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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In Force

A7

口罩之戰口罩之戰  
改變全球供應鏈改變全球供應鏈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報導】「為什麼世上最富有的國家卻無

法給你一副口罩？」《華爾街日報》4月7日刊文提出了這一問題。現
在口罩、防護服和呼吸機等已成為了全球急缺物資，歐美各國都面

臨無法為一線醫護人員提供基本保護的困局。歐美各界人士，越來

越清晰地意識到，口罩之戰呈現了全球化供應鏈深層潛伏的危機。

（下轉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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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美國之音》報導

美國一名政府高官表示，聯邦政

府醫療防護用品的緊急儲備已經

接近耗盡。川普總統的經濟顧問

納瓦羅（Peter Navarro）本週承

諾，美國將擺脫對其它國家的依

賴，建立自己的藥品和醫療用品

的產能。他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

說：「這場危機教會了我們一件

事，就是我們過於依賴全球的供

應鏈。」此前的採訪中，納瓦羅

特別點名中國，他說如果中國有

可以出口的口罩等防護用品，美

國願意購買，但不能接受中國利

用此類的交易作為宣傳手段。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醫用口罩

生產國，在疫情爆發後不僅停止

了口罩出口，還購買了世界市場

上大多數的口罩。

北京囤積22億口罩
納瓦羅在 6 日接受福克斯

電視臺採訪時說表示，有一個

數字會讓所有美國人震驚—北

京政府在 1 月 24 日到 2 月底

之間從全球買回 22 億個口罩。

「在那段時間裏，中國基本上一

直在試圖囤積個人防護用品，

包括大規模的從世界其它國家

購買大量手套、護目鏡和口

罩。」他說，「中國早在 12 月

中旬就知道了病毒，我們是在 5
到 6 週後才知道……—中國知

道危險性而不告訴世界其它國

家、它還走出來囤積世界市場

上的個人防護用品。」

22 億，相當於中共一個月

囤積了中國半年產的口罩。疫情

前，世界一半醫用口罩產自中

國。而現在據摩根史丹利估計，

中國已經控制了全球口罩產能的

85%。此外，中國還是 N95 口

罩中聚丙烯纖維（用於過濾灰塵

口罩之戰 改變全球供應鏈口罩之戰 改變全球供應鏈

和病原體）的主要生產國、最大

的無紡布（口罩夾層材料）出口

國，其包括聚丙烯纖絲在內的無

紡布佔據全球18%的出口市場。

北京的口罩外交

中國向「友邦」國家義大

利、西班牙和伊朗等國提供過口

罩援助，但顯然也對這些國家形

成了一定的壓力。奉行獨裁政權

的伊朗已成為了武漢肺炎的重災

區，衛生部發言人賈漢普爾 6 日

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批評中共官

方疫情數據是一個慘痛的笑話，

但很快伊朗外交部發言人 Abbas 
Mousavi 出面平息中方的怒火，

在推特上表達了對北京的感謝。

中國和法國之間關於口罩的

商議則被美國議員透露出來。美

國國會聯邦眾議員 Mark Green 
4 日在接受福克斯新聞（Fox 
News）採訪說 :「法國此前向中

國訂購 10 億口罩供應時，卻被

中方要求法國的 5G 網路要批訂

單給華為公司。」中方發言人對

此消息矢口否認，法國方面則尚

無回應。有分析者認為，法國總

統馬克宏把習近平的提議洩漏給

外界，某種程度上是在否定這種

暗盤交易。

美加口罩企業的困境

總部設在美國明尼蘇達的

3M 在上海有生產口罩的工廠，

其所有生產的口罩也在中國銷

售。納瓦羅 2 月在福克斯商業

台上說，北京「將 3M，我們的

一家公司，實際上國有化了。」

3M 公司也證實 1000 萬個 N95
口罩送回美國需獲「中共批准」。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 4 月 1
日表示，不能保證滿足加拿大所

有醫護人員的防疫需求。此前，

總部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的口罩廠

商麥迪康（Medicom）首席運營

官對《紐約時報》表示，該公司在

上海的工廠每天生產 300 萬隻口

罩，但北京政府要求獲得他們生

產的所有口罩。

但另一方面，中國深具官

方背景的大公司對海外慷慨援

助。《環球郵報》報導說，過

去半個多月來，中國的華為公

司向加拿大捐贈了大批個人防

護用品，包括 100 多萬個口罩

等。 7 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總理

特魯多表示，很高興收到國內

外企業的捐贈，這些捐贈沒有

政治作用，不會影響政府的決

定。而在去年 12 月華為創始人

任正非表示，華為將設在美國

的研發中心遷到加拿大。

中國製造的質量問題

雖然中國政府日前要求出

口企業產品標準必須嚴格遵守購

買國的標準。但全球各地頻頻爆

出中國製造的醫療物資的質量問

題。法新社報導，最近幾週，西

班牙、荷蘭、土耳其以及澳大利

亞都退回過從中國買來的不合格

口罩。西班牙、土耳其抱怨從中

國買來的測試盒準確率很低。

4 月 6 日英國《泰晤士報》報

導，英國從中國訂購的數以百萬

計對肺炎的測試盒都不合格，檢

測不出來輕症狀的和無症狀的患

者。芬蘭政府 4 月 8 日也表示，

從中國購買的 200 萬隻防範新冠

病毒的口罩不合標準，並不適合

在醫院使用。

負責採購物資的芬蘭官員

洛 內 馬（Tomi Lounema） 表

示，由於國際急需醫療物資，中

國「價格不斷攀升，必須盡快訂

購，而且要提前付款」，「因此

商業風險也很高」。而對各類質

量問題，中國外交部則回應相關

國家未仔細核對產品說明書等。

美歐在行動

4 月 6 日美國總統川普宣布

與 3M 公司達成協議，在未來幾

個月內，每月向美國輸送額外的

5550 萬枚 N95 口罩，主要供應

給美國醫護人員。CNN 報導，

一位高級政府官員說，政府決定

使用《國防生產法》是改變雙方談

判軌跡的關鍵。

歐洲也在採取行動。儘管德

國自己生產口罩難度不小，但德

國首相默克爾在結束兩週的自我

隔離後，於 6 日表示，對於醫療

物資，德國或至少歐洲要有一個

自己的生產支柱。德國衛生部已

經給出了目標：每週生產 5000
萬個口罩。寶馬汽車集團老闆齊

普策（Oliver Zipse）8 日在慕尼

黑積極響應，稱已經準備了生產

設備，「我們很快就能每天生產

數十萬個口罩」。

全球供應鏈的脆弱

曾經為降低成本形成的全球

供應鏈，在此次疫情中呈現致命

弱點：一個國家，若因持不同的

價值觀，而無法獲得關鍵資源，

將會有多少國民喪失性命？！

全球供應鏈諸多的負面效

應，不少西方國家已經意識到。

在川普政府的執政期間，美國

製造業已經陸續從中國撤出，美

國國內製造業所佔的份額明顯增

加。全球製造業諮詢公司科爾尼

（Kearney）7 日發布了第七次年

度重組指數驗證了這一點，報告

也認為，新冠疫情將在此方面加

速進程。

不僅是美國，7 日日本出爐

空前的經濟刺激方案，其中撥出

22 億美元，幫助製造商將生產

基地遷出中國。儘管中國是日本

最大的貿易夥伴，3 月初阿里巴

巴前總裁馬雲還向日本捐贈 100
萬個口罩，但日本各界被疫情所

震驚，更關注日本企業不應過度

依賴中國作為製造業基地一事。

現在北京方面加大了「全球

命運共同體」的宣傳，這個口號

曾廣為西方各界所接受。但顯

然此次疫情已改變了全球對「命

運」一詞的理解。或正如華盛

頓的國安專家瑞貝卡．格蘭特

（Rebecca Grant）所斷言：「新

冠病毒將終結我們所知的全球

化，這已經表現得日益明確。」

▲日本安倍政府在北京連日示好下，宣布斥鉅額資助日企撤離中國。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獨立 Bi-Level 1389 呎 , 土庫�部完成 , 步行到
卡城大學 (U of C) 只�一�鐘 , �大�皮 6595
呎 , 主層鋪實木�� , �大客� �壁爐 ,3+1 �
� ,2 浴廁 , �� 雙車� , ��山�� 兒童�院
(Foothills&Children 
Hospitals), �勿錯� ! $665,000

University Heights  �大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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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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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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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碼�看,��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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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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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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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cbcfoot@live.ca
所有客戶均可上門服務 Bay 8, 6320 11 Street SE 

專業精準才有效！擁有認證足部矯形師  專業服務卡城 35 年   

矯正鞋墊終身免費保養
一次投資 終身服務：兩年左右鞋墊需隨人體變化而調整，

半年一次的免費回訪，您可節約高達數千元調整或置換費用。

我的腰不痛了！

我的膝蓋不痛了！

我的關節不痛了！

我的脊椎不痛了！

我的腳板不痛了！

我的腳踝不痛了！

CBC   F o
ot Products

Lt
d.  CBC 足部保健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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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保險

公司認可免費 員工保險
◆ 足部掃描
◆ 身體平衡測試
◆ 填表 無需押金

品
牌
矯
形
鞋

升
降
按
摩
椅

品
牌
矯
形
鞋

升
降
按
摩
椅

403-301-3546 ( 國 / 英 ) www.cbcfootproducts.com

 原價：$995
現價：$699
免費送貨、安裝

4 月 30 日前有效

專業精準才有效！擁有認證足部矯形師  專業服務卡城 35 年   

卡城
獨家

人體免疫
增強

口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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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矯形鞋墊 終身保修

品
牌
矯
形
鞋

壓
力
襪

按
摩
槍

3M與N95博奕遊戲

On April 2,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voked the Defense 
Protection Act against Minnesota-

based manufacturing giant 3M  
Company to “acquire, from any  

appropriate subsidiary or affiliate of 
3M Company, the number of N-95  
respirators that the Administrator  

determines to be appropriate.”

    President Trump slammed 3M on Twit-
ter “Big surprise to many in government as 
to what they were doing - will have a big 
price to pay!”and drew backlash after 3M 
claimed in a response Friday “The Admin-
istration also requested that 3M cease ex-
porting respirators that we currently manu-
fa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Canadian 
and Latin American markets.”

So, what was 3M doing that drew Presi-
dent Trump’s Twitter ire?

    Head of Florida Division of Emer-
gency Management, Jared Moskowitz, 
appeared on Fox News on April 2 and 
explained his state’s difficulties with  
securing N95 respirators from 3M and its 
affiliated brokers and distributors: “For 
the last several weeks, we have had a 
boiler room chasing down 3M authorized  
distributors [and] brokers representing 
that they sell the N95 masks, only get to  
warehouses that are completely empty,”

   “They're specifically saying, ‘Listen, 
we are sorry your order got pushed down, 
but ... there are foreign countries who do  
business differently and they're showing up 
with cash.’”

    “I can't, other emergency management  
directors, CEOs of hospitals can't get 
this life-saving 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because a company decided 
to make a globalist decision and not put  
America first.” he said.

    Moskowitz also underscored the down-
sides to being forced to deal with  foreign 
brokers of 3M’s PPEs as sometimes they 
get 20 times the actual costs of these masks, 
“but regardless of the cost of this point,  
getting the mask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we can't even get them.”

Florida’s story does not appear to be an 
isolated instance.

    On April 1, The Intercept published a story 
about how Metro IAF, a non-profit organiza-
tion discussed their venture off-the-beaten-
path from their regular tasks advocating for  
issues related to jobs, education, housing, 
and criminal justice, and into the world 
of procuring PPEs for front line medical  
workers.

   “We were all hearing the same story 
over and over again: We don’t have the  
equipment we need, we don’t have masks, we 
don’t have what we need to protect ourselves,” 
said Rev. David K. Brawley of the St. Paul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in East Brooklyn 
of why their group become involved.

