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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衝突升級 中共病毒呼之欲出
China-US Conflict Escalates As “CCP 
Virus” Emerges

A6 空城計裡 司馬懿為何輸給諸葛亮？
Why Sima Yi lost to Zhuge Liang in the 
Empty-City Stratagem

加拿大疾控中心公布，全國

近 80% 確診是傳入個案，6%
是密切接觸者。其中卑詩省及

安大略疫情較嚴重，分別有 231
及 214 人確診。

目前，安大略省、亞省、卑

詩省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餐

廳只限外帶外送、聚會只限 50
人以下，所有大型體育和娛樂活

動均叫停，電影院停業。政府及

大小企業均設法改為在家工作。

此外，18 日美國與加拿大

宣布暫時關閉邊界，禁止非必須

的往來或活動。

820億加元紓困計畫

聯邦政府在上週承諾提供

10億元用於增加公共衛生措施，

5 億元將用於支持省和地區政府

之外，18 日宣布推行一系列全

武漢肺炎擴散 自保必看
How to Protect Yourself in the Pandemic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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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財政計畫，投入 270 億支持

因為武漢肺炎而處於困難的加拿

大人，並投入 550 億實施一系列

刺激經濟措施，共 820 億元。總

理特魯多強調，目前加拿大財政

非常健全，加拿大是 G7 七大工

業國中債務比率最低的，所以面

對目前的經濟危機，加拿大有能

力應付。聯邦紓困計畫財政支持

措施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直

接撥款 270 億，包括以下款項：

疫情將導致大量人員待在家

裡，這部分人員包括小企業主、

有資格領取失業保險者和無資格

領取失業保險者：

D4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武漢肺炎疫情在加拿大及美國持續擴

大，加拿大官方統計，截至18日23時為止，合計有727人確診感染武漢肺
炎，9人死亡。疫情已經擴散至80%省份。為應對疫情，美加兩國快速出台了
重磅紓困計畫。

應對疫情

美加出臺美加出臺
紓困計畫紓困計畫

另外措施還有增加牛奶金

（CCB：加拿大兒童福利金）：聯

邦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臨時

增加牛奶金，提供高達約 20 億

元的額外支持。有兩個孩子的

低收入家庭可以最高獲得 1,050
元。平均而言，每個兒童增加

300 元，每個家庭約增加 550
元。額外牛奶金將在 5 月發放。

其他的補助包括：6 個月免

息學生貸款償還期；無家者

護理計畫加倍；原住民、因

紐特人和梅蒂斯

民族社區等新

成立的原住

民社區提供

3.05 億 元 資

助。（下 轉

A2）

1.小企業主薪資補貼

為符合資格中小企主提供最高10%員工工資補助，持續90天，每人
最高1375元。每位僱主最高25000元，令他們可以保持待在家工
作員工的薪資水平

2.有資格領取失業保險（EI）者

特免1週的失業保險等待時間，可直接申請，不須醫生書面證明，
以加速獲得6個月EI的疾病資助。有關EI的疾病資助的具體信
息，可訪問聯邦政府網站。

3.無資格領取失業保險者

包括自僱和自由職業者，新出台的「緊急照護福利」，為生病
卻沒有EI保險的人士、以及家中有人生病的人士提供緊急資
助，每週最多900元，最多可領取15週。

其中2、3兩項福利的申請於4月份開放，具體日期尚未決定，將可以通過稅務局（CRA）
網站上「我的賬戶」（MyAccount）或「我的加拿大服務」（My Service Canada Ac-
count）賬戶申請；或撥免費電話來申請，電話號碼尚未公布。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Justin Trudeau）
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圖：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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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聯邦紓困計畫財

政支持措施的第二部分是 550
億元的稅務延期，包括：

1. 房 貸 延 期： 企 業 和 個

人的房屋抵押貸款延緩支付，

加拿大六大銀行承諾將允許房

貸按揭延遲 6 個月供款，支

付事項需要和各自銀行探討。

這六大銀行包括：蒙特利爾銀

行（Bank of Montreal）、 加

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IBC）、

道 明 銀 行（TD Canada）、

國 家 銀 行（National Bank of 
Canada）、 加 拿 大 皇 家 銀 行

（RBC Royal Bank）以及豐業

銀行（Scotiabank）。
2. 報稅截止日延期：延長

到 6 月 1 日。不過需要拿到退

稅的人可以早報稅。

3. 繳納稅金延期：需要繳

稅的企業和個人可以延緩繳納

稅金，從 3 月 18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之前的欠稅，包括收

入 稅 分 期 付 款（income tax 
instalment），均可以延期至 8
月底支付。將不計這段時間的

利息和罰金。

4. 由稅務局為失業及低收

入人士提供 50 億元緊急資助；

總理特魯多還表示，聯邦

政府將會為農民和食品生產行

業，提供額外援助。財政部長

莫紐（Bill Morneau）已經宣

布了一項 100 億加元的信貸資

金，向因病毒大流行而承受壓

力的企業提供貸款，企業可以

通過新途徑獲得信貸，以幫助

他們繼續經營。

莫紐認為，「加拿大的資產

負債表令世界羨慕不已，這意味

著我們擁有足夠的財力應對疫

情。」目前公布的一攬子計畫是

加拿大抗疫措施的「第一階段」。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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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皮

新
上
市

�式�層城市屋 1504 呎 , ����向西南 ,
光猛開陽 , 主 層� �高 9 呎 , � 大客��
壁爐 , 廚��大理石檯面�實木�� ,3 �
� ,2.5 浴廁 , ��雙車� , ������車
站 , �理費 $275� $339,900

�校� Hampt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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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900

�校� Edgemont  ����
獨立�層屋 2179 呎 , ��向西光猛開陽 , 由 Jayman
於 1999 年建成 , �中��� , 主層實木��磚�� ,
客��壁爐 , 主層書� ,Bonus Room 設計 , 廚��較
�石�枱面 , 不�鋼家���� Samsung 四門�櫃 ,
�大 3 �� , 2.5 浴廁 , ��
����車站 , 不容錯�� $539,900

�校� Edgemont  (Edgeridge)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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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獨立�層屋 2532 呎 ,W/O 土庫�部完成�
�汽淋浴 , ������景 , 建於 2000 年 , �
屋頂 , 主層��高 9 呎 , �實木�� , 客��家
庭���高 18 呎 , 廚��大理石檯面 ,4+2 �� ,
主層書� ,3.5 浴廁 , �
��立小學 , �車站� $899,900

�校� Hamptons ����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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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式�層屋 2024 呎 , 土庫�部完成 ,
��向西 , 客��拱形天� , �屋翻� : 較
�屋頂 , 實木�� , �磚 , �水爐 ,2017 年
� 廚 � , � 爐 , 洗 � � � � � � 櫃 ,3 �
� ,3.5 浴廁 , ���
所小學��車站�

獨立�層屋 2059 呎 , ��向東南��天�
�林����景 , 建於 2003 年 , 主層�實
木�� , 客�� Bonus Room �拱形天� ,
廚��不�鋼家� ,3 �� , 主層書� ,3 浴
廁 , �����
�車站�$519,900 $519,900

�校� Edgemont �廚� 西北 Kincora ��天��林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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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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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8,888

�校� Hamptons  W/O 土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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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層屋 1943 呎 , 土庫�部完成 , 建於
2000 年 , 主層��高 9 呎 , 客��壁爐 , 廚
��不�鋼家� ,Bonus Room ��高 10
呎 ,3+1 �� ,3.5 浴廁 , 位於寧��街 , �
���� $49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寧��街
豪�高層 16 �,�大 1053 呎栢文��,�點一�,
西南 12 大�夾 5 街,��市中心�景,步行至市
中心只� 7 �鐘,建於 2008 年,2 ��,2 浴廁,
開放式設計,��一�,包一�下停車位,�中�
���健�室�訪客套�
�洗車設���勿錯� ! $528,900

西南 Beltline �市中心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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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出臺美加出臺紓困計畫紓困計畫

正在居家隔離的加拿大總

理特魯多，懇請加拿大人聽取

公共衛生當局的建議，保護自

己和其他人在武漢病毒大流行

中的安全，並再次強調保持「社

交疏遠」（social distance）的

重要性。

加拿大封關

聯邦政府 16 日宣布禁止

外國人入境，禁令不包括加拿

大永久居民和加拿大公民直系

親屬、外國外交官和機組人員

以及美國公民。但出現感染武

漢肺炎症狀的任何人將無法入

境。加拿大對大部分外國人封

關，許多加拿大人趕著回加拿

大，卻面臨航空公司停飛或是

機位全滿、一票難求的窘境。

政府也表示，海外約有 300 萬

加拿大人，政府將努力和各航

空公司協調，也會給予需要的

海外加拿大人 5,000 元貸款支

持，幫助他們登上回家的飛機。

連鎖超市： 
承諾不會斷貨漲價

隨著確診數字上升，這週加

拿大民間出現搶購物資潮，連鎖

超市 Loblaw 首席執行官蓋倫．

韋斯頓（Galen Weston）表示，

Loblaw 超市不會乘機漲價，也

不會斷貨。

韋斯頓表示，儘管疫情期

間「事情不會像往常一樣」，但

他敦促加拿大人不要擔心食品短

缺、價格上漲或商店倒閉，「我

們每件商品都不會提高價格。」

Loblaw 經 營 加 拿 大 最

大的雜貨店連鎖店以及藥鋪

Shoppers Drug Mart。韋斯頓

在 16 日發出的一封信中，一再

強調客戶「不要擔心」，「我們

一直與省和聯邦政府保持聯繫。

所有人都同意，食品和藥品商店

是必不可少的服務，我們必須做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以使各個店

面在未來保持運作並為每個社區

提供服務。」上週 Loblaw 也降

低了送貨上門費用，並取消了顧

客到門店取件費用。

不過，韋斯頓也承認「這不

會像往常一樣」，有些物品（例

如洗手液）可能需要更長的時

間才能補充庫存。公司可能會限

制允許進入商店的人數，以便讓

顧客之間保持距離。

美國降息為零再派現金

美國西維吉尼亞州 17 日通

報了州內第一起武漢肺炎確診病

例，全美 50 州及首府華盛頓特

區全境淪陷，美國全境確診死亡

病例也突破了 100 例。

為了紓緩疫情帶來的影響，

美聯儲 16 日宣布將其基準利率

降至零，以應對冠狀病毒爆髮帶

來的日益嚴重的威脅。中央銀行

在一份聲明中說，美聯儲「準備

使用其全部工具來支持向家庭和

企業的信貸流程。」

美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

（Steven Mnuchin）16 日 釋 出

一個至少動用 1 萬億美元的紓

困計畫，包括允許 3000 億美元

的稅收延期，其中個人最多可以

延付 100 萬美元，公司可以向

聯邦政府延付 1000 萬美元的稅

款，而無需在 4 月 15 日之後的

90 天內支付罰款和利息。

美聯儲也成立了一個特殊實

體，以購買公司發行的短期債

務，藉此來幫助那些因肺炎疫情

大流行而繼續運轉的公司所面臨

的信貸緊縮。該計畫名為「商業

票據融資機制」（Commercial 
Paper Funding Facility），已經

得到財政部批准。

此外，川普政府還宣布「立

即」發放緊急資金到美國人口袋

裡的政策，預計 2 週內，向美

國所有成年人發放 1000 美元支

票。姆努欽說，部分富有的人不

需要這筆錢，政府也會為此想辦

法，數日內將有計畫細節公布。

美國大額投資製藥 
現曙光

美國政府早前宣布將大額

投資醫藥公司研發疫苗和藥

物，如今研發已見曙光。美國

生技製藥大廠「雷傑納榮製藥」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16 日表示，該公司已經找出數

百種抗體，可用於治療及預防武

漢肺炎病毒，預料初夏就能開展

臨床實驗，7 月底前達成每月生

產數十萬劑的目標。

法新社引述美國官員消息

指，其實美國已經向多國大型藥

廠提供種子基金，協助他們加速

研發疫苗和藥物。

16 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公布，生物科技公司 Moderna 已

進行疫苗 mRNA-1273 第一次臨

床試驗，首位志願健康受試者是

西雅圖的 Kaiser Permanente。這

款疫苗不包含實際的病毒，而是

分離的蛋白形式，所以健康受試

者幾乎不可能因疫苗感染病毒。

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下，卡城市中心及商場人群已疏散、超市廁紙被搶購一空。（看中國攝影）

應對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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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2和 3臥室
聯排別墅

在卡城新北區擁有房屋
起價 20萬元

美麗的全新 2 和 3 臥室連體車庫鎮屋

明亮開放式概念戶型配以現代式裝修

距 Livingston 的 35,000 平呎休閒中心

僅幾步之遙，便捷到達

享受冰球賽場規模的溜冰場，噴水池公園，戶外燒烤爐及更多

今天就來參觀

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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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目前這場肆虐全球的瘟

疫，去年冬季起於中共治下湖北省武漢

市，之後迅速蔓延全中國，接著向全世界

擴散。《渥太華公民報》整理了疫情在加

拿大的傳播時間進度，於3月17日刊發。

1 月 25 日：加拿大確診了第一個病

例，為一名從武漢飛抵多倫多的男子，他

被迅速隔離在新寧醫院。

1 月 27 日：加拿大首位患者的妻子

成為第二個確診病例。幾週後，她和她的

丈夫康復。

1 月 28 日：卑詩省確診首個病例，

這位 40 多歲的男子是去武漢商務旅行後

返回加拿大的。

2 月 5 日：鑽石公主號遊輪在日本沿

海被隔離，其上載有 250 名加拿大人。

約 2 週後，他們被允許下船並飛回加拿

大繼續隔離。其中有40多名乘客被感染。

2 月 7 日：2 架撤僑飛機從武漢將

215 人接回了加拿大，並在特倫頓空軍基

地開始為期 2 週的隔離。

2 月 27 日：魁省報告第一個推定的

感染病例，是從伊朗返回蒙特利爾的一名

婦女。

3 月 4 日：全國確診病例達 33 例。

總理特魯多成立一個新的內閣委員會，應

對疫情傳播。

3 月 6 日：加拿大首席公共衛生官建

議加拿大人避免乘船旅行，並在旅行回家

後 14 天內監測身體症狀。當日加拿大確

認病例超過了 50 個。

3 月 9 日：加拿大出現首個因該病毒

死亡的病例，死者 80 多歲，是北溫哥華

的一家長期護理機構的居民。

3 月 10 日：一架包機將至尊公主號

遊輪上的加拿大人撤回特倫頓空軍基地隔

離，該遊輪因新冠病毒爆發，被迫在北加

州海岸停了幾天。

3 月 11 日：渥太華發現首名感染

者，是一名從奧地利回來的 40 歲男子。

當天加拿大的確診病例達到 116 個，其

中 42 例在安省。

為遏制疫情快速傳播，聯邦政府宣布

一項 10 億元的援助計畫。世衛組織宣布

疫情爆發是全球大流行。

3 月 12 日：渥太華發現第二個確診

病例，是一名 40 多歲、去義大利旅行後

返回的婦女。當天安省省長福特宣布，公

立學校將於 3 月 14 日至 4 月 5 日關閉。

當 日， 總 理 特 魯 多 的 妻 子 索 菲

（Sophie Gregoire Trudeau）從英國回來

後，出現感染症狀，開始自我隔離。後

來，她的病毒測試結果呈陽性，成為渥太

華的第三個病例。特魯多沒有症狀，但同

時開始了 14 天的自我隔離。當天全國確

認感染病例升至 145 個。

3 月 13 日：渥太華的第一個新冠病

毒評估中心在 Brewer 競技場開業，向那

些有感染症狀、有近期國際旅行史或與病

毒攜帶者接觸過的人提供服務。

聯邦政府發布建議，不要出國旅行，

並要求從國外旅行歸來的加拿大人進行

14 天自我隔離。

國會和參議院關閉 5 週，以防止病

毒傳播。國家博物館、位於渥太華的大

學、城市游泳池和競技場都關閉了。政府

指示所有聯邦公務員儘可能在家工作。當

天全國的確診病例數為 192。
3 月 14 日：渥太華市增加 2 個確認

的新病例，使總數達到 5 例。其中一名

30 多歲的婦女據信是在美國旅行時感染

了新冠病毒。

魁省第一個新冠病毒測試中心在 135 
St-Raymond Blvd. 開業。魁省省長要求

70 歲以上的所有人待在家裡，直到另行

通知。當天，全國確診病例達到 252例。

3 月 15 日：全國確認病例達到 323
例。因疫情出現社區傳播，卡城宣布進入

公眾衛生緊急狀態。

3 月 16 日：全國確認病例總數超過

了 400 例。總理特魯多宣布，除本國公

民、永久居民及美國公民外，其他人不允

許入境加拿大。

3 月 17 日：加拿大全國確診武漢肺

炎感染人數 657 人（康復 9 例，死亡 8
例），其中亞省 97 人，有 70 人在卡城。

亞省省長康尼宣布亞省進入公共衛生緊急

狀態。

3 月 18 日：截至晚間發稿，全國確

診 727 例，其中亞省 119 例。

【看中國訊】近日來，加拿大疫情日

趨嚴重，亞省和卡城亦無法倖免。至 18
日發稿時，全國確診 727 例，其中亞省

119 例。 17 日，亞省省長康尼宣布亞省

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當時亞省已有確

診病例 97 例。

亞省確診病例分布

3 月 18 日，本省確診總數達到 119
例。其中卡爾加里地區 83 例，埃德蒙頓

地區 27 例，中部地區 3 例，南部地區 2
例，北區 4 例。

其中有 5 位患者需要住院治療，其

中 2 人在重症監護病房。其他人都有望

在家完全康復。

亞省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亞省衛生部首席醫療官肖欣博士重申

了公共衛生緊急情況的一些要求細節。

1、群眾聚會的參加人數不得超過 50
人。包括宗教聚會和家庭活動，例如婚

禮。不包括雜貨店、購物中心、保健設

施、機場和其他基本服務設施。

2、禁止亞省人出入公共娛樂和私人

娛樂場所，包括健身房、游泳池、競技

場、科學中心、博物館、美術館、社區中

心、圖書館、兒童遊樂中心、賭場、賽車

娛樂中心和賓果遊戲大廳等。

餐館、咖啡店、美食廣場和其他

餐飲服務設施，包括一些酒店，最多

只允許接待 50% 的人數，且最多只能

容納 50 人。允許外賣，送貨或通行

服務。

3、獲得許可的餐館和酒吧仍可以出

售酒類。

4、修改了《就業標準法》，為亞省人

提供了工作保護。

5、亞省禁止自助式餐廳服務。非營

利性的社區廚房、和宗教廚房可以開放，

但需實施消毒措施。

6、工作地點的食品服務，除了適當

的消毒措施外，如果有人處於自我隔離期

間，還應安排為工人提供食物。

7、提供 6000 萬元，以幫助社會服

務組織應對關鍵的一線服務。

8、除非另行通知，亞省人均不得進

入酒吧和夜總會，而未成年人是法律禁

止的。

9、強烈建議全省的滑雪場在 3 月 17
日之前關閉，以防止疫情繼續傳播。

10、從 3 月 18 日起，所有纜車索道

將關閉，直到進一步通知為止。

11、所有省級歷史遺蹟和檔案館將

於 3 月 17 日關閉。

12、亞省駕駛執照，車輛登記，其

他許可證和證件的有效期即將延長至 5
月 15 日。

13、從即日起，位於埃德蒙頓市賈

斯珀大街的老年人信息辦公室將關閉。

14、需要有關長者財務援助計畫信

息的人士，應致電 1-877-644-9992。
15、省上訴法院將出席人數限制在

必要的範圍之內。法庭事務以電子方式或

依社會疏遠指令進行。

16、專科院校面對面授課的課程被

取消，改為其他授課形式。

卡城進入緊急狀態

3 月 15 日（週日），卡爾加里由於

出現社區傳播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市府決定，關閉城市娛樂設施，包括

娛樂中心和圖書館。企業、包括酒吧和餐

館都要求將其容量保持在火警法規定的容

量的一半以下或少於 250 人（以較低者

為準）。

雜貨店、公共交通、機場、購物中

心、藥房、大型商業零售、辦公樓、庇護

所和護理中心均不受此限制。

市長南施（Naheed Nenshi）表示，

「這非常非常非常嚴重。但是我們不必恐

慌，而是要做好準備，並對我們正在做的

事情進行週到的考慮。不慌張，就不會導

致短缺。商店將保持營業及供應。」

他鼓勵企業在家工作，取消國外工作

旅行。鼓勵卡爾加里人互相檢查，並在疫

情蔓延時互相注意。

卡城城市議會目前正在研究該城市

組織的所有活動，並決定是否應將其推

遲。

病毒通過咳嗽或打噴嚏的飛沫在人

與人之間傳播。如果您先觸摸帶有病毒

的表面，然後再觸摸您的臉部，也有可

能被感染。洗手至關重要，至少用肥皂

和水洗 20 秒，並在公共場合咳嗽或打噴

嚏時遮蓋。

對於許多人來說，被感染後有可能

會出現輕度症狀，但是任何年長者或免

疫系統較弱的人士都有可能遭受更嚴重

的影響。

【看中國訊】由於全國瘟疫大流行，

18 日特魯多總理宣布，加拿大稅務

局（CRA）將推遲個人和某些信託基金

2019 年報稅截止日期。

對於個人報稅，截止日推遲到 6 月 1
日，原先的報稅截止日期是 4 月 30 日。

對於稅務年度截止日為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信託公司，報稅截止日期推遲

到 5 月 1 日。

更重要的是，政府還允許人們繳納所

得稅的日期推遲到 8 月 31 日之後，且不

收取任何利息或罰款。

為了防止納稅人和其報稅表格填報代

理人在肺炎流行期間見面，稅務局將認可

T183 或 T183CORP 授權表上的電子簽

名，而通常這兩種表格都需要親筆簽名。

政府的外聯人員將通過電話和網路

向人們提供納稅義務以及可獲得的福利

等信息。

對於企業主，CRA 表示，他們還將

被允許將所得稅支付日期推遲到 8 月 31
日之後，也不會因此產生任何利息或罰

款。CRA 在未來的四週內將不與任何中

小型企業聯繫，以進行 GST/HST 評估或

所得稅審計。

加國疫情傳播時間進度一覽

（Fotolia）

亞省確診病例過百 全省進入緊急狀態
報稅截止日期推遲

疫情爆發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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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受當前疫情影響，加拿

