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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抗疫 全球盛讚
Taiwan's Effort in Fighting Coronavirus 
Gained World's Respect

A9 明代劉伯溫預言的大難
Phophecy from Ming Dynasty Predicted 
China's Calamity

網路輿情遭嚴控

3 月 1 日前的一個週末，中

國眾多網民開設的微博或微信公

眾號被封，無數活躍網民的賬號

3 月 1 日起，無法登錄。江蘇法

律工作組者張建平對《自由亞洲

電臺》表示，「如果捂住嘴能夠

解決問題，能夠讓國家發展得更

好，當然我們也願意。但是問題

顯然不是這樣。要不指鹿為馬，

就不會有秦二世的悲劇了。」

早前，中國國家網絡信息辦

公室頒布《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

理規定》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針對網路信息，從嚴進行

「規範管理」。

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便當
Nutrient-rich and Delicious Bento

師楊 Yang Shi

微信：yangshi0323

從 心 出 發， 為 愛 築 家

403-390-7080

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yangshihomes.com

18套全新展示屋
現在開放

卡城南部全新社區，由 ANTHEM  UNITED 打造。

Belmont是一個大型規劃住宅社區，紮根此處，讓您得償所願。該社區擁有適合各年

齡段的住房——鎮屋、後巷車道屋和前置車庫獨立屋。各類活動和公用設施均可輕鬆

到達：從步行小徑到購物區、高爾夫球場、K-12年級學校，應有盡有。安家於此，

蘊含無限機遇。

請訪問 獲得更多信息。BELMONTCALGARY.COM

築夢於此，夢想成真。

公民記者及民主報人 
被抓捕

親身記錄武漢疫情的律師陳

秋實與公民方斌，被當局扣查後

一直失聯。 2 月 26 日，另一位

中國官媒出身的獨立記者李澤華

也被疑似國保帶走。

90 後的李澤華畢業於中國

傳媒大學，曾在中央電視臺擔任

主持人，辭職後成立了自媒體。

2 月中旬，李澤華開始起武漢之

旅，他進入醫院停屍房和居民小

區拍攝現場情況，採訪了搬運屍

體的和滯留武漢的人。在消失之

前最後一個視頻中，李澤華說：

「我知道理想主義在當年的春夏

之交 ( 六四事件 ) 已經破滅。靜

坐已經沒有任何作用。現在的年

輕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歷史上曾

經發生過什麼。」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法

委印發一份文件，要求媒體工作

者加大先進典型的宣傳力度，進

一步弘揚正氣、激勵鬥志、激發

社會正能量。」

被視作民主派的香港壹傳

媒創辦人黎智英，在香港時間 2
月 28 日早晨被香港警方拘捕。

同時被扣押的還有工黨前立法會

議員李卓人及民主黨前主席楊

森。香港當局指稱，被捕的三人

在去年 8 月 31 日反送中運動期

間參與非法集會。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

奧特加斯表示，「我們對香港著

名商人和出版商黎智英 (Jimmy 
Lai)，以及另外兩位長期倡導香

港公民自由與民主的人士被捕感

到關注。」

疫情好轉？

在嚴控的輿論中，大陸的疫

情似乎看起來好轉了不少。據

中國衛健委最新通報，3 月 5 日

中國大陸地區新增確診病例 139
例。同時，許多地方已全面復

工，許多城市也放鬆了旅行和公

共交通、社會生活方面的限制；

相比於中國大陸，海外各國似乎

才是疫情迅猛發展的區域，在中

國境外死於新冠病毒的人數首次

超過了中國國內。

但中媒《財新網》26 日獨

家披露，早在 1 月初時，基因

測序公司的人員與病毒學家都

已接獲通知，湖北省與國家衛

健委下令要求停止病例檢測，

並銷毀病例樣本，且不得對外

透露相關消息。

海外中文媒體也報導，遼寧

省朝陽市衛健委在 2 月 23 日轉

發遼寧省衛健委的通知，要求

市轄下 10 個政府單位簽署「保

密承諾書」，並立即銷毀「新冠

肺炎密切接觸者信息」的數據文

件，以及拍攝照片、記錄文字等

資料。（下轉 A2）

C4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報

導】隨著武漢肺炎在全球的蔓

延，北京政府對內對外的輿論

手法得到前所未有地關注和報

導。同時北京政府大外宣系統

遭遇地震，3月2日美國宣布，要
求5家「外國使團」中方媒體削
減人員。觀察者認為，在全球公

衛系統相互影響的大局勢下，

這場疫情恐將劇烈衝擊北京體

制多年固守的宣傳體系。

疫蔓全球 輿情開戰疫蔓全球 輿情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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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聲音變重要

（接 A1）加拿大多倫多大

學跨學科實驗室專長於研究信息

封鎖，他們發現，疫情初期，一

些關鍵詞就已經成了網絡禁區。

大陸幾家網絡巨頭負責清除敏感

內容，稱之為謠言。研究學者告

訴法新社，中共通過封鎖信息，

給公眾健康帶來的潛在損害在世

界範圍內極其罕見，「限制了公

民知情和自我保護能力」。

四川網民何夕對自由亞洲

電臺說，政府的手段愈來愈

多，而且一次比一次嚴厲。他

說，在目前情況下，海外媒體

的聲音，對內地民眾更為重要。

中國大陸小說家閻連科本

月在香港科技大學的一次講座

中說，「不能做李文亮那樣的

吹哨人，就讓我們做一個聽見

哨音的人……不能做一個耳語

者，就做一個有記性、記憶的

沉默者」。《紐約時報》報導

稱，為了建造集體記憶，成千

上萬的年輕人正將那些可能被

刪除的關於疫情的帖子、影片

和媒體報導發到國外網路，建

立數字檔案。

北京外宣施壓

北京當局對海外輿論陣地也

未忽視。 3 月 2 日，在北京的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

發表年度報告指出，北京政府用

簽證作為武器，正以「史無前例

的力度」威脅外國記者。

這份年度報告中指出，目

前，至少有 12 名外媒記者獲發

的簽證有效期少於 6 個月，而

中方發出的正常簽證有效期是

一年。報告對 114 名來自 25 個

�六 ( 3 月 7 日 ) 2 - 4 PM
51 Panamount Circle NW1

571 Kincora Drive N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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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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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柏文 674 呎 ,1 �� 1 浴廁 , 開放式
設計 , 客�向南 , 光猛開陽 , 露臺��景 ,
室�自設洗衣��乾衣� , 包 1 �下停車
位 , 可步行至學校 , �書� , �場 ,C-Train
��車站� $219,900

西南 Haysboro � C-Train西北 Huntington Hills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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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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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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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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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層屋 2300 呎建於 2008 年 , ��向南光猛開陽 ,
��油漆 , 廚��較�高�不�鋼�櫃��爐 , 主層
��高 9 呎 , �實木�� , 客��壁爐 ,Bonus Room
�拱形天� , �大 3 ��設計 ,2.5 浴廁 , ���立學
校 ( 小學�初中 ), �車 #8
直�卡城大學 , �勿錯� ! $51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學校

新
上
市

週六開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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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Sandstone

新
上
市

週六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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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900

週六開放西北 Kincora

2

週六開放

豪�獨立�式�層屋 2480 呎,W/O 土庫�部完成,
�屋於 2012 年�部翻��Cherry 實木��,18x18
�磚,油漆,高�廚��不�鋼家��大理石檯面,
2010 年較�屋頂,拱形天�,3+1 �� + 主層書�,
3.5 浴廁,��學校����
�車站��勿錯� ! $724,900

西北 Hamptons  W/O 土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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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Edgemont
$0�理費

獨立�式五層屋 1710 呎 , 土庫�部完成 , ��
向西南 , �屋�部翻� : 油漆 , �磚 , �爐 , 洗
�� , 中�暖��� , �水爐 , 屋頂 , 圍欄 , 中
��� , �屋舖實木�� , 主層�拱形天� ,3
�� ,2.5 浴廁 , ��
學校�����車站� $419,900

西北 Sandstone �小學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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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記者進行了調查，調查

顯示，有 82% 的記者過去一年

在中國採訪報導時受到干擾、

騷擾或遭受暴力；有 70% 的

記者表示，由於北京官方採取

行動，導致採訪遭到取消；有

22% 的記者表示，在續簽簽證

時遇到困難。

3 月 2 日，美國官員在舉行

的媒體背景介紹會上提及，美

中媒體簽證數據懸殊。

自 2015 年以來，美國向

中國公民發放了 3000 份 I 簽證

（外國媒體代表簽證）；但目前

僅有約有 75 名美國籍記者在中

國工作。在中國的美籍記者獲

發的簽證通常為 3 個月有效，

單次入境，有時記者的居留期

限只給 30 天。而在美國發給的

中國記者的 I 類簽證，可以不斷

申請延長逗留期限。

旅美時事評論員何清漣表

示，「外國記者的行動雖然本來

就受限，但現在，連他們看到

那麼一丁點的東西，共產黨都

不希望他們報出來。」

《華爾街日報》風波

2 月 18 日， 美 國 務 院 宣

布，將 5 家中國媒體列為「外

國使團」。隨即，中方吊銷了

《華爾街日報》3 名記者的記者

證，並限他們 5 日內離境 ; 理
由是《華爾街日報》的評論專欄

2 月 3 日發文《中國是真正的亞

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紐約時報》報

導，《華爾街日報》53 名記者及

編輯聯名，呼籲報社領導層「考

慮更改文章標題」並「致歉」。

《華爾街日報》預備妥協的

姿態似乎驚醒了白宮，百年大

報尚且如此，美國的新聞自由

如何保障？此前美國國務卿彭

佩奧的發言顯示，在美國政府

是否要反擊的問題上，白宮態

度猶豫，認為當務之急是取得

關於疫情的準確消息，恢復兩

國之間的正常溝通。

另外《美國之音》報導，李澤

華、黎智英被捕等等事件密集發

生，也使美國政府加快了腳步。

美國反擊

3 月 2 日，美國宣布對 5
家「政府控制的駐美國家媒體實

體」實行人員上限，要求這 5 家

中國機構削減在美國的中國僱

員，人數從目前的 160 人減至

100 人，削減幅度高達 40%。

這起限令將從 3 月 13 日生效，

也就是說，在 3 月 13 日前，至

少將有 60 名中國籍官媒記者不

得不離開美國。

這 5 家分別是：新華社、

《人民日報》的在美辦事處——

美國海天發展公司（Hai Tian 
Development USA）、《中 國

日報》發行公司（China Daily 
Distribution Corporation）、

中 國 國 際 廣 播 電 臺（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以 及 中

國環球電視網（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蓬佩奧在 3 月 2 日的書面聲

明中指出，這 5 家中方媒體已經

被認定為外國使團，是中共官方

的機構，它們與其它外國媒體機

構不同，不是獨立新聞機構。

蓬佩奧還說，美國強調的是

「對等」，多年來，中方政府

對駐華的美國和其他外國記者

進行的監視、騷擾和恐嚇，越

來越嚴重。他敦促中方政府，

要立即履行對尊重言論自由的

國際承諾，這包括了「對新聞

界的尊重」。美國官員表示，

出於對全世界新聞業者的尊

重，他們不把這些中方官媒人

員稱為「記者」。

信息不透明 
傷害全球公衛系統

目前國際控制疫情依賴大

數據分析，而北京的訊息封鎖

及過濾正嚴重影響全世界所有

人對疫情的判斷與發展。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

室 3 日公布報告認為，中國衛健

委曾派出專家組前往湖北武漢市

調查新冠肺炎疫情，首兩批專家

均聲稱疫情「可防可控」，「無

明確人傳人」，一直到 1 月 20
日，官方才首次承認病毒可人傳

人，但已為時已晚，病毒在武漢

大規模爆發。 1 月 23 日武漢傳

出封城消息後，又引發了大批民

眾逃亡到其他城市甚至逃到海

外，而當時國際社會受北京政府

訊息誤導，並無做好防疫準備。

《網絡安全與網絡戰爭》一書

作家辛格（Peter W.Singer）指

出，「中國使用這 3 項手段（審

查、轉移焦點、謊言）的方式，

清楚展現為了威權展開的網路

戰，是如何反向傷害公共健康，

也揭露了極權政府心中真正在乎

的是甚麼。」

歐盟俄羅斯、歐洲和亞洲

研究中心主任費倫 (Theresa 
Fallon) 也表示，中國的極權化

令其統計數據和管理危機能力

不可信。

公民記者李澤華在武漢遭國安帶走

後音訊全無。（網絡圖片）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要求北京立即履行尊重言論自由的國際承諾。（Getty Images）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3看加國Canada2020年 3月 5日 — 3月11日     第 96期    

【看中國訊】移民部近日宣布，計畫

在 2020 年～ 2022 年間接收超過 100 萬

的新移民。

2 月 28 日，加拿大聯邦移民部長門

迪奇諾（Marco Mendicino）於多倫多

發表演講，「總理給我的第一項任務是，

在未來 3 年內使加拿大人口上漲超過 100
萬。我將在幾週後公布計畫。」他說。

這是門迪奇諾去年底被任命為移民部

長以來，首次在演講中公布政府政策。

之前，政府曾公布 2021 年的初步

移民計畫：增加聯邦技術移民項目、

省提名移民項目及難民項目的名額；

家庭團聚項目的名額將保持不變；大

西洋移民試點項目與保姆移民項目的

名額待定。

門迪奇諾將在近日正式提出加拿大

2020 ～ 2022 年間的移民名額。

移民部表示，吸引新移民能解決人口

老齡化問題。加拿大人的退休率居高不

下，2019 年的平均退休年齡為 64 歲。

加拿大人的生育率已跌至 1.54%。

2019 年，加拿大共有 34.1 萬人成為

永久居民。加拿大約 80% 的人口增長來

自移民。據估計，這一數字到 2033 年將

達到 100%。

門迪奇諾三月初訪問德國時，向德國

同行分享並傳授在新移民來到加拿大之前

就開始幫助他們找工作、瞭解加拿大生活

方式方面的經驗。

【看中國訊】亞省財政部長圖斯

（Travis Toews）2 月 2 日在卡城商會上

談到了省預算以及省府提高競爭力和吸引

投資的計畫。

預算估計本省 2020-21 財年和去年財

政收入保持相當，將為 500 億加元，隨後

的兩年，每年將增長 7.8%，在 2022-23 財

年財政收入會達到 580 億加元。

根據預測，隨著管道的開通和出口的

增加，石油行業將迎來更好的發展時期。

自然資源收入約佔總收入的 10%，預計

到 2022-23 年將增長 15%。

圖斯表示，本財年結束時的赤字將比

預期低 12 億加元，到本屆任期末 2023
年亞省將徹底擺脫赤字。

卡城商會主席萊莉說，商會已經完成

了對預算的分析，她喜歡政府所採取的途

徑。「這就是我們選這屆政府的目的——

財政必須有條理，以不斷減少債務和利息

的支出，並減少以後增稅的可能性。」

圖斯說：「我們承諾將不會增稅，我

們將信守承諾。」他還提到了新冠肺炎疫

情對亞省經濟的衝擊，並承諾加倍努力為

亞省創造最具競爭力的商業環境，使個人

和企業可以在全球舞臺上競爭。

【看中國訊】加拿大武漢肺炎確診病

例已達 33 例。 3 月 2 日起，亞省要求從

伊朗回來者自我隔離。

儘管目前亞省沒有已知的新型冠狀病

毒（COVID-19）病例，但鑒於全球病例

增長，亞省將自我隔離擴大到從伊朗返回

的旅行者。現在要求從伊朗返回亞省的旅

行者進行自我隔離兩個星期。亞省還要

求過去 14 天從伊朗回來的人致電 811 與

Health Link 聯絡。

目前，伊朗是亞省第二個增加自我隔

離要求的地區，僅次於中國湖北。

此外，亞省要求來自中國大陸、香

港、新加坡、韓國、日本和意大利的旅客

在回國後的 14 天內進行症狀監測。

卡爾加里的旅遊團體，航空公司對該

病毒的傳播提高了警惕。卡城機場正在接

受加拿大公共衛生署和省衛生部的指導，

以確保旅客的安全。加拿大邊境服務局負

責對從加拿大境外抵達的客人進行檢查，

並已採取其它措施。

亞省衛生官提示，養成

良好的衛生習慣非常重要，

例如掩面咳嗽和打噴嚏，勤

洗手，不要觸摸臉部。

【看中國訊】3 月是欺詐預防月，商

業改進局（Better Business Bureau, BBB）
與卡城警方防欺詐小組聯合發布了一系列

對加拿大消費者造成最大傷害的騙局。

BBB 最新發布了《風險和新興技術：

2019 年 BBB 詐騙風險追蹤報告》，該報

告基於消費者提供給 BBB 詐騙跟蹤工具

的數據，並根據 BBB 風險指數——一種

獨特的算法，計算出欺詐風險、受騙率和

金錢損失，從而更準確地評估詐騙風險。

報告顯示，旅行、度假和分享度假屋

類詐騙是受騙額度最高的，平均損失為

5,000 加元；第二種最常見的欺詐行為是

預付貸款手續費詐騙，受騙率為 71.1%；

親密關係和加密貨幣騙局分別位列第三

和第四，損失中位數分別為 4,000 加元和

3,617 加元；網上購物詐騙是受騙數量最

多的，佔所有舉報的騙局的 23.9%。

主管卡城警方欺詐案的弗雷德里克森

警長說：「我們接獲的報告不能體現實際

情況，……有人意識到被騙了，出於尷尬

而不願報案，他們以為自己是唯一的受騙

者，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BBB 鼓勵各個年齡段的人在將錢交

給他人之前，先進行調研，並與朋友、同

事或家人商討，以免成為騙局的受害者。

10 個最常見的騙局包括：

旅 行 / 度 假 / 度 假 屋 分 時 共 享

（Travel/vacation/timeshare）
預 付 貸 款 手 續 費（Advance Fee 

Loan）
親密關係（Romance）
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
網上購物（Online Purchase）
就業（Employment）
假 支 票 / 匯 票（Fake Cheques/

Money Orders）
家居裝修（Home Improvement）
投資（Investment）
技術支持（Tech Support）

未來3年加國將接受超百萬移民

加拿大常見的10個欺詐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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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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排湯粉
FISH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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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Combo Meat Wraps
$14.95$14.95特色烤肉粉絲捲

（Adobe Stock）

（圖片來源：BBB官網）

亞省財政部長公布2020年預算 亞省要求從伊朗回來者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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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亨利綜合報導】在 3 月 3
日的「超級星期二」美國總統初選中，前

副總統拜登 (Joe Biden) 挾 2 月 29 日在

南卡羅萊納獲勝的餘威，席捲了 14 個州

裡的 9 州。而先前領先的參議員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則贏了 4 個州。

雖然開票尚未結束，但是拜登已一反

數週前的頹勢，躍居民主黨總統代表票

的第一位。不過桑德斯在贏得加州這個

第一大票倉後仍然穩居第二位。根據美

國 NBC 新聞的推算，拜登將累積 509 民

主黨全國大會代表票，而桑德斯則獲得

458 票。另一方面，川普（Donald John 
Trump）則在共和黨初選中輕鬆勝出。

今年的超級星期二，民主黨在 14 個

州和海外屬島舉行黨內初選，決定 1375
張黨代表票的去向，共占 3979 初選代表

票約三分之一。桑德斯贏下家鄉佛蒙特、

科羅拉多、猶他、加利福尼亞，並在緬因

州與拜登拚了一個平手。而拜登則一舉贏

下德克薩斯、弗吉尼亞、北卡羅來納、阿

拉巴馬、奧克拉荷馬、田納西、明尼蘇

達、阿肯色和麻薩諸塞 9 個州。首次參

選的彭博進拿下海外屬地美屬薩摩亞。

建制派凝聚力量頂拜登

拜登在贏得南卡羅萊納州 2 月 29
日的初選後，成功凝聚黨內建制派的支

援。不但布塔朱吉、克羅布查立即宣布

退選支持拜登，先前退選的奧洛克 (Beto 
O’Rourke) 也出面為拜登站台。

億萬富翁宣布退選

本次民主黨初選中有兩位自費參選的

億萬富翁，即彭博及湯姆‧史戴爾 (Tom 
Steyer)。史戴爾花了約 2.5 億美元參選，

在南卡初選後宣布退選。號稱世界第九富

豪，身家值 550 億美元的彭博因參選太

晚，只能在 3 月 3 日第一次有資格上選

票。為了一舉成功，他光買競選廣告就花

了近 5 億美元。然而他出師不利，只贏

得了海外屬地美屬薩摩亞的初選。 4 日，

彭博宣布退選。

川普總統在 3 日晚間發推文揶揄彭

博說：「迄今為止，今晚最大的輸家是

『迷你邁克』彭博。他的『政治』顧問唬

弄了他。花了 7 億美元只換來一個綽號

『迷你邁克』（Mini Mike），並徹底摧毀

了他的名聲。好樣的，邁克！」

初選步伐在超級星期二之後會加快。

接下來每一週都會有好幾州進行初選。一

旦紐約、賓州、馬里蘭等大州在 4月底舉

行初選後，總統提名的版圖就可確定了。

【看中國訊】數千億隻蝗蟲從東非一

路飛往印度、巴基斯坦，即將進入中國

境內。中國國家林草局 3 月 2 日發出緊

急通知，明白指出蝗蟲可能入侵雲南、

新疆、西藏等地，呼籲民眾做好蝗災的

防範。根據早前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判斷，一旦入侵蝗災可能持續到 6
月，屆時蝗蟲數可能增長 500 倍。

根據中國林草局的資料顯示，中國每

年蝗災受災面積達 1.5 億畝，最高年分達

到 3 億畝。

對此次沙漠蝗蟲入侵，林草局強調，

其規律未知，且缺乏監測技術，致使防控

困難。根據經驗，超級蝗群移動起來遮天

蔽日，數十平方公里的天空變成黑夜，蝗

蟲飛過，農田盡毀。

《寧波晚報》早前報導，因應蝗災到

來，鄰近中國的巴基斯坦已宣布國家進入

緊急狀態，同時向北京求援。

近日網上流出一段視頻，顯示蝗蟲疑

似已抵達新疆邊界，拍攝視頻的網友直

呼，「漫天的蝗蟲，很嚇人。」

【看中國訊】《新京報》3月 2日報導，

為應對武漢肺炎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據各

省分發布的 2020 年重點項目投資計畫，

河南、雲南、福建、四川、重慶、陝西、河

北、浙江等 8 個省市先後公布重點投資項

目，總投資接近 27 萬億元人民幣。

有分析人士指出，拉動基礎建設是北

京在經濟下滑時期常用的手段，預計後期

也會對房地產等相關行業頒布刺激政策。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 3
月 2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當前中國經