  The article describes Metro IAF’s  
experience contacting a Canadian distribu-
tor who claimed to have millions of 3M 
1860 N95 masks, but required a minimum 
purchase of 20 million units. 

    Metro IAF proceeded to procure a  
consortium of 19 different buyers, including 
two major hospital chains, six county gov-
ernments, one governor’s office, and a city 
health department in Colorado.

    However, despite to a price guide  
issued by 3M Corporation on March 31  
showing the price of 1860 masks to not exceed 
$1.26 USD, the Canadian distributor was  
charging over $7 USD per mask.

But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lies with 
more than merely foreign distributors 
and brokers of 3M products trying to 
make black margins.

    On April 5, New York Post reported that 
officials from Honeywell and 3M told US 
official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began blocking exports of PPEs from 
China-based production plants as far back 
as January. The article goes on to discuss 
how the CCP bought up PPEs at standard
wholesale pricing, but disallowed sales to 
any other parties.

3M Corporation and the N95 Respirator Game
雙語報導
Bilingual News Report 看看

Neil Campbell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a White 
House spokesperson, the CCP imported 
2.46 billion pieces of PPE between January 
24 and February 29, which included more 
than 2 billion masks.

“Some of China’s actions are 
probably illegal, but to bring cases 
hen you’re in the middle of the risis 
does little good for the patients who 
are in the hospital on ventilators — 
and might not have been there had 
they had access to PPE.”  

Michael Wessell,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told New York Post.

    In light of such a serious shortfall,  
major questions linger as to how there 
can be a shortfall of N95 respirators on  
Canadian and United states soil, and 
why 3M has not moved any respirator  
production to their Canadian plants.

    On March 25, Bloomberg Business-
week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How 3M 
Plans to Make More Than a Billion Masks 
By End of Year where it reporte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3M Company manager in 
charge of a respirator factory in Aberdeen, 
South Dakota, Andrew Rehder, that their  
factory got a call as early as January 21 from 
3M headquarters advising them that a new  
virus was spreading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y were expecting a jump in demand for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Now, Rehder told his charges, Aber-
deen would shift to ‘surge capacity.’ Idle  
machinery installed for precisely this  
purpose would be activated, and many of the 
plant’s 650 employees would immediately 
start working overtime. ‘We knew it wouldn’t 
be a two-week blip, it would be longer,”  
Rehder says.

    The article also goes on to report that 
3M learned about how the demand for  
respiratory protection can skyrocket more 
than 15 years earlier during the SARS  
crisis: “Coming out of the SARS  
epidemic, the company realized it wasn’t 
fully equipped to handle unexpected  
explosions of demand in the event of a  
crisis, or what it calls an ‘X factor.’ It  
decided to build surge capacity into its  
respirator factories around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 press release from 3M  
Canada President, Penny Wise, that de-
spite 3M’s surge capacities, preparations 
dating as far back as January, operational  
anticipation of “X-Factors”, and orders 
from their Chinese landlords to not sell  
China-made PPEs to anyone besides the CCP, 
3M still has not deemed it prudent to manu-
facture respirators in any Canadian factory: 
“At this time, 3M does not manufacture N95  
respirators in any facility in Canada. We 
have, however, doubled the amount of N95 
respirators brought into the country during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2020.”

If 3M has known for over a decade 
about the potential global epidemic 

and has been increasing global  
production for nearly two and a half 

months, questions around how 3M fail 
to supply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while allow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long with foreign distributors 
and brokers, to hoard and stockpile 

3M equipment to be re-sold at  
huge markups as the pandemic  

intensifies.

    For now, the squeeze on North American 
PPEs has abated as on April 6, President 
Trump announced an agreement with 3M 
Corporation to import more than 55 mil-
lion masks per month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top of the 35 million they manufacture 
each month, which in turn, allows 3M to  
continue to supply Canada and Latin  
America.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heir leadership and  
collaboration,” said 3M CEO, Mike Roman 
in a statement that seemingly resolved to 
deal with foreign shadow brokers buying up 
equipment to hold hostage at inflated prices.

    “We share the same goals of providing 
much-needed respirators to Americans 
across our country and combating crimi-
nals who seek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current crisis.”

4 月 2 日，美國總統川普與 3M 在社

交平台上交火，川普批評 3M 沒有保證美

國國內防護用品供應，3M 則稱「（美國）

政府要求我們停止出口口罩到加拿大或南

美市場」，引發論戰。

佛州緊急應變小組負責人 Jared 
Moskowitz 4 月 2 日在福克斯新聞上表

示：「過去幾週我們特地加開緊急會議尋

求辦法獲取 3M 的口罩，但這些經銷商、

代理商的倉庫都是空蕩蕩的。他們還說，

很抱歉無法提供足夠供應，因為有些『外

國』以不一樣的手法來交易，他們帶著現

金出現。」

4 月 1 日，《The Intercept》報導了關

於總部設立在紐約皇后區的非營利組織與

19 個不同買家一起從加拿大團購口罩，因

為對方要求購買至少 2000 萬個，每個口

罩 7 美元，遠高於 3 月底 3M 公布的不超

過 1.26 美元一個的標準。

4 月 5 日，《紐約郵報》引述霍尼韋爾

（Honeywell）和 3M 公司職員給美國官員

的爆料說，中共當局早在 1 月封鎖了中國

工廠生產的個人防護裝備出口，還在 1 月

就以批發價從全球採購並禁止國內再出口。

美國白宮發言人早前表示，中共在 1
月 24 日及 2 月 29 日之間，從全球收購了

24.6 億件 PPE 裝備，包括 20 億件口罩。

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委員 Michael 

Wessell 就曾表示，「中國的部分行為很可

能是非法的。」

美國及加拿大 N95 口罩短缺引發人們

的質疑。 3 月 25 日，彭博披露早在 1 月

21 日 3M 總部就告訴他們中國大陸正在爆

發一種新型病毒，預計 PPE 需求會大副增

加，要求工廠立即「激增產能」。該報導

也提及 3M 在 SARS 期間就曾預測防護裝

備銷量會大升，稱為「X 因素」，並在全

球就增加了許多生產線和工廠。

即便如此，3M 在加拿大沒有任何生

產 N95 的設施。如果 3M 早在 10 年前

就認識到全球瘟疫可能出現、這次更提早

2 個多月加倍生產，這就令人想不通為何

3M 無法為美國及加拿大的政府和醫療系

統提供足夠物資，卻能讓中共政府以及這

些海外經銷商、代理商大量囤貨，然後再

把它高價回賣給正受疾病摧殘的國家呢？

直到 4 月 6 日，川普宣布與 3M 達成

協議，3M 將向美國每月供應至少 5500
萬件口罩，加上 3500 萬個美國國產口

罩，將可以供應加拿大及南美市場。

3M總裁Mike Roman事後發表聲明，

表示將重視海外黑心經銷商囤貨推高價格

的問題，並表示「我要感謝川普總統及當

局的協調和領導，我們有共同的目標，那

就是為美國人提供足夠的防護用品，並打

擊那些從危機中謀取利益的罪犯。」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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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截至 8 日發稿

時，亞省武漢肺炎確診病例為

1,423 例（較 7 日新增 50 例），

其中 518 人痊癒，29 人死亡。

有 44 人住院，其中 16 人住在

重 症 監 護 室（Intensive Care 
Units，簡稱 ICU）。

疫情模擬結果

7 日 晚， 亞 省 省 長 康 尼

（Jason Kenney）發表電視演

講，公布了亞省疫情的模擬結

果。分三種情況：

最可能的情況：預測 80 萬

人感染，400 ～ 3100 人死亡，

五月中旬為爆發高峰期。

較壞的情況：預測 106 萬

人感染，500 ～ 6600 人死亡，

五月初為爆發高峰期。

最壞的情況：預測總感染人

數 160 萬，16000 ～ 32000 人

死亡，爆發高峰期為四月下旬。

預測採用了幾個關鍵的假設

因素：並非所有病例都被發現；

同年齡段的傳播更常見；沒有

無症狀傳播；人們的傳染性為 5
至 10 天；所有的 ICU 患者都需

要呼吸機；14% 的確診病例需

要住院治療；5% 的病例需要重

症監護室，但這在不同年齡段的

情況下有很大的差異。

醫療資源可以應對

本月初，亞省衛生局準備

的可用床位為 1935 張，計畫在

4 月底前達到 2250 張床位。亞

省還在努力購入呼吸機，並建

設 ICU（重症監護）床位。預

計到 4 月底，將擁有呼吸機 761
臺，ICU 床位 1081 個。預計亞

省的醫療資源可以應付預期的爆

發高峰期。

亞省的表現

8 日，省府發布了詳細的武

漢肺炎模擬報告。亞省省長康尼

（Jason Kenney）表示，與加拿

大其他省份或全球國家 / 地區相

比，亞省在應對武漢肺炎疫情方

面做得「非常好」。

截 至 4 月 7 日 的 數 據 顯

示，亞省的確診病例率為每萬

人 3.05 例，住院率為每萬人 0.2
例，需進入重症監護室治療的患

者數為每萬人 0.07 例，死亡率

為每萬人 0.05 例。

亞省確診的總人數比加拿大

其他一些省份高，康尼說，這主

要是由於亞省做了更多的測試。

截至 4 月 8 日，亞省共對

66,783 人進行了病毒測試，合

每百萬人測試 15,133 人。

魁北克省疫情模擬結果 7
日揭曉，預測爆發高峰期出現

在四月底，死亡人數約 1200 ～

9000。 3 日，安大略省發布的

模擬結果顯示，預測安省因武

漢肺炎死亡人數可能達 3000 ～

15000 人。

（亞省模擬報告下載：www.
alberta.ca/assets/documents/covid-
19-case-modelling-projection.pdf）