大六大銀行 18 日宣布推出延遲房貸還款

措施，符合資格的貸款者可以延遲六個月

的還款期。

17 日聯邦政府及央行宣布一系

列經濟補助措施後，蒙特利爾銀行

（Bank of Montreal），新斯科舍省銀

行（Bank of Nova Scotia）， 加 拿 大

帝 國 商 業 銀 行（Canadian Imperial 
Bank of Commerce）， 加 拿 大 國 家

銀 行（National Bank of Canada），

加 拿 大 皇 家 銀 行（Royal Bank of 
Canada）和多倫多道明銀行（Toronto-
Dominion Bank）隨即宣布推出延遲房

貸還款措施。

加拿大皇家銀行發言人表示，銀行承

諾和個人及小企業客戶合作，因疫情而面

臨困境的客戶可與銀行直接聯繫，銀行將

採取逐案審視（case-by-case）方式幫助

客戶，「這些幫助包括延遲 6 個月的房貸

還款，以及其他信貸產品的還款調整措

施」。有需要的客戶可以直接聯繫銀行

查詢詳情。

加拿大國家銀行表示，除了延遲房貸

還款外，銀行還推出一些「特殊貸款」，

協助日常生活開支。蒙特利爾銀行也推出

延遲貸款及信用卡還款期限等措施。

不過，受疫情影響，這些銀行的部份

分行早前已經宣布關閉，部份分行減少營

業時間。為了維持金融系統穩定，聯邦政

府財務部上週已經召開會議，與各大銀行

總裁商議紓困措施。

加拿大房貸及住房公司（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 表 示，

已採取措施應對可能出現的借款人違約風

險，並使用曾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用過

的「金融市場流動性工具」，購買了多達

500 億元的貸款信用額度，「我們也正探

索針對那些無法償還『無保險貸款』的救

濟措施」。

加六大銀行宣布 可延遲房貸還款

家庭工作間巧布置

【看中國訊】加拿大房地產協會 16 日

發表報告，2020 年 2 月加拿大房產平

均價達 54 萬加元，比起去年同期上升

15.2%。不過去除多倫多及溫哥華後，房

產平均價為 41 萬加元，變化不大。

該協會報告指，除了房產平均價上升

外，房產交易量也見提高，比去年同期增

加 5.9%，也是過去 10年最明顯的增幅。

報告指出，「在安大略省，房屋價格明顯

升高，而市場供應卻沒有跟上」，意味著

該省房價或出現持續增長。此外，魁北克

省及海洋省份去年的交易量佔據全國交易

量的三分之二。

不過報告也指出，這個 54 萬的平均

房價很大部分是由多倫多及溫哥華為數不

多的豪宅交易拉高導致，如果將兩城去

除，那房產平均價僅有 41 萬元。

道明銀行分析師Brian DePratto說，

雖然市場有回暖跡象，但本週一釋出的數

據反映市場仍然向下。「2 月的數據反映

加拿大人對房產的需求回升，但因武漢肺

炎疫情影響，3 月的形勢已經出現明顯變

化，估計房產需求即時不減少，短期內也

會大幅放緩。」

蒙 特 利 爾 銀 行 分 析 師 Priscilla 
Thiagamoorthy 說，總體上加拿大房產

市場有回春現象，但各省城市的差距很

大，「渥太華、蒙特利爾、多倫多出現明

顯增長，溫哥華的房產市場也在逐步恢

復，但在草原省份如卡爾加里、埃德蒙

頓、溫尼伯等城市，房價自去年初起就沒

有怎麼變化」。

【看中國訊】隨著疫情蔓延，越來越

多的人已開始在家工作。打造一個舒適便

利，又能提升工作效率的空間便顯得尤其

重要。

1、簡約型家庭辦公室
如果你從事的工作主要以使用電腦為

主，不妨選擇桌面小的桌子，桌上僅擺放

電腦和工作所需的相關用品，其他雜物則

另外找櫃子收納，或者也可將雜物全部收

進桌子的抽屜裡。這種做法的關鍵在於，

只在桌面上保留需要的東西。

2、使用多種顏色
如果你厭倦白色或灰色的牆壁，幫工

作區域換上大膽的色調，也是提升工作效

能的好辦法。根據色彩心理學，顏色可以

分為四種基礎色：紅、黃、藍、綠。這四

種顏色，可以提升不同種類的工作效能。

紅色給人的感覺非常強烈，可以提升

人們的體能表現，並帶給人勇氣、力量、

溫暖和精力。因此，如果你的工作跟體能

相關，可以在工作環境中增加紅色的物

件，例如：把牆面漆成深紅色，或換上紅

色沙發套等等。

黃色可讓人保持樂觀，充滿自信，會

給人帶來積極、信心與創造力。

藍色可令人感到舒緩、放鬆，有助於

讓頭腦平靜，集中注意力。

綠色給人鎮定、和諧、平衡的感受，

【看中國訊】據加拿大房地產協會

（CREA）的報告，去年 2 月，加拿大住

房市場無疑處於低迷狀態，房屋銷量為

10 年來最低。今年 2 月份數據顯示買賣

雙方均重獲對市場和交易的信心。儘管世

衛組織宣布疫情爆發，然而短期數字呈現

出了買家需求和價格的逐步增長。

加拿大全國銷售漲近30%
CREA 報告稱，2 月份銷售額與去年

同期相比猛增了約 27%，比一月份增長

6%，這種激增主要是因為前一年市場的

低迷。

2 月份 60% 的本地市場交易增漲，

全國性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大多地區銷

售額呈 15% 躍升。CREA 表示，一月和

二月之間，安省中部和南部的其他許多市

場也顯示出可觀的銷售增長。

於此同時房屋價格也呈上漲趨勢，

CREA 追蹤 19 個市場的基準價格同比上

漲 4.55% 至 648,600 元。基準價格更是

密切反映了典型的高價，因其排除了曲線

兩端的房屋。 2 月全國平均價格升幅飆

升至兩位數 15.2%，達到 540,000 元。

「將房價與去年同期水平進行比較，

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很大差異。儘管在大多

數情況下，趨勢仍延東西線呈區域性差

異，安省東部收益不斷上升，而卑詩省和

草原的收益則漲跌互現。」CREA 表示。

西海岸復甦，草原省仍滯後

溫哥華待售房屋最終重歸正數，同比

增長 0.3%，至 1,026,100 元。現今因肺

炎疫情蔓延，旅行受到限制，佔市場很大

一部分的外國買家來加拿大的機會不多，

那麼這個加拿大最昂貴的市場之一可能會

在 3 月和 4 月放緩。

草原省不像其他省份地區的復甦。隨

著油價暴跌，今年草原省房價可能會進一

步下降。這些城市已經遭受了庫存過剩的

困擾，將繼續經歷強勁的買方市場。卡爾

加里、里賈納、埃德蒙頓和薩斯卡通都處

於低迷。

相比之下，安省是全國最熱門市場，

尤其是在較小的城市中心地區。如渥太華

的 MLS 房源報價同比上漲 13.53%，達

到平均 459,100 元。

蓋爾夫（Guelph），尼亞加拉地區

（Niagara region），蒙特利爾和蒙克頓

（Moncton）等房價低於 50,000 元的仍可

負擔得起的城市，房市均取得了健康的增

長，高於通貨膨脹率。

隨著加拿大央行大幅下調利率，現在

這種價格增長率持續或提高是可能的，但

目前尚不確定，因為現在有許多變數在起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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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份全國房市強勁反彈

（Adobe Stock）

全國平均房價升至54萬元

有助於人的恢復與休息。如果你喜歡在一

種寧靜平和的氣氛中工作，綠色或許很適

合你。

3、規劃辦公空間
如果空間不足，選擇小尺寸的書桌，

靠在閒置的牆面上，就可以搭建一間臨時

辦公室。你也可以將記事板掛在牆上，隨

時記錄倏忽即逝的靈感。若是覺得空間不

足，也可以在視線的高度增加幾個層板，

來擴展工作空間。

此外，你還可以將其中一間衣櫃清

空，移開空衣櫥的門，將其變成舒適的小

辦公室。你同樣可以貼壁紙、增加照明，

並按照個人喜好添加裝飾品等等。

4、擺放植物
科學家們更發現，在室內擺放植物，

不僅可以淨化空氣，更可提升工作效率。

雪梨科技大學（UTS）的一項研究發

現，室內植物可以有效降低二氧化碳與空

氣中的有機汙染物，並減少咳嗽、氣喘、

眼睛和喉嚨乾澀等症狀，讓員工的病假時

間減少 20 ～ 60%，並提升工作滿意度。

此外，美麗的植物也可以有效改善工

作時的心情。根據臺灣中興大學園藝系的

「窗景實驗」，與那些只看到窗外建築物

或完全沒有窗景的員工相比，在工作環境

中可以看到花草樹木等自然風光的員工壓

力較小，並擁有更好的心情。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6 看時事 News 第 98 期     2020 年 3 月19 日—3 月 25 日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有關可能是美軍把新冠病毒傳到

中國的言論顯然激怒了美國川普總統，他

將武漢肺炎病毒換成了「中國病毒」；而北

京則驅逐美國三大報社駐華記者，被疑強

硬回擊態度；而一些海外華人和華文媒體

則認為「中共病毒」比「中國病毒」更具政

治指向性。外界分析，中美雙方衝突已然

升級，武漢肺炎將更深刻地改變世界。

名稱之戰

在本月初，中國官媒及中國大陸網路

流傳多篇文章稱武漢肺炎病毒源自美國，

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12 日更公開指

控武漢肺炎病毒是「美軍帶到武漢」，還

稱美方「欠中國一個交代」，令大陸及美

國網路都一片譁然，美國國務院更為此事

召見了駐美大使崔天凱，而崔極力為北京

辯護。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當時表示，美方要

讓中共政府明白，為了中國人民以及全世

界的利益，美方不會容忍這種做法。

美國總統川普 17 日川普在記者會上

表示，中共政府散佈病毒是美軍傳給中

國的不實信息。稱呼「中國病毒」是一個

「非常準確的術語」，「稱美軍傳播病毒

才是污名化」。川普強調，「中國在某一

刻試圖說，這個東西也許是美國軍人造成

的。不可以這樣。不會這樣的。只要我還

是總統，就不會。」

川普隨後在推特數次發文堅持「中國

病毒」的說法，「中國推出不實信息，說

我們的軍隊把這個 ( 病毒 ) 傳給他們，這

是不實的。我決定，無須爭論，我只須

按照它的來源稱呼它（中國病毒 Chinese 

Virus），它是從中國來的。所以我認為

這是一個非常準確的術語。」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16 日也與中國負

責外交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通了

電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蓬佩奧在

與楊潔篪的電話交談中提到北京政府試圖

把武漢肺炎的責任轉嫁給美國的企圖，並

表達了強烈反對。

北京官媒報導則沒有提及蓬佩奧的講

話，但是用強硬措辭指「美國一些政客詆

毀中國和中方的防控努力，對中國污名

化，中方堅決反對」。

北京驅除三大美媒駐華記者

與病毒名稱之戰相關聯的事件是，在

川普 16 日首次使用「中國病毒」稱呼之

後，中方在短暫沉默後，發起了反攻。

17 日北京宣布對美駐華新聞機構採取的

三項新規，包括三家美媒的駐華記者今

年記者證到期的將被要求 10 天內交還記

者證，不得繼續在中國大陸、香港或澳

門進行採訪工作，這三家美媒是《紐約時

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

英國 BBC 指出，這次遭驅逐的美籍記者

人數估計約 10 人。這是美中媒體戰以來

北京最大規模的一次行動。

受影響的《紐約時報》執行編輯巴克

（Dean Baquet）批評北京的決定：「中國

倒退了，並與世界上幾個頂級新聞機構脫

鉤，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17日，美國

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媒體簡

報會上表示，新聞採訪自由對中國人民十

分有益，尤其在全球面對嚴峻疫情挑戰之

際，資訊流通及透明是拯救生命的關鍵。

中共外交密令曝光

此前美國政府對中國駐美官方媒體實

行了一些限制措施，但從時間上看，令一

些分析人士認為，北京此時的回擊，更似

在應戰川普政府採用「中國病毒」說法。

義大利在線雜誌《寒冬》，最近刊登

《病毒「去中國化」：中共宣傳如何改寫歷

史》的社論。主編英特羅維吉（Massimo 
Introvigne）表示，近日有中國同事問候

他在「義大利病毒」盛行時是否安然無

恙。在這之前，他還從來沒有聽說「義大

利病毒」的叫法，接著他發現日本友人

也被問及有關「日本病毒」的問題。他透

露，3 月 9 日左翼天主教日報《十字架報》

國際版公布一份調查報告。……「罕見

披露一週前中共向駐外使節和遍佈全球的

『中共同路人』發出的秘密指示，要他們

說服那些親華人士統一口徑，不要說新冠

病毒源自中國。」「暗示武漢肺炎最開始

是從國外傳入中國的。」

網民：中共病毒最恰當

3 月 17 日，推特網民「Raymond」
發起對此次中共肺炎疫情的定名投票，投

票的 1472 人中，有 62.6% 的人認為應

該定為「共產黨病毒」（CCP VIRUS）。
臺灣《自由時報》3 月 14 日發表新

加坡智庫 THINKCHINA 研究員胡浩的

文章，標題是《「中國病毒」應改成「中

共病毒」》，文章認為，中國和中共並不

是一個概念，中共不能代表中國，只能代

表中國的特權階級。把「中國病毒」改成

「中共病毒」，那樣一方面可以明確真正

的責任，另一方面可以把廣大中國人和中

共進行區分，可以有效減少外國民眾的誤

解。澳洲華裔法律人士朱峰對海外中文媒

體表示，多數人願意選擇「中共病毒」來

命名，是因為此次疫情是在中共體制下擴

散開來的，「比起『中國病毒』，『中共病

毒』更有政治指向性」。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當前

疫情衝擊全球經濟，多國增持美債。中國

在中美貿易戰期間拋售美債之後，今年

再次增持美債 87 億美元。雖然受疫情衝

擊，但美債的避險功能並未減弱。

中國再次增持美債

美債一直被市場視為是危機中的避險

地，自從 2020 年 1 月疫情爆發以來，衝

擊全球經濟，全球多個國家開始增持美

債，這其中也包括在中美貿易戰中大規模

減持美債的中國。

據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中國今年增

持美債 87 億元，總持有美債規模回升至

1.0786 萬億美元。目前中國持有美債的

規模位居世界第二，日本是持有美債最多

的國家，持有規模達 1.2117 萬億美元。

在 2019 年貿易戰期間，中國曾累積

減持了 426 億美債。在此之前，中國一

直是美債最大持有國。

中國為何持有巨額美債？

BBC 引述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

家澤田康幸表示，美國的債券市場是全球

最大，流動性最強的債券市場，所以各國

政府和央行將很大一部分外匯投資放在這

個市場裡，因為這些投資者在貿易中獲得

的外匯沒有其它更好的地方可去。

在中美貿易戰之前，中國在兩國貿易

中，一直處於順差狀態，中國通過貿易順

差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

著名華裔經濟學家程曉農表示，北京

保有大量美國國債，是把巨額外匯儲備放

進「保險箱」。全球各國，只有美國國債

的總量大到可以容納北京的外匯儲備，也

只有美國國債不會突然因政府破產或下臺

而變成廢紙。

如果不買美債，改買任何一國國債，

或改買國際股市上的公司股票，北京的這

些巨額外匯儲備可能隨時面臨巨額虧損。

疫情衝擊美國經濟 
美債仍值得持有

除了中國和日本增持美債，英國也

是近期增持美債最多的國家，英國今年 1

月大幅增持 401 億美元美債，持有總量

位居第三。各國已對疫情和經濟面臨的風

險有所評估和準備。

3 月 17 日，市場消息稱，白宮正在

討論一項超一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方案，

以抵消疫情爆發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

當日，10 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跳升近 30
個基點，至 1.038%。債券價格與債券收

益率與成反比，出現下降。

紐約投資專家郭亞夫對《美國之音》

表示，美國仍然是全球經濟最穩健的國

家，是投資的首選。他指出，在全球各經

濟體中，美國的經濟是相對最健康的。在

疫情爆發之前，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就已經

處於疲弱。而中國受疫情影響幾個月，復

工仍然困難，經濟下行是必然的。還是美

國最為穩健，疫情結束之後，馬上就可能

V 型反轉。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肺炎疫

情未平，億萬沙漠蝗蟲大軍已逼近中國邊

境。雲南儲備 15 噸藥品 20 架無人機應

對，但效果成疑。

中國央視 15 日報導，沙漠蝗蟲入侵

風險大大加劇。一旦爆發將直接威脅農業

生產、破壞生態環境，影響正常生活秩

序，甚至成為引發社會危機的公共事件。

直接威脅大陸糧食的安全。

中國目前不僅面臨沙漠蝗蟲入侵的威

脅，國內「土蝗」也隨時可能成災。預計

重點蝗蟲發生區包括天津、河北、山東和

新疆；針對國外沙漠蝗蟲威脅，要加強雲

南、西藏、新疆等可能遷入區的監測、及

時預警，一旦遷飛入境，立即啟動應急防

治。

3 月初，北京當局曾派遣專家到巴基

斯坦考察蝗災，發現此次蝗災比預想還嚴

重。考察團成員、山東省植保總站副站長

王同偉表示，此次沙漠蝗蟲與中國境內常

見的東亞飛蝗相比，不但個體較大，攻擊

性也較強，甚至專家團隊在視察的過程中

被蝗蟲咬。這批蝗蟲將從巴基斯坦到西

藏、緬甸到雲南以及哈薩克到新疆三條路

線進入中國大陸。

受氣候影響，沙漠蝗蟲 2020 年在東

非、西亞、南亞大規模爆發。蝗蟲大軍進

逼衣索比亞糧倉時，當地政府雇佣私人公

司飛機在空中噴藥。飛行員說，蝗蟲靠上

升氣流飛達 3000 英尺高，數量多到能阻

塞飛機進氣口。當該飛行員結束噴藥任務

後，飛機全身已滿是蟲擊的黏液，多到連

擋風玻璃都已看不清楚，因此中國準備以

無人機噴灑農藥的防災措施效果成疑。

《華盛頓郵報》報導說，侵襲東非的

這批蝗蟲遠看像是滾滾濃煙，又像難以數

計的雨點，「這種猶太聖經裡惡名昭彰的

生物瀰漫天空，猶如惡雲蔽日」。2 月，

聯合國糧農組織預警，稱此次始於非洲的

沙漠蝗災因初期控制不力，可能會延續到

2020 年 6 月，屆時蝗群規模可能增長至

當前的 500 倍，一年半內將增加了 6400
萬倍。

【看中國訊】中國位於海南島的文昌

航天發射場 16 日晚發射「長征七號改」

中型運載火箭，但飛行出現異常，發射任

務失敗。相關消息引發民間熱議。

大陸媒體報導，16 日晚間 9 時 34
分，海南文昌航太發射場進行「長征七號

改」中型運載火箭的首次飛行任務，不料

火箭順利發射升空後，飛行過程出現異

常，最終宣告發射失敗。

官方未披露載荷等相關信息，不過有

指衛星未能進入預定軌道，疑搭載了用於

國土普查、農作物估產用途衛星。

相關消息引發民間熱議。有網友表

示，關於發射失敗新聞官媒寥寥數字，稱

「新聞越短，字數越少，事情越大」。據

瞭解，2019 年中國進行航天發射活動，

至少有 3 次確認失敗。

3月18日晚間，中國京津

冀地區遭今年以來最強

風襲擊，風勢帶動下，

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保

定、廊坊等地出現大火。

網友爆料，包括北京延

慶、通州、房山、平谷，

河北的保定、廊坊、滄

州、邢臺、石家莊、衡

水 、 雄 安 ， 天 津 的 武

清、北辰、津南等地多處

著火。據當地媒體報導，

當日北部陣風可達9∼10

級，局地瞬時最大風速

已達11級，並伴有沙塵天

氣，可能是多地同時出現

大火的原因。

（視頻截圖）

【看中國訊】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

世界衛生組織（WHO）17 日表示，2 名

員工確診染疫。《中央社》報導，世衛發

言人林德梅耶（Christian Lindmeier）證

實，世衛已有 2 宗確診病例，確診的 2 名

員工都是離開辦公室後，在家裡出現症

狀，經檢驗後確診。但目前還不清楚這 2
位員工是否有從事防疫相關工作。

林德梅耶還表示，在世衛總部工作的

員工和顧問約有 2400 人，為降低傳染風

險，目前多半在家工作。

路透社稱，這是世衛組織首宗確診病

例。此前，聯合國（UN）駐日內瓦辦事

處和世界貿易組織（WTO）也傳出首宗

感染病例。

近日，瑞士確診病例突然暴增，累計

確診已達 3067 例，其中有 33 人死亡。

據瑞士媒體報導，為阻止疫情在國內

擴散，政府宣布從當地時間 3 月 17 日凌

晨開始進入「緊急」狀態，並禁止所有私

人和公共活動，關閉酒吧、餐廳、體育和

文化場館等場所，僅允許食品店、麵包店

和藥店等場所開放。此項措施將持續至

4 月 19 日。不僅如此，瑞士當局還動員

8000 名軍人對抗疫情。

有報導稱，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來瑞士最大的軍隊動員。此外，瑞士政府

還決定對德國、法國和奧地利實施邊境檢

查，只有瑞士公民，或者是瑞士居住者和

前往瑞士的商務人士才能入境。

中美衝突升級 中共病毒呼之欲出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Getty Images）

美債避險功能強 中國再增持

蝗蟲風暴將襲 中國拉響警報

(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長征七號改」
發射失敗引熱議

世衛淪陷 2員工確診染疫

北京房山 天津市 天津市

河北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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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病

毒）疫情蔓延全球，就在各國

紛紛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之時，微

信、抖音則在中文圈宣傳大國抗

疫成果，一些海外華人，特別是

留學生以為回國避疫最安全。

天價機票熱賣

日前，微信、抖音上瘋傳這

樣的視頻，其中之一講述一個國

外人坐著飛機，被中國政府就照

顧得無微不至，落地後到了豪華

賓館，水、食物等一切送到面

前，給人放心又舒適的感覺。另

一則視頻是中國應用力量教育集

團董事長陳藝夫高調宣稱，美國

華盛頓飛往北京的機票已被炒到

15 萬元人民币，但這筆錢能讓

你「遠離疫情」，「帶你到世界

上現在最安全的國家，中國」。

就在一些人對此嗤之以鼻

時，意外的是，以留學生為主的

群體卻行動起來，紛紛組團，購

買天價機票回國避疫。

據大陸某網路購票平臺顯

示，近期歐美多個主要城市飛往

北京、上海航線的票價大幅上

漲。以英國倫敦飛往北京的航班

為例，票價從 1.5 萬至 3.5 萬元

人民币不等，全部為經濟艙，過

往購買往返機票均價在 6000 元

左右。巴黎飛北京航班，票價最

低近 1.5 萬，最高達到 4.7 萬，

去年同期票價最低僅為 1977
元。倫敦飛上海方面，3 月 17
日，有 12 班航班機票在售，票

價最高 6.1 萬元。除了普通飛

機，貴價公務包機也很搶手。

回國遭不人道待遇

這幾天，北京首都機場盛況

空前，等待入關的旅客和全副武

裝的隔離分流人員擠滿了機場的

每一處空間。 15 日下午，北京

市政府副秘書長陳蓓正式宣布，

所有境外進京的人員，都必須要

集中至隔離點觀察 14 天，費用

自負，若是隱瞞病情，造成武漢

肺炎疫情傳播，將依法追究責

任。按照目前北京市官方隔離點

的費用，14 天的隔離期，大約

就要花費人民幣 6489 元。

回國「避疫」人員，正通過

不同渠道講述回國遭受的不人道

待遇。有人從日本回國，落地上

海第一天，在機場留觀處等了約

12 小時，被告知要隔離。

有從英國和法國返回的中國

留學生，在上海下飛機後被扣留

在發熱病區兩天兩夜，坐在走廊

上無法休息，沒有食物和水。有

留學生在網上求助並告誡在國外

的朋友「千萬別回國」。

一名女士發推說，她被安排

在一家破舊的酒店隔離，房間以

前住的都是確診病人，被子都是

病人用過的。房間看起來既沒有

打掃衛生，也沒經過消毒。她感

到害怕，很擔心自己住在這裡沒

病都會被感染病毒。

官員子弟很少回國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北京律

師披露說，這些回國的人流中，

大部分是草根出身，當然比國內

窮人來說好一點，回國的很少有

中共紅二代、官二代。這一次被

忽悠回來的，是高學歷，有很好

的工作，但這些人，被洗腦、中

毒很深，關鍵時刻還是會被共產

黨騙。

華僑或背鍋

就在北京當局宣傳抗疫成果

時，多地正秘建外圍設有鐵絲網

和電網的方艙醫院。分析認為，

當局正在準備將復工後疫情二次

爆發的責任轉嫁給歸國華人，藉

此轉移隱瞞疫情造成的民怨。

選擇真實資訊

對於此次華人被騙回國事

件，時事評論員傑森博士說：

「如果你生活中已經習慣了一天

到晚看微信，你的消息來源只是

微信的話，確實應該瞭解一下其

它西方媒和其它的獨立中文媒體

的報導。看一看不同的聲音，

你會有不同的判斷，不同的考

量。」

《看中國》報紙、網絡覆蓋

全球，於 2018 年被美國胡佛報

告評為少數幾個「美國真正獨立

的中文媒體」之一。在疫情蔓延

的重要時刻，看到同胞被騙回國

的遭遇，我們感到痛心。一直以

來，我們致力於為海内外華人同

胞呈現真實資訊，希望您能選擇

關注獨立媒體的報導，並與身邊

人分享真實訊息，我們將與您攜

手，共度難關。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據海外媒體《新唐人》3 月

14 日引述爆料消息稱，在 3 月

3 日新增病例就已經「清零」的

遼寧省錦州市，目前正在秘密趕

建多座方艙醫院。根據爆料人士

介紹的情況，錦州市紫荊山傳染

病院原有院部正在進行改造，新

建兩棟像武漢「方艙醫院」一樣

的病房；擬建三到四座類似的方

艙。錦州市紫荊山傳染病院位於

錦州市城東五公里處的紫荊山，

是遼寧省三個傳染病院之一，負

責接收患者。

據悉，這家醫院已經秘密修

建了一條通往山頂的五公里長的

專門通道，其路基工程只用了六

天就已完成，現在路面工程正在

施工，有特警看守。

爆料者指，錦州市市委宣傳

部日前下發文件，要求當地媒體

一律停止有關疫情的報導，甚至

包括相關的科普文章。這也造成

了錦州當地外鬆內緊，百姓多以

為疫情已過去或緩解。

除錦州以外，上海日前也

被爆出秘密啟用方艙醫院。一

位上海異議人士對海外媒體爆

料說，上海「虹口足球場」就是

COVID-19 病人的中轉站，像

武漢方艙醫院。證明了上海原來

採用的用賓館隔離病人的方式已

經不適用了，說明疫情發展了。

在北京當局今年 2 月強推復工

之後，各地確診數據也隨著政治

的需要奇跡般「清零」。但網絡

流傳的諸多信息顯示，大陸的疫

情並未隨著數據的清零而得到真

正意義上的緩解。

3 月 14 日，武漢當地微信

群和朋友圈熱傳，礄口區武聖路

集賢社區一家人瞞報染疫，病情

加重後，不得不聯繫社區，最後

全家人被送醫。但礄口區當天仍

是「零新增」。武漢當地的一位

醫生家屬日前更對外爆料，最近

幾日，漢陽幾個小區出現大規模

爆發感染，原因是有人出院以後

復發，「然後在取快遞的時候，

群體聚集又感染了」。該家屬

特別強調，官方數據變來變去，

就是為了隱瞞真相。

另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湖

北居民毛先生說：「當前主流媒

體宣布各地新增病例為零或說逐

步減少，我不太相信，因為 15
日就有 4 支醫療隊，經過休整

之後重返武漢。如果真的是他們

所宣傳的新增病例為個位數，有

必要 4 支醫療隊重返武漢嗎？」

15 日在海外社交媒體推特上流

傳的一條信息顯示，武漢四環外

又新建了一個可容納 4000 人的

方艙。

【看中國 2020 年 3 月 18 日

訊】由於中共肺炎 ( 又稱武漢肺

炎、新冠肺炎，COVID-19) 在
加拿大爆發，10 個省全部淪陷。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16 日宣布

