5 點 | 週日 : 早 10 點 ~ 晚 5 點

(587)333-3208www.metrodentalcare.ca

多元服務
安心開心！

兒童工作坊

鬆弛按摩

現舉辦 
終身美白牙齒

活動
歡迎來電查詢

7 天營業
提供緊急會診

牙醫診所

鄰近豐山大統華

我們作為父母，

最明白你的需要，

你來看牙，

我們來看護孩子！
    免費托兒

    免費零食和遊戲

    全家可同時洗牙

As already s ta ted,  Qian J in  Yao 
Fang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ription formulas. By 
summarizing the clinical experiences from 
the era of Zhang Zhongjing (150 – 209 AD, 
a famous doctor in the Han Dynasty) to 
that of Sun Simiao and the achievements 
in prescription formulas over the previous 
several hundred years, it demonstrated 
Sun Simiao's profound medical knowledge 
and extraordinary medical skills. Future 
generations called Qian Jin Fang (the two 
books of Qian Jin Yao Fang and Qian Jin Yi 
Fang) the ancestor of prescription formulas.

3. Sun Simiao’s academic achievements
Sun Simiao poured lots of effort into the 

research of pharmacology. From collection 
of medicinal ingredients to processing 
to  unders tand ing  the i r  capab i l i t i es , 
compatibility and clinical trials, Sun Simiao 
studied medical texts of past doctors, plus 

his own decades of experience, to compile 
the authoritative Qian Jin Yao Fang and Qian 
Jin Yi Fang. 

Qian Jin Yao Fang documented over 
5,000 prescriptions, diagnosis methods, 
symptoms and other medical theories. It 
covered numerous divisions of medical 
sc ience including general  medicine, 
general surgery, gynecology, pediatrics 
and others, as well as treatments such as 
detoxification, emergency aid, health, 
diet, acupuncture, massage, guidance and 
breathing. It was an excellent summary of 
the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up to the Tang 
Dynasty. Qian Jin Yi Fang documented 
over 3000 prescriptions. It served as a 
necessary and beneficial supplement to 
the original book, with subjects including 
herbal medicine, gynecology, typhoid, 
pediatrics, nourishment, tonification, stroke, 
miscellaneous diseases, sores, pulse and 
acupuncture.

 Sun Simiao valued preserving health 
and actively practiced it .  Because he 
understood the art of cultivating health, he 
lived to over 100 and still enjoyed good 
vision and hearing when he was old. He 
combined ideas on the preservation of 
health from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s 
well as Buddhism from ancient India, with 
tho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 
proposed many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ways 
to cultivate good health, which, even now, 
guide people's daily lives. For example: 
"One should keep a balanced mindset and 
not solely pursue recognition and self-
interest; be constrained in food intake, and 
do not eat or drink too much; pay attention 
to the circulation of Qi and blood and do not 
be lazy and motionless; live a daily life with 
standard routines and do not violate the law 
of nature..."

Sun Simiao was also the first to invent 
a urethral catheter.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one of his patients could not pass 
urine. Seeing that the patient was in extreme 
pain, Sun thought, "It is already too late to 
treat him with medicine. If there was a way 
to insert a tube into his urethra, the urine 
could perhaps flow out naturally." He saw a 
neighbor's child at play blowing on a scallion 
stem. The scallion stem was very thin, long, 
and soft. Sun decided to try such a tube. 
Having chosen a suitable scallion stem, he 
charred it gently, cut the sharp end off, and 
then carefully inserted it into the patient's 
urethra. He then blew into the tube once. As 
expected, the urine flowed out of the tube. 
The patient's bloated abdomen gradually 
became smaller, and the patient's illness was 
cured.

By cultivating mind and body with 
virtue, and by having both virtue and talent, 
Sun Simiao became a great figure whom 
common people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in future generations highly respected.

King of Medicine – Sun Simiao (Part 2)

《千金要方》是我國最早的醫學百科

全書，從基礎理論到臨床各科，理、法、

方、藥齊備。一類是典籍資料，一類是民

間單方驗方。廣泛吸收各方面之長，雅俗

共賞，緩急相宜，時至今日。很多內容仍

起著指導作用，有極高的學術價值，確實

是價值千金的中醫瑰寶。《千金要方》是

對方劑學發展的巨大貢獻。書中蒐集了從

張仲景時代直至孫思邈的臨床經驗，歷數

百年的方劑成就，顯示出孫思邈的博極醫

源和精湛醫技。後人稱《千金方》為方書

之祖。

孫思邈的學術成就

在藥物學研究方面，孫思邈傾注了大

量的心血。從藥物的採集、炮製到性能認

識，從方藥的組合配伍到臨床治療，孫思

邈參考前人的醫藥文獻，並結合自己數十

年的臨證心得，寫成了我國醫學發展史上

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兩部醫學巨著──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其中《千金要方》載方 5000 多首，書

中內容既有診法、徵候等醫學理論，又有

內、外、婦、兒等臨床各科；既涉及解毒、

急救、養生、食療，又涉及針灸、按摩、

導引、吐納，可謂是對唐代以前中醫學發

展的一次很好的總結。而《千金翼方》載

方近 3000 首，書中內容涉及本草、婦人、

傷寒、小兒、養性、補益、中風、雜病、瘡

癰、色脈以及針灸等各個方面，對《千金要

方》作了必要而有益的補充。

孫思邈崇尚養生，並身體力行，正由

於他通曉養生之術，才能年過百歲而視聽

不衰。他將儒家、道家以及外來古印度佛

家的養生思想與中醫學的養生理論相結

合，提出的許多切實可行的養生方法，時

至今日，還在指導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如

心態要保持平衡，不要一味追求名利；飲

食應有所節制，不要過於暴飲暴食；氣血

應注意流通，不要懶惰呆滯不動；生活要

起居有常，不要違反自然規律……

孫思邈又是世界上導尿術的發明者。

據記載：有一個病人得了尿瀦留病，撒不

出尿來。孫思邈看到病人憋得難受的樣

子，他想：「吃藥來不及了。如果想辦法

用根管子插進尿道，尿或許會流出來。」

他看見鄰居的孩子拿一根蔥管在吹著玩

兒，蔥管尖尖的，又細又軟，孫思邈決定

用蔥管來試一試，於是他挑選出一根適宜

的蔥管，在火上輕輕燒了燒，切去尖的一

頭，然後小心翼翼地插進病人的尿道裡，

再用力一吹，不一會兒，尿果然順著蔥管

流了出來。病人的小肚子慢慢癟了下去，

病也就好了。

孫思邈以德養性、以德養身、德藝雙

馨的品性成為歷代醫家和百姓尊崇備至的

偉大人物。

◎文：白雲飛

藥王孫思邈



植牙

口腔手術

牙病治療
各種

去智齒

牙周病

牙齒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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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供供全全全面面面牙牙牙科科科服服服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免費

諮詢

免費
諮詢

2008 年畢業於
UBC

粵、英語

陳守誠 醫生
DMD

2001 年畢業於
亞省大學

英語

Richard Krim 醫生

DDS

2012 年畢業於
UBC

1992 年畢業於
華西醫科大學

國、英語

劉青青 醫生
DMD

務務務

考慮矯牙或植牙？歡迎來免費諮詢
HorizonDental

診所地址：206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診所時間：週二至週六上午 9:00 ～下午 6:00 電話：403-202-9295