【看中國訊】4 月 8 日，總

理特魯多（Justin Trudeau）宣

布了更多措施，以支持受病毒大

流行打擊的企業和年輕人。

特魯多稱，政府認識到原方

案存在差距，需要進行微調。

救助計畫擴大

調整的計畫包括「加拿大暑

期工作計畫」，以幫助 15 至 30
歲年輕人在病毒大流行期間繼續

開業的部門工作。

該變更包括將工資補貼提

高 100%，將暑期工作延長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也包括兼

職工作。

該計畫的成本約為 2.63 億

元，以創造70,000個工作崗位。

特魯多還宣布了對 75% 工

資補貼計畫的更改，稱這些更改

是在政府與各利益相關方協商後

做出的。

由於該計畫的初始標準（包

括要求補貼的企業收入比上年同

期下降 30% 的要求）將許多企

業排除在外，包括新企業，成長

企業或季節性企業，企業集團提

出異議。聯邦與各利益相關方協

商後，決定對原計畫加以修改。

根據擬議的新規則，企業可

與 2020 年 1 月和 2 月比較，來

衡量其收入下降（而不是去年

同期），這將使新的或擴大規模

的企業納入計畫。

另一項擬議的調整是將 3
月份收入下降的幅度降低到

15%，這使 3 月中旬關閉的企

業受益。

工資補貼計畫成本 730 億

元，高於先前的 710 億元。

聯邦政府計畫在 3 週內啟

動並實施工資補貼計畫。

聯邦財政部長莫鈕（Bill 
Morneau）警告，任何不符合資

格的企業如果申請，將被要求償

還這筆錢，故意濫用該計畫的企

業將面臨最高補貼額的 225% 罰

款或最高 5 年監禁。

幫助小企業渡過難關的另

一項措施是政府擔保的 40,000
貸款計畫。該計畫將提供 25%
的無需償還貸款，於週四開始

提供。

緊急救助金申請激增

自 6 日早上開始該程序以

來，截至 8 日早上，已有 172

【看中國訊】4 月 7 日，總

理特魯多（Justin Trudeau）表

示，政府正在與一些加拿大公司

合作生產 30,000 台呼吸機，這

是與中共病毒（COVID-19）作

戰的關鍵設備。

他說：「為了一線工人安全

以及治療患病的加拿大人，我們

需要可持續，穩定地供應這些產

品，這意味著必須在本國生產這

些產品。」

與政府合作的公司有康山醫

療公司（Thornhill Medical），
加 拿 大 航 空 電 子 設 備 公 司

（CAE），加拿大呼吸機製造公

司（Ventilators for Canada）
以及由星魚醫療公司（StarFish 
Medical）領導的小組。

加拿大公共衛生局說，全國

現有約 5,000 台呼吸機，聯邦政

府希望增至 30,000 台。

特魯多希望加拿大將不必應

用這 30,000 台呼吸機。但「我

們需要為任何情況做好準備。確

保有可用的呼吸機非常重要。」

本土生產呼吸機

根 據 美 敦 力 公 司

（Medtronic）的設計，貝利斯醫

療公司（Baylis Medical）與加

拿大呼吸機製造公司將合作生產

10,000 台呼吸機。

貝 利 斯 總 裁 沙 阿（Kris 
Shah）表示，公司很高興能為

緩解這次危機而工作，他們會努

力盡快把機器送往醫院。「但這

不是幾天的事，要花上幾週的時

間才可使它們運轉起來」。

政府還與加拿大天體物理學

家和諾貝爾獎獲得者麥克唐納

（Art McDonald）合作，以設計

一種更簡單的呼吸機製造工藝。

進口口罩和洗手液

3M 宣布向加拿大出口 N95
口罩。加拿大已從中國進口了

800 萬個口罩，在未來幾天將從

中國進口更多的口罩。

同時，加拿大已經找到了超

過 2.3 億個外科口罩的貨源，迄

今為止已經交付了 1600 萬個。

加拿大還訂購了 113,000
升洗手液，其中大部分有望在

本月交付。在過去的 24 小時

內，已收到大約 20,000 升洗手

液，官員們預計本週還將再購買

20,000 升洗手液。

【看中國訊】肺炎疫情期

間，雲端視訊通訊軟體意外成為

熱門的科技產品。其中，遠程通

信應用程序 Zoom 異軍突起，

卻隨即被爆充滿安全漏洞，會議

可隨時被入侵甚至被竊聽，也不

能完整卸載軟件。

3 日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

發表報告，指 Zoom 除了並非

如其所述提供點對點加密外，多

次測試發現 Zoom 還將加密文

件直接傳送到位於中國北京的伺

服器。此外，該公司年報顯示

Zoom 聘請了超過 700 名中國

員工負責相關「研究」。

Zoom 去 年 4 月 在 美 國

掛牌上市，近期崛起令其創

辦人袁徵個人資產暴漲至 57
億美元，晉身美國富豪榜第

293 名。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哈 佛 大 學， 知 名 科 技 公 司

SpaceX，美國國家航空暨太

空總署（NASA）這幾週都陸

續宣布禁止在校園及工作中使

用 Zoom；澳大利亞國防部、

德國政府也在 6 日宣布禁止

有關人員使用。不僅如此，

Google 也在 8 日宣布禁止員

工在他們的個人電腦上使用或

安裝 Zoom。

美國紐約市教育部日前也呼

籲學校停用該程式並轉用其他軟

體，以保障個人私隱。此外，

4 月 7 日臺灣官方也宣布，政府

機構禁止使用 Zoom 辦公，並

規定公務單位及各級學校立即改

用其他產品教學或通訊。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在這

次疫情中，屢屢發聲的上海疫情醫療救治

專家組組長，同時也是上海大學社會學院

院長、教授、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

科主任的張文宏，近日傳出公告財產的消

息，向外界公開其自身並沒有擔任企業的

董事或股東。不過，外界疑事件矛頭指向

鍾南山。 
大陸自媒體「水水牛捨得」4 月 6 日

發文說：「張文宏公示自己財產 !」 文章

還提到：「張文宏的這個財產公示，準確

點說是公布年收入。」文章開頭先介紹張

文宏是 1969 年出生，浙江里安人，大陸

傳染病專家。據指，張文宏自曝年收入

184 萬，並說明收入來源於三方面 :
一、華山醫院呼吸科主任，工資獎金

年入 50 萬。 
二、國家重點項目學科帶領人，年入

120 萬。 

三、每年在全球頂尖醫學雜誌《柳葉

刀》上發表一篇署名論文，專利費 2 萬美

元。 
文章作者指稱，張文宏有一點讓人非

常吃驚，那就是他不是任何企業的董事或

者股東。這一點和官方熱捧的中國傳染病

學權威、中共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

長鍾南山不同。

鍾南山近期重新成為眾人的焦點，因

為媒體曝光，鍾南山持有 3 家公司。此

外，與之密切相關的公司高達 90 家。據

大陸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會旗下的「天

眼查」權威軟件，查核後發現，鍾南山持

有的 3 家公司中，其中有一家是廣州呼

研所醫藥科技有限公司，鍾南山任職董事

長，而該公司的副董事長周榮持也有 34
家公司，另一名副董事長張曉雷持有 20
家公司。此外，該公司高管總計持有高達

90 家公司；不禁令人質疑，廣州呼研所

醫藥科技有限公司高管層屬於「科技權貴

階層」，這些專家背後是否有盤根錯節的

廣大利益 ? 
對此，鍾南山本人並未做出任何回

應。而前述文章作者則強調，這個公布收

入的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實際意義，希望他

這個感染科主任，能將更多的病毒，包括

侵蝕「官場」的病毒活活的控制住。   
今年 1 月，上海爆發疫情後，張文

宏因為對媒體說過一段「讓黨員先走」的

講話而走紅。  2 月他又發表與專家組組

長鍾南山的「疫情發源不一定在中國」的

言論相反的觀點，他認為病毒是從武漢出

現，而不是從外國傳入。正當鍾南山聲稱

國內沒有大量無症狀感染者時，張文宏也

隔空打臉稱 :「我們發現無症狀的病人越

來越多」，並稱是「最大的風險」。

雖然外界認為張文宏本身也在體制

內，其略顯出位的言論目前仍是為當局所

利用。但前述自媒體文章的作者還特別提

到「官場」，這就更是意味深長了；在無官

不貪的大陸，財產公告其實是個敏感議題。

不過，有關大陸官員的財產申報和公

告的制度，官方也曾有些動作，前些年

一直都有試水溫的傳聞。其中，2014 年

8 月，北京當局曾頒布《不動產登記暫行

條例 ( 徵求意見稿 )》，試圖嘗試官員財

產公開制度。中國社會學者鄭也夫曾發文

稱，官員財產公示應從 7 名常委開始。

但中南海毫無回應。

亞省或將有80萬人染疫

聯邦政府擴大救助計畫

亞省首席醫療官Deena 

Hinshaw博士發布疫情模

擬結果。（視頻截圖）

肺炎疫情速遞
全國

截至 4 月 8 日晚 8 點，加

拿大全國確診病例 19290 例

（死亡 436 例），其中魁北克省

10031 例（死亡 175 例），安大

略省 5276 例（死亡 174 例），

亞省 1423 例（死亡 29 例），

卑詩省 1336 例（死亡 48 例）。

亞省

4 月 8 日（週三），亞省新

增確診病例 50 例，確診病例達

到 1423 例，分佈情況如下：

卡爾加里區：860 例，死亡

20 例；

埃德蒙頓區：368 例，死亡

4 例；

北部地區：95 例，死亡4 例；

中部地區：72 例，死亡 1例；

南部地區：26 例；

未確定地區：2 例。

萬加拿大人申請了加拿大應急響

應津貼（CERB）。

財政委員會主席杜克洛斯

（Jean-Yves Duclos） 表 示，

除了在短期內每月補貼款外，

有些人還可能會收到追溯補貼

款。（CERB 計畫追溯至 3 月

15 日。）

政府審查CERB支出

特魯多表示，未來幾天將對

該計畫進行調整，以容納更多

人，例如，每週工作 10 個小時

或更少時間的零工，承包商和志

願消防員。他還承諾將為那些繼

續工作但收入低於 CERB 的人

提供支持，例如家庭護理人員或

在長期護理機構中照顧弱勢老年

人的護工。

加國將自產3萬台呼吸機 傳資料到大陸 多國禁用Zoom

張文宏公告財產 疑指向鍾南山

疫情
模擬報告

中國傳染病學專家張文宏7日在美國非營

利組織「亞洲協會」（Asia Society）

視頻會議上表示，中國疫情數據是否真

實，這個問題實在「太敏感」。（圖片

來源：亞洲協會會議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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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鐘靈綜合報導】武漢肺炎

（COVID-19）疫情為經濟帶來的巨大變

化，影響著社會方方面面，房產市場也無

可避免。

事實上，卡城 3 月初的房產交易相

當強勁，但隨著肺炎疫情蔓延很快帶來

了變化。截至 3 月底，房產交易量與去

年相比下降了 11%；以長期表現來看，3
月的表現比平均水平低 37%，交易量下

降至 1995 年來最低位。

卡城房產經紀協會（CREB）經濟分

析師 Ann-Marie Lurie 說：「未來幾個季

度仍然將存在對房產市場影響的因素，不

過，政府採取的一些幫助業主度過困難時

期的措施，例如補貼收入等，可以有助防

止房產市場受到更大的衝擊。」

3 月的新房掛牌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9%，這其實有助防止市場出現供應過

剩的情況，對房價起到一定維持作用。綜

合來看，供應量仍然是 5 個月以來的低

位，但與去年同期相差不大。

CREB 表示，今年房價將見跌幅，

因為市場整體來看供過於求。 3 月全市

房產基準價為 41.74 萬元，這比去年同期

下降了 1%，交易量和新房供應量也有減

少，但這樣可以防止卡城房產市場出現價

格大幅降價。

然而，疫情和能源行業面臨的困境，

仍然會對房產價格帶來影響，價格下跌的

幅度也可能超過原本估計。以下為各類房

產市場細節：

獨立屋

獨立屋的交易量 3 月下降了 15%，

除了北部地區的交易量與去年同期持平

外，其他地區的交易量都有所下降。此

外，新房掛牌量也出現了較大減少，比去

年同期少 17%，供應量則稍微下降。獨

立房屋基準價也沒有明顯調整，與去年一

樣維持在 48.08 萬。價格跌幅最大的地區

仍然是市中心、東北區及西區。

公寓及聯排別墅

3 月全市公寓銷售為 217 套，是各類

房產中唯一銷售增長的類別，主要來自南

部、東南部及西北地區。基準價為 24.37
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了 2%。本月新公

寓上市量有所減少，但也有助降低供過於

求導致的房價下行壓力。此外，本月半獨

立式及聯排房源的銷量有所減少，新掛牌

房源也出現明顯減少，不過仍不敵供過於

求的壓力，導致價格下跌，基準價比去年

降低近 1%。

周邊城市

卡城的周邊城市也受疫情及經濟環境

影響，房價及房產交易量都出現下降。

Airdrie 的新上市房產數量和交易量都有

所下降。與卡城一樣，供應量減少有助

穩定房價。Cochrane 也同樣面對上述情

況，房價也因長期的供過於求而持續出現

下降，3 月房產基準價為 39.87 萬，比去

年同期減少 2%。Okotoks 的新上市房產

及交易量也同樣減少，不過因供應量減

少，Okotoks 的房產基準價為 40.5 萬，

與去年同期相彷。

CREB 提醒，因疫情帶來的經濟影

響仍未完全浮現，未來幾個季度經濟情況

及房產市場可能都會出現下行情況。

3月卡城房屋交易量 25年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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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GARY • NOLAN HILL
20 Nolanhurst Heights NW 403.457.0856

Oxford
1948 $482900*

CALGARY • SIROCCO
109 Creekside Way SW 403.475.8939

Symphony
2411 $589900*

CALGARY • CORNERBROOK
3907 Cornerstone Blvd NE 403.474.7273

Raeya
1802 $419900*

AIRDRIE • MIDTOWN
933 Midtown Avenue SW 403.980.9549

Bentley
2073 $485900*

CALGARY • CARRINGTON
13 Carringsby Landing NW 403.764.4332

Symphony
2411 $574900*

CALGARY • WENTWORTH POINTE
215 Wentworth Row SW 403.460.7378

Bradford
1719 $454500*

Need To 
Find Your 
Home 
Faster?
Book a viewing online!