「封國」，禁止外國公民（美國

公民除外）入境，這個時候社

交媒體支持小組正在全加拿大各

地興起，其目的就是為了向孤立

無助的人提供幫助。 
愛德華王子島大學的課程講

師簡．阿弗萊克在網上看到了這

樣一個幫助小組之後，也建立了

一個互助小組。在 24 小時內，

該小組有數百名成員互相提供了

實用的建議和支持。有些人願意

為老年人和其他缺乏生活必需品

的人提供物資。

一位電影製片人卡裡．霍倫

德（Kari Hollend）也在多倫多

成立了一個類似的小組。她的初

衷是幫助電影界的人們，這個產

業尤其受到重創。霍倫德說，由

於中共肺炎，許多電影製作工人

都失去了工作。她說，大多數生

產「都立即停止了」，這使工人

爭先恐後地到處尋求幫助。

與簡．阿弗萊克稍有不同的

是，霍倫德（Hollend）的小組

包括幫助人們尋找工作機會。不

過，它也像阿弗萊克的小組一

樣，為廣大社區提供了各種支

持。她說，我們小組內部的支持

令人震驚。「在黑暗時期，最令

人驚奇的是看到團結，人們希望

互相幫助。」霍倫德說：「看到

人們如何團結起來，一起努力並

盡力做到彼此支持，這是令人心

動的。」

其他支持系統如雨後春筍般

湧現，以填補人們的各種需求空

白。在看到越來越多的音樂家和

藝人取消活動後，佈雷頓角小提

琴手阿什利．麥克薩克（Ashley 
MacIsaac）說，他組織了一個

名為「隔離檢疫」的流媒體音樂

節，這將使音樂家有機會進行籌

款活動而又不增加被感染的風

險。

MacIsaac 表 示：「任 何 讓

人們聽到現場音樂的機會都很

棒，這是我們現在不能公開露

面但立即就能做的。」這不僅

是關於康復的信息，而且還涉

及到成為社區的一部分。「我

們不能失去這種社區意識。」他

說，雖然那個節日仍處於計畫

階段，但 MacIsaac 表示預計將

在 4 月 1 日舉行。表演者 Bette 
MacDonald 和 George Canyon
已經簽署參加。 

【看中國訊】中共肺炎疫情

迅速蔓延，川普總統在推特發

文，呼籲大家向神祈禱，以對抗

疫情。

川普總統在個人推特發文

寫道：「我非常榮幸地宣布 3 月

15 日（星期日）為祈禱日。縱

觀我們的歷史，我們是一個在不

同的時期向上帝尋求保護和力量

的國家。」「無論您身在何處，

我都鼓勵您以（虔誠）信仰的

方式祈禱。（我們）在一起，我

們將輕鬆抵抗（這場）疫情！」

很多網民跟貼支持。網民

Bruce LeVell 寫 道：「我 們 同

意！」Bradley Scott 表 示， 感

謝川普總統帶領我們的國家向神

祈禱。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更加需要上帝的力量。願上帝

保佑您，總統先生，願上帝保佑

美國。

後悔回國避疫 華人求救

大陸多地秘建方艙醫院

加拿大「封國」 網上愛心小組迅速興起川普呼籲 
向上帝尋求保護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日前一組中國中共肺炎防疫

人員的死亡名單曝光，在數百

人的死者中，超過 80% 是中共

黨員，死因多為「過勞死」。

3 月 16 日，推特帳號為「Jason 
VLee」的網友貼出一份 317 人

的死亡名單，名單顯示，在肺

炎疫情下，這些人因「過勞死

亡」，且超過 80%是黨員。「個

人估計此名單全部是工作人員、

維穩人員、志願者等，而不是患

者。」

「Jason VLee」在留言區表

示，其實「這只是一部分」名

單，還有更多的死亡名單在手機

中存儲。

早先，已有知情人向海外媒

體提供一份在中國各地一線官員

和警察猝死的名單，其中黨員占

大多數。他們極有可能都是因感

染肺炎而死，但卻不被計入疫情

死亡名單。

死亡名單黨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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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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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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國華人（Getty Images）

武漢方艙醫院 (Getty Images)

卡裡．霍倫德在Facebook建立

的支持小組（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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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中國房地產老闆任志強，疑

因發表批評習近平及共產黨的言

論而失聯多日。最新消息爆料

稱，當局內定任志強案是國安委

大案，任何人不得打聽、插手、

干擾辦案。

美國哈德遜研究所客座研

究員韓連潮博士 3 月 17 日發推

稱：大陸網友透露，據說內部警

告，任志強案是國安委大案要

案，任何人不得打聽、插手、干

擾辦案。連日來，中共網管連續

多次封群封號，禁提任志強三

字。大陸網友重新流出 4 年前

任志強微博被永久封殺的央視視

頻，表達對任志強的強烈擔憂和

牽掛。

3 月 13 日，韓連潮最早披

露任志強失聯的消息。韓在推特

上說，大陸朋友傳來消息：任志

強 12 日被北京市紀委留置（實

際為秘密關押）關押在北京郊

區蟒山市紀委培訓中心（其中

部分建築實為秘密監獄）。

大陸企業家王瑛隨後在微信

朋友圈發帖說：「我的朋友任志

強失聯了！你吭一聲呀，你在哪

兒呢？」

任志強猛批當局

2020 年 3 月 6 日，網上突

然出現疑似任志強署名文章，文

章言詞犀利激進，文風頗有任志

強一貫的風格。文章批當局在疫

情爆發後，沒有及時讓國民知

情，隨後「試圖用各種偉大的成

績掩蓋事實的真相，好像這個疫

情是從 1 月 7 日的批示才開始。

那麼去年 12 月發生了什麼？為

什麼沒有及時公布信息？為什麼

會發生 1 月 1 日中央電視臺追

究 8 名謠言者的新聞？為什麼

會有 1 月 3 日的訓誡？……」

文章指，從這次疫情中可以

看到的現實是，「黨在維護黨的

利益，官在維護官的利益，君則

只是在維護一尊的核心地位與利

益」。正是這種體制，當局才

不公布事實與真相，反而抓批

「謠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

相的傳播，造成了疫情不可控制

的傳播。

美國中文媒體新高地 3 月

9 日在官方推特稱，「經再三求

證，這篇文章的確是任本人親筆

所寫」，「像這種涉及高層內部

鬥爭的文章，若是他人偽造，不

僅任本人會第一時間出來聲明，

而且中共官媒也會及時出面避

謠。」

2016 年 2 月 19 日， 任 志

強因在網路批評「黨媒姓黨論」

被國家網信辦責令關停相關網路

賬號；隨後還被處以留黨察看一

年的處分。 2017 年 6 月 5 日查

看期滿，任志強恢復黨籍後，旋

即在公開場合繼續開炮，但涉及

內容多與房地產有關。

任志強出生於 1951 年 3 月

8 日，父親曾任中共商業部副部

長，因敢言而被網民封外號「任

大炮」。他與國家副主席王岐

山交往甚密。而王曾是習近平的

打虎猛將，拉下不少江澤民派系

高官。

傳王岐山患癌

3 月 18 日，異議作家老燈

在推特透露，習近平與王岐山關

係牢不可破，有裂痕都屬於謠

傳。他說，王岐山得了前列腺

癌，以後可能對外說胰腺癌。

中國人民大學退休教授周孝

正說，不少人關注任志強失聯一

事，不只是出於對他本人的擔

憂，也是出於這背後可能反映出

的政治動向。任事件牽扯到習近

平與王岐山的關係，如果主席和

副主席有了矛盾，與他們關係密

切的人也會受影響。

任志強在此敏感時期發文批

評習近平，習會認為任背後一定

存在更大反對勢力。那麼以任志

強和王岐山的關係，這一勢力指

向了王。德國之聲 16 日刊發評

論認為，任志強寫批習文章，不

會在王的授意下寫該文，一旦王

和這篇文章發生聯繫，那是跳進

黃河都洗不清。但對於或許江曾

那派的反習勢力就是要讓習看到

該文聯想到王，以加重習王二人

的芥蒂，離間和分化統治集團。

如今傳出王岐山患癌的消

息，外界認為，王已經是自身

難保，任志強案件又被定為要

案，王恐怕想為任說話也改變

不了甚麼。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經有

15 個國家近百名政要相繼傳出

確診武漢肺炎的消息。儘管當中

不少中招者均被報導與北京關係

密切，但北京高層本身卻未見染

疫消息。

自由亞洲電臺 3 月 17 日刊

發高新的專欄文章認為，有網

友認為中南海領導人染疫「即使

有也絕不會對外公開。」他也百

分之百相信這個「即使有也絕不

會對外公開」的說法，但更傾向

於相信，所謂副國級以上領導人

層級中，應該不會存在「不幸中

招」的。

這篇文章認為，主要因為疫

情開始後，中國領導人們及他們

的家眷享有的防護措施及时、周

密、可靠，但最重要的因素應該

是，他們個個都是深居簡出，甚

至完全不出。這種「中國模式」

在全世界範圍內，除了朝鮮，再

沒有第二個國家可以複製，甚至

伊朗這樣的國家也做不到。

高新以現任政治局常委趙樂

際為例，指他除了上月 24 日在

號稱有 17 萬人參加的電視電話

會議上陪坐了一次，趙樂際再

前一次在官媒上露面是 1 月 13
日，也就是武漢宣布封城之前

十天，主持了中紀委第四次全

體會議。 
而習近平戴著美國進口的

N95 口罩在 3 月 10 日終於去了

武漢，高新指出，習也依然還是

「恐怕被感染，跟當地人說話時

都保持一段距離」。

高新文章並以中美對比質疑

表示，從美國疫情爆發至今，光

是川普總統到場並回答記者提問

的記者會已經召開了好多次，而

從中國新年的大年初一至今，從

習近平往下的所有中共中央領

導人舉行並出席過一次記者招

待會嗎？

或優先使用康復者抗體

另有未具名的北京知情者向

《希望之聲》透露，北京高層或

優先享用注射病毒抗體。

知情者稱：「現在雖然疫苗

沒有，但是會有抗體，因為一些

治癒的人血液裡有病毒抗體，拿

他的血液可以製成抗病毒的血

清，可以注射。中國雖然沒有推

廣出來，但是有這方面使用的

話，我想中國這個等級社會嘛，

肯定會對最高的等級使用。」

2 月 13 日晚間，直屬衛生

部的「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中國生物）表示，本

次武漢肺炎康復者血漿中已檢

測出高效價病毒中和抗體，實

驗證明，能夠有效殺死病毒，

「我們用康復者特異血漿臨床治

療 11 例危重病人，治療效果顯

著。」

中國生物同時還倡議武漢肺

炎康復者捐獻血漿，而據總部在

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 2
月 14 日早上致電給捐血負責人

毛敏，毛敏並不肯透露是什麼人

可以決定這些極其珍貴的特異性

抗體的用途。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全球，民眾死

傷慘重、且重創經濟，這場疫情

可能引發習近平乃至整個政權嚴

重統治危機。敏感時刻，公安部

現重大人事變動，江西紀委原書

記孫新陽出任公安部紀檢監察組

組長，坐上公安部第三把交椅。

孫新陽成公安部三把手

3 月 18 日，中國公安部官

網更新信息顯示，曾任江西省委

常委、省紀委書記、省監委主任

的孫新陽，取代鄧衛平出任中央

紀委國家監委駐公安部紀檢監察

組組長。

官網簡歷顯示，孫新陽現年

55 歲，來自陝西富平。 2016
年 10 月，孫新陽出任江西省委

常委、省紀委書記。 2018 年 1

月任江西省監委主任。目前，公

安部領導層有 12 人，孫新陽排

名第三。

公安部此前一直被江派掌

控，從 2003 年 3 月至 2017 年

10 月，公安部部長先後由江派

官員周永康、孟建柱、郭聲琨擔

任。 2017 年 11 月 4 日，河北

省委書記趙克志被任命為中共公

安部部長。有說法稱，這標誌著

習近平從江派手中奪回公安部。

鄧衛平曾取代孟宏偉

2018 年 10 月 7 日， 周 永

康的親信、公安部三把手、公安

部原副部長孟宏偉被通報涉嫌違

法，接受調查。

2020 年 1 月 21 日，66 歲

的公安部原正部長級副部長孟宏

偉成為 2020 年首名領刑高官。

天津一中院發布消息稱，公安部

原副部長、中國海警局原局長孟

宏偉犯受賄罪，一審被判處有期

徒刑 13 年 6 個月，並處罰金人

民幣 200 萬元。孟宏偉當庭表

示服從法院判決，不上訴。

孟宏偉落馬後，接替他的

職位是習近平的舊部。 2018 年

10 月 9 日，中國公安部官方網

站更新顯示，中紀委駐公安部紀

檢組組長由鄧衛平接任。

公開履歷顯示，鄧衛平於

1955 年 11 月出生，江蘇人。

1998 年 9 月，鄧衛平進入安全

部門，任福州市國家安全局局

長、黨委書記。 2006 年 5 月，

升任福建省國家安全廳副廳長、

黨委委員。 2009 年 4 月，任福

建省國家安全廳副廳長、黨委

委員。 2011 年 9 月，任福建省

紀委副書記。 2014 年 1 月，調

任廣西出任自治區紀委書記。

2015 年 3 月，進京轉任公安部

紀委書記、黨委委員；次月，

兼任公安部督察長。 2016 年 1
月，改任中紀委駐公安部紀檢組

組長。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

1990 年 4 月至 1996 年 4 月擔

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當了六

年的福州市委書記。由此可知，

習近平可算是鄧衛平的老上級。

鄧衛平此番去職後，是否另有任

用未予說明。

【看中國訊】繼《人物》雜誌

刊發《發哨子的人》的文章被刪

稿後，日前再有媒體刊文披露武

漢市中心醫院官員涉嫌瀆職犯罪

的黑幕。其中，「訓誡發哨人」

的武漢中心醫院黨委書記蔡莉成

為輿論眾矢之的，她被爆是裸

官，女兒開寶馬。

《人物》雜誌 3 月 10 日刊登

「發哨人」文章，披露了武漢市

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在去年

12 月 30 日，因將不明肺炎病毒

檢測報告發給醫生同學後，遭到

上級領導的嚴厲斥責和封口。該

文章隨後迅速遭到刪除。《南

方週末》11 日再發文，披露更

多武漢中心醫院高層打壓「發哨

人」細節。

文章揭開了武漢中心醫院包

括黨委書記蔡莉、院長彭義香、

以及紀委書記李蜜等嚴苛壓制醫

護人員預警，並迫使他們在沒

有防護地暴露在巨量病毒下，

並導致該院 300 多醫護人員感

染、4 人死亡，4 人僅靠儀器維

持生命。

另外武漢中心醫院的院長和

書記，從疫情出現後長達 3 個

月的時間裏，都沒有去現場看

望倒在防疫一線的員工。直到 3

月 8 日，該院的負責人才敢在

厚厚防護服的包裹下，去隔離病

房看望染病的醫護人員。

另據知情人透露，無論是

《人物》還是《南方週末》的報

導，都隱去了幾個敏感的細節。

其中一個細節是蔡莉等人在訓

誡包括艾芬、李文亮等在內的

「發哨」醫生時，扣上的三個政

治大帽子，分別是：「你視武漢

市自軍運會以來的城建結果於不

顧；你是影響武漢安定團結的罪

人；你是破壞武漢市向前發展的

元凶。」

被恐嚇打壓的還不止是李文

亮和艾芬。該院一位在醫學影像

科室工作的醫生說，「我們醫院

很多人被院方叫去談話，說不能

發什麼。」

另一位知情者更舉報稱，蔡

莉是裸官，其家人都是加拿大國

籍。其女兒成績不好，卻能進入

當地最好的中學，並且是最早在

武漢開著寶馬 7 系、出入奢華

場所的官二代之一。

據官方消息，武漢中心醫院

逝去的 4 位醫生，他們是李文

亮、江學慶、梅仲明、朱和平。

除此之外還有 4 位醫生在搶救，

其全靠外部醫療手段在維持生

命。外界估計，基本無力回天。

任志強被曝內定為國安委大案

北京高層比各國政要「幸運」

強化維穩公安部高層再度調整

訓誡「發哨人」者是裸官

3月 1日，在北京街頭列隊行走
的武警。（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國捨命救義大利」等消息在

中國大陸廣為傳播，但義大利媒

體日前卻批評北京在散播假消息

並要求立即停止。

中國政府上週向義大利運

送物資，物資運輸包裝上註明

「馳援」，義大利記者龐皮利

（Guilia Pompili）在《Il Foglio》
撰文，指這批物資是義大利外長

與中國外長協調之後敲定，除了

口罩，消毒液等用品之外，其餘

為義大利購買物資，並非捐贈，

部分是義大利紅十字會與中國紅

十字會之間的交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趙立堅近日翻牆上推特發

表經《人民日報》剪輯的影片

稱，義大利民眾在陽臺唱中國國

歌「義勇軍進行曲」來「感謝中

國」援助。

美國圖片交易公司 Getty 
Images 在 3 月 15 日拍下義大

利羅馬民眾在陽台上唱國歌的

情景，並明確表示，他們唱的

是自己國家的國歌（A song 
for Italy）（《義大利人之歌》）。

義大利網路媒體《調查連線》

（Linkiesta）在 3 月 15 日以《夠

了，多謝！》為標題，批評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是中國宣傳機構的

成員，他們的工作之一就是散佈

虛假信息。文章表示，義大利還

有其他緊急狀況和問題要處理，

請中共政府停止在這個時候散佈

假新聞。

北京傳播假消息
意媒駁斥

 太子黨任志強（網絡圖）

 中南海中的七個現任政治局常委。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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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社》報導，吳釗燮

說，美國已經特地為台灣保留

30 萬件防護衣原料，以充實台

灣防護物資，讓第一線醫護可以

安心，在台灣口罩產能足夠以

後，也將每星期提供 10 萬片口

罩給美國，強化台美合作。

吳釗燮表示，同時，美方還

特別為台灣保障 30 萬件僅有美

國前杜邦公司能夠生產的防護衣

原料，以充實台灣防疫物資，讓

彼此在互惠原則下擴大雙方的防

疫能量。

為了近一步擴大防疫物資來

源與疫苗研究，美國也積極與全

球防疫措施前段班的台灣進行合

作，並於 18 日由美國在臺協會

（AIT）與台灣外交部發表聯合

防疫聲明指出，為共同對抗武漢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吳釗

燮18日宣布將與美國展開武

漢肺炎(又稱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 COVID-19)的防疫合

作，除了新藥、快篩方面開發

之外，也確保防疫物資不致

匱乏。

美台資源互享 合作抗疫

肺炎，台美將進一步強化合作，

包括快篩檢驗試劑研發、疫苗和

藥品研究生產、追蹤接觸者科技

技術，以及防疫醫療用品設備

等，其中疫苗和快篩合作已陸續

展開。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表示，上週台灣口罩每日的生

產量能已達 1100 萬片，不能說

是足夠，但未來會持續增產至

1300 萬到 1500 萬片，考量台

灣在實體販售方面，尚有民眾仍

買不到，會緊急處理相關情況，

等處理完畢後才會開始給美國提

供口罩。

陳時中說，未來雙方也會

在其他醫療物資包括酒精等方

面合作，不一定只跟美國，也

願意和其他的各國合作，強調

台灣會量力而為，做出最佳利

益的選擇。科技發展方面，陳

時中認為，像是歐洲、日本等

都有相當好的量能，因此會持

續努力尋求合作機會。

美媒：對大陸戒備 
成抗疫關鍵

美 國 的「外 交 政 策」

（Foreign Policy）雙月刊 17 日

以專文報導，距離中國大陸僅僅

176 公里的台灣抗疫成功，是因

為對中國大陸持續的戒備。文章

說，「台灣自力抗疫的諸多作為

看起來簡單，其實背後下足了

工夫」，包括及早戒備、前瞻作

為、資訊分享、運用科技分析大

港台簡訊

武漢肺炎疫情尚未結束，

中華民國國防部 3 月 16 日晚證

實，中共軍機在飛行期間一度接

近台灣防空識別區（ADIZ），
當局立即派出戰機升空監控和驅

離。 3 月 16 日晚中共軍機擾台

行為是首次在夜間進行的，而以

往都是在白天擾台。最近一次中

共軍機擾台的日期是 2 月 9 日、

10 日，當時出動了殲 11、空警

500、轟 6 等。

北京再派軍機繞台

北京下令禁美媒在港採訪 港人不滿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

合報導】北京日前下令驅逐美

國三大報記者離境，今後不

得在中國大陸及香港、澳門

採訪。香港多個記者組織及

團體感嘆香港兩制已死，新

聞自由無存。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

發聲明指，《基本法》下，所有

外國來港工作的簽證（包括記

者）均由香港入境處獨立審批

簽發，如果制度改變，反映一國

兩制原則受到嚴重侵蝕。FCC
敦促港府立即作出澄清，以及全

力保護在港工作的外國傳媒，不

受中國政府干預。

香港記者協會也對事件表示

震驚及極度遺憾，要求港府澄清

該批即將被逐的駐華記者，日後

如向當局申請工作簽證、是否仍

獲准到香港工作，會否被禁止在

港從事採訪工作等。

聲明隨即引起北京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批評，指

FCC對中方反制美國的措施「說

三道四」，又揚言「香港是中國

的香港」；在北京，外交部發言

人耿爽堅稱禁止記者在港澳工作

屬北京對外交事務的職權範圍。

港府方面，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18 日拒絕回應事件，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被記者追訪

時僅稱政府會按「一國兩制」原

則處事。

香港《基本法》賦予港人擁

有出入境管制權和新聞自由，北

京不得干預。因此消息一出，引

起香港泛民主派強烈批評，認為

北京此舉公然僭越其在「一國兩

制」下的權限。

《蘋果日報》報導，議會陣

線立法會議員毛孟靜直斥中共有

關決定如同「宣佈一國兩制已經

死亡」。她說，《基本法》列明

香港出入境事宜應由港府自行決

定，如今卻改由北京直接下令執

行，法理上已經越權。公民黨黨

魁楊岳橋也形容，此舉猶如禁止

香港入境處向外國記者發出工作

簽證，「這明顯已經超越一國兩

制最基本的底線。」

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批

評，大陸當局在香港剛失去「全

球最自由經濟體」地位後，仍然

決定「攬炒」香港，傷害香港維

繫經濟自由的最重要條件——新

聞自由。他敦促特區政府拒絕執

行外交部的要求。他相信，美國

將就《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發

表首份評估香港自治狀況的報告

時，會將今次事件列為嚴重事

件，並對相關人士作出制裁。

台灣「國家隊」一個半月的時間之內完成92條口罩產線的艱鉅任務（左）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評論台灣抗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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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愀lg愀r礀chi渀攀s攀.c漀m/礀攀ll漀wp愀g攀/m愀i渀.php?t礀p攀=2&id=441
谷歌博客：http://戀l攀ssi渀gsw攀ll渀攀ss.戀l漀gsp漀t.c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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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七：

【青少年近視】一男性患兒，13 歲，
患真性及假性近視 1年，伴視疲勞，睡
眠不佳，食慾差。在本門診經針灸治療
8次，並結合中藥調養，假性近視及視
疲勞消除，視力明顯提高，睡眠及消化
功能改善，隨訪一年視力穩定。