濟的主要問題是要素供給（尤其是勞動力

復工）受到疫情衝擊，人流、物流堵點沒

有完全打通，產業鏈、供應鏈不能順暢運

轉，企業復工復產缺乏必要的條件。在這

種情況下，刺激政策解決不了問題。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持續，3 月

2 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將今年

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從此前的 2.9% 調至

2.4%。七國集團（G7）財長和央行行長

在 3 月 3 日舉行電話會議，商討因應疫

情擴大及其經濟衝擊的對策。

根據法國的財長勒梅爾對路透社表

示，G7 將「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遏

制疫情對經濟增長的衝擊。德國財長和英

格蘭銀行發言人均表示，正密切監控疫情

發展情況，必要時將採取行動。

3 月 3 日美聯儲宣布降息 0.5%，澳

洲央行於降息 0.25%。 4 日加拿大央行

宣布降息 0.5%。

G7 目前成員為美國、加拿大、英

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及日本。

【看中國訊】從中國爆發的武漢肺炎

疫情，已經在全球 82 個國家和地區持續

蔓延，世界各國無不繃緊神經應對。截

至 3 月 4 日，海外累計確診 14,835 例，

死亡 270 例，海外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疫

情在伊朗大規模蔓延，累計人數達 2922
人，死亡人數累計為 92 人，多高官確

診，亦有高官死亡。同時，新冠病毒還呈

現出一些演化跡象。

中國新文件曝： 
染上武漢肺炎器官受損嚴重

4 日， 中 國 國 家 衛 生 健 康 委 員

會（衛 健 委） 對 外 發 布「新 冠 肺 炎

（COVID-19，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

毒）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已經新增

「病理改變」部分，此部分說明瞭武漢肺

炎導致患者的脾肺、心臟，肝臟、膽囊、

腎臟、肺門淋巴結、骨髓、血管，還有其

它器官都出現了受損。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新版診療方

案顯示，依「目前有限的屍檢和穿刺組織

病理觀察結果」，武漢肺炎死者肺臟呈現

不同程度的突變，脾臟也有明顯的縮小，

還有心肌細胞可見變性、壞死，間質內

則可以見到少數單核細胞、淋巴細胞與

（或）中性粒細胞浸潤等多器官病變。

在肝臟與膽囊的病理改變中則是表現

為，肝臟體積增大，呈暗紅色。肝細胞變

性，以及灶性壞死伴隨中性粒細胞浸潤；

肝血竇充血，匯管區見淋巴細胞與單核細

胞細胞浸潤，以及微血栓形成。膽囊高度

充盈。

在腎臟的病理改變中，呈現腎小球球

囊腔內見蛋白性滲出物，而腎小管上皮變

性、脫落，還可見透明管型。間質充血，

還可見微血栓與灶性纖維化。

至於在骨髓的病理改變中，可發現骨

髓三系造血細胞（粒細胞、紅細胞、巨

核細胞）的數量減少。

在其它器官表現有腦組織充血、水

腫，以及部分神經元變性。腎上腺可見灶

性壞死；食管、胃與腸管黏膜上皮呈現不

同程度變性、壞死、脫落。

已演化出兩個亞型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生物信息中心

研究員陸劍和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

所研究員崔傑警告說，他們的分析研究根

據的是有限數據，需要對更多數據進行後

續分析，才能更好的瞭解病毒的進化。

初步的研究發現，新型冠狀病毒已經

演化出 L 和 S 兩個亞型：一種是與武漢

疾病爆發有關的毒力更大的新型冠狀病

毒 L 型，約佔分析毒株的 70%；另外一

種毒力較弱的冠狀病毒 S 型，佔毒株的

30%。

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評論》3 月 3
日發表的題為《關於 SARS-CoV-2 的起

源和持續進化》論文說，根據對這兩個亞

型新冠病毒基因組數據的分析，作者發現

S 型新冠病毒與蝙蝠來源的冠狀病毒在進

化樹上更接近，因此得出 S 型相對更古

老的結論，在人群中傳播的時間更長，因

而感染更多的人。

但是相對年輕的 L 型病毒株比 S 型

攜帶相對更多的突變。因而作者推斷，

L 型病毒傳播能力更強，在人體內複製更

快，因此可能意味著其毒力也更大。

韓國宣布找到抗體

除了中國之外，疫情最嚴重的是韓

國，截至發稿時，該國確診病例 5766
例，死亡 35 例。該國有研究團隊從嚴重

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和中東呼吸

症候群冠狀病毒（MERS）的抗體中，發

現武漢肺炎病毒抗體。

4 日，根據《韓聯社》報導指出，韓

國化學研究院 CEVI（武漢肺炎病毒）

融合研究團隊有一項重大發現，也就是武

漢肺炎病毒的刺突蛋白結構，其能與目前

已經知道的 SARS 和 MERS 的中和抗體

結合在一起。

先前的研究顯示，冠狀病毒就是透過

刺突蛋白結構入侵細胞的。如果借由疫苗

注射抗原之後，在人體的免疫反應之下，

就會產生抗體，在這個過程中抑制病原體

的抗體，即是所謂的中和抗體。

另外，研究團隊已於上月 17 日，透

過疾病管理本部取得了確診患者的檢體，

並已成功分離病毒且著手培養，以獲取武

漢肺炎病毒的核糖核酸（RNA）。

韓國研究團隊已經將此項研究公開發

表在生物科學的預印網站 bioRxiv 上，

且準備進行實驗研究，預計將會對於武漢

肺炎疫苗的研發，做出重大貢獻。

新冠病毒呈現演化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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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900$499,900
東南區 Radisson Height 老區新房 臨近
市區，4 臥室，雙車庫，可上下分租，
交通便利

$411,000$411,000
西北區 Arbour Lake 坐北朝南，陽光充足 新屋
頂，新熱水爐，步行可至 C-train 車站，學校，
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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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900$477,900
西北區 Brentwood 超值學區房，近大學 
名校高中，雙車庫 3 臥室，精緻新裝修 

降價！ 降價！

新
上
市 降價！

中國啟動超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 G7財長協商新冠疫情對策

超級星期二 民主黨戰情激烈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超級星期二晚上

對支持者發言。（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東非沙漠蝗災 即將入侵中國東非沙漠蝗災 即將入侵中國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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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

卡城房市

【看中國訊】週三（3 月 4 日），出

於冠狀病毒傳播引起的經濟擔憂，加拿

大銀行將其基準利率降低 50 個基點，至

1.25%。

「在爆發之前，全球經濟正顯示出

穩定跡象，正如世行在其一月貨幣政策

報告（MPR）中所預測的那樣。但是，

COVID-19 對越來越多的國家的人們構

成了重大的健康威脅，」加拿大銀行在一

份新聞稿中說。

「結果，某些地區的商業活動急劇下

降，供應鏈遭到破壞。」

加拿大央行預計商業和消費者信心將

進一步惡化。

加拿大央行跟隨美聯儲的步伐，週三

在七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之後將利

率下調了 50 個基點。

地產經紀公司 RE/MAX 的執行副總

裁 Christopher Alexander 表示，加拿大

銀行降息將為多倫多等熱門房地產市場增

加動力。「大多倫多地區的房屋銷售繼續

飆升，降息將繼續吸引更多的買家進入市

場。」他說。

卡爾加里房地產委員會（CREB）首

席經濟學家 Ann Marie Lurie 表示，降

息可能會促進房屋銷售。「降息意味著有

更多的人可以進入房地產市場。估計房屋

銷售會比預期更強勁。」

房地產委員會上個月表示，房屋銷售

與 2018 年同期相比增長了 23％以上，

並且新房源也有所增加。

Lurie 說：「我們經歷了房價下跌，

抵押貸款壓力測試施行等，隨著進一步降

息，這可能足以支撐需求增加。」另外她

認為降息不會是改變房市的決定性因素，

整體經濟條件仍然是主導因素。她認為還

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房源的過量供應。

【看中國訊】在居家生活中，布置一

間舒適的浴室，將會提升我們每天的生活

品質。

想要維持浴室的整潔美觀，可以設計

一些垂直收納的空間，例如：使用掛鉤或

吊掛式整理架來整理淋浴用品或化妝品。

也可以考慮擺放整理梯架，它的好處是不

需要在牆上打眼，讓空間看上去更加整潔。

如果浴室中的收納空間不足，可以利

用收納籃來放衛生紙、腳踏墊、浴巾和毛

巾等用品，便於定期清洗。

如果浴室空間夠大，可以放置一個可

在浴室內使用的櫃子，好處是可以充分利

用櫃子自帶的抽屜收納零散物品。

浴室裡的瓶瓶罐罐太多不僅難整理，

瓶罐底端也容易藏汙納垢，因此可以考慮

使用三合一給皂器。

【看中國訊】二月份，卡城房屋銷售

1197 套，較去年同期增長 23.02%。但

銷售量仍遠低於長期平均水平，與過去五

年中的較低水平一致。

卡城房地產委員會（CREB）首席經

濟學家 Ann-Marie Lurie 說：「房市狀況

仍在改善。」

「由於需求的適度增長和房源供應的

減少，卡城房市（與平衡的市場相比）

待售房源過剩的供應量逐漸減少。這種情

況通常在房價穩定之前出現。」

2 月份全市房屋基準價格為 416,900
元（未經調整）。與 1 月份的 417,100 元

基準價相比略有降低，比去年同期跌近

1%。總體而言，價格仍比 2014 年的月

度最高水平低近 11%。

二月房市概況

獨立屋

2 月份，全市售出 685 套，比去年同

期的 589 套增長了 16.3%。 1、2 兩個月

累計銷售量，則同比增長 11.8%。除了

市中心、東北區和西北區的銷售繼續放

緩，其他區域銷售都有改善。

今年到目前為止，全市的新上市房源

下降了 1%。

銷量增長和新上市房源的減少有助於

降低庫存水平，也使 2 月份房屋待售期

縮減到 4 個月以下，比去年同期待售期

大於 5 個月相比，是一大進步。

2 月份全市獨立屋的基準價繼續下

降，為 479,100 元，但下降速度正在放

緩。基準價比去年同期下降約 0.3%，且

各區的價格變化差異很大，市中心房價降

約 3%，而南部則升 2%。

公寓

2 月份 銷 售 量 較 去 年 同 期 大 漲

39.33%，共售出 209 套。銷售量增長的同

時，新上市房源也有所增加，導致待售庫

存上升。

銷售增長迅猛導致房屋待售期縮短，

但持續的供過於求的市場狀況導致價格承

受壓力。

2 月基準價格與上月相比有所下降，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43%，至 244,700
元，比 2014 年的月度高點低近 19%。

鎮屋

2 月份基準價 310,700 元，較去年

同期降近 1%。銷售增長和新上市房源減

少，導致庫存量降至 1621 套，同比降約

10%。

房屋待售期：2 月份平均不足五個

月，與過去兩年相比有所改善。

市場情況仍對買家有利，但情況的

改善有助於緩解價格的下行壓力。全市

各地的市場狀況不一，許多區域鎮屋價

格都在下降，但在西區、東南區和東區

有所上升。

二月卡城房屋銷量大增

TheIvyCalgary.com

THEIVY@BROOKFIELDRP.COM
403.516.5950

$400s

僅存的新屋

正在熱賣
歡迎參觀 2套全新展示屋

體驗住在 Ivy的生活
美觀的 2 & 3臥室佈局，配以現代化裝飾

大學區核心優越地段

高天花板，高品質 Bosch家電，以及連體車庫

距Market Mall和卡爾加里大學僅幾個街區

參觀展示屋

4410 UNIVERSITY AVE NW

都 市 精 品 鎮 屋

起價大

（Adobe Stock）

加央行降息50個基點 或推動卡城房屋銷售

加拿大央行

浴室舒適度提升小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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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蘇菲採訪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在全球擴散，

加拿大聯邦衛生部長海度（Patty 
Hajdu）上週稱「雖然加拿大新

冠病毒的風險較低，為了以防萬

一，民眾可以考慮囤積一個星期

的食品和藥物」，結果引發了小

規模的搶購潮。

加拿大多地 Costco 店內的

衛生紙、瓶裝水、速食麵幾乎被

買空，Walmart 也出現了類似

情況。卡城華人居民陳女士對

本報記者說，卡城 Costco 貨架

已被搶空，Superstore 的國際食

品貨架也被清空了不少，她在

C-Train 站還看到有華人長者背

著大包衛生紙在行走，這些令她

感到恐慌，決定也去囤些物資。

安 省 衛 生 廳 長 艾 略 特

（Christine Elliot）表示，省級

已經設有總指揮中心，目前加拿

大的醫院已經準備好應對疫情，

呼籲民眾冷靜，應如常生活。

而美國自 2 月起確診病例

持續增加，其中加州確診人數最

多，多個華人聚居的地區都出現

搶購潮，搶購對象也從口罩、消

毒液轉移到食物、日用品上。

《看中國》美國記者走訪眾多華

人聚居的美國南加州，2 月底 3
月初，當地出現搶購潮的新聞不

時見諸於報，搶購場景也出現在

電視新聞報導中。

有人在紐約一 Costco 分店

拍到一名華人女子，一

下子買了 10 大包麵粉。

據這名女子稱，她本來

要到華人超市買大米，

到店裡時發現大米已經

被人搶光了，於是馬上

轉戰 Costco，也沒有大

米可買，只能把 10 大包

麵粉搬上購物車。

這次華人搶購潮中

似乎有個特點：新移民

比老移民多，而「新新」

移民又比新移民多。在

加州還有一個特點，同

樣面對疫情，白人沒在

搶，拉丁裔沒有，非裔也基本沒

有，甚至同是亞裔，其它族裔也

比華人少。然而在華人聚居地區

的 Costco 紛紛被掏空的同時，

非華人社區的 Costco 卻是仍如

日常。

在 華 人 密 集 社 區 的

Costco，紛紛貼出「抱歉，我們

的水和衛生紙統統賣光了」，非

華人社區的 Costco 的瓶裝水和

衛生紙卻如常充足。

對於搶購潮白人又有甚麼看

法呢？一名白人老人向我們表

示，從 70 年代到現在，記憶中

還真不記得有過任何時候需要搶

水搶糧。他表示，即便是發生區

域性火災、水災、地震等重大災

難，也不用擔心會餓死，因為政

府會首先介入，保護當地基本民

生物價。而美加兩國也確實擁有

完善的防災機制，如果地方宣佈

成為疫區，任何商店企圖提高物

價都會被視為違法。

事實上，上週美國的搶購潮

後，又出現了一波「退貨潮」，

大批華人估計是發現吃不完，拿

著好幾袋大米回到超市退貨，退

貨人龍一直排到店外。有關照片

被當地居民上傳社交平台上，引

來激烈討論。

事實上根據美加法律，即便

未開封的食品，賣場接收退貨之

後，也需全部丟棄，會造成非常

大的浪費。

一名老華人也希望藉《看中

國》提醒大家：囤糧不算是錯

誤，但如果你買多了吃不完，請

在食品未過期的情況下，捐贈給

慈善機構或給需要的家庭，不要

丟棄和退貨。因為每個人的面孔

不僅僅代表你自己，也代表著你

族裔的形象。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

導】國際評級機構惠譽 3 月 2 日

發布報告指，中國爆發的武漢肺

炎疫情對全球供應鏈造成衝擊，

其中電腦及電子元件斷供風險巨

大。預料日本和印度是受中國供

應鏈斷供影響最大國家。國際科

技企業蘋果、惠普及 Facebook
已出現缺貨問題。

報告稱，在中國中間進口和

出口的份額中，電腦和電子元件

的佔比最大，也是中國作為組裝

出口佔比最大的領域。據中國進

出口數據顯示，中國電腦及電

子元件在 2015 年中間進口值為

1440 億美元，同年出口中間產

品為 3860 億美元。中國製造業

是全球電子供應鏈中重要一環。

報告還指出，此次疫情造成

的斷供，印度和日本遭遇的損失

較大，因為對於印度和日本的製

造業，其 60% 的電子零件是從

中國進口的；美國有約五成的中

間電子產品來自於中國。

據彭博調查顯示，因武漢肺

炎疫情導致中國斷供，蘋果、惠

普（HP）及臉書（Facebook）3
家科技企業已出現缺貨情況。

蘋果公司在 2 月表示，由

於全球 iPhone 供應量減量和中

國需求下降，蘋果預計不會達到

第 1 季度的營收目標。

Facebook 則稱，對於武漢

肺炎疫情導致的斷供，公司已

有所準備。

日韓的零部件斷供會直接

影響到在中國大陸的組裝生產及

上下游生產供應，將二度衝擊環

球整體供應鏈。

而在南韓的總出口額中，出

口中國的份額約佔總量的四分之

一。並且日韓兩國出口中國的零

部件多以電子配件、半導體及液

晶顯示屏為主。

路透社引用北京龍洲經訊技

術分析師王丹的話說，「很多元

器件的缺乏會造成整個生產的停

滯。如果日韓公司不能夠供貨，

像富士康這樣的裝備公司就會更

加難辦。」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中國浙大醫院 3 月 1 日完

成了一名 66 歲女性武漢肺炎

(COVID-19、新冠肺炎 ) 患者

的雙肺移植手術。然而在前一

天 , 江蘇省無錫市才剛完成一名

59 歲男性武漢肺炎重症患者的

雙肺移植手術。這兩宗雙肺移植

手術獲取肺源的時間很短，因此

有預約供體的嫌疑。

《錢江晚報》報導 ,3 月 1 日

下午 ,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

醫院 ( 以下皆稱浙大一院 ) 多學

科協作在之江院區的負壓手術室

完成了「全球首例老年武漢肺炎

移植手術」, 該患者是一名 66
歲女性。這位女性患者 2020 年

1 月 31 日確診染上武漢肺炎 ,2
月 2 日因為病情惡化而從浙江

某地轉院到浙大一院進行搶救。

經過一段時間的救治之後 , 該名

患者的病毒核酸檢測轉呈陰性 ,
但是其雙肺實際上已經受損得

相當嚴重 , 肺功能受損已「不可

逆」, 因此 , 延續生命的唯一方

法就是進行雙肺移植手術。報導

稱 ,「這臺高風險、高難度手術 ,
凝結了浙大一院 30 多位醫護專

家的心血」。多名醫護人員歷

經 4 個小時的手術 , 終於順利完

成雙肺移植。

報導還描述 ,「1 日上午 ,
一位湖南腦死亡患者捐獻大愛 ,
肺與患者配型成功 , 手術進入倒

計時」; 上午 10 點 30 分 , 醫療

人員完成供體捐獻 , 馬不停蹄趕

回杭州 ;...... 下午 5 點 , 供肺抵

達了之江院區手術室 , 醫生即刻

開始進行修整 , 隨後由浙大一院

肺移植科主任韓威力主刀 , 並在

使用 ECMO 之下 , 肺移植手術

正式展開 ; 晚間 9 點 18 分 , 雙
肺移植順利完成。」

報導稱 , 肺移植科主任韓威

力術後回憶表示 ,「整個手術過

程險像環生」，並稱 , 雖然患者

目前體徵平穩，但是能否全面

康復仍需視她能否撐過關鍵的

術後三天。

談及供體時 , 韓威力聲稱 ,
「一週之前我們就在全國地毯式

尋找供體 , 想找到一個與這名患

者身高、體重相對比較匹配的肺

源。現在的這個供體是目前找到

的最合適的一個。」這一次的雙

肺移植手術至少是提前兩天 (2
月 29 日 )，院方就已預約到了

供體 , 同時已經通過檢測確認供

體和等待接受移植的病患匹配 ,
所以才會提前兩天就聯繫桂林機

場來為 3 月 2 日取送供體開闢

所謂的「綠色通道」。

對此 , 外界強烈質疑 : 浙大

一院預約的這個供體 , 難道是早

就提前預定好了將於 3 月 2 日

死亡 ? 這麼短的時間怎麼能有 2
個健康的雙肺「捐獻」? 據悉 ,
這兩起針對新冠病毒感染患者進

行的雙肺移植手術的主刀醫生韓

威力、陳靜瑜 , 早年都曾經因為

涉嫌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而遭到《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

