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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封禁中國假防疫品
World is Banning Medical Knockoffs  
Made in China

紅黃綠 在祖國你是哪個碼？
Which Code Would You Be in China?  
Red, Yellow, or Green

近日，聯合國糧農組織簽

署的聯合文件稱，食物供應的

不確定性足以引發一波出口限

制，並造成全球市場糧食短

缺；除非各國快速採取行動，

保證全球糧食供應鏈通暢，緩

解疫情蔓延對整個糧食體系的

影響，否則世界面臨糧食危機

迫近的風險。這個聯合國機構

說，預計食品供應鏈的干擾在 4
月和 5 月份就會出現。

郎世寧、「百駿圖」與康熙
Giuseppe Castiglione, One Hundred Horses 
and Emperor K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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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楊 Yang Shi

微信：yangshi0323

從 心 出 發， 為 愛 築 家

403-390-7080

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yangshihomes.com

6國禁止糧食出口

3 月 24 日，世界第三大稻

米出口國越南宣布自 3 月 24 日

起禁止大米出口；全球最大的小

麥出口國之一哈薩克斯坦禁止出

口小麥、土豆等；塞爾維亞停止

了葵花籽油和其他部分農產品的

出口。 3 月 28 日，埃及決定未

來 3 個月內停止各種豆類產品

的出口。全球重要的農產品出口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報導】由於武漢肺炎蔓延全球，近日

多國對糧食出口採取了限制措施，以保本國糧食安全。包括聯合

國糧農組織（FAO）在內的3個全球組織負責人則發出警告，照此
情形世界將面臨糧食短缺危機。與此同時，網路傳出一份甘肅省

臨夏州委辦公室下發的文件，要求黨員緊急屯糧；湖北鄂州也出現

糧油店關門停售的消息。全球糧荒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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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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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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平� 738 呎 , 土庫�部完成 (570 呎 ), ��向西 ,
� COP( ��場 ) ���景 , 建於 1994 年 , �大�皮
50 呎 X120 呎 , 主層鋪實木��磚�� , 客��拱形
天� ,1+1 �� + 書� ,2 浴廁 , �� Market Mall �場 ,
卡城大學 (U of C), ��
��車站� $379,900

西北 Montgomery  � Market Mall

獨立�式�層屋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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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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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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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Edgemont
$0�理費

獨立 Bi-Level 1389 呎,加土庫�部完成,
主層�拱形天��實木���3+3 ��,3
浴廁�主人套�� 4 件裝�套�土庫�家庭
��3 個���衛生間和洗衣����學校�
�車站���� $419,900

西北 Sand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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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碼�看,��又方便�

YouTube Channel ( 綱上看� ): 
Jessica Chan & Associates Re/Max

糧食危機 糧食危機 
全球響警報全球響警報

國—俄羅斯農業部提議，對糧

食出口建立臨時配額，4 月 1 日

至 6 月 30 日，小麥、黑麥、大

麥和玉米等出口量不得超過 700
萬噸；3 月 30 日，柬埔寨總理

洪森表示，柬埔寨將從 4 月 5 日

起，除了香米，將禁止白米和稻

米出口。

因為受疫情影響，巴西、阿

根廷的大豆出口也在放緩。世界

最大的稻米出口國印度，剛剛開

始為期三週的封鎖期，這使得數

個物流渠道陷入停頓。

受此影響，國際市場上部分

糧食的價格正在飆升。芝加哥大

豆近 2 週漲逾 7%、小麥期貨價

格大漲超 18%，黃大豆 1 號於 3
月 30 日飆漲 4.46%，2020 年漲

幅已達 25.9%，創 2013 年以來

的新高。

美加糧食相對安全

觀察者認為，美國和加拿大

作為產糧大國，生產能力遠遠超

出本國需求的國家，不存在供應

不足漲價的問題。如果糧食供應

緊張，只需將出口份額轉一部分

至國內就可應對。自媒體人文昭

認為，美國、加拿大的農業地區

地廣人稀，以機械化大面積進行

耕作，受武漢肺炎疫情而影響作

業的概率較小。「愛奧瓦州 (Iowa)
確診的人數目前是 497 人；內布

拉斯加州 (Nebraska)177 人；德

州 (Texas) 多些，有接近 4000。
但被確定的人也是聚居在城市，

而非在農場。」（下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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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慌？

（接 A1）與近期許多國家

已經禁止出口糧食，以保證國

內需求的作法相反，中國市場

監督局 3 月 27 日公開消息說，

3 月 23 日一批共計 500 噸的大

米從江蘇連雲港出口非洲。

中國糧油信息中心經濟師

王遼衛近日在接受大陸官媒採

訪時亦表示，中國糧食儲備充

足，能夠自給自足。小麥稻穀

等口糧品種庫存處於歷史最高

水平，中國進口的大米僅佔大

米消費總量的 1%。

對於多國禁運、全球糧荒

的話題，大陸媒體《網易財經》

近日發文稱，中國「今年春耕形

勢良好，夏糧豐收有保障」，

「中國不慌」。

但新浪財經 3 月 27 日社論

指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糧食

進口國，其中近 80% 是大豆，

高度依賴美國、巴西及阿根廷

等國。早在 2017 年 5 月，中國

農業部曾預測：2020 年中國的

糧食缺口為 1 億噸以上。

而就在一個月前，2 月 21
日中國農業農村部印發《2020
年全國草地貪夜蛾防控預案》。

《防控預案》顯示，截至 2 月

10 日，雲南、四川等地區已有

113 個縣見蟲，見蟲面積超過

60 萬畝，是 2019 年同期的 90
倍。隨著入春氣溫回升，草地

貪夜蛾將化成蟲，會向黃淮海

等北方玉米種植區擴散蔓延，

威脅玉米種植區域 50% 以上，

預計全年影響 1 億畝農地，極

可能造成缺苗斷壟。

大陸《財新網》引述中國農

業農村部種植業管理司司長潘

文博的話表示，許多地區由於

糧食危機 全球響警報糧食危機 全球響警報

防疫措施限制，導致農業企業

復工率低。還有地區因防疫封

村堵路，農民不能下田、農機

不能上路，春茶採摘、蔬菜採

收等農事活動無法正常進行。

甘肅臨夏秘密文件

4 月 1 日網路傳出的這份文

件顯示，「3 月 17 日，臨夏州

委召開專題會議，就糧食安全

工作進行專題安排部署。」其中

提及，州委州政府和各縣市要

「通過多種渠道千方百計調運儲

備糧食、牛羊肉、油鹽等各類

生活物資」，同時要「引導動員

群眾自覺存糧，確保每戶儲備

3 至 6 個月糧食，以備不時之

需」。文件標注日期為 2020 年

3 月 28 日。

自媒體「路德時評」認為，

這份文件限於黨員幹部小圈子

內傳播，是打著「引導群眾存

糧」的旗號，通知黨員幹部提前

囤積物資。

湖北鄂州糧油店疑關門

幾乎同一時間，湖北鄂州

糧油供應也出現異常信號。從

當地市民拍攝到的視頻可見，

湖北省鄂州市及周邊鄉鎮近日

都出現恐慌性糧油搶購潮。網

友推特爆料：「湖北省鄂州市，

米油麵，強制關門不讓賣。請

高人指點，這說明啥？」該網友

轉發了一段來自當地的視頻，

畫面顯示，街道上所有的糧油

店都關門停售。網路上的信息

還顯示，除了鄂州，搶購米麵

的現象也出現在湖北黃岡、宜

昌、四川重慶，還有山東、甘

肅等省的一些城市中。

蹊蹺的糧倉大火

政府應對糧食危機的方式

通常是：豐收的時候政府按保

護價格採購市場上過剩的糧

食，等荒年政府又在市場上釋

出儲備糧，以免糧價被哄抬。

但在北京特有的政治體制下，

大陸民眾對糧食儲備卻存在擔

憂。糧庫造假的新聞，在過去

幾年被中國大陸媒體廣泛披露：

官方一對糧庫清查，各地就發

生「意外火災」，比如 2013 年

的黑龍江林甸糧庫、2017 年的

江西貴溪糧庫、以及 2018 年的

河南焦作糧庫等。

2018 年 7 月 23 日， 中

國國務院辦公廳向各省、自治

區、直轄市政府，國務院各部

委、各直屬機構發出通知，將

在全國範圍進行糧食庫存數量

和質量的大清查。數天後，吉

林省洮南市大通糧食儲備庫發

生火災。起火的糧食儲備庫共

儲存玉米 9,417 噸，其中受損

糧食有接近 600 噸。

2014 年中央巡視組進駐中

儲糧公司，隨後隸屬該公司的

位於黑龍江的直屬糧庫突遭大

火，燒了糧庫 4 萬噸糧食。

民間懷疑地方官員偷取儲

糧變賣，到中央官員來檢查前

放火燒糧倉，目的是銷毀證據。

或許北京政府早已感受到

危機，近日接連出臺多種政

策，比如山東要求農民把地裡

種的樹砍掉，重新種植糧食；

有產糧省份發出通知，明確對

於水田的耕地，已經種植了其

它作物要全部鏟掉，翻耕種植

水稻；還有通知將對拋荒農田

者追究責任。大陸有些地方已

經打出了這樣的標語：今年的

糧食，就像現在的口罩。

不少海外華人媒體或自媒

體都曾在過去幾個月中呼籲大

陸民眾：現金為王，儲備「過

冬」的糧食。以今日的情形來

看，這個「冬季」，恐比預期中

的時間更為長久。

▲中國湖北鄂州，及重慶、山東、甘肅等多省爆發搶糧潮。社交平台上流傳多段視頻，顯示人們無懼疫

情，紛紛搶購食油、大米的情況。（視頻截圖）

川普推2萬億基礎設施經濟刺激法案

川普總統在推文中說：「美

國現在的利率為零，是時候推動

已等待了數十年的基礎設施法案

了。它（該法案）會非常大手筆

和大膽，2 萬億美元，而且會只

專注於工作機會及重建我們曾經

宏大的基礎設施。第四階段。」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

（Chuck Schumer）近日表示，

因為不知道此次疫情到底會有多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

川普3月31日下午發推文呼
籲推動一項價值2萬億美元
的基礎設施法案，作為美國

應對武漢肺炎疫情的第四階

段經濟刺激計畫。參眾兩院

的民主黨人近日也開始探討

將基礎設施作為第四階段經

濟刺激計畫，因此總統的提

議有望獲得跨黨派的支持。

嚴重，所以國會需要出臺更多的

經濟刺激法案。民主黨籍眾議院

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也

在 3 月 30 日表示，推動基礎設

施的投資應是聯邦政府第四階段

應對疫情的措施之一。

國會兩黨議員也紛紛表態

支持該計畫，認為推動基礎設

施建設能夠減緩中共病毒疫情

引發的大規模裁員危機，能創

造工作機會，是一個經濟刺激

的「常識性策略」。他們的表 
態都大大地提高了該計畫獲得

通過的可能性。

共和黨籍參議員克萊默

（Kevin Cramer）3 月 31 日 在

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說，

「我認為議長（佩洛西）的看法

是正確的，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的

確是個好的起點，因為這能讓聯

邦政府從一開始就承擔更多責

任。」他提到，近日參議院的一

個委員會全票通過了一個跨黨派

性質的高速公路建築法案。

民主黨籍眾議員、眾議院

能源和商業委員會主席帕隆

（Frank Pallone Jr.）也一直在

積極遊說該委員會的資深共和黨

議員沃爾登（Greg Walden），
希望和他一起推動第四階段經濟

刺激法案，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

分是增加和擴大寬頻網路設施的

建設。

川普總統近日也關注了網路

設施的議題。本週二，川普總統

與美國的網路供應巨頭們會面，

主要探討他們將如何來努力滿足

目前日益激增的網路用戶的需

要。Comcast、Sprint、AT ＆

T 和 Verizon 的首席執行官都參

加了該會議。

去年 4 月，舒默曾表示，

川普總統提出的重建美國基礎設

施的 2 萬億計畫已經獲得民主

黨人的支持。但該計畫因「電話

門」總統彈劾案而被中斷。由於

彈劾案已在今年 2 月以川普總

統的勝利宣告結束，推動基礎設

施法案的障礙被進一步消除。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

爾（Mitch McConnell）表示，

希望先看到前三個經濟刺激法

案的實施見成效後，再來討論

是否需要出臺第四階段經濟刺

激法案，他還表示不希望民主

黨人藉此機會提出一些與防疫

不相關的政策並乘渾水摸魚通

過這些政策。

▲圖為川普在白宮舉行應對肺炎疫情新會議發布會。

▼甘肅臨夏秘密文件（推特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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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武漢肺炎在

加國迅速蔓延，導致大量企業

關停，失業率飆升。為瞭解決

失業民眾生活困難，加拿大

聯邦政府特設立緊急救助金

（Canada Emergency Response 
Benefit(CERB)），2020 年 3 月

15 日（追溯）至 2020 年 10 月

3 日期間，為符合條件的民眾提

供每 4 週 2000 元的救助金，期

限長達 16 週。

申請條件

滿足以下條件的從業者可以

申請：

居住在加拿大，且年滿 15
歲；

因武漢肺炎影響而失業，或

具備領取 EI 就業保險資格（常

規或病休）；

2019 年或提交申請前 12
個月內總收入 5000 元以上；

在最初申請的 4 週內，連

續 14 天沒有工資（或自顧）收

入；

救助金，只發放給那些因武

漢肺炎而停止工作，並且沒有工

資（或自顧）收入的人士。如

果你並未因肺炎停止工作，你沒

有資格申請。

申請週期

每次只能申請一個週期

（period，4 週），如果一個週期

過後你的境況並沒改變，則可以

繼續申請下一個週期，最長期限

為 4 個週期（16 週）。每一個

週期，一次支付 2000 元。

如何申請

4 月 6 日（週一）開始，

可以登錄你的 CRA（加拿大稅

務局）個人賬號在線申請，也

可以打電話申請。

政府建議的申請時段

建議按出生月份申請：

出生月份為一、二、三月：

建議 4月 6日（週一）申請；

出生月份為四、五、六月：

建議 4月 7日（週二）申請；

出生月份為七、八、九月：

建議 4月 8日（週三）申請；

出生月份為十、十一、十二

月：建議 4月 9日（週四）申請。

不論哪個月份出生的人士，

都可以在週五、週六、週日申請。

支付方式

如果你 註冊了直接 存入

（direct deposit），稅務局會自

動將救助金存入你的銀行帳號，

提交申請3個工作日內即可獲得；

或者，如果你沒註冊直接存

入，稅務局會郵寄支票給你。提

交申請 10 個工作日內可收到。

只能三選一

總理特魯多週三（4 月 1
日）在每日新聞發布會上強調，

受疫情影響的加拿大人只能領取

3 種福利中的一種即：EI 就業

保險、政府企業薪資補助和緊急

救助金。

政府企業薪資補助，是聯邦

政府為應對疫情，協助企業度

過難關的措施之一。特魯多表

示，政府協助企業支付 75% 工

資的，條件包括：企業並無取得

政府資助，而且收入受疫情影響

而減少 30% 或以上，酒吧和餐

館、私營公司和非盈利機構也可

以申請。

聯邦財政部長莫紐（Bill 
Morneau）表明，申請薪資補助

的公司要證明他們正極力支付餘

下 25% 的員工薪酬，並且要每

個月重新申請聯邦政府的薪金補

助；他還強調如果有人濫用這個

制度，將會面臨嚴厲處罰。

莫紐表示，這項協助企業的

措施，將涉及 710 億元的聯邦資

金支出，並會令財政赤字上升。

總理特魯多還表示，將盡快

召集國會開會通過政府救助法

案。他還號召國民嚴格遵守公眾

健康準則，包括保持距離、自我

隔離及個人衛生等。

聯邦緊急救助方案出台 肺炎疫情速遞

【看中國訊】於 4 月 1 日起，對亞省

石油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 Keystone 
XL（KXL）原油管道項目，正式在加拿

大的亞省，美國的蒙大納州、南達科他州

和內布拉斯加州開建。

該管道全長 1947 公里，從加拿大亞

省 Hardisty 到美國內布拉斯加州 Steele
市，並與位於該市的 TC Energy 的現有

設施連接。

該項目的主要擁有者 TC Energy 的

前身為名為 TransCanada，總部位於亞

省卡爾加里市。為保證項目儘早完工，

亞省政府以股權的形式投資 11 億美元

（折合 15 億加元），為管道 2020 年度

的建設提供了資金保障。 2021 年，TC 
Energy 會自行出資的 27 億美元，同時

亞省還會為額外所需的 42 億美元（約

60 億加元）費用提供貸款擔保。管道運

營 12 個月後，TC Energy 將購回亞省所

持有的股權。

項目的價值

預計該項目於 2023 年完工，建設期

間將為亞省創造 1400 多個直接就業崗

位、5400 個間接就業崗位，並在建成後

二十年內為加拿大和亞省帶來 300 億加

元的稅收和特許權使用費收入。

KXL 管 道 將 為 北 美 提 供 穩 定、

安全、環保的原油供應，從而減少對

OPEC 的原油依賴，每天可輸送 83 萬桶

亞省原油到美國墨西哥灣沿岸的煉油廠，

對提高亞省原油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保護

亞省原油價值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聯邦自然資源部長 Seamus O'Regan
為亞省政府對該項目的投資表示讚賞。他

說：「在行業急需的時候這個項目來的正

及時。這給現在和未來行業需要的高技術

工人提供了成千上萬個高薪工作職位。」

亞省省長康尼表示，亞省不會要求渥

太華為此項目提供財政支持，但聯邦政府

繼續宣傳管道建設的重要性仍是必要的。

項目面臨的障礙

加拿大綠色和平組織 Keith Stewart
將亞省對該項目的投資描述為：「對石油

企業高管和股東的大規模政府補貼」。

他在致 CBC 的電子郵件中說：「這表明

康尼省長在肺炎大流行期間，通過解僱教

育工作者並攻擊醫生省錢，但仍能以某種

方式找到 75 億加元來支持私營部門不會

支持的管道項目。」

康尼表示，該項目的資金完全是（通

過貸款）借來的，與最近約 20,000 名學

校員工的臨時裁員沒有關係。他說：「沒

有一角錢是從別的地方挪用過來的。」

康尼補充說，儘管他一直對政府干預

市場的做法持懷疑態度，但他不相信在沒

有省府支持的情況下該管道有可能建成。

卡爾加里大學的經濟學家 Trevor 

Tombe 說：「如果該公司由於無法獲得信

貸而打算推遲建設，那麼政府的介入很有

意義。」

該項目在十多年前就被提出了，但是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兩次否決了該管道，認

為管道可能會使氣候惡化，川普總統就任

以後最終向管道頒發了許可證。

全國

截至 4 月 1 日晚 8 點，加

拿大全國確診病例 9731 例，其

中魁北克省 4611 例（死亡 33
例），安大略省 2392 例（死亡

37 例），卑詩省 1066 例（死亡

24 例），亞省 871 例（死亡 11
例）。

亞省

4 月 1 日（週三），亞省新

增確診病例 117 例，確診病例

達到 871 例，分佈情況如下：

卡爾加里區：527 例；

埃德蒙頓區：219 例；

中部地區：57 例；

北部地區：51 例；

南部地區：12 例；

未確定地區：5 例。

據 CBC 消息，亞省衛生務

部表示，亞省已有 77 位醫護人

員確診患武漢肺炎。省衛生部首

席醫療官 Deena Hinshaw 博士

週二表示，大多與埃德蒙頓的一

項冰壺賽事有關。

卡城有三所長者中心有人

確診感染武漢肺炎。分別是：

McKenzie Towne 長期護理中

心，已有 43 位長者和 23 位工

作人員確診，有 4 人因肺炎離

世；Extendcare Cedars Villa
和 Carewest Glenmore Park 均

有長者確診。

Email: cbcfoot@live.ca
所有客戶均可上門服務 Bay 8, 6320 11 Street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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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通報疫情進展。（視頻截圖）

【看中國訊】3 月 31 日下午 5 點 52
分，在愛達荷州 Challis 附近發生了 6.5
級地震，震源深度 10 公里。地震幾分鐘

後就波及到了卡城。地震的震中位於卡城

西南約 700 公里處。

卡城緊急事務管理局局長湯姆 · 桑普

森（Tom Sampson）發推文說，市緊急

行動中心的燈光一直在搖晃。

加拿大自然資源部地震學家約翰 · 卡
西迪（John Cassidy）說，這次地震是一

場大地震，在卑詩省南部，蒙大拿州和猶

他州也都感受到了。

下午 6:27 發生了 4.6 級餘震。據美

國地質調查局的報告，其後還發生了四次

小餘震。

【看中國訊】3 月 30 日，西德克薩斯

中間基輕質原油（WTI）18 年來首次以

每桶 19.92 美元的價格易手，當日下跌超

過 1.50 美元。

加拿大西部精選油價（WCS）也受

到重創，每桶僅 3.82 美元。這是有史以

來的最低價。

中共病毒的全球播散，使石油需求量

大降，工廠關閉，飛機停飛，汽車停駛，

都不再需要油料。

國際能源機構估計，目前全球石油每

日需求量下降了約 500 萬桶。

加拿大西部公司開始減少石油生產

並裁員。邦泰拉能源公司（Bonterra）
減少產量 20%。暫停股東的分紅，大

幅削減資本支出。阿薩巴斯卡石油公司

（Athabasca Oil）已削減漢杭斯通設施

約 50% 產量。赫斯基能源公司（Husky 
Energy）削減了 9 億支出，並減少或關

閉非經濟生產。

【看中國訊】3 月 30 日，加拿大新

斯科舍省 Antigonish 小鎮上的 Atlantic 
Superstore，來了一個神秘的客戶，扔下

10 個信封，上面寫有「謝謝您的工作」，

「謝謝您在 COVID-19 期間所做的一切」

等字樣。每個信封中都裝有 40 元，他希

望將這些信封分發給商店的工作人員，而

工作人員決定用這 400 元為鎮上四位老

人買食物。

商店經理 Patti Hilton 說他的員工將

親自為那四位長者選購物品並送貨上門，

給老人們一個驚喜，因為現在聽到的壞消

息實在是太多了，不論是電視、廣播還是

互聯網上，都是感染 COVID-19 病例增

多的消息。這種日子裡，需要驚喜。

亞省投資15億 KXL油管終開建

愛達荷6.5級地震波及卡城 超市員工購物送長者

油價跌破每桶20美元 創2002年以來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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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中國自