www.horizondentalgroup.ca

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
接受多種保險

專業嚴謹 嶄新設備 舒適環境 地點方便

這一篇就來講述班彪、班固

與班昭的故事。

班彪〡專心史籍  
志在匡正

建武元年（西元 25 年），

劉秀稱帝。那時期前後，中國紛

亂，群雄割據。漢光武帝劉秀掃

平關東後，西邊還有隗囂、公孫

述、竇融，這幾個實力最強的

割據勢力。竇融最先歸附漢光

武帝，隗囂表面歸順，心懷異

志，最終與公孫述皆為漢光武帝

所滅。《後漢書》中，班彪的出

場，就是在這樣一個亂世之中。

二十幾歲的班彪為躲避戰

亂，投奔天水郡的隗囂。當時隗

囂據西北之一隅，擁兵自重，而

班彪則認為，漢祚雖然中斷，但

漢德未終，百姓思之，所以主張

上應天意、下順民心，復興漢

室。隗囂對此不以為然，於是班

彪為隗囂寫了一篇〈王命論〉，

大意是：漢朝與上古唐堯之世一

脈相承，所以上天降下符瑞為

徵，而王者興邦建國，皆是有天

命在先，並非僅憑智謀與武力就

可成功。但隗囂始終不能醒悟，

於是班彪離開隗囂，投到河西大

將軍竇融帳下。竇融非常尊敬班

彪，以師友之禮接待他，班彪則

為竇融劃策，效力於漢朝。竇融

所上奏章，也都出自班彪之手，

所以《後漢書》評價班彪是通儒

上才，身處亂世之中，卻能夠行

為符合道義，言語不失於正 。
班彪才高且喜好著述，尤其

專心於史籍。漢武帝時，司馬遷

曾著《史記》，記錄上自黃帝，

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事，而太初

以後，直至班彪的時代，這段歷

史則是空白。當時也有如：楊

雄、劉歆這樣的學者，曾續寫這

段歷史，但他們的文章在班彪看

來，近於鄙俗，不足以成一代之

史。不僅如此，班彪對前史之作

亦有自己的見解，如：他認為司

馬遷著《史記》，其功在於記錄

了西漢開國至漢武帝之事，但從

內容上看，班彪認為司馬遷的很

多觀點都不合道義，有傷教化。

他在《前史略論》中評論司馬遷

寫《史記》：「序貨殖，則輕仁義

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

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

極刑之咎也。」於是班彪蒐集前

史遺事與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建武三十年，班彪去世，留

下一部未完成的史書。

班固〡文史皆高才                 
漢家班蘭臺

班彪之子班固，字孟堅，九

歲時就能寫文章、誦詩賦，長大

後，博覽群書，且學無常師，九

流百家之言無所不讀。班固性情

寬和，從不因才學出眾而高人一

等，人們因此而更加仰慕他。

班固同父親班彪一樣，認為

漢朝繼承唐堯之德，從而建立帝

業。但他認為，班彪所作的十幾

篇後傳還是不夠詳盡，於是潛心

續寫，欲令完善。

古時，修史之事至關重大，

為了給後人留下真實、客觀的歷

史，朝廷設置的史官才有資格修

史。而無天子詔令私修國史者，

則在被禁之列。班彪去世後，班

固續修前史，結果被人上告私改

國史，班固因此獲罪入獄。班固

的弟弟 —— 班超詣闕上書，被

漢明帝召見。班超向漢明帝解釋

了班固修史的用意是頌漢之德，

補闕前史。這時，班超未寫完的

書稿也被送呈到漢明帝的御案

前，漢明帝看過書稿後，很讚賞

班固的才學，命班固入校書部，

做蘭臺令史，與另外幾人一同編

修「世祖本紀」。此外，蘭臺是

禁中藏書之所，蘭臺令史還負責

典校禁中藏書，這些藏書為班固

修史提供了更加豐富史料。班固

根據開國功臣、平林軍、新市

軍、公孫述等相關事蹟資料，寫

成列傳，載記二十八篇，上呈漢

明帝，漢明帝很是滿意，於是令

班固繼續完成之前的書稿。

班固自漢明帝永平年間，

受詔修史，一直寫到漢章帝建

初年間，前後二十餘年，除了

〈八表〉與〈天文志〉的部分，這

部書的主體始告完成，名曰《漢

書》。《漢書》修成後，為當世

所重，學者無不爭讀。

班固不只是良史之才，亦是

經學大家。建初四年（西元 79
年），漢章帝詔命大夫、博士、

郎官、諸儒，集於北宮白虎觀，

講論五經同異，由漢章帝親自裁

斷。這是一次重大的學術活動，

當時的名儒博學之士，如：丁

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

賈逵、劉羨等，都參與講論。這

次講論的內容，最後由班固彙集

整理為《白虎通德論》，亦稱《白

虎議奏》，後世稱為《白虎通》。

此外，班固亦長於文學辭

賦，與西漢司馬相如和楊雄、

東漢張衡，被後世尊為「漢賦四

家」。漢章帝雅好文章，每逢

盛事大典，班固都會獻辭作賦，

以頌漢德。

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出征

匈奴，班固隨軍從征。漢軍大破

北單于，追擊至北海，出塞三千

餘里。大將軍竇憲登燕然山，

令班固作銘文，刻石勒功，記

漢威德，於是班固寫成〈封燕然

山銘〉，行文肅穆，骨節鏗然。

銘文中有句話「茲所謂一勞而久

逸，暫費而永寧者也」，這句話

也就是成語「一勞永逸」的出處。

包舉一代後世無改

這部歷經四十餘年，經四人

之手完成的《漢書》，堪成史學

之盛典，有諸多之首創。

從體例上講，《漢書》開創

了斷代史，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稱

其「包舉一代」。而其所採用的

紀傳體，則在《史記》基礎上多

有完善，遂成為紀傳體例之代

表。自《漢書》以後，紀傳體斷

代史成為歷代官修正史的主要體

例，如劉知幾所評，後世「無改

斯道」。

從內容上看，《漢書》較《史

記》新增了〈刑法志〉、〈五行

志〉、〈地理志〉、〈藝文志〉。

〈刑法志〉記錄了兵刑法令及其

歷史沿革方面的資料；〈五行志〉

闡述了災異與人類社會之間的對

應關係，也記錄了當時各地發

生災異的情況，從中可以看到

古人天人相應的宇宙觀；〈地理

志〉是一部地理資料，包括：各

地區劃、戶口、經濟、物產、風

俗等；〈藝文志〉按西漢劉向《七

略》的分類，記錄西漢一代藏書

之盛，亦是現存的最早的一部圖

書目錄。

以上是關於《漢書》體例之

大概，以及著書者的故事。《漢

書》各篇每以贊結尾，以托褒

貶，本篇亦作一贊，以頌《漢

書》之功。

贊曰：

三班良史，一部漢書。

大義燦然，舉世爭讀。

事採遺文，聲協玉珠。

包舉一代，匡正世途。

《漢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

上自漢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共230
年的西漢歷史。這部書的主要作者是班固。班

固之前，其父班彪始而作之；班固之後，其妹

班昭繼而寫之。

◎ 文 ：宋紫鳳

西 風
漢闕三班巨筆書青史

班昭〡德才兼備  
    號曰大家
大將軍竇憲滅匈奴後，持寵

而驕，竇氏子弟竟致謀反。永平

四年（西元 92 年）六月，漢和

帝與宦官鄧眾定謀收竇憲下獄，

而班固因為一直受到竇憲重用，

也被牽連免官。後來班固被洛陽

令拘捕，死於獄中，漢和帝知

道後，責罰了洛陽令。班固去

世時，《漢書》主體部分雖已告

完成，但其中的〈八表〉及〈天文

志〉尚未寫完，於是，漢和帝下

詔，命班固之妹 —— 班昭入東

觀藏書閣，續寫《漢書》。

班昭，又名班姬，字惠班，

博學高才。漢和帝多次召班昭入

宮，令皇后及諸貴人跟從班昭學

習，班昭因此號曰「大家」。班

昭與其兄班固一樣，不僅長於史

學，亦長於文學。每有四方貢獻

異物，漢和帝都會詔班昭作賦，

以頌記之。漢和帝駕崩後，鄧太

后臨朝，與聞政事，遇到難以決

斷的事情時，也會徵求班昭的意

見，班昭都能秉承道義，上書進

言。班昭德才兼備，曾作《女誡》

七篇，以教女子，以崇道德。當

時的經學大家馬融讀後深以為

然，令妻女都來學習《女誡》。

班昭續寫《漢書》的同時，

也負責教授《漢書》。《漢書》面

世後，很多人並不能讀懂，馬融

就曾跟隨班昭學習《漢書》。班

昭七十多歲時去世，鄧太后親自

身穿素服，為班昭舉哀。此時，

《漢書》中的〈天文志〉部分仍未

完成，而這部分內容則由馬融之

兄 —— 馬續完成之。

班昭：公有領域；印章：ADOBE STOCK；插畫：WINNIE WANG

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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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dleRundle Dental Dental
         牙醫診所         牙醫診所
牙醫世家 

你一家人的牙齒護理美容專家你一家人的牙齒護理美容專家

兒童牙齒保健

拔牙及根管治療

牙冠牙橋修復

牙齒矯正及 
隱形牙套

牙齒美白美容

種牙及活動型假牙

注射 Botox 除皺針

保險直接結算服務

6 種語言服務 給你如家感覺6 種語言服務 給你如家感覺
英文、廣東話、普通話、菲律賓話、 
泰文、阿拉伯語

提供緊急會診提供緊急會診
我們明白你的焦慮 放心交給我們我們明白你的焦慮 放心交給我們
* 不同時間可能有不同醫生當值* 不同時間可能有不同醫生當值

免費牙齒矯正諮詢免費牙齒矯正諮詢
歡迎來電諮詢詳情歡迎來電諮詢詳情

新診所 3 月中旬開張Chinook Village Dental 

77 天應診天應診
週一至週五 9am - 8pm週一至週五 9am - 8pm
週六、週日 9am - 6pm週六、週日 9am - 6pm

3B-3755 Rundlehorn Dr Ne, Calgary, AB T1Y 2K1
(587) 329-8483

www.RundleDental.com/ch

Google ReviewGoogle Review
好評如潮！好評如潮！

許明娟醫生許明娟醫生
超過 20 年經驗資深牙醫
國際牙科矯正協會成員

陳忠豪醫生陳忠豪醫生
8 年經驗 獲獎牙醫
美國牙科榮譽畢業

技術保證 用料上乘 
真誠服務 暖心之選

Yasmin Hammad 醫生Yasmin Hammad 醫生
經驗豐富的牙科手術博士

Jayne 洗牙師Jayne 洗牙師 (Hygienist)(Hygienist)