織》列入追查名單中。

【看中國訊】中央社日前報

導，武漢市封城後，許多外地人

被迫流落街頭，有些人甚至到醫

院垃圾桶翻找食物，極可能因此

遭病毒感染。

武漢 1 月 23 日突然封城，

無數外地人猝不及防地被困城

中，這些人原本打算新年返鄉，

他們退掉了租房，處理了生活用

品，毫無準備地被拋棄在武漢的

角落。這些滯留的外地人大多為

底層打工者，他們勢單力薄，沒

有人為他們呼籲，政府自顧不

暇，更無暇顧及他們的權益。

報導指出，這些人被迫流落

到車站地下室、路橋墩柱下、垃

圾堆放場等處，撿拾一些禦寒衣

被席地而睡，白天就跑到各大醫

院、辦公樓等處，爭搶別人倒掉

的剩菜剩飯食用。

一名中年男子訴苦說，「我

們被困很久了，沒有政府幫助，

吃住都沒法解決，只能輾轉上街

自行覓食，並且，在與家人聯繫

時，還要裝出一副安好的樣子，

以免家人知情後著急。現在，我

們迫切希望早日返鄉，早日與家

人團聚。」

華人搶購潮引熱議

電子供應鏈斷供風險加劇

兩天兩例雙肺移植 主刀醫生被起底武漢封城 
外地人流落街頭

【看中國訊】現年 36 歲的

譚 鴻 晉（Hongjin Tan， 音

譯），因從美國菲利普斯 66 石

油公司竊取電池技術，被判監

禁 24 個月。

美國聯邦地區法官弗里澤

爾（Gregory K. Frizzell）還判

處他向其前僱主支付 15 萬美元

的賠償金，以及刑滿後監督三年

（supervised release）。
譚鴻晉擁有美國綠卡，曾在

菲利普斯 66 石油公司從事下一

代電池技術的研發工作。美國司

法部日前在聲明中說，譚於去

年 11 月在美國俄克拉何馬州北

區法院認罪，承認未經其僱主授

權故意複製和下載研發材料。美

國司法部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

助理部長約翰 ‧ 德默斯（John 
Demers）說：「中方一直企圖

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這次的調

查和起訴揭露了又一個實例。」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別探

員梅麗莎 ‧ 戈博爾德（Melissa 
Godbold）說：「美國公司在先

進的研究和前沿技術上投入了大

量資金。FBI 將致力於保護美國

產業不受對手的侵犯。」

竊美電池技術  
大陸學者獲刑

美國Costco 搶購情況（網絡圖片）

 搶購潮後的退貨潮（網絡圖片）

富士康深圳工廠（Getty Images）

官方公布術後圖片。（網絡圖片）



皇家山大學音樂學院成立

於110年前，是卡爾加里最重
要的傳統音樂學校之一。這裡

提供語言及各式音樂課，無論

是幼兒還是老人、無論是初學

者還是精英級，在這裡都能找

到合適你的課程。從小劇院到

高規格音樂廳，皇家山音樂學

院設備齊全，能滿足各種表演

或活動要求。

學院提供一系列私人課程、超過

30 種小組課程、6 組合唱團、6 個交響

樂團，以及貝拉音樂廳（Bella Concert 
Hall）上演的世界級表演，全年活動接踵

而來，機遇非凡。

學院代理總監 Jean-Louis Bleau 說：

「作為音樂家，在設計完善的泰勒中心

（Taylor Centre）學習和提升技能，這是

一種變革式的體驗。」

他表示：「不論你希望得到傑出的導

師指導、或是加入獲獎樂團，在音質一流

的劇場中表演，你都能在皇家山音樂學院

找到。」

私人課程

皇家山音樂學院提供一系列歌唱、樂

器、樂理及語言私人課程，涵蓋所有範

疇，不同年齡人士均可參加由學院為你量

身訂造的課程，並由專業導師和音樂家授

課。更多地了解我們一流的教職員，請訪

問：mru.ca/MusicTeachers

卡爾加里中樂團

卡城中樂團有超過 20 年歷史，並在

2018 年加入皇家山音樂學院。樂團由各

種不同樂器組成，每一種都古老且深具內

涵，其中一些樂器為中國所獨有。樂團旨

在將中國豐富的傳統文化和具有地區特色

的民間音樂與西樂融合，展現給觀眾。更

多詳情可見：mru.ca/CCO

卡爾加里青年樂團

卡城青年樂團（CYO）是皇家山音

樂學院交響樂團課程中的旗艦樂團，這是

獲得國際認可、加拿大最知名的青年樂團

之一。在這裡，學員們將在登台演奏方面

接受嚴格的訓練，得到來自本地以至國際

上最好的指揮家和演奏家的指導。參加者

年齡須介乎 14 至 24 歲，遴選程序將在

每年 5 月底或 6 月初舉行。更多詳情可

見：mru.ca/CYO

進階表演課程（APP）
學院提供專門針對提高演奏技巧的進

階課程，助你邁向專業音樂表演家之路。

課程主要面向高中或大學音樂專修學生，

並提供學業上的專業指導。更多詳情可

見：mru.ca/Academy

各式活動

我們還有更多活動等著你來參加，例

如母嬰音樂胎教、成年人合唱團等，歡迎

瀏覽 mru.ca/Conservatory 尋找合適你的

活動吧！

皇家山大學音樂學院（下稱學院）

與安布羅斯大學（Ambrose University）
簽訂協議，未來學院學生可在安布羅斯大

學完成並獲得音樂學士學位。

學 院 目 前 提 供「進 階 表 演 課 程

（APP）」，這是一個非學分制、側重演奏

技巧的證書課程。它針對在校就讀的大學

生，錄取標準高，提供高強度訓練和來自

導師及客席音樂家的指導。

學院代理總監 Jean-Louis Bleau 說：

「我們對於安布羅斯大學向學院學生頒發

音樂學位的安排感到非常高興，這樣我

們的學生就能安心在追逐音樂專業的路

上邁進。」

Bleau 表示：「這項協議是對學院學

生所受專業教育的認可，不僅如此，他們

還將從安布羅斯大學的大學課程中受益，

實現他們的學業目標。這為提供大學音樂

專業提供了一條新思路，兩所學院各有專

長，讓學生在邁向專業之路時可以同時得

益於他們的所長。」

根據有關協議，學院學生現在可以申

請安布羅斯大學 2020 年秋季學士課程，

正在就讀學院 APP 課程的學生，則可以

直接獲得安布羅斯大學首兩年的學分。

至於已經畢業的學生，則可透過「評核認

準制度 （Prior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Recognition Program）」申請學位。

安布羅斯大學文學院院長 Barrett 
Hileman 說：「這項協議的達成歸功於皇

家山音樂學院 APP 課程和安布羅斯大學

文學院的共同努力，它將提供優質的教

育，培育出能對我們的城市、文化和其它

方面產生重大影響的學生。我們兩家學院

對於教育有著共同理念，那就是培養出傑

出、對城市、對國家能有正面貢獻的學

生，我們很榮幸能與這家受各方尊敬的學

院合作。」

有關學位安排詳情，

請見 mru.ca/Ambrose

皇家山大學音樂學院
從初學到擁有專業學位 都能在這裡找到合適的課程

安布羅斯大學為皇家山音樂學院學生 
頒發音樂學士學位

表演速遞：貝拉音樂廳的小提琴新風采

The Fretless X 卡爾加里青年樂團
4月5日 星期日 晚上7:30 @ Bella Concert Hall

The Fretless是一隊來自卑詩省的民族樂團，多年來旨在將以小提琴為主的民族音樂帶
給更多聽眾，這次與卡爾加里青年樂團的合作將為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體驗。

售票網站：taylorcentre.ca

百年 
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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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自去年 12 月爆發後，

由於當局在疫情早期隱瞞數據，

導致疫情蔓延全世界。黨刊曾透

露，習近平 1 月 7 日就曾提出

防疫要求。而日前傳出一名前高

官的通信手稿指，全國人大常委

會在 12 月 28 日就開始討論兩

會延期，似乎為北京隱瞞疫情再

添證據。

3 月 1 日，中國網路自媒體

流出據稱是前高官高尚全 2 月

25 日書寫的通信手稿，收信方

是他的前部下蘇東波。

信中有關北京 12 月 28 日

就開始討論兩會延期的信息。手

稿中披露：「這次人大常委會從

去年 12 月 28 日開始到 2 月 24
日討論（兩會）如期召開還是

延期召開，總共用了 55 天，經

過冗長的法律程序和繁瑣的法律

手續，坐失了良機。」

旅美民運人士韓連潮在推特

指出，這說明北京高層早在 12
月底，就已得知疫情並預見到

其嚴重性，但隱瞞真相不讓人

民知情。

韓連潮在推特中表示：「前

發改委主任高尚全致信高層要

求改革，信中含若乾重要信息：

1. 如無極為特殊事兩會必須準

時召開；高層早在去年 12 月 28
日就討論推遲兩會，說明高層已

得知疫情並預見到其嚴重性，但

隱瞞真相不讓人民知情。 2. 要
求人大擴權，加強應變機制，

3. 要求擴大民主，信息透明 , 希
望更多人站出來為民請命！」

資料顯示，高尚全 1985 年

至 1993 年任中共體改委（國家

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現在仍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

會會長等中共智庫職務。體改委

曾是國務院下屬部門，首任主任

是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1982
年至 1987 年），當時是高尚全

的直接上級。

目前無法驗證上述手稿的真

實性。高尚全本人也未就此發表

評論。

和高尚全手稿同時流出的，

還有蘇東波 26 日寫給高尚全的

回信，其中對「四點建議」表示

贊同，同時補充兩點，即當局對

外公布兩會的巨額開支，授權兩

會對失職官員進行問責，包括

直接向國家衛健委提出多項質

問等。

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前所長

陳秉中在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時披

露，當局掩蓋疫情真相，致使疫

情發展到全面失控的局面。陳秉

中說，官方說疫情是 12 月 8 日

出現的，但當局 1 月 20 日才首

次宣布防控措施。「從 12 月 8
日到 1 月 20 日，四十多天了，

能不惡化嗎？就是失控了，當局

自己掌握不住了。」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書

記張琦被「雙開」並移送審查起

訴。網傳張琦巨腐案情驚人，其

住宅內起獲黃磚金條金磚數量驚

人，現金 13.5 噸，帳面來路不

明資金 2680 億，或刷新北京當

局貪官貪腐記錄。

3 月 4 日據中央紀委國家監

委網站消息，海南省委原常委、

海口市委原書記張琦被雙開。對

其「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了

立案審查調查。

通報稱，張琦在落實中央重

大決策部署不到位；處心積慮對

抗審查，不按規定報告個人有關

事項；多次接受不法私營企業主

的宴請和旅遊安排；收受禮品、

禮金；在工程項目承攬、土地徵

收拆遷、幹部職務晉升等方面利

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利，

並非法收受巨額財物；夥同家

人大肆收錢斂財、大搞權錢交

易等。

因此，張琦被開除中共黨籍

及公職；終止其中共十九大代

表、海南省第七次黨代會代表、

海口市第十三次黨代會代表資

格；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

機關審查起訴。

2019 年 9 月 6 日，中紀委

通報，中共海南省委常委、海口

市委書記張琦落馬。其落馬十分

突然，他在 9 月 5 日還出席海

南省人才大會，與省委書記劉賜

貴、省長瀋曉明同坐主席臺。

隨後張琦巨腐案情在網路

曝光。去年 9 月 25 日有網友在

海外推特上爆料稱，張琦住宅

內起獲金條金磚數量驚人，現

金 13.5 噸，帳面來路不明資金

2680 億，多豪宅…張琦被起獲

的身家若屬實，勢必刷新貪官

記錄。但相關爆料目前還沒有

被證實。

中共十八大以來，海南先後

有前副省長冀文林，省委前常

委、常務副省長譚力，省人大常

委會前副主任張力夫和省政協前

副主席林方略 4 名省部級官員

落馬。張琦是中共十九大以來海

南省首位落馬的省部級官員。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近期在武漢肺炎疫情仍未現

拐點的情況下，官方媒體不斷

強調國內新增病例「歸零」，各

地陸續復工，外國則「形勢不

妙」，甚至將病毒源頭矛頭指向

美國。有學者揭露當局對於疫情

輿論控制有四部曲。

疫情輿論控制四部曲

旅美學者何清漣 3 月 2 日

發推文稱：我最近在研究中國疫

情輿論控制，分成四部曲：喪事

當作喜事辦、病毒來自美國的陰

謀論（理論基礎是鐘那句病毒

不是中國的）、我們又贏了（此

時正在進行），第四部曲是「中

國拯救了世界」，還未上演，很

快就會出現。堪比文革時期的文

膽、筆桿子們。

對於「喪事當作喜事辦」的

現象，在當局對歷次天災人禍的

處理中都很明顯，在這次武漢

肺炎疫情爆發後，最引發爭議

的是，疫情仍未止息，文宣部

門製作的一本宣傳當局如何「抗

疫」、吹捧習近平的新書早前卻

迅速上架預售，引爆網路一片

罵聲。

另外，一段時間以來，在

大陸輿論圈流傳病毒來自美國

的陰謀論，而且愈演愈烈。直

至 2 月 27 日，國家衛健委高

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

院士鐘南山聲稱，「疫情首先出

現在中國，不一定發源地在中

國」。鐘南山這番話引起一片

嘩然。

旅美學者何清漣近期在《上

報》刊文認為，「美國早就成了

共產極權、宗教極權國家清洗自

己各種罪孽的污水桶，不管它們

遭遇什麼壞事，哪怕與美國沒半

點關係，在這些國家的宣傳機構

與中國的大外宣那裡，罪魁禍首

總是萬惡的美帝。」

王滬寧疑似幕後操弄人

習近平 1 月 20 日首度就疫

情公開發聲，在要求嚴控疫情

的同時，特別強調所謂強化輿

論引導工作和「維護社會大局穩

定」。中南海這一任務一軟一

硬，硬的一手「維穩」落在中共

政法委書記郭聲琨手上，軟的一

手「輿論引導」卻在「三代國師」

王滬寧身上。

1 月 26 日公布的中共疫情

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中，組長是李

克強，唯一副組長就意外由掌管

宣傳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擔任。

王滬寧由此成為這次抗疫大戰的

另類監軍。

在當局的語境裡，輿論引導意

味著加強輿論控制，扼殺公民的

言論自由和新聞媒體的報導自由。

自 3 月 1 日起生效的《網路

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明確提

出嚴控網路信息，之後中國網路

世界更加是哀鴻遍野。隨後中國

眾多網民開設的微博或微信公眾

號被封，其中大部分被封的公眾

號與言論有關。

另一方面，自武漢肺炎疫情

爆發後，大陸媒體紛紛強報「暖

新聞」，尤其是《人民日報》從

今年 1 月 5 日開始，就已不定

時在頭版刊登「總書記來過我們

家」系列宣傳文章。

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

畫中心主任錢綱近日以英文撰

寫文章批評，「總書記來過我們

家」系列文章從 1 月 25 日到 2
月 24 日，共在《人民日報》頭版

出現多達 14 次，每篇都在散播

歡愉的精神，罔顧現實的武漢

疫情。

有分析認為，文宣代理人王

滬寧，試圖靠輿論控制和宣傳手

腕，在這場大災難中讓當局避

險，反將人民的災難來轉化為鞏

固其黨統治的「良機」。

學者曝北京疫情輿論控制四部曲

高官稱12月底就討論兩會延期

海口市委原書記被審查傳藏現金13.5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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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三：

【耳鳴 / 聽力障礙】一位患者耳鳴持續
15 年，嚴重影響睡眠及聽力。西醫測
評耳鳴程度達 7-8 級（最高 10 級），
經治療後無改善。轉至本門診，經二個
月治療，耳鳴降至0-1級。患者說：「耳
朵不吵了，能聽清手錶『滴答』聲了！」

            病人反饋之四：

【過敏性鼻炎】一位患者過敏性鼻炎反
覆發作 3年，今年更甚，鼻塞，頭痛，
連續噴嚏流涕無法控制。經西醫治療無
效。轉至本門診，經 10 次治療後，鼻
腔充血、腫脹及過敏症狀消除，未復發。
他說：「終於能正常呼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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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在直接操縱疫情輿論維穩。（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中共 2 月 26 日針對 2019 年

冠狀病毒疾病（武漢肺炎）疫

情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習近平

等 7 名政治局常委帶頭支持疫

情防控工作捐款，但未公布捐款

金額。更早之前，中共中央組織

部已印發通知，要求各級中共黨

組織支持武漢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要做好黨員自願捐款指導

服務工作」，要堅持自覺自願，

不強迫。

近兩日，重慶、河南、四

川、黑龍江等多地政府及包括中

國外交部、民政部、中共政法委

等官方機構，紛紛透過媒體和網

站報導「黨員踴躍捐款支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有海外媒體分析認為，現在

中共中央最有權力的 7 名常委

上演這場「捐款戲」，實際上有

多重用意：一方面，掌控中共喉

舌的王滬寧等各級官員，會藉機

為高層宣傳、貼金，以此煽動民

眾的愛國情緒，掀起一場全民捐

款運動。

另一方面，不只是習的政

治對手，就連層層貪官以及各

大企業主也不得不響應習的「號

召」，藉機捐款以求自保。

再一方面，這次高層發動的

捐款運動，也真實反應出中國經

濟的嚴重困境。最近習近平在疫

情仍未平息之際，仍強令全國各

地復工復產，外界認為顯然是跟

當局在經濟方面受到壓力有關。

【看中國訊】在武漢肺炎肆

虐全國、大陸白酒業受到很大衝

擊之時，貴州茅台集團發生重大

人事變動，原貴州省交通廳廳長

高衛東接替李保芳出任茅台集團

黨委書記、董事長。

高衛東 1972 年出生，為河

南鄧州人。 2012 年，高衛東出

任貴州省貴陽市副市長等職務；

2017 年 2 月，出任貴州省交通

運輸廳黨委書記等職。

李保芳在茅台集團董事長

位置上時間並不長。 2015 年 8
月，李保芳空降茅台，出任茅台

集團黨委書記、總經理。有分析

人士稱，現年 62 歲的李保芳為

正常退休。

近一年多來貴州茅台集團中

高層落馬的總數驚人。繼原茅台

集團董事長袁仁國落馬後，袁仁

國時代的多位茅台高管先後被

調查、逮捕、起訴。 2019 年至

今，茅台集團已有 11 名管理人

員因貪腐問題落馬，其中 2020
年落馬的有 2 人。

2018 年 5 月 6 日 晚 11 點

多，茅台集團半夜開會宣布袁仁

國被免去茅台集團董事長職位。

習近平捐款 
層層有壓力

茅台換帥 
交通廳廳長空降

 張琦（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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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在今年中國

新年之際爆發，大量旅

遊返鄉人潮令疫情更難控

制，東亞多國紛紛宣布淪

陷。《中央社》報導，台灣

運用其國民健康保險數據庫，

並將之與移民和海關數據庫結

合在一起，開始創建大數據進

行分析，有效掌握病人和潛在

病人情況，安排他們進行檢測

和隔離。

事 實 上，SARS 爆 發 後

的 2004 年， 台 灣 政 府 建 立

了「國 家 衛 生 總 指 揮 中 心」

（NHCC），負責災難管理，專

注於應對大規模疫情。去年 12
月 31 日中國大陸公布武漢肺炎

病例後，台灣立即對出入境人

士展開篩查，並在 1 月迅速實

施至少 124 個行動檢測項目，

以及迅速建立口罩及醫療物資

生產線，達到醫療資源自足。

登美醫學雜誌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

揮官陳時中表示，台灣是全球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COVID-19）
蔓延全球，部分國家病例數

據激增，與中國大陸毗鄰的

日本、韓國相繼淪陷，但台

灣防疫成果傑出，得到各國

盛讚。

台灣抗疫 全球盛讚

最早執行登機檢疫的國家，所

以在 1 月 21 日時才可在機上迅

速察覺第一例，也避免了患者

走入社區引爆「社區感染」的風

險；而後兩個案例，也都是直

接在飛機檢疫時就攔了下來。

美國斯坦福大學小兒科

副教授、「政策、成果和預防

中心」主任王智弘（C. Jason 
Wang）3 月 3 日在《美國醫學

會雜誌》發表題為《台灣因應

COVID-19》的評論文章，指出

台灣雖然離中國大陸沿海僅 81
英里，與中國大陸交往頻繁，

專家曾推定武漢肺炎很有可能

會大爆發，但台灣迅速採取行

動，有效預防大規模流行病，

對其它國家具有指導意義。

日媒：日本應學習台灣

日本朝日新聞旗下媒體

AERAdot 近日以台灣政府「神

對應」疫情報導，指台灣的防

疫對策顯然是技高一籌，值得

日方學習。報導也引用民調，

指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支持率

上升了 11.8 個百分點，達到

68.5%，防疫對策的評價則更

高，有 75％的民眾給予高達 80
分以上。

蔡英文政府在疫情早期，就

已經決定禁止向中國輸出口罩，

並執行嚴格入境規定，當時雖然

出現了批判聲音，當時政務委員

唐鳳與衛福部攜手，在網路上公

開藥房口罩存貨的資料，APP
上更是可以一目了然，令台灣人

民抗疫信心大增。

澳媒：國際不相信北京

「澳洲廣播公司」（ABC）

27 日以「台灣正在崛起」為題細

數台灣各種優良條件，卻被排除

在國際舞台外。報導說：「台灣

的問題是她活在強大的鄰居北京

的陰影之下，數十年來，北京傾

盡全力進行外交行動，試圖孤立

台灣，使之屈服。」

雪梨麥考瑞大學的黃呂琛博

士也認為，香港問題以及近期北

京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等事件，令

國際社會已不信任北京政府，日

本及加拿大也公開支持台灣加入

世衛。他也提及，台灣副總統當

選人賴清德在 2 月間訪問華府，

或許也代表全球氣氛已出現轉

變。「價值觀明顯類似的台灣傳

統盟友，現在終於再次覺醒」。

香港電台（下稱港台）時事節目《頭

條新聞》因諷刺港警執法問題，而遭警務

處長鄧炳強在內的警方及親中人士不斷投

訴，通訊事務管理局 3 月 4 日公佈，應

無線電視（TVB）要求，撤銷本地免費

電視台必須播放港台節目的規定，令港台

節目在主要免費電視台上消失。

事緣節目最近加入新環節「『驚』方

訊息」，由演員王喜飾演「忠 _ 勇毅」

（惡搞警方口號「忠誠勇毅」），以幽默形

式演繹港警的爭議事件，包括防疫裝備比

醫護人員更充足、警隊高層在疫情下的

「明星飯局」等。最新一集還羅列了 12
宗備受市民質疑的墮樓、遇溺和上吊離

奇自殺事件，最終都被警方判斷為「無可

疑」。

高官警方親中人士 輪番追擊
這個有 30 多年歷史的時事節目，一

直貫徹嬉笑怒罵的風格。警務處長鄧炳

強早前去信廣播處長梁家榮（港台台長）

投訴該節目抹黑警隊工作；前特首梁振英

及親中陣營也對港台連番追擊。

3 月 4 日，警務處長鄧炳強再一次去

信投訴廣播處長梁家榮，同時寫信給通訊

事務管理局投訴。 也是在同日，通訊局

公佈，將撤銷本地免費電視必須播放香港

電台節目的指示。TVB 也早於 1 月份向

政府提出撤銷有關，《頭條新聞》勢將從

這家本地最大免費電視台「被消失」。

港台是香港唯一公共廣播機構，也是

港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部門。

「政治封殺」引民間不滿

事件引起港民不滿憤怒，並在網絡議

論紛紛，批評林鄭月娥政府進一步打擊新

聞自由。《蘋果日報》報導，資訊科技界

立法會議員莫乃光指，通訊局的舉動猶如

懲罰和使陰招，進一步封殺其節目接觸大

眾市民的機會，令人遺憾。

立法會議員毛孟靜直斥港府對港台

「政治封殺」，又批評疫情肆虐下，林鄭

月娥政府仍熱衷政治鬥爭，打壓新聞自

由。立法會議員鄺俊宇也質疑，政府正全

方位打壓港台的新聞自由及製作電視節目

的自由。他指出香港電台近年製作節目質

素，獲得各界認同，尤其過去八個月的收

視更大幅增加。

港台：事實擺在眼前

港台工會晚上發表聲明，指「事實擺

在眼前：政府正以各種手段，針對自己

體制之下，說實話的港台。」工會指，通

訊局的舉動與鄧炳強去信局方追擊《頭條

新聞》發生在同一天內，懷疑雙方黑箱操

作。聲明又指，《頭條新聞》中有關警方

的片段，皆出自真實新聞片，觀眾接收後

自有評斷。港台同事會謹守正道，捍衛編

輯自主以及言論自由之價值，呼籲市民繼

續在港台電視收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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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精準才有效！擁有認證足部矯形師 專業服務卡城 35 年   

一次投資 終身服務：兩年左右鞋墊需隨人體變化
卡城
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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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C   F o
ot Products