            病人反饋之八：

【梅尼埃氏病】一女性患者，嚴重眩暈
反覆發作 2 年，診為耳水不平衡，即
梅尼埃氏病。予以西醫治療，症狀未得
緩解，眩暈仍頻繁發作。患者於本門診
經針灸及中藥治療 3 次，眩暈消除，
治療 1月，平衡功能恢復，未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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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l攀ssi渀gsw攀ll渀攀ss.戀l漀gsp漀t.c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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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以及線上平台等等，透明

且讓民眾參與的程度令人印象深

刻，與北京政府動用嚴厲的強制

措施封鎖消息的作為大相逕庭。

文章說，北京政府持續在國

際上、外交上對台灣的霸凌，也

導致台灣在面對武漢肺炎疫情時

更有警覺心，也更堅定自力抗

疫決心。文章表示，台灣不時

面對中國假新聞與軍事威脅，

在 2003 年 SARS 期間北京政府

就隱匿重要醫療資訊，台灣又被

世界衛生組織（WHO）拒於門

外，抗疫全靠自己。

文章還表示，台灣有數十萬

人在大陸工作，兩岸往來飛航與

旅行頻繁，因此從 2019 年 12
月武漢出現「神秘疾病」後，台

灣就以高度緊急事件看待，並早

早採取措施。此外，台灣也很早

就注意到確保醫療器材充足的必

要性，其中包括口罩在內。政

府 1 月 24 日起禁止口罩出口之

餘，同時也要求國內廠商要加緊

生產，現在口罩的單日產量已經

高達 1000 萬片。文章最後總結

台灣作為抗疫有成的國家，可以

伸援他國，而其他國家也不應跟

北京一起排擠台灣。

(CNA)

港府 17 日宣布，從 19 日

凌晨零時起，向全球所有國家及

地區發出紅色旅遊警示，所有抵

港人士均須接受隔離檢疫或醫學

監察兩星期，但中國大陸、澳門

及台灣排除在外。澳門政府 17
日進一步宣布禁止非中港澳台居

民入境。香港多個團體呼籲政

府，應禁止疫情發源地中國大陸

人士進入香港，並對有關人士進

行 14 天隔離和檢疫，但港府暫

無此打算。

港澳限制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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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民紀念612事件 遭防暴警清場
【看中國記者 何佳慧

綜合報導】3月14日港民在網

絡發起反送中運動612金鐘

警民衝突事件九個月紀念活

動，全港多區都有市民自發

舉行紀錄片《抗暴之年》放

映會，期間大批防暴警察到

場清場、驅散市民。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18 日

傍晚，香港多區舉行《抗暴之

年》放映會，紀念反送中運動

612 衝突 9 個月。其中在旺角的

放映會從晚上 7 時半開始，至 8
時許一直和平有序。然而，港警

嚴陣以待。

晚上 9 時許放映會結束後，

防暴警察隨即到場架設封鎖線。

其間不斷推撞市民和在場記者，

用強光電筒照射市民，又舉起胡

椒噴霧威嚇。滯留在封鎖線內的

市民，則遭到警方逐一截查，至

少 7 人被反綁雙手帶上警車。

參加放映會的葉先生對自由

亞洲電台表示，香港已經不是一

個法治的地方，但希望真正的香

港人能夠堅持抗爭下去，「現在

香港（政府）簡直是無法無天，

我們的下一代真是辛苦了，整個

政府一路錯下去，以為可以用暴

力解決問題，但（暴力）永遠

不可能解決問題。」

 參加集會的李女士表示，香

港政府表現一直強差人意，港人

一直都想爭取自由、爭取年輕人

應該擁有的東西。但港府不停打

壓，加上武漢肺炎下政府要求市

民不要聚集，削弱了市民應有的

權利。

自由亞洲電台圖

記者組織在FCC外抗議（直播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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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新聞寰宇新聞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醫學專家說，美國當前

應對武漢肺炎（又稱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 COVID-19）疫
情的戰略是：減緩病毒傳播

速度，盡量拉低病例的增長

曲線，以為醫療系統贏得更

多時間。同時也規劃移轉醫

療供應鏈回美措施，並擴大

海外抗疫合作。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武漢肺炎從去年底爆發至今

已擴散全球，疫情幾乎失控，

就連一向袒護中共的 WHO 也

不得不在 11 日宣布，全球有

數十國淪陷，武漢肺炎大流行

（pandemic）。截至目前，除中

國外，以伊朗與意大利為首的歐

洲疫情最為嚴重。

隱匿數據 伊朗成重災區
截 至 3 月 19 日 零 點， 伊

朗已有 17,361 確診案例，累計

1,135 例死亡，其中包括副總

統、革命衛隊高級指揮官、外交

官、高級宗教顧問等 14 名伊朗

高官，另有 10 名高官確診。不

過從陸續揭露的空拍圖與消息指

出，伊朗的確診與死亡案例遠超

過官方所公佈的數據。

在伊朗疫情爆發之初，德黑

蘭當局的反應不是加強防疫、快

速隔離任何疑似病例，而是仿效

中共隱匿疫情，甚至祭出重罰，

懲處散布關於嚴重流行病「謠

言」的任何民眾。於是，伊朗現

代史上最具災難性的疫情，便如

此更大程度地擴散到中東地區。

◆菲律賓於 3 月 17 日宣布

股市無限期關閉，外匯市場及債

券市場中止交易，這是全球首見

因為疫情關閉資本市場的案例，

當局稱這是考慮到交易員所面臨

的安全風險而做出的決定。在這

之前，全球有一些交易所關閉交

易大廳，或者是在市值大幅波動

時暫停交易，例如，美股的熔斷

機制被觸發。菲律賓當局的舉動

引起了分析師的注意。凱投宏觀

（Capital Economics）在一份報

告中認為，有鑒於股價下跌速度

前所未見，如果事況未見好轉，

應及早關閉股票交易所。

◆美國富商比爾· 蓋茨
（Bill Gates）13 日宣布從微軟

強化防疫控制 
爭取準備時間

依據美國疾管局 (CDC) 數
據顯示，如不採取有效的防疫控

制措施，將爆發大規模病例，進

而崩解現有醫療系統。而若能壓

低病例成長，則可贏得更多的準

備時間。

如圖表所示，紅色曲線表現

的是若不採取預防措施可能會出

現的嚴峻情況。屆時，病例激增

將使醫療系統無法負荷。第二條

曲線（藍色）顯示，如果採取

預防措施，將拉低病例數，而且

分布時間較長，這將可為醫療系

統贏得更多時間。這也是現在世

界各國應該尋求的目標。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醫學

界認為，新冠病毒感染者 80%
以上都是輕症，只要在家隔離一

段時間就會自行痊癒。所以醫療

資源要用在 15-20% 的重症病人

伊朗至今尚未宣布任何封城

措施，但是官方不斷呼籲民眾，

假期避免外出，盡量待在家中。

熱衷一帶一路  
意大利災情僅次中國

武漢肺炎疫情在歐洲肆虐的

情形也令人擔憂，根據最新數

字，歐盟中率先與中國合作一帶

一路的意大利，截至 3 月 19 日

零點其確診案例已高達 35,713
例，死亡案例則高達 2,978 例，

是僅次於中國的重災區。僅 3
月 18 日 24 小時內 , 感染病毒患

者就增加了 4,207 例，增幅達到

13.35%。

雖然意大利早已於 3 月 10
日執行全國封鎖令，試圖減緩病

毒傳播速度，但確診案例仍快速

攀升。而在病毒威脅之下，以老

年人為核心、傳統家庭關係極為

緊密的意大利社會，也正遭遇前

所未有的衝擊。而由於防疫隔

離、封城限制等，大部分的染病

死者，只能在隔離狀態下孤獨死

去，死者家屬多無法當面為至親

摯愛送行人生最後一程。據報

導，由於缺乏足夠防護，醫生和

伊朗首都德黑蘭的防疫人員在一條街道上消毒。(Getty Images)

護士也被感染。

意大利政府已實施了廣泛的

封閉措施，鼓勵 6200 萬人呆在

家中，除非有絕對必要的原因外

出。據法新社及路透社報導，除

對本國人實施封閉措施外，意大

利在週二要求入境者皆須自我

隔離 14 天，除非僅短暫停留 72
小時，或者可證明自己不得不出

門來意工作。

西班牙超韓國升至第四

西班牙、法國、德國也已成

為歐洲疫情蔓延最嚴重的國家。

據 3 月 18 日的統計數字顯示，

隨著傳染曲線的顯著上揚，西班

牙成為世界上第四大被病毒感染

的國家，超過了韓國。

西班牙衛生部緊急協調官

員西蒙（Fernando Simon）表

示，西班牙週二至少記錄了 1
萬 1178 例病例，與週一記錄

的 9,191 例病例相比，在過去的

24 小時內，感染人數又增加了

1987 人，增長比例為 21.6%。

這比週日記錄的 7,753 例病例

增加了 44.2％，比週六記錄的

5,754 例病例增加了 94.3％，

武漢肺炎全球擴散 歐洲伊朗成重災區

【看中國訊】美國佛州伯

曼 法 律 集 團（Berman Law 
Group）律師事務所上週四提起

了全國性集體訴訟，把「中華人

民共和國」告進了法院，訴請理

由是隱匿疫情。

原告律師摩爾（Matthew 
Moore）表示，若全美受害者都

參加訴訟，求償金額可能達到數

十億美元。他表示，中國未能更

迅速地報告和遏制該病毒，或者

未披露實際病例數，從而在中國

武漢附近地區造成了「實質上是

巨大的培養皿」。

訴狀中表示，北京當局等這

些「被告們」明知疫情很嚴重，

卻為了鞏固經濟利益及自身霸

權，隱匿疫情、低報確診數，拖

延了對疫情的防控。該訴訟指責

北京當局與機構「從事超危險活

動」，構成過失行為，造成精神

痛苦和公眾滋擾，並負有不可推

卸的責任。摩爾強調，如果中國

在知道疫情嚴重性的時候，早點

做正確的事情，或許現在的疫情

就不會如此嚴重。

該案的原告是佛羅里達州的

四名居民，以及博卡拉頓（Boca 
Raton）的一家棒球運動員培訓

中心。起訴書長達 20 頁。被告

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

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政部、中華人民共和國

應急管理部、湖北省政府和武漢

市政府。

拉低曲線換取時間

身上，而「曲線抗疫」戰略的第

一步就是要加大測試力度，弄清

到底多少人感染了病毒，民眾若

得知自己感染，沒有重症體徵時

就能夠自主隔離，從而減緩病毒

傳播速度，爭取抗疫布署時間。

目前被全球公認為防疫比較

成功的台灣，也正是採取此一策

略，讓台灣截至目前為止，都處

於一個相較安全的環境。

美國有公共衛生專家也曾提

出這種「平緩增長曲線」的抗疫

戰略。川普總統的高級衛生顧問

福奇醫生，也曾多次提到這個策

略。美國總統川普週日（15 日）

呼籲美國人民保持冷靜，不要驚

慌失措、搶購物品。

白宮高級衛生官員週日宣

布，美國將從本週開始在全國範

圍內推出武漢肺炎檢測系統。官

員表示，在本週內，谷歌網站在

全美推出一個武漢肺炎檢測系

統。政府將在全美各地設立流動

檢測站，民眾坐在車裡就可檢

測，完成病毒取樣。不過，據科

技新聞網 The Verge 引述谷歌

發布的最新消息，該信息化網站

的發布時間將被稍微推遲到本週

的晚些時候。

白宮擬下令： 
醫療供應鏈轉移回美

另一方面，白宮貿易顧問納

瓦羅（Peter Navarro）週一（16
日）表示，他正在準備一份總

統行政命令，將醫療供應鏈從海

外轉移回美國。

納瓦羅向 CNBC 表示：「美

國在藥品、醫療用品和設備上

非常依賴全球供應鏈。」「總統

行政令的目的是將所有醫療產

品的供應鏈帶回家，我們不再

需要擔心對外國的依賴。」他

補充說，目前 70% 的先進藥品

（advanced pharmaceuticals）
的成分來自國外。

目前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導致

對醫用口罩的需求增加，就充分

體現了依靠外國供應鏈的挑戰

性。納瓦羅指出，退伍軍人事

務、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和國防部

購買了大量的醫療設備。他說：

「我們需要讓他們向美國生產商

購買。」

馬薩．布萊克本 (Marsha 
Blackburn) 和鮑勃．梅嫩德斯

(Bob Menendez) 等議員也對美

國依賴國外供應鏈的現象表示擔

憂。他們上週提出一項議案，將

撥款 1 億美元用於開發美國的

藥品生產鏈。

路透社 3 月 15 日報導，美

國正積極爭取研究病毒疫苗的德

國公司 CureVac 將研發工作轉

移至美國，但遭德國政府阻止。

CureVac 公司正加緊開發病毒

的疫苗，很可能成為全球最快投

入治療的疫苗。

為了近一步擴大防疫物資來

源與疫苗研究，美國也積極與全

球防疫措施前段班的台灣進行合

作，包括快篩檢驗試劑研發、疫

苗和藥品研究生產、追蹤接觸者

科技技術，以及防疫醫療用品設

備等。

專家建議疫情對抗戰略示意圖。（美國之音）

美國人控北京
政府隱匿疫情

美抗疫
戰略：

比週五的 2,965 例病例增加了

277％。

西班牙週六已經宣布全國進

入緊急狀態，禁止出行，除非是

上班族和出門購買生活必需品。

此外，法國政壇正在遭遇

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強烈猛

襲，兩名內閣部長、十九名國會

議員、兩位市長截至當前已被確

診，而且這份名單仍在增加。法

國總統馬克龍 16 日也宣布全法

本土和海外省及領地 15 天內限

行，所有人按要求宅在家裡，擅

自在外聚會、搞家庭集會的行動

將會受罰。

德國的感染人數目前也已破

萬。 3 月 17 日晚，聯邦內政部

長西霍夫（Horst Seehofer）指

示，所有非歐盟成員國公民一律

不得入內，包括海陸空渠道，目

的是延緩中共肺炎的蔓延。這一

規定 30 天有效。德國政府同日

發布全球旅行警告，提出目前應

該取消所有不必要的出國旅行。

此前，歐盟剛做出決定，申

根區國家將嚴格管理入境情況。

總理默克爾在週二晚上表示，

「德國將立即執行這一規定。」

董事會辭職，他也離開了哈撒

韋 (Berkshire Hathaway) 董 事

會。蓋茨表示，他想專注於全

球健康與發展，教育和應對氣

候變化。現年 65 歲的蓋茨是全

球首富之一，他於 2008 年卸

任微軟總裁。蓋茨被《福布斯》

（Forbes）列為僅次於亞馬遜創

始人傑夫 ‧ 貝佐斯的全球第二

大富翁，身家為 1036 億美元。

他與兒時的朋友保羅 ‧ 艾倫

（Paul Allen）於 1975 年成立了

微軟，後者於 2018 年去世。他

們的重大突破發生在 1980 年，

當時微軟與 IBM 簽署了一項協

議，以構建被稱為 MS-DOS 的

操作系統。之後透過靈活的宣

傳技巧，以視窗作業系統 (MS 
Windows) 成功擊敗了功能相較

強大的 IBM的OS/2作業系統，

進而奠定微軟在 PC 作業系統上

的至尊地位。

◆美國猶他州鹽湖城（Salt 

Lake City）地區 3 月 18 日發

生 5.7 級地震，導致數萬用戶

停電，該州公共衛生實驗室因

武漢肺炎疫情正在進行的工作

也被迫暫停。美國地質調查局

（USGS）說，地震發生在鹽湖

城以西約 10 英里處，距離麥格

納市（Magna）咫尺之遙，地

震發生時間為上午 7 點零 9 分。

猶他州緊急事務管理處說，這

是自 1992 年以來最大的一次地

震，28 年前，該州聖喬治（St.
George）地區遭受 5.9 級地震

襲擊。州衛生部表示，受地震影

響，該州公共衛生實驗室的工作

暫停。美國地質調查局表示，在

猶他州，一般來說，每 10 年發

生一次 5 級以上地震，每 50 年

發生一次 6 級以上地震。

◆西班牙王室 15 日表示，

國王菲利普六世（Felipe VI）
放棄繼承父親胡安 ‧ 卡洛斯一

世（Juan Carlos I）的個人財

產，並且剝奪老國王每年 21 萬

6000 美元的王室津貼，與捲入

財務醜聞的父親劃清界線。胡

安 ‧ 卡洛斯一世 2008 年透過

離岸帳戶向沙烏地阿拉伯已故

國王阿卜杜拉（Abdullah）收

受 1 億美元的資金。瑞士檢察

官認為這可能牽涉往來麥地那

(Medina) 和麥加 (Mecca) 的高

速鐵路工程案的回扣，據稱老國

王負責搭起沙國王室和西班牙承

攬工程財團的橋樑。據悉，這筆

錢以一個巴拿馬基金會的名義存

入一間瑞士銀行的帳戶，其中

6500 萬美元是卡洛斯一世給他

的前情婦。菲利普六世也是基金

會的受益人，據稱卡洛斯一世登

基時，沙烏地阿拉伯送了 7200
萬美元當作禮物。王室聲明指

出，菲利普六世曾向公證人表

示，他未來不會接受任何來自該

基金會的款項，並堅稱他對自己

是受益者的事毫不知情，他同時

也會放棄任何可能是非法或損害

王室誠信的資產、股份或投資。

◆朝鮮官方目前仍聲稱「零

病例」，但有消息顯示，其實朝

鮮的疫情嚴峻。日前，該國最高

領導人金正恩出席了平壤綜合

醫院動土典禮，且下達「關鍵任

務」，催促火速建綜合醫院。根

據韓媒《韓聯社》報導指出，金

正恩在 3 月 17 日出席平壤綜合

醫院動土典禮之時，指稱建設平

壤綜合醫院是支撐本國公衛領域

的「關鍵任務」，甚至還下令醫

院一定要在 10 月 10 日，也就

是朝鮮勞動黨成立 75 週年之際

完成。這是金正恩於武漢疫情

爆發之後，過去 3 週以來的第

一次露面。據韓國《朝鮮日報》

（DailyNK）援引朝鮮軍方的消

息披露，在 1 月和 2 月，就有

逾 180 名士兵死亡，而且全國

總計更有 3700 多名士兵正在接

受隔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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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門頭溝，驕陽似火。