Our leading edge AI-enabled website 
provides an exceptional personalized 
and guided experience based on your 
individual preferences.

Come visit tricohomes.com 
before they are all 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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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入住

即刻入住

即刻入住

即刻入住

即刻入住

即刻入住

平呎

平呎

平呎

平呎

平呎

平呎

地塊背靠後巷車道

後院朝西

地塊背靠綠地

雙主臥

後院朝南

後院朝南

主臥配泡澡浴缸

壁爐周圍瓷磚

上層中央多用途房

升級的櫥櫃和家電

9呎主層天花

主層臥室

主臥衛浴配雙洗面盆

主臥5件套衛浴

主臥5件套衛浴

地坪層封閉書房

主臥衛浴瓷磚玻璃淋浴

上層中央多用途房

包括房屋、地、GST 和

包括房屋、地、GST 和

包括房屋、地、GST 和

包括房屋和

包括房屋、地、GST 和

包括房屋、地、GST 和

紅卡獎賞

紅卡獎賞

紅卡獎賞

紅卡獎賞

紅卡獎賞

紅卡獎賞

需要
更快地
找到您的
新家嗎？
網上預約看房！

我們的網站使用最領先的人工智能，

根據你的喜好提供向導服務，讓你

享受非比尋常的網上看房體驗。

趕快訪問 !tricohomes.com
在房屋售罄之前，

正在 25個社區建房：前置車庫獨立屋 後巷車道獨立屋 雙拼屋 鎮屋

尋找更多即刻入住房屋，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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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IN 25 COMMUNITIES: FRONT-GARAGE HOMES | LANED HOMES | DUPLEXES | TOWNHOMES

2004 - 2020

• Lot backing onto lane
• Ensuite with soaker tub
• His & her’s sinks in master ensuite

CALGARY • NOLAN HILL
20 Nolanhurst Heights NW 403.457.0856

Oxford
1948 Sq.Ft.

Includes Home, Lot, GST & 
Red Card Rewards

$482900*

POSSESSIONIMMEDIATE

• South backyard
• 9' Main floor ceiling
• Tile & glass shower in ensuite

CALGARY • SIROCCO
109 Creekside Way SW 403.475.8939

Symphony
2411 Sq.Ft.

Includes Home, Lot, GST & 
Red Card Rewards

$589900*

POSSESSIONIMMEDIATE

• South backyard
• Main floor bedroom
• Central bonus room on upper floor

CALGARY • CORNERBROOK
3907 Cornerstone Blvd NE 403.474.7273

Raeya
1802 Sq.Ft.

Includes Home, Lot, GST & 
Red Card Rewards

$419900*

POSSESSIONIMMEDIATE

• Lot backs onto green space
• Central bonus room on upper floor
• 5-Piece master ensuite

AIRDRIE • MIDTOWN
933 Midtown Avenue SW 403.980.9549

Bentley
2073 Sq.Ft.

Includes Home, Lot, GST & 
Red Card Rewards

$485900*

POSSESSIONIMMEDIATE

• West backyard
• Fireplace with tile surround
• 5-Piece master ensuite

CALGARY • CARRINGTON
13 Carringsby Landing NW 403.764.4332

Symphony
2411 Sq.Ft.

Includes Home, Lot, GST & 
Red Card Rewards

$574900*

POSSESSIONIMMEDIATE

• Double master bedrooms
• Upgraded cabinets & appliances
• Enclosed den at entry level

CALGARY • WENTWORTH POINTE
215 Wentworth Row SW 403.460.7378

Bradford
1719 Sq.Ft.

Includes Home &  
Red Card Rewards

$454500*

POSSESSIONIMMEDIATE

Need To 
Find Your 
Home 
Faster?
Book a viewing online!

Our leading edge AI-enabled website 
provides an exceptional personalized 
and guided experience based on your 
individual preferences.

Come visit tricohomes.com  
before they are all 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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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看中國攝影）

五年來卡城房價變化情況

房屋均價同比變化率（年/年%）

房屋基準價同比變化率（年/年%）

中位數房價同比變化率（年/年%）

【看中國訊】4 月 6 日的卡城市議會

決定，在武漢肺炎流行期間，市民今年可

推遲繳納房地產稅 3 個月。

繳納房產稅的截至日期由通常的 6
月 30 日，推遲到 9 月 30 日。人們還可

以選擇分期付款，無需支付申請費，以及

選擇每月支付部分稅款或不支付。此前

卡城推遲了市民未來 3 個月的水電費。

城市首席財務官梅爾（Carla Male）表

示，武漢肺炎的流行使卡城每週損失高達

1,500 萬，該市在多種服務，尤其是娛樂

和公交項目中收入驟減，其中輕軌的使用

率下降高達 90%，而為了疫情防護，政

府事實上增加了管理成本。

90 天推遲繳納房產稅對卡城城市財

政有重大影響，最嚴峻的可能影響到 1.8
億元的現金流。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延遲的房地產

稅並不影響去年 11 月議會定下的地產稅

7.5% 的增幅。 2020 年的房地產稅，以

房價 455,000 元的房屋估值來算，屋主

將一年多繳納約 240 元，其中 150 元屬

於卡城市府，90 元屬於省府。增加房地

產稅是去年 11 月份議會的決定。因為卡

城市中心商業地產出現的高空置率，增加

房產稅相當於將部分稅收從企業轉移到房

主，以平衡稅收的不足及 3,000 萬商業稅

收減免計畫。

【看中國訊】亞省上週宣布推出措

施，協助租戶面對疫情帶來的影響，包括

暫停執行強制驅逐令 1 個月、禁止房東

驅逐租客或提高租金等。

CTV 報導，省政府 8 日通過第 11 號

法案，從 4月1日起生效，其中包含一些

保護租戶的措施，包括暫停執行強制驅逐

令 1個月，即暫停驅逐無法繳交過去幾個

月房租的房客，以及禁止房東在公共緊急

狀態生效期間提高租金，近期的加租也將

被凍結，直到有關命令解除為止。此外，

在 4月1日至 6月 30 日期間，房東不能向

租客收取任何遲交罰金。

有關措施引起了亞省部分房東的擔

憂，認為這等於讓房東為自己買單，並希

望省政府能直接補貼房東。

省長康尼（Jason Kenny）表示，省

政府對房東也有保護措施，包括如果租客

在此期間對房東財產或人生安全造成危險

或損害，上述措施就會被取消，當局將嚴

厲執法。他強調，目前不少人從省政府或

聯綁政府取得經濟支持，都應該向房東按

時支付租金。

卡城房地產稅：可延遲3個月支付亞省出臺協助租戶措施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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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綜合報導

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

瑞幸咖啡被曝財務造假之

後，股價暴跌導致投資者損

失慘重。現在瑞幸不但面臨

集體訴訟、被索賠上百億美

元，其高層還可能面臨刑事

處罰。分析人士說，此舉或

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美國

可能因此會改變中概股不

透明財務信息的遊戲規則。

4 月 2 日晚間，中資連鎖公

司瑞幸咖啡發布公告稱，該公司

首席執行官劉劍及其下屬幾名員

工從事不當行為，包括捏造虛

假交易，從 2019 年 2 季度到 4
季度，涉嫌偽造銷售金額 22 億

元。該信息的發布導致股價持續

暴跌，累積下跌超 80%，官方

4 月 7 日宣布停牌。此外，瑞幸

咖啡董事長陸正耀旗下的家族基

金因股票質押貸款違約，貸款方

已決定，對抵押品採取強制執行

程序，即強行平倉。

瑞幸財務造假的消息並非首

次曝光，幾個月前，已有投資機

構警告。

爆料另有其人 
渾水「只負責發布」

據悉，美國知名做空機構

「渾水」（Muddy Waters）曾在

2020 年 1 月底表示，該機構獲

得一份長達 89 頁的匿名報告，

指控瑞幸咖啡在公開募股後，自

2019 年第三季度起，就存在捏

造公司財務和運營數據的行為。

而最令投資者好奇的是，渾

水公司只負責發布報告，調查另

有其人。

匿名報告聲稱，調查過程是

由一千多志願者協助完成數據的

採集和門店監控。涉及 92 名全

職員工和 1418 名兼職員工，在

981 個門店進行監控和記錄門店

客流量，覆蓋了 100% 的營業

時間。報告並稱，調查範圍覆蓋

了 38 個城市。

對擁有如此實力的爆料者的

推測，也增加了市場對瑞幸事件

的關注度。

【看中國記者理翱綜合報導】

川普政府正與美國國會的兩黨議

員們通力合作，醞釀推出第四

階段刺激計畫 , 即《卡雷斯法案

（CARES）2》以應對新冠病毒

對美國經濟、民生的重創。

自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

美國已經先後通過了三次應對疫

情的救濟法案。第一階段是美國

國會立法通過的為抗新冠狀病

毒疫苗研究和開發注資 83 億美

元，該法案在3月6日生效執行。

第二階段是一項大約 1,040
億美元的一攬子計畫，主要用於

解決在病毒危機中支付給美國員

工的帶薪病假以及失業保險費

用，該法案已於3月18日生效。

第三階段的應對措施即

是 3 月 末 剛 剛 通 多 的《卡 雷

斯（CARES） 法 案》。 該 法

案 是 英 文 全 稱《Coronavirus 
Aid,Relief,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病毒救助、紓

困與經濟安全法案》）的簡稱。

880 頁的病毒刺激計畫（《卡雷

斯法案》）價值 2.2 萬億美元，

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經濟救濟法

案，它為個人、大公司和小型企

業提供了大量援助。

在這之後，呼籲增加撥款的

呼聲越來越高。川普已經指示財

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Steven 
Mnuchin）與國會領導人合作，

以從「薪水保護計畫」貸款中額

外獲得 2,500 億美元的貸款，來

幫助小型企業擺脫病毒大流行的

打擊。

姆努欽週二發推文說，在川

普的指導下，他與國會領袖麥康

奈爾、佩洛西、舒默和麥卡錫進

行了討論，以獲取額外資金。

據共和黨的消息來源，麥康

奈爾週二表示，他將嘗試為小企

業增加資金，並計畫在本週進行

投票，以補充剛剛通過的 2.2 萬

億美元刺激計畫中為公司批准

的 3,500 億美元，即立刻增加

2,500 億美元救濟款項。

佩洛西和舒默在 4 月 8 日

的聲明中說：「國會將採取行

動，通過一項卡雷斯法案 2，該

法案將延續和擴大兩黨的卡雷

斯法案，以滿足美國人民的需

求。」「當美國人民遭受這一對

他們的生命和生計的襲擊時，卡

雷斯 2 必須為他們提供變革性

的救濟。」

除了增加小企業救濟資金，

同時兩黨都有一個願望清單，包

含在這一新的刺激計畫中。

佩洛西本週除了呼籲將小

型企業資金增加到卡雷斯 2 中

外，還呼籲增加營養補充計畫

（SNAP）資金，直接支付給美

國家庭補貼、航空公司的排放限

制補貼以及養老保護金。

所有這些意向將使卡雷斯 2
刺激計畫，即第四階段的刺激計

畫達到約 2 萬億美元的規模。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

導】新冠肺炎疫情重創日本經

濟。 4 月 7 日，日本政府在內

閣會議上通過應對疫情擴大的第

三輪緊急經濟對策，規模約為

108 萬億日元，涵蓋財政、貨

幣、稅收等方面，成為日本最大

規模的經濟對策。日本政府亦在

同日晚間宣布緊急事態。

這項緊急經濟對策規模相當

於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20%。這一規模超過了金融危機

期間日本政府的經濟刺激計畫。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4 月 6 日在首

相官邸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向

面臨嚴重困難的家庭、中小企業

及小規模經營者發放超過 6 萬億

日元現金，並堅決保障就業。

在此之前，執政黨日本自

民黨、公明黨已批准了該對策方

案。日本股市 4 月 6 日強勁上

漲，日經指數收漲 4.24%，報

18576.30點，收復18000點大關。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此輪經濟對策分兩個階段內