Lt
d.  CBC 足部保健品店

健康始於「足」下的平衡
有效緩解：足底筋膜炎、跟骨骨刺、拱痛、
跖骨痛、脛骨痛、膝關節痛、腰痛、糖尿病

矯正：骨架平衡、骨盆不正、脊柱側彎、高低肩、
扁平足、X 型腿、內八字、足外翻等

65 歲以上長者均可
申請亞省長者輔助計劃 *

$816 / 人購買矯形鞋墊
各大保險公司認可$817 / 人購買提升按摩椅

免費免費 員工保險員工保險
* 有少許條件限制，
請來電查詢。

免費足部掃描 / 免費身體平衡測試 / 免費政府福利申請 / 無需押金

品
牌
矯
形
鞋

品品
牌牌
矯
形
鞋

升
降
按
摩
椅

品
牌
矯
形
鞋

升
降
按
摩
椅

按
摩
椅

矯
形
鞋
墊

終
身
保
修

足
部
按
摩
器

壓
力
襪

華語銷售：403-301-3546 ( 國 / 英 )

www.cbcfootproducts.com

香港老牌商號 
受衝擊停業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

嚴重衝擊香港市道，又一家老牌

商號宣告停業。歷史悠久的著名

旅遊地標——香港仔珍寶海鮮舫

（珍寶王國）宣佈於 3 月 3 日起

暫停營業，並已解僱所有員工。

珍寶海鮮舫是香港著名的旅遊地

標，有四十多年歷史，因出現在

膾炙人口的港星周星馳電影《食

神》中為人熟知。

美眾院通過「台北法案」
【看中國訊】美國聯邦眾議院 4 日下

午記名表決通過「台北法案」，這項強化

台美夥伴關係的法案將待兩院就版本上取

得共識後，提交美國總統川普簽署發布。

眾議院通過的版本中，引用國會意見

指美國政府應支持台灣強化與印太地區及

全世界各國的正式外交關係及非正式夥伴

關係，包括美國支持台灣鞏固 15 個邦交

國、與其他國家發展非正式夥伴關係、參

與國際活動、推動雙方經濟貿易談判等。

這項法案是由共和黨籍參議員賈德納

（Cory Gardner）於去年 5 月 23 日領銜

提出；隨後在去年 10 月 18 日，共和黨

籍眾議員匡希恆（John Curtis）提出眾

院版法案。去年 10 月 29 日參院即以「一

致同意」（unanimous consent）通過參

院版法案；隔天眾院外交委員會也以口頭

表決方式，無異議通過眾院版本。

民主黨籍眾議員西奇里尼（David 
Cicilline）是眾院版「台北法案」連署人

之一，他表示，美台共享許多價值，台灣

的蓬勃民主是雙方友誼的重要核心，台灣

對於全球衛生、飛行安全及其它領域也作

出傑出的貢獻。

港《頭條新聞》諷警 遭封殺停播港《頭條新聞》諷警 遭封殺停播

(節目截圖)

【看中國訊】台灣團隊宣布

成功合成純度 99%「公克級」

瑞德西韋（Remdesivir），而該

藥物被視為有效治療武漢肺炎的

第一候選。中華民國國衛院團隊

之一的王文傑博士在臉書上將成

功合成的詳細過程仔細描述，

2 月 2 日收到任務命令之後，馬

上開展研發工作，19 日順利看

到產物，20 日完成了純度測試

報告（97％）以後，帶著中間

產物、產物前往竹南，使位於疫

苗工廠的總統得知進度，這段時

間他有 36 小時沒有睡覺，在騎

車回家的路上還差點睡著了。

他說，中間產品純度由光

譜鑑定大概是大約 97％，因此

激發團隊戰鬥力，一連衝刺了 5
天，直到成品穩定、2 月 26 日

發佈完成。許多網友看完相當

感動，紛紛留言表示「台灣的驕

傲！」、「有你真好！」

台博士曝合成 
瑞德西韋過程

(Getty Images)

台灣衛生部部長

陳時中（CNA）

(RTHK)

美國眾議院（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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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新聞寰宇新聞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美國和塔利班的代表

於 29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
（Doha）簽署和平協議。
但由於塔利班進攻阿富汗

政府軍，美軍 3月 4日在阿
富汗南部針對塔利班進行了

「防禦性打擊」，這意味著

簽署歷史性協議是雖然是

好的開始，不過前面的和平

之路仍具挑戰性。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為報復敘利亞政府軍上週四

的軍事攻擊事件，土耳其 3 月 1
日發動「春之盾行動」對敘利亞

發動「全面性」的軍事打擊，除

摧毀大量地面裝備設施，土國軍

方還稱擊斃逾 2 千名武裝人員。

而原本幾無立身之地的反抗軍也

趁勢大舉反攻。

「春之盾行動」重創敘軍

土耳其部隊 2 月 27 日遭到

敘利亞部隊攻擊後，土國總理艾

爾多安對敘國軍方發出最後通

牒，要求敘軍 2 月底前撤離易

德利卜省。在對敘軍最後通牒截

止日後的第一天，隨即發動代

號「春之盾行動」的全面報復行

動。除了反抗軍的最後據點易德

利卜省，土耳其空襲行動更深入

阿勒頗省、哈馬省，直接打擊政

府軍機場、彈藥庫與後援部隊基

地。土國宣稱，敘利亞政府軍與

其民兵側翼，至少被土軍轟殺擊

斃了 2,212 名兵力。

俄羅斯的算計

俄羅斯與伊朗為將美軍勢力

完全逐出敘利亞，在 2018 年初

美與塔利班簽署協議

外媒報導，美方由特使扎爾

邁．哈利勒扎德代表，和塔利班

政治主管巴拉達於 2 月 29 日在

簽署了協議。協議將啟動美國從

阿富汗撤軍，目標是永久停火。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出席了

在多哈舉行的簽署儀式。他在演

講時表示，美國將密切關注塔利

班是否遵守承諾，並據此調整美

國撤軍的步伐。他也說，如果不

遵守協議中的承諾採取相應行

動，那該協議將變得沒有意義。

美國總統川普於協議簽署當

天表示：「將在不遠的將來，我

將會和塔利班領導人親自會面。

我們相信，他們能夠按照他們所

說的去做。現在是時候要把我們

的人（美國軍人）帶回家了。」

根據協議，若塔利班遵守承

諾，美國將在協議簽署後的 135
天內，將阿富汗境內的駐軍從大

約 13,000 人減少到 8,600 人。

與一心想要解決美軍所支持的庫

爾德武裝勢力的土耳其達成「索

契協議」，同意土軍進駐土敘邊

境的易德利卜省，該省也是反抗

軍最後的基地，除藉此消滅庫爾

德武裝勢力外，並作為防堵難民

潮湧入土國的緩衝帶。而在美軍

撤離敘利亞，庫爾德遭收編後，

俄羅斯轉而支持敘利亞發動全面

攻勢，意圖收回敘國最後的失地

易德利卜省，將土國勢力逐出。

俄羅斯 4 日指責土耳其未

能依據索契協議，盡到在深陷戰

火的敘利亞易德利卜省劃設非軍

事區的義務，反而協助武裝分

子。其中所指，是在「春之盾行

動」中，反抗軍的大舉反攻。

土耳其打難民牌  
俄歐通吃

不過整個局勢最為詭譎的

是，俄羅斯似乎是做了壁上觀的

角色，四天下來未見俄國空軍助

陣。報導分析指出，3 月 5 日俄

羅斯總統普京與艾爾多安即將見

面商討局勢，俄羅斯或許是為了

營造雙方見面的氣氛，並讓艾爾

多安「消消氣」有個下台階，促

使土敘雙方退回原點，保持之前

的對峙狀態，以免土國爆走，除

希臘警方 3月 3日在邊境奮力阻擋湧入自土耳其的難民。(AFP)

了將俄羅斯拉下水，老謀深算的

艾爾多安還可能藉此讓歐盟與美

軍勢力重返敘利亞。

艾爾多安在土軍 2 月 27 日

遇襲前即以北約身分要求美國與

歐盟介入，在未獲回應後，安卡

拉於 2 月 28 日開放邊界，讓難

民有機會經由土耳其進入歐洲國

家，藉以在敘利亞議題上對歐洲

國家施壓，甚至動用其商界影響

力，免費將難民運送至土歐邊

境，造成土耳其與希臘、保加利

亞邊境地區湧現大規模難民潮。

艾爾多安 2 日重申將讓難

民跨境進入歐洲，邊界大門再也

不會關閉。

北約盟國大使於 2 月 29 日

緊急集會，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強調北約與土耳其團結一致。而

持續關注敘利亞戰情的美國，4
日更是直接了當的由美國的敘利

亞特別代表傑瑞福發表聲明支持

土國，除將動員北約軍備外，白

宮也針對今年 1 月土國所提愛

國者防空系統的要求進行審查。

艾爾多安是否就這麼放棄導

致與北約不睦的俄製 AS-400 防

空導彈導入計畫，甚至重回西方

懷抱，這就要看 5 日的土俄領

導人會商的結果。有分析指出，

等臂外交，或許還是艾爾多安這

隻老狐狸的最後選擇。

土敘爭端 歐洲難民潮再現

◆新加坡智財局長鄧鴻森

（Daren Tang）在 3 月 4 日召開

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協調委員

會特別會議上，被提名為下一

任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

在本次競選中，中國提名現任

副總幹事王彬穎參選，而美國

和許多西方國家則支持鄧鴻

森。經委員會各國投票後，鄧

鴻森以 55 票對 28 票的結果戰

勝了王彬穎。世界知識產權組

織成立於 1967 年，是聯合國專

門機構之一，主要任務是促進

保護知識產權，協助企業與個

人取得知識產權等。

◆美國司法部 26 日宣布

設立一個新的辦公室，旨在剝

奪那些沒有在 N-400 表格中透

露自己從事犯罪活動得到美國

國籍的人。這些案件涉及曾參

與種族滅絕、酷刑等其他嚴重

罪行；恐怖份子、戰犯、性犯

罪者和其他詐欺者。按照美國

法律，美國公民不能被驅逐出

境，但是被剝奪公民身份的人

可恢復到永久居留身份，這將

允許執法部門在這些人有嚴重

刑事犯罪的情況下把他們驅逐

出境或禁止入境美國。

◆梵蒂岡 3
月 3 日表示，

教 宗 方 濟 各

只是患上了感

冒。方濟各上週

日出席傳統佈道會時曾宣布，因

患感冒自己將無法參加傳統精神

靜修周活動。意大利《信使報》

（Il Messaggero）此前報導說，

教宗方濟各的新型冠狀病毒檢測

結果為陰性。方濟各 2 月 26 日

出現了咳嗽和打噴涕的症狀，

並缺席了兩場原定舉行的官方活

動。他在擔任教宗的 7 年時間裏

從未缺席過這麼多官方活動。

◆美國蘋果公司先前被控

蓄意減慢舊款 iPhone 的運作速

度，企圖迫使消費者升級產品，

蘋果如今同意支付高達 5 億美

元，就相關集體訴訟進行和解。

這項和解將在 4 月於加州聽審批

准生效。訴訟案聚焦在蘋果以避

免手機「突然自動關機」為由，

悄悄利用 iOS 作業系統調降舊款

手機性能運作。蘋果 2017 年 12
月坦承並強調是用以延長舊電池

壽命，防止手機突然自動關機。

批評人士指控蘋果實則是逼用戶

提前在非必要情況下購買新機，

並迫使蘋果釋出軟體更新，也同

意以優惠價格更換新電池。根據

法院文件所述，這項和解方案要

求蘋果支付至少 3.1 億美元，但

不超過 5 億美元，以賠償受影響

的美國 iPhone 用戶與支付律師

費。iPhone 7 或更舊款裝置的使

用者預計將獲得 25 美元賠償。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Calgary  |  info@kt-lucky.com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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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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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分泌  ‧ 泌尿系統  ‧ 肌肉肌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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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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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中，會有類似熟能生巧的感覺。”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美與塔利班簽署和平協議之後                            
戰事再起戰事再起

美國也會與盟國合作，按比例減

少在阿富汗的盟軍人數。如果塔

利班始終遵守協議，美軍和盟軍

將在協議簽署後的 14 個月內全

部撤離阿富汗。北約秘書長延

斯．斯托爾滕貝格也承諾，北約

將進行第一階段調整，將盟軍數

量從 16,000 人減至 12,000 人。

阿富汗總統拒絕換囚

協議要求對話雙方釋放俘虜

以建立互信，到 3 月 10 日前，

阿富汗政府釋放 5000 多名塔利

班犯人，而塔利班釋放 1000 多

名阿富汗政府人員。

在塔利班的杯葛下，阿富汗

政府沒有參與該協議的簽署。阿

富汗總統加尼星期日在一次記者

會上說，從監獄中釋放塔利班俘

虜不能成為政府與武裝組織展開

對話的前提，他反對美國與塔利

班簽署的協議內容。加尼也稱，

交換俘虜可以在阿富汗內部各方

談判進行，當局也將繼續執行為

期 7 天的減少暴力期，直至完

全停火為止。

但是，塔利班拒絕接受加尼

的主張，稱這是企圖破壞和平協

議，並敦促華盛頓落實其承諾，

在阿富汗內部會談開始之前，讓

被囚的塔利班人員獲得釋放。

戰事再起  
未來充滿變數

塔利班反叛組織理應在與阿

富汗談判對手開啟會談之前維持

減少戰鬥的停火協議。但是阿富

汗政府星期二指稱，塔利班違反

承諾，在阿富汗各處多地展開襲

擊，並導致人員傷亡。

美軍星期三 (3 月 4 日 ) 在
阿富汗南部針對塔利班進行了軍

方所說的「防禦性打擊」，在此

之前幾個小時，美國總統川普與

一名塔利班高層官員通了電話，

討論雙方簽署的旨在結束阿富汗

戰爭的和平協議。這場戰爭已經

持續了近 19 年。

駐阿美軍發言人說，空襲

發生在赫爾曼德省，打擊目標

是「那些正在積極進攻」阿富汗

安全部隊在納赫爾薩拉季的哨卡

的塔利班武裝分子。這位發言人

說，美國仍然致力於和平，但有

責任保護阿富汗合作夥伴。

迄今美國已為阿富汗戰爭投

入一兆美元，約 2400 名美軍在

阿國陣亡。飽受戰火煎熬的阿富

汗是否能重建和平，未來仍充滿

變數。

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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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近召開的政治局常委

會、政治局會議和統籌推進新冠

疫情與社會經濟工作部署電視電

話會議，就向全國發出了號令，

對復工復產作出全面部署。

外界普遍認為是習近平力主

推動全國復工復產，這個看法是

準確的，從上述幾次會議尤其是

23 日召開的全國電視電話會議

看，習在會上所作的講話對全國

的防疫和復工復產作了具體和詳

細安排，此次會議在縣團級單位

都設了分會場，17 萬多地方官

員直接聆聽習的講話，減少中間

層次資訊傳遞的誤差。可以把這

次會議看作是習向全國官僚體系

發出的防疫特別是復工復產的總

動員。

習為什麼在疫情未穩之時急

著復工復產？其背後憂慮什麼？

事實上，比起疫情本身給人

民生活和工作造成的不便，防控

過程中一刀切的過度措施所衍生

的次生災害一點也不少。在疫情

緩解後如果由於復工跟不上，加

重此種情形，民眾生活沒有保

障，再加上就業因此受影響，很

難說他們的不滿不會公開爆發。

所以在這次電視電話會議講話，

目的就是要通過盡快復工復產，

防止不測事情發生，使中共統治

免受疫情帶來的次生災害的衝

擊。

再者，2020 年是當局規劃

的十三五收官之年，即如期在今

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任務。放在其他國家，這個目標

任務只具有統計資料意義，遇到

新冠疫情，今年完成不了，也沒

有什麼大不了的，不大可能對政

權構成危機，然而對中共，這是

一個必須實現的目標，因為它關

乎政權危機問題。

還有，相對中共這個抽象的

統治主體，如因疫情和無法復工

而導致全面小康社會不能在今年

建成，對習近平個人的打擊更嚴

重。因為正是他把百年目標任務

的實現塑造成是在他的英明領導

下才做到的，既如此，不管因何

實現不了，也就變成他的責任，

他就該主動讓賢。事情的邏輯肯

定會導向這個結果，致使他的權

威會受到打擊。這是獨屬於習近

平的政治危機。由此不難理解他

比其他中共領導人更急著復工復

產。

習近平復工復產的第三個考

量或憂慮，是害怕西方藉助疫情

和中國經濟脫鉤成為現實。正如

輿論指出的，美國和中國打貿易

戰，費了那麼大勁，兩國經濟還

是無法做到乾淨脫鉤，但新冠疫

情一來，就輕輕鬆鬆地實現了這

個目的。當然現實沒有做到這

點，但因疫情兩國經濟脫鉤的趨

勢是很明顯。美國在全球率先對

中國實行旅行限制，飛機停飛，

疫情也導致中美的商品和服務貿

易受到極大影響。很多企業都在

評估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

在他國重建供應鏈。其他國家也

紛紛效仿美國對中國實行旅行限

制和航班停飛。尤其是西方國

家，鑒於跨國公司把大部分供應

鏈放在中國，疫情加快了這些企

業從中國撤出、降低對中國供應

鏈依賴的步伐。

儘管這樣做在短中期對西方

企業的發展也會產生重創，然而

一旦它們評估脫鉤是必要的，對

北京政權無疑更具毀滅性，不僅

政治上將受到極大孤立，對中國

經濟、就業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

會帶來毀滅性打擊，習近平汲汲

在望的中國夢估計不可能成為現

實。這個後果雖然不會在眼下出

現，然而疫情如不能在較短時期

被控制，復工和復產不能盡快開

始，則無疑會加快脫鉤進程。

在疫情和恢復經濟面前，習

近平是魚和熊掌都要。但要兩頭

都兼顧，若處理不好，可能哪頭

都得不到。

◎文：鄧聿文

你問當下中國大陸缺什

麼？我看最缺底線。這很可

怕。一個人，沒了底線，就甚

麼都敢干；一個社會，沒了底

線，就甚麼都會發生。

比方說，腐敗變質的食

品，也敢賣；還沒嚥氣的病

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

道，那車也敢開；明明裡面住

著人，那房也敢拆。還有「共

和國脊樑」這樣的桂冠，也敢

戴，全不管那獎多麼野雞，多

麼山寨。

於是衝突迭起，於是輿論

嘩然。奇怪並不奇怪，不奇怪

才怪，因為突破的都是底線。

比如「惻隱之心」，比

如「敬畏之心」，比如「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比如「殺

人償命，借債還錢」，這些原

本都是常識，卻被丟到九霄

雲外。被嚴令禁止的「毒奶

粉」，自然會重現江湖。可

見，沒有了底線，企業就會弄

虛作假，學者就會指鹿為馬，

裁判就會大吹黑哨，官員就會

貪贓枉法，警察就會刑訊逼

供，法院就會草菅人命。從這

個角度說，底線就是生命線。

人類為什麼要有底線？為了生

存。人，是社會的存在物。任

何人，都不能一個人活在這世

界上。所以，只有讓別人生

存，自己才能生存；讓別人活

得好，自己才活得好。

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得好，

甚至為了別人的生存放棄自己

的利益，這是「境界」。至少

不妨礙別人的生存，不侵犯別

人的利益，不破壞社會的環

境，這是「底線」。

其中，通過立法程序明文

規定下來的，是「法律底線」；

在社會生活中約定俗成，大

家都共同遵守的，是「道德底

線」；各行各業必須堅守的原

則，比如商家不賣假貨，會計

不做假賬，醫生不開假藥，是

「行業底線」和「職業底線」。

境界不一定人人都有或要

有，底線卻不能旦夕缺失。因

為底線是基礎，是根本，是不

能再退的最後一道防線。基礎

不牢，地動山搖；防線失守，

全盤崩潰。

中國人從來就有底線。做

生意，明碼實價，童叟無欺；

做學問，言之有據，持之有

故；做官，不奪民財，不傷無

辜；做人，不賣朋友，不喪天

良。正是靠著底線的堅守，中

華民族雖歷盡苦難，中華文明

卻得以延續。

要想守住底線，必須不

唱高調。因為那些「道德高

標」比如「毫不利己，專門利

人」，並非所有人都能做到，

甚至是大多數人做不到的。做

不到，又必須做，就只好做

假。道德做假一開頭，其它的

造假就擋不住。

假煙、假酒、假合同、假

學歷，就都來了。當下中國缺

底線，這是重要原因。或者

說，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

對未來中國的希望，就是八

個字——守住底線，不唱高 
調。

當下大陸缺什麼？ ◎文：易中天

中國司法部近期發布《外國

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徵求意見

稿）》（以下簡稱《條例》），允許

外國人通過成為國際公認的傑出

人士、獲得中國國家政府部門、

高校、知名或創新企業的推薦、

利用長期工作以及親屬關係等途

逕取得中國永久居留權。

與此同時，由於《條例》讓永

久居留外國人享有在中國境內購

買自住商品住房，參加各項社會

保險；適齡者或隨遷的未成年子

女可以接受義務教育等「超國民

待遇」，而激起中國民眾的反對

聲浪。

有網民在新浪微博表示，這

次的《條例》具體落實了引進亞非

拉青年，給予居留、工作安排，

鼓勵中國女大學生和留學生聯姻

的措施。

或許是民憤過於激昂，中國

官媒《新京報》2 日發表評論文章

為《條例》辯護，形容超國民待遇

「是『外交無小事』的理念在日常

社會生活中的延伸」，認為民眾

應該改變種族歧視與排外主義等

過時的、狹義的陳腐觀念。

中國獨立媒體人、不願透露

真實身份的宋先生認為，中國不

是移民國家，大規模開放移民勢

必會引起激烈的族群撕裂和社會

動盪。

「條例裡面有很多灰色地

帶，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間。當外

國人獲得永久居留權的門檻被降

低了的時候，大家擔心會導致大

量移民湧入中國享受『超國民待

遇』，造成本地人就業問題和治

安問題。」

在談到種族的問題時，他分

析說：「我知道很多人歧視黑人

和穆斯林。首先確實有黑人留學

生在中國校園表現惡劣還受到優

待，產生種族矛盾，但中國長期

宣傳民族主義，還重點、甚至誇

大報導西方國家的難民問題也讓

一些民眾對黑人、穆斯林群體產

生厭惡。」

中國從 2004 年起開始實行

「綠卡」制度，年均發放 248 張，

被稱為「最難拿」綠卡。

中國 
綠卡超國民待遇引眾怒?