去年底爆發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

以來，表面上確診數字不再明顯增長，不

過中國國家衛健委近日首次公布，目前大

陸發現至少 1500 例無症狀、具傳染力的

感染者。這意味著，即使生產生活短期內

回歸常態，這些病毒攜帶者可能引發新一

輪疫情。 

全球多例無症狀傳播

3 月 30 日，中國官方數據顯示，

有 1541 例無症狀感染者正在接受醫學觀

察，其中境外輸入 205 例。

北京政府本月初發布的第六版《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其中提到無症

狀感染者並不被計入確診病例，這些感染

者作為獨立類別單獨報告，但不對外公

布。這意味著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並

沒有公開量化這些病毒攜帶者。 
香港《南華早報》近日引述政府的機密

數據，指病毒的無症狀感染者可能高達確

診人數的三分之一。官方數據指出，截至

2 月底，中國有超過 4.3 萬人的核酸檢測

呈陽性，但沒有立即出現症狀，意味著真

實的無症狀感染者數量或遠超官方數據。

BBC 報導，日本橫濱港的「鑽石

公主號」郵輪一度是群聚感染最嚴重的

地方，船上超過 700 名確診病患中，有

18% 從未出現任何症狀，也沒有任何身

體不適；香港大學的研究也指出，中國的

確診病例中，大約 20% 到 40% 都在出

現症狀前就已經有傳染力；3 月 20 日世

界頂尖學術期刊《自然》（Nature) 發表論

文稱，輕症或者無症狀感染者可能佔所有

武漢肺炎感染者的 60%。

《紐約時報》指出，美國自從疫情爆

發以來，就一直在防堵無症狀的「不知

情的傳播者」。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

心（CDC）主任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3 月 31 日指出，美國武漢肺

炎感染者中至少有 25% 不會出現症狀，

這使防堵疫情的工作更加困難，也更難預

測疫情發展。

復工恐引二次爆發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停滯，北京政府正

竭盡全力要求更多職員回歸工作崗位。中

國無症狀感染者數據公布後，大量網友在

微博上表示擔憂，除了擔心自身被感染

外，也質疑各省為復工而瞞報病例，強制

性將數字「清零」。 
旅美經濟學者鄭旭光指出，無症狀感

染者會加大企業復工的難度，因為他們可

能會成為工作崗位上的「定時炸彈」。

「復工就意味著他們與外界接觸的頻率會

大幅提高。無症狀感染者和確診患者是一

回事，只不過前者沒有出現症狀，但無

症狀感染者的防範意識可能就相對較差

了。」

曾在醫學研究中心工作的時政評論家

橫河認為，當局之所以在此時披露無症狀

感染者的數據，是為了給疫情二次爆發的

可能尋找開脫。「（中國政府公布這個數

據）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為疫情可能再

次爆發提供一個理由或藉口，以免民眾事

後責怪當局：你不是說疫情已經得到全面

控制了嗎？」

武漢居民不信官方數據

儘管中國的宣傳推動者對國際社會表

示勝利，但武漢居民告訴媒體，北京聲稱

武漢只有 2,500 人死亡是不現實的。

據財新網報導稱，有一家公司在一

天之內將 5,000 人的骨灰運到了漢口殯儀

館。這一數字是習近平官員聲稱的死亡人

數的兩倍。中國社交媒體上有帖子聲稱，

武漢的 7 個殯儀館每天都分發 3,500 罐，

從 3 月 23 日開始到清明節為期 12 天分

發，意味著在此期間將分發 42,000 罐。

另一種在線估算是基於武漢市殯儀

館的火化能力。武漢市殯儀館有 84 個

火化爐，在 24 小時內可提供 1,560 罐。

根據這一估計，武漢的估計死亡人數為

46,800 人。另一位湖北省的居民向自由

亞洲廣播電台表示，那裡的大多數人認為

在封鎖之前和期間有 4 萬多人死亡，這

比政府聲稱的人數多了數萬。

美國福克斯新聞引述中國經濟分析

師高登．張（Gordon Chang），質疑北

京吹噓中國新的病毒病例數字在顯著下

降，他說：「對中國而言，真相一直是重

大傷亡。北京高調開展的宣傳運動旨在使

人民恢復工作並向世界展示，『在共產黨

的領導下，中國戰勝了病毒』。但中國

將不可避免地會再次爆發，而且將是嚴

重的。」他形容，在病毒被完全遏制之前

迫使其國民重新工作，就像玩「俄羅斯輪

盤」純粹靠運氣賭博一樣。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肺炎疫

情爆發以來，不少中小學校、大學以及公

司均轉用通訊軟件 Zoom 作視像會議或

用以授課。外媒發現，Zoom 並非如其網

站及文件所指那麼保密，該軟件過去也曾

經有許多不好的安全紀錄。

《The Intercept》 報導，通訊軟件使

用不僅需要考慮到流暢度，還需要一定加

密性，以確診重要資料及個人私隱不會外

洩。一般此類通訊軟件都會採用點到點加

密（end to end encryption），並確保軟

件公司不能自行取用內容。

Zoom 在其網站及保安白皮書上聲

稱軟件支援點到點加密，不過該媒體

向 Zoom 查詢時，該公司發言人說表

示，「現時未能為視像會議提供點對點加

密」，而是一種名為傳輸層安全性協定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TLS) ，只確

保用戶數據傳輸至 Zoom 期間被加密。

這代表該公司實際上有能力去暗中監視

用家私人會議，並將相關資料給予相政

府部門或執法機構。他們亦未有如微軟、 

Google等大企業向公眾列明哪國政府曾

多少次索取用家資料 。
本月 18 日，人權組織 Access Now 

發表公開信要求 Zoom 公佈這些資料，

以讓用家知悉他們的資料是否受保障，但

Zoom 稱未有相關鑰匙解密數據，並拒絕

回應。

約翰 · 霍普金斯大學密碼學家及電腦

科學家 Matthew Green 指出，Zoom 對
於他們所指的點對點加密說法有點模糊，

並認為此舉有點兒「不誠實」，應該向用

家坦白。 

沒有充分了解就使用

BBC 報導，Zoom 過去有許多不

好的安全紀錄，包括會議參與者可能會

受到網絡攻擊而離開會議，使用者收到

虛假信息，屏幕分享出去後遭到綁架劫

持，甚至還有使用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參與會議。

網 絡 諮 詢 顧 問 克 魯 利（Graham 
Cluley）質疑 Zoom 是否認真對待客

戶隱私，他表示：「Zoom 過去安全紀

錄毀譽參半，現在許多人是剛開始使用

Zoom，也許並沒有充分了解這個軟件，

也不知道怎樣才是最安全的設置，很多人

根本沒有詳細閱讀使用條款和免責說明就

全盤同意，到時候出現隱私和安全性問題

就很難找到人來負責。」

英國首相約翰遜早前在推特上發圖，

顯示他通過 Zoom 軟件主持內閣會議，

引起英國國民憂慮這個軟件的安全性。

事實上，外國社交平台上早已流傳

「zoombombing」這一新詞，意思是其

他 Zoom 使用者不請自來，用屏幕向你

分享色情圖片或冒犯性內容。而且如果

會議鏈接被公開分享，支持人又沒有設

置屏幕分享限制的話，其他人就能夠主

動參加會議並分享屏幕，甚至獲取商業

機密。

Zoom 開發者是移民到美國的中國

軟件工程師袁徵，他 1997 年到美國，

曾就職於 WebEx 公司，2011 年創辦了

Zoom 這個免費的遠程會議軟件公司。

【看中國記者李欣悅綜合報導】四川 3
月 30日發生森林大火，造成 19人死亡。

北京當局高度重視並作出批示，但人們發

現一年前，同一個地區發生同一場大火，

同樣燒死了幾十名消防員。

3 月 30 日下午 4 時許，四川涼山西

昌市木裡縣瀘山爆發森林火災，新華社報

稱因瞬間風向突變，風力陡增，扑火人員

避讓不及，造成 19 人死亡。此事讓人想

起一年前同一日，四川涼山也發生森林大

火，31 名消防員犧牲，殉職人員中年齡

最小的消防員僅有 18 歲。

值得一提的是，當日涼山州委書記林

書成、州委常委暨州政府副州長裴啟斌等

人，帶領涼山州、西昌市和涼山州森林消

防支隊等部門，在西昌市烈士陵園舉行紀

念活動，悼念去年 3 月 30 日因木里森林

火災犧牲的 27 名森林消防員和 4 名地方

官員，但卻隻字未提當天也發生火災一

事。

媒體人李海鵬在社交媒體悲憤地寫

到，「去年 3 月 30 日，涼山森林火災 27
名消防員和 4 名村民犧牲，今年同一天

同一個地方又是森林火災，然後和去年同

一天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宣傳幹事，使用

當地同一個當地宣傳部群 ( 名字都不用改

還叫『3.30 新聞媒體群』)，安排前往採

訪的記者們入住了同一家酒店，然後是和

去年一樣的『逆行英雄，最美男兒』，然

後是和去年一樣的，『逆行英雄，我們接

你回家』。西昌又響起了和去年一樣的

鳴笛致敬聲，犧牲者們看來也將會和去年

一樣的備極哀榮。」

相關貼文引發民間熱議，有網友和

當今的疫情聯繫起來說，「SARS 之後沒

有反思和追問，只有感動中國（共產黨）

的災難美學，所以會有現在的肺炎，去年

西昌木裡大火，今天西昌木裡大火，連時

間都不帶變一下，仍然沒有反思沒有質

問。」

西昌為四川涼山州首府，當地還有衛

星發射中心總部，發射場位於涼山冕寧

縣，是中國的飛彈與衛星發射基地之一。

【看中國訊】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按

照當局早前的部署，湖北省武漢市將於 8
日解除進行了兩個半月的封鎖。不過武漢

市周二開始不斷傳出令人不安的訊息，包

括一段在網上流傳的視頻，指青山紅鋼城

屋苑一名女子機上的健康碼為紅色，卻

逃離當地，導致該屋苑再次封鎖。視頻

中還可聽見有人喊：「現在不讓進不讓出

了」，還有喇叭傳來的聲音說：「出入請

手機微信掃健康綠碼。」而在另一段視頻

中，有人問：「這又要封了？」身穿「青

山市政」字樣背心的人說，一個健康碼為

紅色的人跑了。

對此，武漢居民孫先生表示，「很多

走出門口的人，他們的綠碼一下子變成紅

碼，人家都嚇死了，公交車又沒人敢坐，

現在又暫停了」。

武漢交通導航訊息平台還發出一段文

字，提醒市民：「武漢市暫停全市公共交

通，當前與武漢市相關的所有鐵路暫停，

恢復時間待定，請大家外出時戴好口罩，

做好防護措施。」武漢市交通運輸局也急

忙出面闢謠，稱此消息為假訊息。不過該

段提醒確實出現在官方交通查詢軟件的公

告發佈欄中。

當地居民王家弟表示，對於本周頻繁

出現負面消息，政府都一一被否認，「這

個可能是政府放出來試風的，前面放一個

出來，覺得大家反響大了，就立即再發一

個闢謠。事實上，他們（政府）自己在

放謠言，批謠言，不停的重復。」 

【看中國訊】彭博社 4 月 1 日報導，

據三名美國官員透露，美國情報機構在給

白宮的一份機密報告中總結稱，北京掩蓋

了中國冠狀病毒的實際疫情，並瞞報實際

感染總數和死亡人數。

該文件披露，中國公開的疫情數據和

死亡人數是故意編造使其不完整的。其中

兩名官員表示，該報告得出的結論是，中

國的數字是假的。目前這份報告已經上交

白宮審閱。

為白宮提供諮詢的美國國務院免疫學

家黛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說，

北京公開的假數據影響了世界其它國家的

防疫措施，「醫學界對中國數據的理解是：

這很嚴重，但比實際情況要小。我認為可

能瞞報了大量數據，因為我們看到後來在

義大利發生的，後又發生在西班牙的真實

疫情。」

她指出，中國不是唯一公開向全球瞞

報疫情的國家。西方官員指出，伊朗、俄

羅斯、印度尼西亞，尤其是朝鮮也疑隱瞞

了真實數據。據朝鮮報導該國未曾有感染

者，但很可能真實情況不是如此。包括沙

特阿拉伯和埃及在內的其它國家也可能在

淡化染疫和死亡人數。

無症狀傳播未止 復工危機四伏

居家工作開會 Zoom安全成疑
美情報文件指
北京隱瞞肺炎疫情

四川一年後同日大火引熱議武漢解封前 壞消息頻傳

(Getty Images)

（視頻截圖）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5看地產Real Estate2020年 4月 2日 — 4月 8日     第100期    

【看中國鐘靈綜合報導】隨著聯邦

政府紓困政策出臺，大批租戶反映至今

仍未有針對房租的支援政策，而房東

們（業主）也對越來越高的空置率而苦

惱；短租市場更是雪上加霜，短租業巨頭

Airbnb近期推出對房東的緊急救援措施。

免房貸免租金聯署

在 change.org 上發起要求聯邦政府

對全國免租免房貸還款聯署的盧斯福特

（Joe Rutherford）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自己的生意已經受到超過 80% 的損失，

他從事音樂行業的朋友也失去了多個月

的收入。他說：「政府要求我們全部待在

家，但經濟問題令我們是否能有個『家』

都是問題。我們已經等了很久，但政府仍

沒有任何針對租戶的政策。」這項聯署已

經在過去兩週得到超過75萬人簽署支持。

此外，還有另一項要求政府為租戶提

供更多支持、由多個加國民間團體及非營

利民意機構聯合發起的聯署，目前已經得

到超過 84 萬人簽署支持。據有關機構表

示，他們已經把公投以電子形式發送給加

國總理特魯多。

特魯多在 3 月 31 日的記者會上被問

到是否會有支援租戶的政策時，特魯多重

申政府已經承諾向中小企業提供援助，在

4 月 1 日前不會有針對租戶的支援。安大

略省省長道格．福特（Doug Ford）在記

者會上也重提，「仍然有收入的人應該自

行支付租金。我們不能開一張空白支票然

後說『我不交租金了』，你還是要自己給

租金。」

卑詩省早前宣布因疫情影響被減薪、

失業的房東，能向省政府申請 500 加元

的補助。

疫情期間 不得強行驅逐租客
目前安省和亞省政府已經通過法

例，禁止房東因租客失業、無法交租的

情況下驅逐他們。亞省省長康尼（Jason 
Kenney）在 3 月 27 日的新聞發布會上

說：「直到在 4 月 30 日之前，將暫時停

止對拖欠房租的租戶實行強制措施，包括

哪些已經拖欠幾個月房租的租戶。」

非營利組織 Leadnow 發言人 Claire 
Gallagher 說，一些省禁止房東驅逐租

客，一些省則為房東提供補貼，但這些

解決方案都是「拼湊而成」，具體效果成

疑。「我們知道很多租客根本沒有能力在

這個時候借貸交房租，如果疫情仍未見明

朗，即使房東同意拖延房租也不能解決根

本問題。我們不希望在疫情結束時，許多

人因此背上債務、一蹶不振。」

房東亦困難

在多倫多，超過一半家庭都沒有物

業、以租房為居，部分租房公司已經允許

租客以自己的押金支付 4月的房租。房屋

租賃公司經理泰勒（Justin Taylor）表示，

這已經是公司能夠給予租客最好的安排。

不過，許多依靠租金為生的小業主並

沒有大公司的財力協調租金，雖然早前

銀行宣布可以延遲房貸還款，但受諸多

條件限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申請到。

據 CTV 新 聞 報 導， 卡 城 穆 雷（Larie 
Mullen）夫婦正面臨嚴重的財務困難，

他們擁有一套四室三衛的房子，有一名租

客已經幾個月沒有交付房租了，原定於 4
月 7 日將其驅逐，但現在計畫被打亂了。

「因為這名租戶，我們已經損失了 4280
加元，還不包括利息。我的丈夫一直用他

的信用看支付，現在因為支付別人的房租

已經透支了。」勞拉．穆雷說，她擔心未

來一段時間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房屋貸

款，而面臨房子被銀行沒收的風險。

短租市場 Airbnb新舉措
自 3 月 11 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武

漢肺炎疫情構成全球性大流行後，短租

市場出現了雪崩的狀態。Airbnb 的絕大

部分房客取消預訂並獲得了退款，同時

導致 Airbnb 面臨租金枯竭的狀態。近期

Airbnb 總裁向 Airbnb 的房東們發出了電

子信件，表示為了度過危機，採取了以下

這些行動：

1. 向所有房東提供一筆 2.5 億美

元的資金，如果房客因疫情取消預訂

（2020 年 3 月 14 日到 5 月 31 日期間），

Airbnb 將支付平時取消政策下能收到金

額的 25%，這筆資金於 4 月開始發放。

3 月 14 日或之前的房客也可以取消訂

單，並將獲得 100%的退款或旅行基金。

2. 著手成立 1000 萬美元的超讚房東

(superhost) 救助基金。 4 月起超讚房東 /
體驗達人可以申請最高 5000 美元的救助

金，無需償還。

3. 開發一種工具，方便房客 / 參與者

向以往接待過他們的房東 / 體驗達人捐款

並附贈留言。預計該工具將於4月份上線。

疫情籠罩出租業 房東租客兩頭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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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enwich badge should be the first choice when choosing a Greenwich logo. Only when legibility or 
dimensions are an issue should the horizontal or vertical Greenwich logo be used instead.  

Badge

Master Brand 
& Residential

Retail

Office

For print, use the specified 
Pantone as a first choice to 
match colour wherever possible; 
CMYK as a secondary option.

The reverse badge can be used 
only on a black background or the 
coloured background of one of 
Greenwich's three distinct offerings: 
Residential, Retail and Office.

BLACK AND REVERSE
Black and reverse versions of the badge are provided for use in one-colour applications.

Badge

Black

Reverse

實景圖實景圖 示範單位圖示範單位圖

Artis 連排鎮屋 Artis 連排鎮屋 

978~1920 平呎、單 / 雙車庫可選978~1920 平呎、單 / 雙車庫可選

2.52.5萬元大禮包萬元大禮包

• $15,000免費升級室內配置
•$5,000房價優惠
• 贈送價值$5,000窗簾

面對 WinSport 滑
雪
場

面對 WinSport 滑
雪
場

45 分鐘直達班

夫45 分鐘直達班

夫

18
分

鐘到市中心

18
分

鐘到市中心 滿分地段！滿分地段！
滿足你所有夢想滿足你所有夢想

卡
城

第
二
座
農
貿

市
場 Farmer's Market

卡
城

第
二
座
農
貿

市
場 Farmer's Market

3535$$ 萬萬 起起

憑此廣告可獲憑此廣告可獲

現代風格內裝現代風格內裝

展示屋開放時間: 週一～週四: 下午1點～晚7點 •  週五: 休息  • 週六/週日/節假日: 下午12點～5點 | 展示中心：151 Greenbriar Place NW, Calgary | 區域銷售代表：Andreas Angellakis  403-796-3788

【看中國訊】為應對疫情帶來的經濟

影響，加拿大房貸及房屋公司（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CMHC）

日前增加房貸保險計畫資金撥款至 1500
億加元。

本月 16 日 CMHC 曾宣布增加 500
億加元撥款應對疫情，不過 26 日再度宣

布撥款增加至 1500 億加元。這項增撥計

畫是在政府上週通過的紓困政策的其中

一環，CMHC 也將暫緩向政府分息的程

序，以保留足夠資金應付突發情況。

CMHC 發言人表示，「作為穩定加

國經濟系統的重要機構，我們將持續觀察

潛在風險，並與其他機構緊密合作應對突

發情況。」他也重申，CMHC 的保險資

金池已經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納稅人不需

擔心有更多風險。

事實上，2008-09 年經濟危機時，政

府就曾出臺類似的政策收購房貸保險。這

樣 CMHC 就能為提供房貸保險的銀行減

少資金負擔，讓銀行把資金留作其他放款。

【看中國苗青綜合報導】隨著英國脫

歐，鑒於歐盟 / 歐洲經濟區 / 瑞士公民不

再自動享有在英國定居的權利，第一層級

簽證在歐洲的市場將會興起，而歐洲的富

翁們將湧入英國，帶動英國的投資性房地

產業。

居外網報導，萊坊（Knight Frank 
Wealth Report）在最近發布的《2020 財

富報告》中顯示，生活在英國的高資產

淨值人士數量在 2018 年和 2019 年間增

長了 3%，從 217 萬人增長到了 240 萬

人。在 2014 年到 2019 年的 5 年裡，報

告預計該國的高資產淨值人士數量增長了

19%。基於數千次的採訪世界各地的百

萬富翁，和他們的財富顧問，以及基於數

十萬的數據，萊坊預測在接下來的 5 年

裡，英國的高資產淨值人士數量將會增加

高達 67%，達到 373 萬人。

一些權威機構認為，英國百萬富翁人

數史無前例的增加將會是外國富翁湧入的

結果。他們多數來自歐盟，因為英國的百

萬富翁人群數量從來沒有達到過最近這樣

的程度。真正的變化是英國脫歐了。萊坊

的態度調查（Attitudes Survey）對這個

假設性看法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持。報告顯

示，在全球 10 個區域中，有 8 個區域的

高資產淨值人士將英國視為購買投資性房

產的第一或第二目的地。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COVID-19）
疫情使許多房屋經紀推遲售房程序，社交

距離政策也禁止了大部分房源開放參觀，

不過加國房屋市場仍持續活躍。

《CTV》報導，多倫多房產經紀人

Darren Slavens 表示，在疫情爆發前，

大多倫多地區的房屋市場已經相當活躍，

即使許多社交距離政策和隔離措施出臺，

但仍不能阻止買家的「熱情」。不過他認

為，這並不是一個好現象，人們沒有必要

在沒有確切需求的時候買賣房子，而是應

該在疫情期間保持距離，保護自己和大家

的健康。

皇家李帕奇（Royal LePage）房產

經紀 Said Warde 也表示，自己現在只會

見有急切需求的客戶，對於那些只想瞭解

市場、尋求投資、優惠的人，他都會勸他

們先不要著急買房。

此外，各地房產經紀協會在過去數

週紛紛提高開放房源參觀的門檻或禁止

參觀，以儘可能減少經紀與客戶之間的

接觸，減少疫情傳播的機會。其中安大

略房產協會重申，房產經紀雖然仍在工

作，但只會提供必要的服務給有急切需

求的人，因此絕非「如常服務」，希望公

眾理解。

【看中國鐘靈綜合報導】房產雜誌報

導，卡城豪宅市場在今年頭 1 月和 2 月

兩個月內未見任何一筆超過 400 萬的交

易，反映豪宅市場一片慘淡，加上亞省經

濟復甦受阻，豪宅投資者前景並不明朗。

加拿大蘇富比日前發表報告，顯示卡

城豪宅市場持續停頓，對比去年同期，豪

宅基準價格下跌了 1%。報告指出，「卡

城的頂級豪宅市場受油價下跌及肺炎疫情

影響，雖然整體房產銷售額與去年同期 2
月增加了 23%，但頂級豪宅市場受挫反

映投資者對經濟前景感到憂慮。我們預計

豪宅市場將持續出現供應過剩的問題。」

此外，100 萬加元以上的房產交易對

比去年同期減少了8%，只有57宗交易。

報告指出，「在油價下跌及肺炎疫情

爆發前，本來預計卡城的豪宅市場會在房

貸利率下降的情況下，在 2020 年逐漸穩

定復甦，但卡城的經濟在這個春天顯得更

加脆弱，經濟復甦將更加緩慢。」

不過，3 月 26 日 Altus 研究報告也

指出，亞省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加上新移

民人數及就業崗位持續增加，將為亞省帶

來長期增長，房屋市場也將受惠。報告指

出，亞省房屋價格及房貸利率現在非常有

利買家入市，尤其愛德蒙頓，將預料在今

年及 2021 年出現較大增幅。卡城房屋供

應持續增加，目前交易量只是受到暫時抑

制，將在 2021 年彌補今年的損失。

加房貸保險計畫增至1500億

加拿大房屋市場仍然活躍

歐盟公民失居英權
歐洲富翁將湧入英國

卡城豪宅市場慘淡卡城豪宅市場慘淡全球
地產資訊

(Adobe Stock)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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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蔓

延，全球已有上百家汽車製

造廠宣布暫時關閉，骨牌效

應隨供應鏈蔓延整條產業

鏈。而疫情的影響也不僅在

這一個行業。各國政府在紛

紛推出救助措施的同時，也

在思考疫情教訓，或影響疫

情之後的全球產業鏈供應

鏈布局。

由於疫情在全球蔓延，並日

益嚴重，全球主要車廠陸續關

閉，給汽車供給按下暫停鍵。

據《自由時報》報導，日本

豐田汽車為防止疫情擴大，已陸

續宣布暫時關閉其在歐洲、北

美和南美的工廠。並將從 4 月 3
日起暫停在日本的五家組裝廠。

德國大眾汽車也已暫時關閉

歐美等地的多間工廠，全球執行

長迪斯（Herbert Diess）預計，

將因關廠而每週損失20億歐元。

美國福特汽車和通用汽車

已將其在北美和墨西哥的工廠

暫時關閉。近日通用汽車、福

特汽車和特斯拉表示，已改造

部分產線並「獲准」生產呼吸機

等抗疫產品。

疫情在衝擊供給端的同時也

全球車企停擺，疫後全球供應鏈恐重塑。（Adobe Stock）

外賣小哥（Adobe Stock）

車企停擺 骨牌效應蔓延

在影響消費市場。為防範疫情，

許多市民不得不居家防疫，減少

外出，市場需求因此而急速降

溫。據路透社報導，今年 2 月

中國汽車銷量為 31 萬輛，同比

較上年同期下降 79.1%。 1 ～ 2
月累計銷量為 223.8 萬輛，同比

下降 42%。

全球汽車產業鏈兩端降溫的

情況開始雙向蔓延整個供應鏈。

供應鏈中間的中國企業正在因訂

單取消而面臨危機之際，北京認

為這是中國企業的機遇。

《華盛頓郵報》近期的一篇

評論文章引述了地平線諮詢公

司（Horizon Advisory） 近 期

發表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取

自北京官方和媒體的消息，闡

明了北京計劃利用疫情造成西

方經濟低迷的時期，為其帶來

好處。北京打算藉此尋求更多

的外國直接投資，搶占關鍵行

業的市場份額等。

一條汽車產業鏈停擺已嚴重

影響全球上億人的就業和民生問

題，但汽車行業僅是全球供應鏈

中的一個行業。各國政府正在積

極救助受疫情影響的各個行業、

企業和工人，並尋求疫情後的解

決方案。並且各國政府在疫情中

得到的經驗和教訓似乎正在影響

跨國企業的全球布局，無疑也會

對北京的計劃造成阻礙。

3 月 29 日，美國共和黨籍

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接

受福克斯新聞訪問時指，北京在

疫情上沒有說實話，他們說已沒

有更多的新病例，沒有更多的新

死亡病例，但他們關閉了全國才

開放了幾天的所有電影院，武漢

的殯儀館也講了一個不同於官方

說法的故事。他並表示北京最終

將會被追究責任。

英媒 3 月 29 日披露，英國

科學家告知英國首相約翰遜，北

京可能低報確診人數「15 至 40
倍」，而英國政府目前也流露出

對北京處理疫情方式的不滿。一

名英國內閣官員表示，不能袖手

旁觀，讓北京隱匿信息而毀掉世

界經濟，然後回過頭來，好像甚

麼都沒發生過。任何仰賴中國供

應鏈、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基礎

建設都需要重新審視。

疫情也為日本汽車產業及國

民經濟帶來巨大的損失。據日媒

NHK 報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3 月初表示，為了減少供應鏈危

機，計劃將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

基地移回到日本。對於附加值不

高的產品，將轉移到東盟等國生

產，實現供應鏈多元化管理。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3 月 31 日，中國官方公布 3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為
52，創下一年來新高。其數據比

疫情未發生之前還要好很多。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

據，中國採購經理指數在上月大

幅下降基數上環比回升，其中製

造業 PMI 為 52.0%，比上月回

升 16.3 個百分點；非製造業商

務活動指數為 52.3%，比上月

回升 22.7 個百分點；綜合 PMI
產出指數為 53.0%，比上月回

升 24.1 個百分點。

數據顯示，從企業規模看，

大、中、小型企業 PMI 分別為

52.6%、51.5% 和 50.9%， 比

上月回升 16.3、16.0 和 16.8 個

百分點。從分類指數看，在構

成製造業 PMI 的 5 個分類指數

中，生產指數、新訂單指數和從

業人員指數均升至臨界點之上，

原材料庫存指數和供應商配送時

間指數低於臨界點。

但是，回顧一年來的 PMI
數據變化，大部分時間在臨界點

以下，表明中國製造業在不斷萎

縮。這次數據創下一年來新高，

甚至比疫情未發生之前還要好很

多，讓人產生懷疑。

另外海外疫情加速蔓延，讓

全球經濟衰退風險升高，這將給

中國經濟帶來的二次衝擊，3 月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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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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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經系統疾病‧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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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工作時，提了副高後，即使限號，每天必須看病人至少60個。在中醫“在北京工作時，提了副高後，即使限號，每天必須看病人至少60個。在中醫
實踐中，會有類似熟能生巧的感覺。”實踐中，會有類似熟能生巧的感覺。”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

重創全球經濟，為保留實力救

市，繼上周五歐洲央行要求銀行

暫停派息及回購後，英國審慎

監理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PRA）向各大銀行施

壓，要求巴克萊、匯豐、駿懋、

渣打，以及皇家蘇格蘭等英國大

型銀行均停止發放股利，以節省

資本做為武漢肺炎疫情可能造成

損失的緩衝。停發股利的利空在

4 月 1 日盤中重創這些銀行的股

票，連帶拖累歐股大盤下跌。

PRA 還要求銀行和保險公

司今年不能發放高階員工獎金，

但這些銀行都未提供要如何遵守

第二項要求的細節。

匯控取消原訂下月中派發每

股 21 美分的第四次中期息，又

美將暫停部分關稅90天
【看中國訊】據英國《金融

時報》報導，疫情在美國持續蔓

延，重創美國經濟。為避免經濟

的進一步惡化，川普準備採納一

些美國企業的建議，批准特定關

稅緩徵 90 天計畫。

目前尚不清楚具體有哪些關

稅項目將適用於該規定。據悉，

計畫將適用於向最惠國進口商品

徵收的關稅，例如輕型卡車和球

鞋。但關稅緩徵的進口商品中並

不包含對受 301 條款約束的中

國和歐洲商品，與受 232 條款

約束的鋼鋁。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未回覆

置評請求。《彭博社》週二早些

時候報導了關稅減免的部分範

圍，關稅項目預計將在行政命令

中公布。

世銀：疫情重創 中國
今年GDP增長或為0.1%

【看中國 2020 年 4 月 2 日

訊】世界銀行（World Bank，
世銀）最新報告指出，新冠病

毒疫情的擴散，將使東亞與太平

洋地區發展中國家以及中國經濟

劇烈放緩，預估今年中國 GDP
增長率將降至 2.3%，較糟狀

況甚至僅 0.1%，與 2019 年的

6.1% 成長相去甚遠。

世銀推測，東亞與太平洋地

區的發展中國家，今年經濟增長

率恐放緩至 2.1%，較糟狀況甚

至可能達 -0.5%，去年該區域經

濟增長率達 5.8%。

華為去年盈利大幅下降

【看中國訊】中國科技巨頭

華為公司及下屬企業，自從去年

5 月受到美國制裁以來，難以獲

得美國企業產品和技術，海外銷

售下滑。據華為 3 月 31 日最新

2019 年營收報告，儘管銷售還

是取得了兩位數字的增長，但淨

利潤增幅只有 5.6%，與 2018
年的淨利潤增長 25% 相比，回

落了許多，也是 3 年來華為的

淨利潤最小增幅。

據路透社報導，川普政府還

準備進一步採取措施限制華為的

晶元供應。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徐

直軍在深圳總部的視頻新聞發布

會上說：「我想，中國政府不會

讓華為任人宰割，或者對華為置

之不理。相信中國政府也會採取

一些反制措施。」此番言論引發

外界質疑，華為既然能代表北京

政府發言，那華為跟中共究竟是

什麼關係？

指今年年底前都不會派息或回購

股份，並對受影響股東表示遺

憾。聲明又指，新冠肺炎疫情會

對收入造成影響，但表示首季業

務表現仍然平穩。

集團指，需要更全面分析疫

情的影響，並待環球經濟未來幾

年前景較為明朗後，再檢討股息

政策。

渣打集團表示，取消派發去

年度末期息，及暫停股份回購計

劃。同時，集團今年不會派發中

期息或應計款項，並強調集團資

本良好。

英倫銀行早前警告銀行業，

在疫症打擊下，向股東派發以億

英鎊計的資金並非審慎，又指

「預期」銀行不會向高層員工派

發花紅。

英審慎監理局要求銀行停派股息 財經簡訊

中國製造業官方數據透漏疑點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

導】疫情爆發令諸多中國企業停

工停產，餐飲業首當其衝，約六

成餐廳業者難以維持，許多餐廳

在恢復營業後，以外賣開始自救

止損。

近日，彭博社引述數據及

50 家上市公司報告指，受疫情

影響，消費者已將外出就餐改為

在家中用餐，中國餐飲業蕭條，

預計約 60% 的餐廳業者已無法

負擔員工薪水和租金。隨著各地

開始復工復產，許多餐廳也希望

能夠自救並「活下去」。

3 月 27 日，湖北餐飲業開

始復工。湖北武漢某餐飲管理有

限公司總監龔浩表示，餐飲業開

始復工，但不允許堂食，只許外

賣。據武漢餐飲業協會統計，

在近 6 萬家的餐飲企業中，有 1
萬多家是通過外賣實現了復業的

第一單生意。但有餐廳表示，目

前一天只有 20 單外賣，連員工

的工資都不夠。

中新社引述小龍坎控股集團

公關經理邵茜的話，估計報復性

消費很難到來。因為疫情之後，

人們更關注健康、家人。但對於

出去玩、大吃大喝等消費，真的

很難說。

她表示，集團自 1 月 26 日

開始關閉了成都和重慶的直營

門店，各地門店也開始陸續關

閉。到 2 月初，在全國的約 800
家門店中，近 94% 都已暫時關

閉。她還認為，現在餐飲行業還

在最難的階段中。

中國六成餐廳 
難以維持

新出口訂單和進口指數亦均處在

低位。

在 2 月 29 日，中國國家統

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製造

業 2 月 PMI 為 35.7%。作為反

映經濟變化趨勢的重要指標，2
月製造業 PMI 下跌明顯，分項

指標全線下挫。

除了製造業以外，2 月非製

造業 PMI的降幅更大。統計數據

顯示，2020 年 2 月，非製造業

商務活動指數為 29.6%，比 1 月

下降 24.5%，表明受疫情衝擊，

非製造業經濟總體回落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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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苗青綜合報導】替