容，第一階段是到疫情平息為

止的「經濟支援階段」，以及之

後的經濟「V 字型復甦階段」。

該計劃作為補充預算案將於近

期提交至國會，爭取在 4 月內

獲得通過。

對策計劃包括投入 26 萬億

日元允許企業和個人延後一年繳

納稅款和社會保險費；面向中小

企業及個體戶，將分別提供最高

200 萬日元和 100 萬日元的補

貼；將向部分家庭發放 30 萬日

元現金；對於領取兒童補貼的家

庭，將給每個兒童增發補貼一萬

日元。

由於疫情在日本擴大，感染

人數增加，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

美中液化天然氣貿易恢復

【看中國訊】四艘裝載著美

國液化天然氣的油輪正在返回中

國的途中。這是 2019 年 3 月以

來美中之間首次恢復液化天然

氣貿易。美國之音引述路透社 4
月 7 日的報導說，船運和貿易

圈內人士透露，美中貿易戰中，

中方把進口美國液化天然氣的關

稅提升到 25%。兩國間的液化

天然氣貿易基本陷入停頓。最近

北京方面開始豁免部分進口商的

關稅，這項貿易才得以恢復。

全球金融市場數據提供商路

孚特（Refinitiv）和數據情報公

司開普勒（Kpler）最新追蹤數

據顯示，四艘中國油輪上個月在

美國加滿了液化天然氣。目前油

輪正在發往中國。

中國央行時隔12年 
打開資金利率下行空間

【看中國訊】4 月 7 日，中

國央行時隔 12 年調降超額準備

金利率推低資金價格，受此消息

股市收高逾 2%。分析指，未來

還將有更多貨幣政策落地。

此前在 4 月 3 日，中國央

行發布公告，決定對農村信用

社、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

行、村鎮銀行和僅在省級行政區

域內經營的城市商業銀行定向下

調存款準備金率 1 個百分點，

於 4 月 15 日和 5 月 15 日分兩

次實施到位，每次下調 0.5 個百

分點，共釋放長期資金約 4,000
億元。並決定自 4 月 7 日起將

金融機構在央行超額存款準備金

利率從 0.72% 下調至 0.35%。

這是逾 12 年來首次下降超

額準備金利率，上一次是發生在

2008 年金融危機的時候。

4月7日晚間發出緊急事態宣言，

為期一個月，至 5 月 6 日。這是

日本首次宣布進入緊急事態。

由於執行緊急事態，或會對

日本經濟再次造成衝擊。《彭

博》依據日本內閣府資料計算，

這些將執行緊急狀態的行政區所

創造的經濟產值總和約佔日本

GDP 的 48%。

花旗經濟學家村島喜一

（Kiichi Murashima）預測，日

本第二季GDP將萎縮約19.7%。

由於疫情令海外零部件供

應量急速下降，並導致全球範

圍消費需求下降，日本八家車

企，包括豐田、日產、本田、

馬自達、鈴木、斯巴魯、三菱

和大發已全部宣布暫停日本國

內的汽車生產。

而據日本財務省 3 月 18 日

發佈的 2 月貿易統計數字，日

本自中國的進口額比上年同期減

少 47.1%，降至 6,733 億日元。

 日本推出史無前例經濟對策 財經簡訊

3月 27日，川普在白宮簽署 2

萬億紓困金法案（《卡雷斯法

案》）。（Getty Images）

川普、國會合力釀新2萬億救濟法案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中國外貿出口因疫情全球蔓

延、國際訂單取消而停滯，這也

直接影響外匯儲備，4 月 7 日的

數據顯示，中國外匯儲備環比大

降 460.85 億美元，創逾 3 年最

大月跌幅。

4 月 7 日，中國央行公布的

數據顯示，截至 3 月末中國外匯

儲備為 3 兆 0606.33 億美元，環

比下滑 460.85 億美元，為 2016
年 11 月以來最大單月跌幅。

中國國家外管局官網刊登的

新聞稿解釋稱，3 月主要受疫情

在全球加速蔓延、國際原油價格

大幅下跌等因素影響，美元指數

走強，部分非美元貨幣相對美元

匯率下跌，主要國家資產價格出

現大幅調整。

據路透測算，3 月份或因資

金流出、又或監管層「維穩」釋

放導致外匯儲備減少大概在 421
億美元左右。而 2 月減少規模

約為 10 億美元。

中國央行同天公布，截至 3
月末官方儲備資產中，黃金儲

備為 1007.9 億美元，環比減少

0.57 億美元。不過以盎司計，3
月末黃金儲備為 6264 萬盎司，

連續第 7 個月維持在該水平。

以 SDR( 特別提款權 ) 計值

的 3 月外匯儲備為 2 兆 2425.53
億 SDR，較上個月減少了 197
億 SDR，2 月 份 減 少 了 3.5 億

SDR，今年則累計減少了 49.6 億

SDR。
外匯儲備變動涉及貨物貿易

和服務貿易，通常貨物貿易最直

接影響外匯儲備多寡。目前中國

商品只有醫用口罩等醫療物資在

其他國家銷售，疫情的蔓延讓中

國外貿出口熄火。

疫情全球大流行，對中國的

出口製造商造成衝擊，中國經濟

第一季度的增長為負幾成定局，

第二季度經濟也危在旦夕。

幸咖啡與其特定管理人員提起集

體訴訟。總部設立在紐約的法魯

奇律師事務所（Faruqi&Faruqi）
已在 4 月 2 日將此案提交至紐

約東區聯邦法院，索賠金額高達

112 億美元。

21 世紀經濟報導引述多名

法律專業人士表示，此事可能會

觸動美國證監會調查，參照之前

安然公司造假案，瑞幸必然也會

收到美國證監會的天價罰單，如

果瑞幸不堪重罰，下市的可能性

相當大。

同時，司法部也會啟動針對

瑞幸和相關責任個人的刑事調查

和起訴，如果雙方不能達成和

解，瑞幸董事會成員將面臨最高

25 年的監禁。

或引發中概股信任危機

該事件仍在中美兩地發酵。

大陸媒體網易財經引述紐約大學

教授陳凱豐表示，瑞幸事件已經

讓華爾街對中概股開始擔憂，或

會開始重新評估中概股。

美國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

科頓（Tom Cotton），已經向

國會提交了針對造假中國公司的

《平等法案》，此舉也表明美國

政界已經開始行動，要在金融領

域堵住漏洞。

海外有評論認為，渾水公司

現在這個時候把瑞幸財務造假的

事再次揭露出來，起到加權效

應，將是美國公司和律師，對所

有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財務造假

問題揭露的開始。同時也會促使

美國政界站出來，徹底地改變中

概股在美國股市的遊戲規則，會

出臺法規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

司進行全面地審查，從瑞幸開始

推倒整個中概股的多米諾骨牌。

上市圈錢的資本遊戲

瑞幸咖啡的大股東陸正耀也

是神州租車的大股東，同時擔任

瑞幸咖啡和神州租車的董事長。

陸正耀是中國資本市場上的資深

玩家。有評論文章說，無論是神

州租車還是瑞幸咖啡，都只是陸

正耀的資本遊戲工具，以各種營

銷或其它極端手段快速佔領市

場，然後利用上市達到圈錢的終

極目標。

瑞幸咖啡 2017 年 10 月創

辦，18 個月擴展到中國 28 個城

市 2370 家店。截止 2019 年 12
月，數門店高達 4500 家。僅

2018 年，營銷費用就高達 7.46
億元人民幣。另外瑞幸以大折扣

低價銷售，據說它平均每賣出一

杯咖啡，就要虧損 12 元。以此

方式賠本搶佔市場，企圖把對手

擠垮。

據《網易財經》報導，通過

資本炒作高位拋股，陸正耀及其

老友們已經套現上百億人民幣。

如果算上瑞幸咖啡的股權質押，

這一金額更高達數百億。

而在瑞幸暴雷前，瑞幸的第

三大股東、大鉦資本創始合夥人

黎輝（Li Hui）大幅減持 4416
萬股，套現 15 億美元。大鉦資

本也於今年 1 月 8 日減持瑞幸

3840 萬股，套現 2.3 億美元。

投資機構損失慘重  
國人亦受牽連

瑞幸咖啡暴雷事件導致一些

重量級的投資機構損失慘重。

《中國基金報》報導說，據公開

數據，按照 2019 年末的持股份

額估算，瑞幸暴雷使美國銀行

損失約 7400 萬美元，瑞銀損失

約 6000 萬美元，瑞信則損失約

4600 萬美元。

此外，第一大機構股東全

球資本研究投資者基金（Capital 
Research Global Investors）虧損

約 16億美元；第二大機構股東孤

松資本的虧損亦超過 12億美元。

瑞幸事件不僅使投資機構損

失慘重，也讓國內的一些相關企

業受到牽連。礪石資本創始人劉

學輝認為，瑞幸崩盤事件中最無

辜、受損最嚴重還有無法維繫的

國內中小加盟商，無法收到貨款

的中國供應商，無法領到工資的

中國員工，無法償還貸款的國內

銀行，以及在全球範圍信譽受損

的全體中國人。

索賠額或達百億美元

多家美國律師事務所已對瑞

瑞幸咖啡暴雷瑞幸咖啡暴雷
或引發中概股信任危機或引發中概股信任危機

中國外貿熄火致外匯 
儲備創40個月最大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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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廣州市三元裡附近瑤臺片