◎文：韓潔

復工背後習近平的三重憂慮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北京當局向

全國 17萬多

地方官員發

出號令，對

復工復產作

出 全 面 部

署。（中央

社）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加怡保險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房屋保險

旅遊 / 探親保險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00 am - 5:00pm; 星期六須預約Unit 420, 1110 Centre ST NE地址 : WWW.LSIINS.INFO網址：403-474-3700電話：

Andy Chang, CRM CIP
Branch Manager - 商業保險

手提 : 403-875-8879
achang@lloydsadd.com

Kitty Kong
Account Executive - 個人保險

手提 : 403-408-9233
kkong@lloydsad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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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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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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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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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根據 Axalta 公司公

布的 2019 年全球汽車顏色流行報告

（Annual Global Automotive Color 
Popularity Report），2019 年白色仍

然是全球最受歡迎的汽車顏色，並且從

2011 年開始就沒換過。

今年是 Axalta 公司公布第 67 份

汽車顏色報告，這是市面上關於車身顏

色最權威的報告之一。根據統計結果，

2019 年白色新車占總數的 38%，其次

是黑色的 19%、灰色的 13%，排在第

四名的銀色為 10%，這是銀色十多年

來第一次被擠出了前三名。以上 4 種

顏色就已經涵蓋全球 80% 的新車，可

見這四個車色受歡迎的程度。

Axalta 全球色彩產品經理 Nancy 
Lockhart 表示，雖然依舊是白、黑、

灰、銀佔據市場主導地位，但今年已經

能看到其他顏色逐漸開始流行，這在過

去幾年是無法想像的事情，尤其是藍

色，在北美與歐洲地區越來越受歡迎。

另外根據 Axalta 全球汽車顏色流

行報告分析，白色汽車轉售後的價值也

就相對提高，因此讓更多新車車主選擇

白色，同時還有一個隱藏優勢，白色車

型在夜間更為醒目安全，所以相較於深

色系車色而言，發生事故的機會較低。

Axalta 認為 2020 年全球汽車年度

色「碧波藍」為（Sea Glass）。公司認

為這款現代感十足的碧藍色調微光閃

爍，清新、鮮亮的顏色使它適用於所有

車型，將會引領汽車色彩時尚。Nancy 
Lockhart 稱，「碧藍色調的流行度正不

斷提升，該顏色適用於包括緊湊型、運

動型汽車、中型廂式轎車、大型 SUV
和卡車在內的所有車型。」

《Axalta》分析全球各市場的汽車顏色銷售情況

•	 亞洲：珍珠白最受歡迎，並且佔據統治地位。

•	 歐洲：灰色成為最受歡迎的顏色，打破白色的連冠。

•	 北美：俗稱「廣告色」的藍色上升2%達到10%，另外紅色也有9%。

•	 俄羅斯：米色與棕色的暖色調占12%之多，比任何地區都要多。

•	 南美洲：唯一一個銀色增加的地區，漲幅為1%，同時灰色在該地區

也呈現成長趨勢。

•	 非洲：銀色和白色這種淺色組合仍然擁有極大優勢，占比高達58%。

38%

13%

7%

3%

1%

10%

6%

2%

1%

19%
29%	純白
9%	珍珠白

4%	純黑
15%	效果黑

黃色/
金色

灰色

藍色

褐色/
淺褐色

綠色 其他

紅色

銀色

（本文圖片來源：Axalta官網）

世
界
汽
車
顏
色
統
計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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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昭和七年）12 月 5 日，

林百貨隆重開幕，是二次大戰前台南市唯

一有現代化電梯設備的百貨大樓，與台北

市榮町（今衡陽路）的「菊元百貨」，並

稱為台灣日治時期的南北兩大百貨店。

林百貨位於台南最繁榮的末廣町通

（現今中正路），正對十字路口，是城市

建築的地標。被稱作五棧樓的林百貨，販

售洋服、吳服（和服）、皮鞋、化妝品、

日式糕餅、玩具文具等，是選購高檔舶來

品、買辦嫁妝的高級名店。據說當時在林

百貨吃一餐，要花費員工一個月的薪水，

是三Ｏ年代「摩登時代」、「跳舞時代」

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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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摩登時代的故事

2016 年，林百貨榮獲亞洲最具影響

力設計大獎。本身是台南人的企劃部副理

曾芃茵回憶說，阿嬤口中最繁華的林百

貨，在她小時候卻很黯淡。過去阿公阿嬤

從林百貨看到電影、音樂、化妝品等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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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百貨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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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要用卡榫，裝修成本非常高。

「有一晚，深夜十一點，劉國滄在百

貨裡面走，我在走廊踱步；接著他在裡面

走，我在外。我們一直溝通彼此的想法，

最後終於決定一樓『台南好客廳』的呈現

方式。」陳慧姝笑著說。曾芃茵認為，

「好客廳」象徵台南人的熱情好客，一樓

放置骨董展示櫃、六Ｏ年代的電視和老式

的皮製沙發，建構出一個開放的空間，就

像邀請朋友來作客。林百貨的自營商品和

台南伴手禮，也大多在一樓販售。

曾芃茵特別談道，好客廳每年都會微

調，「希望客人回到林百貨，客廳都有一

些驚喜，就像每個人家裡也都會變，更有

居住的感覺。」（下轉 C2）

舶來品，看到全球化，「這個世代，我們

希望讓全世界透過林百貨看見台南，這是

一種翻轉。」

由於本身的時代意義和魅力，整修完

的林百貨三個月內吸引約十萬人爭相參

觀，很多八、九十歲的阿公阿嬤拄著拐杖

回來看。「台南人的重視和滿意度是林百

貨很大的指標，因為這是大家的古蹟，大

家對它有很深的期待。在地人做了很多口

碑，把更多外地朋友帶進來。」曾芃茵欣

慰道。

林百貨在日治時期推出的當時，四處

都是田野，剛出現現代化設備。在地藝術

家、奇美博物館前館長潘元石，說他小時

候幾乎天天都來，頻繁到電梯小姐叫他不

要再坐電梯了，把機會讓給別人。

如今在林百貨，可以看到喜歡設計商

品的文青們，也看得到阿公阿嬤坐在四樓

喝咖啡，「你可以去想，他們看到現在的

設計商品的衝擊，和他小時候的回憶又怎

麼融合在一起。小時候是坐在這裡喝彈珠

汽水，現在喝彈珠汽水已經是完全不一樣

的感受。」

彷彿走進歷史場景

負責空間規劃的設計師劉國滄曾說，

林百貨是以百貨公司的型態，再現古蹟的

價值。

從裝修開始，就遇到各種問題。總經

理陳慧姝談道，古蹟不能釘、不能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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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林百貨的故事吧。

實體店無可取代的利器：體驗！體驗！
(中)

林百貨一角。（林百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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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C1）走在林百貨，不

僅處處都有時間的痕跡，林百

貨更首開百貨的先例，「邀請光

線進入」，保留大面積的窗景，

讓陽光穿透進來，向外看街道

一覽無遺，不僅可以和城市更

緊密串聯，也能清楚看見老建

築的內部格局和布置。

二樓「台南好設計」，以

南鯤鯓（濱外沙洲）地形，打

造文創商品的擺設空間，把台

南地景濃縮進林百貨之中；三

樓「台南好時尚」，邀請在地老

店、設計品牌進駐；四樓開放空

間「台南好文化」，展出舊時建

物，可做表演、演講之用；五

樓是「台南好美味」；頂樓則保

留日治時期的空中神社。每層

樓各有定位。

三 樓「台 南 好 時 尚」 的

天花板，掛著一整片繡有鳳

凰花的蕾絲裝飾，就像沿著

步道走進台南的市井街道一

般。過去台南到處都種植鳳

凰花，葉石濤曾經形容鳳凰

花 猶 如 火 焰 般 的 紅 花， 因

此成為林百貨的設計圖騰。 
蕾絲做成的鳳凰花，來自台南

的老店「明林蕾絲」，1959 年

創立至今，工法傳統、美感精

緻。陳慧姝總經理最初堅持以

蕾絲點綴內裝，可以說是來自

女性的審美直覺。雖然製作過

程繁複，價錢不菲，但是台南

品牌呈現出的柔軟與高貴，果

然和林百貨的風格十分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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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店無可取代的利器：體驗！（中）

1. 簡歷過度包裝 
弄虛作假，扼殺個人誠信

B 想應聘項目經理，在簡歷上花足

了心思，把自己的資歷包裝得十分完

美。一次面試中，HR 讓他談談自己之前

的工作經歷和所取得的成就，B 回憶簡

歷中的內容，把內容梗慨說了一遍。HR
又繼續追問他，追問一些工作中的流程

和小細節，要他舉例說明時，B 就開始

吞吞吐吐，不知所言了。

專家點評：

HR 很容易就能判斷出一個人是否說

謊，是否在誇大自己的能力。也許你能

僥倖逃過一次拷問，但肯定逃不過連續

的、多角度的拷問。所以在簡歷這個問

題上不要存在僥倖心理。不如老實承認

自己的不足，同時表示已經做了「充電」

準備補足欠缺，這樣更易讓HR接受你。

◎ 文：劉仕祥  
圖：Adobe Stock

現在用人市場競爭日漸激烈，面試

的時候，你的任何舉動和回答都很

難逃得過面試官的「法眼」，面試

官可能一眼就看出你是否在說謊，

一眼就看出你的心裏在想些什麼。

如果在職場面試中表現不好，我們

就越發難以脫穎而出。下面來看一

下在面試時「失敗」的五種表現：

職場
心理

面試要避免的面試要避免的
種表現種表現

2. 張口就問薪水 
感覺唯錢是圖，隨時會走

C 因為工資不高才辭去了之前的工

作。所以在面試時最想知道的就是「薪

水」，每次初試結束時，HR 禮節性地問

他還有什麼問題，他張口就問薪水是多

少，HR 都委婉拒答了，到後面再沒有回

應了。幾次都是這樣，C 覺得很奇怪，自

己關心自己的薪水不對嗎 ?

專家點評：

關心自己的薪水是沒有錯，但要在面

試中觸碰這個敏感話題需要一定技巧。在

初試甚至是對方通知面試的電話中，一上

來就問薪水多少，會讓對方覺得你只關心

錢，而不是工作更不是發展，隨時會離開

公司。關心錢，應把握好時機。當公司認

可你的能力，認為你是這個崗位最適合的

人選，並明確表示要錄用你時，才是較好

的談薪資時機。

4

與百年老店聯名

林百貨如今約有三成台南

客、七成外地客，包括將近兩

成的日本、韓國、香港觀光

客。考量哪些商品是這些客人

需要的，他要怎麼帶回家？目

的是甚麼？是林百貨不變的

目標。透過不斷觀察消費者需

求，陳慧姝認為，林百貨定調

在台南的庶民文化，不同於一

般百貨，獨特的自營商品多達

400 項，占營業額約兩成，是

做出市場區隔進而獲利的重要

原因。

由於清楚知道哪些商品能

呈現台南的故事，也知道客人

想要帶回甚麼，林百貨的提袋

率達三成五，營業額每年也

都有成長，2019 年預估可達

一億三千五百萬元。

在地老店諸如：舊來發餅

舖的椪餅、振發茶行的手包

茶、合成帆布行的背包等，林

百貨花很多時間做聯名開發。

老店有濃厚的歷史意義，但是

只要是限定款，就只在林百貨

買得到，統稱為「林限定」。

曾芃茵笑著說，團隊同仁一開

始都需要花很多時間和老店說

明來意，但是老店通常有固定

客源，也不想要賺更多錢，所

以必須和他們談論林百貨的精

神，是更深的文化意義。「不

僅是限定款，又只能在林百貨

販售，這是第二個障礙。接下

來還有數量的問題，老一輩的製造者通

常都是想回家抱孫，製作的量不大。但

我們不求量大，最重要的是一起產出一

件產品，背後的意義是我們最重視的。」

曾芃茵表示。 

打造台南文化慶典 
曾芃茵觀察，在這個網路上甚麼東

西都買得到的時代，林百貨思考的是，

透過一場文化體驗，可以為客人帶來哪

些視覺、聽覺、認知上的感受？能從林

百貨帶回哪些商品，成為體驗的延續？

曾芃茵談道：「你在林百貨吃豆花，買台

南伴手禮，是文化消費的體驗，不是生

活必須。透過故事、行銷、品牌，不斷

去累積它的聲望，大家對林百貨的感受

是不一樣的。」

 林百貨每年都推出許多行銷活動，

最重要的包括府城摩登大遊行。最初是

2014 年再開幕的大遊行，在台南掀起萬

人空巷的熱潮，讓許多人想要搶先進入

一窺究竟。如今每年的摩登大遊行，都

會廣邀周邊商圈、學校和館內設計師品

牌，穿上各自定義的「台南Style」打扮，

重現三Ｏ年代的繁華。

「在地市民就是林百貨的大明星，

每年的遊行從最初的一百人到現在將近

五百人參與，越來越盛大，就像台南的

文化慶典。」

 要讓消費者在文創百貨裡養成消費

習慣，除了故事夠豐富，商品的定位、

結構、價格都要很精準。曾芃茵說，很

多人以為文創是很浪漫的事業，完全不

是。林百貨其實重視坪效、行銷品質，

非常關注怎麼給客人新鮮的想法，以及

建立品牌的名望。

3. 誇誇其談 
信口開河，言多必失

D 一直覺得自己口才很好，善於溝

通，認為自己很適合做銷售，就興沖沖去

面試了。因為剛畢業，沒什麼工作經驗，

HR 問他大學期間是否有相關的工作經歷

或實習經歷，D 認為這是他最拿手的問

題，開始誇誇其談各種在校經歷和故事，

不知不覺中偏離了主題，最後 HR 不得

不打斷他漫無邊際的「描述」。

專家點評：

面試中回答問題要遵循一些原則和技

巧，才能提高面試的效率，不要誇誇其

談，信口開河，最好是做到簡明扼要，抓

住問題的重點回答，尤其是專業性強的領

域，要掌握背熟部分專業術語，將談話導

向積極的方向，但不要做過多的延伸或擴

展。

4.這家公司沒什麼了不起 
態度傲慢

E 是海歸碩士，金融學專業。在 E
看來，自己的資歷相當有競爭力，對面試

也相當有把握。面試一家中小企業時，

HR 讓他把自己的經歷簡單訴述一下，E
三兩句說了一下，就說簡歷上都有。一副

不願多談的樣子，HR 的眉毛頓時就皺起

來了。

專家點評：

不管自己有多好的資歷，或者你認為

這家公司很不起眼，仍要謙虛、低調地對

待每一個面試機會。如果自己不注意態

度，即使你能力很強，也很可能會錯過好

機會。

其實，求職者身上或多或少的會存

在一些問題，但面試就是一場「戰爭」，

特別是一場「心理戰爭」，所以我們必須

認真做好每個細節，才能在職場面試中

取勝。

由古蹟改造而成的林百貨內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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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
ing, also known as "Chinese 
pa in t ing , "  r e f l ec t s  Ch ina ' s 
nat ional  consciousness  and 
her aesthetic disposition and 
inclination.  I t  demonstrates 
the understandings of China's 
ancient people about nature, 
society, and other associated 
social aspects, such as politics, 
philosophy, religion, morality, 
and art.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places emphasis on 
"learning outwardly from nature, 
gaining inwardly in the heart," 
harmonizing the outer/nature 
and inner/heart to create artistic 
conception. It requires that "the 
composition is already conceived 
before one starts to paint, and the 
finished work depicts the precise 
aspiration of the artist." Its goal 
is to depict spiritual character 
through physical form, having 
both form and spirit as well as 
vivid spiritual resonance.

Chinese painting has a long 

history; as far back as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f over 2000 years 
ago, people painted on silk. 
This is known as silk painting. 
Before then, there were also 
primitive forms of rock painting 
and pottery painting. These early 
painting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inting, which used line as the 
primary means of composition. 
By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social stability and unity took a 
dramatic turn towards division; 
the  impact  of  the  col l i s ion 
between extraterritorial culture 
and local  culture,  and their 
eventual combination, gave rise 
to religious paintings, which 
constituted the main type of 
painting at  that t ime. There 
were also paintings of historical 
figures, which drew on literary 
works. Paintings of landscapes, 
flowers, and birds also took shape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highly 
prosperous  socio-economic 
and  cu l t u r a l  deve lopmen t . 
Along with  this ,  there  a lso 
occurred a prosperous period 
of development in painting. 
Landscape and flower-bird styles 
of painting reached their maturity. 
Religious painting also reached 
its peak at this time. There also 
appeared a secular trend, with 
figure paintings depicting the 
life of aristocrats and paintings 
depicting people's characteristics 
at that time. The emergence 
of literati painting and its later 
further development greatly 
enriched the creative concept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methods of 
depiction.

T h e  T h re e  C a t e g o r i e s  o f 
Chinese Painting

Chinese painting consists of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figure 
painting, landscape painting, 

and flower-bird painting. On the 
surface, they are classified by 
topic, while in fact they present 
a form of conceptualization and 
thought through art. The so-called 
"three categories of painting" 
include three aspects of the 
universe and human life: figure 
painting depicts human socie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landscape painting expre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 tu re ,  combin ing  the 
t w o  i n t o  o n e ;  a n d  f l o w e r-
bird  paint ing expresses  the 
varieties of natural life and their 
existence in harmony with ma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constitutes the whole multitude of 
things in universe, each bringing 
out the best in each other and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Figure painting is a generic 
term for paintings with humans 
as  the  pr imary  subjec t .  Gu 
Kaizhi in the Eastern Jin period 
specialized in figure painting. 

He was the first to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expressing the spirit 
through form." In his figure 
painting, he was committed to 
the vivid depiction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and a lively resonance, 
while giving ample consideration 
to both form and spirit. Through 
this method, individual character 
in his figure painting was vividly 
expressed through depiction 
of environment, atmosphere, 
posture, and motion. Therefore 
Chinese painting theory calls 
figure painting as “expression 
of the soul.” To excel in figure 
painting, besides succeeding 
in the traditional techniques, 
one must  also research and 
understand basic human body 
forms, proportions, anatomy and 
the patterns of change in bodily 
motion. Mastering these together 
allows accurate depic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 subject’s form 
and spirit.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Part 1)

國畫，又稱「中國畫」，我

國傳統繪畫，國畫在內容和藝術

創作上，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民族

意識和審美情趣，體現了古人對

自然、社會，以及與之相關聯的

政治、哲學、宗教、道德、文藝

等方面的認識。國畫強調「外師

造化，中得心源」，融化物我，

創制意境，要求「意存筆先，畫

盡意在」，達到以形寫神，形神

兼備，氣韻生動。

中國畫歷史悠久，遠在

2000 多年前的戰國時期就出現

了畫在絲織品上的繪畫──帛

畫，這之前又有原始岩畫和彩陶

畫。這些早期繪畫奠定了後世中

國畫以線為主要造型手段的基

礎。兩漢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社

會由穩定統一到分裂的急劇變

化，域外文化的輸入與本土文化

所產生的撞擊及融合，使這時的

繪畫形成以宗教繪畫為主的局

面，描繪本土歷史人物、取材文

學作品亦占一定比例，山水畫、

花鳥畫亦在此時萌發。

隋唐時期社會經濟、文化高

度繁榮，繪畫也隨之呈現出全面

繁榮的局面。山水畫、花鳥畫已

發展成熟，宗教畫達到了頂峰，

人物畫以表現貴族生活為主，並

出現了具有時代特徵的人物造

型。而文人畫的出現及其在後世

的發展，極大的豐富了中國畫的

創作觀念和表現方法。

畫分三科

中國畫有「畫分三科」的說

法，人物、山水、花鳥，表面上

是以題材分類，其實是用藝術表

現一種觀念和思想。所謂「畫分

三科」，即概括了宇宙和人生的

三個方面：人物畫所表現的是人

類社會，人與人的關係；山水畫

所表現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將

人與自然融為一體；花鳥畫則是

表現大自然的各種生命，與人和

諧相處。三者之合構成了自然萬

物的整體，相得益彰。

人物畫是以人物形像為主體

的繪畫之通稱。東晉時的顧愷之

專精畫人物畫，在我國繪畫史上

第一個明確提出「以形寫神」的

主張。人物畫力求人物個性刻畫

得逼真傳神、氣韻生動、形神兼

備。其傳神之法，常把對人物性

格的表現，寓於環境、氣氛、身

段和動態的渲染之中。故中國畫

論上又稱人物畫為「傳神」。

歷代著名人物畫，有 : 東晉顧愷

之的〈洛神賦圖〉卷，唐代韓滉

的〈文苑圖〉，五代南唐顧閎中

的〈韓熙載夜宴圖〉。要畫好人

物畫，除了繼承傳統外，還必須

了解和研究人體的基本形體、比

例、解剖結構，以及人體運動的

變化規律，方能準確的塑造和表

現人物的形和神。（未完待續）

◎文：白雲飛

歷史悠久的國畫 上

〈洛神賦圖〉局部（東晉顧愷之，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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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歷史上有許多著名的預言，