一天下午集合，忽然大學班主任

神情鄭重，對我們說：發生了一

件大事，有兩架民航客機撞擊了

紐約世貿大廈。大家一片歡呼。

我也在裡面歡呼。

……

有那麼一天下午，也許是

被少年啥啥倒了胃口，我讀了

《悲慘世界》。我是兩天讀完

的。那兩天裡，感覺整個宿舍

都特別明亮，彷彿有一束神奇

的光照耀著我。

讀完卞汝福主教的故事，

再到冉阿讓的故事，到芳汀的故

事，再到珂賽特、馬呂斯的故

事，我震驚不已，原來世界上還

有這樣偉大的書，原來自己真的

是一個貧陋的孩子，一個沒有見

過世面的野孩子。

那時也開始理解了雨果的一

句話，叫做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

上，還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金庸曾經評價狄更斯的《聖

誕頌歌》，說「這是一本偉大

溫厚的心靈所寫出來的偉大的

書」。當時我遇到《悲慘世界》

時的感覺就是這樣的。

這也是一本偉大溫厚的心靈

所寫出來的偉大的書。而從前的

我，甚至根本不知道「偉大」和

「溫厚」為何物。

工作後，我當了一名記者，

跑時政和政法新聞，也跑突發事

件、自然災害。我開始見到死

亡，甚至大批的死亡。

有一次有座山垮了，掩埋了

底下的村落和礦井。民兵們連夜

挖遺體，我和他們打好了招呼，

一挖到就通知我。……當時有一

名倖存的女村民，她堅持聲稱：

自己打通了失蹤丈夫的電話，他

還活著。

救援人員於是開著挖掘機，

拚命幫她挖。女村民先是一直在

旁指揮，挖這裡，挖那裡，數

個小時後一無所獲，她崩潰了，

自己跳上了挖掘機，抱著機身，

說：我來指，你挖啊，你挖啊！

沒人能讓她下來。就這樣，挖掘

機帶著她又挖了至少一個小時，

她始終不下來。很多人都見證了

那一幕。我也在邊上，看得暗抹

眼淚。

那年我 25歲。類似這樣的許

多事情，讓我開始明白了：死亡

到底是什麼，明白了一個生命的

離去，對於那些愛著他、依靠著

他的親人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

而過去我是不大明白的。死

亡只是雲淡風輕的數字，離我很

遙遠。

多年之後，又和一位朋友無

意聊起了 911。他說：事發時自

己 27 歲，正在準備 GRE（英文

考試），準備留學。母親忽然在

客廳裡叫快看電視。他跑出來，

看到電視裡的畫面，第一個內心

反應是：天啊那裡面的人怎麼辦

呢？

我聽了很感觸，說你大幾歲

就是大幾歲，我當時只想著直搗

黃龍。我們花了很多很多年，經

歷了許多歲月，讀了許多的書，

見了許多死亡，才開始學會了第

一時間去想一個問題：

那裡面的人，該怎麼辦呢？

有時候，這甚至是唯一重要的問

題。

我的傻瓜時代 跟著一起為911叫好 ◎文：六神磊磊

病毒長了眼睛麼？疫情圖所現：
球排名第 32 位，比美國、

日本、新加坡、巴西、冰島

還低。

3 月 7 日巴西總統博

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
訪美，在海湖莊園和美國總

統川普共進晚餐。隨行的新

聞秘書法瓦金加籐（Fabio 
Wajngarten）返國後被確診

感染武漢病毒肺炎並接受隔

離。

這位新聞秘書在其社群

媒體 Instagram 張貼與川普

等人的合照，這張圖片讓外

界擔憂兩位總統是否被感染

中共病毒。 3 月 13 日，兩

位總統的檢測結果，均呈現

陰性，沒有感染病毒！

臺灣和香港的民眾、巴

西和美國兩位總統，無論是

地區還是個人，他們之間的

最大共性也許就是：反對共

產主義的專制和極權。

再來看看，在地緣上

與臺灣、香港相類似的國

家——韓國；以及目前已經

淪陷的歐洲，最其中嚴重的

是義大利和西班牙。這些國

家與中共的關係如何呢？

韓國：8565 例確診，

死亡 91 例。

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

明居正在近期節目中表示，

韓國疫情嚴重，大家認為是

文在寅在防控疫情上反應過

慢，而追本溯源，他反應過

慢看起來是因為太過親中的

關係。

中國已是韓國最大的貿

易夥伴、最大的出口市場和

最大的進口來源國。韓國與

中國建立 190 對友好省市關

係，其中包括疫情最嚴重的

大邱市和慶尚北道。在中國

大陸疫情被曝光後，現任韓

國政府似在擔心損害與中共

的關係，而堅持不在邊境設

限，不對旅客進行檢疫。

最近有一位前大陸網

軍、韓國 Turn Right 組織

成員在韓國最大的搜尋平

臺 NAVER 爆料，文在寅

在競選總統的時候，得到了

中共的幫助。這文章可說是

在韓國炸開了鍋，引起韓國

人民高度關注。這位網軍還

說，近幾年來文在寅允許北

京政府在韓國進行的一系列

建設，包括釜山尾浦港中國

制鐵建設、全羅南道光陽的

中國鋁廠開工、政府核准永

宗島及松島的中國投機資本

進入、中國的太陽能建設、

中國產電動汽車等以及政府

等等。疫情爆發以來，韓國

將 4 億張口罩偷偷輸出給中

共、針對環保團體對中國懸

浮微粒的擔憂以賄絡的方式

處理、對武漢肺炎最嚴重疫

區的中國入境不管制等，都

是「損韓利共」的舉措。最

後他呼籲，如果韓國人再不

醒悟，韓國可能會在今年從

地圖上消失。

意 大 利：35713 例 確

診，死亡 2978 例。

意大利不顧歐盟、美國

的勸告，在 2019 年加入一

帶一路。受歐債危機波及，

近年來意大利經濟下滑，連

國內基建都無錢投資。為振

興經濟，當地政客跟中共越

走越近，經濟上越來越依賴

中共。意大利與中國已結成

74 對友好城市，其中就包

括疫情最嚴重的倫巴第大區

及米蘭、威尼斯、貝加莫等

城市。兩國關係之親密，甚

至去年還出現中共公安協助

意大利警察執勤。

西 班 牙：14769 例 確

診，死亡 638 例。

當西班牙在 2008-2010
年財經危機中受到重挫時，

北京政府購買了大約 20%
的西班牙外債，成為該國的

第二大債權國。中國是西班

牙在歐盟外的第一大貿易夥

伴，西班牙是中國在歐盟內

的第六大貿易夥伴。 2018
年 11 月 28 日，習近平出訪

馬德里，雙方發出加強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中共在西班牙開設了 8 所孔

子學院，9 所孔子課堂。雙

方的貿易、旅遊和文化互動

熱絡。 2019 年 6 月 15 日，

西班牙沃達豐（Vodafone）
正式啟動了該國首個 5G 商

用移動網路，首批覆蓋 15
個城市，華為是核心設備供

應商，後在各界壓力下，公

司將把華為排除在其歐洲網

路建設的核心之外，但未說

明歐洲哪個國家會受影響。

最後來看伊朗。

伊朗自不必多說，伊朗

確診人數為 17361，但外界

懷疑，伊朗的疫情或遠比官

方披露的數據驚人。伊朗呈

現的特殊之處在於，病毒似

更針對伊朗高官而來。在伊

朗官方發布的死亡病例中，

包括多名現任和前任國會議

員。目前最少有 24名國會議

員確診，包括第一副總統和

衛生部副部長。

伊朗一直以來都是中共

在國際上的「小兄弟」，在

2018 年加入一帶一路。伊

朗去年允許中國人免簽，兩

國雙邊貿易額達 220 億美

元，佔伊朗外貿 1/3。
在政壇上，可以觀察一

下加拿大總理府。

3 月 14 日新聞報導，

總理特魯多夫人索菲亞確診

罹患武漢肺炎。在加拿大，

疫情總體來說並不嚴重，不

過病毒直接攻入了總理府，

引發全球關注。 2013 年 11
月 7 日晚，時任加拿大反

對黨黨魁的特魯多曾說，

他「在一定程度上欣賞中國

的基本獨裁」。自 2015 年

特魯多當選加拿大總理後，

他領導的聯邦自由黨政府一

直對中共採取綏靖政策。對

於是否允許華為 5G 進入加

拿大，目前還沒有定論。在

夫人確診後的 3 天後，特魯

多回應了民間長期以來的呼

聲，下令封關。

以色列拉比和風水師的

觀點：

瘟疫是一場悲劇，但

如果人們認真汲取這次的教

訓，它也可能是一種福氣。

在西方，不少人類難以解釋

的古蹟或所謂超自然現象，

被信仰人士認為是上帝向世

人呈現的足跡，以提醒當今

世人去思考表層現象之下深

藏的規律和因果。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

對瘟疫的認識是『此行病

者，乃天之降疾，無法而治

之。』，認為瘟疫最根本的

起源是「時代澆薄，人心破

壞，五情亂雜」（南宋：《無

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帝

王在王朝遭受天災時常發出

檢討自己過失或過錯的《罪

己詔》，顯現國家天災與執

政者有緊密的聯繫。

在國際上，也有多方

宗教人士以及預言家對當前

的災難給予了解讀。據《以

色列突發新聞》（Breaking 
Israel News）報導，國際

演說家以色列拉比（猶太教

律法專家）凱辛（Mendel 
Kessin）認為，這場全球性

的災難是神在審判全世界，

並在清除邪惡政權。他表

示「我們正非常接近彌賽亞

（救世主）現身，這是個清

理的時期。上帝將不再容忍

人們所正在做的許多貪污、

不公、殘忍與邪惡之事。」

另一位拉比米茲拉希

（Yosef Mizrachi）則表示，

也由於所有的中國人幾乎都

是無神論者，再加上中共支

持伊朗、踐踏人權、殺害無

辜民眾等等，也是箇中原因。

香港人也驚奇地發現，

感染武肺的人士多數親共，

或頻繁往來大陸與香港之

間，因此有網路上流行「轉

黃（反共立場）保平安」的

說法。香港知名風水師香

山夕陽先生先前接受「看中

國」專訪時提到明朝宰相劉

伯溫的預言，稱瘟疫如劉伯

溫碑記中所描述的淒慘，

「天要殺九留一」。他奉勸

有良知的人，盡早認清中

共，與之割席，保住性命。

武漢疫情圖還在延展，

這其中演繹的規律，人們自

可靜心觀察與體悟。

156個國家和地區

意大利
35713例
死亡2978例

伊朗

17361例

死亡1135例

西班牙

14769例

死亡638例

德國

12
32

7例

死亡28
例

美
國

94
15

例

死
亡

14
8例

韓國
     8565例
       死亡91例

法國
     9054例
       死亡150例

瑞士
    3067例
      死亡33例

英國
    2644例
      死亡72例

荷蘭
        2056例
           死亡58例

全球累計 
確診218,824例
死亡8,810例

中國以外 
確診137,685例
死亡5,561例

武漢肺炎在全球多個國家爆發，引

起全球恐慌。但越來越多的媒體、及分析

人士注意到，武漢肺炎的病毒似乎在遵

循著一個路線。以截至3月18日的數據來
看，這是一條什麼路線呢？

我們先來看看讓人備受鼓舞的案例：臺灣、香

港、巴西和美國總統。

臺灣：108 例確診，死亡 1 例。

還在 1 月底，臺灣還被預測，其疫情將是中國

大陸之外的「第二慘」。全球震驚和佩服的是，在

武漢病毒蔓延的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中，臺灣的人

均發病率居然最低。

香港：192 例確診，死亡 4 例。

在港府堅決不全面封關的情況下，大陸民眾湧

入香港，外界預測香港可能成「第二個武漢」。根

據香港旅遊發展局入關的統計人次，去年 12 月約

有 240 萬大陸遊客來港，今年 2、3 月的數據還未

發表，加上香港有近 50 萬人在大陸工作，經常往

來香港與內地之間，粗略推算每天往來兩地的人數

不低於 10 萬。

但香港疫情卻出奇的輕微。是中國大陸之外全

巴西總統的新聞秘書瓦金加藤（右一）與美國總統川普（右

二），以及副總統彭斯合影（左二），最左邊是巴西總統。

武漢肺炎全球疫情更新
2020年3月19日零點

◎文：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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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來去匆匆的時

候，我們可能都忽視了乘駕和停

車時所應該具備的禮儀。世界各

個國家和地區的禮儀都有所不

同。但可能，這些禮儀的基點都

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要先爲他人

著想。也許，當我們的內心深

處，懷著這種對於他人的「禮」

意，再加上符合社會規範的舉

止，就不難做到「內守禮，外有

儀」了吧！

行車禮儀最重要的一點，就

是嚴格遵守交通規則。玩手機、

飲酒或吸食大麻，這些都是開車

時的禁忌。

1.請給行人、自行車和
摩托車讓路

給行人讓路，這是必須的！

尤其是當左轉或右轉彎時，請記

得一定先觀察好路邊的行人。如

果有人過馬路，一定要行人優

先。這不只是一個禮儀問題，更

是交通安全問題。

同時，也請記得給自行車和

摩托車讓路。因爲一旦發生碰

撞，您有車身作爲一層保護，而

騎車者只有一個頭盔。

2.請給緊急車輛讓道
在路上，我們經常會看到有

救護車、消防車和警車閃著紅藍

燈、鳴笛而來。請記得，當看到

這些車時，請及時的打右轉向

燈、向右邊變道，給這些緊急車

輛讓道。裝作沒看見或沒聽見的

樣子，自顧前行，這是非常不理

智和自私的舉動。

3.請保持安全距離
在行車時，請與前車保持足

夠的安全距離。跟車太近，不太

安全，也會顯得很沒有禮貌。

4.請正確使用車燈
您的霧燈，只有在霧天和天

氣情況惡劣時纔打開。額外的燈

光，會影響周圍司機的視線。皮

卡車、大型 SUV 的那些「光芒

四射」的車燈，不但會影響到對

面的司機，而且也影響到前方車

輛的司機。

無論是變道還是轉向，請

記得及時打信號燈。尤其是在高

速上，變道前請一定提前打信號

燈。這樣可以提前知會周圍的司

機，避免不必要的事故發生。

5.請不要隨意大聲鳴笛
一般情況下，在發出警報和

善意的提醒時，大家纔會鳴笛。

粗魯的按喇叭去催促其他車子，

這是一種很粗魯和缺乏修養的行

爲。尤其在出入小區時，隨意鳴

笛可能會打擾到他人休息。

6.請致謝給您讓行的車主
當有車輛給您讓行時，如果

有時間且方便的話，最好給讓路

的車主招手致謝、或者打雙閃

燈、閃兩次以表謝意。

在加拿大，私家車需要讓行

給公交車。很多公交車被讓路

後，都會閃一兩下車燈以表謝

意。車語的溝通，也會讓您的出

行充滿溫馨和快樂。

7.在停牌或等紅綠燈
時，請集中注意力

在停牌處，先到先行。如果

是四面停牌，當大家同時到，請

記得讓您右手邊的車輛先行。

在等紅綠燈時，有的司機習

慣於看一下手機、找一點東西、

或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請不要這

樣做，因爲當您沒有及時看到變

燈時，可能會給後方等待的車輛

帶來很大的困擾。

8.請不要向車外扔東西
請不要向車外扔東西。尤其

是在高速上，扔出的果皮或其他

垃圾，可能會導致後面的車子打

滑，從而引發事故。

9.拖車鉤子不用時，請
及時卸下

當您的拖車鉤子長時間不用

時，請記得及時將它卸下和收

回。因爲伸出來的拖車配件，很

容易在交通事故或停車場中損傷

到其他車輛。

10.請保持車輛清潔
行車在路上，車子內外的整

潔狀況，可能會直接反映出您的

個人習慣和秉性。所以，請盡量

保持車子內外的整潔有序。

此外，在雨天或路面有積水

時，應緩慢駛過。防止濺溼行

人，同時也可以保持自己車身的

清潔。

11.請保持正確的車速
如果您想保持低速開車，請

在右側行車道上開。在快車道上

慢慢行駛，這會給超車的車主帶

來諸多不便，而且也違反交通規

則，會被處罰和扣分。

在高速上行車，盡量保持勻

速，這樣可以給自己和周圍的車

子帶來更多的安全保障。

在停車場和出入小區時，一

定要減速慢行，因爲這裡人車很

多。

12.請不要做路怒一族
在北美，因「路怒」發生槍

擊的案例偶有發生。生命是美好

的，每個人都會犯些錯誤，請記

得及時的去原諒別人。「退一步

海闊天空」！冷靜有禮的行車，

也會讓家中等待我們的親人放心

呀！

 

(Pixabay)

(Pixabay)

(Pixabay)

【看中國訊】近日，奔馳推出了

GLE 系列的全新車型 AMG GLE 63 
S Coupe，該車在外觀和性能上都比

普通版進行了升級。

AMG GLE 63 S Coupe 整 體

造型運動感十足，與 AMG GLE 53 
Coupe 的設計相似，前臉帶有標誌性

的 AMG 格 柵， 還 配 備 了 AMG 風

格的誇張包圍，大大增添了新車的氣

勢。兩端超大進氣口非常誇張，左右

連通形成「開口」的效果。

新車車身線條非常流暢，溜背式

造型延伸至尾部，配合車

尾，因此新車側面的

視覺效果較上一

代車型有所

提升。

車

尾方面，新車尾部整體具有濃郁的運

動風格，後備廂門頂端向上翹

起形成一個小尺寸擾動

板，並採用了雙出

的排氣佈局。

新車還帶有 22 吋的輪轂，搭配紅色剎

車卡鉗，表現出了很強的性能感。

內飾方面，AMG GLE 63 S Coupe
的風格同樣與 AMG GLE 53 Coupe 相

似，只是在細節處有所不同。新車採用奔

馳最新的家族化設計理念，座椅採用納帕

皮革包裹，前靠背上帶有「AMG」標誌，

車內還有碳纖維裝飾，以提供運動美感。

中控台標配 12.3 吋可觸摸雙屏液

晶屏和全彩平視顯示器，三幅式方向盤

集成多種功能按鈕。同時，中控台還增

加了對系統的控制，例如穩定性控制，

手動變速箱模式和懸掛設置。

動力方面，AMG GLE 63 S Coupe
搭載的是 4.0T 雙渦輪增壓 V8 發動機，

配備 48V 微混系統，最大輸出功率

450kW，峰值扭矩 850Nm，搭配 9 速自

動變速和四驅系統，並且標配四輪驅動

和電子控制後差速器。該車 0-96 公里 /
時加速時間為 3.7 秒，最高時速達到 280
公里每小時，因此它被稱為最快的 SUV
之一。

同 時， 新 車 還 提 供 AMG RIDE 
CONTROL+ 空氣懸架，以及針對 SUV
特性配置的 ADS+ 自適應阻尼系統，這

些系統結合了出色的敏捷性和車輛動力學

特性，並具有最大的牽引力和日常舒適

性。

該車將於今年上半年率先在歐洲上

市。

（本文圖片來源：奔馳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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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筆不好、沒有才華、缺乏靈感、毫

無創意，能寫出好文案嗎？很多人都會很

直覺地搖頭說：「難！」 其實寫文案並不

像寫小說或作詩，並不需要華麗的詞藻，

也不必然要像品牌廣告般，必須憑著一句

金句才能留下經典。 

關鍵1：最貼近生活
2015 年創辦「文案的美」的林育聖，

是台灣極少數靠文案接案作為主要業務

的團隊，並開創「文案師」一職。他曾提

到，社群文案是最貼近生活的文案，「你

要用心生活，才能寫出走入人心的社群文

案。」且關鍵是「有沒有用心把粉絲當成

人對待」。

社群文案首先有別於文學創作，文辭

技巧優不優美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能夠多

大程度表達想法，逐漸爭取到受眾的信

任。因此受眾會期待能和小編像朋友般自

在地互動，對一般的品牌而言，小編必須

更有人性。

「如果用說話來比喻的話，社群就是

每天的對話，不是演講場合或是報告場合

的一次性。」林育聖曾表示：「每天都要

對話，應該想的是今天想分享甚麼？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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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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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 週六：早 9 點 - 晚 6 點 週五、 週六：早 9 點 - 晚 6 點

終生免費更換機油
每出售一輛車 *

$0 首付及無需付款直到
2020 年 9 月份 - 提供延期

付款貸款計劃 OAC*

ONE DAY LEFT! DON’T MISS THIS EVENT!!

GUARANTEED TRADE VALUE
$2000 AND UP TO 125% OF
CANADIAN BLACK BOOK*

LIFETIME OIL CHANGE
OFFER ON EVERY SALE*

2019 CAMRY LE LOADED NEW

#P901105#P901105

WASWAS $30,446$30,446**

NOWNOW
$$$$$$26,99822226666,,,999999998888**

2019 C-HR LE NEW

2019TACOMA LTD DEMO

#P900337#P900337

WASWAS $57,225$57,225**

NOWNOW
$$$$$$49,99844449999,,,999999998888**

2019 HIGHLANDER HYBRID LTD DEMO

#P901636#P901636

WASWAS $61,674$61,674**

NOWNOW
$$$$$$$52,9985555522222,,,999999999988888**

2019 RAV4 LTD DEMO

#P900897#P900897

WASWAS $46,256$46,256**

NOWNOW
$$$$$$$40,9984444400000,,,999999999988888**

2019TUNDRATRD DOUBLE CAB

#P9C2246#P9C2246

WASWAS $52,115$52,115**

NOW
$$$$$44442222,,,111111115555*

$$$$$$$10,000!!1111100000,,,000000000000000!!!!!!!!!!SAVE

$$$$$$$8,676!!88888,,,666667777766666!!!!!!!!!!SAVE $$$$$$$5,258!!55555,,,222225555588888!!!!!!!!!!SAVE

403.567.8888 11500-35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All prices include all fees and tax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The 0% offer has term and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ll advertised prices have any and all factory rebates applied. Low
TFS rates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some advertised vehicles.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Cash back offer is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rebates, discounts and in some cases the $ are added to the price of the vehicle financing.

ON EVERY SALE OR FREE WINTER TIRES AND
ONE YEAR STORAGE ON EVERY SALE*

$1000 FREE
FUEL

$0 DOWN PAYMENT AND
NO PAYMENTS UNTIL

SEPTEMBER 2020 – DEFERRED
PAYMENT FINANCE OFFER OAC*

0%FOR
84 MONTHS
STOCK# P9C2246

#P902145#P902145

WASWAS $25,980$25,980**

NOW
$$$$$$2222233333,,,444448888800000*IFYOULEASE / FINANCEIFYOULEASE / FINANCE

DEMO

ONE DAY SALEONE DAY SALE
HELD OVER MONDAY 9AM-9PMHELD OVER MONDAY 9AM-9PM

不要錯過這次特賣活動 !   週五、 週六  ：早 9 點 - 晚 6 點

% 84 個月0 STOCK # P9C2246

$1000免費加油卡
每出售一輛車或者免費贈送

雪胎及一年免費儲存 *

以舊換新承諾價格不低於
$2000 及高達加拿大黑皮

書估價的 125%*

週末清倉大特賣週末清倉大特賣

行為，這是常見的做法。

林育聖也提及有一類型的互動，是

將粉絲行為維持在單則貼文上，有助於

創造貼文的聲量，讓訊息被更多人看

到，得到更廣泛的曝光。也就是在臉書

的機制裡， 貼文發出後，會只給一部分

人觀看，得到互動之後，再給更多人觀

看，如此一來則有大機率是與原本互動

的粉絲屬性相同。如果在第二個曝光的

階段得不到更多互動的話，曝光量可能

就會停止了。因此必須在貼文內設計能

夠互動的問句，包括詢問感受心情，或

是 ABC 選項，或設計小遊戲，都是常

見的方式。（下轉 C2）

要解決的問題是甚麼？」由於講的是生活

化的內容，如何切入絕對是比較重要的。

關鍵2：受眾、目的、表達
創作一則貼文時，林育聖曾建議先

運用文案架構核心──受眾、目的與表

達來思考。首先，品牌的「受眾」是哪

一群人？你要和誰對話？畢竟在資訊量

超過負荷的時代，讓受眾停留的原因一

定是與他息息相關的內容，或是能吸引

他關注的資訊，因此知道他們是哪一群

人，才能為讀者而寫。要知道社群是精

準行銷，不是泛眾行銷，目的一定是滿

足受眾。

林育聖談到經營社群該吸引的對

象，即受眾包括：「既有顧客」，也就

是曾經服務過的族群；「潛在顧客」，

也就是可能的目標消費族群，可透過社

群幫助他們縮短購買決策。以上這兩者

屬於品牌的「目標受眾」TA（Target 
Audience）。

還有一種「口碑顧客」，意指為非

目標消費族群，但可以透過社群營造形

象，提高品牌知名度。接下來則要思

考文案的「目的」，粉專貼文的目的，

大致上有導流、互動、品牌經營與建立

信任幾種。透過粉專「導流」到自家網

站，最終的目的還是官網的資訊或購買

以臉書為主的社群無疑是品

牌兵家之地。2020年依舊備受關
注的話題之一，就是如何透過社群

文案，在吸引受眾的目光，獲取更

多信任？ 

品牌經營新熱點  (上)社群文案出奇制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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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朋友大四時去參加一個公司的面

試，面試通知郵件裡最後一個要求是：請

攜帶不超過 30 字的個人履歷。

他一看，覺得面試官可能寫錯了！就

算只把自己實習待過的公司，和讀過的學

校名字列上去，都不止 30 個字了啊！

因為覺得「不可能」，所以他還是帶

著超過 30 字的履歷去面試……

等到面試那天，他帶了份自認為非常

簡潔的簡歷過去，一路上都還覺得憋的很

辛苦啊！因為還有很多東西沒寫進去。

結果出乎意外，到了公司，他遞上簡

歷後，三個面試官不約而同皺起了眉頭：

「這個履歷字數超過 30 字了，起碼有 400
字了，為什麼不按他們的要求做？」

他愣了一下，還真的是 30 字？不是

逗著玩的？於是他說：「30 字寫一篇簡歷

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呀！」

其中一個女面試官把一疊簡歷亮在他

面前，「這些人都能做到，為什麼只有你

不能？」他聽完，刷地一下臉就紅了，面

試官說：「好了可以了，請出去吧。」

他猶豫了一下說：「謝謝您。我知道

自己的問題了。不知道是否方便看一眼其

他人的簡歷，想知道自己的差距有多大。」

他在拿過來的一瞬間，已經被最上面

的一份嚇到了……

那整張紙上，畫了一個以面試者自己

為原型的卡通人物，最上面是名字，然後

是個巨大的腦袋，腦袋頂部是開放的，用

一大片電腦晶元畫成原始森林，旁邊寫著

「computerized mind」，然後左手拿著畫

板，寫著「Photoshop Skiller」，右手則

舉著一疊報告，寫著「Report expert」，
中間的領帶處還別著個話筒，上面寫

著「Good Presenter」，心臟的位置也畫

了一顆奇形怪狀的心，寫著「Creative 
heart」，腳踩油亮的皮鞋，穿著毫無褶皺

的西裝褲，旁邊寫著「Detail-cared」……

他一邊看，一邊手心出汗。竟然真的

沒有履歷超過 30 字。這樣一份不超過 20
個字的簡歷，他在看完多年後，還能夠一

字不差地回想起來，並且畫面栩栩如生，

不難想像當時帶來的震驚，以及給面試官

的印象有多深刻。

正是覺得「不可能」，所以才值得去

嘗試！對一個根本不願意思考，去尋找解

決辦法的人來說，很多事情永遠都不可

能！對許多人來說，簡歷就該是白紙黑

字，但其實它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

「不可能」
的履歷表
文：皇輔

（續 C1）接著談到「表達」，能傳達

情緒，展現貼文的風格。他認為經營社群

就是在經營形象，每次發文的口吻，都要

與品牌形象互相呼應。例如以特殊古典文

藝風格在網路上走紅的「女主角飾品」，

每個系列的商品均環繞一個故事主軸，多

半帶有古典意涵。透過賦予商品故事和

寓意，讓消費者更有忠誠度。「女主角飾

品」社群的口吻就和品牌形象呼應：

〈江湖道〉 

何計天道有還無？ 

衷心不泯，韶華不負， 

此即為我，江湖之道也。

祥雲紋圖樣的平安鎖 

將一切好運鎖在妳的身邊 

讓妳江湖行走無往不利 

尺寸小巧優雅 

中性造型，適合各種穿搭

◎ 文：曾允盈  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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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台教育部打造「品牌」