區，6 日傳出因疫情「封村」的

消息，商鋪、學校全都停業。

瑤臺村隸屬於越秀區礦泉

街，由瑤臺、王聖堂、沙湧南 3
條自然村組成，用地面積約 281
公頃。瑤臺村與白雲區三元裡

村相鄰，兩村都為外籍人士聚

集地。

新浪微博知名體育博主「不

吃貓的魚」6 日晚間上傳的一張

圖片顯示，廣州某路段有一排

紅色水馬封鎖了道路，他寫道：

「廣州三元裡心都寒了，辛辛苦

苦兩個月，結果鬧出這事比自己

國家爆發的時候還可怕。這下

三元裡附近學校開學又得推遲

了。」

截止 8 日清晨 6 時，該帖

子得到 1 萬 6000 多次轉發、近

3萬則留言附和、逾64萬點讚。

陸媒《第一財經》證實瑤臺

片區已執行「嚴格圍閉管理」，

但否認封村消息。官方同時強

調，只要有健康碼、戴口罩及

接受測量體溫，人車都能正常

進出。從《財經》拍攝的視頻可

見，當地沿街店舖都已落下卷閘

門，路上行人稀少，每個人都戴

著口罩。

此外，官方雖然強調廣州市

疫情可防可控，但當地民間流

傳，大批軍警已進入廣州，挨家

挨戶排查。與此同時，軍醫院開

始在中醫藥學院清空操場、宿

舍，隨時開建方艙醫院。而三元

裡高密度聚居區也已開始全部加

裝社區隔斷牆。

外界注意到官媒在發布上述

闢謠消息的同時，還在報導中使

用了「廣州非洲籍聚居地爆發疫

情」字句，並在廣州官方連續通

報多起外籍新增確診病例。《今

日頭條》有報導稱，「整個廣州

非洲人聚居區將成為一個巨大的

傳染源」，令外界猜測官方或準

備將疫情再爆發的責任推給當地

黑人。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因疫情封

城長達 76 天，於 8 日解封。不

少武漢人陸續離開當地，前往外

地復工或者探親。不過，面對大

陸持續增加的無症狀感染者，令

人對中國的疫情仍感到憂心。

武漢著名的購物區楚河漢街

在 3 月 30 日就開始營業了。排

隊購物的景象又出現了。有人趁

著好天氣進行戶外運動，也有人

在外面跳舞。而在其它省份，由

於近期官方對外宣傳中國疫情已

控，導致許多大陸民眾放下戒

心，趁清明假期外出旅遊。安徽

黃山景區就傳出被大批民眾湧

入，嚇得園區緊急「封門」。

外省防備武漢人

有關方面預計，8 日會有

5.5 萬武漢人坐火車離開。機場

官員說，當日上午已經有一萬多

人乘飛機離開。但是，武漢至北

京和國外的航班還沒有恢復。

不過，武漢的解封，讓中國

許多地方感到緊張。中國財經作

家汪浩在臉書貼出一則上海網

友瘋傳的消息，消息寫道：「明

天 8 日，武漢到上海火車全部

解禁，我去攜程查詢，8 日以後

武漢到上海火車票全部搶光，每

天有幾千人到上海。」消息還提

醒「上海是全國醫療資源最豐富

的，生活最方便，城市管理最好

的城市。接下來上海面臨內外雙

重壓力，『接下來上海將成全國

最危險的區域』」。

部分省市要求對入境的武漢

人再次進行病毒檢測。北京市要

求對從武漢返京人員進行雙重檢

測，嚴格執行醫學觀察措施。廣

東衛健委也表示，對來到深圳的

武漢人不必強制隔離，但必須做

兩次核酸檢測。一次在武漢完

成，七天後在深圳再做一次。浙

江、湖南、上海等地都對入境的

武漢人採取了類似的控制措施。

官媒稱警報並未解除

中國官媒《人民日報》7 日

的刊文宣告，「解封不等於解

防」、「打開城門不等於打開家

門」，強調警報並沒有完全解

除。文章寫道，中國人民應該知

道無症狀感染者數量在不斷增

加，「疫情防控任務依然艱鉅繁

重，尤其境外疫情輸入壓力持續

增大，我們不能盲目樂觀」。

綜合陸媒報導，武漢在解封

前夕，已出現 70 個小區、87 個

社區、2 個村，以及 11 個街道

（鄉鎮）因為武漢肺炎（也稱中

共肺炎）的無症狀感染者等原

因，被摘牌或是暫停「無疫」命

名。至於「無疫小區」的數量與

3 天之前比較，不增反減。

儘管官方是很積極、大規模

地正面宣傳「解封」，但是實際

上仍然有許多對外交通運輸沒有

全面開放。在微博討論中，有武

漢網友表示，他居住的社區一

天一家只能夠允許一個人出門 2
小時。另有一名武漢網友表示，

大部分的小區只能憑復工證明才

獲准外出，但是前提是也得進行

核酸檢測，「我們小區連出都不

讓出，根本就沒解封」。

民眾期待

武漢人小趙在解封之前向

《蘋果日報》訴說了在封城的這

段日子中的點點滴滴，他表示很

期待解封，對他來說是意義上

的自由。關於武漢人在圍城內 2
個多月遭遇的種種苦厄，小趙說

現在都麻木了，大家也對官方每

日公布的數字不太理會了，「不

太知情，不太關心。」

另一名市民小 K 表示，解

封對很多武漢人來說，「當然是

很開心的。」不過已經被死亡陰

影籠罩了 2 個月，實在很難做

到完全樂觀。況且在解封前碰上

清明節，官方發起共同悼念死難

者的活動。

追責聲起

此前，武漢當地開放民眾統

一領取病故親屬的骨灰，也陸續

傳出骨灰遭混搭、乃至於骨灰裡

摻雜與親人特徵完全不符的物品

的現象。海外中文媒體報導，有

武漢網友披露，過去 10 多天以

來，武漢家屬們領取的骨灰錯

亂，如女士的骨灰裡出現了男士

的皮帶金屬頭；母親骨灰竟比叔

叔骨灰重兩斤；牙齒沒問題的死

者骨灰出現烤瓷牙等等。市民擔

心領取的是「百家灰」。

在大陸官方 4 日舉辦全國

性追悼後，一名蔡姓民眾即發表

文章，在微信上被廣為流傳。文

章指出，這場瘟疫帶來的災難遠

未結束，更重要的是還沒有對導

致這場災禍的原因進行反思。在

舉國悼念的時刻，無論是民間和

官方都應該追究責任。

武漢病故者家屬丁先生 6
日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那些造

成嚴重後果的直接領導人、責任

人，他們都應該負起法律責任，

而不只是行政責任。

【看中國訊】最近加拿大

針對年輕人做了一項民意調

查。這些年輕人大多數出生於

1997 至 2012 年間，是 Z 世代

（Generation Z）。調查顯示，大

疫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

反思。

調查公司表示，調查結果令

人驚訝。調查發現，疫情爆發

後，27% 的人轉向宗教，67％
的人珍惜健康、家人和朋友，

38% 的人比以前更願幫助素不

相識者。受訪者還表示，將把尋

找「人生意義」放在首位。這種

轉變將使社會更加友善和富有同

情心。

這次疫情中，許多國家都

公告了「居家令」，這給了人們

一個反思的機會。秘魯作家、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里奧 ‧ 巴

爾加斯 ‧ 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日前撰文說，瘟疫是

上天的懲罰，懲罰那些不做祈

禱，以及犯錯卻不願悔改的人。

臺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教授李酉潭認為，神是慈悲

的，向神懺悔和祈禱，也許是人

類遠離瘟疫的最有效的方法。

【看中國訊】最近澳洲墨爾

本的 7 名華人在公寓吃火鍋，

因為沒有遵守社交距離的禁令，

被維州警方狂罰 1 萬多澳元。

據澳洲微報報導，日前家住

澳洲墨爾本 Southbank 的 7 名

華人聚在一起吃火鍋時，聽到敲

門聲，開門一看，竟是警察。原

來這 7 人當中，有 4 個中國留

學生是租住在這間公寓裡，另外

3 人即是她們邀請過來一起吃火

鍋的客人。沒想到，這一幕正好

被住在對面樓上的人，隔著玻璃

窗戶看到了。一看這麼多人聚

在一起，對面樓上的居民馬上

報了警。

正 吃 的 開 心 的 7 人， 打

開家門看到門外站著的竟是警

察，十分吃驚，警察怎麼會找

上門來？

維州警方先給他們解釋了一

下事情的來龍去脈。然後表示他

們這多人聚在一起，已經違反了

社交距離的規定，所以當場開

出了一張超高額罰單。罰單上

面寫著，他們 7 人違反了社交

隔離的法令，在家裡開 Dinner 
Party，每人罰款 $1652 刀，這

可不是一筆小數字，加起來，這

7 位華人一共要交 $11564 澳元

的罰款。這頓飯，簡直堪稱是史

上最貴的一頓飯了。

武漢解封警報未除

廣州疫情大爆發？ 
傳三元裡封村軍警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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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7華人 
在家吃火鍋被抓 

重罰1萬澳元

疫情之下加國 
年輕人開始反思

（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導】709案

維權律師王全璋被判刑 4年半後，於 4月 5

日刑滿出獄。但當局以疫情為由，強行將他

送至濟南接受 14天隔離，隔離期間家人不

得探望。

王全璋和好友通話時說，目前屋外樓

道裡全是看守他的人，他無法返回北京。

其妻李文足批評，當局做法無異於軟禁，

雖出獄仍無異於繼續坐監。

她也在Twitter透露了丈夫出獄的細

節。 5日下午 1點，她叫了外賣、訂了鮮

花，快遞順利進了社區，送到王全璋手中。

同一天下午，王峭嶺也訂了鮮花，派送人員

卻被帶到派出所。她質問 :「現在不讓快遞

給全璋送餐，全璋吃甚麼 ? 」

同日，李文足委託王全璋的堂弟前往

探望，其堂弟卻被帶到派出所做筆錄。警

方不允許堂弟去看望王全璋並給他帶吃穿

用品，如果硬闖就要被拘留。李文足怒斥：

「全璋不是隔離病毒的，是繼續坐牢的。」 

【看中國記者黎紫曦綜合報導】疫情危

機下，多國禁止糧食出口，以保本國糧食

安全，這對於疫情源頭中國來說，不是個

好消息。

日前，網絡傳出一份甘肅省臨夏州委

辦公室下發的文件，要求「全力儲備」日常

物資與糧食，引發外界關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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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甘肅臨夏傳出緊急囤糧的消息之

際，大陸網絡瘋傳缺糧，多地民眾開始囤

積糧食。湖北省武漢、黃岡、宜昌、鄂州

等地都出現搶購糧油的現象。

有網民在網上留言說：「中國糧食不

能自給自足，現在很多國家禁止糧食出口

了。中國可能很快面臨糧荒，回到配給

制，所以大家都在囤糧。」

王全璋律師出獄 遭到變相軟禁

食品危機？大陸百姓搶購糧油

武漢人排隊等待搭車出城（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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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篇文章被抓

任志強是紅二代，他父親任

泉生曾擔任商業部副部長。外界

所知，任志強與王岐山交往甚

密。

任志強此次被抓是因為 3
月初一篇署名任志強的文章在網

上熱傳。文章批習近平當局在疫

情爆發後，沒有及時讓國民知

情。

據悉，任志強此次被抓是因

為 3 月初一篇署名任志強的文

章在網上熱傳。文章批習近平當

局在疫情爆發後，沒有及時讓國

民知情，隨後「試圖用各種偉大

的成績掩蓋事實的真相，好像這

個疫情是從 1 月 7 日的批示才

開始……」

文章還說，這次疫情的爆發

和所引發的一切本不應出現的痛

苦，都來自於這個「嚴禁新聞自

由與言論自由的體制」。如果

有了言論自由，那麼國民在提前

知道事實真相時，就會主動的採

取各種自我保護，也不會發生這

麼嚴重的失控和傳播。

一位消息人士在 3 月告訴

美國之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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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當局將此定為