如唐代李淳風與袁天罡合撰的預言《推背

圖》、北宋邵雍的預言《梅花詩》、諸葛

亮的預言《馬前課》、明代劉伯溫的預言

《燒餅歌》，以及西方的《聖經啟示錄》、

法國預言家諾查丹瑪斯的《諸世紀》等

等。其中《格庵遺錄》和《燒餅歌》，都很

明確地提示了人類將要發生大瘟疫。

《格庵遺錄》是距今大約 470 年至

480 年前，李氏朝鮮明宗時天文學家、大

學者南師古在1509年至1571年所記錄。

南師古生平喜歡參禪訪道。少年時，有一

天他去金剛山奇遇一閃閃發光的神人，依

神人所描述記錄成文，因南師古號格庵，

故稱《格庵遺錄》。

《格庵遺錄》中提到，末法時期人類

如不醒悟，將在「怪疾」（大瘟疫）中毀

滅，「十戶難剩一」，「積屍如山毒疾死」；

並對大瘟疫以「六角千山鳥飛絕，八人萬

徑人跡滅」來形容。六角指天（天的字形

有六個頂角），八人指火，天火在古字中

有瘟疫之意，故這句話是說當大瘟疫來臨

時，千山將看不見飛鳥、萬徑人跡滅絕。

可見死亡人數之眾、情形慘烈。

劉伯溫的預言

劉伯溫又名劉基，曾輔佐朱元璋打天

下，建立明朝。為人豁達正直，廉潔奉

公，也被後世視為一位得道高人，他留下

了許多預言，包括廣為人知的《燒餅歌》。

劉伯溫的預言經後人驗證，直到現在

為止，只要是已發生的事，都有準確的應

驗。劉伯溫的《金陵塔碑文》中提到了大

瘟疫和災難發生時的景象：「父母死，難

埋葬，爹娘死，兒孫扛，萬物同遭劫，蟲

蟻亦遭殃」。

而《陝西太白山劉伯溫碑記》據報導

是在 20 多年前在一場地震中被震出。在

網路搜尋其碑文內容，可見到 2003 年起

有不同網站刊登和討論過，但引發大眾較

高關注度則是在武漢肺炎爆發後。劉伯溫

碑記中記載了即將到來的大劫難，以及如

何破解。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三

愁湖廣遭大難，……，九愁屍體無人檢，

十愁難過豬鼠年。」文中提到的湖廣遭大

難、難過豬鼠年，與今日的湖北和 2020
鼠年，都驚人地相合。以下是《陝西太白

山劉伯溫碑記》的內容：

《陝西太白山劉伯溫碑記》
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雙眼，

天也翻，地也翻，逍遙自在樂無邊。

貧者一萬留一千，富者一萬留二三，

貧富若不回心轉，看看死期在眼前。

平地無有五穀種，謹防四野絕人煙，

若問瘟疫何時現，但看九冬十月間。

行善之人得一見，作惡之人不得觀，

世上有人行大善，免遭此劫不上算。

還有十愁在眼前：

一愁天下亂紛紛，二愁東西餓死人，

三愁湖廣遭大難，四愁各省起狼煙，

五愁人民不安然，六愁九冬十月間，

七愁有飯無人食，八愁有人無衣穿，

九愁屍體無人撿，十愁難過豬鼠年。

若得過了大劫年，才算世間不老仙，

就是銅打鐵羅漢，難過七月初一十三，

任你金剛鐵羅漢，除非善乃能保全，

謹防人人艱難過，關過天番龍蛇年。

幼兒好似朱洪武，四川更比漢中苦 ,

大獅吼如雷，勝過悼百虎，

犀牛現出尾，平地遇猛若，

若問大平年，架橋迎新主，

上元甲子到，人人哈哈笑，

問他笑什麼？迎接新地主，

上管三尺日，夜無盜賊難，

雖是謀為主，主坐中央土，

人民喊真主。

銀錢是個寶，看破用不了，

果然是個寶，地下裂不倒，

七人一路走，引誘進了口，

三點加一勾，八王二十口，

人人喜笑，個個平安，

人人可觀，個個可傳，

有人印送，勿取金錢，

行善者可保，作惡者難逃，

敬重天地神明父母，惜字紙五穀，

謹當切記。

有網友解析如下

「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雙

眼，天也翻，地也翻，逍遙自在樂無邊。」

解：天理昭彰、公道永存，善惡有

報、如影隨形。因此人人又都應該以天理

的標準來約束自己，具有一雙分辨善惡的

眼睛。目前人類世風日下，道德水準在一

日千里下滑，人類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

化，只要遵循天理、公道，就會「逍遙自

在樂無邊」。

「貧者一萬留一千，富者一萬留

二三，貧富若不回心轉，看看死期在眼

前。」

解：這場劫難中一萬個窮人（平民

百姓）中會死去 9000 人，留下 1000
人，而一萬個富人中只能留下二、三個

人。然而無論貧富，只有「回心轉」意，

棄惡歸善，才有可能得救，否則只能是

「看看死期在眼前」。

「平地無有五穀種，謹防四野絕人

煙，若問瘟疫何時現，但看九冬十月間。」

解：大瘟疫發起於某年的 9、10 月

份（黃曆）。結果將是「平地無五穀，四

野絕人煙」。

「行善之人得一見，作惡之人不得

觀，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

解：這場劫難來勢凶猛，「作惡之人」

恐怕連後悔的機會都沒有，就被淘汰了。

而「行善之人」目睹這一切，此時有人行

大善事，給你通報真相、分辨善惡，而有

人拒絕真相、善惡不分，遭了此劫難真是

「不上算」。

「還有十愁在眼前，一愁天下亂紛

紛，二愁東西餓死人，三愁湖廣遭大難，

四愁各省起狼煙，五愁人民不安然，六愁

九冬十月間，七愁有飯無人食，八愁有人

無衣穿，九愁屍體無人檢，十愁難過豬鼠

年。」

解：這場劫難還會給人帶來十大愁

事：天下大亂，飢荒，「湖廣遭大難」，

各省可能都會有亂事，百姓惶惶不可終

日，還有九冬十月間發生困難的事（或

是瘟疫），導致死人太多而「有飯無人

食」，「屍體無人檢」。豬年、鼠年都會

生活得很艱難，難過這個坎。（2019 和

2020 年是「豬年和鼠年」）

「若得過了大劫年，才算世間不老仙；

就是銅打鐵羅漢，難過七月初一十三，任

你金剛鐵羅漢，除非善乃能保全，謹防人

人艱難過，關過天番龍蛇年。」

解：不管你是世間凡人，還是金剛羅

漢，都難度過某年的七月初一、十三，只有

好自為之，真正心懷並奉行善良才能保全自

己，人人都小心謹慎的度過了「龍蛇年」，

才是真正的過了難關。

「幼兒好似朱洪武，四川更比漢中

苦，大獅吼如雷，勝過悼百虎，犀牛現出

尾，平地遇猛若。」

解：在將來亂世的中國出現的新的領

袖，這人經神許可並得神幫助，勢如猛獅，

戰勝舊惡勢力，掌管天下。屆時，天地還會

現出異象。

「若問大平年，架橋迎新主，上元甲

子到，人人哈哈笑，問他笑什麼？迎接新

地主，上管三尺日，夜無盜賊難，雖是謀

為主，主坐中央土，人民喊真主。」

解：如果詢問何時天下太平，大約是

「上元甲子」年的時候，人人都會歡樂、高

興，迎接新的大地的主宰（真主），大劫難

後人類將迎來太平盛世，開始新的歷史紀

元，雖然他只是憑藉謀略和智慧，但是四海

平安，人民從內心讚頌「真主」。

「銀錢是個寳，看破用不了，果然是
個寳，地下裂不倒。七人一路走，引誘進
了口，三點加一勾，八王二十口。」

解：破解古代預言的「字謎」要用繁體

字。「七人一路走，引誘進了口」，是「眞」

字（「真」的古代寫法）。「真」的上部似

「七」，下部由「人」、「一」組成；將「引」

字中的「弓」對齊放進「口」中就變成了

「目」字，「引」字中的一「豎」移至左側，

就與「目」組成了「真」的中間部分。

「三點加一勾」，是將三個「點」與

一個「勾」組成了「心」字。

「八王二十口」，是「善」字。善字

的字形結構自上至下由八 ( 倒放 )、王、

廿、口組成。

「七人一路走，引誘進了口，三點加

一勾，八王二十口」，可解為「真」、

「心」、「善」三個字。或是指真心向善，

才能保全自身，遠離危險。

「人人喜笑，個個平安，人人可觀，

個個可傳，有人印送，勿取金錢，行善者

可保，作惡者難逃，敬重天地神明父母，

惜字紙五穀，謹當切記。」

解：人人都感到喜悅，個個都保住了

平安是因為什麼呢？是否是一種「人人可

觀，個個可傳，有人印送，勿取金錢」免

費的印刷資料？那些讀懂了免費資料、明

辨善惡，並行善者可保平安，而行惡者難

逃劫難。要敬重天地神明、孝順父母，愛

惜字、紙、五穀糧食（學習、生活要簡

樸，不要浪費），一定要認真記住。

古羅馬大瘟疫

公元 65 年至 565 年期間，羅馬發生

過四次大瘟疫，死人無數。

前三次，瘟疫分別發生在公元 65 年

的尼祿統治時期，公元 164-180 年的馬

克烏斯．奧裡略時期，以及 250-270 年

間的蓋勒烏斯、克勞第烏斯統治時期。

在這二百多年期間，正好是基督教及

基督徒們遭受到羅馬皇帝迫害的嚴重時

期。基督耶穌被尼祿釘在十字架上。奧裡

略將無數基督教徒的屍首肢解、掛滿街

頭。為了煽動迫害，羅馬的學者們編造了

基督徒喝嬰兒血的謊言，煽動社會對基督

徒的仇恨。

第四次羅馬大瘟疫是一場始發於公元

541 年查士丁尼統治時期的大鼠疫，史稱

「查士丁尼鼠疫」。

歷史學家約翰描述：「……人們在市

場上購買一些必需品，在他們正在談話或

者數零錢的時候，死亡也許就會突然襲

擊這邊的買者或那邊的賣者，商品和貨款

尚在中間，卻沒有買者或賣者去撿拾起

來……」「還有人因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

和親人而主動擁抱死亡，並且為了達到速

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緊緊靠在一起，但是，

彷彿疾病不願意讓他們心想事成似的，儘

管如此折騰，他們依然如故。」

基督教學者普遍認為，四次大瘟疫是

神對羅馬迫害基督教的嚴懲。在歷史的長

河中來看，殺身並不是最可怕的，誅滅和

摧毀民眾的信仰，會導致大面積社會道德

崩潰淪喪，為所欲為，罪惡尤其深重。或

許這才是最可怕的。

在 21 世紀的今天，共產主義信仰雖

然破產，但無神論替代了中華五千年敬天

信神的思想，充斥著仇恨與鬥爭思想的

「黨文化」取代了佛、道、儒三大家主導的

傳統文化。在 1989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

國人被黨引導「莫問國事」，「悶聲發大

財」。 1999 年發起對和平的法輪功群體

的迫害； 2005 年被曝出活體摘除器官的駭

人黑幕。伴隨其中，還有對基督徒、家庭

教會、異見人士的打壓以及對新疆、西藏

少數民族的迫害。曾經不可一世的羅馬帝

國被一場瘟疫給摧毀，那麼走的更遠的紅

色政權，以及參與其中、壯大其勢力的每

個粒子，是否也同樣面臨著危機呢？

關於位於東方的中國 2020 年的預言

還有很多。這些預言有尚未解開之處，但

總體來說它們內在哲思大體一致、相互補

充，是值得人們思考的一個話題。

【本報綜合報導】武漢肺

炎疫情突如其來，傳播至海外，

最終會達到什麼程度，尚且不

得而知。來看看古今中外預言

中的 2020 年，是否有些正在

應驗，或者深藏著某種意味和

啟示？

明代劉伯溫

預言的大難難

明朝開國宰相劉伯溫，籍貫浙江青田縣（今屬

浙江文成縣）。他輔佐朱元璋打天下，為後人

留下了廣為人知的預言《燒餅歌》及近年地震

中震出的《陝西太白山劉伯溫碑記》。

植牙

口腔手術

牙病治療
各種

去智齒

牙周病

牙齒矯正

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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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碼加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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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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和團運動又稱：庚子國變、庚子之亂、庚子拳亂、義和團之亂、義和團事件等，西方則多稱之為「拳亂」。

庚子年令中國人記憶猶新

甚麼是庚子年？

在中國人傳統的干支紀年法

中，第 37 個干支就是庚子。其

前一位是己亥，後一位是辛丑。

從陰陽五行的角度上看，天

干之庚屬陽之金，地支之子屬陽

之水，所以庚子就是金生水，是

一種吉祥之徵。但吉祥中卻又蘊

含著不平靜。

這是因為按《三命通會》中

所載，庚金掌天地肅殺之權，主

人間兵革之變。

在天為風霜，在地為金鐵。

回顧歷史上的庚子年，發生過很

多大事，有時政局動盪、有時爆

發戰爭、有時發生饑荒，但有

時，也會有推動和平或文明的大

事發生。

古代歷史上的庚子年

西元 220 年的庚子年，中

國發生了改朝換代之事。

這一年的 11 月，曹操病

死，其子曹丕代漢，迫漢獻帝劉

協禪讓帝位。漢朝正式退出了歷

史舞臺。西元 640 年，正值大

唐盛世的貞觀 14 年。文成公主

奉唐太宗之命和親吐蕃。

眾所周知，文成公主遠嫁吐

蕃，不只令大唐與吐蕃成為盟

友，為兩地人民帶來和平，更遠

大的意義是促成了文明的融合。

文成公主帶去了釋迦牟尼

像、珍寶、經書、經典 360 卷

等作為嫁妝；而松贊干布也派遣

貴族子弟赴長安學習詩書。

然而到了西元 880 年，正

是唐僖宗廣明元年，這一次的庚

子年則顯露出刀兵之像。黃巢大

軍渡過淮河，年底攻下唐朝東都

洛陽，黃巢進入長安，即位於含

元殿，建立了大齊政權，年號金

統，史稱「黃巢之亂」。

西元 1120 年，正值北方金

國步步南下，這一次的庚子年，

遼國上京被金國攻陷。加速了遼

朝的滅亡。同年的北宋，正值宣

和二年，方臘起兵就在此時。方

臘被寫入小說《水滸傳》中，歷

史上確有方臘之亂，給末年的北

宋朝廷造成重創。

西元 1360 年，正值元末至

正年間，這一年的 5 月，朱棣出

生，他就是後來讓大明達到頂盛

的明成祖，也就是著名的永樂大

帝。永樂十八年，即西元 1420
年，又值庚子年，明成祖朱棣設

立了東緝事廠，簡稱「東廠」。

北京故宮亦在這一年落成。

近代歷史上的庚子年

從這些歷史上的庚子年看，

的確是戰亂與動盪占多數。特別

是到了近代歷史，中國人對庚子

這個年分，記憶尤為深刻。

公元 1840 年的庚子年，第

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大英帝國的

堅船利炮，打開滿清閉關鎖國的

大門，最後，中英雙方簽訂了

《南京條約》。這場戰爭是西方

國家對中國發起的第一次大規模

戰爭，被學界視為中國近代史的

開端。

1900 年（清 光 緒 二 十 六

年），發生了義和團之亂。民眾

自發組織義和團動用私刑處死了

大量基督教中國信徒與外來的西

方人士，並縱火燒燬了教堂和教

徒房屋。清廷決定利用義和團勢

力來打擊洋人。這件事直接導至

了八國聯軍進北京。英、法、

德、美、日、俄、意、奧派遣的

聯合遠征軍，以保護駐京使館為

名，攻入北京，戰爭以清廷失敗

結束，清廷拿出 4 億 5 千萬兩白

銀賠償各國，史稱「庚子賠款」。

一個甲子前的 1960 年再

逢庚子，很多中國人都還有印

象，這一年，中國爆發了「大

饑荒」。這次大饑荒從死亡人

數上講，按通常的說法，達到

3600 萬～ 4500 萬人，可以說

在世界歷史上都是死亡人數最多

的一次饑荒。但也有很多學者研

究發現，實際死亡的數字更加驚

人。如長期在四川做農村共產主

義運動研究的學者顏智華調查

發現，這場大饑荒餓死人數約

7500 萬到 1 億 2500 萬之間，

遠超過歷時 8 年的第二次世界

大戰死亡的軍、民總人數。

今年的庚子年，是新千年紀

以來的第一個庚子年。眾所周知

自年初起就爆發「武漢肺炎」，

病毒蔓延之下，疫區發生了無數

慘劇，疫區之外，大陸的政治，

經濟方方面面都受到巨大震盪。

希望善良的人們都能平安度過庚

子年。

慈
禧
太
后

1840年描繪虎門銷煙的中國畫。

干支紀年法是中國人傳統的紀年方法，

分為六十甲子。六十甲子中有一個年分很

特別，就是庚子年。人們發現，很多牽動

時局的大事常常就在庚子年發生。 2020年

正是庚子年。是不是又會有大事發生呢？

◎ 文 ：軼飛

回顧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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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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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效的方法就不要再使用了！」這是

短期諮商學派的重要主張。它的另一層意

思是：輔導必須別出心裁、遞出新招來！

在一場親子教育的演講會後，一位媽

媽問我，她有個大一的兒子，鄭重地預告

家人要有心理準備，下週他準備染一頭大

黃髮回來。家人說不過也阻止不了一個

十九歲孩子的決定，問我該怎麼辦？我提

醒她夫妻倆試著做些不同的事：「週五接

孩子回家時，可以先給他一點顏色瞧瞧，

兩位就頂著一頭或黃、或綠的色彩繽紛的

新造型髮式，並且，從平時等候的校門口

轉至孩子的教室門口恭候他下課。」夫妻

倆聽得瞠目結舌地直追問：「這是哪門子

的輔導方法？」我瀟灑地回說：「道高一

丈法！」

另位於國中服務，自稱是苦命的學務

主任也分享說，他校內有位成天滋事、桀

傲不馴的國三學生，自己一上班就經常忙

於處理這小子的事；上星期那小子因為騎

摩托車摔傷住院而未到學校來，大家都感

覺到整個校園似乎寧靜不少。苦命主任對

孩子這小子、那小子的稱呼，逗得大家呵

呵一樂。「這將是個轉捩點！」我鼓勵他

不妨乘虛而入，那小子平素責備的話聽多

了，少的是感性的體驗，可以出奇不預、

深情地帶一手白蘭氏雞精去探視他。苦命

的主任悟性極高的搶著道：「這必然就是

『雞精輔導法』了！」

全場的婆婆媽媽們覺得有些意思，有

人發聲要我再留一下子，此刻我吹噓的正

起勁，便索性又交流了一段不按牌理出

牌，輔導一對「嬉哈小天使」的故事。

金喜與永河是特殊教育班的孩子，

兩個人都喜歡「塗鴉」，平時也有些「饒

舌」，因此，莊老師把他們兩人叫為「嬉哈

二天使」。在班級裡，最讓老師消受不了

的是，金喜她會突然冒出高頻率的嘻嘻笑

聲，因為笑聲是超乎尋常的密集，聽多了

還真是會心浮氣躁；而永河則喜歡於教室

內外走動、大聲說話及敲打桌子，莊老師

戲稱自己的特教專業早瀕臨「破功」邊緣

了。一年來，她與搭檔老師曾經使用了多

種方法，幫忙兩個孩子提升自我控制的能

力，但顯然的是失敗了，因此，她特別請

我示範下一招半式所謂的「輔導秘技」。

有日，我巡堂來到了二年五班的教室

前，適瞧見莊老師正在努力制止金喜持

續發出的怪異笑聲。既然撞到了吉日，

於是，我踱進了教室。「嘻嘻、嘻嘻、嘻

嘻……」金喜用一長串的嘻笑聲，永河則

以大力道的敲擊桌面來迎接我，其他五位

仍是安靜地為畫紙上的花園圖案著色。

先擱下永河，我瞪大眼睛，擺出合音

的架勢笑嘻嘻地說：「金喜，聽見了您的

笑聲，校長也忍不住要笑了起來！嘻嘻、

嘻嘻、嘻嘻……」我的嘻聲雄渾而高亢，

金喜初次遇到合音的大天使，她當下愣住

了。我是唱過合唱團的，不只是不禁止金

喜的嘻笑聲，我於拉高分貝之際，還鼓舞

金喜將聲音放大、再放大些；另方面，也

有意無意的將身體迫近金喜的面前。此

刻，小天使再也受不了了，她坐在椅子上

的身子直朝後閃仰，淚眼汪汪地哭出聲來。

「校長，您嚇壞孩子了！」臺下的張

太太語露同情的提醒著。「這倒是，我做

了點老師沒做過的事，矯正行為自然會有

些壓力的；但也不全然是，小天使指著我

正學她嘻嘻哈哈的誇張嘴巴，直嚷著臭、

臭！」孩子難得地經驗到了「超量」的嘻

嘻笑聲是令人不舒服的，還有就是我中午

不經意地嚼了蒜頭的口腔味道，對於特殊

教育的孩子居然也起了催化改變的作用。

在一座新建公園的小池塘

裡，住著一隻癩蛤蟆和許多小 
昆蟲。

癩蛤蟆靠著自己體型比其他

昆蟲大，就在小池塘裡稱了王，

所有的昆蟲必須得聽他的，否則

就會變成他的「點心」。

有一天，癩蛤蟆睡醒後，發

現池塘裡有一樣令他覺得很刺眼

的東西，其他昆蟲都圍著那樣

東西交頭接耳的說：「哇！好美

麗！」「好香呀！」「這真是太

神奇啦！」原來池塘長出了一朵

含苞待放的荷花，在公園裡散步

的人們也都停下腳步欣賞那朵美

麗的荷花。荷花的美麗跟醜陋的

癩蛤蟆形成強烈的對比，癩蛤蟆

感覺荷花凌駕了他在池塘裡的地

位，心裡感到很不是滋味，趁著

人們都走散時，他號召所有的昆

蟲都到他的面前來。

癩蛤蟆對所有的昆蟲說：

「大家以後都不准接近那朵花！

否則，後果你們應該知道！」昆

蟲們雖然心裡都很不服，卻噤若

寒蟬，唯恐得罪了癩蛤蟆。但奇

怪的現象來了，池塘的許多地方

竟然也紛紛冒出荷花來，看到昆

蟲們圍著荷花快樂的玩鬧著，癩

蛤蟆更是火冒三丈。癩蛤蟆再

一次的號召所有的昆蟲，氣沖

沖的對他們說：「你們實在太笨

了！那些荷花在搶我們生存的地

盤。」一隻紡織娘聽了說：「不

會呀！那些花讓我們生活得更快

樂，池塘變得更美麗了！」話才

剛一說完，紡織娘就被癩蛤蟆吞

到肚子裡了。

癩蛤蟆嚥嚥口水說：「你們

看，紡織娘已經被那些荷花毒害

了！她上了那些荷花的當！真是

太可惜啦！你們還有沒有話想要

說的？」昆蟲們嚇得一點聲音都

不敢出，癩蛤蟆非常滿意的說：

「即然大家都沒意見，為了維護

我們的地盤，我們要徹底剷除這

些荷花。」

應聲蟲為了討好癩蛤蟆，馬

上呼應說：「對！我們要剷除這

些荷花！」說完就馬上跳到一朵

荷花上，把荷花的花瓣咬得稀巴

爛。癩蛤蟆很高興，對其他昆蟲

說：「應聲蟲果然是我們大家的

楷模呀！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剷

除這些荷花吧！」一些昆蟲聽了

這番話，也加入應聲蟲的行列。

癩蛤蟆斜眼射向那些還待在原處

不動的昆蟲，那些昆蟲不得已也

紛紛加入了。

只見一朵朵美麗的荷花被瘋

狂的殘害著，水池上飄著一片片

零落的花瓣，但荷花根莖卻依然

筆直的挺立著。癩蛤蟆看了很不

高興，決定將荷花連莖咬斷，他

跳到每一朵荷花的莖上，用力的

啃咬著。

正當癩蛤蟆享受著摧殘荷花

的快感時，一個小男孩剛好路

過，看到池塘變成這副模樣，癩

蛤蟆還自顧自的東跳西跳咬來咬

去，感到非常生氣。小男孩抓起

癩蛤蟆的後腿，從地上撿起小樹

枝，用力鞭打癩蛤蟆數十下後，

狠狠的摔到路邊去。當癩蛤蟆還

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時，一輛大

卡車就將這隻狂妄自大的癩蛤蟆

給壓死了。

3D 掃描 激光治療儀
3D 印模

激光治療儀

113-8120 Beddington Blvd NW （華埠坐 3、300、301 巴士直達）

週一至週四：早 8 點 - 晚 8 點 週五週六：早 8 點 - 晚 4 點 週日休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admin@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為方便西南區和 Airdrie 
客戶，歡迎預約黎醫生
在 Richmond 和 Sonata 