社群不斷變動成長，社群文案編輯只

會遇到更多跨領域的挑戰。近幾年政治人

物相繼當網紅，在社群上與民眾互動之

後，台灣公部門從 2019 年也改變政令宣

導的方式，在粉專上大玩創意。獲得大

量關注的教育部、NPA（內政部警政署）

署長室、衛服部、經濟部、警察局等粉絲

專頁的文案，都成為社群上熱門的話題。

其中，教育部粉專推出連載漫畫和

繪本，邀請名人響應活動，溝通的政

策從 108 課綱、育兒津貼、宣導反霸

凌等，手法多元又趣味，讓人印象深

刻。其中與八位 YouTuber 合作的「八

件制服反霸凌」企劃，在制服繡上不同

的歧視標籤，讓大家猜測是哪位網紅

的人生經歷的同時，引起多數人的共

感，藉此成功傳達教育部政策，當則貼

文共有超過 1.2 萬次分享，迴響很大。 
教育部小編曾分享，經營粉專時，必須

很有信心想著：「我要營造甚麼樣的教育

部？」只有完全認同，才能想出要說甚麼

話。還有一個重要的觀察是，多數人已

經習慣相信每則貼文背後有商業目的，

如何在引起注意的同時，讓群眾越來越

相信你？也就是：「與你相關的事件發生

時，你的品牌在不在？如果能讓對方感

受到，原來你不曾缺席，信任感才能油

然而生。」

（未完待續，請關注下週同一主題中

篇：更有力的社交媒體帖文：抓住五大關

鍵）

品牌經營新熱點：社群文案出奇制勝（上）

傷害企業的「螃蟹文化」

螃蟹如此，企業也同樣，如果

員工之間、員工與老闆之間為了各

自的利益而相互算計，或明爭或暗

鬥，甚至想盡辦法去破壞或打壓，

久而久之企業組織裡就只剩下一群

互相牽制、毫無生產力的螃蟹。

在競爭機制中，應避免這種

「螃蟹文化」。競爭面前固然不必

講謙讓，但競爭的規則卻不容踐

踏，一旦規則遭到破壞，有序變成

了無序，那麼，每一個個體都將面

臨來自四面八方不擇手段的攻擊，

結果就會出現「螃蟹效應」。

相互牽制的螃蟹永遠爬不出一尺竹

簍，內鬥不斷的企業難逃「長不大」、

「做不強」乃至一朝崩盤的命運。

「螃蟹效應」是一種企業倫理的反

映，進而表現為不道德的職場行為。其主

要特點是，組織成員目光短淺，只關注個

人利益，而忽視團隊利益；只顧眼前利

益，而忽視持久利益，相互內鬥，進而整

個團隊會逐漸地喪失前進的動力，如此，

便會出現 1+1<2，而且隨著「1」增加

到 N 個，最終的能量「和數」會遠小於

N，從而最終失去生命力。這恰如封建社

會裏各利益集團之間的互相傾軋一樣，最

終導致朝綱敗壞，王朝沒落。

企業中也存在著這樣的現象，但一般

不表現為單個人之間的內鬥，因為企業中

的權力畢竟不比官場，只是職責的體現，

單個的力量過於薄弱，而是結成朋黨，以

部門之間或幾個團體之間的力量進行內

鬥。這樣的企業一般是有過早期的輝煌，

產品在市場上處於壟斷地位，一些管理者

便頭腦發昏，不去思考組織的未來發展戰

略，而是熱心於內部之間的爭權奪勢，於

是企業會在內耗中失去活力。

企業應該避免螃蟹效應，通過硬的制

度和軟的文化兩個方面來倡導團隊精神，

企業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

「螃蟹效應」的原因

1. 人的自私心理。這種自私心理導

致了主觀傾向，是產生「螃蟹效應」的首

要因素。

2. 人的好強心理。人總是很好強，

與同齡人相比，往往誰也不會服誰，並總

想在某些方面超越競爭對手，於是相互間

總會形成牽制，有形和無形的爭鬥就展開

了，「螃蟹效應」也就應運而生。

3. 人才的聘用制度不健全。由於人

才聘用制度不科學，導致合適的人不能進

入合適的崗位，許多有能力的人卻得不到

晉升，而一些專攻權術的人卻能平步青

雲，這是「螃蟹效應」產生的客觀根源。

4. 激勵機制與企業文化落後或不健

全。使賢能者被同化而缺乏改革進取意識。

5.權力和責任不對等。有時權力大、

職位高，承擔的責任反而小了，所以心理

上大家都嚮往權力，都想往上爬，於是一

隻螃蟹想爬上去，其他的螃蟹總會想辦法

去阻撓。

6. 缺乏團隊協作的文化氛圍。沒有

很好的用團隊建設的理念和文化來引導人

產生協作文化，看不到 1 加 1 大於 2 的

效應，讓自私的心理越來越膨脹。

7. 小人、庸人當道。為鞏固自己的

地位，他們對賢能者進行排擠、打壓、迫

所謂「螃蟹文化」也叫「螃蟹效

應」，是指當螃蟹放到不高的水池

裡時，單個螃蟹可能憑自己本事爬

出來，但是如果好幾個螃蟹，它們

就會疊羅漢，總有一個在上邊，一

個在下邊，這時底下的那個就不幹

了，拚命爬出來，並且開始拉上面

螃蟹的腿，結果誰也爬不高。

害，使整個團隊裡只存在差於自己及聽自

己話的人。甚至踩著別人肩膀往上爬的心

理，做出損人利己或損人不利己的事情。

8. 平均主義。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

均主義意識作用，眼紅他人優秀而自己平

庸，出現不配合或玩釜底抽薪的動作。

9.體制上，員工職業發展通道受阻。

個人職業發展通道受到了限制，正常的方

式無法實現時，便會採用異常的方式。

10. 思想上，員工缺乏市場觀念。員

工「雙小」意識嚴重（小農意識和小市民

意識），全員缺乏大市場的概念，不是對

外，而只對內，部門之間會相互埋怨，嚴

重的會互相傾軋，互拆牆腳。

11. 戰略上，企業缺乏願景指引。員

工心中缺少企業的燈塔和企業的靈魂，從

而導致員工意識短淺，不會在長期的企業

發展中實現個人的發展，而轉而進行螃蟹

爭鬥，從眼前的，身邊的更容易實現利益

的道路上行走。

創業難，守業更難。創業時能形成共

同的目標，而守業時卻都想著個人利益，

這就是同患難易，共富貴難。如果企業能

夠培養良好的職場文化，訂立明確的分

工、獎罰制度，管理層充分聆聽下屬意

見，形成下至上的溝通渠道，增加公司透

明度，避免小圈子文化，才能避免陷入

「螃蟹效應」。

文：溫迪    圖：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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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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ges and men of virtue throughout 
China's history of numerous dynasties have 
honored the spirit of inclusiveness. There are 
good examples of it in traditional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Lao Zi said that 
a person with great virtue is able to be all 
encompassing and is compatible with the 
"Great Way," whereas the models of great 
virtue are "Tao." Lao Zi also said that the 
reason why great rivers and oceans are broad 
and deep is that they seek the lowest level 
so as to take in all the water from streams 
and creeks. Confucius said, "If you are 
compassionate, you win people's hearts." 
There was a saying in the book of Shang, an 
ancient official book of history, "If there is a 
capacity, it's called great."

"Great" land, "great" moun-tain, "great" 
river, and "great ocean" – the word "great" 
in these instances conveys a quality of 

extreme depth and 
compatibility. There 
a r e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sayings in Buddhism: 
"One thought changes 
t h e  a t m o s p h e r e , " 

"gratitude is always in the mind," "solving 
problems with compassion," and "the spirit 
of inclusiveness." To include everything, one 
must have a compassionate mind. The more 
broadminded one is, the greater the world 
one encompasses.

To be all encompassing is a virtue. 
Humility is one aspect of it.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characters and personalities, people 
ha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ings and 
judge things differently. Back in the old days, 
sages and men of virtue respected others' 
perspectives. They thought of others first 
when they encountered anything, leaving 
respected role models for later generations.

Take the dynasty of Western Zhou, for 
instance. The Duke of Zhou, while assisting 
King Cheng of Western Zhou, exerted 
himself with vigorous effort to make the 
nation prosperous. Desperately seeking 
righteous intellectuals, many answered his 
call. He was so busy greeting guests that he 
didn't even have time to dry his long hair 
after washing it. He had to stop several times 
while dining so as to greet his guests. He 
often advised his son, Boqin, "King Cheng 

asked you administer the state of Lu, so you 
have to abide by the principles of humility 
and respect! You must know the principle of 
heaven that anyone with pride and prejudice 
will lose and that humble people will benefit. 
Everyone respects humility; nobody respects 
arrogance and prejudice!"

As another example,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accepted advice with 
a humble attitude. He accepted advice with 
humility while seeking it broadly. He was 
able to find satisfaction in hearing about his 
wrongdoings. He tolerated direct criticism 
from the likes of Wei Zheng and promoted 
the beneficial advice. He collected wisdom 
from the world over, enabling him to 
establish a strong and prosperous country 
during the period of Prosperity of Zhenguan 
(627 – 649 AD).

Inclusiveness is about forgiveness. 
Forgiving others' past mistakes allows 
others to make mistakes, but it doesn't mean 
turning a blind eye to rights and wrongs. It 
is the greatest encouragement for others to 
change and improve. For exampl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Lin Xiangru's 

tolerance towards Lian Po in the State of 
Zhao became a well-documented story. 
Lian Po was a decorated military general, 
however he was unhappy that Lin Xiangru, 
a strategist, was given a higher rank than 
him. Lian often ridiculed Lin, but Lin never 
retaliated because he placed the state's well-
being above personal quarrels. Lin told 
his aides, "The stronger State of Qin dares 
not to attack our State of Zhao because of 
myself and General Lian. If the two of us 
disagreed and Qin heard about it, they will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attack. This is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After Lian Po heard 
about this, he was deeply ashamed. Lian 
sought out Lin and said, "I am a ruffian with 
a low level of tolerance. I couldn't imagine 
that you would tolerate me so much!" Lin 
replied, "You flatter me. Both of us are 
important ministers of the country. Our 
words and actions are all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untry. It's enough for the general to 
understand me, yet you go beyond that to ask 
for forgiveness?" The two of them became 
inseparable friends thereafter, and the Qin 
abandoned their war plans against Zhao.

The Wisdom of Inclusiveness (Part 1)

包容的精神為歷代聖賢所推崇，在傳

統的道、儒、佛家文化中多有論述。如

老子說：「孔德之容，唯道是從。」是指

有淳厚的品德才能包容萬物，並能與大

道相應，而大德的範式就是道；老子還

說：「江海之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

之，故能為百谷王。」意思是大江大海之

所以浩渺深淵，是因為它們善於居下位，

以接納涓涓細流，而成為水中之王者。孔

子說：「寬則得眾」；《尚書》中說「有容

乃大」，認為有容量的才能稱為「大」，

所以，大地、大山、大川、大海等都帶個

「大」字，表明它們有無比深厚的兼容品

質。佛家講「一念境轉」、心中常存「感

恩」、「善解」和「包容」，慈悲心懷，

才能包容萬物，心懷有多大，包容的世界

就有多大。

包容是謙遜、虛懷若谷的品德。世上

的人們性格不同，個性各異，對事物的見

解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古之

聖賢充分尊重他人的見解，遇事為他人著

想，從善如流，為後人做出了楷模。如西

周時，周公輔佐成王，勵精圖治，思賢若

渴，前來投奔的人非常多。他有時候洗一

次頭，幾次握著散開的頭髮去見客；吃一

頓飯，也數次吐出含在嘴裡的食物去接待

客人。即使這樣，猶恐怠慢、埋沒了來投

奔的賢士。周公告誡自己的兒子伯禽說：

「聖上讓你治理魯國，你一定要謹守謙恭

啊！要知道天的道理，不論甚麼，凡是驕

傲自滿的，就要使他虧損，而謙虛的就讓

他得到益處；地的道理，不論甚麼，凡是

驕傲自滿的，也要使他改變，不能讓他永

遠滿足；而謙虛的則要使他滋潤不枯，就

像低的地方，流水經過，必定會充滿他的

缺陷；而人的道理，都是厭惡驕傲自滿的

人，而喜歡謙虛的人啊！」

再如唐太宗不僅虛心納諫，而且勇於

求諫，真正做到了聞過則喜。他包容了魏

徵等人的犯顏直諫，宣揚別人的善言，目

光高遠，集聚全天下人的智慧，成就了

「貞觀之治」的盛世和盛唐文化的繁榮。

包容是寬恕待人。包容他人曾經的

過失，是允許別人有過錯，但並非不辨

是非，而是「知常明」和「上善若水」，

是促其改過自新的最大鼓勵。如戰國時

趙國的藺相如對廉頗的包容成就了「將相

和」的佳話：廉頗恃功對於封爵在自己之

上的藺相如很不服氣，而藺相如對廉頗的

羞辱退讓再三，是因為他以國家利益為重

而不計較個人得失。藺相如對自己左右的

人說：「我想過，強大的秦國不敢來侵犯

趙國，就因為有我和廉將軍兩人在。要是

我們兩人不和，秦國知道了，就會趁機來

侵犯趙國，這將影響到國家的安危。」廉

頗知道後很慚愧，便負荊向藺相如賠罪

說：「我是個粗人，氣量狹窄，不料您寬

容我到這樣的地步啊！」藺相如連忙扶起

他說：「不敢當啊！咱們兩人都是國家重

臣，一起為國家出力，老將軍能體諒我就

足夠了，怎麼還來給我賠禮呢？」兩個人

從此成為莫逆之交，秦國因此不敢窺視趙

國。（待續）

◎文：白雲飛

包容的智慧上

廉頗向藺相如負荊請罪，兩人成為莫逆之

交，留下了將相和佳話。（網圖）

藺
相
如

廉
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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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先生感到很憤懣，就寫了

一篇疏文，來質問地府城隍神

（注：城隍神是守護城池之神。

城隍主管保護城池、生人亡靈、

獎善罰惡、生死禍福和幸福利益

等）。他的大意是指責城隍神享

受萬民香火，卻不加以保護；全

城這麼大，難道都是惡人嗎？就

連自身為官也是問心無愧，而兒

子竟然死了，自己也受了傷；難

道真的是天道不足憑信？神明鑑

察也有差錯嗎？

到了夜裏，先生夢見城隍神

請他前去，按賓主之禮坐下。城

隍神對他說：先生以文字相指

責，理直氣壯，可惜不能明瞭鬼

神之道，所以請君前來一談，以

解釋猜疑誹謗。凡是浩劫之成，

都是由於眾人積孽所導致的，絕

非偶然。

此次地震災難，冥冥之中已

經進行了五十年的調查、記錄；

凡是不應遭受災禍的，都已遷移

到別處；如果是近期造下新的罪

孽的，又將其移過來；即便是臨

時也會有出入變化，絕不會漫不

加察、置人民生命於不顧。

先生說：既然如此，難道全

城中竟然沒有一個善人？我和我

兒子也要遭到罪譴嗎 ?
城隍神說：還有三家人家，

確實難以在短期內遷走，現在都

安然無恙。一家是某街的節婦，

三世孀居，撫養一個小孫子；一

家是某醫生，生平不賣假藥，有

請他看病的，即使是深夜下雨、

道路泥濘，也即刻前去，盡心療

治；一家是賣油糍的老婦人，和

她的小孫子，全都沒有遇難。先

生回去查訪就能找到，不會欺騙

於你。

先生的兒子前生業重，是無

法逃免的。就連先生本來也在劫

數之內，因為居官廉慎，所以得

以從寬，只是傷了足跟。總之，

神天賞罰，慎之又慎，決不偏

私。既無無妄之災，亦無倖免之

理。先生勉力做個好官，將來會

升到「陳臬」（按察使的代稱）

的官職。

牛先生聽了之後，向城隍

神辭謝並致以歉意。他醒來之後

到處查訪，果然找到了節婦和醫

生。他們都是全家安然無恙，只

不過因房屋矮小，被兩側的房屋

遮擋住，所以沒有發現。只有賣

油糍的老婦人，經過多次查找，

才在房屋椽子支撐形成的角落裏

發現。牛先生向她詢問，她說平

時在這裏做生意，凡是遇到老弱

殘疾的，即使錢不夠也賣給他

們，偶爾也會施捨，不要一文錢。

在地震前一兩天，買油糍的

人忽然多起來，供不應求。於是

帶著她的小孫子夜裏多做油糍以

備出售。地震發生後，祖孫二人

被蓋在倒塌的房屋下三天，就用

油糍充飢，因為壓力太大自己無

法出去，沒想到現在得以重見天

日。

牛先生聽了大為驚奇，從此

以後深信鬼神因果的道理，更加

勉力做好官，後來果然升到為四

川按察使。

【按】關於牛樹梅，歷史上

確有其人。牛樹梅（1791 ～

1875），字雪樵，號省齋，甘肅

通渭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曾

任四川彰明縣（今江油市）知

縣、茂州直隸州知州、寧遠知

府、四川按察使等職。

《清史稿》稱其「決獄明慎，

民隱無不達，咸愛戴之」，當地

百姓稱之為「牛青天」，還為他

修建了一座「德政坊」，此牌坊

目前尚存，位於今四川江油市

青蓮鎮，距今已有 150 餘年的

歷史。牛樹梅於道光二十八年

（1848）起擔任寧遠府知府。當

時的寧遠府屬四川省管轄，府治

西昌（今四川省西昌市，為涼

山彝族自治州政 - 府駐地）。

關於此次地震，正是發生於

清道光三十年八月初七日 (1850

年 9 月 12 日 ) 夜間的西昌地

震，震級約 7.5 級。

據《清史稿》載：「尋署寧遠

知府。地大震，全城陷沒，死傷

甚眾。樹梅壓於土，獲生。蜀人

謂天留牛青天以勸善。樹梅自咎

德薄，不能庇民，益修省。所以

賑恤災黎甚厚，民愈戴之。」

當時的四川總督徐澤醇在向

清廷呈遞的奏稿中說：「接據署

西昌縣知縣鳴謙奏稱：八月初七

日夜亥刻，縣城忽然地震，簸搖

動盪，屋宇倒坍。闔城號呼鼎

沸，因黑夜霖雨，無從往救。及

至天明，遍城木石倒塞，不辨街

巷，廟宇、城樓、文武衙署及監

獄、倉庫盡行倒坍……軍民被壓

身死者不計其數。」

牛樹梅本人也寫了一首《西

昌地震紀變》詩，描繪了大地震

後的情形：「坤維夜半走奔雷，

山岳震盪海波頹。床榻如舞人如

簸，萬家棟屋枯葉摧」，「遲明

一望滿城平，欲辨街衙誰能曉」。

老虎會吃人，這應

該沒有人懷疑，可是老

虎吃什麼樣的人、不吃

什麼樣的人？清朝禮部

尚書、協辦大學士紀曉

嵐講過這麼一個發人

深省的真實故事。

紀昀（字曉嵐）的先母張

太夫人曾經僱傭過一位同姓的老

婦人幫著在家中掌管炊事，這個

同姓的張氏老婦是北京房山人，

家住在西山深處。

張氏說她鄉裡有個很窮的

人，無以為生，就背井離鄉去外

地找活謀生。因為他從來就沒有

出過遠門，剛走了半天就迷了路

了。山路曲折崎嶇，恰逢雲遮晦

陰，不好走，也不知往哪兒走。

他無奈就坐在一棵樹底下，等天

晴朗點，認清方向再說。

他正歇息著呢，恍惚間忽然

從林子裡出來一個人，後面跟著

三四個身材高大的人。這些人相

貌猙獰，和平常人不一樣，他感

覺到眼前的人不是山神就是妖

魅，想躲避開已來不及，乾脆迎

上去躬身下拜，向為首的人哭訴

了貧苦的處境。

那人聽後，同情他的遭遇，

並說：「你不用害怕，我不會傷

害你的。我是虎神，今天來是為

了給老虎們配食。待會兒老虎吃

完了人後，你收取被吃掉的人的

衣物，就足可以養活自己了。」

說完，虎神親自將他引到一個地

方待著。

之後，虎神忽長嘯一聲，其

音高昂，眾虎像聽到口令一樣從

各處匯集到了一起。那人又向眾

虎揮手指點，口中發出嘈雜細碎

的聲音，聽不懂說的是什麼。

一會兒群虎皆散去，但有一

隻虎留下來伏在草叢裡。

須臾，有個挑擔子的人穿越

山林，由遠及近，埋伏著的那隻

老虎要跳起來撲向此人，但忽又

避開退下。挑擔者沒感覺到任何

異情，安然無恙地走了。

過一會兒路上又出現了一個

婦人，伏虎這次沒有反覆，乾淨

利落地把她捉住吃了。虎神撿起

那婦人的衣物，裡面有幾兩銀

子，虎神取了銀子給了那個貧苦

外出謀生的人。

虎神告訴他說：「老虎其實

不吃人，只吃禽獸。那些被虎吃

掉的人，都是人中的禽獸。

「大抵人天良未泯者，其頂

上必有靈光，虎見了就避開了；

那些喪盡天良的人，靈光盡息，

和禽獸沒什麼差別，虎乃得而食

之。

「譬如那個挑擔的男子，平

日看起來很凶暴，也會搶人家的

東西，但他搶奪到東西後，用來

接濟他的寡嫂和孤侄，使他們免

於飢餓寒冷，因此他的頭頂上還

有一簇彈丸大小的靈光，伏虎便

不敢襲擊他。

「後來的那個婦人，拋棄丈

夫私奔改嫁，改嫁之後還虐待他

丈夫前妻的孩子，經常把他打得

體無完膚。她又偷後夫的錢，就

是她懷中攜帶的那些個銀子。她

不斷地做著這些壞事，積攢著罪

惡，頭頂的靈光消盡了，虎所看

見的她，不再是人身了，理所當

然就捕食了她。

「你今天能遇到我，也是因

為你能很好地侍奉你的繼母，省

下妻子的口糧來供養她，你的善

行使你頭頂上的靈光有一尺多

高，所以我叫虎來幫助你渡過難

關，並不是因為你跪拜我、求我

的緣故。好好行善事，定還會有

後福。」說完指示方向讓他回去。

他走了一天一夜到家了。張

氏的父親和這個人沾親帶故，所

以知道這些事情詳細的原委。當

時張氏家中的一個家奴的妻子經

常虐待她 7 歲的孤侄，聽了張

氏講的這個事，對待孤侄的態度

就收斂些了。

紀昀在故事的結尾說：聖人

通過神道來教化引導世人，確實

是有原因和深刻道理的。

（事據《閱微草堂筆記》）

為了一次地震  冥界準備了五十年
在清朝道光、咸

豐年間，牛樹梅先生

擔任寧遠府知府，為

官清廉勤慎，政績顯

赫，民眾一致稱頌。

忽然有一天發生了大

地震，全城房屋倒

塌，死傷人數無算，

府衙也損毀多處。先

生的兒子不幸遇難，

他自己的足跟也受傷

了，行走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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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年畢業於
唀䈀䌀

粵、英語

陳守誠 醫生
D䴀D

㈀　　1 年畢業於
亞省大學

英語

Richard Krim 醫生

DD匀

㈀　1㈀ 年畢業於
唀䈀䌀

199㈀ 年畢業於
華西醫科大學

國、英語

劉青青 醫生
D䴀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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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㘀:　　 電話： 4　㌀-㈀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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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樹梅焚疏質問地府城隍神後，夜裡夢見城隍神請他前去。（維基百

科）

紀念青天牛樹梅的德政坊，頂書

「德政」，下書「民之父母」。

（Nekitarc/維基百科)

牛樹梅於道

光二十八年

（ 1 8 4 8）

起擔任寧遠

府知府，當

地百姓稱之

為 「 牛 青

天」。圖為

牛 樹 梅 塑

像 。 （ 網

圖）

老虎吃人也有所選擇萬物有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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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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懿率領十五萬大軍殺奔