重案，「任何人不得插手、不能

介入、不能求情，可能也包括王

岐山。」

敢言的「任大炮」

任志強多年來屢有「出格言

論」，因其敢言而被網民封外號

「任大炮」。

2013 年，任志強在北京大

學演講中說，在中國的現狀情況

下，我們惟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在

座的所有各位，你們努力地站起

來，把我們面前的牆推倒。

2015 年 2 月 14 日， 任 志

強在出席「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

2015 年年會」時發言說：「政府

過度強調了槍桿子和刀把子，反

對西方的價值觀，文革之風又起

來了。」

不會輕易被放過

北京時政評論人士華頗 3
月對海外媒體分析認為，這次習

近平不會輕易把任志強給放了。

時政評論員唐靖遠認為，任

志強被調查是一個標誌：1、黨

內所有希望回到鄧小平路線給中

共續命的幻想徹底破滅；2、體

制內外一大批政商人士企圖促使

中共走上改良道路的努力徹底失

敗；3、紅二代敢有異議者，「免

死鐵券」一律作廢；4、所有人

靜待末日列車狂奔到底解體。

王岐山復露面

近期成為網路熱點的任志強

批習後被抓事件，也牽扯與任關

係密切的王岐山。王岐山自從 2
月 27 日接見外賓之後，再也沒

有露面。曾有分析認為，王岐山

靠邊站，任志強可能處境不妙。

4 月 3 日，習近平帶領一眾

官員露面，在北京參加了植樹活

動。從公眾視野消失一個月的中

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終於露面。

不過與此同時，王岐山心腹

大秘周亮日前宣布要強化金融反

腐。有分析認為，王岐山和大

秘同時亮相彰顯出其地位仍然

穩固。

有海外時評人士分析認為，

王岐山「露面」，代表其與習近

平達成了「協議」，因此任志強

案情走向逐步明朗也就不足為

奇了。

【看中國訊】中國的中紀委

和國家監察委網站日前挂出通

告，聲稱要對全世界範圍內的犯

罪嫌疑人們進行追贓，啟動「天

網 2020 行動」，被質疑是否當

局缺錢。

該通告稱，最高檢察院將牽

頭開展「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逃匿、死亡案件」追贓專項行

動。公安部和中國人民銀行將打

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向境

外轉移贓款的專項行動。該通告

還顯示，中共中央組織部也將會

同公安部開展違規辦理和持有因

私出國（境）證件治理工作。

報導還指出，這則僅有一百

多字的通告，語氣之強硬前所未

有。公告提及，除被告人逃匿的

將被繼續追逃外，甚至提出「死

亡」的也要被繼續追贓。

另外，在公告的末尾，一句

來自「中央追逃辦有關負責人」

的話說，今年的追逃追贓工作，

將為決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提供堅強保障。

報導說，司法追逃竟要與建

設小康社會掛鉤？很缺錢嗎？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國律師在

受訪中表示，這則通告看似強

硬，實則通篇漏洞百出。眾所周

知，犯罪嫌疑人必須經法院審判

才能定罪。當局不顧司法立意顏

面，弄出個笑話。

而這則通告的第二段公然宣

稱要對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內

的人士開展追贓行動，令人心生

恐懼。這顯示紀委監察系統一權

獨大，權力已經失去對法律的基

本敬畏。

這位律師說，「犯罪嫌疑人

未經定罪，他就不是犯罪者，所

以你的追贓就是不合法的。起碼

用詞不夠準確。」很多人經過偵

查、審判後，最終確定不是犯罪

者，有一些還是有冤的。所以當

局用「犯罪嫌疑人」是非常不準

確的。

美國非政府組織公民力量的

負責人韓連潮則在其推特上寫

道：「牆內損失牆外補。新一輪

的殺富濟黨開始了。」

網友 Ryan lam 留言調侃

道：「2020 因為疫情，韭菜無

法收割。那只好宰那些養肥的

了。」

儘管一批紅通人員選擇回

國自首，但仍有一批堅稱自己

無罪的滯留海外者選擇「對抗到

底」。他們中的人，或因涉及

官員腐敗案件、或被以掃黑除惡

名義通緝。

滯留美國的被通緝人肖運軍

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將「犯罪

嫌疑人」列為追贓對象，這是當

局搶劫私有財產。

肖運軍原是湖北鄂州的房

地產企業家，香港居民。 2018
年，在得知自己突然被湖北省公

安廳掃黑組盯上後，迅速逃美。

隨後他被通緝。肖運軍堅稱自己

無罪。被通緝皆因得罪了當地公

安局長。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由於感染武漢病毒，英國首相約

翰遜病情惡化，已送重症室治

療，他授權暫時將國政交棒給外

交大臣。有港媒聯想到中國，倘

若習近平染疫或遭遇變故而無法

履職，代理職務安排會如何？

據英國媒體報導，因感染疫

症，約翰遜已授權由英國外相拉

布必要時暫代首相職務。拉布

稱，約翰遜獲醫院悉心照顧，而

政府會繼續按約翰遜指示運作。

《香港經濟日報》4 月 7 日

報導，如果習近平因為某種因

素，不能負擔領導人一職，根據

中共《憲法》規定，如果國家主

席出缺，由副主席繼任；國家副

主席缺位時，由全國人代會補

選。若在國家主席、副主席都缺

位時，則由全國人代會補選；在

補選以前，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

會委員長暫時代理主席職位。

現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為王岐

山，而現任人大委員長為栗戰

書；此外中共黨章目前沒有設立

總書記副職及代理總書記的相關

規定。不過，前國務院總理趙紫

陽過去曾經代理總書記，而現任

的國務院總理是李克強。

已停刊的《動向》雜誌早前

披露，習近平在 2016 年初曾經

做過後事安排，親自提出接替班

子代行職權。而政治局曾也通過

一份「非常時期」的人事安排。

報導說，當時中共中央政治

局審議通過了《特別動議案》。

該議案分為內、外兩部分，外指

「外來軍事攻擊或軍事勢力侵略

初期受到十分嚴重創傷」，而內

指「國家領導人主要成員受到意

外、突發性事件傷亡，影響到領

導中樞，或因發生全國政治性暴

動，政府管制處於真空狀態」。

在此前提下，「特別動議

案」當時給出了「非常時期」接

替最高領導人的班子小組名單的

預案。名單均以習近平及李克強

遭遇不測後的人事安排為主。包

括：

一、如習近平遭遇意外，中

央領導班子小組組長：王岐山；

第一副組長：李克強；副組長：

張德江、栗戰書、許其亮。

二、如習近平、李克強遭遇

意外，中央領導班子小組組長：

王岐山；副組長張德江、栗戰

書、許其亮、馬凱。

三、如習近平、王岐山遭遇

意外，中央領導班子小組組長：

李克強；第一副組長：許其亮；

副組長：張德江、栗戰書、馬

凱。

四、如習近平、李克強、王

岐山遭遇意外，中央領導班子小

組：栗戰書任代組長（召集人）；

副組長：張德江、許其亮、馬

凱、常萬全。

習近平目前沒有接班人。

今年 1 月，針對接班人問題，

黨媒《求是》提及習近平本人談

到「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

替」問題，引起輿論關注。

任志強被調查是重要的標誌

海外追逃追贓變味 揭秘天網2020行動

最高當權者若突發染疫 將由何人接手補位

【看中國記者夏新綜合報

導】大陸知名退休房地產

大亨、紅二代任志強，因

撰文批評習近平，從 3月
中失聯至今。北京市紀委

4月 7日晚間公告，指「任
志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區

紀委區監委紀律審查和監

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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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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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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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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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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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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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王岐山（Getty Image）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時隔

一個月終於露面，4 月 7 日主持

了外交部例行記者會。在回答

提問時，他聲稱自己說「美軍將

病毒帶到武漢」，只是為了「泄

憤」。

此前他於 3 月 12 日在推特

上發文指「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

到武漢」的言論，加劇了中美兩

國外交摩擦。

與以往不同，他收斂「戰狼

外交」的做派，辯稱自己在推特

上的說法只是對「美國一些政客

『污名化中國』的反應」，也反

映了中國人的「義憤」云云。

趙立堅露面回應
「甩鍋」事件 
只為「泄憤」

【看中國訊】近日網絡上傳

出一段視頻顯示，有大批軍人乘

坐巴士前往北京。並有消息人士

爆料，聽到北京府右街方向晚上

傳出槍聲。 網評人士陳破空稱

民間有幾種解讀：其一是預防敏

感日發生民變；其二是中央警衛

局爆發病毒感染，因此調軍隊來

接替警衛局；其三說是防止美國

可能對北京的斬首行動；第四種

説法是北京可能發生政變，軍隊

對北京逼宮。

軍隊秘入北京

大批軍人乘坐巴士進

駐北京（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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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報導，港府對香港