亡者哀悼送行在中國是很重要

的傳統。大陸官方此時規定三

不許，在新冠病毒襲擊下，中

國許多患者「病不見人，死不見

屍」，令無法替亡者送行的家屬

痛心疾首。據估算，武漢 7 家

殯儀館共發放出超過 4 萬的骨

灰盒。還有更為驚悚的消息稱，

在這次疫情中，武漢人領取的骨

灰也不一定是自己親人的。

嚴密監控

自 2 月起新冠肺炎在中國

大爆發以來，中國規定病亡者不

得舉行喪禮。即便現在官方稱疫

情有所緩解，規定仍未改變。

中新社 2 月 2 日報導，中

國衛健委規定，死者的遺體必須

就近火化、不得埋葬、不得移

運、不得舉行告別式和其他形式

的喪葬活動。根據規定，死亡患

者的遺體會由所在醫療機構醫務

人員進行消毒和密封，密封后就

不打開。當中也規定，若患者親

屬不到場或不移送遺體，將由醫

療機構和殯儀館進行勸說。勸說

無效，在醫療機構簽名後就可以

將遺體交由殯儀館直接火化。這

些遺體不得存放或探視。等待火

化結束後，再由殯儀館服務人員

撿拾骨灰。如果家屬未取走骨

灰，就會按照無人認領的遺體骨

灰處理。

BBC 中文網報導，武漢市

民王軍（出於安全原因，採訪

對象要求使用化名）的 76 歲父

親在今年 2 月因新冠肺炎去世，

骨灰一直未能領取。他對 BBC
說，他在週三（3 月 25 日）收

到要求，必須在父親所在單位工

作人員的陪同下才能領取骨灰。

有死者家屬 3 月 23 日在微

信發帖質問當局：為何必須有單

位陪同或者社區陪同：「你們怕

什麼？你們心虛什麼？……怕廣

大的受害者家屬在一起了，找你

們追凶？」

火葬場的異常

《德國之聲》報導，荊州市

有一半的遺體都是在盛先生 ( 姓
為音譯 ) 所負責的火葬場火化。

盛先生在這行已經做了 29 年。

疫情爆發以來，他的員工全天候

輪班，以防半夜醫院接到要去處

理遺體的電話。盛先生表示，在

沒有喪禮的情況下，火葬場的員

工在病人過世後就要立刻接手。

工作人員穿著全套藍色連身手術

服，戴著藍色手術帽。他的白色

實驗室外套翻領上還貼著紅色的

中國國旗徽章。他說 :「過去在

疫情發生之前，家屬會守夜三

天，我們才開始工作，但現在

病人去世時，醫院消毒完就火

化。」

如果病人在醫院死亡，家屬

在火化前就無法見到遺體。如果

病人在家中病故，身穿全面防護

裝備的工作人員也會立刻到府處

理。他說也許是跟害怕空氣傳播

有關。

3 月 29 日，經濟學者秦鵬

程在推特發布一個截圖說，關於

武漢領骨灰的事兒，比你們想像

的還驚悚，但是看起來這個版本

更真實、更符合國情。截圖對話

中說，殯儀館統計死亡人數後，

把骨灰全部混合等分，再按照登

記領取，是不是親人不重要都是

中國人。

死亡人數爭議

作為疫情最嚴重的地區，武

漢因疫情死亡的人數佔據中國死

亡人數的近 8 成。截止 3 月 27
日，中國官方公布武漢的新冠病

毒感染確診人數為 50,006 人，

死亡 2535 人。直到 3 月下旬，

武漢殯儀館才通知家屬去領骨灰

盒，發放的時間是 3 月 23 日到

4 月 5 日。有網民推算武漢七家

殯儀館每天合共發放 3500 個骨

灰盒。 3 月 23 日至清明節 4 月

5 日共 12 天，累計發放 42000
個骨灰盒。

據武漢一名接近湖北省民政

廳的人士對自由亞洲電臺披露，

很多患者在來不及確診或根本沒

有進入確診程序的情況下死去，

包括在家裡、街道上、門診掛號

室死亡。

該名不願具名的人士說，武

漢疫情的死亡數字非常敏感，但

武漢市政府在本月初上報給省政

府，在疫情最嚴重的一個月裡，

武漢的殯儀館處理了約 28000
具屍體：「因為每一個殯儀館每

天上下午兩次將焚燒屍體的數據

上報，不可橫向通報。因此，每

一個殯儀館只知自己的焚化屍體

數字，其他殯儀館的情況不知

道。」之前媒體曾報導，全國各

地殯儀館派人支援武漢，並出動

移動式焚化爐協助焚燒。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我是四川公民趙凱。我呼

籲所有有良知的中國人，和有良

知的共產黨員們，站出來，解

散共產黨」視頻中的年輕人叫趙

凱，四川公民。在此次武漢肺炎

中，打破沉默的年青人，不止趙

凱一個。

3 月 26 日，四川公民趙凱

冒著被抓、被迫害的風險，公開

發布視頻，呼籲為了我們的子孫

後代，解散共產黨，把這個紅色

馬列共產主義無神論、精神瘟

疫，送入墳墓。趙凱說：「我認

為我們中國人是敬畏上天的，是

敬畏神明的；第二，我們中國人

對子孫後代是有責任感的，在上

天的護佑下，在中國人對人性的

懺悔中，我們可以度過未來的危

機。」「為了避免我們的子孫後

代遭受更大的苦難，我呼籲，所

有有良知的中國人和共產黨員們

站出來，解散共產黨，勇敢的承

擔起我們的責任。」

在中國的北方山東，一位叫

張文斌的青年程序員在做著同樣

的事情。 3 月 30 日晚間，張文

斌在推特發布視頻稱，「曾經我

也是一名中共的小粉紅，是翻牆

之後慢慢認清共產黨邪惡的嘴

臉。」「看到香港、臺灣人民勇

敢地對抗共產黨，我也想發出自

己的聲音，呼籲大家認清共產黨

的真面目，團結起來推倒面前的

那堵牆，『習近平下課！共產黨

下課！」他最後說，「或許我不

能親眼看到共產黨滅亡的那一天

了，也不知道這個視頻能不能被

大家看到。總之，這個世界，我

來過……」

張文斌是山東人，程序員，

目前大學還沒有畢業，正在準

備論文答辯，是 2020 年的畢

業生。目前張文斌處於失聯狀

態。而尚無消息顯示當前趙凱

的情況。

【看中國訊】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指出，美國對國際對抗新冠

病毒疫情的資助數額遠遠超過中

國，美國將一如既往履行自己對

國際組織的承諾。

國務卿蓬佩奧 3 月 31 日在

國務院對記者介紹美國對抗武漢

肺炎疫情的努力時做如上表述。

蓬佩奧說，美國自 1948 年以來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最大的資助

國。

美國去年對世界衛生組織提

供的資助超過 4 億美元，是中

國資助份額的十倍；美國去年

對聯合國難民署（UN Refugee 
Agency）提供的資助將近 17 億

美元，中國只提供了 190 萬美

元，而聯合國難民署正在幫助貧

困國家防範新冠病毒的傳播。

蓬佩奧指出，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UNICEF）正在全球各地

採取緊急行動對抗武漢肺炎病毒

的侵襲，包括中國和伊朗在內。

美國 2019 年對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提供的資助超過 7 億美元，

遠遠超過中國去年對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提供的資助份額；

蓬佩奧並透露，新冠病毒疫

情爆發以來，聯合國世界糧食計

畫 署（World Food Program）

已經向全球 74 個國家運送了 85
批食品與個人保護設備，幫助這

些國家對抗疫情。美國僅在去年

就向世界糧食計畫署提供了價值

80 億美元的資助，佔其年度開

支的 42%。

蓬佩奧說，美國雖然不經常

談論國際援助，但美國民眾應該

瞭解美國對上述重要國際組織所

提供的巨大援助並引以為榮。美

國將一如既往履行自己對國際組

織的承諾。

一個盒子：藏著這個時代的秘密

打破沉默的中國年青人

特別防疫箱爆紅全球20國都採用

蓬佩奧：美國抗疫資助超北京

【看中國訊】有兩名百歲老

人在感染後，卻奇蹟般地痊癒

了，他們的康復故事給在疫情

陰影籠罩下的人們帶來希望和

啟示。

其中一位老人是義大利海岸

城市阿米尼 (Rimini) 的 101 歲

老翁，他早前感染了病毒，因感

到不適入住阿米尼醫院，一星期

前確診感染，接受相關治療並痊

愈。阿米尼讓醫院裡的所有職員

都「驚喜不已」。

另一個老人的康復奇蹟發生

在加拿大的溫哥華。據加拿大廣

播公司（CBC）報導，99 歲高

齡的胡瓦（Reuben Huva）患

有老年痴呆症，居住在西溫哥華

市的一家護理中心（Hollyburn 
House）。胡瓦老人後來確診感

染後被立即隔離治療。之後老人

的健康情況好轉，被測出感染的

14 天後，醫護人員再為他做檢

查，結果是陰性。護理中心所有

人都為他感到高興及振奮。

一般情況下，人們認為年老

體弱者的抗病能力很差，很快會

被病魔擊倒，但這兩位百歲老人

的康復，似乎在提示世人，武漢

肺炎病毒這種瘟疫似乎是擇人

而伐。

（看中國訊）臺灣花蓮門諾

醫院醫師賴賢勇設計了「防疫

箱」提供醫護人員防疫用，該訊

息公開之後，許多國家都紛紛採

用。賴賢勇 4 月 1 日表示，沒

想到這一項設計會傳播的那麼

快，但是也衷心希望這個箱子能

幫到別人。現在全世界約有 20
個國家在使用該設計，包括臺

灣、中國、香港、菲律賓、越

南、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柬

埔寨、美國紐約、雅特蘭大、波

士頓、鳳凰城等，歐洲的波蘭、

義大利、瑞典等都相繼採用此方

式來防疫。

百歲老人染疫後痊癒帶來希望

趙凱（視頻截圖）

武漢漢口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在進行消毒工作。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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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在疫情衝擊政局，黨內暗湧

再現之際，身兼公安部常務副部

長的王小洪日前現身公安部會

議，宣布公安特勤局官員任職決

定，強調要與習近平中央保持一

致。去年 11月，作為習近平親信

的王小洪首次以「特勤局黨委書

記、局長」身分亮相公開報導，

曾引發驚疑。

再強調「兩個維護」

據公安報報導，3月 27日，

公安部召開會議，宣布公安特勤

部門局級領導幹部任職決定，公

安部黨委副書記、常務副部長，

特勤局黨委書記、局長王小洪出

席並講話。

王小洪聲稱公安特勤部門要

在「兩個維護」上當標桿，與以

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黨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而所謂兩個維護，據

官方解釋其實就是維護習近平。

此前中辦主任丁薛祥曾在官

媒發文強調「兩個維護」中的「維

護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對

象是習近平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

導」，對象是習近平中央，不能

層層套用隨意延伸。

去年 5月，公安部機構中新

設立了特勤局，同年 11月，中共

四中全會後，王小洪首次以「特

勤局黨委書記、局長」身分亮相

公開報導。

媒體財新網曾稱，公安部絕

大多數新設局級機構一把手，並

不由公安部副職領導層兼任。正

部級的王小洪此次屬破格擔任

特勤局局長，引人關注。

負責「四副兩高」
王小洪是習近平的福建舊

部。習任福州市委書記時，王小

洪就是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長，負

責習近平的安全保衛。

王小洪去年首次以「特勤局

黨委書記、局長」身分亮相之

時，恰逢中美大打貿易戰，經濟

下行、物價上漲、外資撤離、失

業潮以及香港事件在內的各種衝

擊發生。黨內反對勢力借朝野對

習近平的憤怒，乘機進行「逼宮」

之說，以及包括習近平接班人在

內的人事變動消息，也廣泛流傳。

王小洪兼任公安部特勤局

長，本身已是公安部常務副部

長、北京市公安局長的王小洪，

可謂控制了京城維穩力量，在四

中全會後還要兼管一個涉及高官

警衛的特勤局，意味不尋常。

公安部特勤局負責的警衛對

象，是所謂的「四副兩高」（國

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國務

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全國政協

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

察院檢察長）以及外國訪華要人

等。這實際上囊括了七常委之外

的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

分析認為，習近平要破解黨

內政敵的威脅，這類高層級的官

員自然是監控和監視的重點對

象。不但如此，外國訪華政要也

是習近平需要自己人進行監控，

以避免有高官秘密接觸「裡通外

國」。

在習近平上臺之際，就已由

親信王少軍迅速掌握了中央警衛

局。從掌控中央警衛局到控制公

安特勤局，都透析出習近平防範

黨內有人造反的心計。

上海突然關閉地標

3 月 29 日，習近平去了浙

江寧波，力推企業復工復產。官

媒報導，習近平去了寧波舟山港

和北侖大�高端汽配模具園區，

瞭解復工、復產情況。這兩地都

處在長三角地區，可以看作是

當局推動復工、復產的重要指

標區。

官媒表示，從 2 月 3 日政

治局常委會議，到 3 月 27 日的

政治局會議，習近平已經提到了

57 次復工、復產，並且強調企

業復工、復產是他「傾心關注的

重點」。

但就在同一天，經濟中心上

海突然宣布重新關閉三大地標建

築。從 3 月 30 日開始，上海浦

東 3 大高樓的觀光廳又關閉了。

上海東方明珠、金茂大廈、上海

中心都給出了相同的理由，「接

到上級單位通知，為進一步加

強對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保障遊客

的健康與安全」。

法廣評論認為，官媒聲稱

「一手抓戰疫、一手抓發展，

是習近平部署、指揮的兩場硬

仗。」但這兩場「硬仗」都不好

打，已經開業的影院重新關閉，

上海等地突然關閉室內景點就很

能說明問題。

無症狀感染者

在習近平推復工的同時，作

為事關疫情是否真正降溫的關

鍵，「無症狀感染者」問題正在

成為焦點。

「無症狀感染者」是指無臨

床症狀，但呼吸道等標本病毒病

原學檢測呈陽性者。根據世界衛

生組織的歸類，不論是否有症

狀，只要經檢測呈陽性都算確診

病例。但中國此前公布的疫情防

控方案中，「無症狀感染者」不

列入確診病例。

英國《金融時報》3 月 27

日發表文章引述當地醫護人員的

話透露，「武漢市的情況並不如

官方公布般理想，並指當局為控

制確診數字，有病例懷疑未被通

報，亦有大批『無症狀感染者』

的病例不計算為確診個案」。

香港《南華早報》3 月 22
日也曾引述所謂「中共官方機密

數據」報導稱，「在 2 月底有近

4.3 萬例無症狀陽性個案未被列

為確診（統計）。」

另據「香港 01」3 月 29 日

報導，寧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陳奕等人發表的最新論文研究

結果顯示，確診病例的密切接

觸者感染率為 6.3%，而無症狀

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感染率為

4.11%。研究認為，感染者不論

有無症狀，其傳染能力並無明顯

差異。

上海疫情醫療救治專家組組

長張文宏 3 月 27 日在研討會上

說：「我們發現無症狀的病人越

來越多。因此，快速診斷是極為

重要的，否則意味著大量的病

人會滯留在社區，造成社區的

爆發。」

李克強不信「零病例」

澎湃新聞 3 月 24 日報導

稱，李克強在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會議上指出，此次疫情不大可能

像當年非典那樣突然消失，「千

萬不能為追求零報告而瞞報漏

報。」

李克強此番話引發網友熱

議，有人質疑李克強「大概都是

揣著明白裝糊塗」。也有人認

為：「很明顯內鬥」、「這是互

掐的節奏」。

3 月 30 日，李克強再次主

持召開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會議，

要求突出無症狀感染者防控。

法廣 3 月 31 日評論認為，

李克強陡然釋放出一種疫情並沒

有遠離中國大陸的疑慮。引人矚

目的是會議不允許各地為了「追

求病例零報告」而瞞報、漏報。

習近平視察武漢之後，宣布

形勢向好，全力復工，結果各

地很快就出現了「你清零，我清

零」的局面，好像讓人恐怖的病

毒，只因為領袖的號召，就一下

子消失了。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

導】北京當局因隱瞞致「中共肺

炎」大爆發，不但社會不滿聲

音四起，黨內也「倒習」暗湧不

斷，並延伸至紅二代。傳因發文

直批習近平的前房地產大享、

紅二代任志強，據稱於 3 月 12
日被當局帶走，定為國安「重

案」。近日又傳出多位民企大

佬和中共元老分別上書習近平吁

放了任志強。

綜合網路消息，在任志強被

抓後，3 月 26 日，網傳馬雲、

柳傳志、潘石屹等民企大佬聯名

上書習近平，要求釋放任志強。

同期又傳出，3 月 25 日中共元

老李瑞環、溫家寶、李嵐清、胡

啟立、田紀雲也有上書習近平，

內部稱之為「五老上書」。消息

並稱，「此事比任總公開信之事

嚴重千倍，目前正在高層發酵擴

大。」

此外，3 月 22 日，中共紅

二代陳平於微信轉發的給中共

高層及退休元老的匿名「建議

書」，當中呼籲緊急召開政治

局擴大會議，討論習近平下臺

問題。 
但北京時政評論人士華頗

對海外媒體《希望之聲》分析認

為，習近平釋放任志強的可能性

不大。

華頗認為，如果現在任志強

真正被放了，那習近平得出於一

個大的妥協，可能要穩經濟，還

讓這些黨內或者經濟界放心，只

可能是策略性的一種讓步。他

認為習近平在壓力足夠大、形

勢足夠嚴峻的時候，當然也會

妥協。 
據此前報導，任志強據稱被

關在北京市紀委昌平蟒山基地，

已開始絕食。

中共北京市紀委已對他立案

調查。任志強的大兒子、秘書也

被抓了。他的妹妹及家人都會受

到影響。任志強案目前任何人不

得插手，不能介入，不能求情，

包括與任志強關係密切的國家副

主席王岐山。

而任的友人近期不斷在海外

推特翻出其過往言論，包括呼籲

人民推倒中共這堵牆，以佐證

任志強並非出於權鬥動機寫文

章批習。

華頗表示，任志強吁「推

牆」等等，對於中共而言已經是

立場問題了。故此現在黨內別說

王岐山，只要不是體制的對立

面，都不敢為他說一句話。在中

共這個體制下，已經把任志強視

為叛逆了，會被嚴懲。 
華頗還認為任志強可能會被

進行所謂「政治問題，經濟化處

理」。他說，一直以來腐敗現

象、民怨等等都跟房地產有很大

的關係，當局打擊房地產商既平

了民憤，又撈了錢。因為在中共

治下難免誰都有一點經濟問題，

當局很可能會趁機把搞房地產的

那些人也都弄下去。

他說，當局會蒐集任志強的

經濟問題狠狠治罪。在中國，本

來房地產開發商聲譽就非常惡

劣，中共成心把火力引到他們身

上。早就預備好了，差不多的時

候讓這幫房地產開發商作為釋放

民怨保政權的替罪羊。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武漢市中心醫院 4 名醫生因感

染病毒去世，300 多名醫務工

作者被感染，黨委書記蔡莉於 3
月 11 日被揭發並引起海內外公

憤，卻依然毫髮無損。香港獨立

維權媒體胡評社最新發布了對蔡

莉一家的調查報導。

疫情初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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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李文亮、艾芬

醫生向外傳播疫情信息的同時，

沒有注意到對一線醫生護士的防

護。甚至，對於戴著口罩參加會

議的江學慶醫生進行嚴厲批評。

後來醫院多位醫生看到江學慶醫

生不戴口罩。幾天後，江學慶醫

生被確診感染病毒，3 月 1 日經

搶救無效殉職。

蔡莉長期身處武漢衛生系統

的處級官員，曾任武漢市衛計委

組織人事處處長，2017 年起任

武漢市中心醫院黨委書記。從

《南周》報導說，她是典型的不

懂技術而外行指揮內行的官僚。

坊間知情人士報料稱，蔡莉

丈夫為武漢數一數二的醫療器械

商，或存在夫妻勾結，利益輸

送，擁有大量隱秘財產。胡評社

調查發現，湖北鑫燁醫藥原董事

長、現任監事的劉愛國多方面特

徵相符。

公開資料顯示，湖北鑫燁醫

藥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藥品銷售，

及醫療器械批發、基藥配送、藥

品零售連鎖，專科醫院為核心業

務的醫藥企業。胡評社稱，湖北

鑫燁有高達 140 名員工，歷史

高管中有劉姓的則僅有劉愛國。 
湖北鑫燁自 2004 年註冊成

立，此前有隸屬於武漢市藥監局

背景。 2013 年，劉以湖北鑫燁

名義與 9 名自然人股東合夥註

冊了武漢市漢陽區鑫業小額貸款

有限公司，註冊資本 1 個億。

而到了 2015 年 11 月 17 日，劉

又註冊了武漢東方鑫地置業有限

公司。劉以高暴利醫藥業起家，

又進軍火熱的小貸、地產業。

到了 2019 年 7 月 2 日，劉

的鑫燁公司被超級醫藥央企中國

醫藥集團下的國藥控股湖北公

司「收編」，雙方合資成立了國

藥控股鑫燁（湖北）醫藥有限

公司，國藥控股佔 51% 而湖北

鑫燁則佔 49%，國藥派出董事

長，而劉愛國則擔任總經理。

胡評社說，作為知名企業

家，此劉愛國十分低調，公開報

導的個人照片，僅能在 2016 年

7 月 13 日的藥品捐助中出現。

而這一低調，自然也符合裸官家

庭保住政治地位之需要。 

習近平促復工 李克強發警告

任志強或被定經濟罪 成民怨替罪羊

王小洪特勤局放風保衛習近平

李文亮上司武漢裸官猛料被曝光

任志強失踪前照片。（推特）

【記者董林杉綜合報導】中共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拋出「美

國軍人將病毒帶到武漢」的言論

後，至今已經 25 天沒有露面，

也沒有再主持中共外交部每日的

例行記者會。根據中共外交部官

網上例行記者會的記錄，每個發

言人約每兩週輪換一次。

4 月 1日，有推友爆料稱，

趙立堅叛逃到美國駐華大使館。

外界猜測，這可能與趙立堅在 3
月12日推特上的「甩鍋」言論，

引起非議有關，他聲稱「可能是

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要求

美國公開「零號病人」，並說「美

國欠我們一個解釋」。

3月 31日在華盛頓召開的一

場視訊座談會上，美國國務院發

言人透露，習近平在上週向川普

承諾，將遏制虛假信息宣傳，並

承諾降低中共官方人員協同散佈

陰謀論的作法。有分析認為，趙

立堅從中共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消失，可能與此有關。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刊文反

駁說，崔天凱的言論和趙立堅、

華春瑩的說法，符合中國官方的

輿論宣傳，目的是要淡化中國在

這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中所扮演

的隱瞞疫情的角色。

美國聖湯姆斯大學國際研究

中心教授葉耀元告訴記者，中國

除了「甩鍋」外，還要通過大外

宣的方式對國內進行內宣。

葉耀元表示：「中國政府對

內安撫，告訴國民疫情不是中國

的責任，不需要感到內疚，同時

激起民族情緒來維持中國共產黨

的政權。」 

據傳趙立堅 
叛逃美國大使館

 習近平與李克強。（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

報導】北京一直宣稱疫情

放緩甚至清零，為推動全

面復工做基礎，但是近期

一個「無症狀感染者」巨

大隱患，把習近平和李克

強也扯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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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過問題 拒評台灣
香港電台（RTHK）的記