開朗有耐心 熱心服務 

【看中國訊】王國維先生《人

間詞話》中將古今之成大事業、

大學問者，梳理出三層境界，

就中國古器物而言，華麗亦分

三境。

第一層是觀者眼中的繁

冗，高檔的材料使用、堆砌，

技藝的複雜、繁冗，一眼看過

去便是件心血之作，沒有功勞

亦有苦勞。

第二層則未必形式上過多

程式化，設計的創新、技術的

提煉，雖求其精，未必感其繁。

第三層即是高境界，匠人可

能已經將自己轉換為欣賞藝術品

的後行為者，他手下的器物其所

求則是能夠激發欣賞者與創作者

心靈上的碰撞，作品則已經退而

成為溝通兩者間的橋梁。

欣賞者面對作品，經過心

智的激活、理性的切入，來探析

作品的內涵，最終達到物我兩

化，華麗，此時已經信息解碼、

重構，潤物無聲地融入個人的情

感，達到那種心靈的震撼。

「器物精神」說到底，也就

是一種人文精神。法國人丹納

在《藝術哲學》中稱：「文化是自

然界的結構留在民族精神上的

印記。」

以「茶、瓷、絲」為代表的

東方文化，曾極大地推動了世

界的文明。它是中國匠心和器

物精神最好的證明。

《易經》中提出「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

理念。如果說器物僅有功能屬

性，而沒有承載「大道」，這樣

的物件是膚淺的、粗鄙的。

有人會問何謂「大道」？

老子說大道不可言，其本質就

是一種哲學思想。器物之道，

往精細裡琢磨，既包含了使用

目的，又承載了文化內涵。

就好比瓷器鑑賞，通常應

該從器型、釉色、胎體開始著

手，剔除表面的虛飾，才能看

見美的真理。

通過還原中國瓷器的基礎

器型，可以探尋到中國的造物

哲學是建立在老子「道法自然」

的基礎上，形式受儒家中庸之

道制約，整體呈現含蓄、內

斂、和諧、雅緻的美學特徵。

老子的道法自然絕不是膚

淺的模仿自然，而是對於自然

意象的精確捕捉和抽象概括。

與西方人相比，東方人更具有

與自然對話的能力。西洋花草

圖冊總有種植物標本的既視

感，而東方畫家筆下的一草一

木皆生動有情。

因此，深刻表現自然之物

的本質，並帶入己之情愫的器

物，方才是上品之器。

三層境界：中國傳統器物之美

【看中國訊】盛世興古玩。

眼下，各城市都出現了不少古

玩市場，並逐步成為廣大收

藏愛好者經常光顧的地方。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在

這些古玩市場裡，真品、複製

品、代手貨、仿製品、贗品等

不計其數，魚龍混雜而又令人

眼花撩亂，致使眾多初涉古玩

業者，心懷忐忑、無從入手。

那麼，初涉古玩市場的收

藏愛好者到底應注意甚麼呢？

以下介紹或許能使你少走不少

彎路。

1. 遇「絕對便宜貨」勿輕信

市場上有相當多的古玩

是「二手貨」。若為上品，價

位一般不會太低；太便宜的貨

色，尤其是攤主一再宣稱的

「絕對便宜貨」，其實絕對有

些問題，即便不是贗品，也一

定是殘損品。

2. 做工粗劣的器物不可買

一些玉器、竹器、牙器、

角器等，雕工無力、不精巧，

一般多為粗製濫造或由學徒所

作，哪怕再便宜，買來也無收

藏價值。其中一些劣質玉或類

似玉的石頭，沒有堅密光潤的

特質或玉內多雜質、黑點，無

繼續增值的可能，因此以不買

為好。

3. 無法判斷 
真品還是贗品的不可買

有些古董雖經多方鑑定，

仍無法把握它的真偽，就不必

去買。如 : 一幅名家書畫只有

在認定它是真跡的情況下，才

會體現其價值。如果不是，就

會跌價百倍，或一文不值。

4. 對古玩藏品 

應多看、多思、多揣摩

所謂「多看、多思、多揣

摩」，特別要注意觀察古玩藏品

的製作年分和藝術造型、特徵。

年分是指古玩藏品的存世越久，

則往往越有收藏價值；藝術造型

和特徵價值，是看該藏品是否典

雅、精湛，是否具有獨特之功，

這常常是衡量藏品收藏價值高低

的主要標準。而鑑賞辨別水準只

有通過多看、多比較、多思考，

才能逐步提高。

5. 不急於下結論

對看中的古玩藏品不要急

於洽購，既要看該物品是否值

得收藏，又要看它的價格是否

適中，即便是再好的古玩，若

價格遠高於其價值，或已超值

完全沒有再升值空間，也不值

得購買。

6. 不要輕信「故事」

古玩市場上的賣主一般

都會講述有關古玩藏品的「故

事」，大凡「珍品」總能講得

繪聲繪色，引人入勝，甚而會

吊起人的某種「衝動」。收藏

者遇到這種情況，務必小心，

切勿輕信上當。

目前古玩市場裡有故事的

古董，約90%是贗品。當然，

既然喜歡上了這一行，平時就

應該多讀一些各類收藏書籍，

增加自己對真偽藏品的鑑別知

識。

初涉古玩市場的 
收藏愛好者
應該注意甚麼？

（網圖）（網圖）

（網圖）

新
藏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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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語言課程

春季學期

全日制課程 2020年 4月1日開始
請於3月25日前到mru.ca/ApplyEnglish網站申請

Calgary, Alberta
Tsinghua School

2009

卡

城
清華
中英雙語學

校

C

O

C
S

M卡城清華中英雙語學校 卡城奧數電腦學校
最佳師資團隊 金牌博士講師 名校階梯 - 數理化生電各科競賽

Email 報讀申請： tsinghua.school@yahoo.ca;  coms@olympicmathschool.ca

◆ 1～ 12 年級簡體中文及漢語拼音課程
◆ 英語寫作 / 閱讀 / 演講提高課程
◆ 競賽數學 / 物理 / 化學 / 電腦編程課程
◆ 各科 IB/AP/SAT 和省考預備課程
◆ 羽毛球 / 太極 / 7～ 8 月暑期夏令營
◆ 中國舞考級課程（北京舞蹈學院專業舞蹈老師執教） 北校：週六 9am-3pm, 10951 Hidden Valley Dr. NW 南校：週日 10am-4pm, 12424 Elbow Dr. SW

403-397-8289 / 403-383-6703

校網在線申請 : www.ctcschool.ca www.olympicmathschool.ca

諮詢熱線：
常備輔導教室，每週七天，全年招生。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愛花成痴的國