診所應診。

激光設備

治療牙周病

植牙材料使用瑞士品牌

Straumann
提供牙骨牙齦

再生手術服務

全科牙醫服務，包括普通家庭保健、明星牙美容、根管治療、隱形正牙、牙橋、智慧齒拔除、植牙、牙周病及兒童牙痛治療等。

6000 餘平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接受所有保險

治療牙周病及植牙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6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彈性營業時間
接受新症及急症

403-275-4000
華語熱線

校 園 風 情
◎文：吳雁門 嬉哈二天使嬉哈二天使

稍稍安撫了金喜，我告訴她明天的課

程我還會再來的，小天使卻急著回說：「臭

臭，不要來！不要來！」氣氛一緩和下來，

她即靜靜地忙著她的著色作業了。此後，

每回於校園中遇到金喜，師生兩人常會聊

上幾句，但只要我雙手一攤準備開唱，她

都會馬上掩著鼻子，頭也不回快速地逃開

了。據觀察，小天使的嘻嘻笑聲的次數確

有大幅度的減少，但是我們知道合宜社交

行為的教導，才是教與學的重點呢！

離開教室前，我走到永河身旁欣賞他

的著色作品，孩子被剛才我和金喜的對手

戲震懾住了，因而，他用不安的眼神瞧著

我。「太漂亮了！能不能送給我？我會把

它張貼在辦公室的布告欄上。」讚美、請

求與尊榮的使用，我一氣呵成的表達到

位，孩子愉悅的神采即刻地回來了。送我

之前，孩子用力的在畫紙中央簽下他碩大

無比的名字。

翌日開始，永河常於下課時間，站在

我辦公室的窗外遠遠地觀賞他的作品，更

一直詢問我還要不要他的畫？真是盛情難

卻，直到辦公室的布告欄及半面牆壁都客

滿了，師徒間彼此才鬆了口氣。「您徒弟

的三項行為改變了嗎？」臺下苦命的主任

關心且不改風趣地問。「那是後話！有幾

位媽媽頻頻看錶，準備晚餐的時間到了，

倒是……」我也預備結束下午的座談。

一面收拾資料，我一併交代了兩位天

使的去處：畢業後，兩位嬉哈小天使就讀

斗南特殊教育學校。高二時，我特別前往

參加斗特的校慶運動會。坐在觀禮臺上，

我看見洋溢著青春少女氣息的金喜與同學

負責開場舞蹈的表演。音樂聲一起，金喜

合著快板節奏興奮的跳著、叫著，更是燦

爛的笑著。

陷入沉思的當下，擔任大會服務員的

永河遞過來一瓶礦泉水，他也告訴我金喜

的近況。猛喝一口水，我清楚地知道今

天，以及今天以後，不必再為金喜現甚麼

輔導秘技了……

(Adobe Stock)

童 話 樂 園 美麗的荷花

LYUCHENYU/WIKI/CC BY-S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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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好：

常常看妳的回文，對我很有

啟發，謝謝妳用心經營這一塊小

天地。今天輪到我面對這樣的難

題了！我剛 40，本來以為這輩

子不可能再有任何感情了，沒想

到竟在公司遇到一個剛滿 25 的

年輕人。

我們幾乎是對彼此都很有感

覺，也很談得來，沒有什麼代溝

的問題。我的外表保養的很好，

看來不過剛 30 歲，其實他也不

知道我幾歲，只知道我比他大。

我目前還不敢說，因為怕說

了後他就嚇跑了。我其實沒有對

這段感情抱有期望，我只是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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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的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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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弟戀 能         嗎？
●文：曼麗夫人 
●圖：Adobe Stock

Rubby 你好：

女四十，男二十五，的確在

歲數上已算是忘年之交了。歷經

婚姻的你，對於情感要隨緣應該更

有體會。所謂「真金不怕火煉」，

也許此刻，正是兩人是否有緣走下

去的關鍵，與其「逃避」，不如坦

蕩接受這遲早都會到來的一刻。首

先，兩人在一起，是因為外在因

素、或一時的激情的互相吸引成分

較多？還是看到外表下更珍貴的真

情？這所謂「見面」的安排，是最

好也不過的測試了。你可以模擬一

曼麗小語：不要因為害怕失去

而選擇逃避面對，該是你的，

誰也奪不走，不該是你的，強

求反是苦。

下情況，當你告訴他實際年齡，

第一步觀察他的反應；對你而言， 
「坦誠」可以讓自己年近四十還養

顏有術，充滿自信，而不是將四十

歲這數字看成原罪一般的焦慮；如

果對方因年齡的差距，無法承受

或者心意動搖， 那分手也是遲早的

事，與其長痛不如短痛。

相反如果對方得知你的年

齡，和你之間的互動、表現一如

往常，那恰恰說明你們之間的感

情有一定的基礎，相信兩人同心

的情況下，你們將更有智慧面對

第二關的試煉－面對對方父母

親。如果第一關都過不去，其

實，他也未必會想帶你去見他的

雙親了，不是嗎？

因此，「誠實方為上策」，與

其被動被提及，不如主動告知，

才不會有蓄意隱瞞這樣的怨懟發

生，不要因為害怕失去而選擇

逃避面對，該是你的，誰也奪不

走，不該是你的，強求反是苦。

相信你會明白，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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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jatang / 
Pork-on-the-Bone
Soup with Potatoes
豬大骨、土豆和蔬菜吸取湯汁精華，辣辣的。

【韓式豬骨湯】

Seolleongtang / Ox Bone Soup
牛骨、牛肉長時間燉製，享受純正骨膠原。

【牛骨牛肉雪濃湯】

Galbitang / 
Short Rib Soup
順喉香甜，補血增力。

【牛小骨湯】

Gimbap / Dried Seaweed Rolls 
滋味豐富，爽脆紫菜皮，無需
醬油等調味。

【韓式紫菜飯卷】

Topokki / Stir-Fried Rice 
Cake 年糕、辣椒醬、配菜，
又辣又甜又香！

【辣炒年糕】

Sundubujjigae /Spicy Soft 
tofu Stew 豆腐蔬菜與肉，濃
稠湯品，湯中食料是主角。

【辣豆腐鍋】

Yukgaejang/Spicy Beef Soup
開胃爽口，配米飯，吃到飽！

【辣牛肉湯】

優惠券
消費超過 20元，優惠 20%（限堂食）。
20% Off  over $20 order (Dine In Only).

1204 17th Ave SW Calgary tasteofkorea.ca(403) 245-8979

週一：休息

週二∼週四：11：30 ∼ 9：00
週五∼週六：11：30 ∼ 10：00
週日：11：30 ∼ 9：00(403) 245 8979      1204 17th Ave SW Calgary

N

傳統韓餐 調和五行
來吧，享受撫慰人心的滋養膳食！

消費超過 20元，優惠20%（限堂食）
韓之味

【辣炒年糕】

免費停車 Free Parking

免費停車 Free Parking

【鐵板牛仔骨】 LA Galbi / Grilled Beef Short Rib
外焦內嫩多汁不膩

Soup with PotatoesSoup with Potatoes

(403) 245 8979      1204 17th Ave SW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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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名字，希望有機會可以帶我回

去見他爸媽。我聽到這真的慌

了，我知道一定無法通過她爸

媽那一關。

我不希望讓他發現原來他愛

的是一個四十歲的老女人，我很

想就這樣結束，可是面對他的真

摯深情，我逃不了也開不了口，

只能一天拖過一天。請告訴我該

怎麼辦吧，曼麗夫人！

Rubby

當我們有緣在一起的這段時間，

可以彼此陪伴依偎。

我經歷過婚姻，沒有孩子，

但對婚姻沒有任何憧憬，我知

道我不該困住他，他有權享有

美麗的人生，正常的娶妻生

子。可是我們現在好甜蜜，他

很熱情，很愛我！讓我燃起對

婚姻愛情的想望。

這次過年他說他已經跟爸

媽說他有對象了，還說出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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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中國游泳名將孫楊，因

「抗拒藥檢案」，遭國際反興奮劑機構起

訴，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最終裁

定禁賽長達 8 年，意味著孫楊無法參加

東京奧運會，形同提前終結其游泳運動

生涯。孫楊媽媽對此發文抨擊中國泳協

當局，在 2014 年企圖隱瞞兒子藥檢陽

性的結果，而且幫兒子請的律師很不專

業，才導致兒子最後被重判禁賽 8 年的

命運，不過她隨後又將該文刪除。

2018 年 9 月 4 日，孫楊在中國杭州

接受了一次比賽以外的興奮劑檢查，過

程中由於他對興奮劑檢查人員資質證明

產生懷疑，導致沒能完成這次檢查。

據《立場新聞》報導，世界反運動禁

藥機構委託國際藥檢管理機構（IDTM）

當晚趕到孫楊家中進行突襲式檢查，但

孫楊與國際藥檢管理機構人員發生衝

突，並拒絕提供尿液樣本，他的保鑣則

用鐵鎚擊碎血液樣本瓶子。

2019 年 1 月，國際泳聯做出裁決

認為，孫楊沒有違反《世界反興奮劑條

例》。 2 個月後，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

不服國際泳聯的裁決，並向國際體育仲

裁法庭（CAS）提出上訴。

CAS 今年 2 月 28 日早晨發布通

告，表示孫楊在拒絕藥檢的情況下，無

法證明自己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銷毀他

的藥檢血液樣本，因此仲裁委員會一致

認定，處孫楊禁賽 8 年，並於 CAS 判決

之日開始生效。

當年指控孫楊是「禁藥騙子」的澳

洲游泳好手霍頓，曾因此遭中國網軍洗

版，對於這個判決結果，霍頓表示「選

手都從早到晚努力訓練、追尋夢想，要

讓自己不斷進步是對的，但不擇手段甚

至用藥作弊，那可不在選項內。」

同樣引發網路關注的是，孫楊媽媽

楊明隨即發了一篇長文怒罵中國泳協：

「對得起領導，對得起組織，但對不起兒

子。」「徹夜難眠，無力、無奈，兒子

20 多年來的泳池奮鬥，就這樣被強權和

謊言扼殺。」

以下為孫楊媽媽發文節錄：「孫楊

【看中國訊】臺灣歌手、演員伊能

靜 3 月 4 日歡度 52 歲生日，凌晨 1
點半左右，她發長文表達對愛的理解。

她吐露兒子小哈利考上倫敦中

央聖馬丁藝術學院和紐約帕森斯大

學，「收到 2 個學校的錄取信時，

我流下了爆擊一樣的眼淚」，她說

如果曾給予兒子每一分愛都成就了

他成為自己的自由，小哈利也成就

了她能愛人卻不需要佔有的能力。

3 歲的女兒米粒當日對媽媽表

示要給媽媽好東西。「她知道媽媽

喜歡衣服、鞋子、吃、護膚 , 她最

喜歡水果、海苔、球池、跳跳床，

那是她所知道這世界上最美好的一

切了，她想給我所有她知道的最

好，這就是愛。」

對於婚姻家庭，伊能靜這樣寫

道：「我不戀愛，在婚姻裡，有更大

的愛會滋生，不再是兩個人，而是

一群人，因我們共同的努力而一起

過美好的生活。」

在 52 歲的年齡，伊能靜稱自己

為「老女孩」，「我感覺生命才開始，

像一隻小松鼠從樹洞裡探出頭，嗅聞

雪融的早春，一切都才開始」。

【看中國訊】哈里遜‧福特

主演的《極地守護犬》，改編自傑

克‧倫敦所撰寫的美國百年經典

小說《野性的呼喚》，由動畫大導

克里斯‧桑德斯執導。拍攝成本

超過一億美元，北美上映首日摘

下當日票房冠軍，該片將於 2 月

27 日在臺灣上映。

影片敘述主角桑頓（哈里

遜福特飾）在面對婚姻破裂與兒

子去世後，遠離城市喧囂前往荒

涼的北極圈生活，因緣際會拯救

了受虐的雪橇犬巴克，一人一犬

在逆境中奮勇生存並找到生命的

意義。壯闊的極地景色搭配精彩

的動物演技，埋下了不少催淚情

節，讓觀眾得到多方面體驗。

為了真實呈現小說中充滿靈

性與野性的混種犬巴克，劇組找

來好萊塢動態捕捉的能手泰瑞‧

諾特利扮演巴克，透過動態捕捉

再加上電腦特效，創造出獨一無

二栩栩如生的主角。導演的妻子

潔西卡在寵物領養網站發現了一

隻名為「巴克里」的狗等待領養，

種種細節都跟原著小說中的敘述

幾乎相同，這樣神奇的巧合讓她

立刻驅車狂飆 2000 公里把狗帶

回加州劇組，最終實景和 CGI 的
融合效果相當令人驚艷，成功交

出漂亮的成績單。

主演哈里遜‧福特，也和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

全球蔓延，各界擔憂東京奧運舉

辦將受衝擊，國際奧林匹克委

員會（IOC）主席托馬斯．巴赫

（Thomas Bach）及發言人亞當斯

（Mark Adams）4 日在洛桑的國

際奧委會總部舉行的執行委員會

會議上，明確表示，2020 年東京

奧運將如期舉行。

據《中央社》引用《哥倫比亞

廣播公司體育網》（CBSSports.
com）報導，亞當斯在記者會上

表示：「對我們而言，奧運將如

期在 7 月 24 日舉行，我們有信

心預期將在那天舉辦。我們收到

的所有建議，都說奧運應該舉

行。」

此前國際奧會委員龐德

（Dick Pound）曾經表示，關於奧

運能否舉辦的問題，最晚將在 5
月做出決定。

國際奧會明確回應

哈里遜‧福特（右）主演的電影《極地守護犬》劇

照。

東京奧運是否延期

偶爾心臟不舒服時按照醫囑服用，這在當

時完全合法。一直到在 2014 年 1 月 1 日，

此藥變成了『賽內禁用、賽外可用』，中國

反興奮劑網站和下發給所有運動隊的《2014
年版反興奮劑禁藥名單》和《運動員手冊》

中都沒有進行更新，運動員對此毫不知

情。」

孫楊被禁賽的消息剛被披露時，引

起內地網民強烈反響，有不少表達支持上

訴。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鍚進發文表

示支持上訴，但強調要就事論事，「無需讓

這種支持變成一種和國家榮譽相聯繫的情

緒和戰鬥」、「但我依然不主張對該法庭仲

裁的複雜性進行簡單的政治解讀」。作為

政府官方媒體如此表態，令外界猜測，孫

楊是否已被割席，前途恐黯淡無光。

隨著事件的發酵，網路上還出現認為

孫母對兒子照顧和干涉過多，使得孫楊成

長為「巨嬰」等負面評論文章。當事人孫楊

3 月 2 日在社群媒體微博上秀出血液樣本

照，試圖澄清抗拒藥檢的風波，也有大批

中國網友不買賬。有網友回應說「既然有

這些為啥不在法庭上出示呢？總往微博發

幹嘛呢？法官又不看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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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21日韓國光州世界游泳錦標賽上，400米自由泳銀牌獲得者澳大利亞選手霍

頓拒絕與金牌獲得者中國選手孫楊一起站在領獎台上。(Getty Images)

伊能靜3月4日歡度52歲生日。（微博）

妻子救援了許多傷病幼犬，從收容所領養了三

隻狗，在國際上致力於保護受災地區的生物多

樣性，是備受尊重的愛狗人士。福特說：「拍

攝中最有趣的，就是與我對戲的完全不是真的

狗！為了讓我能夠融入情境，他們竟然找演員

來演繹巴克，我得承認要假裝對方是狗狗這件

事一開始很有挑戰性，但習慣後反而變得挺好

玩的！」

《極地守護犬》狗兒搶鏡《極地守護犬》狗兒搶鏡

孫母喊冤孫母喊冤

伊能靜生日發文感悟愛伊能靜生日發文感悟愛

孫楊被禁賽



新鮮蔬果

免費成為會員 ,
無論購物多少，
再享 5%折扣 !

另花費滿 $300
贈 3L橄欖油

2020 年 3 月 3 日～ 3 月 9 日（週二～下週一）特價商品

2020 年 3 月 3 日～ 3 月 9 日（週二～下週一）特價商品

請上臉書查詢ffacebook.com/basha
internationalfoods.

每日特價
芭莎國際食品超市

果蔬高達

70%
折扣

清真肉類

Lean Ground Beef Ground Chicken Sirloin Tip Steak Chicken Legs Back AttachedChicken Legs Back Attached

Bone in Shank Beef Lamb Stew Boneless Goat Meat (Frozen) Chicken Shish Tawook

Honeydew Large
超大哈密瓜

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無莖西蘭花

新鮮蔬果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免費成為會員 ,
無論購物多少，
再享 5%折扣 !

另花費滿 $300
贈 3L橄欖油

2020 年 1 月 21 日～ 1 月 24 日（週一～週五）特價商品

2020 年 1 月 20 日～ 1 月 24 日（週一～週五）

請上臉書查詢ffacebook.com/basha
internationalfoods.

每日特價
芭莎國際食品超市

2717 Sunridge Way N.E 

403.280.6797403.280.6797
bashafoods.ca bashafoods.ca 

果蔬高達

70%
折扣

Barlow
 Tr  N

E

23 Ave NE

23 Ave NE

23 St N
E

Sunridge WayNE

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Happy Chinese New Year ! 新年大吉！

清真肉類

日（週一～週五）新鮮蔬果芭莎國際食品超市

Ground Chicken

3.49
/ lb

雞絞肉雞絞肉
Regular  Ground Beef 

2.99
/ lb

牛絞肉牛絞肉 Chicken Legs 
Back Attached 

1.49
/ lb

連背雞腿連背雞腿

Beef Liver

3.49
/ lb

牛肝牛肝
Whole Chicken

2.29
/ lb

整雞整雞 Lamb Shank 
Frozen Whole

5.99
/ lb

冷凍羊腱冷凍羊腱
Beef Stew

5.99
/ lb

燉牛肉燉牛肉

1.99
/ ea 3.00

/ 9

 Lamb Chops 

/ lb 9.99
/ lb

羊排羊排

Jumbo Eggplant 
大茄子

0.99
/lb

Jumbo Eggplant 
大茄子大茄子

00/lb1.
/ ea

Seville Oranges
塞維利亞橙子塞維利亞橙子

3.49
/lb

Kiwi
獼猴桃

Pineapple
菠蘿菠蘿

1.00
/ 2

Curly Parsley 

130.00
60 count

捲葉歐芹捲葉歐芹

15.00
 9kg

15.00
8count

Lemons
檸檬

33/ 9

檸檬檸檬

20.00
38 lb 0.49

/ lb

Banana
香蕉

/ lb
10.00

40 lb NEWNEW

Beef Rib Eye SteakBeef Rib Eye Steak
肋眼肉排

Lamb Shank Bone-in
帶骨羊腱

Chicken Breast 
無骨去皮雞胸肉無骨去皮雞胸肉

雞絞肉

雞肉串冰凍山羊肉帶骨牛腱

1.49
/ lb/ lb

1919..0000
20 lb20 lb

5.99
/ lb

Cilantro
香菜

Navel Orange
臍橙

新鮮蔬果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免費成為會員 ,
無論購物多少，
再享 5%折扣 !

另花費滿 $300
贈 3L橄欖油

2020 年 1 月 21 日～ 1 月 24 日（週一～週五）特價商品

2020 年 1 月 20 日～ 1 月 24 日（週一～週五）

請上臉書查詢ffacebook.com/basha
internationalfoods.