者唐若韞 28 日在網上與艾沃德

（Bruce Aylward）進行視訊訪

問，期間問到「世衛是否會重新

考慮台灣的會籍問題？」艾沃德

當時眉頭皺了一下，過了幾秒之

後都沒有回答。唐若韞接著再對

艾沃德說「哈囉？」想看他是否

有聽見。艾沃德回說：「抱歉，

沒有聽到你的問題。」唐若韞接

著說，「讓我重複一下」，但艾

沃德馬上搶話說：「沒關係，問

別的問題吧！」

唐若韞仍不放棄追問：「我

其實想問跟台灣有關的議題。」

就在此時，艾沃德似乎手動掛斷

了兩人的視訊。當重新接通後，

看中國記者許天樂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WHO）

的加拿大籍高級顧問艾沃德

接受香港電台記者的視訊訪

問，被問到世衛是否重新考

慮接納台灣的時候，他一度

裝作沒聽見，更掛斷視訊，態

度引發全球熱議。

世衛官員避談台灣遭痛批

唐若韞問到：「我想請你談談台

灣到目前在防治疫情方面的表

現。」艾沃德說：「我們已經談

過大陸了。如果你看大陸各個地

區，他們其實都做得很好。講到

這裡，謝謝你邀我們參加（這

次訪談），祝你們在香港對抗疫

情的工作順利。」

RTHK 隨後把有關影片毫

不剪接地公開，引起全球網絡熱

議。有關推特貼文 2 日間得到

逾 5 萬轉發及留言。世衛的官

方推特及臉書也隨即湧入來自世

界各地的網民，留言批評一度

「刷屏」。

官網除名涉事官員

台灣《SETN》發現，根據網

頁快取內容顯示，28 日世衛官

網官員名單仍有艾沃德的資料，

不過 30 日艾沃德的名字從世衛

官網上消失了。官方也沒有交代

艾沃德的去向。

《中央社》報導，世界衛生

組織 2 月中旬派國際專家前往

大陸了解武漢肺炎疫情，而率領

專家小組的正是艾沃德（Bruce 
Aylward），他曾在北京記者會

上表示，自己若感染武漢肺炎，

將希望在中國大陸治療。

WHO罕有發表聲明稱 
「台灣」

30 日，世衛發表聲明中罕

有地提到了「台灣」而非「中國

台北」。聲明稱，台灣目前的

確診數佔人口比例低，WHO 會

汲取所有區域的經驗，也向包括

台灣在內的各地區衛生相關部門

汲取經驗，並向全球分享最佳做

法。針對台灣參與世衛一事，聲

明稱這取決於世衛成員國，而非

世衛工作人員。

《CNA》報導，曾擔任衛生

署駐歐洲衛生組長的張武修表

示，世衛已經被北京化，「世衛

應該及早得知警訊採取行動，可

它卻只聽信北京講的話」。

外界評論認為，世衛長年

配合北京外交施壓，拒絕台灣

參與並將其名稱矮化為「中國台

北」，這次改以稱呼「台灣」並

以大篇幅回應事件，似乎令局面

有轉向的可能性。台灣抗疫成就

引起國際重視，近期全球出現挺

台聲浪的頻率有所增加，但在北

京持續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下，

後續發展仍待觀察。

港民悼831 警方圍捕拘54人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

綜合報導】3月31日是香港

反送中運動期間「831太子

站警察襲擊市民」事件七個

月，大批市民冒雨到太子港

鐵站外和平獻花紀念，不過

港警以政府新出台的防疫

禁令為由圍捕市民，至少54

人被捕。

當日大批市民冒雨前往太

子港鐵站，控訴港警在反送中運

動中濫暴，有人高叫「解散警隊 
刻不容緩」等口號，氣氛大致平

靜。不過當日稍晚大批防暴警前

往駐守、並以港府新出台的「4
人禁聚令」（禁止 4 人以上在公

眾地方聚集）來驅逐市民離開。

至晚上 8 時，更多防暴警

察到場增援，在太子道西元朗冰

室對外路口截查路人，期間要求

市民五個人站一排，然後拿出攝

影器材拍攝他們的面孔，指他們

「違反法例，多過四人集會」 ，
現場市民對此非常不滿，認為警

方蓄意誣告路人，雙方僵持不

下。至晚間 9 時，警方進行更大

規模圍捕行動，制服數名市民，

其中一名青年受傷血流披臉。

警察又舉起胡椒噴霧對準記者市

民，要求他們離開。

警方 4 月 1 日指，行動中共

拘捕 43 男 11 女，年齡介乎 12
歲至 70 歲，涉

嫌非法集結、

在公眾地方行

為不檢、藏有

陸駐港部隊直升機墜毀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香港主權移交22年來，首次有駐軍

軍機在港墜機。30日駐軍一架直升機

在大欖郊野公園一帶執行飛行訓練

任務時失事，未有民居受損或市民受

傷，但當局對這次重大事故隱瞞一日

才對外公佈，同時對機上人員的傷亡

情況隻字不提。 

《蘋果日報》報導，香港政府及駐軍

軍方在事發一天後通報事件，但均無提及

出事直升機上有多少人員、有沒有軍人傷

亡、直升機的損毀情況等。據悉，墜機地

點與八鄉謝屋村非常接近，新界西立法會

議員朱凱迪在社交網站透露，有目擊村民

表示十分擔心，因為駐軍平日經常有演

練，包括發射槍炮、直升機巡邏，而且

「密度很高」，憂慮意外會重複發生。墜

毀直升機可能會影響居民人身安全，政府

都有必要盡早讓市民知道，相隔 24 小時

以上才公布是毫不負責的行為。

不過當日下午，中華電力連接屯門龍

鼓灘至沙田的 40 萬伏特架空電纜曾出現

故障，導致 40 萬伏特高壓供電系統短暫

電壓驟降。中電稱正就事故進行調查，未

知是否與事故有關。

路透社早前引述多位駐港外國使節

表示，大陸當局在 8 月以例行「輪換」為

名，向香港增派大量軍人和武警，駐港軍

隊人數估計從原本的 3 千 -5 千人，倍增

至 1萬 -1.2萬人，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

▲艾沃德接受港台採訪的畫面。（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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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建立聯繫

美國會議員籲調查世衛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共

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及霍利（Josh Hawley）
等也在推特上轉發這段視頻，並

說：「世衛組織繼續為中國而出

賣自己。是時候在該組織清理門

戶了，這個組織正在我們眼前讓

世界大失所望。」

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Rick 
Scott）31 號發表聲明，重申世

衛使命是向世界提供公共衛生信

息，「他們需要為自己在傳揚不

實信息和幫助共產中國掩蓋全

球流行病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負

責。」他也批評中共掩蓋真實死

亡人數和病例，美國會應該舉行

聽證會，「全面調查美國納稅人

是否應該繼續每年花費數百萬美

元來資助一個蓄意學舌中國共產

黨宣傳的組織。」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

（John Bolton）也在推特上發文

表示支持，他說，「應該對世衛

組織及其有可能參與共產中國掩

蓋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問題展開

全面調查」。

工具可作非法用途及盜竊等。

旺角東區議員林兆彬事後在

社交媒體譴責港警早在太子站外

設封鎖線，阻止市民和平獻花表

達訴求，不過當晚市民送來的獻

花仍裝滿 16 個箱子。他寫道，

今時今日連最溫和的獻花權利都

可以被政權剝奪，沒有甚麼是不

可能的。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大律

師黃宇逸指，警方過去使用

的「非法集結罪」與新實行的

「4 人禁聚令」，其實沒有實際

分別，兩者都要有共同目的聚

集，主要還用警員的「常識」

判斷，因此非常容易被警方濫

用。他說：「有時人群不是想故

意站在一起，只是碰巧站在同

一位置，可能已經可以讓警方

視為聚集，變相警方用來作自

己目的的空間就大了。」

【看中國訊】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

中心總監何栢良表示，香港在過去十天新

增約 430 宗武漢肺炎個案，截至 1 日共

765 人確診，預計短時間內可能會出現單

日超過 100 宗確診個案。

新增確診者中，34 人有境外旅遊紀

錄，包括 13 名留學生，以及孕婦、機師

及香港入境處員工。此外，一名僅 1 個

月大的男嬰確診，而父母並無染病。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形

容，疫情初期，香港人的防疫意識較高，

但是近日又鬆懈了，開始疏忽個人衛生。

香港疫情進入「稍稍失控」的狀態，預料

短時間內會出現 2000 宗本地感染個案，

將對醫療系統造成巨大壓力。

香港疫情恐臨大爆發 台灣呼吸機比率 
高於發展國家

【看中國訊】隨著武漢肺炎全球感染

人數增多，呼吸器成為了重要物資，各國

工廠紛紛轉做呼吸器。雖然目前台灣醫療

體系呼吸器充足，但是台灣尚無自產呼吸

器的生產線。

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醫療應變

組副組長石崇良日前指出，台灣每 10 萬

人口有 61 台，與英國、德國、義大利相

比都充足。

 經濟部 30 日透露，國內有生產睡眠呼

吸中止症呼吸器的業者將撥出產能，轉做

急重症呼吸器，並將協助有意願業者取

得相關許可，這意味著台灣「呼吸器國家

隊」有望誕生，目前尚待釐清生產規格。

此外，台灣外交部日前確認，將捐贈

美國 200 萬片、部分疫情嚴重的歐洲國

家 700 萬片、以及友邦 100 萬片口罩，

並提供人道援助。未來台灣將會持續評

估，並規劃接下來的援助，對象包含新南

向國家。

（CNA）

（直播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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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近日，歐亞多國接連

曝出從中國進口的口罩、試

劑盒質量低劣，錯誤率高的

消息。各國紛紛要求退貨，

改從其他國家進口，美國、

歐盟宣布停止從中國進口

對抗疫情的醫療物資。此次

事件，直接致使歐洲對中方

「好感消失」，美國媒體則

表示，中方行為讓人「感到

不安」。

【看中國記者王璐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擴散，各國政

要及商界名流相繼感染或隔離。

包括 3 月 30 日梵蒂岡宣布紅衣

（樞機）主教安吉洛．德．多納

提斯（Angelo De Donatis）被

確認感染了新冠病毒。

66 歲的多納提斯主教是羅

馬教區主教，他是梵蒂岡至今已

被確珍的 7 名武漢肺炎病毒感

染者中，最高級別的神職人員。

位於羅馬城內的城中之國梵蒂

岡，共有 830 名常駐人員，出

現 7 人感染新冠病毒，感染率

0.84%，已遠高於意大利全國的

平均數字。

梵蒂岡近年來與北京簽了綏

靖協議。 2019 年持續半年多的

香港反送中運動被認為是對全世

界良心的考驗，梵蒂岡選擇沉

默。梵蒂岡還為飽受詬病的中共

活摘器官罪行洗白，更留污名。

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知
名主播、紐約州長葛謨 (Andrew 
Cuomo) 的親弟弟克里斯 ‧ 葛

假貨「抗疫」多國抗議

3 月 28 日，荷蘭下令從醫

院召回 60 萬個劣質中國口罩。

荷蘭衛生部說，這批口罩標明為

「KN95」等級，並配有質量檢驗

合格證。但經過兩次檢測，發現

這批口罩不能正確覆蓋臉部，而

且口罩的過濾功能不起作用。這

些口罩會給正在抗擊病毒的醫護

人員帶來致命傷害，特將此批口

罩全部棄用，已經發給醫院的全

部召回。除了荷蘭，歐亞多國都

遭遇了類似狀況。 3 月 21 日，

捷克宣布，向中方訂購的 15 萬

套快速檢測試劑盒，錯誤率高達

80%，只能棄用。

3 月 26 日，西班牙稱，向

中國購買的 34 萬個檢測試劑

盒，錯誤率達 70%。

3 月 27 日， 土 耳 其 衛 生

部 長 法 赫 丁 · 科 卡（Fahrettin 

謨 (Chris Cuomo)3 月 31 日 宣

布確診新冠病毒。對很多美國觀

眾來說，記憶猶新的是，幾週前

克里斯葛謨批評美國總統川普將

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稱

病毒「可能來自任何一個地方。」

3 月 25 日，71 歲的英國王

儲查爾斯親王確診；時隔兩天到

3 月 27 日，英國首相約翰遜以及

羅馬教區紅衣主教安吉洛．德．多納提斯（右）是梵蒂岡至今感染武

漢肺炎的最高級別神職人員。(Getty Images)

日前與加拿大總理夫人等國際政

要開會的衛生部長漢考克（Matt 
Hancock）先後宣布確診，隔離

辦公。英國首相約翰遜先前表

示，對華為 5G 持開放、公平態

度，引來不少保守黨內閣及其美

國盟友的不滿。確診後約翰遜表

示，不滿中共涉嫌隱瞞公共衛生

議題的嚴重性，待疫情危機結束

疫情衝擊名人政要 梵蒂岡成重災區

全球封禁中國假防疫品

Koca）指出，中國產的檢測盒準

確率僅30%到35%，不能使用。

3 月 28 日，菲律賓衛生部

副部長維赫利（Maria Rosario 
Vergeire）表示，中國政府提供

的 10 萬個檢測試劑盒，準確率

僅 40%，無法使用。

中方聲譽遭破壞 
美國、歐盟宣布禁令

多國發出上述消息後，加拿

大表示，衛生部會重新評估從中

國所獲得的物資信息。馬來西亞

表示，不會從中國訂購檢測試劑

盒，將改用韓國試劑。美國宣

布，取消對中國口罩標準認可，

停止從中國進口口罩，同時從俄

羅斯進口醫療設備和防護用品。

歐盟宣布，禁止進口所有中國生

產的用於對抗疫情的醫療設備。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歐盟中

國關係專家安德魯 ·斯莫爾表示，

歐盟對中共的最初好感已經消

失。葡萄牙前總理高級顧問、歐

洲事務部長發推文說，中共在兩

週之內就破壞了它處心積慮在歐

洲建立的聲譽，讓人難以置信。

美國之音 3 月 29 日報導

稱，隨著中共對外援助活動的逐

漸展開，受援國對中共的看法在

逐漸改變，他們不是變得對中共

更加信任，而是感到更加不安。

全球醫用資源枯竭內幕

今年 1 月，疫情最先在武漢

爆發。 1 月到 2 月，中國接受了

近 80 個國家和 10 個國際組織，

包括口罩和其他醫療物資的捐

贈。同時，中國海外團體買光他

國資源，以及其他國家日產量和

儲備有限等因素，造成多國包括

口罩在內的資源緊缺甚至枯竭，

以致在疫情衝擊下陷於被動。

然而，最近才有多方消息披

露，這場掃空海外醫療物資的行

動，是經過策劃組織的。消息

稱，在疫情初期，中共一方面隱

瞞疫情，另一方面通過駐外領

館，利用海外中企、央企、海外

華人社團及商會等，洗劫式搶空

各國醫療物資，運回中國。

例 如， 澳 媒《悉 尼 晨 驅

報》報導，受中共支持的房地

產巨頭綠地集團（Greenland 
Group），在疫情爆發時接到中

共指令，擱置正常工作，在全球

大量採購醫療用品運回中國。

該公司內部人士透露，公司

員工被要求提供任何醫療用品，

蒐集物資優先於其他工作，這項

行動持續了數週直到 2 月，甚

至整個會計部門缺席了幾天，因

為大家都在採購物資。該員工披

露，綠地集團在全球都這麼做，

購買了大量外科口罩、防護服、

護目鏡、溫度計、抗菌濕巾、消

毒水、手套等，甚至在社交媒體

炫耀搶購成績。公開信息顯示，

截至 1 月 31 日，綠地集團從澳

洲、加拿大、土耳其和其他國家

購買了 300 萬個防護口罩、70
萬套防護服和 50 萬副手套。

中國口罩生產廠(Getty Images)

假防疫品謀財害命 
「這非常恐怖」

1 月初，武漢衛健委第一次

官方宣布疫情時，中國的口罩日

產量約為 2000 萬個。 1 月以來

醫療產品產業便快速擴張，各地

工廠紛紛增加產能。根據官方數

據，到 2 月底，中國日產 1.16
億個口罩，約為該月初的 12
倍。在國內需求放緩後，這些工

廠開始把目光投向海外。

在海外疫情大流行期間，口

罩等防護用品是前線醫務等工作

人員急需、可以救命的物資。

「Bird&Bird」律師事務所律師

安東尼 · 威爾金森（Anthony 
Wilkinson）表示，歐盟和美國

都放鬆了對醫療設備進口的監

管，因為「我們處在與正常流程

非常不同的境況」。然而，讓

他們意想不到的是，在他們嚴厲

批評北京最初掩蓋疫情時，性命

攸關的醫療物資也可以造假。

對此，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認為：「現

在這麼多偽劣商品出口，顯然中

共是放鬆了檢測，縱容這些工廠

出口，存心就是害人，不光是道

德問題，實際直接是一個犯罪問

題，在中共的默許和慫恿之下，

在害西方人的命、謀西方人的

財。」

多倫多大學生物倫理學家鮑

曼（Kerry Bowman）表示，在

疫情期間，假冒防疫物資的銷

售，後果可能是致命的。「有人

在這種時候，試圖以這種方式賺

錢，這非常恐怖。」

◆以色列為制止新冠病毒疫

情在該國和聖地耶路撒冷蔓延

而做出各種努力，並宣布關閉

了耶路撒冷的聖墓大教堂，這

是該教堂自 1349 年以來的首次

關閉。據福克斯新聞網 3 月 30
日報導，據現已落鎖的教堂鑰匙

的保管者阿德埃．喬德（Adeeb 
Joudeh）說，聖墓教堂被朝聖者

認為是位於耶路撒冷舊城的耶穌

墳墓的所在地，這是歷史上自黑

死病大瘟疫以來的第一次關閉。

阿德埃．喬德（Adeeb Joudeh）
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

說，在 3 月 25 日接到以色列衛

生官員的命令後，「耶路撒冷的

所有教堂、清真寺和猶太教堂都

關閉了，但我們理解這種情況。

我們都在祈禱。」 他還表示：「看

後，會重新檢討雙方關係，採取

反制行動，包括排除華為參與英

國未來 5G 基礎建設之外。

在美國華爾街，傑富瑞集團

（Jefferies Group）3 月 29 日宣

布，首席財務官（CFO）佩格‧

布羅德本特（Peg Broadbent）
感染武漢肺炎後，因併發症去

世，終年 56 歲。傑富瑞集團是

華爾街知名投行，也是最大的獨

立投資銀行公司之一，而布羅德

本特是首例死於武漢肺炎的華爾

街高管。華爾街的一些投資公司

被一些媒體質疑存在於中共權貴

資本存有勾兌的嫌疑。

國際政壇上，引發廣泛關注

的下一位元首是俄羅斯總統普

京。據《紐約郵報》報導，上週

一位陪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參觀莫

斯科一家醫院如何治療武漢肺炎

患者的醫生，近日向外界公布自

己的中共病毒檢測呈陽性。克里

姆林宮稱：「（普京）一切都很

好。」普京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接

受常規的 COVID-19 檢測。

到聖墓教堂關閉令我感到非常、

非常難過。」雖然聖墓大教堂已

經關閉，但是該地區的宗教領袖

仍在大教堂的門前祈禱。

◆捷克警方 3 月中旬搗破

一名名為周靈建的中國僑領在當

地的倉庫，起出 68 萬片非法囤

積的醫用口罩和 2.8 萬片 N95
口罩，全數沒入，這名僑領也具

有中共統戰系統官員的身分，負

責捷克境內最大的海外華人統派

協會「青田同鄉會」，與捷克總

統的社交圈有所往來。這些防疫

物資周原本打算透過 1 間捷克

空殼公司以 90 萬美元左右的高

價賣給捷克官方。沒收的口罩

中，有 10 萬餘片是屬於中國浙

江省青田區紅十字會捐贈給海外

華人的，而有部分口罩裝在貼著

中國與意大利國旗的箱子裡，警

方不排除是贓貨。周靈建還經營

最具影響力的捷克華語媒體《布

拉格華人時報》，與北京政府有

直接聯繫。

◆荷蘭辛格拉倫美術館 3
月 30 凌晨 3 點遭人打破玻璃前

門闖入館內，竊走一幅借展的荷

蘭名畫家梵高（Van Gogh）畫

作。這座美術館正因防治疫情而

封館中。失竊畫作是梵高 1884
年完成的〈春日花園，春天在

努能的牧師公館花園〉（Spring 
Garden, Parsonage Garden at 
Neunen in Spring）。 這 幅 畫

是從荷蘭的格羅寧根美術館

（Groninger Museum）借來展

出。失竊畫作估價介於 100 萬

至 600 萬歐元。

◆德國外交部宣布，歐洲國

家已透過「支援貿易通匯工具」

（INSTEX）將醫療物資自歐洲

運送到伊朗。這是歐洲為規避美

國對德黑蘭制裁措施而設立的機

制完成首筆交易。英、法、德三

國 1 年前宣布創設 INSTEX，

如今才完成首筆交易。過去數個

月伊朗不斷抱怨歐洲國家遲未行

動。截至 3 月 31 日，伊朗境內

確診人數逼近 4 萬 5000 人，死

亡病例攀升至近 3000 例。伊朗

政府已警告，疫情恐怕還會持續

數個月，累計死亡人數可能破

萬。

◆澳洲最慘野火終於隨 2
月雨季到來而熄滅，大火摧毀

無數家庭，造成 10 億隻動物死

亡，而澳洲受災最嚴重的新南威

爾斯州當局於 3 月 31 日宣布野

火季結束，野火吞噬新州 6% 土

地面積，造成 25 人死亡，總計

全澳洲共 33 人不幸罹難。圍繞

火災的起源亦引發爭論，有人認

為氣候變化是造成大火的原因，

但也有人爭辯說氣候變化的影響

被誇大了，因為很多證據顯示，

縱火是澳大利亞人毀滅性森林大

火災難的根源。

◆美國為首的國際聯軍於 3
月 29 日開始撤出伊拉克北部基

爾庫克的 K-1 空軍基地，為聯

軍 3 月撤兵的第 3 個地點，符

合美國於兩地合併部隊的計畫。

聯軍所發的聲明指出，撤出 300
人後，空軍基地內價值 110 萬

美元的設備將留予伊拉克軍方。

由於伊拉克政府與庫德族自治區

在附近地區有領土爭議，原本就

有利於伊斯蘭國人員進行攻擊，

一旦聯軍撤出，恐怕伊斯蘭國更

容易突破「安全缺口」。

◆日本政府拒絕包含美國

洛克希德馬丁、波音、英國航太

系統等軍火大廠的提案，選擇與

三菱重工簽下一筆高達 400 億

美元的合約，打算自行設計、研

發五代匿蹤戰機。三菱重工曾於

2016 設計過 1 架「先進技術驗

證機」X-2 的試驗機（又稱「心

神」），作為未來自行打造五代

匿蹤戰機的技術實證平臺（代號

F-3 戰機或稱 FX）。據悉，洛

馬公司提出的方案是結合 F-22
和 F-35 元素的飛機；波音則給

以 F/A-18 大黃蜂為基礎設計的

方案；英國航太系統則是以 EF-
2000 颱風為基底的設計方案。

法意倡議冠狀債券  
遭德總理反對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因應武漢肺炎對歐洲的經濟

的巨大衝擊，以法國、意大利為

首的部分歐盟國家倡議發起「冠

狀債券」，但此一建議卻遭德國

總理默克爾反對，認為歐元區

19 國為了因應這次疫情危機將

共同負擔債務。

中央社報導指出，現行歐洲

穩定機制的紓困資金在意大利等

南歐國家並不受歡迎，因實際上

它對經濟重整的金援是附有條件

的。不過 BBC 客觀指出，歐盟

已同意讓各成員國自由的就疫情

出招支援商界，摒棄了過往歐盟

國家嚴格的援助規定。歐盟委員

會亦暫緩歐元區內各國政府的債

務，讓成員國盡可能先把錢投放

在抗疫上面。歐洲央行也在近日

宣布了價值 7500 億歐元的援助

方案來購買債券，並形容這是無

限量地守護歐元。此外，歐央行

亦指成員國對於使用 2012 年就

應對金融危機所制定的「歐洲穩

定機制」有廣泛共識，可以變成

疫情危機緊急基金。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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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近期一篇在《美國之音》的