王，他不惜耗費國產，千方百計的搜購各

種名貴的奇花異草。這樣幾年下來結果勞

民傷財，可是國王對於他的成果相當滿

意，認為世界上所有美麗的花，他都已經

搜集殆盡了。如今可以開始展示他的愛花

了，於是就想在今年春天百花盛開的季

節，舉辦一場盛大的賞花大會。

由於國王買花和照顧花的錢，已經用

了國庫的一半，所以百姓感到民不聊生，

日子過得非常痛苦，卻沒有好的管道可對

國王說。因為國王身邊淨是一些阿諛諂媚

的大臣，為了省去麻煩，只會附和國王的

喜好，造成國王認為用國庫買花是「天經

地義」的事，用起錢來更不加節制。

趁著今年這個賞花大會，百姓們終於

可以跟國王見面，一訴他們多年的積怨

了。他們相當高興，卻也非常苦惱，因為

賞花大會有一條規定：參加大會的人一定

要奉獻一種名貴的花。這個嚴酷的規矩，

也是那些昏庸的大臣們想出來的，因為他

們覺得平民不夠資格來賞花，只有能夠培

植名貴花朵的王公貴族才可以參加，向各

國炫耀一下國王的花朵，藉此再討國王的

歡心。

距離賞花大會的日期愈來愈近了，

可是苦惱的百姓們翻山越嶺也找不到一

朵「名貴的花」，因為人們平時連三餐溫

飽都照顧不了，怎麼還會去養花呢？就在

大會的前一天，大家無計可施，哀聲嘆氣

的圍在一起傾訴煩惱的時候，有一個身穿

白袍、手提著兩個黑布罩的籃子的白眉老

人，緩緩的走向人群。

原來這個老人就是山神，他看到了百

姓們著急找花的情景，起了憐憫之心，想

幫助這些可憐的百姓們。人們看到這位老

人雖然老態龍鍾，卻是氣宇軒昂，不禁紛

紛讓座給他。

老人就座後，清清喉嚨，慈祥的看著

周圍的百姓們說：「大家辛苦了！你們不

用煩惱了，我可以幫你們解決問題！」

大家都用驚異的眼神看著老人，有一

個人忍不住說：「老人家您別開玩笑啦！

弄不好可能會賠上性命的呀！」大家紛紛

點頭附和。可是老人微笑著說：「不用擔

心！我有我的辦法！」說著，他雙手舉起

兩個黑布罩的籃子來。

又有一個人問：「請問籃子內是甚麼

東西呢？」 老人笑著說：「明天你們就會

知道啦！」老人並且宣布：「希望所有的

百姓們，明天都可以跟我一起進入會場，

達成向國王建言的心願。」

隔天，老人手提著黑布罩的兩個籃

子，領著一大群百姓前往城堡。守衛的

士兵看到這一堆人來了，不禁慌了起來：

「大臣有規定，只能讓擁有名貴花種的人

進去！」

老人說：「我這裡有兩種比你們國王

的任何花都要名貴的花朵，但是要讓全部

的百姓都進去，我才願意把這兩種花奉獻

給國王陛下！」

守衛士兵正在躊躇時，一位大臣看到

了，生氣的對士兵說：「幹甚麼？你不會

把他們都趕走嗎？」

士兵悄悄在大臣耳邊說：「大臣呀！

你有所不知，這可是你立大功的機會，因

為那個老人的花比國王的還名貴，不過要

他獻出來的條件，是要讓所有百姓都進

去！倘若他真的有更名貴的花要送給國

王，那國王該有多高興呀！」大臣瞄瞄老

人，看這個老人氣質不凡，手上提著兩個

黑布罩的籃子，應該不會騙人，一想到自

己可以立功，就讓老人和百姓都進來了，

而且自己飛快的跑去通報國王。

以為自己早已是天下無敵手的國王，

居然聽說有比自己所搜集的花還要名貴的

花，驚訝與妒忌之情溢於言表。國王立刻

傳召：「馬上帶老人過來。」於是，老人

就氣定神閒的領著所有的百姓們走進了宮

殿。

國王威風的對老人說：「聽說你的花

比我所有的花都還名貴，是否可以打開籃

子讓我們開開眼界呢？」老人不疾不緩的

答道：「國王請看！」說完就把一個籃子

的黑布打開，黑布一打開，光豔奪目的色

彩直逼每個人的眼睛，一朵像碗大般的花

朵亭亭玉立，並且五光十色的光彩不停的

變換著，濃郁的香味四處飄散，每個人都

看傻了，天下真有如此奇異的花呀！

正在讚歎此花的美麗與神奇時，奇花

馬上枯萎、凋謝，而且化為黑水一灘，傳

來了令人噁心難聞的惡臭了！

國王馬上派人把它丟棄，大家心裡都

相當惋惜，更加期待第二朵花的出現，屏

氣凝神的等待老人掀開另一個籃子的黑

布。

老人輕輕的把布掀起，微笑的看著那

朵花，這哪裡是甚麼奇花呢？原來只是一

朵平凡的小雛菊！大廳裡立刻喧譁一片。

然而老人仍然溫柔的對小雛菊說：「對不

起！用黑布把你蓋太久了，你會不會很難

過？」

只見小雛菊輕輕的搖了下身體，像個

撒嬌的小女孩般，有著千言萬語也訴說不

出的柔美，煥發出無比的神采。大家立刻

靜了下來，痴痴的看著這朵像會說話與表

情達意的花，連國王也入迷了。

良久以後，老人捧起這朵花說：「國

王陛下呀！這一朵花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

花，他吸收了日月精華，我每天用心的愛

護他、照顧他，比起你養在皇宮的花更珍

貴！因為你只懂得去欣賞花的美，卻把照

顧花的工作都交給園丁在做，園丁要照顧

這麼多朵花，能夠對每朵花都放感情嗎？

花也是有生命的，他可以感受到你對他的

愛，但如果你只是把他當成擺設的工具，

沒有去瞭解他，他一定比那些路邊自由生

長的花草還不快樂！」

老人接著說：「陛下你可知道？第一

朵花雖然是美麗的，但是她的美麗卻撐不

了幾秒鐘，我們所有的花都是一樣的，不

管他怎麼美麗，一定會有凋謝的時候！但

是，你為了供養這些花，勞民傷財，讓你

的百姓窮苦飢餓，難道你的百姓比不上一

朵隨時會凋謝的花嗎？」

這時國王才注意到老人背後的一大群

百姓，每個人都是面黃肌瘦、乾瘦如柴。

衣不蔽體的百姓們看到國王在看他們，一

個一個都羞慚的低下了頭。

老人說：「你在他們心目中都曾是英

明的君主，雖然你對他們比對花還不如，

可是他們還是敬愛你！然而想想你身邊的

人，都對你說了甚麼話？只知一味的甜言

蜜語，對我們的國家有用嗎？只不過加快

國家的滅亡罷了！」

這個時候所有的大臣都低下了頭，不

發一語了！ 聽完老人講的這番話，國王

流下了慚愧的眼淚，他走到百姓面前，

跪在地上說：「都是我無能，害你們受苦

了！」百姓也都哭了起來，他們為國王的

悔悟而感到高興。也不知老人是甚麼時候

走的，但他們都知道老人肯定不是一般的

人。

之後，國王把自己所有珍藏的花，

一一分送給所有的百姓，大家雖然珍重的

捧著花，卻不知種在哪裡比較合適，因為

他們唯恐自己卑賤的住處與身分，會褻瀆

了花的神聖與美貌。當大家捧著花，走在

回家的山路上，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卻

意外發現了老人那朵嬌滴滴的小雛菊，正

被老人栽在路邊，對大家點頭微笑呢。

眾人明白：這是老人告訴他們要將手

裡的花，種在這裡。她們彼此會心一笑，

就將這些名貴的花栽滿了整個山頭。從此

以後，這座山變成了這個國家的人民認為

最美麗的地方，他們喜歡介紹給國外遊客

來玩賞。因為在這座山上，可以找到每個

人心目中最美的那朵花。

至於國王有沒有找到他心目中最美的

那朵花呢？當然有囉！那就是開在成千上

萬民眾臉上的「笑容」！

◎文：◎文：彤心彤心

童 話 樂 園童 話 樂 園 最美的花最美的花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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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嫁了一個很疼我的

老公，我也覺得結婚是好

的，但現在我開始感受到

婆家的壓力了。搬到婆家

不久，公公開始給予我生

小孩的壓力。我公公一直問

說：你們到底有沒有想要生

小孩，你看生一個多好。跟老公

努力幾個月依然沒消息時，我公

公開口要我去做不孕症檢查，我

真的火了，我認為生不出小孩不

全然是我的責任，卻要我去做檢

查，而不是他兒子。

我婆婆也一直叫我吃這個藥

那個藥，我怕婆婆不開心，全部

照單全收。因為我怕我不做都還

是要牽扯出我生不出小孩。我真

“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中

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情的

到來，婚姻的締結，與婚後

的柴米油鹽時，總有說不

完的僑段。如何在其中愛

得自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

圓滿，讓曼麗夫人陪您一

同探討現代男女情感世界

中的難題，讓愛的世界增添

更多美麗的傳奇！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生孩子壓力大？
●文：曼麗夫人 
●圖：Adobe Stock