每日特價
芭莎國際食品超市

2717 Sunridge Way N.E 

403.280.6797403.280.6797
bashafoods.ca bashafoods.ca 

果蔬高達

70%
折扣

Barlow
 Tr  N

E

23 Ave NE

23 Ave NE

23 St N
E

Sunridge WayNE

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Happy Chinese New Year ! 新年大吉！

清真肉類

日（週一～週五）新鮮蔬果芭莎國際食品超市

Ground Chicken

3.49
/ lb

雞絞肉雞絞肉
Regular  Ground Beef 

2.99
/ lb

牛絞肉牛絞肉 Chicken Legs 
Back Attached 

1.49
/ lb

連背雞腿連背雞腿

Beef Liver

3.49
/ lb

牛肝牛肝
Whole Chicken

2.29
/ lb

整雞整雞 Lamb Shank 
Frozen Whole

5.99
/ lb

冷凍羊腱冷凍羊腱
Beef Stew

5.99
/ lb

燉牛肉燉牛肉

1.99
/ ea 3.00

/ 9

 Lamb Chops 

/ lb 9.99
/ lb

羊排羊排

Jumbo Eggplant 
大茄子

0.99
/lb

Jumbo Eggplant 
大茄子大茄子

00/lb1.
/ ea

Seville Oranges
塞維利亞橙子塞維利亞橙子

3.49
/lb

Kiwi
獼猴桃

Pineapple
菠蘿菠蘿

1.00
/ 2

Curly Parsley 

130.00
60 count

捲葉歐芹捲葉歐芹

15.00
 9kg

15.00
8count

Lemons
檸檬

33/ 9

檸檬檸檬

20.00
38 lb 0.49

/ lb

Banana
香蕉

/ lb
10.00

40 lb NEWNEW

Barlow
 Tr  N

E

23 Ave NE

23 Ave NE

23 St N
E

Sunridge WayNE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2717 Sunridge Way N.E 

403.280.6797403.280.6797
bashafoods.ca bashafoods.ca 

3636..0000
40 lb40 lb

2424..0000
24 lb24 lb

Jackfruit
大樹菠蘿

Green/red leaf lettucGreen/red leaf lettuce
綠 /紅葉生菜

Kusa SquashKusa Squash
西葫蘆

Jumbo Eggplant
大茄子大茄子

8.99
/ lb/ lb

4.99
/ lb/ lb

雞絞肉

帶骨牛腱

3.49
/ lb 3.99

/ lb

連背雞腿

4.99
/ lb

瘦牛絞肉

/ lb/ lb

Sirloin Tip Steak

冰凍山羊肉 雞肉串

7.99
/ lb

5.99
/ lb 1.49

/ lb

5.99
/ lb6.99

/ lb

西冷牛排

去骨羊肉

香菜香菜

超大哈密瓜超大哈密瓜超大哈密瓜

Green/red  CabbageGreen/red  Cabbage
捲心菜 /紫甘藍捲心菜 /紫甘藍

1.00
/ 2/ 2

綠 /紅葉生菜綠 /紅葉生菜 西葫蘆

1.49
/ lb/ lb0.99

/ lb/ lb

Le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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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圖片：WINNIE WANG

作法

將烹飪酒、糖、香醋、醬油、鹽依
次加入碗中，攪拌均勻。

將排骨汆燙一下，沖洗乾淨備用。
鍋內放油，放入薑片、蔥段，炒

食材：排骨 300g、蔥 2根、薑 5片、
白芝麻少許。

調料：醬油 3大匙、糖 4大匙、香醋 3
大匙、烹飪酒 1大匙、鹽 1小匙。

食材

酸酸甜甜的糖醋排骨，營養又開

胃，搭配清爽可口的芥菜炒毛豆

和香甜的玉米飯，就是一個很好

的便當組合了。

 糖醋排骨便當
作法

斜刀切魚片，加醃料，抓勻醃製
20分鐘。
麵漿材料慢慢加水，攪拌均勻至麵
漿可以連續均勻的滴流。

燴汁材料攪拌均勻。
魚柳裹足麵漿，快速放入油鍋，待
一面金黃後，再翻面，煎至兩面金黃

即可。

用少量油煸炒青紅椒片，取出備
用。原鍋倒入芡汁，煮至微滾，放入

魚柳、青紅椒片，翻炒均勻即可。

食材：魚片300g、青紅辣椒適量。
醃料：米酒1大匙、鹽1小匙、白胡椒
粉 1小匙。
麵漿：麵粉 40g、生粉 40g、鹽、白
胡椒粉少量、開水適量。

燴汁：番茄醬 5大匙、醬油 2大匙、
香醋 2大匙、糖 2大匙、開水適量。

食材

酸酸甜甜的番茄汁配上外酥內嫩

的魚塊，滋味豐富，酸香下飯，

大人小孩都喜歡，是絕佳的便當

主菜。

 茄汁魚塊便當

作法

處理蝦：先剪去蝦鬚、蝦腳和尖銳
部分，剪開蝦背，清理乾淨蝦腸腺。

生薑切成絲，蔥切小段備用。
調配料汁，調料拌勻備用。
熱油鍋，蝦下鍋煎 5分鐘，直至煎
出大量蝦油，此時加入 1匙米酒，翻
炒一下，去除腥味。

再加入薑絲和蔥段，小火翻炒出
香味，然後下料汁，小火燜 5分鐘，
直至入味。

湯汁變濃稠即盛盤，灑上蔥花，顏
色更鮮亮。

美味秘訣：

這道菜因為有糖分，湯汁不必收的太

乾，避免燒糊。

食材：鮮蝦 450g、蔥 2根、薑 7片。
調料：胡椒粉 1小匙、糖 3小匙、醬油
2大匙、米酒 2大匙。

食材

油燜蝦的做法不難，卻很好吃，

美味秘訣就是不加鹽，而是利用

糖和醬油，炒出鮮蝦的鮮甜滋味。

 油燜蝦便當

◎ 文 :邊吉

為家人做便當，除了美味的飯菜，更有滿滿的愛心。

美味便當
色 香 味 俱 全

秘訣1：菜
色多變

自己帶飯可以多加選用

當季食材，運用烹調巧

思，變化出多種風味料 
理，為家人的營養把好

關，也讓吃便當時間成

為歡喜滿足的時刻。

秘訣2：主食加料
便當的主食以口感乾爽

者為佳，一般是白飯，

若考量整體菜色及營養

均衡，也可將蔬菜結合

主食做成炒飯或炒麵。

便當保持
美味秘訣

香。然後放入排骨，澆入醬料、加

水。大火煮滾後，小火燉煮40分鐘。
待湯水收乾後，灑上白芝麻和蔥
花，翻炒均勻，就可以起鍋了。

咖啡時光 給咖啡豆打分數的人
◎ 文 :山平

怎麼挑選咖啡豆?杯測師透過咖
啡杯測，挑出好喝的咖啡豆。

本文圖片：ADOBE STOCK

杯測訓練培養選豆功力

如何杯測？如同科學實驗，將生豆

採取標準化方式烘焙、萃取，烘焙溫

度、時間、萃取方式與水溫及檢測方式

都要盡可能一致。如此才能建立咖啡豆

的風味與質量比較基準。

杯測師藉由聞香、啜飲來品味一款

咖啡豆的甜味、酸味、苦味、後味、濃

稠度及口感、質量均一性以及味道的平

衡度，從而在眾多咖啡豆子中選出好質

量、好風味的咖啡豆。在此之前杯測師

必須喝得夠多，累積足夠的杯測經驗，

才能養成嗅覺與味覺的辨識力。

杯測師喝出咖啡的身世

沖泡一杯好咖啡不過 3 分鐘，但其

所蘊含的時間與空間因素卻比人們認知

的更多。一杯咖啡從產地出發，一路歷

經種植處理、保存運輸、烘豆等多道程

序，才來到人們面前；咖啡杯測師必須

藉由嗅覺與味覺，解讀出咖啡豆的旅程。

例如：產自高海拔的咖啡豆，具有

花香及迷人果酸；日晒豆的口感較自然醇

厚，而水洗豆的明亮感更為明顯；不同的

烘焙度可呈現出豆子的不同風味。對杯測

師而言，咖啡味不是一個單一味道，而是

一張地圖、一個工藝、一種火候。

杯測師保持靈敏嗅覺

喝出好咖啡的能力，除了努力練習

杯測，還有心態與保持生活飲食及作息

規律。例如：杯測聞香的時間比較短，

咖啡釋放香氣的關鍵時刻，一定要靜下

心來聞，才能從咖啡散發出來的芳香中

聞到各種細節。此外，為了維持敏銳的

嗅覺與味覺，杯測師會刻意維持較為清

淡的飲食生活習慣，避免自己的味蕾變

遲鈍。同時，正常的作息維持身體健

康，確保嗅覺、味覺能力正常發揮。

進入杯測領域，不僅可以喝到絕妙的

咖啡風味，感官所轉化的滋味更是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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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內經 · 上古天真論》中

說：「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

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

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

神俱……」養生要根據四時節氣

的不同和個人體質的類型，透過

建立良好的生活飲食和習慣，來

選擇適合的保健方法。在一年開

始的春天，我們更應該關心養生

課題，打好一年健康的基礎，達

到延緩衰老、延年益壽的目的。

春天宜養肝

傳統中醫有五行、五色、五

味、五臟的對應說法，五行的

木、火、土、金、水，對應了

青、紅、黃、白、黑，而對應的

臟腑則是肝、心、脾、肺、腎。

春季草木繁盛、百花齊放，

對應青色，又對應五行中的

「木」和五臟中的「肝」，所以

「養肝」是春天養生的大事。

陳潮宗中醫師指出，肝臟具

藏血功能，如果失血過多或女性

力等功效。

① 芹菜

芹菜富含維生素 B 群、維

生素 C 和鈉、鉀等礦物質，有

消炎、降壓、止咳、調經、平肝

清熱、健胃利尿等效果，臨床用

於治療肝炎、高血壓、尿路感

染、婦女月經不調等疾病。但因

芹菜含有高鈉，高血壓患者不宜

多食。

② 菠菜

菠菜性涼味甘，富含葉酸、

草酸、鐵質、維生素 K、蛋白

質等，能利五臟、助消化、補血

止血、止渴潤腸等，對於肝氣不

順引發的胃病，有很好的輔助治

療效果。菠菜富含膳食纖維，能

幫助腸道蠕動、排毒，所含葉黃

素、玉米黃素，可預防眼睛老

化、黃斑部病變。尤其要注意，

盡量不要和豆類製品一起吃，以

免形成草酸鈣，導致結石。

③ 綠豆

綠豆味甘性寒，含豐富的無

機鹽和維生素，能護肝、利尿、

降血脂、消暑降火、明目降壓、

潤喉止渴、清熱解毒、排水消腫

等，是人體的解毒高手，對中暑

與咽喉炎等，也有不錯的療效。

綠豆湯是夏天老少咸宜的消暑飲

品。

④蘆筍 

春季

養生 春天宜養肝 
4種食物護肝排毒又防癌

中國古代醫書《黃

帝內經》主張「天人合

一」的思想，具體表現

為天人相應，人和大自

然是一個整體，人身體

的生理和病理變化與自

然互相影響，順應自然

的變化，可以達到調心

養身的目的。

經期之中，容易出現氣血不足，

導致肝血不足。

而肝血不足就不能供給肝臟

足夠的養分，損害肝功能，使人

容易出現眼花、眼睛痠澀、女

性生理期發生紊亂等現，故「補

血」也是春天養生的重點。

多吃青色食物

春天對應了中醫所說五色

中的「青色」，而青色對應的味

覺則是「酸味」，因此，春天養

肝宜多吃青色的酸味食物，例

如：綠豆、毛豆、菠菜、芹菜、

油菜、萵苣、韭菜、花椰菜、檸

檬、竹筍、海帶、黃瓜、奇異

果、芭樂……不僅對肝臟有益，

還有明目、消除疲勞、提升免疫

蘆筍富含維生素 B 群、A、

C、E 及礦物質，還含有能活化

免疫系統的硒，被譽為世界「十

大名菜之一」。蘆筍具有清熱、

止渴、寬腸、潤肺、暖胃、止

咳、利尿、助消化、增進食慾等

功效，能輔助治療糖尿病、高血

壓、心臟病、血管硬化、膀胱

炎、急慢性肝炎、肝硬化等疾

病，還能防癌。

春天養生茶飲

❶ 山楂荷葉茶

材料：生山楂 50 克、荷葉

15 克、冰糖 30 克。

作法：取生山楂、荷葉一同

放入鍋內，加水 1000c.c.，小火

煎煮至 500c.c. 左右，濾去藥渣

後，加入冰糖，倒入保溫杯中，

代茶飲用。

功效：山楂、荷葉能幫助擴

張血管，降低血壓、血脂，又能

減肥，對身體肥胖的高血壓、高

血脂、冠心病患者，尤其適合。

❷ 決明子枸杞茶

材料：決明子 15 克、枸杞

10 克、冰糖 10 克。

作法：將決明子略搗碎，和

枸杞、冰糖一起放入茶壺內，沖

500c.c. 沸水，加蓋悶泡 15 ～

20 分鐘即可。

功效：益肝滋腎，明目通

便，對於肝氣鬱滯所引起的眼睛

乾澀、視物模糊、口苦口乾、大

便乾結等症狀，非常適合。

值得一提的

是，引發花

粉過敏的不

一定是有形

的「花」。

如果只在春天出現過敏

症狀，那麼就有可能是「花粉

熱」，也就是花粉過敏。由於花

粉內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其中某

些蛋白質成分是產生過敏的主要

致敏原。

其主要症狀為打噴嚏、流

鼻涕、流眼淚，或是鼻、眼及

外耳道奇癢無比，嚴重者還會

誘發氣管炎、支氣管哮喘。也

有人是皮膚過敏，症狀是皮膚

出現紅斑、丘疹、細小鱗屑，

有搔癢感或灼熱感。

花粉熱屬於季節性過敏，

在每年 3 ～ 5 月或 10 ～ 12 月，

因植物花期變化，患者才會開

始出現過敏症狀，常誤以為自

己得了感冒或鼻炎。常見的過

敏原，如：塵螨、動物毛，大

多長期存在，因此發病期不分

季節。

值得一提的是，花粉過敏

不一定是有形的「花」。從

行醫的經驗中發現，僅次於塵

螨，禍首是分別居于前三名狗

牙根草、牧草和豬草。

小兒花粉過敏主要表徵

1. 花粉過敏性鼻炎：鼻

癢、打噴嚏、流鼻涕、鼻塞、

呼吸不暢等。

2.花粉過敏性哮喘：出現

陣發性咳嗽、呼吸困難、突發

性哮喘發作。

3.花粉過敏性結膜炎：小

兒的眼睛發癢、眼瞼腫脹，並

常伴有水樣或膿性黏液分泌物

出現。

花粉過敏預防勝於治療

若已知過敏來源，在該植物

的花季時，宜減少暴露在致敏花

粉的機會，一般有哮喘及過敏病

史者也要注意防範。

1.開花季節減少外出活動，

避免接觸過敏原。

2. 室內可以使用空氣清淨

家有過敏兒 春遊小心花粉熱 育兒
寶典

器過濾空氣。

3. 外出盡量避開花粉濃度

較高的上午 5 ～ 10 點，或下雨

過後才外出，並且要記得戴口

罩、眼鏡及帽子。

6 歲的小豪（化名）有哮

喘病史，在藥物控制下病況穩

定，但這幾天突然哮喘發作，且

打噴嚏、流鼻水、眼睛發紅，非

常不舒服，家長帶他到診所拿了

感冒藥吃，但症狀改善不大。後

來轉至過敏門診，經詳細問診及

檢查，發現小豪是和大人去賞花

引起的花粉過敏，經藥物治療，

症狀獲得緩解。

春暖花開的季節，

繁花繽紛豔麗，吸引民

眾走向戶外，親近大自

然，但卻有人開始噴嚏

打不停，或是鼻水持續

數週都不見好轉。

（轉載自自由時報）

◎  文：孫紹華

◎  文：楊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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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3月11日

羅馬生菜

Field Tomatoes 田園蕃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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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Peppers 紅辣椒 Romaine heartsKale 羽衣甘藍

Red Grapes Green Onions 青蔥

平價 新鮮

紅葡萄

$14848 lb

2 4848
ea

$

Ambrosia or Salish apples

$$00 6868 lb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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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一白蘭瓜。

16868
lb

$$

$0 9898
ea$08888 2超低價

$09898
lb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5看大千2020年 3月 5日—3月11日    第 96期 Cos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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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 Av攀 一䔀Ⰰ 䌀愀氀最愀爀礀
電話：⠀4　㌀⤀ ㈀48-44㘀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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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攀.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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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營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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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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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首魚扒

$        .00/ 箱10 (18 磅 )
$    .00/ 箱5 (8 磅 )

$    .00/ 箱2 (4 磅 )

週三（3 月 4 日）特價商品展示週二∼週五新品特賣

$        .99/ 箱39 (5公斤)

溫馨提示：週一∼週五下午 4 點∼ 7 點停車較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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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學家的穿越之旅

個姐姐之間，聽著她倆的對話。

當他康復後和姐姐說起她們

當時的聊天內容，她倆都覺得很

吃驚。

實現時間旅行 
回到童年 穿越未來
發現意識可以實現瞬移後，

他想試試，意識是否可以實現時

間旅行。於是，他把意識調整到

童年時期發生的一件神秘事件的

時間點。果然他就瞬移到了那個

點。他看到自己和姐姐在山腳下

的小河邊玩耍，突然聽到有人呼

喊「危險」，抬頭一看，一塊大

石頭正自上而下朝他們滾下來。

情急之下，他一把推開了姐姐，

自己也向後摔倒，姐弟倆躲過一

劫。

多年以來，這個聲音在他心

裡一直是個謎團，他不知道是誰

救了自己和姐姐。這次回到過

去，他才知道原來當時那個聲音

就是他自己。

他又嘗試著瞬移到未來，他

看到中年的自己正在大學裡教

書。如今的他，也確實是一名大

學教授。他又去看了自己的老

年。他看到了一個重疊的畫面：

一個是老年的自己正在快樂地教

小孩子觀測星星，另一個是一片

廢墟的圖景。為甚麼會這樣？他

覺得很不安，難道未來有甚麼不

確定性？

回到500年前 
在廟中留下證據

為了證明自己的時間旅行並

不是幻覺，他回到了 500年前，

附到了一個人身上，在土佐神

廟裡用石炭在柱子上寫了「鶴」

字。他醒來後特地去了這個土佐

神廟，找到了他當時寫下的那個

「鶴」字，雖然歷經 500 年，字

跡已經模糊，但依稀可見。而神

廟主持保存的一本廟史紀錄上也

記載說，大概在 500 年前，廟

裡的一根柱子上一夜之間出現了

一個「鶴」字，令當時的主持百

思不解。

有了這幾次的穿越經歷，他

決定去看看傳說中的大洪水。這

一次，他回到了 15000 年前。

他看到一顆彗星飛到了地球附

近，由於巨大的引力作用，彗星

上的冰被吸進了地球的大氣層，

然後變成水降落到了地球，地球

的海平面瞬間上升了 2000 米，

大洪水吞沒了地球上的一切。

當時的地球人亞特蘭蒂斯人

木內鶴彥 22 歲的時候，患

上了一種十分罕見的疾病，還沒

有救治成功的先例，在醫生宣布

他死亡 40 分鐘後，他復活並講

述了他的瀕死體驗。

他的靈魂離開身體後，黑暗

中眼前出現一個光亮的隧道，他

通過隧道來到了另一個世界，那

裡綠草如茵，河水清澈，鳥語花

香、景色優美。他能感覺到光腳

踩在青草上的質感，他划船渡

河，在河對面的世界，見到了已

故的親人，包括從未謀面的姑

姑。然後，他又回到了病房，看

到悲傷的父母。他開口說話，但

他們根本聽不到他的聲音。母親

跑了出去，他想知道母親去做甚

麼，瞬間就到了母親身邊。母親

給姐姐打電話，通報他的死訊。

他又瞬移到姐姐身邊。他坐在兩

木內鶴彥是日本著名的
天文學家，對天文界貢
獻卓著，慧星中有兩顆
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曾
在多次瀕死體驗中看到
人類歷史的真相和未來
的場景，並將之編撰成
《瀕死體驗的啟示》。

已經擁有高度文明，他們中的一

部分人坐著飛船離開地球，去了

金星和其他星球。而在地球上的

一片汪洋中，出現了數十艘傳說

中的諾亞方舟。

宇宙誕生於 
「巨大意識體」

木內鶴彥 55 歲時，經歷了

第二次瀕死體驗。這一次，他想

看看宇宙的起源。他是一個科學

論者，認為宇宙起源於大爆炸。

但是當他穿越過去看到，宇宙最

原始狀態是沒有物質的。他接觸

到了一個「巨大的意識體」，知

道了所有的個人意識都源自於

此，最終也將回歸於此。當這個

巨大的意識體產生變化時，就會

出現物質，所有的物質都來源於

這個意識。這與宗教中所說的一

切物質源於造物主不謀而合。

木內鶴彥描述說，人類已經

歷了 3 次大毀滅，而第四次毀

滅可能發生在 2126 年。而他的

使命就是給人們提出警示，避免

第四次毀滅的發生。木內說，每

個人來地球都有獨特的任務及使

命，只有遵循天地的法則，認清

各自的使命，人類才能有「美好

未來」的圖景出現。

◎ 文：青蓮

日本著名天文學家木內鶴彥是經歷過

瀕死體驗的人。他不僅看到了人死後

的世界，還穿越到遠古和未來，看到

了大洪水、亞特蘭蒂斯和宇宙的起

源。（視頻截圖）

PM2.5
可造成心臟驟停  

最新一期的科學雜誌《柳

葉刀》刊載一篇研究成果表

明， 空 氣 中 PM2.5 顆 粒 汙

染，會顯著增加人心臟驟停的

風險。

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等機構

的研究人員，近日在權威國際

科學雜誌《柳葉刀》上發表其

研究團隊的最新研究成果，在

分析了上百萬個心臟驟停的病

例後，發現其中近四分之一與

空氣汙染程度有明確的聯繫。

研究表明，空氣中的 PM2.5
顆粒汙染，會顯著增加人類心

臟驟停的風險。研究人員發

現，空氣中 PM2.5 顆粒汙染

每增加 10 微克每立方米，心

臟驟停的風險就會增加 1 ～

4%。 90% 以上的心臟驟停

是發生在 PM2.5 汙染程度低

於世衛組織標準的情況下。

研究團隊呼籲，目前世衛

組織公布的 PM2.5 顆粒汙染

的相關標準，需要在全球範圍

內進一步收緊和提高。PM2.5
是指環境空氣中空氣動力學當

量直徑小於或等於 2.5 微米

的顆粒物。它能較長時間懸浮

於空氣中，易附帶有毒、有害

物質。其在空氣中含量濃度越

高，就代表空氣汙染越嚴重。

◎ 文：天羽

本版圖片：ADOBE STOCK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6 看資訊 Information 第 96期     2020年 3月 5日—3月11日

神韻全球巡演到卡城

神韻是世界頂級的舞蹈和音樂表演，

提供豐富的文化體驗。世界最頂尖的舞蹈

家，東西方樂器珠聯璧合的樂團，令人驚

艷的動態天幕，帶領您穿越精彩的 5 千

年中華文明，充滿唯美的正能量讓觀衆的

心靈得到啓迪和升華。

時間：3 月 8 日～ 3 月 10 日，晚 6
點半開始

地點：Southern Alberta Jubilee 
Auditorium

地址：1415, 14 Avenue NW 
網站：shenyun.com/calgary

慶祝國際婦女節

慶祝婦女節，支持女性企業家。有本

地女性藝術家音樂表演助陣，有臉部彩

繪、照相亭、輪盤送獎品等活動，接受對

女性衣物的捐贈。

時間：週日，3 月 8 日，下午 1 點～

5 點。

地點：Westbrook Mall Centre Court
地址：1200, 37 Street SW

瘋狂科學之厨房化工廠

領會化學和物理反應的區別，卡城圖

書館主辦，訪問 calgarylibrary.ca 注冊。

時間：3 月 8 日下午 2 點～ 3 點

地點：Signal Hill Library
地址：5994 Signal Hill Centre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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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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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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rc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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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d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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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d

Superstore

chatr Mobile Kiosk | CF Market Mall  
Z-012 3625 Shaganappi Trail NW,  Calgary, AB | 403-604-1100

*Offer valid at the above participating location(s). 50% off plans only applicable with activation of a $40/mo Data, Talk and Text plan or higher. ™ Trademarks used under license ©2020

新店盛大開業
促銷﹗

獲得獨家優惠歡迎光臨
我們店鋪

第一個月費用優惠 50%*

*需新開 $40/月及

以上數據、通話和短

訊計劃

*優惠活動僅限上述店鋪。費用優惠 50%僅適用於新開 $40 /月及以上的數據、通話和短訊計劃。TM商標許可證號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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