文章在熱傳，文章探究了「抄作

業」之說的出現與消失問題。

文章說，大約從 2 月下旬

起，在北京當局聲言已經開始成

功控制住疫情之際，在政府嚴控

下的網路上出現大量的嘲笑其他

國家防控疫情不會「抄作業」的

言論，即不會模仿中國現成先進

經驗的帖子大量出現。然而隨著

西方國家陸續推出重大舉措援助

受困企業和納稅人之後，「抄作

業」的言論突然銷聲匿跡。為何

如此？

在「抄作業」之聲音大起的

同時，「黨媒」也在大力宣傳在

富有遠見卓識和卓越戰略眼光的

中共領袖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堅

決果斷的疫情防控「讓人類命運

共同體的陽光普照世界」，使全

世界響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

合唱」。批評者說，「抄作業」

本來是一種可恥的作弊行為，但

宣揚「抄作業」之說的人卻對作

弊行為給予正面宣傳，顯示了他

們要麼是一直喜好「抄作業」並

習以為常，要麼是他們不懂抄作

業是一種作弊行為。

文章認為，武漢肺炎最終擴

散全中國和全世界的直接原因

是：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和誤導

性宣傳。美國國務院在 3 月 24
日指出：2019 年 12 月 31 日，

也就是在臺灣首次試著警告世衛

組織人傳人狀況的同一天，中國

當局卻噤聲了醫生，直到 1 月

20 日都拒絕承認人傳人，結果

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中共當局的疫情防控「作

業」還包括在疫情爆發後，武漢

市和湖北省倉促宣布封城封省，

導致不計其數的人道災難，中共

控制下的媒體對這些人道災難沒

有任何報導。許多法律學者和觀

察家指出，武漢市和湖北省的封

城是無法無天的操作。中國各地

隨後紛紛出現的各自為政的封

城、封路乃至封門的舉措，甚至

連官媒也不得不承認確實是無法

無天，太過分。

批評者紛紛指出，在中國網

際網路上一度盛行的這種說法嘲

笑其他國家，尤其是實行自由民

主制度的國家不會抄中國的這種

無法無天的作業，顯示了「抄作

業」的鼓吹者缺乏起碼的國際知

識、法治觀念和人道精神。

最後文章寫道：在西方國家

紛紛推出大手筆的經濟措施給企

業和個人紓困之後，「抄作業」

的說法在中共控制的中國網際網

路上突然銷聲匿跡。有人調侃

說：「我問鐘點工：為啥抄作業

的聲音不見了？鐘點工說：（人

家）都開始給老百姓發錢了，

（你讓中共政府）咋抄？」

「抄作業」之說的
出現與消失

上週五，在湖北、江西交界

處，江西九江公安局、衛健處的

幹部，設一關卡，在九江大橋上

攔截湖北人。雙方爆發衝突。公

安打不過，各自調集特警增援；

特警的車輛都被掀掉了。為什麼

是兩省政府之間的衝突？因為都

要做官，出了事情都要官位不

保。雖然中央說，疫情完全被控

制了，估計各級官員沒有一個相

信的，很多染疫的數據就是他們

根據上級指示壓下來的。北京，

至今也沒有解除封鎖，它卻要全

國各城市開工復工，打開交通

線；在祖國迎接全面偉大勝利的

大好形勢下，武漢居民依然感受

到了無盡的恐慌和歧視。

現在大數據全民監控全面

用來對付民眾，手機綁定個人身

份，無處可逃。連老人家都得要

學會支付寶微信健康碼，沒有你

就買不到菜。政府在 7 分鐘內

就能在人海中把一個可疑人物定

位，只要有一個病毒攜帶者出

現，馬上就能控制他。當然到現

在為止，也沒有任何一個官員和

這些訓練有素的監控警察們告訴

我們：武漢的零號病人是誰？對

全世界防控疫情最關鍵的人找不

到，但是共產黨對武漢居民實施

的「健康碼」系統管控卻有效的

告訴你武漢的每一個人的下落。

「健康碼」中綠碼是健康，黃碼

就是有嫌疑了，需要隔離，紅碼

就是帶病，紅碼治好了也是黃

碼。

3 月 25 日武漢部分公交根

據政府指示開通運營。上車就要

刷碼，憑綠碼乘車，這個健康碼

全國互認。昨天武漢一市民在乘

坐公交車刷手機卡時，其健康碼

綠碼變成了黃碼，公交車上其他

乘客立刻拒絕該乘客上車，雙方

爭執，最後報了警，最後車上幾

個靠的近有可能接觸的人又要隔

離 14 天。如果你是黃碼，在祖

國的各地都會受到這樣的歧視，

無法像一個正常的健康人一樣出

行。

那麼我們就要問：那些唱著

歌從火神山從方艙走出來的，究

竟恢復了沒有呢？如果恢復了，

為什麼不能像一個正常的健康的

人一樣生活，不讓人家使用交通

工具呢？如果政府不放心，不確

認這樣康復病人完全恢復正常不

再會傳染，為什麼不把他們繼續

隔離接受治療呢？

說到給一個人打上什麼顏色

的碼，讓我立刻想起了納粹時期

猶太人的遭遇。當時希特勒的納

粹陸續推出各項壓迫猶太人的政

策，最後大規模的抓進集中營進

行集體滅絕。希特勒規定猶太人

必需在衣服上有黃色大衛星的標

誌讓人識別，不准開車，不准搭

公共汽車，禁止夜間外出，只准

下午指定時間去指定的商店買東

西；網球場電影院歌劇院一律禁

止猶太人進入。希特勒這一招非

常凶險的，除了黃色作為明顯的

一種危險信號之外，普通的德國

人會培養出一種意識：他們跟我

們不一樣。

納粹宣傳部部長戈貝爾說：

「沒有了祖國，你什麼都不是 !」
當祖國就是一切的時候，你找不

到祖國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你想

抱抱都抱不著。但你可以抱著領

袖；還可以歌頌和孝敬黨的和權

貴們，仿佛他們就是「祖國」！

歧視，在黨的領導下，代

代層出不窮。土改，鄉紳地主

都是專政的對象，剝奪財產殺

掉；反右，所有的知識精英，專

業幹部都可能成為新的被歧視對

象，甚至沒有活下去的能力；文

革中老革命被紅衛兵清算；參加

八九六四的學生畢業後不給分配

國家工作；修煉法輪功的民眾數

以千萬計，無論是國家幹部、大

學生還是普通市民、農民、都被

剝奪經濟權利，受盡屈辱好多顛

沛流離的，還有檢舉的呢……武

漢人今天不就是被這樣的對待

麼？還有留學生們，昨天你們還

是留學海外的天之驕子，聽信黨

媽媽的召喚回去後，被強制隔

離，自負高昂的費用不算，還

有揹負「千里投毒你第一」的罵

名。「名譽上搞臭」的手段，是

不是跟當初搞臭法輪功一樣啊？

想過麼，在全國蔓延的對

湖北人，對海外歸國者的歧視當

中，這一切的仇恨鄙夷，從哪裡

來的？黨的外交部在造謠攻擊，

點燃戰火。可你代表著中國呀，

你這不是讓中國人全世界遭受歧

視，遭受排斥麼？我們指望別人

認清分清中共和中國，不如自己

走上前去，分清和拋棄禍亂的源

頭！

中國的房地產大亨任志強從

3月 12號失聯到現在下落不明，

2 月下旬網際網路上出現的那篇

痛批習近平是想當皇帝小丑的那

篇文章，比較大可能確實是出自

任志強之手，這一個月來都沒有

任志強和與他關係親密的人出來

闢謠；比較肯定的是任志強處

於自由受到限制的狀態，不能接

觸外界，按最壞的推測，他真的

搶救不治而離世，那會產生一個

很嚴重的後果，就是突破了紅二

代、三代們的一個心理底線：紅

色家族後人有免死的丹書鐵券。

紅二代們基本上也經歷過文

革，他們對當權者有個底線的共

識，就是不能讓文革當中的家破

人亡那一幕再重演，任志強一旦

身故會強烈影響到他們對習近平

的態度。

不是有別的紅色後人：薄熙

來和吳小暉被收監治罪嗎？但任

志強不是薄熙那樣真有什麼野心

的人，也不像吳小暉那樣高調擴

張、動到了別家的乳酪。任志強

只是個發牢騷的人，而且他說的

是很多人心裏想的，特別是他把

習近平和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做對

比，是能在紅二代圈子裡激起共

鳴的，所以強行治罪任志強是遠

遠不能在紅二代圈子裡服人心，

會使這個圈子更加分化對立。

任志強是雙重身份：紅二代

和民營企業家。我對中國民營

企業家們的勇氣之所以從不抱

信心，因為他們的發家之路就是

依附於權力、充當權力馴服的工

具。這樣的人生歷程對他們來講

也是思想的桎錮，希望他們心中

萌生現實的火種實在是一件極度

困難的事。

任志強的遭遇在民營企業家

中激發的最直接反應不是去推動

改革，而是趕緊跑路。 3 月 26
號新浪網披露出一條消息，雲南

首富李曉明一家六口人五個加入

了美國國籍，剩下一個是中國國

籍卻有美國綠卡。那麼對於中國

的就業就是一個壞消息，企業家

信心的下跌也就意味著經濟景氣

的下跌。這是會給習近平造成另

一個角度的壓力，並不是民營企

業家們主動想達成的。

回頭想想中共的歷屆黨魁，

還沒有像習近平這樣基本找不出他

的力量基本盤在哪兒的。而且搞怪

之處在於，習名義上的權威越大，

也就找不出他的鐵桿忠粉在哪裡。

開頭的時候紅二代也許是他的支持

者，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還發生過

紅二代集會挺習反腐的情況，隨著

劉源、張海陽被罷黜，而今任志強

生死不明，很難說紅二代對他還

有支持。他自己從浙江拉出來的那

幫人，這幫人類似於文革當中坐火

箭上升的新貴，像農民副總理陳永

貴、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之類，這

類人除了對領袖表忠、緊貼核心之

外，能力都很差，他們的路都不

長。

《周易文言篇》裡孔子講了

有三句話，貴而無位、高而無

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然後就

會「動而有悔」，幹啥事都是辦

一件砸一件。貴而無位：指地位

高貴沒有實權；高而無民：地位

高，但沒有老百姓支持你，不接

地氣；賢人在下位而無輔：真有

本事的人被壓在基層，和你隔絕

開了，你得不到有真本事的人幫

助。那你就危險了。

不過孔子沒說這三樣你是都

佔齊了才會倒霉呢，還是佔了一

樣兩樣就倒霉了。反正習近平最

少佔兩樣，高而無民；賢人在下

位而無輔。雖在體制內抓牢了

權力暫時還沒人敢挑戰他，但離

「有悔」也差不遠了。

（節 選 自《文 昭 談 古 論 今

YouTube 節目》）

紅黃綠 在祖國你是哪個碼？

江西九江公安與湖北小江鎮警察，因復工問題發生嚴重衝突，甚至大打

出手。而在湖北黃岡與江西九江交界處，湖北百姓想進入九江，遭到警

察阻攔，逾千湖北民眾聚集抗議，與警察發生衝突。（視頻截圖）

◎文：江峰

任志強事件丹書鐵券破功
◎文：文昭

◎整理：苗青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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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ty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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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Chang
Branch Mana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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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00 am - 5:00pm; 星期六須預約Unit 420, 1110 Centre ST NE地址 : WWW.LSIINS.INFO網址：403-474-3700電話：

網上流出任志強過生日的視頻，未知是否被抓之前拍的。（視頻截圖）

習近平在視察武漢一居民區時向

被隔離的居民招手致意。

北京當局正在透過「健康碼」軟體作為防疫控管的依據。（微博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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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在每天繁忙的

工作和生活中，我們經常都是來

去匆匆。很多時候，我們可能都

忽視了乘駕和停車時所應該具備

的禮儀。

古往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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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先為他人著想、以

他人為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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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讓我們跟大家一同回

顧一下北美的停車禮儀吧！

1.在停車場裡，請不要
停在非停車位

在擁擠的停車場裡發生碰撞

或刮碰的事故很多。有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有人將車停在過道中

間或停車位的旁邊。可能，這樣

對車主來講很方便，不需要再等

停車位，但這樣會給自己和他人

的車輛，帶來很大的發生碰撞和

刮碰的風險，尤其是在車庫的單

行線方向。

2.請不要佔有兩個車位
有的人開的是新車或車身稍

微大一點。為了避免碰撞，他們

就停在前後和左右的兩個車位中

間，這樣的確是可以保護好自己

的車子，但是對別的車主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粗魯無禮的行為。

尤其是在比較擁擠的停車場和停

車庫裡，每位車主都很渴望找到

一個合適的停車位。

3.盡量將車停在 
停車位的正中間

有的時候，我們經常看到停

車位中的車，非常靠近黃線的一

邊，而沒有均勻的停在停車位

裡。其實，這樣會給旁邊車輛的

車主造成很大的困擾，給對方停

車或開車門都帶來很大的困難，

同時也容易產生刮碰。

4.請不要佔用 
專用的停車位

雖然家庭停車位並不像殘疾

人停車位那樣受到法律保護，但

如果您佔用了家庭用停車位，那

些帶著嬰兒和嬰兒車的家庭，他

們只能停車在普通停車位上，從

而給他們的上下車造成了很大的

不便。

如果您的車不是混動車或電

動車，也請不要停在專用的新能

源車位上。尤其是在天冷的時

候，這些車更需要在專用的位

置、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充電。

5.在等停車位時，請打
開轉向燈，讓別的司機

知道您在等位
在比較擁擠的停車場裡，當

您看到有車從停車位出來時，那

您就儘可能的靠近一些，並打開

轉向燈，讓別的司機知道您正在

等這個停車位。如果別的車已經

在旁邊等待，那您就去找另外一

個停車位吧。不需要因為一個車

位而去爭吵，可能馬上就會有另

一個車位空出來。

6.請不要人肉佔車位
在比較繁忙的停車場裡，尤

其遇到節假日時，很難找到空的

車位。這時，有的車主就會請

他的朋友或親人下車，先去「人

肉」佔車位，這是非常無禮的一

種行為。因為對於別的單人車主

或車上都是老年人來說，這是不

公平的！您需要開著車，排著隊

等車位。

7.在加油站加油後，請
不要停在油泵口處

在加油站加滿油後，如果想

進店再買杯咖啡或食品，請不要

將車停在油泵口處。最好將車停

在旁邊的停車位上，再進店購

物。因為這時，可能其他人需要

到這個油泵口來加油。

8.路邊和坡路停車時，
請減少碰撞的可能

如果在路邊停車，請記得給

前後的車輛留出一定的位置，以

避免其他車輛啟動時，發生不必

要的碰撞。

如果在上坡、且停在路的右

側時，請將方向盤打向左邊，再拉

上手剎、熄火；下坡停車時，請記

得將方向盤打向右邊，拉上手剎、

再熄火。這樣，可以避免啟車時發

生溜車現象，從而減少與前後的車

輛發生碰撞或刮碰的現象。

9.停車開門時，請注意
不要碰到旁邊的車

停車後打開車門時，請不要

用力過猛，以避免打開的車門碰

到旁邊的車輛。尤其在風大的天

氣，一定要用手把住車門，小心

開門，以免刮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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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奔馳公司

消息稱，公司已經確定短期

產品開發計劃，預計會在 

2022 年底之前推出多達 

32 款新車。其中包括多款

EV車型、智能SUV車型、超

跑，以及插電式混動車型。

根據該計劃，奔馳將對旗下

C級、S級和SL車型進行換代。

第八代SL將基於AMG GT平台打

造，並回歸初代軟頂敞篷設計。

入門級車型預計搭載3.0T引擎與

48V輕混系統組成的動力總成，

高性能版車型或將搭載4.0T的引

擎，配備後置電動機。另外新車

還將採用2+2佈局。

作為奔馳家族的旗艦車系，

奔馳全新一代S級被稱為迄今為

止最先進的梅賽德斯量產車型。

新型豪華轎車的基礎是梅賽德斯

MRA平台的重新設計版本和全新

的電氣體系結構，該體系結構支

持眾多新的駕駛輔助系統，包括

三級自動駕駛功能和無人駕駛代

客泊車服務。

全新S級車型預計將搭載與混

合動力系統組成的2.9L直列六缸

柴油引擎和3.0T直列六缸汽油引

擎，而高端車型S560e則搭載具有

輕混系統的AMG 4.0T V8引擎。

和中國吉利汽車緊密合作的

都會小車Smart 品牌，將轉型為

純電動車，去年發布的全新電動

EQ Fortwo和EQ Forfour在今年年中

左右就會準備開賣。今年1月時

Mercedes-Benz和吉利汽車成立合資

公司，雙方各持有50%股份，到

2022年展開更加密切的合作後，

預計未來Smart還會推出更多車

型，據了解可能會有一款專為中

國製造的小型電動SUV。

在Mercedes-Benz的電動車產

品方面，EQ子品牌在這幾年內同

樣也會持續推出大量新車，除了

目前已知道EQA、EQC、EQV、

EQS之外，EQB、EQE甚至是EQG也

都在名單內。而且不只純電動車

款，搭載EQ Power插電式油電混

合動力的CLA和GLA與小改E級在3

月的日內瓦車展發布。

另外，至今年年底奔馳計劃

推出20款插電式混合動力車，據

參與研發的工程師稱，這些車型

將覆蓋從A級到S級。其中S560e

將成為新一代S級產品線的一部

分，其續航能力將是上一代的兩

倍以上。

作為奔馳品牌最為重要的

性能標誌，AMG也將推出AMG 

GT 4-door插電混動車型，而奔

馳Project One hypercar超級跑車計

劃，由於面臨排放法規問題，將

推遲至2021年之後。

（本文圖片來源：奔馳官網）

今年底奔馳計劃推出20款插

電式混合動力車，據參與研發的

工程師稱，這些車型將覆蓋從A

級到S級。

奔馳SL

Project One

Smart

奔馳S級

奔馳E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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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出身的創辦人陳奕璋曾談

道，近年來他以設計免費的作法，換取

許多聯名產品總代理，亦即 D2C ──

透 過 設 計（design） 改 造 企 業 的 商

品（business）， 再 獨 家 賣 給 消 費 者

（customer）。Unipapa 陸續和鱷魚牌電

蚊香、好神拖、花仙子等知名老牌合作的

過程，不僅讓雙方品牌都能加值，也解決

了銷售和產品的問題，從 2016 年創辦至

今，更累積了一群忠實鐵粉。

在此公司創辦人陳奕璋、營運長何澤

欣、行銷企劃呂依婷分享了公司對如何塑

造品牌的故事。

時尚阿嬤製造「新潮」

2020 年初黃曆年前的「清掃季」，

是 Unipapa 每年固定策畫的大型活動。

今年賣的是碗盤清潔劑和植淨廚衛清潔

劑，不商請年輕貌美的模特兒或主婦，反

而找來幾位有特色的阿嬤擔綱代言，營造

阿嬤可以很「新潮」的視覺反差。

呂依婷談到文案的發想過程，表示市

面上的競品太多了，為建立自家產品與眾

不同的「精品」、「無印」感，因此相較

以往的企劃，更著重在細節的設定。呂依

婷首先找來很有故事的阿嬤，仔細訪談人

生經歷，寫出這樣的文案：

香奈兒曾有一段對話：「應該在

身上哪裡擦香水呢？」一位少婦問我。

「任何你想被親吻的地方。」

阿嬤我也有一段故事：「這罐清

潔劑應該用在哪裡呢？」一位少年問

我。「任何你想呈現最好的地方。」我

如此回答。

Unipapa 將 時 尚 嬤 定 調 為 香 奈

兒 形 象， 取 名 為「可 可． 素 丹」， 
八十幾歲的她受過高等教育，年輕時在銀

行工作，很有氣質，於是設計她的對白

時，帶入優雅、有品味的用語，類比可

可．香奈兒，搭配時尚嬤的穿著和姿態，

成功呈現出植淨廚衛清潔劑堅持品質、質

感包裝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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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主編輯時，吐出「可憐哪」一句，成

為熱門語句。），Unipapa 可說是第一個

拿來發想貼文的品牌。貼文寫道：「你家

真的超可憐。傳統家電能不能連手機操

作？ Alexa、Google Home 能不能語音

控制？人在外面能不能遠端連線？可連

哪～～～有了 Surco 雲端家電遙控，讓

你搖身一變，手機控家電！」最後寫上

「看你可連，給你折扣碼」，順勢導購。

貼文下方留言多半大讚小編太

有 哏， 在 沒 有 下 廣 告 的 情 況 下，

也 有 順 利 轉 換， 帶 來 外 溢 效 益。 
時事文是打游擊，沒有固定發文頻次，

主要目的是提升品牌知名度。至於甚麼

時事可以跟，他表示首先會想這個熱門

話題和自己的產品有沒有連結。

例如產品 Surco 雲端家電遙控，和

話題「可憐啊」就有「連」、「憐」的諧

音關係，才能水到渠成。

品牌價值明確＋社群溝通精準

何澤欣認為，Unipapa 和不少品牌

電商不同的是，先掌握住品牌的價值，

才能在社群上吸引相同喜好的粉絲。

Unipapa 的概念是，開發產品不

能只是因為好看，而是要確保有市面上

沒有的功能或特色，且是具市場需求

的。例如電蚊拍雖然很常見，但外觀上

選擇很少；開發居家拖鞋，是因為大家

很困擾訪客的拖鞋很多人穿過不衛生，

Unipapa 把接觸面積最大的鞋底設計為

可拆除替換。類似的產品都是用設計解

決問題，價值明確。

正 因 為 設 計 簡 約、 實 用 性 高，

Unipapa 才能在短時間內累積忠實顧

客。這一群鐵粉，常常一有新品就搶先

購買，回購率也很高，顯見社群已能精

準傳達 Unipapa 的品牌意識，為品牌帶

來不少效益。

企劃中的另一位主角「煞氣嬤」，則

是一位很有氣勢的阿嬤，呂依婷將她設

定為「庫伊拉」（Cruella，迪士尼動畫

《101 忠狗》裡的貴婦反派人物）。貼文文

案寫道：「洗碗，我的要求是一次到位。

如果鍋子要用熱水泡才能洗乾淨，就不

要怪鍋子太油、天氣太冷，是你的洗碗

精 out of fashion。」煞氣嬤以充滿自信、

獨立自主的穿著和神情，講出碗盤清潔

劑當然要不需熱水就能百分百洗淨，不

然就不時尚的對白，成功在社群造成迴

響，「煞氣嬤的洗碗之道」當則貼文就有

139 次分享。

呂依婷從確定對象，到長時間發想

人物的背景、設計對白、拍攝照片，再

透過每個主角不同的視野，說出產品能

解決消費者哪些痛點，讓文案不僅有話

題，還能和產品緊密結合。

社群貼文企劃複製「奇觀」

Unipapa 清掃季延續自 2016 年在社

群上知名的「潮拎阿罵」企劃。當時的暢

銷品好神拖只有一組八百多元的紫色經

典款，Unipapa 推出「全白」版本之後，

立刻引起關注。貼文想要營造「白色好神

拖」任何人拿都很時尚的氛圍，陳奕璋一

句「Vivienne Westwood（英國時裝設

計師）就是很時尚的阿嬤」，讓呂依婷

突發奇想，找自己的阿嬤拿著白色好神

拖，擺出模特兒姿態，呈現視覺上的強

烈反差。

「潮 拎 阿 罵」 是 2016 年 讓

Unipapa 爆 紅 的 白 色 好 神 拖 企 劃。 
「潮拎阿罵」在 Unipapa 成立初期，成

為品牌強力的企劃，打響了知名度，甚

至逐步立體化 Unipapa 的品牌性格。而

白色好神拖雖然價格提高至一千多元，

據稱兩千組依然在三週內售罄，「廣告

投資報酬率」ROAS（Return on AD 
Spending）達到 8（1 元廣告費產生 8
元營收）的高轉換成效。

何澤欣認為，Unipapa 在社群上希

望造成「奇觀」，呈現「出乎意料」的貼

文內容。他分析道，白色好神拖在產品

面和素材面因為都滿足奇觀，才能有爆

發的成果。

產品在市場上不曾見過，素材上如

果只是呈現純淨感，就會淹沒在同質性

商品中，沒有驚喜。「所以我們喜歡透

過非典型的角色去詮釋，也把奇觀複製

到許多企劃上。」

以社群「時事文」帶領風潮

社群常見創造話題的「時事文」，則

多半出自何澤欣的創意。大選後社群熱

門話題「可憐啊」（編者註：代表國民黨

參選 2020 總統的高雄市長韓國瑜，於

總統辯論會上，在媒體提問時回應中央

不少人透過臉書粉絲頁認識

Unipapa，有趣、輕鬆、充滿話
題性的印象深植人心。追求簡約、

質感的「有理百物」Unipapa，是
台灣專注於生活升級的品牌公司。

品牌經營新熱點  

Unipapa: 成功文案
打造品牌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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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自主一直注意對方討人厭的地

方時……「雖然很想稱讚對方，但總是

一直注意到討人厭的地方。」你有沒有這

種經驗呢？

每天都要見面的同事，讓你覺得很焦

躁，心想：「這個人為什麼這樣啊？」婚

前覺得丈夫什麼都好，婚後卻處處看不順

眼，或許還會覺得很煩。

據說人類為了保護自己、讓自己活下

去，本能上會更敏感掌握並記憶對自己不

好的事，而非對自己有利的事。因此，人

發現一個缺點之後就會一直在意，看不到

其他優點。

人的特質就是有表裡兩面，同一件事

從不同角度看，可能是優點，也可能變成

缺點。我們無法改變對方的特質，所以從

好的一面看就能當成優點讚美對方，如此

一來對方開心，自己也能保持內心祥和。

對要求多又龜毛的上司說：「您平常

都細心指導我，真的很感謝。」如此一

來，應該就能減輕一點責難。把不親切

的人當成「很酷」、任性的人是「擁有自

我意志」、戀母情結的人是「很為母親著

想」、工作狂是「熱愛工作」，就像這樣

還有很多數之不盡的說法。

之前，某個朋友這樣稱讚醉到不省人

事的友人：「我就是喜歡你醉到不省人事

這一點。能醉到這個程度，就表示你沒有

做虧心事，能信任周遭的人，所以我也相

信你。」這麼深刻的讚美方式真的很令人

動容，就連我也覺得心情愉快。

擅長讚美的人擅長把缺點變成優點，

能把事情往好的方向轉，心情就會變得開

朗，無論在任何環境下都能快樂過日子。

如果你也有無論如何都無法讚美的

人，不妨在對方為自己做了點什麼的時

候，對他說聲「謝謝」，從感謝的詞彙開

始嘗試吧。

「謝謝」就是最好的讚美詞，表示認

同對方是值得感謝、無可取代的存在。不

斷說出感謝的話，心情就會越來越和緩，

逐漸能夠發現對方的優點。也就是說，透

過讚美也能改善人際關係。

學會讚美
別人的「缺點」
文：有川真由美

現在，先想想你去年做出的最佳決

定，然後再想想最糟的決定。我敢打賭，

你的最佳決定帶來了好結果，而最糟的決

定則導致了壞結果。

人們容易將決策品質與結果品質相提

並論此，撲克玩家之間流傳一句話─「結

果論」(resulting)。當我開始打撲克時，

經驗更豐富的玩家提醒我「結果論」的危

險，並告誡我別因為幾手牌不順就改變策

略。「結果論」經常發生在我們周遭。作

家與部落客會立即向大眾分析週日賽況，

而許多人會放馬後炮，在禮拜一評論球手

表現。「結果論」是常見的思維模式，人

人無不受其困擾。一旦過度認為結果與決

策品質關係密切，便會影響我們每天的決

策，更可能產生影響深遠的不良後果。

我向企業主管提供諮詢服務時，偶爾

會從這項練習開始。在一群執行長和企業

主的諮詢會議上，一名與會者指出，解

◎ 文：安妮·杜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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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公司總經理是他最糟糕的決定。他說：

「自從我們解雇他之後，一直找不到合適

的替代人選。我們後來又請了兩個人擔任

總經理，但是銷售業績仍不斷下滑。我們

還找不到跟前任總經理同樣好的人選。」

這情況似乎很糟，但我相當好奇，便

詢問這位執行長，為何他認為解雇總經理

是很糟糕的決定。他說明決策過程與決定

解雇總經理的理由，「我們檢視了直接競

爭對手和可以相互比較的公司，認為公司

表現不如對手。我們認為自己應該有更優

良的表現和發展，問題可能出在領導階

層。」我問他做決策時是否曾與那位總經

理溝通，這位公司執行長確實曾與總經理

一起找出問題，還聘請了一位主管顧問，

幫助總經理提升他最欠缺的領導能力。

但在接受主管顧問協助之後，總經理

依舊未能提振業績，於是公司提議拆分職

責，讓他專注於自己的強項，將其他職責

轉移給另一位主管。然而他們覺得這不可

行，因為這會打擊總經理的信心，員工或

許也會認為這是對總經理的不信任投票。

最後，這位執行長說明他們公司外聘

高層人員的經驗，以及對現有人才的了

解，分析起來足以合理認定，公司將能找

到更好的替代人選。

我問了台下的高級主管：「有誰認為

這是很糟糕的決策？」每個人當然都同意

那間公司已經深思熟慮，並且根據當時所

知的情況做出合理的決定。

這個案例感覺像是糟糕的結果，而非

錯誤的決策。這位執行長因為結果不佳就

認為是自己的決策不對，並為此痛苦不已

並深感遺憾。他明確表示，要是能更早知

道「開除總經理會讓局面更糟」就好了。

他不僅陷入「結果論」，也犯下雷同

的「後見之明偏誤」(hindsight bias)。所

謂「後見之明偏誤」，即是得知結果後，

別從負面結果中吸取「經驗」

決定銷售成敗的因素：     
          自律自律

自律是決定成敗的差異化因素。沒

錯，從業務必須具備的心態、技巧與工

具箱來說，另外還有很多其他元素，但

若無堅定的自律，其他也就不重要了。

多數人之所以失敗，並不是因為沒

有能力成功，而是因為不願意去做獲得

成功必須要做到的事。這意味著他們不

願意約束自我，所以自律或者是我所謂

的「自我管理」才會成為創造銷售成就的

基石。不論是銷售還是其他領域，除非

你願意去做能帶來成就的行動，否則，

你將永遠被拒於成功門外。

自律是所有成功人士的根本特質，

讓他們在不想做時也會去做，讓他們得

以把時間精力聚焦在當下必須做的事情

上，絕不苟且拖延。自律帶來力量，讓

他們願意放棄一些歡愉，日後換取全心

渴望的成果。在銷售領域，自律是讓出

色人士與平庸之輩不同的原因。

重點是，你要認真看待這項首要元

素。絕不可以直接跳到後面各章，誤以

為學習如何成交或開發銷售機會比較重

要。如果你從自律著手，再加上能精益

求精，其他的元素就比較容易訓練到位。

銷售的重點在於獲得潛在客戶的承

諾，但是最重要的承諾是你對自己許下

的承諾。不論你是否意識到，其實你是

持續對自己許諾。

舉例來說，你很清楚要花時間去開

發銷售機會，但是一聽到叮叮咚咚的提

醒聲通知有一封電子郵件進來了，你的

注意力又被引開了。因此，你沒有撥打

該撥的電話，而是花了一個小時檢視收

件匣。就這樣，你許下一個承諾。

你負責的區域裡最大、最好的潛在

客戶，早就接受他人的推銷，買下類似

的產品了。你知道必須培養客戶關係，

也知道這需要一套協調得宜的長期計

畫，才能讓任何理想客戶答應見你，而

且只是願意見你而已！但你沉溺在茶水

間的蜚短流長裡，任時間流逝。這時你

許下另一個承諾。

到了該拜訪潛在客戶時，你又忙著

其他的事，沒時間複習筆記、針對拜訪

做準備。現在你正要和這位客戶展開最

重要的互動，但你沒有計畫，也沒準備

任何之前答應過要提供的東西。這是另

一個承諾。

當你躲掉開發客戶的電訪、無法培

養客戶關係以及疏於準備時，你做的承

諾是什麼？

你顯然並未對自己、對你的未來以

及對你的成就許下承諾。因為你沒有許

下、也沒有信守這些以及其他承諾，成

就對你來說不過就是一場白日夢。

我在發展事業的過程中很早就發現

自律的力量。我有一次難忘的經驗，就

發生在我離開洛杉磯、重新進入哥倫布

市家族企業上班的第一天。當天早上，

銷售經理過來我的座位，後面跟著她的

兩個心腹，丟了一疊文件在我桌上。「這

些是我們的客戶，不准你打電話給其中

任何一個人。」她說。

我看著那一堆文件，內容一頁又一

頁都是各家企業名稱。我很訝異，我們

這家小公司居然有這麼多客戶。「這些

都是我們正在服務的客戶嗎？」我提問的

同時，內心讚嘆不已。

「不是！」她斷然地說，「但我們正

在聯絡這些企業，你不准去找其中任何

一家。」

現在我懂了：「我們」不包括我。

隔天早上八點，我關上辦公室的

門，開始撥打電話簿工商服務區裡所

有不在那份文件中的企業。我一直打電

成為成功業務的祕訣是什麼？成為

偉大業務的祕訣又是什麼？無關乎

你推銷的產品與服務，亦無關你的

競爭對手、市況、價格結構、科

技改變等。重點是你。你管理自

我、展現自律的能力，決定了你在

銷售上是成是敗。

話，直到我去吃中飯，然後回來，又一

直打到下班為止。隔天也這樣做，隔

天、隔天、再隔天都這麼做。我持續不

斷、紀律嚴謹地努力，得到的回報是多

次和客戶的面對面會談。我打的電話愈

多，能見到面的客戶就愈多。我約見的

客戶愈多，拿到的案子就愈多。 6 個月

內，我就成為銷售組長。 12 個月過後，

我的業績已經比銷售團隊裡所有人加起

來還好。很快地，銷售經理和她的心腹

離職了。

我不是要說我比銷售團隊裡的其他人

更適合當業務，也不是說我比別人懂得如

何打電話招攬客戶；絕非如此。我要表達

的是，紀律嚴謹的行動讓我得以和他們拉

開距離，創造好成績。我打電話時，銷售

經理和她的銷售代表們在談論週末過得如

何、前一晚的電視節目好不好看，或是想

方設法假裝忙著處理現有客戶。他們什麼

都做，就是不開發客戶。

我能成功，不過就是因為我願意許

下承諾，持續去做有意義的行動。我強

迫自己打了幾千通電話，當我這麼做

時，在電話簿裡的每一頁幾乎都能挖出

隱藏的寶藏。到頭來，我發現市內帶來

最多獲利的客戶並不是最大或最有名的

公司，而是一些小企業，他們都不在銷

售經理丟在我桌上、要我別碰的清單

裡。銷售經理走了，她不懂我做了什

麼，也不知道我為何成功。但我從中學

到一課，從此獲益良多：自律對於銷售

成就而言至關重要。除非搭配自律的行

動，不然，再多的用心良苦也毫無價值。

文：安東尼‧伊安納里諾

圖：Adobe Stock

說「早知道那件事會發生就好了」。

我們之所以會有這種觀念，全是因為

過度認定結果與決策息息相關。在評估過

去的決策時，人們經常犯下這種錯誤。這

位執行長忽略了自己 ( 和公司 ) 仔細分析

過局面，只著眼於糟糕的結果。最後由於

決策沒有奏效，也因此把結果視為不可避

免，殊不知那其實只是機率問題。

我在讓參與者找出最佳和最差決策

的練習中，從未見過任何人提出「結果

不差的錯誤決策」或「結果不佳的合理決

策」。即使隨便都能看出決策與結果搭

不上線，人們依舊認為兩者息息相關。

一個人只要夠清醒冷靜，都不會認為「酒

駕後安全返家」能代表「酒駕是好事」或

「駕駛技術高超」。若是根據這項幸運結

果而改變未來的決策，不僅相當危險，也

是前所未聞，因此理智冷靜思考決策，不

能為以往的結果所動。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3看博談Bilingual2020年 4月 2日— 4月 8日      第100期