嫚嫚你好：

首先恭喜嫚嫚嫁了一個疼你

的好老公，你要堅定的相信：有

了疼你的老公，許多來自婆家的

問題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決，剩

下的就是讓自己做一個良好的配

合者。

結婚後很自然會面對生育子

女的問題，這點也表示你們的婚

姻是被祝福與期待的，認真去想

這還真是一件很溫暖的事，重要

的是你要有比他們更開闊的心胸

接受這個祝福。

相信公婆是很重視你老公

的，相對就會很期待孫子孫女的

到來，你不妨坦誠地告訴他們你

同樣期待新生命的降臨，只是這

事卻急不得的，越急壓力越大，

越不容易受孕，當一個人過度重

視壓力的來源，將會給自己帶來

更大的壓力，這時候就是發揮好

老公作用的最佳時機了！

就如嫚嫚所說的，不孕的原

因必須考慮男女的問題，雙方都

需要有行動，所以你可以誠懇的

曼麗小語：別讓自己鑽進問

題的牛角尖，不要害怕面對問

題，只要找對方向，循序漸進

的解決問題，事情可能沒有你

想像的那麼嚴重。

邀老公一起到醫院做檢查，一來

可讓公婆安心，再來可以明確知

道不孕的原因所在，然後努力對

症治療。

那麼你也可以不用再勉強自

己吃一些莫名的不知道有沒有效

的藥。在你們獲得醫生正確的診

斷後才能有明確的遵循方向，以

一顆愉快的心情跟醫生配合。

這時候的你是跟大家站在同

一陣營，你將能夠坦然的接受親

友的詢問和關心。別讓自己鑽進

問題的牛角尖，不要害怕面對問

題，只要找對方向，循序漸進的

解決問題，事情可能沒有你想像

的那麼嚴重，關鍵是夫妻倆要有

共識，就算真的不能懷孕生

育，也可以辦理領養，有些觀

念與知識可以透過親友多向老

人們講解，把關心當作祝福，

凡事多往好處去想，相信事情總

會有好的結果。

曼麗祝福你幸福快樂！

惠食街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有意請電：403-276-3288

誠聘：
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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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東興海鮮
(Yum Yum Seafood)

正宗越南米粉、燒烤和捲餅

MASTER DESSERT  甜點 $3.50$3.50
GREEN MILK TEA  鮮奶綠茶 $1.95$1.95

出示此優惠券可獲

不含 飲料 / 雞翅

每週七天營業

11am - 9pm

沙爹海鮮/牛肉河粉
SATE  BEEF OR SEAFOOD 
NOODLE SOUP

$12.00/$12.00/磅磅FISH CAKE  魚排

越南煎堆
VIETNAMESE HOLLOW DONUTS

$1.00/$1.00/個個

《婚戀專題》系列轉載文章，文章內容經作者及相關媒體授權。歡迎讀者來信交流，來信可以不需附上真實姓名與聯繫信息，我們發表文章時也會將真實姓名替換，以維護個人

隱私。來信內容版權將屬媒體所有，編輯部保留來信刪改及是否刊出的權利。郵箱：fh.sally.223@gmail.com。歡迎來信！

的快喘不過氣了，每天他們家的

親戚朋友都一直問，一直要我們

努力努力，要不是我有一個疼我

的老公，我真的好想搬出去，甚

至好想離開這邊，不要再承受這

些壓力。難道我的婚姻我的人生

就是為了生小孩嗎？

嫚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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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義大利新冠肺炎疫情急