而來，諸葛亮的身邊只有老弱殘

兵不到二千人，兵家有云：「虛

而示之以實。」二千人也可以造

出千軍萬馬的聲勢，但是諸葛亮

放棄了虛張聲勢的這一招。於是

乎經典的場景就出現了。

諸葛亮披上鶴氅，戴上綸

巾，拿起了一張琴帶了兩個書

僮，坐在城樓上，燃起香，悠閒

地彈起琴來。

司馬懿「兵動若神」

司馬懿的先頭部隊到達城

下，見了這種陣勢，不敢輕易入

城，急忙返回報告司馬懿。

史家形容司馬懿是「兵動若

神，謀無再計」。對於對手了解

很深，他是一個極傑出的人才。

司馬懿親到城下觀看後下令撤

軍，他說：「諸葛亮一生謹慎，

不會冒險。現在城門大開，裡面

必有埋伏，我軍如果進去正好中

了他們的計。」而他的二子司馬

昭卻懷疑：莫非是諸葛亮家中無

兵，所以故意弄出這個樣子來？

連司馬昭都已心生疑竇，

「兵動若神」的司馬懿豈無思

量？況且諸葛亮的謀略世人皆

知，聰明如司馬懿者豈能不加提

防諸葛亮的智謀之舉？但是對著

一座空城，城下的司馬懿卻沒有

看到謀略，卻看到謹慎。

智謀有形，謹慎無形，有形

易見，無形難知，所謂的「知己

知彼」者，在高手相爭之中，你

能理解對手有多深？「一生謹

慎」，平淡無奇的四字，卻正是

諸葛與司馬兩大高手間的毫厘之

爭。司馬懿遇到的對手是諸葛

亮。諸葛亮對司馬懿的了解也是

極深的，他知道司馬懿是個高

手。一般的高手，即便親近如蜀

中大將關羽、張飛等，也只是大

嘆諸葛亮的謀略之能而已，而司

馬懿，他能更深地看透自己，他

是高手中的高手。

諸葛亮卻正是深入地利用了

這一點，成功地實施了他的心理

奇謀戰。這不是一場眼見的煙硝

之戰，他爭勝於無形。

焚香彈琴豈是故作悠閒

然而，如果就只因對司馬懿

的了解，而諸葛亮就因此取勝，

那司馬懿也就不是高手中的高手

了。為了取勝，諸葛亮顯露出更

令人嘆服的本事，所以司馬懿是

輸得心服口服；不，司馬懿應該

是震撼於諸葛亮，才有後來「死

諸葛嚇走活仲達」的事情發生。

你看見諸葛亮所使出的本事

了嗎？非等閒的司馬懿「看見」

了。諸葛亮在城樓上焚香彈琴，

怎麼就讓高手中的高手司馬懿震

驚了呢？這難道僅是諸葛亮的故

作悠閒態的心理戰而已嗎？當然

不，它是這場高手相爭中最重要

的攻堅戰役，成不成在此一舉！

司馬懿自幼聰明多大略，服

膺儒教，博學洽聞。有一次崔琰

對司馬懿的哥哥司馬朗說：「你

弟弟聰明英斷，有膽有識，你可

比不上啊。」什麼原因讓「聰明

英斷」，同時又手握十五萬大軍

可以多所作為的司馬懿要親到城

下觀看？「有膽有識」的他想在

城下看出什麼端倪，好更進一

步進行決斷？其實，司馬懿親

自到城下不只是看，更重要的

是去聽。他能見人所未見，能

聽人所不能聽，所以才是「聰」

「明」，才能「英斷」。

孔子學琴的故事

司馬懿服膺儒教，我們先來

看看儒教聖者孔子的故事。

孔子跟魯國的樂師師襄子學

彈七弦琴。有一天，師襄子教完

了一支樂曲，要他獨自練習幾

天，然後再教新曲。可是孔子只

是埋頭苦練老曲子，似乎把學

新曲的事忘記了。師襄子提醒

他說：「你已經把這首曲子彈熟

了，可以另學新曲了。」孔子卻

說：「不行啊，我只是剛剛把音

律彈熟，技法還很生疏哩！」

又過了幾天，師襄子說：

「你的技法熟練了，可以學新曲

了。」不料孔子又說：「不行啊！

我還沒有明白它的內容呢！」又

過了好幾天，師襄子覺得孔子已

經明白曲子的內容，於是開始要

傳新曲給他，孔子仍然搖頭說：

「不行呀，我還沒有體會到作曲

者的為人呢！」

這一天，孔子對師襄子說：

「我知道作曲家是怎樣一個人

了！這個人高高的個子，黑黝黝

的臉，眼睛炯炯有神，是個具有

王者氣質的人。莫非這曲子是周

文王所作？」師襄子不禁大驚，

他恍然醒悟道：「經你提醒我才

想起，我的老師曾經告訴我這首

曲子叫《文王操》，它的作者是

周文王。」

是絃外之音，這才是最重要

的！作為儒教的服膺者，面對一

座空城，司馬懿親自到城下去，

為的是聽諸葛亮的琴聲，因為那

裡面才有最重要的情報。

伯牙與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

廣為人知，琴為心聲，司馬懿要

在琴音裡聽出諸葛亮的心聲，也

正因為他聽了琴音之後，十五萬

大軍沒有做任何嘗試就撤軍了。

諸葛琴聲更勝六指琴魔

司馬懿要在琴音中理解諸葛

亮，他必須氣凝神定才能更深

的、更深的去察覺諸葛亮的「心

聲」，他越加的入靜，寧靜中穹

宇開展得更加廣闊而豐富，一層

又一層，他隨著琴聲更深入於諸

葛亮的內在世界，開始他只聽到

了諸葛亮的技法，那是外在，慢

慢的他聽出琴聲的內容，然則這

一切還不足夠，他還要更加的靜

心去聽出諸葛亮的為人。

於是乎平和從容的琴音，司

馬懿篤定了「一生謹慎」的諸葛

亮背後必有奇謀，撤軍。在平和

而從容的樂音中，「兵動若神」

的司馬懿看見的卻是埋伏、奇計

與坑殺，這是絕對的冒險，對他

而言，魏軍有必要現在去冒險

嗎？不需要。

是的，因為諸葛亮深知司馬

懿的能耐，所以他上城樓彈琴，

他要用自己的琴音斷絕司馬懿

十五萬大軍任何的軍事嘗試可

能，因為司馬懿任何的軍事嘗試

都將讓空城計謀露出破綻。

古有云：「泰山崩於前而不

改其色。」這是一個生命真正的

從容與鎮定，這是一種紮紮實實

的修為！謹慎的諸葛亮以一座空

城面對高手中的高手，他所倚

恃的正是「泰山崩於前而不改其

色」的修為，他知道自己是超脫

於生死、勝負，空城中，他的琴

音依然的從容平和。

這場勝負在於謀略嗎？在於

知己知彼嗎？當司馬懿確定諸葛

亮使用空城計時，他對於自己的

失誤已了然於胸，但是他的震驚

也隨之而來，他萬沒料想到的是

諸葛亮的修為已然至此，生死成

敗已於度外！而也只有當他明白

這點時，方是諸葛亮的奇謀真正

完成之時！

只有謀略修為具足的對

手，才能讓高手中的高手如司

馬懿者驚懼，諸葛亮成功的讓

他驚懼於己。

所以說，高手相爭的勝負取

決在哪？在於修為！

歷史中，諸葛亮羽扇

綸巾輕易地就以空城計騙過

了司馬懿，真是如此嗎？真

正的高手過招，看不到刀

光劍影，勝負已定。但在刀

光劍影之外，仍有招式，而

你看見了諸葛亮的招式嗎？

◎ 文 ：曾文

 司馬懿為何輸給諸葛亮？空城計裡空城計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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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雖然工作了很多年，但

是還是感覺很難適應與融入日

本社會。每個國家和地區都

有自己民族的文化和生活習

慣，每當外國人按照自己

習慣的方式做事時，卻經

常會被日本人上司和同事

指責。因為日本人認為我們

外國人職員的很多處事行為

都是不符合日本文化和禮儀

的，所以我們部門的主管上司

決定由公司出資，讓外國人職員參

加日本商業文化基礎的培訓。

幾個月過去了，才終於輪到我有機

會參加日本商業文化的業務培訓。帶著

強烈的好奇心，我和一位同事一起

步入了一所知名的專業文化學

校。這所學校專門為外國人

及從海外歸來的日本人子

女，定期舉辦日本商業文化

基礎業務培訓的講座。

學校為我們準備了三個

教室，每個教室都坐滿了來

自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的外

國人。我們進入了其中的一個

教室，老師按照母語和區域把我

們分成四個組，每組約四、五個人圍

坐在一起。我一邊找自己的位置，一邊熱

情地和周圍的人打招呼，但是只有一個臺

灣女孩對我說：「早上好，我是 XX，初次

見面，請多關照。」剛剛來到日本的人，似

乎還不習慣這種寒暄的方式。

大家都落座後，一位中年女老師先做

了自我介紹，並讓大家說出對她的看法，

然後她說：「很多人都覺得我很嚴厲，甚

至是一個冷酷的人，其實我是個感情豐富

的人。比如在水族館裡，當我看到海豚表

演的時候，我會想到這些海豚從小就離開

了媽媽，每天被嚴格地訓練，想著想著我

就開始不停地落淚……」隨著老師動人的

訴說，我們若有所思：人的外表並不能代

表一個人的內心。老師讓大家也用這種特

殊的方式自我介紹，我們的距離感瞬間消

失了，彷彿變成了知心朋友一樣。

接下來，老師又讓我們說出對日本文

化、生活習慣不理解的地方，大家開始暢

所欲言。來自歐美國家的人，對日本的很

多文化、習慣都感到不解，一些亞洲人也

會對一些文化感到不解。老師在白板上記

下大家的所有疑問，然後耐心地講解。

「在以日本為首的受到儒教思想強烈

影響的東方文化中，正如孔子所教導的重

視禮儀的文化成為了中流砥柱。日本被稱

作鄉村社會，都是和的狀態，大和民族。

比如一個村莊裡的人，大家都是統一的思

維和行動，一起播種、收割、修路……」

聽了老師的講解，我才理解了日本人

為何會如此絕對地服從上司的命令，即使

自己有不同的意見，也會集體配合去完成

一個工作或者項目，去默默地配合、默默

地給予補充。比如日本的大學畢業生去參

加職業招聘會時，雖然大家來自不同的大

學、來自不同的地區，但是大家都是統一

的黑色西服套裝、白色襯衫，沒有人會穿

不同的顏色、不同樣式的服裝，形成了一

種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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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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一小段路，我好奇地問：「鵝

黃色的阿勃勒花，您曉得甚麼是黃顏色

嗎？」蔡老師熟練地收起白色手杖，朝我

搖了搖頭，隨著告訴我六歲時他生了一場

病後，眼睛就看不見了，對顏色已無記

憶。導盲磚的盡頭有個臺階，我要他試一

下，蔡老師用鞋尖輕輕地側踢了兩下，精

準的說出高度有六公分，便跨上中廊來。

接著，我引導他觸摸兩根必須繞開的方形

柱子後，穿過中廊，蔡老師默數著迴旋梯

的級數，我們並肩上到二樓，準備熟悉他

專屬的音樂教室。

「音樂教室在第三棟樓，二樓花圃裡

栽種的是長青少落葉的金露，它們被理

成小平頭，乖乖地挨在一起！」聽了我的

比方，蔡老師會心一笑，小平頭那樣式

他是知道的。我接著提醒他：「如果感覺

到微風拂面時，人已經走到了二、三棟

樓的中間空處，要記住往前再數 32 步，

就必須左轉了。」「32 步？」這回是蔡老

師好奇的問我。「駐校音樂家波伽利要

來，所以昨天先行丈量過了！」我真摯地 
回答。

教室裡的電化設施、麥克風及鋼

琴，蔡老師也一一的定了位，兩人並合

力將課桌椅稍作聚攏，方便上課時學生

常規的掌握。當我又逐一的介紹完畢六

幅掛在牆上的音樂家畫像時，蔡老師用

無法聚焦的眸子看著我，他感動地說：

「我服務過幾所學校，這是從來沒有的

經驗，謝謝您的體貼；還有，您怎會知

道用右手掌背輕碰我的左手，帶我上下

樓梯和避開障礙物？」已經忙過半個鐘

頭了，我遂利用這個時候略為休息，也

想和蔡老師分享一段典藏多年的美好 
記憶……

張士民同學是個視障生，他通過大學

特殊考生甄選後的報到日，僅憑著一根白

手杖，遠從花蓮壽豐鄉轉了幾班車子，問

了許多人，隻身提著簡單行李來到二百公

里外的彰化就學，在宿舍裡與我對門而

居。三年來，表面上是我協助了他的生活

起居，而事實是，他用堅忍與愉悅的生命

態度，為我足足開了三學年的特殊教育學

分課程。

士民喜歡叫我吳兄，我則叫他士官

長，兩人一叫即合。每天上課前我敲開他

的房門時，無一例外的，他書桌上的文具

和點字書籍，床舖上、下的被褥、洗臉盆

與鞋子等家當，永遠是擺得整整齊齊的，

東西定位是士官長的自我要求，他知道自

己不能經常詢問宿友東西放哪去了？但是

吳兄就喜歡鬧他，今天藏他的牙膏，明天

玩他的拖鞋……此刻，蔡老師不自覺地摸

摸身旁的公事包，生怕一不留神說不定也

不見了。

出門前，士官長用敏銳的手指輕拈

拉襪子前端的線頭，分辨出正反面後俐

落的穿上鞋襪，他習慣地會要我描述一

下他今天的衣著。「漂亮！灰底藍線條，

把藍天裁成一條條的穿在身上，比阿敏

高明多了﹗」灰底是士官長眼前所見的顏

色，藍天他尚有殘存的印象，倒是比阿敏

高明的話，他也聽出我的調侃。阿敏是

班寶，綽號叫和尚，平素垮垮的服儀，

一臉永遠刮不乾淨的絡腮鬍渣，最讓人

受不了的是，開口閉口超愛秀寒山子的 
詩句。

往餐廳與系館的路上我們走過了千百

回，從士官長身上我自然學會了不能推或

拉視障的朋友。至於上了坡必須右轉，聽

見水聲則要留神過橋；還有上幾級臺階、

前行幾步路，踩到草皮必須校正走回柏油

路面等細膩的體察，因為追隨士官長久

了，像是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

吟。蔡老師已結婚有兩個孩子，聽我講得

興致盎然，於是，也想瞭解一下士官長的

感情世界。

大三時，士官長喜歡上同為視障生長

得非常典雅的麗秋，我與她的宿友安排他

倆在蓮花池畔見面。約會前士官長緊張地

打理著門面，他借用了我的賓士髮油，仔

細地擦了皮鞋、刷了牙，另決定今晚不穿

那件藍色星條旗了，要我幫他挑件熱情奔

放的衣服。出發前還特別叮嚀的要我離遠

些，不准偷聽他們談話，當然我都照辦

了。「後來的發展呢？」蔡老師關心的詢

道。後來麗秋以兩個人生活不便的理由婉

拒了我們的士官長，也許是人生的挫折多

了，沮喪了兩天，我們又玩笑如常了。

士官長的功課頗為優異，人緣亦佳，

只是有幾回提起他願意以一隻腿來換取擁

有 0.1 的視力，這話實令人唏噓不已。有

次，我從廣播節目中聽到了一位盲者眼睛

復明的故事，我急切地將此事告知了他。

聞後，士官長緊握著我的手感慨地說：

「那些方法對我而言是沒用的！」

大學的日子結束了，畢業典禮後當天

下午，士官長已經收拾好行李，準備回他

花蓮壽豐鄉的老家，這路他走過，是熟悉

的。當我們互相擁抱道別之際，士官長從

懷中摸出一支伸縮式的白手杖要我珍藏，

並且動容地道：如果視力真有恢復的那麼

一天，請您不要說話，我絕對可以從人群

中把吳兄找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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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 場 教 育 鄉村的社會

蔡老師站在校門口導盲磚的起點

上，非常專注地聽著我向他做的

校園環境簡報：「學校建築坐南朝

北，我們所站處前行三十公尺，淺

黃色二丁掛舖面的三層樓校舍，樓

下是行政辦公區，二、三樓主要空

間為學生教室；您我身旁兩側修剪

齊整的綠地邊緣各種了十二棵阿勃

勒樹，每年六月前後，鵝黃成串的

阿勃勒花兒，都會吸引學生們在樹

下或徘徊或沉思……」

◎文：心怡

(Adobe Stock)

校 園 風 情
◎文：吳雁門 士官長的白手杖士官長的白手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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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您好：

我跟前男友分手半年，我們

之間沒什麼問題，我是在生氣時

跟他提分手了，一開始他有想復

合，但我不想，因為我沒看到他

積極度，等我想復和，他已經不

想了。

過了兩個月我打電話問他想

不想復合，他說已經沒感覺，分

手後只有這通電話而已，其他

我們都沒聯絡，到 5 個月他傳

簡訊問我過的好不好，有沒有

交男友，我回沒有 ( 我很晚才回

他 )，他也說他沒有交，然後就

沒聯絡了。

我還以為他要找我復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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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架「分手」覆水難收？
●文：曼麗夫人 
●圖：Adobe Stock

小莉你好：

我們時常聽到一句話：「說

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意思

是氣話說出口容易，但是要修復

卻得付出代價，甚至是難以挽

回，過後萬般後悔也無法改變事

實了。情人之間、朋友之間、不

同的人際關係，都會遇到矛盾，

衝突的當下，用智慧冷靜的態度

曼麗小語：任何一件事情都有

正面的意義和價值，只要你放

下悲傷、怨懟、憤怒、不甘心

等等想法，你將看到這件事背

後更值得珍惜的生命歷煉！

溝通，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否則

只會雪上加霜。尤其，正在氣頭

上時，不如深呼吸，在心中默默

數數，讓自己快爆炸的心情冷

卻，想想說話的後果，再說出該

說的、值得說的話，甚至不要急

於表達，讓對方先說。有時，學

習等待和傾聽比急於表達更有助

於溝通。

我想這可能不是小莉第一次

跟男友吵架說「分手」了，但不

幸的是，這次男友覺得復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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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有，我不懂它的簡訊意

思，難道只是純粹問問關心我

而已嗎？

但最近我看他的 FB 有一個

女生註明是伴侶，或許他有交另

一半了，但都分手 6 個月了我始

終沒辦法忘記他，我想跟他復合 
但不知道怎麼聯繫與開口，而且

他如果有另一半，我就不想去打

擾到她了，怎麼辦？

小莉

望，徹底放手了。其實現在這樣

的情況很棘手，如果你想清楚，

如果他是難得的好男孩，那就破

釜沉舟，把當時那一口氣吞下

去，誠心地、勇敢地先向對方提

「道歉」二字，接下來就看緣分

的安排了。無論結果如何，你為

此做過一番反省與彌補的動作，

相信如果不能合好如初，至少你

心中會減少負擔。

倘若，兩人失而複合，就更

要珍惜並記取教訓；如果說對方

真有新女友，也只能怨嘆造化弄

人，就面對事實， 含淚祝福吧！

無論事情最後如何，無論

你和他是否會在一起，都不要忘

記，任何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有

正面的意義和價值，只要你願意

放下悲傷、怨懟、憤怒、不甘心

等等想法，你將看到這件事背後

更值得珍惜的生命歷煉，當你願

意放開心中的執著與不捨，你將

得到更多祝福、美麗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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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香港歌手古

巨基 15 日深夜在社群網站報

喜，刊出寶貝兒子香甜趴睡的

照片，與一家三口大手搭小手

的全家福，開心宣布自己已升

格當老爸，古巨基在 PO 文中

寫到：「這個關於我和太太的

人生充滿意義的消息，本身打

算在農曆新年初一時向各位朋

友公布。但由於武漢肺炎疫情

的爆發，大家都在為抗疫勞心

的時候，覺得還是稍後才跟各

位分享心情會比較適合。」並

承諾會繼續做個好老公和好爸

爸。

現年 47 歲的古巨基與大

4 歲的經紀人「Lorraine」陳

韻晴愛情長跑 20 年，陳韻晴

一直是他的貼身助理，姊弟戀

的兩人 2014 年時在美國拉斯

維加斯註冊結婚。年近半百

的兩人婚後積極拚子，盼了 6
年，如今終於傳來好消息。據

港媒報導，陳韻晴去年底已在

美國順利迎來兩人的第一個寶

寶，目前兒子應該已經 3 個

月大。

古巨基透露本來計畫延後

在 4 月的兒童節才要公開，

「今晚卻突然收到很多朋友們

的恭賀。在這裡，誠心感謝各

位愛我和太太的朋友們和粉絲

們。」

據報導，古巨基在去年

11 月底拉斯維加斯完成世界

巡迴演唱會後，即向公司請長

假，當時他的妻子並沒有跟著

古巨基跑活動，已多時未公開

露面，當時即引起關注，懷疑

她是否有孕。

【看中國訊】奧斯卡影帝湯姆．漢克斯

（Tom Hanks）和妻子麗塔．威爾遜（Rita 
Wilson）12 日上午在 IG 發文，自曝確診武漢

肺炎消息震驚全球。昨 17 日傳出夫妻倆已出

院，並回家自主隔離。

現年 63 歲的湯姆．漢克斯原本在澳洲

要拍攝其最新電影：「貓王」艾維斯普里斯萊

（Elvis Presley），12 日 他 透 過 Instagram 宣

布自己和妻子確診感染武漢肺炎。湯姆．漢克

斯隔日再度上推特發文向粉絲報平安，分享夫

妻倆在澳洲黃金海岸醫院隔離的心情。在文中

對關心他粉絲喊話，表示自己會聽從專家的建

議：「好好照顧我們自己和彼此，這是我們都

能做到以順利度過難關的事，對吧？」表示自

己和妻子會樂觀面對隔離的生活。

據悉，由於武漢肺炎爆發後，與病毒

（Coronavirus）「撞名」的可樂娜（Corona）
啤酒，2 個月來業績慘淡，在中國已虧損

1.7 億美金，創下近 10 年來最慘業績。麗塔

也在推特笑言：「從今以後，我只想要一種

Corona，就是來自墨西哥、用來喝的。」意外

引出可樂娜官方回應：「當妳好了的時候，傳

個訊息給我們，我們會讓妳願望成真。」

湯姆．漢克斯是好萊塢巨星之一，在政

見方面亦以反對現任美國總統川普而具有一

定影響力。比如白宮的傳統之一是，經常在西

翼的私人影院為總統播放電影。在川普當選

總統後，在 2017 年的一次採訪中，湯姆．漢

克斯就被問到了是否會在白宮西翼給川普播

放自己主演的影片，漢克斯直接拒絕：「我覺

得我不會。」並作出了關於現時期納粹主義等 
評價。

福 克 斯 新 聞 主 播 因 格 漢 姆（Laura 
Ingraham）因此事抨擊漢克斯根本不夠格成

為政治評論家；白宮新聞秘書斯派瑟（Sean 
Spicer）則建議漢克斯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

領頭去和總統開誠佈公的討論，而無需擺出根

本不想與總統見面的姿態。

湯姆．漢克斯夫婦
確診肺炎 震驚全球

50歲愛妻平安生產

瑞奇．馬汀：美洲應效仿臺灣瑞奇．馬汀：美洲應效仿臺灣

炎疫情。」引髮網友熱議。

現年 48 歲的瑞奇．馬汀為拉丁樂壇指標性人

物，創造出多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帥氣模樣加上充滿

魅力的舞臺演出，使得他擄獲大批歌迷的心，

他生於美屬波多黎各自治邦，波多黎各裔國際流

行音樂巨星，拉丁美洲音樂風潮的標誌性人物之一。

1984 年，年僅 12 歲的他因加入波多黎各知名的男

孩偶像團體梅努多（Menudo）而出道。 1998 年他

演唱世界盃足球賽主題曲《生命之杯》（The Cup of 
Life ／ La copa de la vida）走紅全球，並在 1999
年於第 41 屆格萊美獎上表演了這首歌，被認為是開

啟拉丁流行樂打進美國流行市場的領導者，也得到當

屆葛萊美獎。之後他推出了 Livin'la Vida Loca（瘋

狂人生）使他獲得在全球的巨大成功，引爆了全球

拉丁熱潮，也為往後的西班牙語系歌手鋪了通往英語

系國家的一條路。

瑞奇．馬汀至今已經售出超過 7000 萬張專輯 ( 最
新統計已超過 8500 萬張 )，有 95 張白金唱片，6 張

冠軍 Billboard 專輯，11 首冠軍暢銷單曲，2 座美國

音樂獎，6 座葛萊美音樂獎，8 座世界音樂獎，10 座

Billboard 音樂獎、8 座 MTV 音樂獎，在全球超過 60
個國家開過演唱會，在全球各角落都相當具有影響力。

瑞奇．馬汀在推特讚美臺灣防疫，喊

話美國的領導者們，可以向臺灣學習

如何遏制病毒爆發。（推特截圖）

古巨基報喜當老爸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

情全球延燒，東京奧運是否延

賽眾說紛紜，今東京奧運籌備

委員會表示，若因疫情取消勢

必無法退票，消息一出後引起

網友抗議。

東奧是否如期舉行影響層

面甚廣，不只官方、選手、廣

告商等，持票者的權益也可能

因此受損，東奧籌備委員會今

接受《朝日新聞》透露，根據

購票規定，若因疫情緣故延賽

或取消，已售出的票券將無法

退款。

據悉，規定上有標註，

因不可抗力之因素未能履行

2020 年東京奧運門票，該單

位可不須承擔相關責任，包含

「天災、戰爭、暴亂、恐攻、

罷工、出入限制、天氣、公共

衛生的緊急事態」等，其中武

漢肺炎疫情屬「公共衛生的緊

急事態」，因此可不須承擔退

票責任。

消息一出爆出源源不絕的

質疑聲浪，網友在 yahoo 新

聞頁已刷破 7000 則的留言，

有人無奈表示，「我們一家

4 口花了 26 萬日幣了 ...」、

「乾脆像之前說的延 1 到 2 年

吧！」。

現在疫情遍地開花，但國

際奧會表示，距離開幕還有至

少 4 個月的時間，目前仍會按

照計畫籌備賽事，希望大家秉

持信心，過度揣測並無益處。

【看中國訊】有「電動馬達」之稱

的連知名拉丁歌手瑞奇．馬汀（Ricky 
Martin），16 日在推特分享了一則報導

臺灣防疫工作的新聞，並表示：「臺灣

非常好，所有美國的領袖們，我們應該

要跟隨臺灣的腳步，他們成功控制了肺

古巨基與陳韻晴愛情長跑20年，2014年結婚，婚後積極拚子，

盼了6年，如今終於傳來好消息。（微博擷圖）

因武肺取消將不退票
東京奧運：

（Getty Images）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專家研究證實，天然草本香料

能增加膳食中的抗氧化劑及重要礦

物質。同時，部分植物香料甚至能

減少燒烤時產生的有毒化學物質。

如能好好的加以利用，它們將是大

自然的最好的恩賜。

廚房小幫手◎ 文 :邊吉

魚肉美味營養，試試不同的煮魚方法，享受魚的好滋味。

家常菜

植物香料 
為美味健康加分

鮮魚 1尾、蔥、薑、蒜適量。
調味料：醬油 1大匙、砂糖 1小匙、
水或高湯 3大匙、香醋、胡椒粉少
許。

食材

作法

備料：魚去鱗，清除內臟。薑切
片。蔥、蒜切末備用。

熱油鍋，轉中大火，灑下少許鹽
巴（阻隔魚皮直接接觸鍋面）再將魚

放入鍋，一開始不要翻動魚，約3分
鐘後，魚皮煎焦香、定型再翻面，

兩面都煎定型，轉小火煎熟，盛盤

備用。

原鍋煸香蒜、薑，倒入紅燒醬
料，以中火煮滾。放入作法的
魚，兩面各以小火煨煮3分鐘，再以
大火收汁，灑上蔥花，醬汁收濃稠

即可離火，準備上菜。

美味秘訣

煎魚不黏鍋的秘訣，依所使用的鍋

具也有所不同，共同原則是下鍋前

魚要充分解凍退冷；同時，魚表面

要拭乾水分，或是下鍋前魚身裹上

薄粉，也有幫助。

紅燒魚是常見的家常菜，簡

單隨性的烹飪法，就能帶出

食材本身的鮮美，成為餐桌

上最開胃下飯的菜餚。

紅燒魚3

鮭魚頭 1個、鮭魚片 6片、昆布柴魚
高湯 2L、根莖類蔬菜、葉菜蔬菜、
豆腐、新鮮菇類適量。

味噌調味汁調配：味噌100g、清酒
30cc、味醂50cc，以溫熱水調勻。

食材

作法

備料：鮭魚頭洗淨，切大塊狀。蔬
菜、豆腐切成適合入口的大小備用。

燒開一鍋水，放入鮭魚頭塊、鮭魚
片汆燙過水，撈起後冰鎮約30秒鐘
（魚肉組織緊實，燉煮時魚肉比較不

會散掉）。

高湯煮滾，加入魚頭、耐煮的根莖
類蔬菜，以大火煮滾，撈除浮沫，轉

中小火，燉煮至食材熟透。加入味噌

調味汁，攪拌均勻，完成鍋底。

取出鍋裡一半食材備用。轉大火，
加入鮭魚片、葉菜類蔬菜、豆腐、新

鮮菇類，煮熟即可食用。湯料吃完，

再把先前取出的一半放回鍋裡，繼續

食用。

石狩鍋是以日本北海道中西

部、鮭魚產量豐富的石狩川

命名的，是以味噌燉煮鮭魚

和蔬菜的北海道鄉土料理。

石狩鍋1

新鮮的魚 1尾、醃鳳梨醬 1大匙、薑
一小塊。

食材

作法

備料：魚去鱗，清除內臟，切成
需要的大小樣式。先嘗嘗鳳梨醬口

味，準備好使用分量。薑切絲備用。

煮滾一鍋水，把魚放入滾水中迅
速汆燙過水，去除殘留血水和魚腥

味。

魚放在蒸盤上，鋪上薑絲，淋上
鳳梨醬備用。

準備蒸鍋，待蒸鍋的水沸騰，就
把魚盤放入蒸鍋，以大火蒸煮8至15
分鐘（視魚肉的厚度而定）。

美味秘訣
蒸鍋水量一次加足，避免在蒸的

過程掀開鍋蓋，讓蒸氣外洩，降低

蒸魚溫度。
待蒸鍋的水大滾，才把魚放入鍋

內。魚肉乍遇高溫蒸氣會立即收

縮，內部的肉汁鮮味便不會外流。
魚蒸煮過久，蛋白質慢慢凝固，

魚肉會乾柴且增加腥味，所以用大

火縮短蒸煮時間。

魚只要夠新鮮，簡單的清蒸

就能突顯鮮美。運用醃漬醬

料蒸魚，可以讓食材快速入

味，充滿甘酸鹹甜味道。

醃鳳梨蒸魚2

◎ 文 :美里

牛至︱Oregano

如果在烹飪時只能選一種植物

香料調味的話，那麼牛至就是

最佳的首選。因為牛至所含的

抗癌、抗氧化劑，高出其他植

物香料20倍。牛至可加入沙

拉醬中，調味出帶有自然草本

芳香的醬汁。

 Tip1 

鼠尾草︱Sage
鼠尾草味道強烈，堪稱是抗氧
化劑發電廠，它的抗氧化劑含
量排名僅次於牛至。同時，鼠
尾草具有提升腦力的功效。鼠
尾草搭配西奶油與西紅柿醬，
與香腸、雞肉、魚及豬肉等食
材一起烹煮，非常對味，是增
強記憶力的最佳料理。