鄭莊公是春秋時代人，母親生他的時

候，因為難產受到驚嚇，生他弟弟時很順

利，所以母親不喜歡莊公，而喜歡弟弟。

後來鄭莊公父親病重時，母親請求立鄭莊

公的弟弟為王，沒有如願。 
鄭莊公當了鄭國國君後，母親請求

鄭莊公把鄭國的京地封給弟弟，大臣說：

「京地建制比國度都大，按規定不能封賞

他人。」鄭莊公還是答應了母親，把京地

給了弟弟。弟弟到了京地，暗中招兵買

馬，積蓄力量。鄭莊公二十二年，在母親

支持下，鄭莊公的弟弟反叛，發兵攻打鄭

莊公，鄭莊公不得不應戰，打敗了叛軍，

弟弟逃走了。鄭莊公很生氣，把母親送到

潁城，發誓說：「不到黃泉，不再相見。」

但不久鄭莊公開始思念母親，後悔起來。

潁城的潁考叔來都城獻貢，鄭莊公

召見了他，並賞賜酒肉給潁考叔，潁考

叔說：「我有老母在家，請主公允許我將

這些酒肉帶回潁城，去獻給我母親。」鄭

莊公說：「我也很想念我的母親，可是當

初送她去穎城的時候，我發誓說『不到黃

泉，不再相見』，現在要怎麼辦呢？」潁

考叔說：「這有甚麼難的啊！就打隧道，

直到挖出泉水，然後再和太后相見，這不

就是沒有違背主公的誓言嗎？」莊公聽從

了他的建議。命人挖隧道，直到挖出泉

水，然後鄭莊公進了隧道，很高興的和母

親見面，於是母子兩人和好如初。

君子說：「潁考叔真是純孝啊！愛他

的母親，擴大影響到莊公。」《詩經》也

說：「孝子的孝心沒有窮盡，永遠可以影

響給你的同類。」鄭莊公用潁考叔的智

慧，以孝行化解了家庭不和，安心治理國

家，鄭國迅速成為當時中原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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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engzhuang (757-701 BC) was born 
to be the crown prince of Zheng Countr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is mother 
suffered with a difficult birth while giving 
birth to him. His mother was frightened 
and disturbed by the experience and could 
not get over it. However, things went very 
smoothly when his younger brother was 
born. So, his mother preferred his brother to 
him. Later, when the Emperor was seriously 
ill, his mother asked that Zhengzhuang not 
succeed the throne in favour of the younger 
brother but her attempt to disown him failed.

After Zhengzhuang became Emperor 
Zheng, his mother asked to confer Jingdi 
on his younger brother. The chancellor 
said: “Jingdi is larger than the Capital; by 
law it should not be awarded to others.” 
Eventually Zhengzhuang gave it to his 
brother. Once his brother arrived in Jingdi, 
he secretly recruited soldiers, raised horses 
and built strong military powers. Then 
years later, with the support of his mother, 
Zhengzhuang 's brother rebelled and sent 
troops to attack Zhengzhuang planning to 
overthrow him. 

Zhengzhuang defeated the rebels and 
his brother fled.  Zhengzhuang was so angry 
at his mother that he sent her far away to a 
border city called Yingcheng and vowed, 
"We won’t see each other until we are in 
Netherworld." But soon Zhengzhuang began 

to miss his mother and regretted his vow.
Yingshu, the magistrate of Yingcheng 

City, came to the Capital to offer a tribute. 
Zhengzhuang met him and rewarded him 
with wine and meat in return. Yingshu 
said: "I have an old mother at home, please 
allow me to bring this wine and meat 
back to Yingcheng to give to my mother. 
Zhengzhuang said, "I miss my mother very 
much, but when I sent her to Yingcheng, 
I vowed," We won’t see each other until 
we are in Netherworld”. What should I do 
now?" Yingshu said: "It’s easy! Just dig 
out an underground tunnel, and then you 
meet the Queen Mother in the tunnel. This 
way you won’t break your vow, right?" 
Zhengzhuang took Yingshu’s suggestion. 
He had people to dig an underground tunnel, 
and then entered the tunnel and happily 
met his mother. Mother and son finally 
reconciled.

The gentleman said, " Yingshu really 
has filial piety. He loves his mother and 
extended his love to help Zhengzhuang. 
The Book of Songs also says: The heart of a 
filial son is very influential and can always 
affect others. With Yingshu ‘s wisdom, 
Zhengzhuang fulfilled his duty of filial 
piety and resolved the family discord. Then 
he focused on governing the country with 
peace of mind. The country quickly became 
a powerful leader in China at that time.

◎文：白雲飛

鄭莊公孝行天下 Emperor Zhengzhuang’s Filial Piety

鄭
莊
公
掘
地
見
母

◎文：白雲飛

唐朝名將、睿宗朝宰相郭元振，太原

陽曲人。年輕時灑脫倜儻，為人慷慨豪

爽，十六歲就進入太學讀書。一天，郭元

振的父母派家僕給他送來學習的費用，共

四十萬錢。

這時，忽然有一個穿著喪服的人來敲

門，那人對郭元振說：「我家祖宗五代至

今都還沒有安葬，他們的棺柩都不在一

處。現在想把這件大事辦了，但是苦於囊

中羞澀。聽說你的家人送來了學費，能否

稍微幫我一下？」郭元振聽後，沒有問他

姓名，就把四十萬錢全部送給他，一點也

沒有留下。他的同學嘲笑他，認為他太

傻了。郭元振坦然地說：「幫助他安葬祖

宗，這是大事，有甚麼可笑的？」

郭元振十八歲時就考中了進士。他請

求外調治理地方，坐鎮涼州五年，百姓安

居，路不拾遺；令行禁止，外族敬服，邊

疆安定。

後來朝廷召他返京入朝。郭元振雖是

重臣，但還沒有自己的住宅，回京後寄居

在友人家裡，等候入朝的時間。一日，他

出門閒逛，忽然有人來到他的馬前，呈送

了一份狀子，就匆匆離開了。郭元振打開

一看，只見狀子中只列著一處地點和物品

的數目，沒有署名。

他按照狀中所示，來到一棵樹下，看

到二十多匹騾馬、三千匹絹帛。他思考

良久，終於想到，「這該不會就是在太學

中，那個請我幫他安葬祖宗的人送給我的

吧？」

郭元振之前慷慨解囊，不圖回報，也

不問對方姓名，如今對方也以同樣的方

式，回報他的恩德。郭元振於是用這些財

物買了宅第，將家人安頓下來。當時嘲笑

郭元振的同學聽說此事後，都驚歎不已。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大唐名將

郭元振遇到的這件事，印證了天理昭然，

「只要多行善事，一定會有好的際遇」這

個道理。 

郭元振畫像

意外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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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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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戴東尼

康熙不贊成郎世寧把西方

的宗教傳到中國來，但他高超

的畫技得到康熙賞識，於是賜

予宮廷畫師一職。 
除了傳教問題上意見不合

外，康熙與郎世寧一見如故，經

常相談甚歡，郎世寧把自己的油

畫作品展示給康熙，康熙對西洋

油畫非常感興趣，便向其提議為

自己畫一幅肖像畫，郎世寧愉快

地答應了這位皇帝的請求。

為康熙畫像啟迪 
中西合璧手法

郎世寧在為康熙畫肖像畫

時，康熙穿著龍袍正襟危坐，

十天後，郎世寧的肖像畫才正

式完成。郎世寧本以為皇帝會

誇他兩句，可沒想到，康熙越

看畫臉色越不對，竟然拂袖而

去。其實，郎世寧的繪畫技法

非常高超，可是為了凸顯明暗

對比，康熙一側的面部卻帶著

一大團的陰影，面目看起來並

不清晰，這是西洋油畫中的一

種光線陰影畫法。可康熙認

為，天子是秉上天旨意統治天

下，其權力乃神授，面部必須

要光明正大，更要光彩照人，

最忌諱的就是一團黑色的氣聚

於臉上。之後，郎世寧用油彩

將康熙肖像的面部黑影去掉，

康熙再一次看畫，這才露出了

滿意的神色。

郎世寧自此之後，便開始虛

心的向如意館的宮廷畫家學習請

教，迴避了使用可以讓人產生歧

議的某些西洋畫法，十幾年後，

他終於融會貫通，創造了屬於自

己的中西結合的獨特中國畫風。

清 代 康 熙 皇
帝 一 生 好 學 ，除
傳統中華文化外
還精通西洋算術，
幾何，天文，地理
等。清康熙五十四
年（1715年），郎
世寧 ( G i u s e p p e 
Castiglione，1688-
1766)作為義大利天
主教耶穌會的修道
士來中國傳教，獲康
熙皇帝召見。

他畫的中國畫具有堅實的寫實功

力，墨線也非常流暢。

雖然郎世寧的繪畫可謂中西

合璧，實際上主要的畫法還是西

方的，只是根據中國人的審美習

慣在光線上進行了調整。

被畫者是處在不受光線變化

常態下的相貌，讓人臉盡量接受

正面光，避免側面光，同時在人

物的鼻翼兩側、鼻子、脖子下，

稍稍加重，這樣五官就更清晰、

立體。

傳世「百駿圖」

郎世寧除了擅畫人物肖像

外還擅畫馬，風格卓然一家。

此副《百駿圖》所匯的是百匹

駿馬放牧游息於草原的場面。

馬兒們聚散不一，姿態各異，

能力，創造了大量藝術價值非

凡的作品，也使清代宮廷紀實

繪畫的數量與水平遠超前代。

這些繪畫以精彩的筆墨記錄了

清代最輝煌的歷史，栩栩如生

地表現了盛世的恢宏光榮。

自由舒閑，遠處一個套馬的漢

子試圖維持馬群秩序。畫面尾

段，在樹木坡石間逐漸出現了

一片湖水，幾匹要上岸的馬，

身上的毛濕漉漉地垂下來，生

動逼真，顯示了作者細緻的觀

察和高超的寫實功力技巧；另

一邊，牧人坐在馬背上，怕把

衣鞋弄濕，腿是收起來的，生

活氣息濃郁。

在具體的表現手法

上，郎世寧對比例把握準

確，擺脫了中國山水畫

「人大於山，水不容泛」通

常畫法，發揮了西洋畫法中常

應用的前重後輕、前實後虛、

前大後小等寫景方法，使畫面

產生空曠深遠的境界。所畫之

馬線條堅實有力，流暢自然，

再加一絲不苟層層熏染，以及

西方油畫獨特的色彩運用方

法，使畫幅顯示出了一種中國

畫從所未有的藝術魅力。

雖然是採用中國傳統的顏料

來作畫，但在馬匹、人物和柳樹

的表現上，卻融入了西畫著重光

影的手法，顯得立體感十足，呈

現出中西趣味兼容並蓄的畫面。

朗世寧以驚人的藝術表達

郎世寧、「百駿圖」與康熙

他所作的人物肖像

畫，在造型上都相當嚴

謹，注重解剖結構和立

體感的表達，但是在光

線的運用上則借鑒傳統

的中國寫真技藝。

"

錢的本質
唐代文學家張說，曾經歷

仕四朝、三秉大政，掌文學之

任三十年。不過最終因得罪武

則天的面首，被流放和貶謫，

三起三落的經歷，卻令他的詩

文充滿了脫俗感，其中《錢本

草》，文章不長，通俗易懂， 
全篇錄於下：

「錢，味甘，大熱，有毒。
偏能駐顏，採澤流潤，善療
飢，解困厄之患立驗。能利
邦國，虧賢達，畏清廉。貪者
服之，以均平為良；如不均
平，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
其藥採無時，採之非禮則傷
神。此既流行，能召神靈，
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

水火盜賊之災生；如散而不
積，則有飢寒困厄之患至。
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為珍
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
無求非分謂之禮，博施濟眾
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
人不妨己謂之智。以此七術
精煉，方可久而服之，令人
長壽。若服之非理，則弱志
傷神，切須忌之。」

全文不足 200 字，卻把錢

寫活了，說透了。「味甘、大

熱、有毒。」寥寥幾字，就給

「錢」這味特殊草藥的藥性定了

位，真可謂言簡意賅，字字千

鈞，準確生動，入木三分。

被曲解的「一毛不拔」

楊朱的思想學說是道家支

流，在戰國時代非常盛行。他倡

導貴己、為我的生命觀，警醒人

珍惜生命，以極有限的人生追求

虛無不實的名利情，只會戕害自

我的身心，失去生命之樂。後來

孟子不同意楊朱的思想立論，

並用他的話加以轉述說：「楊子

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

也。」這番話造出了今人熟悉的

「一毛不拔」的語境，認為它是

極為吝嗇甚至自私的思想。

歇後語「鐵公雞」戲稱人小氣吝嗇「一毛不拔」。追
溯這話的語源出處，可以回溯到那個思想奔放、學說競
放的戰國時代。東周戰國時代思想家、政治家雲起，打
開了「九流十家」的盛世，楊朱（楊子）也是其中之一。

我們來看一下楊朱的原句：

「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

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

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

下治矣。」古代人，拔一毛以利

天下也不給；反之，即便能得到

全天下而把自己生命賠上也不

干。人人都能愛惜自己的生命，

不傷一根毫毛，人人都不為利而

傷害生命，天下就治好了。

若一個人珍惜自己的身體髮

膚，連一根毛髮都小心呵護，他

會傷害自己嗎？會胡作非為惹刑

罰上身來傷害自己嗎？不會的。

那真正懂得愛惜生命的人，他會

付出身心的安寧、和樂作代價去

追求虛無的名利、權貴嗎？不會

的。「人人不利天下」也就是人

人都愛惜自己，就不會為求名求

利危害實質、假公濟私佔有非分

的利益，也就不會去傷害別人鑄

下罪過，天下就不亂了，「君臣

皆安，物我兼利」。

「身非我有」、「物非我有」

是楊朱洞察生命的省悟。人來世

走一遭，然而生為賢愚、貴賤不

是自己能作主的；何時來、何時

去，也不是自己能夠安排的，所

以要愛惜生命，不要為擁有身外

之物卻付出慘重的代價。

成語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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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潤

清明在家祭祖需準備什麼？

清明節是中國人很重視的

節日。萬物復甦，草長鶯飛，中

國人總是會飲水思源，在這欣欣

向榮的美好日子裏，中國人會想

起來，這一切的美好離不開祖先

的庇佑。祖上積德，廕庇幾代子

孫。所以中國人會在這一天全家

人來到祖先長眠的墳墓前，修葺

墳塋，祭拜祖先，向祖先講述自

己這一年來都做了些什麼好事，

沒有愧對祖先，希望能繼續得到

祖先的庇佑……場面嚴肅而莊重。

但是今年剛好趕上中共肺

炎導致的封城，要求人們自我隔

離，儘量減少外出，不得有大型

聚會。很多的公冢，甚至是宗祠

家廟，下令墓園掃墓止步。今年

祭祖掃墓該如何是好？清明掃墓

分兩部分，一是掃墓，二是祭拜。

掃墓修葺墳塋這件事情，其

實大家可以等到重陽節再去盡孝

也可以，甚至是農曆七月中元

節、或者祖先的忌日也行。

祭拜的部分，由於目前中共

病毒擴散全球的特殊情況，可以

選擇“遙拜”。

準備好清明的祭祀用品清

單：香、蠟燭、紙錢、鮮花、淨

水、果品、素食、糕點等。

在客廳或者陽臺擺放一張桌

子，把香案，燭臺擺好，再擺上

供品。對著祖先長眠的方向，焚

香祝禱，向祖先說明緣由。

焚燒紙錢的時候，一定注意

防範火災，可以把紙錢放到鐵桶

內焚燒，比較安全。

其實去掃墓祭拜和在家拜的

效果差不多，其中的關鍵重點

是，大家用心去拜祭行孝，祖先

都會收到。

同時在祭拜感恩自己祖先對

自己的廕庇的時候，也要提醒自

己，多做好事，多積陰德，這樣

才能無愧祖先，無愧後世。

◎文：紫薇老師

生意囝歹生(臺灣話)？

要出一個懂得經營生意的人

才，是很不簡單的，當然懂得經

營生意，恐怕不僅只於懂得說一

口漂亮話、有好口才，這恐怕只

是其中一項基本功，還得要有商

業頭腦才是重點。

這是去年一位來問兒子甚麼

時候會有姻緣的老爸所提出的疑

問，他為兒子 37 歲還找不到對

象結婚而著急著。

這是一段移民故事。案主是

國內中小企業老闆，已經 70 歲

了，在兒子讀國二時，全家移民

美國，當時妻子和一對兒女先去

美國，自己留在臺灣賺錢，供給

家人所需，成為空中飛人，三個

月就飛去美國一趟，那段日子真

的很難熬，除了工作辛苦之外，

還要承受家人相隔兩地，親情疏

離之苦，真的不簡單。

他說，都是為了給小孩更好

的未來，幸好兩個小孩在青少年

時期有母親辛苦的陪伴，所以沒

有行為偏差，都很爭氣，陸續讀

到碩士畢業。案主也在美國成立

分公司，培養兒子成為接班人，

兒子從大學時期就在公司打工學

習，等兒子可以獨當一面時，爸

爸就放手讓兒子去負責分公司，

兒子雖然讀書沒有很突出，但是

事業上有很多創新構想，也非常

勤勞，越做越順手，生意越做越

大，超過父親當時交給他的規

模，還得過國際海外青年創業有

成菁英獎，受到各大媒體報導，

他爸爸一輩子工作的財富，在他

手裡只花十年的時光就達到了，

真的很厲害！

怎樣的命格才能造就這般的

成果呢？

以前我曾說過，有一個文壇

才子，他是「機月同梁命格」，

三奇嘉會（祿、權、科星交會

在一起），這是一個思想高峰的

交會，能激盪出文學上的獨特

風格。案主的兒子是「殺破狼命

格」，祿、權、科、忌星因先、

後天的天干四化都聚集在一起，

代表商業思考敏銳、行動敏捷，

所以能創造出事業上不凡的成

果。但是忌星聚在一起也是一種

難解的徵兆，是出現在哪裡呢？

身體健康狀態上沒有大的毛病，

我追根究底的推敲，從遺傳學上

發現了，或許就是因為他忌星聚

集。原來他有遺傳到家族的雄性

禿，從青少年起，頭頂上毛髮

就稀少，到了成年後，就成為

這是常聽見的臺灣

俚語，意思是說：上一輩

做生意很成功，但想要

生出一個能夠接事業、

會做生意的小孩可沒有

那麼容易。

「地中海」，直到現在。他曾自

嘲說，他戴上帽子像 18 歲高中

生，脫掉帽子像 50 歲糟老頭，

所以也因為這樣，在他尋找對象

時有一點阻礙。其實他也不是沒

有交到女朋友，只是因為他工作

忙，無暇陪伴女友，且女友無法

得到父母的認同，最後以分手收

場。

我告訴案主，他兒子的姻緣

有可能是朋友，或是本來就相識

之人，或是親朋好友介紹的，誰

知就在兒子去年跟女友分手後，

卻跟他的前秘書求婚成功，今年

6 月完成終生大事，一切太戲劇

化了，原來這位有為青年本來就

很欣賞他的前秘書，朝夕相處，

覺得她是好女孩，父母也很喜歡

她，奈何當時各自都有交往的對

象，且男生對自己的長相有點自

卑，不敢有所表示。就在去年，

兩人都恢復單身，男生終於鼓起

勇氣，問前秘書是否願意交往？

想不到她同意了，兩人就順利在

今年步入禮堂，他們兩人共事 6
年，都沒有迸出火花，就在前秘

書 2 年前辭職後，卻意外的重

逢，接起姻緣線，當在對的時間

愛情來臨時，就要當機立斷，把

握住，努力去爭取，才能成就好

姻緣。所謂「伊人遠在天邊，近

在眼前」，生意囝抱得美人歸，

傳為一段佳話，也了結兩老一樁

心事，皆大歡喜。

生意囝歹生？除了有好命格

外，也要自己肯努力，準備好，

等待天時、地利、人和，才能創

造出他的與眾不同，世間沒有十

全十美的人，對於自己的缺點，

需要用正向的態度去面對、解

決，到最後終究會找到屬於自己

的一片藍天。

紫薇老師信箱：

gogo2531@yahoo.com.tw

◎文：榮川整理

餐桌桌布 
顏色風水

餐廳是一家人

最喜歡聚集在一起

的地方，所以在家庭

裝修中，家居風水

就是比較受大家關

注的事項。

例如：改變餐桌的顏色

和風格。可以選擇不同的桌

布，利用桌布的變換，營造

出各式風情的空間氣氛，給

人不同的心情與感受。一塊

出色的桌布，不僅可展現主

人獨特的美學與藝術品味，

更能讓用餐者食慾大增。

餐桌桌布色彩搭配法

1. 大多數的人比較習

慣選擇素雅的餐桌布，事實

上，只要進行合理的選擇，

使用色彩艷麗的餐桌布，同

樣不會破壞餐廳的整體裝

飾效果。那些顏色相撞的餐

桌布反而會提升客廳整體

的色彩感，同時還有可能會

給你的客廳增加一些活躍的

氣氛，尤其是在餐廳的整體

裝修風格裝飾較為淡雅的時

候，選擇一款豔色的餐桌布

進行點綴，就是最好不過的

了。

2.淡色桌搭配在淡色桌

布中，黃色、米色、杏色等

暖色系很受人歡迎，因為暖

色這種色調能夠給人帶來一

種溫暖的感覺，同時能提高

人們的食慾，很適合在餐廳

內使用，因此，淡色桌布是

屬於百搭款的一類桌布。

3.餐桌布比較常見的款

式有純色、格紋、碎花等，

不同的圖案有不同的裝飾效

果，如果餐桌布的顏色過於

艷麗，圖案又比較花哨，那

麼搭配起來有可能會讓人有

混亂的感覺，不但會影響到

餐廳的整體效果，更會影響

到人們的食慾。

◎文：李智鳴

預知棋路的預測家

古人常說，行善積德，為惡

造業。一個人的命運其實決定在

德與業間，而行善、為惡是操之

在己的。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書

中有段記載：有兩人準備下棋，

有位預測家把他的預測寫出，並

放到竹筒中封好，然後兩人開始

走棋。等那兩人決出勝負後，開

筒一看，這位預測家不僅預測了

勝負，還事先畫了一張棋局圖，

把兩人每步的棋路都事先寫下，

與他們的實際棋局相對照，竟然

一路不差。

當時有位姓童的算卦人看見

此事，不禁嘖嘖稱奇。下棋這種

事情，即便是下棋的人也無法預

知自己的每步棋路，也就是因為

下棋有著千變萬化的可能，才會

吸引許多棋迷，而這位預測家不

僅預測了勝負，連每步棋路都精

準地測出，真是太神奇了！

紀曉嵐還說了另一個類似的

故事，是唐朝人鍾輅所記載的。

唐玄宗開元年間，京師（長安）

住著一位善於卜算的王生。當時

有位名叫李揆的人請他卜算官運

如何，王生算完後，送給李揆一

卷密封的紙，大概有十幾張，

並對他說：「等你做了左拾遺之

官，才能打開來看。」

後來，皇帝召見了李揆，並

命大臣出題，考他的文詞。李揆

從上午十一點，一直作到下午

六、七點。皇帝看完他的試卷

後，在卷子旁批注了「明天授予

他左拾遺官」。

後來，李揆打開那個密封

紙，裡邊是與他考試題目完全相

同的卷子，而且李揆答卷時一共

塗改了八個字，在王生密封的紙

裡，那八處塗改，包括皇帝所批

示的，竟然與真實的卷子完全一

樣！紀曉嵐認為，明白人生自有

定數之理，那些巧取豪奪，或每

日營營役役，因追求名利私慾而

勾心鬥角的人，也該收斂了。因

為命中定好了有的，就一定會

有；命裡定好了沒有的，最終一

定不會有的。

一杯水 小兵立大功

最簡單取得而快見效的方

法是在大門旁放水。當大門開

啟時，會把水所散發之氣帶入

屋內，而水為財，即把財氣間

接帶進屋。不僅如此，水還代

表著許多好的作用氣場。

床頭擺放一杯

從《周易》學的角度來看，

萬事萬物都離不開五行的作用。

一個人如果長期睡眠不

佳，其家居風水的環境有一定

的影響。影響層面最多的當屬

臥室了。建議在床頭櫃上擺放

一杯裝滿水的陶瓷杯，因為頭

部代表火的五行氣場，而陶瓷

中裝水則主安靜寧合，在降火

氣的同時，還可以平穩思緒、

改善睡眠。

電腦桌擺放一杯水

電腦在五行物品的劃分

上，代表著五行火。火主電

器，電腦當然是「電」字當頭的

電器了。長時間使用電腦，往

往會火氣過旺，火主肝火、血

液、心臟、眼睛等器官，因此

會給身體帶來不良的影響，導

致健康受損。所以長時間需要

面對電腦的人，都可以在電腦

桌上擺放一杯清水，降解五行

火氣帶來的不良影響。

八字火旺的人 
擺放一杯水

所謂的八字火旺，就是說

一個人的生辰八字，出現巳、

午、丙、丁這些五行火的天干

或者地支。如果八字中出現過

多，通常代表著命理之中八字

火氣過旺。因此，在涉及方案

會議、談判交易等重要時刻，

建議在桌上擺放一杯水，用來

降解火氣。

風水學說：「山管人

丁，水管財。」水放在家

中適當的位置，會產生

催財的作用。

長 時 間 面

對 電 腦 的

人 ， 可 在

桌子上擺放

上 一 杯 清

水，可降解

火氣。

《閱微草堂筆記》故事

◎文：如實

 開運小物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6 看教育 Education       第100期    2020年 4月 2日—4月 8日