速擴散，確診人數逾 130 多例，成為歐

洲重災區，導致時尚界最重要的米蘭時裝

周雖然在 23 日如常舉行，但大幅縮水。

倫巴底區（Lombardy）是義大利境

內感染確診首例的所在地，米蘭時裝週就

在該區舉行。倫巴底區、威尼托區逾 12
座城鎮在 22 日稍晚進入緊急封鎖狀態，

要求逾 5 萬民眾避免外出。 60 公里外的

小鎮科多諾 23 日被衛生官員指為新一波

疫情的中心，要求居民避免外出。 1 萬

5 千人的小鎮街上空空盪盪，大部分車站

都已關閉，沒人在賣票，月台上也空無一

人。當地的藥局雖然應政策仍然營業，但

由於大部分口罩自中國輸入，疫情爆發後

進口量銳減，口罩已然售罄。不過民眾仍

然可以購買消毒水、酒精與漂白水。

彭博新聞報導，知名時裝設計師喬

治．阿瑪尼（Giorgio Armani）取消阿

瑪尼 2020 秋冬時裝發布會，23 日改採

閉門網路直播的方式，以「支持國家維

護公共健康的努力」。其聲明說 :「這個

決定是為了保障所有被邀請的客人的安

全，不讓他們出現在擁擠的空間中。」結

果是現場既沒有觀眾也沒有記者，看台上

空無一人。這在阿瑪尼 45 年的職業生涯

中還是第一次。另外，義大利品牌 Luisa 
Spagnoli 的發布會也以線上直播方式代

替。

【看中國訊】近日在推特上瘋傳一段

關於紅鶴的「血腥」影片，影片中有兩隻

成年紅鶴 ( 火烈鳥 )，及一隻剛出生的紅

鶴寶寶，猛然一看，另一隻成年紅鶴的嘴

巴，似乎正在啄自己同伴的頭頂，還不斷

流出「鮮血」，相當驚悚。

到底真相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

一則「錯視角度」的影片，由國外粉專

「Science Channel」所分享，事實是這對

紅鶴爸媽都急著想餵寶寶喝奶，但紅鶴寶

寶又一次只能喝一邊，有一隻餵不到，就

滴在另一隻頭上」。原來，底下這隻紅

鶴頭上流出的紅色液體並不是「鮮血」，

而是一種叫做「鴿乳」的物體，是鳥寶寶

在出生初期的主食，是鳥類反芻給雛鳥的

一種分泌物。紅鶴無論雌雄都可以從「嗉

囊」分泌「鴿乳」哺育後代。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大

陸女歌手韓紅透過「韓紅愛心慈善基金

會」支援疫區，但近日遭人舉報她涉嫌

違法，而後舉報人發文承認自己故意

作圖抹黑韓紅，這一番蹊蹺的操作是

為了什麼呢？

大陸知名藏族女歌手於 2012 年成

立「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在武漢肺

炎爆發後，她發起「韓紅愛心馳援武

漢」活動，號召演藝工作者及民間向

武漢捐善款。 2 月 13 日名為「司馬 3
忌」的網友，向北京市民政局指該基金

會有 4 項違法行為，包括「沒有公布 3
億元的去向」等。由於該網友是一位擁

有 60 多萬粉絲的大 V，因此相關事件

引發軒然大波。

北京市民政局接到舉報後立刻展

開調查，於 2 月 20 日公布結果，證實

該基金會確實存在部分違規事實，包

括「未取得公開募捐資格前有公開募捐

行為」、「部分投資事項公開不及時」

等，已要求該基金會限期改正。

對此，韓紅愛心基金會作出回

應，指基金會於 2012 年成立，2016
年按照大陸《慈善法》開始實施，2019
年 8 月 8 日基金會獲得公募資格。如

現行法律對上述行為性質的認定與他

們當時的認知存在差異，他們會尊重

法律規定。此外，關於為確保善款保

值、增值而依法投資等事項公開的及

時性問題，基金會仍需努力。

相關回應引發民間討論。有不少

網友質疑當局調查行為不公，紛紛留

言說，「為什麼韓紅基金會調查的一

清二楚，紅十字不能調查？」而在 2
月 20 日，「司馬 3 忌」發文承認自己

故意作圖抹黑韓紅，稱：文中引用了

2016、2017、2018 年度，韓紅基金

會面對審計報告中的大額捐贈清單，

其中 2016 年的清單，其實是 2015 年

的。確實用錯了。

社交媒體上流傳一段韓紅早前接

受媒體採訪的視頻。被問到「這麼多年

做慈善最大的經驗和教訓是什麼」時，

韓紅回答：經驗是自己親手拿著錢，

送給老百姓——直接通達式，不經過

任何人轉接；教訓是再不把幾百萬資

金給某某某基金會，因為他們要從中

獲取所謂的管理費。有媒體認為，韓

紅的上述言論或為其招來了額外的麻

煩。

【看中國訊】影壇大亨哈維

溫 斯 坦（Harvey Weinstein）
性侵案今天判決出爐，兩項性

犯罪罪名成立，最重恐入獄

29 年，「Me Too」（我也是）

運動打了一場勝仗。但最嚴重

的掠奪性性侵罪名不成立，讓

他躲過終身監禁。

哈維溫斯坦兩年多前遭數

十名女性指控性行為不當，掀

起「# 我也是」（#MeToo）反

性騷與反性侵活動浪潮。紐約

檢方起訴罪名聚焦其中兩名女

性指控，位於曼哈頓下城的紐

約州最高法院今年 1 月上旬開

庭審理。

歷經 6 週庭審、6 名女性

出庭作證，陪審團最終判決哈

維溫斯坦三級強姦、一級不法

性行為罪名成立，另 3 項罪

名不成立，包括一級強姦與

最重可判無期徒刑的掠奪性

性侵。哈維溫斯坦三級強姦罪

名成立，意味陪審團認定他在

2013 年違背女星潔西卡曼恩

（Jessica Mann）意願與她發

生性關係，但未使用肢體暴力

或以言語威脅傷害她，因此一

級強姦罪名不成立。

即使如此，哈維溫斯坦

仍面臨 5 年至 29 年刑期。法

官柏克（James Burke）當庭

諭令哈維溫斯坦還押，等候 3
月 11 日刑期宣判，未接受哈

維溫斯坦以醫療理由返家的要

求。

哈 維 溫 斯 坦 與 胞 弟

鮑 柏（Bob Weinstein）
1979 年創立米拉麥斯影業

（Miramax），曾出品「英倫情

人」（The English Patient）、

「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等名片，在獨立製片界

享有盛名，也讓哈維溫斯坦在

好萊塢擁有呼風喚雨的地位。

一 切 在 2017 年 變 調。

紐時與「紐約客週刊」（The 
New Yorker）當年刊載艾希

莉賈德（Ashley Judd）等女

星指控哈維溫斯坦性行為不當

的文章，促使愈來愈多女性出

面，激起「# 我也是」運動浪

潮，哈維溫斯坦就此形象全

毀。

米蘭時裝周縮水

大V操作蹊蹺韓紅募捐被舉報

中國女歌手韓紅透過「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

支援武漢疫區。遭網絡大V司馬3忌舉報。

影壇大亨哈維溫斯坦 首次閉門網路直播

TOLL FREE  1-877-956-8473      skilouise.com

冬季洛磯山遊玩 就這麼簡單
觀光觀光雪鞋漫步雪鞋漫步雪道滑雪雪道滑雪

學滑雪學滑雪 美食美食

SightseeingSightseeingSnowshoeingSnowshoeingTubingTubing

Learn to skiLearn to ski DiningDining

免費註冊 或全家一起參加有趣的冬季運動，沿途觀賞如詩如畫的美景，還可免費停車。

米蘭時裝週並未中止，但大幅縮水，有的

改為網絡直播。

真相很奇妙
紅鶴「啃破頭」？

性侵罪名成立



作法

製作高湯：高湯材料煮至即將沸
騰，取出昆布與香菇。

雞蛋煎成蛋皮切絲；水餃煮熟；青
蔥切末備用。

高湯煮滾，加年糕，煮至年糕浮
起，加水餃。

加湯醬油，攪拌均勻。起鍋前加蛋
絲、蔥末、芝麻香油。

美味秘訣：

昆布與香菇可長時間煮，重覆使用。

寧波年糕 300g、水餃 10個、雞蛋 1
個、青蔥 1株。
高湯：昆布 14g、香菇 6g、水 1L。
調料：湯醬油 1大匙、蒜泥 1/2小匙、
芝麻香油適量。

食材

既然是「年年高升」的好兆頭代

表，過年家裡少不了年糕。年糕

入菜樣式不少，試試看將寧波年

糕做成韓國年糕湯。

 年糕水餃湯

作法

香腸事先回溫至室溫；用少量油小
火煎香腸，不停地轉動，表面均勻地

煎，約 20分鐘。香腸放涼後，切成
薄片備用。

中火熱油鍋，放蔥油餅皮，將兩面
煎到金黃即可。

熱油鍋，下蛋汁，餅皮覆蓋雞蛋，
煎成蛋餅。

蛋餅捲裹香腸片，切小塊方便食
用。沾醬料吃，風味更佳。

香腸 1條、雞蛋 1個、蔥油餅皮 1張。
沾醬材料：辣椒 1支、醬油 1大匙、
白醋少許。

食材

香腸也是年菜的代表食物，除了

可以單純享受香腸的鹹香滋味，

香腸也是絕佳的增香食材，用來

捲餅、做披薩皆宜。

 香腸蛋餅
◎ 文 :邊吉

過了一個年，冰箱可能多了不少年菜食材，只要稍加巧思，

年菜可以更加美味。

年菜變身 
美味料理

秘訣3
年後，冰箱裡各種蔬菜瓜果

可能有不少零星食材，多種

食材可切絲做成炒什錦；或

燙熟做成涼拌菜；或是搭配

臘肉等年菜烹調，也可成為

一道高纖的健康料理。

秘訣2
甜年糕吃不完，切片後分裝

冷凍保存，可保存較久。至

於蘿蔔糕，保存期限短，最

好趁鮮盡快食用；蘿蔔糕適

合煎、炒、煮湯，本身沒有

味道，可在爆香多發揮。

秘訣1
臘味的種類很多，其料理方
式不盡相同，掌握臘味的特

性才能煮出臘味的美味。例

如：臘肉的事前準備因其鹹

度及乾燥程度不同，較乾或

較鹹，需要蒸煮久一些。

作法

蘿蔔糕切適口大小；紅蔥頭切末；
青蔥、香芹切末；青菜切小塊備用。

熱油鍋，煸香紅蔥頭，加高湯，煮
滾。加入蘿蔔糕，煮滾，加調料，攪

拌均勻。

加青菜；煮滾，加蔥末、香芹末，
起鍋前灑點兒香油，風味更佳。

美味秘訣：

可變化湯頭，如：酸辣、咖哩、沙茶

等風味湯頭，都可襯托蘿蔔糕美味。

蘿蔔糕 200g、青菜 1把、香芹 1株、
青蔥 1株、紅蔥頭 2瓣、高湯 0.5L。
調料：鹽、白胡椒粉適量。

食材

過年吃蘿蔔糕，象徵好彩頭及步

步高升；煎蘿蔔糕是可享受蘿蔔

糕的外酥內嫩，煮成湯，則可以

吃到米食的香嫩。

 蘿蔔糕湯

蘿蔔糕煮成湯，

可以吃到米食的

香嫩滋味。

臘肉和蔬菜

一起炒，可

以慢慢回味

年菜滋味。

作法

青椒、辣椒、蒜苗斜切成小段狀，
蒜白、蒜綠分開；臘肉加蒸料蒸 20
分鐘，蒸出的湯汁保留備用。

臘肉去皮，切成薄片。
熱油鍋，放臘肉，煸出香氣；下蒜
白炒香至軟，再下蒜綠、辣椒片、青

椒、蒸汁、糖，拌炒均勻至熟，起鍋

前淋紹興酒。
臘肉 200g、青椒 50g、辣椒 1支、
蒜苗 1株。
蒸料：紹興酒 1大匙、糖少許。

食材

臘味的香氣總是令人聯想到過年

的喜慶，年後如果還有買多的臘

肉，可以運用臘肉與蔬菜、飯、

麵搭配，慢慢回味年味。

 什錦炒臘肉

香嫩
美味

本文圖片：ADOBE STOCK 年菜回春
物盡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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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❶❷❸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日常生活中，常常