 Tip2

羅勒︱Basil
羅勒原產於印度，各地區的羅

勒品種與外觀略有不同，但都

能看見它畫龍點睛、挑動味蕾

的效果。羅勒具有緩解腸胃不

適、幫助消化、促進血液循

環、強化和安定神經等功效。

 Tip3

薰衣草︱Lavender
飯後來杯薰衣草茶，不僅能舒

緩壓力，還能補充體內所需的

鐵質，幫助氣色紅潤美麗！薰

衣草與雞肉、豬肉等肉類一起

烹調，風味絕佳；也可以代替

迷迭香，用於麵包烘焙。

 Tip4

整版圖片：FOTOLIA







魚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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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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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葡萄 Green Grapes

$    .99/ 磅0

哈密瓜 Cantaloupe 羽衣甘藍 Kale紅葡萄 Red Grapes

$    .99/ 磅0

紅燈籠椒 Red Pepper香蕉 Banana

$        .00/ 箱10 (40 磅 )
$    .00/ 箱5 (11 磅 )

臉書最新特價商品展示

溫馨提示：週一∼週五下午 4 點∼ 7 點停車較為方便。

黑橄欖 Black Olives

$    .99/罐6 $    .00/ 個1 $    .00/ 把1$        .00/ 箱45 (10公斤)

巴沙魚片 Basa Fillets

(900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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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宮廟燃起無煙硝戰火武漢肺炎擴散 自保必看 
武漢肺炎在中國以令人驚

秫的規模擴散，而美國今年

的流行感冒疫苗似乎也未起

作用，致使許多打了預防針

的人們仍然感染了流感。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自保

呢？專家建議：勤洗手、戴

口罩，避免去人多的地方，

並在出現發燒、咳嗽、少

痰、四肢無力、呼吸急促或

困難等症狀時，盡速就醫。

小 常 識

出現發燒、咳嗽、少痰、四肢無力、呼吸
急促或困難，身體不適，盡速就醫

戴口罩、勤洗手、不碰觸野生動物、少去人多
的地方、身體不適盡速就醫

為了遏制武漢肺炎病

毒（新冠病毒）的傳播，

越來越多加拿大人被要求

自我隔離，包括出國旅行

歸來的人、與可能感染了

新冠病毒的人接觸過的

人。

◎  文：周行

對某些人來說，自我隔離

聽起來可能很可怕，但公共衛

生專家認為，隔離是遏制冠狀

病毒傳播的關鍵。如何進行

有效的自我隔離，請看以下指

南。

①留在家裡

•不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出租車或網約車。

• 不要去上班、上學或去

其它公共場所。

• 你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或

公共衛生部門會通知你什麼時

候可以安全地出門。

  ②限制家中來訪者的
人數

• 只接待你必須要見的來

訪者，來訪逗留時間要短。

• 避免老年人和免疫系統

受損或有慢性疾病的人接近患

者（例如糖尿病、心、肺或腎

臟疾病）。

③避免與其他人接觸

• 儘可能留在家裡的遠離

其他人的單獨房間裡，如果能

做得到的話，使用自己專用的

衛生間。

• 確保共用房間通風良好

（比如可以開窗）。

④保持距離

• 如果你與其他人同處一

室，至少與他人保持 2 米的

距離，戴上口罩，蓋住鼻子和

嘴。

•你到醫務人員處就診時，

應該戴口罩。如果你無法戴口

罩，與你同處一室的其他人應

戴上口罩。

⑤咳嗽和打噴嚏時摀

住口鼻

• 咳嗽或打噴嚏時，用紙

巾摀住口鼻。

• 對著衣袖上部或臂彎咳

嗽或打噴嚏，不要用手捂口

鼻。

• 將用過的紙巾丟入內襯

塑料袋的垃圾桶，並要洗手。

垃圾桶內襯上塑料袋，處理垃

圾時會更方便及更安全。

• 清空垃圾桶後要洗手。

⑥洗手

• 經常用肥皂和水洗手。

• 用廚用紙巾擦乾手，或

用你自己的、不與別人共用的

毛巾擦乾手。

• 如果沒有肥皂和水，可

用含酒精的手部消毒液。

⑦戴口罩蓋住鼻和嘴

• 如果你必須離家去看醫

療服務提供者，需戴上口罩。

• 當你與其他人相距在 2
米以內時，戴上口罩。

如果有疑問，或你開始感

覺症狀加重，請聯繫你當地的

公共衛生部門或打健康熱線

（Teleheal th）（1-866-797-
0000）。

疫情大流行自我隔離者須知

武漢肺炎擴散  自保必看

美容針的功效

確實，這種美容針扎完以

後，臉色會很好，為甚麼呢？針

灸針對於人體來說，屬於異物，

當針扎進人體並留針於皮膚時，

因為人體有免疫本能，就會啟動

免疫排斥作用，增加血液循環、

促進人體免疫細胞的增生，並奔

赴針灸針的周圍，所以我們臨床

經常看到，在針灸針的周圍會有

一圈紅暈。上述美容針是把人體

的氣血調到針刺的部位——面

部，對於氣血瘀滯的效果最好，

但對於氣血不足的，如果不能配

合補益氣血，它的作用可能不會

持久，還可能會有一些不良的後

果，而且它沒有解決面色不好看

的根本原因。當然美容針灸也是

有很多流派的，有的美容針灸也

是內外兼顧的。

《黃帝內經 · 上古天真論》

記載：「女子……五七，陽明脈

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

陽脈衰於上，面皆焦，髮始

白。」意思是說：女人到了

三十五歲，陽明經脈氣血逐漸衰

弱，面部開始憔悴，頭髮也開始

脫落。四十二歲時，三陽經脈氣

血衰弱，面部憔悴無華，頭髮開

始變白。因為手足陽明經是循行

於面部的主要的經脈，而且陽明

經多氣、多血，陽明脈衰對面部

氣血的影響是最大的。

這說明面色不好的最主要原

因是氣血不能上達面部，具體來

說有整體氣血不足，以及經絡的

阻塞。氣血不足，可以用健運脾

胃、補益氣血的方法；經絡不

通，就要疏通經絡，活血化瘀。

重視身體的自我調節

我們都覺得美容很重要，可

是人體不是這麼認為的，它認為

保證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所

以當人體氣血不足時，人體有一

種分配氣血的機制，它會把氣血

能量首先供給關乎生命的重要器

官，比如：腦，以及心、肝、

脾、肺、腎等臟腑，這時會自動

降低對面部等部位的氣血供應。

當人體氣血特別衰弱時，它就只

能保證心臟的氣血供應，所以人

快死的時候，心臟區域是最後變

涼的地方。

如果我們不顧身體的自我調

節，強行改變氣血的分布，那麼

供給重要器官的氣血能量就會減

少，長期這樣做是會出問題的。

而我們用健運脾胃、補氣養血的

方法，是從整體上提升人體氣血

水平，讓它除了滿足重要器官的

氣血供應外，還有餘量可以滋養

人的面部。

況且氣血補足之後，不但面

部好看，而且人會精力充沛，連

美容針有效？醫生告訴你真相
心情都會變得積極樂觀。健運脾

胃、補氣養血，中藥可以用八珍

湯等方劑，針灸可以用老十針等

配穴處方。

還有一種情況是經絡不通，

瘀血阻絡。人體的氣血能量運不

上來，代謝的廢物也排不出去，

不光面色無華，還會長各種斑或

痘痘等。這種情況需要使用活血

化瘀藥物，以疏通經絡，使氣血

可以通暢的到達面部，滋養肌

膚。有好多的活血藥物可以美容

就是這個原因，比如：川芎就有

美容作用。上述美容針也會有很

好的作用。

當然，隨著人年齡的老化，

元氣的衰弱，不論藥物，還是針

灸的作用，都會很侷限，是因為

人體精血物質的不足，不能化生

氣血。然而，如果真正修煉性命

雙修的氣功，可以使人顯得很年

輕。

醫 道 尋 真

和一個學醫的朋友聊

天，他告訴我以後搞美容

針灸吧！很賺錢！我問他

怎麼扎，他說：「很簡

單，就是用專門的美容針

（一種很細的針灸針）在

臉上淺刺 60多根針，扎
完之後會滿面紅光，非常

好看，現在好多明星都喜

歡去做。」

◎  文：肖川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5看大千2020年 3月19日—3月 25日    第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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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儘管看到的人都覺得很奇

異，但還是認為冰花是偶然結成

的罷了。

第二天，萬家人洗完臉後，

發現餘水又結成一枝冰花，猶如

盛開的雙頭牡丹。次日，冰花的

形狀，像滿缶寒林、水村竹屋、

斷鴻翹鷺，宛如一幅圖畫，遠近

景皆有。

此後，萬家就將瓦缶層層包

住，用白金護起，珍重的收藏起

來。遇到天寒地凍時，即預約客

人，設宴款待，取出來供客人欣

賞，每次結冰，從來沒有出現過

相同的畫面。《春渚紀聞》的作

者何薳，也曾有幸欣賞過幾次。

最詭異的是，上皇登極，頒

發恩典，凡是退休的官員照例升

遷一級。萬延之升遷宣德郎（文

散官，正七品）。誥書下達的那

天早晨，正好是萬延之的生日。

親朋好友都來為他慶生祝壽。

碰巧，那天也是大寒天。萬

家取出瓦缶，放在宴席上。倒進

一些水，不一會兒，就結成冰

花。人們看到，冰花的畫面，是

一座山石，石頭上坐著一個老

人，壽龜、仙鶴分別列於老人的

身旁，儼然一副壽星的形象。

凡是看到這幅冰花的人們，

無不咨嗟驚嘆。有人認為瓦缶是

陶器，經過凡火燒製而成。如果

不是蘊含著五行精氣，又怎會出

現這等奇異的事。但究竟是怎麼

回事，人們始終說不清楚，道不

明白。

萬氏得到瓦缶之後，生活

更加富裕了，但對待下人卻更

苛刻、刻薄了。後來，有人撮

合萬家三兒子和副車王晉卿的

孫女成親。這場婚姻就花費了

將近二萬緡錢。萬家之子得以

補三班借職。

後來萬延之死了，補三班的

萬家三子也去世了。萬家剩下的

財產就被王氏全部席捲一空。萬

宋朝年間，錢塘南新有一個

人叫萬延之，進士乙科出身，做

過宣義郎（文官）。由於秉性剛

直，在州縣做官期間，不善於曲

意逢迎、折腰事人，到了中年，

就辭官回家，移居餘杭。

他看到苕溪、霅溪一帶的湖

澤可以耕種作田，於是買了下

來。後來，餘杭遭遇連年旱災。

因萬家田地地勢低窪，反而糧產

獲得豐收。每年收租都有上萬斛

盈餘。

萬延之常常對別人說：「我

以萬為姓氏，今年收成萬石，正

好足夠了。」隨後，他著手營建

大宅院，打算用於養老。

萬延之當初赴任時，由於銅

禁嚴格，他花了十文錢買下一個

瓦缶，用來洗手洗臉。當時正值

嚴寒酷冷，他便往瓦缶裡倒熱水

洗臉。洗完臉後，倒掉缶裡的殘

水，沒倒淨剩下的水就會結成

冰。但見冰花猶如一枝桃花的形

◎ 文：青蓮

人類未知病毒
有多少？   

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聯邦

大 學（Federal University of 
Minas Gerais）的研究人員最近

發布研究論文，新發現一種病

毒，含有百分之百全新的基因。 
研究員亞伯拉罕在研究巨型

病毒的時候意外發現了這種新病

毒。和其他感染變形蟲的病毒都

不一樣的是，科學家沒有見過其

基因組中的任何一種基因。

亞伯拉罕是在一個人工湖內

發現的這種體積很小、感染變形

蟲的新病毒。研究人員給它起

名「水之母病毒」（Yaravirus，
Yara 是中美洲失落的文明圖皮

瓜拉尼神話中水之母的意思）

巨型病毒是最早在 2003 年發現

的一類體積和菌類差不多大的病

毒。而「水之母病毒」中的部分

基因和巨型病毒中的基因有些類

似，但體積差別巨大。這兩類病

毒會有怎樣的聯繫？

美 國 國 家 癌 症 研 究 所

（NCI）的研究組在研究另一類

來自人體和動物體上的怪異病

毒時，發現了約 2500 種環狀病

毒，其中約 600 種都是科學家

以前沒見過的。這讓科學家感到

不安，自然界中究竟有多少威脅

人類的病毒？

◎ 文：藍月瓦缶裡的美麗冰花瓦缶裡的美麗冰花
竟能預示人的前程竟能預示人的前程

◎ 宋寶藍整理

顯微鏡下的水之母病毒（黑色圓

點區域）（網絡圖片）

家另外二個兒子無力和權貴抗

衡，最終落得只能到親友家輪流

寄居的下場。

看著萬家前後巨大的變化，

眾人才開始明白冰花的寓意。萬

家的榮華富貴，猶如寒冬時節結

下的冰花，只能供人戲耍，卻不

能持久。最後，這個瓦缶落入蔡

京家。

蔡京是宋徽宗一朝禍亂國

家的罪人之一，並且位居六賊

之首。由於他迷惑國君，擅政

專權，橫徵暴斂，導致百姓苦

不堪言，為社稷帶來很多災

難。雖然沒有記載落入蔡家的

瓦缶上演了哪些奇聞，但觀覽

蔡京一生，他坐擁榮華富貴，

手握朝政大權，翻手為雲、覆

手為雨的權力，最終也猶如瓦

缶冰花，不能長久。最終，蔡

京也落得餓極而死的下場。

（據《春渚紀聞》卷 02、《宋

史》卷 169）

冰花，指水氣遇冷凝結的「花朵」，姿態曼妙，
變化萬千。在民間故事中，冰花還擁有神奇的
一面，可以感通人的運程，預示人的前程。

宇宙最大結構有多大？
英國廣播公司「夜晚的天

空」雜誌盤點了至今為止，人類

所能知道的各類重量級天體。

行星

近幾年發現的數千顆系外行

星中，最大的一顆是位於仙女

座的 HAT-P-32b，質量比木星

小，半徑卻是木星的兩倍，溫度

可達 1800 攝氏度。

恆星

最大已知的恆星是盾牌座

UY（UY Scuti），半徑是太陽

的 1700 倍，不過它的大小會隨

740 天的週期發生變化。

星雲

蜘 蛛 星 雲（Tarantula）
寬 600 光年。裡面的恆星群

R136，現今已知的好幾顆最亮

的恆星都在這裡。

星系

最大的星系是室女座的 IC 
1101，寬 580 萬光年，直徑是

銀河系的 50 倍。

星系團

天文望遠鏡能夠直接觀測到

的最大結構是星系。對於由星

系組成的星系團，科學家只能

做出估計。El Gordo 是已知最

大的一個，直徑介於 1000 萬～

3000 萬光年。

超級星系團

比星系團更大的是超級星

系 團， 沙 普 利（Shapley） 超

星系團直徑約為 6.5 億光年。

我們銀河系所屬的拉尼阿基亞

（Laniakea）超星系團直徑 5.2
億光年。

宇宙網

再大範圍還有宇宙網（The 
Cosmic Web）結構，科學家認

為是星系之間的暗物質，貫穿

起來的大型網絡結構。武仙－

北冕座長城（Hercules-Corona 
Borealis Great Wall）， 長 達

180 億光年。

「不發光」的結構

宇宙中還有不發光的、更大

的結構。科學家估計，銀河系內

95% 的物質是看不見的某種暗

物質，延伸很大一個範圍。

空洞結構

科學家認為還有另一種大型

結構，是一種巨大的空洞結構。

普朗克（Planck）衛星從微波背

景（CMB）數據中發現的波江

座超空洞，是人類發現的又一個

最大的宇宙結構。

我們從小就從課本上學到，

地球有七大洲：亞洲、非洲、北

美洲、南美洲、南極洲、歐洲和

大洋洲。但前些年，科學家在新

西蘭附近發現了一塊新大陸——

「西蘭洲」（Zealandia），它可

能成為世界第八大洲。果真如

此，我們的地理課本要改寫了。

2017 年，地質學家聲稱，

在新西蘭附近發現了一塊新大

陸——「西蘭洲」。西蘭洲的

陸地面積為 490 萬平方公里，

其中 94% 都浸沒在水中，它是

世界上面積最小的大陸。

提出新大陸說法的 11 位科

學家，在美國地質學會上發表了

這一研究報告：《西蘭洲：地球

上隱藏的大陸》，他們請求將西

蘭洲定為「世界第八大洲」。根

據他們的研究，這塊陸地具備了

成為大洲所需的四個要素，包括

岩石類型多樣化、海拔高於周圍

地區、獨特的地理地質、區域劃

分明確等。

科學家說，這塊大陸原本屬

於岡瓦那大陸（Gondwana）的

一部分，但在大約 1 億年前脫

離。雖然大部分沉在水裡，卻還

保持完整。這有助於探索大陸地

殼的融合與分裂。科學家在研究

報告中寫道：「這不是突然發現

的，而是逐漸意識到的。」

早在 1995 年，美國地球

物理學家布魯斯 • 魯岩迪克

（Bruce Luyen-dyk）就造出了

「Zealandia」這個詞。當時科學

家認為，這塊陸地具備了成為大

洲所需的四個要素中的三個要

素。後來，運用衛星技術和海底

重力地圖後發現，西蘭洲是一整

塊大陸，具備了所有四個要素。

一個新大洲的出現，將蘊含

著多重的政治和經濟意義，主要

問題在於該地區的海底開採權，

將如何在新西蘭和澳大利亞之間

進行劃分。

新西蘭的 GNS 科學研究所

的一項長達六年的研究發現，該

地區海底潛藏著價值上千億美元

的化石燃料能源。

根據該研究，西蘭洲目前被

海水浸沒的 94% 的地區已經和

澳洲大陸板塊分離，並於 6000
萬至 8500 萬年前沉入海中。

世界第八大洲被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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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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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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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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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store

來試試唱
不同的旋律
在皇家山大學音樂學院「知音」成年混音合唱團，你能同時得到

流行和經典中英文歌曲合唱體驗。

不論你技術水平如何，我們的世界級導師都能帶你超越障礙，

助你培養更濃厚的音樂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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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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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肺炎研究成果速遞
荷蘭科學家：藥物快過疫苗

來自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醫學中

心（Erasmus Medical Center） 和 烏 得

勒 支 大 學（Utrecht University） 的 十

名科研人員宣布，他們成為世界首個發

現 武 漢 肺 炎 病 毒（SARS-CoV-2） 變

體抗體的小組。研究人員在其學術論文

摘要中指出：「在這裡，我們報告一種

人類單株抗體，可中和 SARS-CoV-2
（COVID-19，又稱新冠病毒）和 SARS-
CoV。」而導致武漢肺炎的就是前者。

他們表示，所發現的抗體「中和了」病

毒，「提供了預防和／或治療武漢肺炎以

及未來由相關亞類病毒引發人類疾病的

潛力」。他們的研究未必會產生疫苗，

而是有望提供一種可以用來治療中共肺

炎感染者的新藥。他說，這要比開發疫

苗快得多，不過，還需要數月的測試時

間，而且生產起來也比疫苗貴。

美研究報告：離開人體 
病毒究竟可活多久？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

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NIAID）

17 日，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發表最

新研究，指出病毒可在空氣中的微小液

滴（droplet）裡存活數小時保持傳染性，

在部分物體表面上，則能保持活性與傳

染性長達數日。

研究發現，當患者咳嗽或打噴嚏

時，這些被飛沫所攜帶的病毒可在氣溶

膠（或稱「氣膠」，泛指懸浮微粒，包含

粉塵和飛沫等）中最少存活 3 個小時，

且仍具感染性。在其他平面上，3 日後仍

可在塑膠製品和不鏽鋼上檢測到活病毒；

硬紙板上，病毒無法活過 24 小時；在銅

上，病毒僅能保存 4 個小時的活性。此

份報告的研究人員也補充，這些研究結

果存在很大的變動性，因此在詮釋這些

數據上，「我們建議保持謹慎」。

實驗證實：病毒可經眼結膜 
感染入侵多器官

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實驗動物研究

所秦川團隊發現，在恆河猴的眼結膜接

種新冠病毒的研究，結果證實新冠病

毒可通過眼結膜感染。根據檢測結果，

病毒經由眼結膜進入體內的感染路徑和

經由呼吸道不同，是相對獨立的傳播途

徑。研究人員根據檢測結果解剖推測，

攜帶新冠病毒的眼淚及其他眼部分泌

物，主要經由鼻淚管進入呼吸道，或被

吞嚥後進入消化系統。這意味著尤其是

臨床醫師，若和病人接觸或到人多的地

方時，應該提高對眼睛的防護，定期洗

手、佩戴防護眼鏡。

東京大學：胰髒炎藥物 
可能治療病毒

日本東京大學研究團隊今日宣布，過

去 30 年間常見用於治療胰髒炎的藥物甲

磺酸奈莫司他（Nafamostat）可能對中

共肺炎有療效，即將展開臨床研究。

根據《NHK》報導，日本東京大學醫

學研究所教授井上純一郎 19 日在記者會

上公布上述消息，研究人員發現，甲磺酸

奈莫司他或可透過抑制病毒進入人體細胞

進行複製，達到治療中共肺炎的效果，最

快將在本月與日本國立國際醫療研究中心

等單位進行臨床研究。報導指出，日本現

正積極研究各種既有藥物對中共肺炎的潛

在治療能力，期望能在藥品的有效性與安

全性上有所斬獲，目前已知被納入研究範

圍的有預防愛滋病及治療流感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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