父母是兒女的鏡子，言行都

在塑造著兒女。古人與今人都一

樣疼愛自己的兒女，都想把最好

的東西留給兒女。古人知道道德

是最珍貴的，可以讓人們生生世

世都能福祉綿長，所以會努力讓

子女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

鄒浩是北宋晚期的名臣，為

人正直，敢言直諫。宋哲宗時，

宰相章惇獨斷專行，鄒浩多次直

言觸怒他 。後來，在宋哲宗廢

孟后，立劉后這件事上，鄒浩又

直言上書，指陳其中不合理之

處，被除名停職 。
宋徽宗初即位時，鄒浩再次

被起用，在朝中先任右正言，後

遷左司諫。右正言與左司諫都是

諫官之職，負責指陳朝政過失。

後來鄒浩因多次勸諫宋徽宗辨忠

奸、識正邪，結果得罪了權臣蔡

京，最後被其誣陷貶放遠州 。
鄒浩五十二歲時去世。去世

前，有人去看望他時，他所關心

過問的都是國家朝政之事，從無

一語是涉及私事。宋高宗即位

後，賜鄒浩謚號為「忠」。鄒浩

一生光明磊落，每每指陳朝政過

失時，會以國事為重，不顧個人

安危。之所以會這樣，這與母親

對他的引導是分不開的。

鄒浩在剛剛接到朝廷任命

時，他知道自己如果擔任諫官，

就一定會不顧個人安危，直陳朝

政過失。鄒浩擔心自己這樣做會

令父母擔憂，於是極力推辭這份

任命。母親張氏知道後，對鄒浩

說：「我的兒子能夠忠心報國，

無愧於公論，我還有甚麼可憂慮

的呢？」在母親的支持下，鄒浩

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後來鄒浩果

然無愧於公論，每遇事都能直言

進諫。最後為奸人所陷，貶去遠

州，鄒浩的母親得知兒子獲罪被

貶，仍然支持兒子的做法，並未

因此而改變志向 。可以想見鄒

浩的一身正氣，很大程度上是受

益於母親對自己的教導。

歷史上這樣的母親還有很

多。比如東漢名士范滂，死於

「黨錮之禍」。他與母親訣別

時，母親就鼓勵他堅持道義。並

說：「你今天將要與李杜齊名，

死而無憾了！」范滂之母所說的

李、杜，是指當時在「黨錮之

禍」中罹難的名士李膺、杜密。

范滂與范滂之母的故事被寫

在《後漢書》中，世代流傳。到

了八百多年後的北宋，十歲的蘇

軾跟著母親讀《後漢書》。讀到

范滂傳時，蘇軾問母親：「軾若

為滂，母許之否乎？」意思是，

我若做范滂這樣的人，母親同意

嗎？母親程氏立即回答道：「汝

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

意思是你若能做范滂這樣有氣節

的士人，我難道就不能做范滂母

親一樣的人嗎？

正因為有范滂之母、蘇軾之

母、鄒浩之母，這樣深明大義的

母親，才能教育出如范滂、蘇

軾、鄒浩這樣的忠義正直的賢

者。

《垓下歌》是西楚霸王項羽

在進行必死戰鬥前作的絕命詞。

《垓下歌》中既洋溢著無與倫比

的豪氣，又蘊含著滿腔深情；既

顯示出罕見的自信，卻又為人的

渺小而沈重地嘆息。以短短的四

句，表現出如此豐富的內容和複

雜的感情，真可說是個奇蹟。

「力拔山兮氣蓋世」，項羽

概括了自己叱吒風雲的業績。項

羽胸懷大志，面對不可一世的

秦始皇，敢於喊出「彼可取而代

之」的豪言壯語。項羽是頂天立

地的英雄，巨鹿一戰，破釜沉

舟，與幾倍於己的秦軍進行浴血

奮戰，奇蹟般地滅了秦軍主力，

被各路諸侯推舉為「上將軍」。

此後，項所向披靡，直至進軍咸

陽，自封為西楚霸王。

「時不利兮稚不逝」，天時

不利，連烏騅馬也不肯前進了。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

兮奈若何？」這是項羽面臨絕境

時的悲嘆。項羽被漢軍追及，撤

至垓下，陷人漢軍重圍，以致眾

叛親離，帳內只剩下他心愛的虞

美人。他夜不能寐，與虞姬悄然

相對，借酒澆愁。突然，四面傳

來陣陣楚歜，項羽明白自己到了

窮途末日。王位、天下，得而復

失，連自己心愛的女人和戰馬都

保不住了。另這位蓋世英雄從心

底發出悲嘆。

當一個孩子來到世上後，一直到長大

成人，父母要操心的事實在是太多太多。

但不管孩子將來有甚麼成就，在一般人眼

中是偉大或是平凡，最重要的還是在於成

長的過程。

以下 8 件事，對孩子而言勝過再多

的錢財，為人父母，應儘早傳授給孩子。

1、讀書比遊戲重要
讀書很辛苦，玩遊戲很快樂，但吃得

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2009 年一項研究報告顯示，中國

有 2400 多萬青少年表現出典型的網路上

癮，其中 1820 萬症狀嚴重。十年過去

了，這樣的情況早已變得更為嚴重，甚至

有孩子因為被父母禁玩遊戲，以死相逼。

中國目前有超過 9 萬家網吧，其中有

高達 89.4% 的人在裡面打遊戲，而超過一

半的人，年齡在 10 歲和 29 歲之間。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

玉」，能讀書的人是幸運也是幸福的。因

為學到的知識，可能會成為日後擁有的才

能。人可以白手起家，但不可以手無寸鐵！

讀書不是條輕鬆的路，但不走，將來

一定會後悔。

2、主見比順從重要
別人說的再好，但自己的想法更重

要，只要不離經叛道、危害他人，都是可

以嘗試的。

這樣的孩子，能處理好生活中的大小

事，能處理好與朋友的關係，能自主學

習，讓父母放心。更重要的，他們在更多

時候會選擇順從自己的主見。因為「人云

亦云」其實是個很可怕的現象。

畢竟人一到群體中，常常為了獲得群

體的認同，就會開始拋棄是非，用智商去

換取那份讓人備感安全的歸屬感。

所以對孩子來說，要有做自己的自

由，和敢做自己的膽量。清楚自己想說什

麼，也明白自己想要什麼。

3、興趣比成績重要
成績很重要，但自己的興趣更重要。

人不管在任何年紀，都該培養自己的興

趣。有興趣愛好，能顯出一個人的真性

情；而成績也不該成為評價學生好壞的唯

一標準。

對人生保持好奇心，常常能看到別人

所忽視的事物。而一個能專注在自己興趣

裡的人，自然也會在這些方面比別人專

精，這也是學習的意義之一。

許多人都看重成績，但與成績相比，

培養良好的興趣更重要，這不是成績所能

衡量的。

4、品行比能力重要
品行不好的人，在社會上一定處處碰

壁。他們或許可以將自己偽裝成君子，但

所有的偽裝都不會長久，總有露出馬腳的

一天。而品行好的人，言行舉止都會讓人

倍感舒服。

人們常說：欣賞一個人，始於顏值，

敬於才華，合於性格，久於善良，忠於

品行。

品行，在任何時候都遠遠大於一個人

的能力。能力好，品行佳，是極品；能力

強，但品行差，是毒品。

所以一個孩子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

自身良好的品行。

5、幸福比完美重要
人人都想擁有完美的人生，但很多時

候卻事與願違，不能事事如意，必須學會

與生活握手言和。

即使是陽光下的天氣，也總能發現陰

影，人生又怎麼能事事如意呢？

幸福在於知足，而缺憾是生活的常

態。教導孩子接受的同時，更可以鼓勵他

們進一步突破成長。如此帶來的幸福感，

絕對會比盲目追求的完美重要得多。

6、信仰比崇拜重要
比起崇拜明星，當個追星族，有好的

信仰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因為這是一個充

斥享樂，卻信仰缺乏的時代。

很多人追求享受，崇拜明星，其中，

年輕人佔了絕大多數。他們關心明星的每

場演唱會，每張專輯，每部電視劇，甚至

是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在追星已成為了

許多人日常生活的現代，這本身沒有什麼

對錯，只是比起追星，信仰卻更顯重要。

擁有好的信仰，讓人可以在仰望星

空，卻對人生感到迷茫之際，撥雲見日，

瞭解自己的人生之路該如何前進。

7、過程比結果重要
人生的過程，總是比結果有趣，因為

成功是一個旅程，不是目的地，而做的過

程遠比結果更重要。

每個人的人生，就像一本很精彩的

書，相信所有讀著這本書的人，一定會選

擇去細細品味它的每一章節，而不是直接

翻到最後，迫切地想知道結局。因為人生

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個結果。

8、律己比律人重要
比起要求別人，讓孩子學會從自己身

上找原因會是更好的方式，善於察己的

人，往往活得更充實。一味對人嚴苛，到

頭來常常也只是害了自己。

認識錯誤，也是自我提升的第一步。

人難免犯錯，犯了錯誤並不可怕，可怕的

是不懂得反省自己，從中改正錯誤，這樣

日積月累下來，很容易迷失自我。

抱怨無法解決任何問題，改變別人也

改變不了現狀，但改變自己可以。只有學

會凡事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才能成為更優

秀的人。

文：清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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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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孩子學會人生8件大事讓孩子學會人生8件大事

(Adobe Stock)

文：軼飛

三位母親的教子故事 垓下歌
項羽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詩 
詞 
賞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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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好：

我和前女友因某種原因分手

了，我度過了很痛苦的一段時

間，用很久的時間淡忘我對她的

愛。後來我接受父母的安排，和

一位女孩相親，也成了男女朋

友，目前交往快一年。我現在的

女朋友有高學歷，薪水也不錯，

長相中等，但個性任性，總是覺

得我要順著她、寵著她，上高級

餐廳或帶她出國旅遊等，而且感

覺沒有耐心和愛心。

（一）

過馬路，等紅綠燈。十幾個

男女老少湊成的「一小撮人」，

於川流不息的汽車中左衝右突，

浩浩蕩蕩地湧向了馬路對面。

一個小女孩拉著母親的手準

備隨眾往前衝，卻被母親拽了回

來：「沒看見紅燈嗎？」

小女孩委屈：「可是別人都

走了。」

「別人是別人，你是你。」

母親聲色俱厲道：「別人不會為

你的衝動埋單，但你必須要對自

己的生命負責。」

這是一個令人尊敬的母

親，雖然小女孩受了批評，但

長大後，她一定會感謝母親的

良苦用心。

（二）

菜市場，買五花肉。有一個

攤位的價格高出別家許多。

問老闆，老闆說：「貴自然

有貴的道理。自我父輩起，在這

裡賣肉都幾十年了，我家的肉絕

對健康衛生，不注水。」

我買完肉後特意去校秤，果

然夠份量，而且肉質新鮮。

老闆說：「別人怎麼便宜我

不管，但我必須要對祖輩的誠信

負責。」

這是一個令人敬畏的老闆，

無論同行如何偷姦耍滑，他依舊

堅持著誠信經營的原則。

（三）

買新房，準備裝修。親戚推

薦了一位劉師傅，裝修完後驗

收，質量果然很好。

入住半個月後，劉師傅突然

拜訪，他一臉歉意：「當初給陽

臺裝防護網時少了一顆螺絲，我

今天來補上。」

我說：「一顆小螺絲，不礙

事。」

劉師傅義正辭嚴道：「別看

螺絲小，卻關乎生命大事。你家

孩子小，我一直掛念著這事，我

必須要對自己的活計負責。」

這是一個令人動容的師傅。

他擲地有聲的良心話，就是他最

好的品質保證。後來，劉師傅的

業務越做越大，有了自己的裝修

公司。

別做人生的旁觀者，學會對

自己負責。

在這個世界，能對自己負責

的人永遠只有一個，那就是你自

己。（文章來源：看中國網）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無奈你好：

一年時間的相處並不算短，

你對女友的認識也算是客觀與理

智的。從你寫這封信來看，你確

實正視這份感情問題，希望曼麗

的回覆能夠給你一些參考的價

值。首先曼麗相信你一直是父母

心目中的乖孩子，所以你願意接

受父母的安排去相親，你甚至也

可以順著家人的意思跟他結婚，

不過總算你終於願意真實的面對

自己的未來，因為婚姻畢竟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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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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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基於父母的期許所以和她

交往，可是我發現我真的沒有很愛

她，她的很多缺點讓我也對她產

生不了什麼喜歡疼惜的感覺，但

是我爸媽都很喜歡他，也一直暗

示我如果進展順利就可以討論結

婚了，女友也有這樣暗示我。我

覺得好累…順著眾人的期望就結

婚我也沒意見，只是我想問，如

果我順著家長的意思和她結婚，

我們會幸福嗎？結婚是否一定要

找最愛的人嗎？我是要繼續和她

交往然後結婚，還是在我覺得不

夠喜歡她之後勇敢提出分手？

無奈

己的終身大事，關係著一輩子的

幸福和快樂，現在是你要釐清問

題的癥結所在，慎重做決定的 
時候。

雖然女友與父母都有暗示，

這些不過表示婚戀的進展該進行

下一個步驟了，是分是合？正是

考驗你理智的時刻。爸媽都很喜

歡她，那是從她的外在條件初步

的評估，真正與她進一步相處的

你才有資格做最後決定，況且你

對女友優缺點的認識具體告訴父

母了嗎？坦誠的溝通才能讓你

從父母那裡得到中肯的建議和支

持，也能解除他們帶給你催婚的

壓力。

另外，你是否問過自己：上

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情結束後，你

真的釋懷了嗎？帶著傷痛接受下

一分感情，又在催促中完成婚

事，在這整個過程你勇敢面對自

己的感情世界了嗎？這些都應該

是你要認真思考的部分。

跟一個自己不愛的人勉強生

活一輩子將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一個人的學歷、薪水與長相雖然

重要，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她的個

性和彼此價值觀是否能夠包容與

接納，這些都大大影響未來婚姻

的維繫和生活的品質，所以面對

婚姻一定要有十全的心理準備才

是對自己對另一半負責的態度。

每個人都有優缺點，有些缺

點是可以改善與包容，有些不能

改變的缺點卻是生活衝突的根

源，所以需要認真的思考面對，

與其日後的分手離異，不如在婚

前慎重抉擇，以免誤人誤己，這

需要決心，更需要智慧，曼麗祝

福你在深思熟慮後為自己開闢一

條更開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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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291-3232
營業時間調整為：週一至週六：9am-6pm          週日：10am-6pm

本週特價
2020年 4月2日∼4月8日

羽衣甘藍

Anjou Pears 安茹梨

*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Bunched Spinach 菠菜 Kale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Green Onions 青蔥

Field TomatoesLocal Mini cucumbers 小黃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天圓蕃茄

$08888 lb

Yellow potatoes

$$339898 ea

黃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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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1 個大菠蘿。

$09898
ea

$09898
ea

$1 2828
lb

$0 7878
lb

$09898
lb

疫情期間特別通知
◆ 不接受現金付款
◆ 長者及低免疫者專有購物時段 :
   早上 8~9 點
◆ 營業時間有調整

and get a free Jumbo pineapple.and get a free Jumbo pineapple.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09898
2

10 磅裝

該不該該不該
和不愛的人和不愛的人
結婚？結婚？

曼麗小語：一個人的學

歷、薪水與長相雖然重

要，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她

的個性和彼此價值觀是否

能夠包容與接納，這些都

大大影響未來婚姻的維繫

和生活的品質，所以面對

婚姻一定要有十全的心理

準備才是對自己對另一半

負責的態度。

學會對自己負責 別做人生的旁觀者
人
生
茶
坊

●文：曼麗夫人 
●圖：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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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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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看中國訊】【看中國訊】義大利新冠病毒

疫情嚴峻，使得義大利精品品牌紛紛停下工

廠裡生產包包，改為生產防疫用品的相關口

罩與防護衣，供醫護使用。

繼時尚集團 LVMH 早前將旗下三大香水

工廠將轉向生產洗手消毒液後，全球最大的

化妝品集團法國萊雅集團（L'Oréal）也跟著

仿效，宣布將投入乾洗手的生產線，幫助緩

解歐洲洗手液短缺的問題。

據義大利《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
報導，精品古馳 (Gucci) 所屬的法國開雲集

團 (Kering) 已下令，讓義大利中部托斯卡尼

(Toscana) 地區的工廠，投入生產 100 萬個口

罩及 5 萬 5,000 套醫療防護衣，以供應醫院

在疫情時期的高度需求。

普拉達 (Prada) 在托斯卡尼的工廠日前

已開始動工響應抗疫，擬向義大利醫院提供

8 萬件醫療服與 11 萬個醫療口罩。除了精品

業，瑞典大眾流行品牌H&M亦在網站宣布，

將投入醫療防護衣製造。

Salvatore Ferragamo 在官方臉書發文表

示，「將投入生產製造並捐贈 10 萬枚抗菌口

罩，提供 5 萬瓶乾洗手以及 3 千枚 FPP1 等

級口罩，給予當地的醫療機構。期待我們能

一起攜手度過難關！」義大利國寶級設計師亞

曼尼（Giorgio Armani）捐出大筆善款，並

買下全國報紙版面刊登鼓勵醫療人員的廣告。

據悉，時尚產業是這次受到義大利疫情

重創的產業之一，如今時尚之都米蘭已經因

為新冠病毒的嚴重蔓延而封閉，除了時尚精

品聯合抗疫之外，許多義大利本土設計師紛

紛向政府或醫療體系捐款，盼團結度過這次

產業危機。

【看中國訊】韓團 JYJ 成員金在中今

天稍早前在 Instagram 發文，表示自己感

染新冠狀病毒，引發熱議，但稍後卻又隨

即修文表示只是「愚人節玩笑」，希望大

家能有所警惕，引髮網友怒火。對此，

韓國網紅宋讚養直言，以韓國文化來說：

「他的演藝生涯算是結束了。」

金在中也在文中對擔心他的粉絲道

歉，表示若因這則貼文遭罰他都甘願接

受，希望所有人都能健康平安，但仍受到

網友譴責，認為他不該在疫情敏感時期開

這種玩笑。金在中所屬經紀公司也表示，

金在中目前仍在日本進行活動，正在瞭解

金在中為何做出這種行為。

有網友還起底他先前愚人節的相關

玩笑集，2014 年愚人節宣稱要在 3 年內

結婚、2017 年在臺灣演唱會上裝暈倒，

今年又謊稱確診染疫，網友忍不住吐槽

他「3 年 一 發

病？」、「愚人

節的玩笑應該

是讓大家愉快

才行，但他今

天做的事讓他

人憂心的惡劣

行為，演唱會

暈倒也是，他

真的要反省一

下！」

金在中最後刪除了原本的貼文，發文

道歉，並將 IG 貼圖改為全黑，但似乎眾

憤難平，不到 1 個小時，就有超過 3 千

位網友在青瓦臺網站請願懲罰金在中！

【看中國訊】日本搞笑喜劇演員志

村健（志村けん）因有發燒、咳嗽、

呼吸困難等重症送醫，23 日確診感染

新冠病毒，據日本《NHK》報導，志村

健 29 日晚間在東京一家醫院中不幸病

逝，享壽 70 歲。

志村健在本月 17 日時出現疲倦

感，19 日出現發燒、呼吸困難症狀，

20 日被送往東京都港區一家醫院診

治，發現罹患重度肺炎，院方對志村

進行病毒篩檢，23 日晚間檢測出陽性

反應，確診染疫。

有消息指出，志村健 24 日因為

狀況惡化已裝上葉克膜搶救，並送往

至新宿區規模較大的醫院治療，不過

經紀公司一度澄清，志村健已脫離險

境、恢復穩定中。不幸的是志村健的

病情急轉直下，在 29 日晚間仍不敵病

魔病逝。

志村健本名志村康德，在 1973 年

12 月以實習身份加入 TBS 電視臺《八

點！全員集合》，並在隔年 4 月正式加

入表演行列，在《八點！全員集合》停

播之後，富士電視於 1987 年開始播出

志村健主持的《志村大爆笑》。志村健

曾扮演的「怪叔叔」、「笨蛋殿下」等

角色更是令日本及臺灣許多觀眾印象

十分深刻。

志村健晚年招牌節目是《天才！志

村動物園》，其中的《狗狗猩猩大冒險》

單元更是經典，還曾來臺出過外景，

陪著許多臺灣觀眾度過美好時光。

據《今日新聞》報導，志村健的哥

哥曾透露，弟弟早年生活放縱，不僅

每天抽掉 3 包香菸，還天天上酒店玩

樂，直到 66 歲才開始戒菸，孰料，此

次會因為感染武漢肺炎病逝，而志村

健也是日本演藝圈第一位確診染疫而

死亡的明星。

志村健縱橫日本演藝圈近半個世

紀，因在日本演藝圈，喜劇演員的地

位相當崇高，他因此被許多後輩藝人

譽為「日本的喜劇王」，知名度還紅

到泰國、印度、歐美等地，而最讓臺

灣觀眾熟知的，是他 1987 年開始於

富士電視臺播出的搞笑節目《志村大爆

笑》，如今因感染武漢肺炎去世，令粉

絲婉惜不已。

【看 中 國 訊】周 迅 主 演

WeTV《不完美的她》以「母

親」為視角為題材，傳達母愛

的無私與無畏，惠英紅與趙雅

芝分別飾演周迅的養母與生

母，同臺飆戲。特別的是，周

迅 45 歲，惠英紅 60 歲，趙雅

芝 66 歲，3 人平均年齡 57 歲

卻都保養得宜，凍齡美女同臺

飆戲讓觀眾直呼精彩。

周迅在《不完美的她》從

小被父母拋棄，被惠英紅收養

後，喪失自己被收養前的記

憶，千方百計想找到自己生

母，網友認為她將人物迷茫、

糾結的內心詮釋出來，演技大

獲好評。而生母趙雅芝十多年

來一直在暗處窺視女兒周迅的

成長，卻不能打擾，趙雅芝尋

獲周迅走失的領養女兒小歐，

展開了倆人數十年對話，這場

近在咫尺，母女卻不能相認的

戲份，逼哭了數千萬觀眾，

趙雅芝在微博透露角色心情：

「多想告訴你（妳）我隱藏的

秘密，但又怕你（妳）傷心。

只願你（妳）開心就好，那是

否相認也就不重要了。」

劇裡，周迅雖記不得生

母的模樣，但認為只要握到母

親溫暖的手，自己就會知道這

就是她親生母親，趙雅芝哭著

對她說：「對不起是我的錯，

在我無路可逃的時候，我只能

拋棄了妳，我從來沒有一天忘

記妳。」周迅逼問她：「妳說

妳坐了十五年的牢，但我失去

妳三十年，另外十五年妳在哪

裡？」並當著趙雅芝的面吐露

經典台詞：「丟掉自己孩子的

人，不配做媽媽。」

此外，周迅在劇中成為新

手媽媽，因看不慣小女孩被原

生家庭家暴，因此發揮母愛下

定決定保護她，並給她取名林

小歐，讓女孩喊她媽媽，周迅

心痛說，自己在劇中一直和世

界保持距離，但一看到這個小

女孩卻又放心不下，「該如何

保護她？」「如何保護像這個

小女孩一樣的孩子？」是她在

劇裡企圖突破的課題。

時尚精品齊抗疫

古馳(Gucci)、普拉達(Prada)旗下工廠加入

製造口罩、防護衣行列後。（維基百科）

演藝生涯告急
愚人「劫」JYJ金在中謊稱確診

 遇生母痛不能認

「日本喜劇王」志村健

染武漢肺炎過世

金在中謊稱自己確診肺

炎，引發網友聲討。

周迅（左）在《不完美的她》中收養一個小女孩，充滿了母愛。周迅（左）在《不完美的她》中收養一個小女孩，充滿了母愛。
（WeTV提供）（WeTV提供）

周迅新作 GUCCI改產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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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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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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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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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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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調整為： 週一至週六：早 10:00- 晚 5:00     週日：休息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2020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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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營業時間調整
◆ 取消使用現金

敬請留意

綠葡萄 彩椒 土豆 小黃瓜Green Grapes Mix Pepper Yellow Potatoes Mini Cucumber

$    .00/ 箱 $    .00/ 2袋 $        .00/ 箱 $        .00/ 箱5 1 15 15(18 磅 ) (4 磅 ) (50 磅 ) (20 磅 )

◎ 文 :邊吉

剛學會發麵、揉麵的人，正式進入了麵食的多彩世界。不妨試試自己的手感，建議從包餡的水煎包及加料的蔥油餅開始。

新手
麵食

中筋麵粉：200克
80度溫水：1杯
蔥：1根

食材

鹽：1/2匙
酵母：1/4匙
油：3匙

調料

麵粉倒入碗中，加一點鹽，拌勻。
倒入一杯80度溫水，攪拌均勻後加入
1/4匙酵母，再加入1匙油，繼續攪
拌直至均勻。

揉麵糰3分鐘，用保鮮膜包裹，發
酵 1小時。
將麵糰放在麵板上，用擀麵棍擀
平，澆上1匙油，用手均勻的抹在麵
皮上面。

將鹽、乾麵粉、蔥花均勻撒在麵皮
上，將麵皮在1/3寬度處對折，用擀
麵棍輕輕壓出氣體。

在麵皮上再澆上油，抹均勻，灑上
乾麵粉、蔥花，再次做 1/3對折。
用擀麵棍擀平麵皮，蓋上保鮮膜，
靜置20分鐘。
然後用擀麵棍將麵皮擀成長方形的
一塊，捲成一條。用刀切成約1公分
的小片，3個小片重疊擺放，用擀麵
棍從兩個方向壓平，成為一張小餅。

鍋內放油，加熱，放入小餅，煎至
一面金黃後翻面，煎至金黃即可。

作法

自製蔥油餅並不難，雖然是蔥、

油、鹽簡單組合，卻有絕佳的美

味效果。若加個雞蛋就是蛋餅，

包裹餡料就是捲餅了。

蔥 油 餅

水煎包和蔥油餅

中筋麵粉：450克
溫水：250克
酵母粉：4克
芹菜：300克
豬肉糜：200克
蔥：1根

食材

澱粉：4匙
水：220克
鹽：2匙
醬油：2匙
白胡椒粉：1匙
油：適量

料酒：1匙
雞蛋：1個

調料

放入溫水，加酵母，加一點鹽，攪
拌均勻。加入麵粉，揉製成光滑麵

糰，在室溫下發酵2小時。
現在可以拌一下餡料：芹菜切成碎
末備用；豬肉糜用冷水稍微沖洗一

下，加入油、鹽、胡椒粉、醬油、蔥

末、料酒、雞蛋、澱粉水，攪拌均

勻。順時針攪拌肉糜，約200次，讓
肉更加有勁道。

然後準備好澱粉水：澱粉加入水，
攪拌均勻備用。

麵板灑上乾麵粉，將發好的麵糰放

作法

自己做水煎包，享受的不僅僅是

吃，還能感受水煎包起鍋前的滋

滋作響，以及趁熱品嘗金黃酥脆

最佳口感的暢快。

水 煎 包

   水煎包
和蔥油餅：WINNIE WANG；花、桌布、蔥：ADOBE STOCK

在麵板上，輕輕壓一下排除氣體。再將麵

糰整成圓形，從中間戳一個洞分開，拉成

為一條，分成兩段後，一段放在濕布下。

將麵條搓圓，均分成小麵糰，都放在濕
布下。

將芹菜末拌入肉糜，攪拌均勻。
下面來擀皮：取出一個小麵糰，壓扁
後，用擀麵棍做成中間厚，周圍薄的皮。
將餡料放在麵皮中間，手托著麵皮，兩
頭捏扁，然後向中間擠，再將麵皮上面捏