會遇到一些小問題、小

狀況，如果知道如何處

理，您就會覺得得心應

手，輕鬆許多。以下

介紹一些生活養生小妙

招，提供您參考。

◎  文：小萍

③④⑤⑥

感冒的症狀主要有鼻塞、流

鼻涕、打噴嚏、咳嗽、頭痛、怕

冷、發燒、全身肌肉酸痛。中醫

典型的脈象就是浮脈（脈非常

的淺表，輕取即可摸到）。

主要感受風邪

感冒以春季和冬季最為常

見，輕者稱為「傷風感冒」，

如：冬天得到寒感冒，夏天得到

熱感冒；感冒較重者為「重傷風

感冒」，即感受的不是當季的邪

氣，而是受不正邪氣的感染，病

毒的毒性比較嚴重，如：冬天反

而得到熱感冒，夏天反而得到寒

感冒。

感冒最主要是感受風邪，但

風、寒、暑、濕、燥、火等六淫

邪氣，皆能導致感冒。感冒通常

會與當時的節氣配合，如：秋、

冬較寒冷，此時若感冒的話，

就是「風寒感冒」；如果是春、

夏，因為是熱，所以就是「風熱

感冒」；假如是夏秋之交，那時

是梅雨季節，天氣又熱，所以

那個時節的感冒就是「風暑濕感

冒」；秋天的天氣比較乾燥，所

以得的就是「風燥感冒」。最常

見的感冒就是風寒、風熱兩種，

所以就簡稱為寒感冒跟熱感冒。

風邪趁虛而入

感冒與人體的抵抗力、病毒

的強弱很有關係。《黃帝內經》

就曾提到：「風雨寒熱不得虛，

邪不得獨傷人。」風雨寒熱在人

子、淡豆豉、薄荷、蘆根、甘

草、桔梗），可以辛涼解表。

風寒型感冒的症狀是怕冷、

沒有發燒、不出汗、頭痛、身體

痠痛、鼻塞、打噴嚏、流清涕、

咳嗽、口不渴。治療的方法要發

散風寒，代表方劑是荊防敗毒散

（荊芥、防風、羌活、獨活、柴

胡、前胡、枳殼、桔梗、赤茯

苓、川芎、人參、甘草、薄荷、

生薑），用辛溫的藥把風邪散出

去。

夏秋之際常發生的暑濕感

冒，主要症狀是覺得身體很重，

頭會脹痛，會心煩口渴，但不想

喝水，大便很軟。代表方劑是新

加香薷飲（香薷、厚朴、扁豆、

銀花、連翹），能夠清暑袪濕解

表。

預防感冒常用偏方

有些人因為抵抗力太差，一

直吃感冒藥都好不了，一直反覆

感冒，這時就要放一點補藥，這

種屬於氣虛型感冒，要用參蘇飲

（人參、蘇葉、陳皮、桔梗、枳

殼、甘草、木香、半夏、葛根、

前胡、茯苓、生薑、大棗）來

治療，既可祛邪外出，又可補

氣，增加抵抗力。

有一點打噴嚏、流鼻水時，

可趕快多穿點衣服或泡泡澡，讓

邪氣趕快外散。若是喉嚨痛、有

點發燒的風熱感冒，可以吃一點

涼性的食物，如：魚腥草。

用來治療與預防感冒最常用

的民俗流傳偏方，是生薑加紅

糖，生薑有發散風寒、驅邪外出

的作用，紅糖很營養，可增加人

體抵抗力。感冒初期使用，可以

阻斷感冒。

黃耆可預防感冒，但感冒時

千萬不要吃黃耆，因為黃耆有維

護體表衛外的功能。若感冒時吃

黃耆，則會將邪氣擋在體內，無

法發散出去。預防感冒，還要常

運動。

治病毒流感 中醫較優
流行性感冒臨床上可有急起

高燒，全身症狀較明顯，而呼吸

道症狀並不嚴重，怕冷、頭痛、

無力、全身痠痛等。體溫可達

39 ～ 40℃，一般持續 2 至 3 天

後，逐漸退燒，全身症狀也跟著

好轉，但鼻塞、流涕、咽痛、乾

咳等上呼吸道症狀，仍會持續，

少數患者會有流鼻血、食慾不

振、噁心、便秘或腹瀉等輕度胃

腸道症狀。

中醫學認為，流行性感冒

是由於風邪侵襲肺衛皮毛所

致，且常兼夾風寒或風熱二種

症候。中醫藥治療病毒性的流

行性感冒有明顯的優勢，在減

輕臨床症狀、縮短病程、防止

併發症等方面，有較好的療

效，且副作用小。

初期發燒時，使用清熱解

毒藥，如：魚腥草、板藍根、

黃芩、大青葉等治療，藥理作

用主要是針對病毒，再運用解

表藥，如：辛溫解表的麻黃、

荊 芥、 桂 枝、 防 風、 羌 活，

以及辛涼解表法的金銀花、薄

荷、桑葉、菊花等，很快就可

以退燒，然後再調理相關的症

狀，短時間內即可恢復健康，

而不致病症拖延，影響日常生

活與工作。

過敏性鼻炎別於感冒

突然發生和反覆發作的鼻

癢、打噴嚏、流鼻水、鼻塞，

不是感冒，是過敏性鼻炎，中

醫稱之為鼻鼽。通常是抵抗力

太差，肺氣虛、脾氣虛、腎陽

不足、肺經有伏熱者，才會得

感冒的中醫觀點和治療

體虛的時候，才會傷人。感冒一

方面是有當季的邪氣會侵襲人體

外，人體抵抗力比較差的，才會

造成感冒。

感冒侵犯人體，影響到人體

衛外功能，途徑有二種：一種是

從口鼻而入，通常侵犯人體的肺

部，因為肺主呼吸，開竅於鼻，

所以會有打噴嚏、流鼻水、咳嗽

等症狀；一種是從人體的皮膚侵

入，皮膚也屬於人體的表，如：

冬天穿短袖，雖然有戴口罩，但

還是會感冒，因手臂已受到寒邪

的侵犯。

感冒一般的預後很好，不會

造成死亡或重大併發症，但有些

感冒在病情惡化後，會產生併發

症，如：肺炎、慢性支氣管炎，

尤其是抵抗力較弱的老年人與嬰

幼兒。

從體表驅邪氣

感冒的治療原則，以中醫論

點而言，就是疾在皮者，汗而發

之，主要的方法是解表達邪，讓

邪氣從表驅除，以發散風邪為

主，即讓病人發汗。

風熱型感冒的症狀，是身體

會覺得很熱、汗出不順、臉色

紅、容易咳嗽、痰略帶黃色、咽

喉會有點腫痛、口乾、很喜歡喝

水。代表治療方劑是銀翹散（金

銀花、連翹、竹葉、荊芥、牛蒡

生薑煎蛋治
咳嗽有痰
材料：生薑 1塊（切

碎）、雞蛋 1個、香油少

許。

作法：薑和蛋一起用

香油煎熟，方法同煎荷包

蛋，趁熱吃下，每日2次。

吃薑去不去
皮的原則
薑皮本身就是一味

中藥，吃薑去皮，還是不

去皮，要根據具體情況處

理。判斷時只要記得：植

物的皮和肉是一對陰陽，

薑肉性熱，故薑皮性涼；

薑肉發汗，所以薑皮止

汗。因此如果受了風寒，

喝薑湯能發汗，去皮為

好；平時喝生薑紅棗茶驅

寒，不需去皮；一般做菜

用薑，帶皮吃為佳，以免

偏性。

到過敏性鼻炎。當天氣比較潮

溼，又愛去吃冰，大部分的人

都會有這個毛病。

總歸來說，鼻鼽就是肺、

脾、腎三臟皆虛，再加上肺經有

伏熱，大體而言，這是比較寒冷

的疾病，中醫治療要以溫肺、

脾、腎三臟為主，與感冒治法完

全不同。代表方就是小青龍湯，

若腎陽不足，就要再加上腎氣丸

溫補腎陽。罹患此病者千萬不要

吃冰。

感冒是風邪侵犯人

體的肌表後產生的疾

病。人體免疫失調時，

特別容易受到病邪的入

侵。

中醫治療病

毒性的流行

性感冒較西

醫有明顯的

優勢。

醫 師 講 堂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291-3232
週一至週五：9am-8pm     週六：9am-7pm     週日：10am-6pm

本週特價
2020年2月27日∼3月4日

檸檬

 Limes 青檸

*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

$30$30
大量大量

免費停車位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 LemonsBunch Spinach 菠菜

Navel OrangesLocal Mini Cucumbers 本地小黃瓜

平價 新鮮

臍橙

$09898 6

0 9898
3

$

Head Lettuce

$$00 9898 ea

西生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and get a free free honeydew.honeydew.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購物滿       即可免費獲得一白蘭瓜。

06868
lb

$

$0 9898
ea$09898 lb超低價

$09898
l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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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Floor  |  Millennium Tower 
101, 440 - 2nd Ave SW Calgary AB T2P 5E9 
電話: 403-503-8888 | Toll Free: 1-866-699-7826

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 各類移民 ● 各種簽證 ● 商業投資移民
● 配偶擔保 ● 工作簽證 ● 逾期逗留
● 省提名 ● 企業自顧工作簽證 ● LIMA申請
● 遣返令、人道主義與同情，房地產，家庭法

移民專家
Mary Ann Go
ICCRC #R508947
註冊會員，8年經驗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 商業投資移民
● 各類移民
● 配偶擔保
● 省提名
● 各種簽證（工作、學習、訪問）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9999¢¢大特賣大特賣

Freestone Produce Inc.

暢石蔬果店
每日重磅商品發布在臉書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Freestone Produce Inc.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重磅重磅 折扣，每 更新

地址：2828 32 Ave NE, Calgary
電話：(403) 248-4466

每
下列價格為過往記錄，僅供參考。當日價格請查詢我們的臉書頁面（ Facebook）。
The following prices wer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check our Facebook for sales items of the day.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本週營業時間： 數量有限 售完即止週一至週五：早 9:30- 晚 7:00    週六：早 10:00- 晚 6:00   週日：早 10:00- 晚 5:00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折扣高達

長英青瓜
Fresh English Cucumber

$    .00/3 顆1
香蕉

Banana
臍橙

Navel Oranges

2 月 2 4 日∼ 3 月 1 日（週一∼週日）
特價商品展示

草莓
Strawberries

$        .00/ 箱$        .00/ 箱 1010 (8 磅 )(40 磅 )

青蘋果

蜜脆蘋果 波士梨

金帥蘋果

富士蘋果4499¢ ¢ //磅磅
本週熱賣本週熱賣

$    .69/ 磅0

Noodle & Grill    Korean Style Fusion Chinese Kitchen

糖醋里脊

辣海鮮湯麵辣海鮮湯麵

煙熏口味
卡城獨家

新鮮食材

上午 11:30 - 下午 2:00

新品特惠

僅售
$499

新
人
事

更
多
新
菜
等
您
來
嘗
！

新
裝
修

韓式炸雞

403-282-2217  #1 3616 52 Ave NW Calgary 
( 丘吉爾高中對面）

煙熏口味

新鮮食材

僅售
$

雞米花 +百事可樂

(＊三種口味可選 )

【看中國訊】太陽距離地球

1 億 5 千萬公里遠，當它懸在高

空的時候，人們都難以用肉眼直

視，但最新曝光的太陽表面的照

片，則揭開了太陽神秘的面紗。

據 CNN 報導，美國國家科

學基金會（NSF）稱，夏威夷

丹尼爾井上望遠鏡（Daniel K. 
Inouye）與 NASA 繞行太陽的

帕克太陽探測器，一同進行觀

測，拍攝到至今最清楚的太陽表

面照片。太陽表面看起來就像蜂

窩或是爆米花。

觀察其組成顆粒的特徵可

以發現，最小的地方僅 18 英

里，其他細胞結構尺寸有德州

這麼大，代表劇烈的對流活

動，這些活動將太陽內部熱量

帶到太陽表面。

NSF 理事長 France Cordova 
表示，這張照片將開啟太陽科學

新時代，幫助解開太陽以及對地

球影響的奧秘。且丹尼爾井上望

遠鏡未來能夠繪製太陽日冕（環

繞太陽周圍的等離子光環）磁

場，幫助人類更好預測到太陽

風，（由太陽上層大氣射出的超

高速等離子流）。

太陽表面沸騰照 —— 就像是「爆米花」太陽表面沸騰照 —— 就像是「爆米花」

在大自然中，除了某些動物

有毒之外，有些植物也含有劇

毒，嚴重的話可致命。那麼，世

界上最毒的植物是甚麼呢？大家

可能在小說或電影中看到過它的

名字——見血封喉。

「見 血 封 喉」（Antiaris 
toxicaria），又稱箭毒木或毒箭

木，為木本植物桑科見血封喉屬

植物，是世界上最毒的植物之

一。

箭毒木生長在亞洲和非洲的

熱帶地區，含有劇毒的乳汁。在

中國，它生長於雲南的西雙版

納、廣西南部、廣東西部和海南

省等地，現已被列為二級珍稀保

護植物。

箭毒木的乳汁含有弩箭子

甘、見血封喉甘、鈴蘭毒甘、鈴

蘭毒醇甘、伊夫草甘、馬來歐甘

等多種有毒物質。當這些毒汁由

傷口進入人體時，會引起肌肉鬆

弛、血液凝固、心臟跳動減緩，

最後導致心跳停止而死亡。如果

被它的乳汁濺到眼睛，會立刻失

明。人或動物若被塗有箭毒木毒

汁的利器刺傷，會很快死亡。

人們傳說，凡被塗上箭毒木

汁液的箭射中的野獸，上坡的跑

七步，下坡的跑八步，平路的跑

九步的，都必死無疑，當地人稱

為「七上八下九不活」。

網上流傳有一種名為「紅背

竹竿草」的植物，生長在見血封

喉樹之下，可解箭毒木的毒性。

但事實上，目前除了一種透過

羊只的免疫球蛋白獲得的名為

「Digibind」的解毒劑以外，本

毒並無其他解毒劑。

箭毒木雖然含有劇毒，但也

有其益處。人們可剝其樹皮取出

纖維，用來紡織婦女的筒裙，樹

皮對治療中暑、腹痛頗為有效。

近年來，醫藥專家研究把其汁液

去毒，提取其有效成分治療高血

壓，效果甚佳。

來源：看中國網

Almeida 一家住在巴西里

約熱內盧，從小就飼養一只名為 
Manuela 的紅腿象龜，1982 年

Almeida 家修整房屋，某天卻

發現 Manuela 不見了，全家人

都相當心痛。

他們認為可能是工人沒關好

門 Manuela 才會不小心走失，

就這樣過去了 30 年的時間。

2012 年，Almeida 的父親

去世了，就在子女們整理父親

的遺物時，竟意外地發現了失

蹤 30 年 的 Manuela。 對 此，

Almeida 表示，平時父親總會

把要維修的東西放進倉庫裡，所

以平時大家基本上都不會打開。

當時她整理完遺物拿出去

丟，轉身離開前，鄰居突然說

了一句：你不會要把烏龜也

丟了吧。她回頭一看才發現 
Manuela 就在那堆遺物之中，

這真的非常不可思議。

不過專家解釋，紅腿象龜

本身沒有食物也可以生存兩到

三年的時間，在野外時，它們

通常會食用水果、樹葉、動物

的屍體，甚至是糞便。根據推

測，這 30 年的時間，Manuela 
很可能就是靠著木質房屋中的

白蟻維持生命。

來源：奇趣發現

最毒植物「見血封喉」 一滴汁液可致死 寵物龜「走失」30年
沒想到一直在自己家中

AdobeStock

太陽表面（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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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居家及庭院展

每年一度的展會，幫您實現各種家庭

裝修項目。

票價：7 ～ 16 元，12 歲以下免費

時間：2 月 27 日～ 2 月 28 日，中

午～晚 9 點；2 月 29 日，上午 10 點～

晚 9 點；3 月 1 日，上午 10 點～晚 6 點

地點：BMO Centre， Stampede 
Park

地址：20 Roundup Way SE
網站：www.calgaryhgs.com

麥克兒童俱樂部

讓孩子們探索他們的創造力，3 歲及

以上的孩子可以參加一個快速手工項目並

將作品帶回家。兒童必須由家長陪護。

時間：週六，2 月 29 日，上午 10
點～ 11 點半。

地點：各個 Michaels 門店

地址： www.canada.michaels.com

寶寶玩耍活動

與你的小寶貝兒一起玩耍吧。本活

動適合年齡 5 歲及以下的孩子，Genesis 
Centre 免費提供兩個小時遊玩。有很多

玩具，還有蹦床房子。

時間：每週二和週四，上午 10 點～

中午 12 點

地點：Genesis Centre
地址：7555 Falconridge Blvd NE

學英語 找靜安！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求職（Job Grant）或亞省工作（Alberta 
Works）計畫資助。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ESL課程：說、讀、寫；全 / 兼讀均可
ESL 課程：短期 / 長期課程；
初 / 中 / 高級班。無論基礎鈞被錄用。

口音矯正一對一課程：靈活安排

9週兼讀課程：根據需求靈活安排。矯正口音，
有助職場溝通。

定制的一對一課程：為專業人士、商務、
提升印象等量身定制。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求職（Job Grant）或亞省工作（Alberta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school@equilibrium.ab.ca
707-14th St NW
403.283.1111

靜安學校

一週好去處一週好去處
Community CalendarCommunity Calendar

恒昌冷恒昌冷恒昌冷暖氣暖氣暖氣工程工程工程
專業維修、安裝、保養
政府專業持牌技師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為您提供專業可靠的

Melanie Wen

403.889.5575

國/粵/英語服務

ICCRC 理事

加拿大留學移民方案

地址：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Sunridge Superstore 彩票店內 )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
國家和地區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支票兌現

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35 149

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看中國

發行點

STAMPEDE 豐田車行

誠聘華語汽車銷售
要求：會英語、國語或 / 和粵

語，勤奮，努力，熱情充滿活力，
有汽車銷售經驗者為佳。

要求：能說英語、國語、粵語，

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
福利：底薪 + 提成，每月和年

度獎，牙醫和健康保險，眼科
保險等。

Lucas Chui，銷售經理

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招
聘

CBC Foot Products Ltd.

誠聘 客服人員

足部保健品店

請發簡歷至 : cbcfoot@live.ca
或致電 : (403) 259-2474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顧客滿意小時內快速反應 100%1
價錢公道 專業持牌技師服務 幫助申請政府補貼，長者補貼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312, 5149 Country Hills Blvd. NW

403.286.6824
403.288.9677 info@calgaryregistry.com

calgaryregistry.com

車牌
駕照
實習駕照
交罰款
駕照路考
留置權搜索

出生證
結婚證
註冊公司

宣誓公證人
健康卡
地產證

週一至週五：9 am - 6 pm 週六：9 am - 5 pm 週日：休息

Calgary

RegistryRegistry
ServicesServices

政府授權
註冊機構

Country Hills Blvd. NW
Registry

Crowchild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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