一下收口。

下面開始煎包了：鍋內放油，中小火煎
至包底金黃後，晃動一下，防止黏底。然

後倒入澱粉水。中小火，燜 12分鐘左右。
然後稍微晃動鍋子，水煎包可以滑動就
好了。

健康食材 最佳配角—蔥

蔥花 提味也配色
中國人做菜，講究色香味俱

全，炒菜時撒上蔥花，不但提味而且

配色也更好看。以蔥為特色的中國名

菜不少，如：蔥油雞、蔥爆牛肉、蔥

燒鯽魚等佳餚，蔥雖不是主料，卻是

重要配角。有了蔥的幫忙，一道道佳

餚才稱得上是真正的美食。

把大量蔥花放在菜餚中，在高

溫水氣作用下，蔥的辛香味與鮮甜

將會瞬間釋放，例如蔥香蒸蛋及日

本拉麵都是極佳範例。不同品種的

蔥，口味與香氣略有不同，可搭配

主料選購適當的蔥，適時發揮蔥的

香氣、辛辣、鮮甜特色。

蔥葉比蔥白更有營養

蔥是中國人最重要的香辛蔬菜

之一，中華料理蒸煮炒滷都少不了

它。蔥的營養成分很高，全身都是

寶。依據中醫觀點，蔥有解熱、通

陽等養生功效；蔥籽可以養目、溫

腎，並能治療陽痿、目眩；而蔥葉

可以祛風發汗、解毒消腫。

蔥的表皮細胞含有大量殺菌作

用的蔥辣素；蔥的刺激性氣味，屬

於蒜素的揮發性成分，可以抗菌、

殺菌、化痰等。蔥葉中除了含有蔥

白中所含有的營養成分外，蔥葉中

的維生素 C、胡蘿蔔素、葉綠色、

鎂的含量，都要明顯高於蔥白部分。

提
味
配
色

人
氣
下
飯
菜

◎ 文 :山平

蔥是廚房常備食材，很多料理最後撒上一把蔥花，

就能大大提升食物風味。

蔥料理 人氣下飯菜
如果火侯與調味掌控得宜，平

凡的蔥也能變身開胃下飯的人氣料

理。蔥爆肉片是一道讓蔥香發揮得

淋漓盡致的料理，一開始先下蔥白

煸炒出濃郁的辛香，起鍋前再下蔥

葉，快速翻炒出清新的鮮香。至於

是否能炒出蔥之多層次香氣，就看

火侯掌握是否精準。

油能完整保存蔥香，用煸炒過

蔥的油煮醬汁，燉煮豆腐至吸飽湯

汁，輕鬆就能煮出滋味豐富的豆腐

家常菜。此外，蔥與魚更是絕配，

一道鮮嫩入味的蔥燒魚，正是蔥

香、魚香、醬油香完美融合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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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溫嬪容

  （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清明是一年二十四節氣中的

第五個節氣，乃「天清地明」之

意。此時，氣溫漸升，雨量增

多，正是春耕的好時機，更蘊含

著緬懷先人、掃墓祭祖的民俗含

義。此外，清明節也是一年之中

養生保健的重要時期。

清明養生重點

1.注意保暖：清明時節天

氣多雨、潮溼，仍然不時有冷空

氣出現，外出掃墓、踏青時，最

好隨時準備一件輕薄外套、圍

巾、口罩等，及時增減衣物，以

免風寒入侵，恐引發感冒、風

溼、肩周炎等病痛；容易出汗者

不妨隨身攜帶小手帕或毛巾，用

來擦汗。

2.小心摔傷：掃墓、踏青

的地點一般都在山坡等崎嶇處，

平時較少運動者可能一不小心會

出現肌腱拉傷、關節韌帶損傷等

情形，應提高警覺，謹防摔傷，

尤其若有兒童隨行，要加以看

護，老年人最好帶上拐杖。

3.謹防過敏：過敏體質的

人，春季出遊踏青應避免接觸可

能引發過敏的環境，建議戴上口

罩，並小心周邊的昆蟲、花卉和

帶刺的草等，最好穿上長袖衣

褲、長靴，做好保護措施，以免

出現一些鼻癢、打噴嚏、皮膚紅

疹等過敏症狀。

4.調適情緒：掃墓祭祖使

人觸景傷情，尤其老年人或高血

壓、心腦血管疾病患者，更要避

免情緒波動、負面思想，導致勞

累傷神而誘發疾病。建議老年人

掃墓要有親屬陪同，適時加以安

慰、開導。

5.早起鍛鍊：春季萬物生

長，根據中醫「順時養生」的理

論，人應四時，春天的作息應該

依據《黃帝內經》所言——「晚

睡早起」。建議大家調整作息

時間，早點起床，穿著比較寬鬆

的衣服到空氣清新處，進行體育

鍛鍊或戶外活動，能使陽氣更好

的生發，氣血暢通，增強疾病的

抵抗力。

但要量力而為，不宜做運動

腳踝痛，以扭傷最常見，其

他原因，如：走在不平的道路、

下臺階踩空、腳踝猛烈翻轉。因

為外踝比內踝長，內側副韌帶比

外側韌帶堅固，所以扭傷多見於

外踝。久走造成踝關節腫脹、發

熱，是因為跟腱過度勞動，以致

腳踝彎向上或向下都會痛，日久

容易變成慢性傷害。痛風也好發

在腳踝關節處，會紅腫熱痛。

急性腳踝扭傷，8 小時內冰

敷，超過 8 小時，冷熱交替敷，

讓血管熱脹冷縮，一伸一縮，就

可以加強血管彈力，疏解腫脹瘀

血，幫助鬆筋。

腳扭傷不認真處理，會變為

慢性，很容易再次扭傷。腳踝腫

脹久不消，可以試著用粗鹽炒

熱，勿超過 40℃，裝入布袋，

熱敷患處 20 分鐘，每日 2 至 3
次，鹽吸熱，消腫、消炎很快。

剛受傷，要讓腳踝多休息，尤其

要減少上下跳躍的動作。

按穴時，先從小腿的陽陵泉

穴按起，按了陽陵泉，筋就會

鬆，引氣而下，再往下揉按。小

孩的扭傷，要按對側大拇指，掌

指關節交接處。如果腳踝外側

痛，按大拇指拳尖的外側，往手

腕方向揉按；如果腳踝內側痛，

由拳尖內側按去；如果腳踝中間

痛，由拳尖中正按，也就是往手

腕按去。

崑崙穴：在腳外踝後，跟骨

上的凹陷中有個窩處。外踝的扭

傷，一定先按陽陵泉，一路揉按

到崑崙穴，再輕輕轉踝關節，不

要太用力。

太谿穴：在內踝後跟骨上的

凹陷中，與腳踝外側崑崙穴相

對。用力壓時，足心會有酸麻

感，內踝的扭傷，按太谿穴；外

踝的扭傷，加按太谿穴有補強的

效果，因為太谿穴有強腎的功

效。

丘墟穴：在足外踝前下橫紋

的凹陷中，從第四足趾往上對

去。此穴有疏肝氣，舒筋活絡、

活血作用強，對踝關節的扭傷或

疼痛有特效。

腳踝痛

春季

養生 養生保健好時期
清明前後，春寒料

峭，抵抗力弱的人和

幼童、老年人等，更

要注意不穩定的天氣

造成的危害。那麼，

清明時節養生，我們

應該注意哪些方面

呢？

於腎上腺皮質激素之中的糖皮

質激素，在應付壓力中扮演重

要角色，故又被稱為「壓力荷爾

蒙」。

除了塗鴉可減壓，也可嘗試

畫圖著色，不僅紓壓，還能夠活

化大腦。在專注著色的過程中，

能夠刺激大腦皮層，降低杏仁核

活力，最後帶來紓壓的效果。

特別的是，研究指出，在做

藝術活動時，不論有沒有藝術或

音樂天賦，以及會不會畫畫、唱

歌是否會走音，都不影響藝術活

動的正面效應。

過去已有研究證實，如：園

藝、木工、繪畫、編織、烘焙

等，對於中風、癌症、精神等疾

病患者，可以產生正向積極的治

療作用，除了使用藥物治療之

外，也紛紛被用來當作輔助治療

的方法。

聆聽音樂

《黃帝內經》中提到五音治

病的理論：「天有五音，人有五

臟；天有六律，人有六腑。……

此人之與天地相應也。」中國的

「藥」字就來源於「樂」。

根 據 2016 年 由 西 維 基

尼 亞 大 學（West Virginia 
University）公衛學院傳染病學

教授金 · 伊恩斯（Kim Innes）
共同撰寫的研究發現，聆聽音樂

能夠使人心情愉悅、改善認知衰

退之老年患者與壓力相關的指

標，達到促進身心健康的效果。

專家指出，音樂能「選擇

性」地活化，以及大腦構造中與

正向情緒、情緒控管、注意力等

區塊，從而帶來正面的影響。

音樂的選擇也是門學問，可

以選擇自己喜愛的音樂，其中聆

聽古典樂的特有模式有利於學習

數學、科學和語言方面的知識。

不過並非任何音樂都有助於健

康，像是搖滾樂裡，經常有不規

律的節拍與刺耳聲音，容易令人

感到心神不寧，被證實對人的認

知功能有害，如果想要紓壓解

鬱，就不適合擇搖滾類的音樂。

烹飪佳餚

民以食為天，生活中用餐占

據了許多關鍵位置，哪怕沒空煮

飯，吃上一頓佳餚，也都能讓人

產生幸福感。

煮菜的過程，充滿著嗅覺、

味覺、觸覺、視覺，甚至是聽覺

的感官刺激，專注在準備食材與

各種烹飪的步驟中，即使是專心

切菜，也可以達到紓壓的效果。

有節奏且重複性的動作，可以安

撫大腦負責焦慮的杏仁核區。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研究人員便

曾指出，專注切菜 10 分鐘，不

僅能安撫杏仁核長達 2 小時，

而且富含營養素的蔬果也可減少

壓力荷爾蒙的分泌。

好好煮一餐，不僅可以填飽

肚子，補充各類營養素，壓力也

隨之釋放，真是一舉數得。

生活中放慢腳步，關上 3C

正向防疫 宅在家的紓壓養生活動養生
之道

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

炎、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宅在家裡可說是最佳的安全

防疫選擇，但看到新聞不間

斷的播放最新疫情消息，容

易使人焦慮和沮喪，不訪試

著準備手作的材料、畫畫工

具和優質音樂，有益於紓壓

和緩解焦慮，天天都是正向

防疫。

穴位圖：溫嬪容醫師提供；其他圖片：ADOBE STOCK

量太大的活動，老年人活動時心

率應不超過 1 分鐘 105 次，呼

吸不超過 1 分鐘 24 次，中、青

年則因人而異。

6.飲食宜溫：清明溼氣較

重，飲食宜選溫胃、祛溼的食

物，如：白菜、蘿蔔、地瓜、芋

頭等。多吃時令蔬果和能護肝、

養肺的食物，如：菠菜、薺菜、

山藥等。

清明時期，有些地方仍然保

留了禁火，吃冷食的習慣，但冷

食會阻礙、耗損陽氣，須視個人

體質為之，不適合吃冷食的人群

應該吃熱食，以免阻礙陽氣生

發，影響脾胃健康。

7.忌食發物：所謂「發物」

是指動風生痰、發毒助火助邪的

食物，包括：蛋白質含量高的雞

肉、筍類、羊肉、鹹菜、海魚、

蝦、蟹等。

由於清明節氣是哮喘、關節

炎、精神病等慢性疾病，易復發

的時節，故慢性病患者要忌食易

發的食物。

8.喝菊花茶：傳統的中醫

養生理論認為「春與肝相應」，

故清明養生重在「養肝」，而菊

花能疏風清熱，有平肝、降低血

壓、預防感冒等作用。清明時節

不妨適量喝一些菊花茶，但勿喝

太多，否則疏洩太過，反倒傷

肝。桑葚能養血柔肝、益腎潤

肺，菊花與桑葚同泡茶喝，可收

肝、肺同養的功效。

（轉載自《按開人體的竅》）

按 穴 療 法

最好的醫生是自己，

最聰明的醫生是預防疾

病。忙碌的現代人學得簡

易按穴法，許多初發的疾

病即可自行調癒，享受中

醫的生活化、簡單性、即

時性，以及便宜性。

高血壓患者 
少吃肝臟類食物
清明時節是高血壓的易

發期，此時更需要適當安排

自己的養生計畫。

除了忌肝臟類食物之外，

飲食應力求低鹽、清淡，增

加鉀的攝取，多吃蔬菜、水

果，並避免情緒激動和做負

重性活動，建議練練氣功、

靜坐、太極拳等，都很適合

養生。

繪畫手作

研究發現，繪畫、聽音樂、

欣賞美術作品等，這些活動能夠

減緩壓力，也對人們的心理有益

處。

2016 年，《福布斯》曾報

導，一項研究顯示，僅進行 45
分鐘的簡單藝術行為，像是用麥

克筆畫幾筆，用膠水和紙做個小

手工，這都能起到降低血液中

皮質醇水平的作用。皮質醇屬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崑崙穴

太谿穴

丘墟穴

產品，選擇喜歡的活動，不論是

縫紉、繪畫或烹飪，只要專心進

行，逐漸就能夠感到心靈上的滿

足和身體的放鬆，讓壓力得到舒

緩。

菊花茶

時令蔬果

清明

◎  文： 小萍

◎  文： 林莞儀

◎  文：葉文芳

▲ 烹飪佳餚▲ 烹飪佳餚

▲ 烹飪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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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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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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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蓮

亞特蘭蒂斯毀滅的啟示   

埠及船隻，還有能夠載人飛翔的

物體。」

美國預言家愛德格．凱西也

說過，亞特蘭蒂斯人的物理和身

體潛能發展很快，「因為他們認

識到他們僅是整體的一部分，所

以，對那些身體所必需的物質，

僅取於自然。」他們既可思想旅

行，也可身體旅行。令人驚異的

是，旅行不僅僅侷限在地球三維

空間內。凱西說他們可以將「自

己的身體從宇宙的一點移動到別

處」。但物慾的膨脹，對科技

和自然資源的誤用濫用，以及殺

伐征戰，使得亞特蘭蒂斯一步步

走向毀滅的深淵。

統治者不但建造了奢靡輝煌

的廟宇、宮殿，架橋建塢，將各

個海島上的城邦連為一體，還將

勢力延伸到大陸的部分地區。

《對話錄》中說：「巨大的權力中

心在不斷膨脹、彙集，周圍的部

族一個接著一個地被征服，整個

海峽以內都是亞特蘭蒂斯帝國的

勢力統轄範圍。」

凱西提到，亞特蘭蒂斯將他

們用於建設的動力源晶石，轉用

於製造摧毀性的武器。

失調的晶石威力，攪動這個

星球的環境和板塊的振動，地

極發生了轉動。大約在西元前 5
萬年，亞特蘭蒂斯的一部分沉入

縱觀人類文明史，每到人類

道德衰敗、逆天而為的時候，就

是天降不測的時候，哪怕這些文

明已經發展到遠遠超過今天人類

的文明程度。

「 亞 特 蘭 蒂 斯 」

（Atlantis），是一個傳說中高度

文明的國度，12000 年前在一夜

間沉沒於大海中。最早記述亞特

蘭蒂斯的是西元前 400 年古希

臘偉大的哲學家柏拉圖。

柏拉圖在《對話錄》一書中

記述：「亞特蘭蒂斯位於『海克

力斯之柱』（即今直布羅陀海

峽）之外不遠處的地方，島上

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動植物種

類繁多，礦產豐富，出產無數黃

金與白銀，一種閃閃發光被稱作

山銅的金屬，比黃金還要珍稀。

『亞特蘭蒂斯』有著數不清

的財寶，宮殿和神廟富麗堂皇，

牆壁鑲滿黃金。文明程度也令人

難以想像，除了有設備完善的港

2020年一開年，世界並
沒有像人們期待的那

樣，有一個美好的開始。

山火、蝗蟲、瘟疫、自然

災害，當我們驀然回首，

才發現動物、植物，乃至

人類，似乎都面臨著前

所未有的危機。

海底，整個島嶼被分成 5 塊。

西元前 2 萬多年前，亞特蘭蒂

斯又經歷了火山爆發、地震及地

極變化，只剩下了 3 個島嶼。

西 元 前 10700 年， 亞 特

蘭蒂斯最後一個島波塞地亞

（Poseidia）徹底沉入大西洋。

輝煌的亞特蘭蒂斯帝國徹底從地

球上消失。而這個時間這與柏拉

圖提及的亞特蘭蒂斯的最後消失

的時間大致吻合。

《對話錄》中記載，一萬多

年前，「亞特蘭蒂斯發生了猛

烈的地震和大洪水，一晝夜之

間，所有這些好戰的人都遭到活

埋，亞特蘭蒂斯也就此沉入海中

法國「魔鏡」致死 38人 
真相大白之際神秘消失

1997 年，法國古玩收集協

會突然召集巴黎各大報社的記者

開新聞發布會，警告古董收藏家

不要購買一面「魔鏡」，因為它

會殺人。據稱，這面鏡子的邊框

上寫有「路易斯 · 阿爾潑 1743」
字樣。任何人如果向鏡中觀看，

就會導致腦部大出血而死亡。自

它誕生至今的 250 多年裡，這

面魔鏡已殺死了 38 個人。

這面鏡子的出廠日期是

1743 年，路易斯 · 阿爾潑是制

鏡工匠的名字，也是首位被害

人。這名製作了一輩子鏡子的匠

人，在制作完這面鏡子的兩天

後，突然一頭栽倒在工作房內。

經醫生檢查，他死於腦溢血。

後來，有一名叫得塞默的面

粉經營商購買了這面鏡子，做為

愛妻的生日禮物。妻子生日當

天，他拿出了這份神秘禮物。他

一點點地撕開包裝紙，拿出這面

異常精美的雕花鏡子。可是，他

突然放下鏡子扶住腦袋，身體劇

烈地搖晃起來。當醫生趕到時，

他已經停止了呼吸，醫生宣布他

死於腦溢血。傷心欲絕的妻子不

願再睹物思人，便將丈夫的遺物

都寄賣或送人，這面鏡子從此不

知所終。

後來，35 歲的出版社編輯

阿內諾卡在巴黎街頭的小攤上看

到了這面鏡子，便將它買回家，

掛在臥室的墻上。有一天，人們

發現他倒斃在他所居住的公寓

中，法醫鑒定其死因為腦溢血。

時間一晃又過去了幾十年，

身為外科醫生的尤娜在跳蚤市場

見到這面鏡子，便將它買了下來

放在書桌上。後來，尤娜夫婦被

發現雙雙暈倒在地，傭人連忙將

他們送往醫院，可在途中他們都

停止了呼吸，死因仍是腦溢血。

至此，這面魔鏡正式進入人

們的視線中。在之後漫長的時間

裡，又有 30 多人因它而死去，

死者年齡從 22歲到 57歲不等，

大部分人生前健康狀態良好，但

卻在得到這面鏡子三天內就突然

離奇死去，且死因出奇的一致。

最後一名死者是科學家史密

斯博士，他決心揭開魔鏡的謎

團。 1997 年 5 月，史密斯費了

很大周折才弄到這面鏡子，賣主

卻一再警告他最好不要使用。但

史密斯不以為然，他迫不及待地

打開木盒，小心地從裏面取出這

面充滿傳奇的古鏡。

然而，第三天中午，史密斯

在書房裡突然被一陣眩暈襲倒在

地，家人準備將他送院。這時，

他用最後的力氣交代他們將那面

鏡子密封起來，千萬不要再讓它

害人了。從此以後，這面鏡子便

被史密斯的家人貼上了標簽，嚴

密收藏了起來。而博士的死，也

促成了法國古董收集協會舉行那

次震驚世人的新聞發布會。

後來，這件異事傳到了美

國，引起了考古學家懷恩博士的

好奇。 2005 年 4 月，他專程來

到巴黎，向法國古玩收集協會提

出申請，想對這面魔鏡進行研

究，卻遭到拒絕。

後來，懷恩從史密斯博士的

孫子那裡如願得到了這面鏡子。

懷恩將它帶回美國後，放到了自

家的實驗室裡。妻子瑪麗痛哭著

請求丈夫停止這個瘋狂的舉動。

懷恩仔細查看鏡面，根據多

年的考古經驗，他認定鏡面的年

代沒有傳言中的那麼久遠。於

是，他做了一項測試，果然這鏡

面僅有不到 100 年的歷史。那

就是說，鏡面曾被人更換過。這

樣看來，秘密不在鏡面上，懷恩

腦中靈光一閃，難道鏡框才是殺

人的真兇嗎？

一天晚上，懷恩從圖書館回

來，當他掏出鑰匙打開實驗室的

門時，瑪麗發出了一聲尖叫，她

駭然看到鏡子對面的兩隻小白

鼠，正全身僵硬地死在了鐵籠

裏。懷恩立即沖到實驗台前，對

死去的小白鼠做了解剖，最後發

現牠們都死於腦溢血。他小心翼

翼地從鏡框上刮取了一些樣本，

然後把鏡子放回木盒中。第二

天，他把這些樣本送到了專業的

科研機構進行鑒定。

兩天後，樣本檢測結果出來

了，制作這面鏡子的木材是一種

極罕見的樹木——庫拉樹。它在

100 多年前已經絕種了。據記

載，庫拉樹的木材中含有一種劇

毒物質，在接受強光照射後會釋

放大量的有害氣體，可導致吸入

者的腦血管在短時間內爆裂，引

發腦溢血。

懷恩平日在實驗室工作時都

習慣拉上窗簾，缺乏光照才使他

死裏逃生。當他離開實驗室後，

瑪麗曾走進去拉開了窗簾。在陽

光的照射下，鏡框釋放出的有害

物質奪走了兩隻小白鼠的性命。

至此，魔鏡的謎團終於破解

了。然而，正當懷恩準備召開新

聞發布會時，他卻驚奇地發現盛

放魔鏡的木盒不翼而飛，從此失

去了踪影。因缺乏原物驗證，懷

恩無法向人們證明自己遞交給科

研機構的木樣取自魔鏡鏡框，殺

人魔鏡再次成為懸案。

( 選自看中國網 )

了」。很多人認為，「亞特蘭蒂

斯」不過是一個傳說而已。但有

兩位科學家宣稱，他們在古巴海

域 600 英尺深處發現了沉沒的

古城，包括金字塔和獅身人面

像，這就是 1 萬年前神祕消失

的亞特蘭蒂斯文明。

英國考古學家埃文斯於二次

世界大戰前發現了位於克里特島

上的大規模文明遺蹟，有人認為

這就是亞特蘭蒂斯島。

瑞典地理學家烏爾夫．埃林

森於 2004 年出版的《地理學家

眼中的亞特蘭蒂斯：勘探仙境之

國》一書則認為，愛爾蘭島即為

亞特蘭蒂斯大陸。

因為柏拉圖所描述的島國大

小及地貌與愛爾蘭島極為相似，

並且兩者都有巨石墓葬文化。另

外還有南極說，賽普勒斯說等等

多個學派的論點。

但不管人們對亞特蘭蒂斯究

竟在哪裡如何各執一詞，有一點

卻始終無法回避，就是科學家在

尋找亞特蘭蒂斯的過程中發現的

各個不同時代的文明遺跡，恰恰

證明了人類的高度文明並不是只

有今天才出現，而是經歷了一輪

又一輪的毀滅與重生。

亞特蘭蒂斯不過是無數人類

文明興衰災變而下沉的一個角

落。如果說歷史上無數文明的毀

滅，都是在人類違背自然規律、

道德極度衰敗的時候，那麼眼下

的種種危機，是否能讓我們從中

領悟到其背後的深意？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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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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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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口罩延長壽命 用此法最有效

中樂之旅:
從卡城到上海

皇家山大學音樂學院提供適合各年齡段、各級水平的中樂課程。

你能在這裡得到世界級導師的專業指導，助你培養興趣，或進一步邁向音樂之路！

來感受我們的私人中樂課程，包括二胡、笛子、古箏、聲樂等。

為了防範武漢肺炎疫情的快速傳播，

世界各國許多民眾都在瘋搶口罩，但目前

各個國家的口罩的供給量遠遠無法滿足民

眾生活所需。

口罩不但難以買到，而且使用時間不

長就必須更換，否則過濾病毒的效果不但

會下降，沾染病毒的機率也會提高，跟

「沒戴口罩」差不多。也因為如此，各種

延長口罩壽命的使用方法也一一出籠。但

這些方式也各有優劣。

口罩壽命增加3～5次 
台灣食藥署就針對「醫療用口罩」進

行測試，發現只要用「電鍋乾蒸消毒法」

後，病菌過濾效率（BFE）與加熱前幾乎

沒有甚麼改變、都能維持在 99% 以上。

所以只要透過電鍋乾蒸法來消毒的話，醫

療口罩就可以再用 3 ～ 5 次。

至於讓許多民眾感到疑惑的：醫療口

罩消毒過後還有效嗎？食藥署也表示，只

有這個方法可以維持效果！

因為口罩消毒的方法雖然有很多種，

但由於醫用口罩的內襯過濾材質，大多是

經過靜電處理的不織布，所以如果使用

「噴灑酒精」或其他「濕式消毒」的方式，

口罩的過濾效能都會因此降低。

而唯一比較可以信任的消毒作法，

就只有「乾式」消毒。常見的方式有：

烤箱、電鍋烘乾、紫外線殺菌等方法。

但 2018 年台灣中山醫學大學職業衛生學

系賴全裕的論文也發現，電鍋乾熱法可

以「殺滅 N95 口罩上噴灑的枯草桿菌孢

子」，但若使用紫外線光殺菌的話，效果

就差了些。

因此以器材取得的容易度、方便度，

還有效果來看，電鍋乾熱法不但能夠進行

醫用口罩殺菌程序，同時還能保持適當的

殺菌效果，最重要的是，口罩的過濾效能

也能兼顧。以下就為大家介紹處理步驟。 
器材：10 人份電鍋（這樣口罩才能

平放）

注意事項：須採乾熱殺菌，不可加任

何水。而且電鍋高溫會破壞口罩，所以務

必要加內鍋，不能直接放於鍋底。

1、在乾燥的電鍋中置入內鍋架後，

再放入內鍋。

2、將醫用口罩平放於內鍋後，蓋上

外鍋蓋。

3、按下電鍋加熱開關，大約等待 3

分鐘後，開關會自動跳起，然後再靜置 5
分鐘，讓鍋內的熱空氣可以充分殺菌。

4、打開外鍋蓋，即可完成殺菌程

序。

5、等電鍋冷卻後，就可以再進行下

一批口罩的殺菌程序。

醫療口罩消毒後的注意事項

1、雖然可以消毒，但醫用口罩還是

要盡量以一次性使用為原則，不得已才使

用電鍋乾蒸消毒法。

2、出入傳染一些高風險場所，如醫

院、密閉空間等，都要記得配戴醫用口

罩，而且要記得每天更換。如果發現有破

損或弄髒，也要馬上更換。

3、出入戶外或低風險場所，則可以

改用一般布口罩，若使用醫用口罩，在沒

有破損、髒汙的前提下，如果要增加使用

次數，就可以使用電鍋乾蒸消毒法。只是

消毒 3 ～ 5 次後，還是必須要更換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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