電台窮追猛打，世衛「斷線門」

事件發生後，引發多國主流媒

體和網民的廣泛關注。事後，

香港商經局 4 月 2 日稱，局長

邱騰華認為香港電台節目當中

的表達，有違「一個中國原則」

及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

所訂明的目的和使命。

邱騰華聲稱，「世衛成員國

均以主權國家為單位，香港電

台必須對此有正確認識，不能

看中國記者許天樂綜合報導

近日，一則香港電臺英

文節目《脈搏》採訪世衛組

織（WHO）助理總幹事艾
沃德（Bruce Aylward）的
視頻在網上熱傳，採訪中艾

爾沃德疑一度以「聽不見」

及斷線方式，避談記者提出

的有關臺灣加入WHO的提
問。事後，香港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指控，有

關主持人的表達有違「一個

中國原則」。

港府指控香港電台違反「一中」

偏差」。他並指，廣播處長作

為港台的總編輯，必須對此負

責。而早前也有相類似節目，

港台也都要負上編輯責任。

特首林鄭月娥 7 日也宣稱，

香港電台是政府部門，必須符合

「一國兩制」立場。

莫須有罪名？

對此，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

員工會回應指，「本台英文時事

節目《脈搏》主持當日詢問措辭

簡單直接，不帶個人或預設立

場，更沒有用『國家』來形容台

灣。提問本身，如何違反『一個

中國』原則？」

其臉書發表的聲明強調，

「以《約章》為名破壞《約章》，

《約章》列明香港電台擁有編輯

自主，『不受商業、政治及 / 或
其他方面的影響』。

既然主持只是追問新聞關

注點，節目並無違反一國兩制

原則，局長卻高調要求作為總

編輯的廣播處長負責，只能視

為政治施壓，若港台『下跪』，

形同破壞《約章》精神，此舉不

但相當罕見，更令人心寒。」聲

明最後寫道，「戰鼓已起，公眾

知情權一定要捍衛！」

7 日晚間，該工會再度發聲

明要求邱騰華尊重新聞專業，收

回對港台的指控。工會強調，邱

騰華的指控令人無法接受，對港

台職員、港台本身，以及對大眾

都不公道。

施壓新聞自由

針對此事，香港民主黨前主

席劉慧卿向媒體表示，商經局局

長邱騰華是在干涉新聞自由，港

台記者只不過問了一個問題，也

沒說台灣要獨立，也與香港一國

兩制沒關係，怎麼就違反新聞約

章，違反一國兩制了呢？

港台簡訊

【看中國訊】港府 8 日宣布

動用 1,375 億港元成立「防疫抗

疫基金」，當中 800 億元將用於

保就業，政府將資助合資格僱主

支薪 50%，月薪上限為 18,000
元，即每名僱員每月最多可領到

9,000 元補貼，為期 6 個月，僱

主要承諾領取補貼期間不裁員。

預計 150 萬名打工仔受惠。一

些沒有固定收入的人士也能受

惠，包括計程車司機、建築工人

等約 80 萬人；另 20 餘萬自僱

人士也可享有該項補貼。對於失

業人士，當局會將申請綜援的資

產上限增加一倍，為期 6 個月。

港府撥款補貼企業

香港百業蕭條 失業率創新高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

綜合報導】香港受肺炎疫情

衝擊市道低迷，加上港府嚴

限飲食、娛樂等行業的經

營，全港有四分之一「打工

仔」被迫放無薪假。尖沙咀

地標五星級酒店香港洲際

酒店宣佈2日停業，遣散全
體五百名員工，類似情況恐

怕陸續有來。

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考澧在

電台節目指，據他了解，受影響

員工涉及 500 人，會按年資獲

得補償，但在當前環境下找新工

作十分困難，員工都感到徬徨。

他又提到香港酒店業目前經營艱

難，整體入住率大約一至兩成，

其他員工需要放無薪價。另一難

題是酒店還要接待疫情下需隔離

檢疫人士，據他了解現時有逾

1,800 人在酒店隔離，36 人在

酒店範圍內確診染疫，酒店業或

出現疫情大爆發。

失業率創9年新高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全

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

（Blackrock）董事總經理 Amer 
Bisat 當地時間周三（4 月 1 日）

預測，上半年全球經濟可能在疫

情下收縮 11%，經濟產出損失

6 萬億美元，估計上半年全球失

業人數將達 500 萬人，還未計

算被迫減薪、減少工時和半就業

的個案。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日本日經新聞報導，全球處於危

機的當前，台灣以自身行動成為

了全球抗疫榜樣，日本在醫療器

材增產、疫苗與治療藥物的開發

上也應該與台灣攜手合作，台灣

製造的防疫物資已經登上國際舞

台，「全世界越來越需要台灣」。 
這次疫情使全球防護用品

短缺，而台灣口罩產量據經濟

部規劃本週可以達到每日 1500
萬片，是全球第二大口罩生產

地。日前台灣總統蔡英文宣布

捐贈 1000 萬片口罩給全球疫

情嚴重國家的醫護人員，包括

美國、歐洲及台灣邦交國。之

後，包括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馮德雷恩

（Ursula von der Leyen）、荷蘭

貿易暨投資辦事處等機構也透過

社交媒體感謝台灣。

日經報導也指出，台灣被世

界衛生組織（WHO）拒絕於門

外，在感染、防疫和醫療等方面

無法跟國際共享資訊。因為北京

單方的主張，東亞地區出現防疫

破洞，日本應站在最前鋒，早日

促成台灣加入 WHO。

台灣經濟研究院的南台灣專

案辦公室主任高仁山最近接到多

通來自國外的洽詢電話，希望購

買台灣製的口罩產線。他說，台

灣捐助 1000 萬片的口罩，除了

是國際人道救援外，也是展現被

國際信任的時機。台灣製的品質

通過此次的試用被各國知道，會

是讓台灣醫療產業向外走的好機

會，對比大陸口罩被退貨的情

況，「Taiwan can help 的做法，

比中共大外宣有力好幾倍」。

全球重視 
「台灣製造」

她認為，香港電台應該擁

有編輯自主、新聞自由，如果記

者連提問的自由都沒有了，香港

就完全沒有了新聞自由、言論自

由、表達自由。

她說，邱騰華現在指控香

港電台，以後就可以指控全香

港傳媒。有些人以為藉疫情可

以暗渡陳倉、做很多違反人權

的事。「所以真的要靠新聞界，

無畏無懼地繼續去報導新聞。」

另外，一批新聞工作者

在發起網上簽名運動，要求

邱騰華「立即停止政治干預港

台」。他們發表公開信譴責：

「邱騰華干預港台編採自主和

高調向廣播處長施壓，以達到

要求港台自我審查之目的，嚴

重損害言論和新聞

自由」。

此前，美國國

務院也出面呼籲，

港府應尊重個人言

論、 新 聞 及 集 會

自由，北京政府也

應遵守《中英聯合 
聲明》。

最新經濟數據顯示，2 月零

售業銷貨價值按年暴跌 44%，

創歷來最大單月跌幅，總銷貨價

值的臨時估計僅 227 億元，跌

回 2006 至 07 年水平。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上周也

再警告，多項數據均顯示香港

經濟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最

新失業數字已惡化至 3.7%，是

逾 9 年新高。他坦言市道疲弱

情況暫難扭轉，而且這些數字

仍未完全反映疫情最新發展，

相信失業率在短期內會繼續上

升。目前香港最少還有四分之

一僱員被迫放無薪假。

【看中國訊】高雄市選委會

7 日審查通過了罷免市長韓國瑜

二階連署書達到門檻，主任委員

陳雄文表示在整理相關資料之

後，8 日會將連署人名冊送至中

選會，估計將於 6 月中舉行罷

免投票。高雄市新聞局長鄭照新

表示，市府尊重選委會獨立行使

職權，依法行政，至於市府與市

長會持續專注市政及防疫，以捍

衛市民的權益為重。 Wecare 高

雄發起人尹立表示，這次是中華

民國 100 多年來首次正式立案

罷免直轄市長，應該給予市民肯

定，同時也感謝民眾的參與，讓

台灣的民主能更健康。

罷韓投票或 
6月中舉行

【看中國訊】港府最新公布

的《財政預算案》中，特首林鄭

月娥年薪為 521 萬元（港幣下

同），平均每月加薪 1 萬元。另

非實報實銷酬酢津貼為 98.2 萬

元。林鄭月娥的年薪排全球第

二，是香港人均GDP約 10倍。

由於早前亞洲多國政府元首宣布

自願減薪，林鄭此舉激起港人更

大不滿，立法會議員亦多次對此

提出質詢。最終 8 日林鄭月娥

在記者會上宣布因應疫情，自

己、3 名司長、13 名局長及行

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未來一年會

減薪一成，其後恢復本來薪金。

林鄭月娥加薪 
引熱議

【看中國記者盧乙新

綜合報導】台灣與丹麥進行

國際技術合作，成功開發武

漢肺炎病毒（COVID-19）
血清檢測碟片，只需要患者

的1滴血液檢體，在12分鐘
之內就可以檢測出無症狀患

者或是判斷患者是否能夠出

院，準確率高達9成，預計在
5月取得歐盟認證。

中央社報導，武漢肺炎疫

情延燒，全球各國都急著需要

擴充檢測能量。科技部自 2011
年開始推動「研發成果萌芽計

畫」，以幫助有潛力的研究成果

商業化，至於其中輔導的柏勝

生技公司，以往專注於檢測登

革熱、茲卡等病媒蚊傳染病，

在 2020 年短短 3 周之內，成功

台灣丹麥研發快篩試劑成功

地開發了武漢肺炎血清檢測碟

片，並在科技部記者會中發表

研究成果。

在記者會上，科技部政務

次長謝達斌解釋，目前的防疫

檢測分成 3 個方向，主流方式

是使用 PCR 核酸檢測，第 2 種

則是像中研院透過快篩來檢驗

病毒蛋白質，至於柏勝生技公

司則是屬於第 3 種，

透過測試血清，判斷患

者是處在何種感染階

段，有助於後續分流。

柏勝生技公司擁有

國際團隊，生化研發基

地位於丹麥的哥本哈

根，軟硬體研發中心跟

設備生產座落在台灣的

桃園。

柏勝生技表示，這項技術

在上週已於丹麥第二大醫院

Hvidovre hospital 執行初步的

臨床驗證，在檢測的 15 例樣本

中，準確度高達 90%，下週將

在義大利醫院完成更大量的 200
例臨床驗證，預計在 5 月取得

歐盟認證，希望 6 月能夠在台

灣上市。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

合報導】香港將軍澳一名32
歲男子4日下午4時許，在住
家墜樓身亡。警方調查後發

現，死者是香港特首辦新

聞主任譚啟耀，現場沒有遺

書，確切死因仍有待驗屍後

釐清。據港媒稱，譚啟耀在

3月30日辭職，並支付代通
知金「賠錢走人」。

明報報導，有消息指，譚啟

耀因工作不順，已於 3 月 30 日

辭職，近日因失業鬱鬱寡歡。

報導稱，譚啟耀在特首辦工

作約 2 年，之前在新聞處總部工

香港特首辦新聞主任 
辭職後墜樓身亡

作，平日表現乖巧，主要工作負

責撰寫特首林鄭月娥出席活動後

的新聞稿。

事發後，港府新聞處發言人

在回覆媒體查詢時表示，對於一

名已離職的新聞主任 4 日離世深

感難過，處方會向其家人致以慰

問，並提供一切可行協助。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稱，

譚啟耀兩年前調至特首辦，隸屬

於新聞統籌專員轄下，其工作需

要在每週二早上，為特首例行記

者會與到場的媒體記者聯繫，並

事先瞭解記者可能提問。

曾與譚啟耀接觸過的《蘋果》

記者指，印象中譚男性格相對沉

靜，並沒有像其他新聞統籌人員

一般，經常與記者閒話家常。

報導稱，因港府過去半年多

來在「逆權運動」中持續包庇港

警濫暴，今年更屢屢對參與反送

中活動者秋後算帳，使港府聲望

一落千丈。而這期間，更曾發生

多起支持反送中運動者非正常死

亡事故，讓外界對此次墜亡事件

多有聯想。

網友們則紛紛留言質疑，「知

道太多了？」、「被墜樓？」、「明

明知道民意是對的，卻身不由

己，這種鬱悶可想而知。」

▲邱騰華控訴港台違反一中。（RTHK）

▼港台採訪畫面(RTHK)

看中國攝影

(L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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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4月7日，美國總統川普
在白宮表示，由美國捐助大

部份資金的世衛組織「似乎

非常以中國為中心」，除了一

開始就不斷批評美國外，在

很多問題上判斷錯誤。他質

疑，世衛可能很早就知道中

國發生疫情，卻錯失良機呼

籲全球注意，更對中國提供

的數據缺乏審視和批評。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英國首相鮑里斯 ‧ 約翰遜

的武漢肺炎症狀惡化後，於 6 日

晚間送入醫院加護病房 (ICU)。
據英國《鏡報》7 日報導，首相

約翰遜已經退燒，病情趨於穩

定。與此同時，英國下議院外交

委員會主席 4 月 6 日警告說，

在對抗新冠病毒過程中，中國和

其他國家精心策劃的造謠活動正

在「犧牲英國人的生命」，英智

庫亦呼籲要求巨額賠償。

病情惡化轉加護病房

3 月 27 日，約翰遜的病毒

檢測結果呈陽性，引發英國上下

一片譁然。約翰遜在出現症狀後

進行了約一個星期的自我隔離。

一直到了 4 月 5 日星期日晚上，

約翰遜承認有病毒的持續症狀，

病情開始出現惡化。在他的醫

療隊建議下，於 5 日送往倫敦

聖托馬斯醫院接受測試。截至 6
日上午，約翰遜狀況都還不錯，

但到了下午開始出現惡化，晚間

7 點被轉往加護病房。

首相官邸表示，約翰遜在被

送進加護病房前「意識清醒」，

直到 7 日深夜為止，他的狀態

都還算「穩定」。當局強調，約

翰遜目前還能自主呼吸且未出現

肺炎症狀，當前不需要插管，或

使用人工呼吸器；但首相依舊呼

吸困難，需持續使用氧氣面罩。

因此暫時還得留在加護病房，接

世衛「以中國為中心」

路透社報導，美國是這家總

部位於日內瓦的機構的最大捐助

國。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數據，美

國在 2019 年向世衛組織捐款超

過 4 億美元，幾乎是第二大國

家捐助者的兩倍。而中國去年只

貢獻了 4400 萬美元。

除了質疑世衛「非常以中國

為中心」外，川普還說，若世衛

獲得的研究資金和它所產生的效

益不成正比，身為最大的捐助

國，美國將考慮是否還要投入資

金。他會調查此事，一步一步

來，可能終止挹注資金給世衛。

受進一步的醫療觀察。英國政界

憂心，約翰遜病情一旦拖長，英

國將陷入憲政危機。

約翰遜已經懷有身孕的女友

此前表示，她也出現了感染症

狀，目前正在隔離和恢復中。

重新定位與中關係

約翰遜的意外中標，撼動了

英國政界，雖然他此前已要求第

一國務卿外交大臣多米尼克 ‧

拉布在必要時作為他的代表。英

國議員們在一份新報告中稱，病

毒起源於中國，當時中國本應在

蒐集有關其傳播的數據方面發揮

關鍵作用，他們卻試圖「混淆」

疫情爆發時的真實情況。

該委員會主席圖根哈特

（Tom Tugendhat）告訴《每日

英相約翰遜不幸於 3月 27日確診染疫，4月 5日入院，6日轉入 ICU

病房。（Getty Images）

電訊報》：「英國政府根據來自

世界各地的信息，模擬了他們對

該病毒的反應。如果一個國家誤

導你，是不可能做到準確的模擬

反應的。北京政府的謊言正在奪

去英國人的生命。現在，英國比

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重新定位

與中方的關係。」

該 委 員 會 的「病 毒 免 疫

（Vir-al Immunity）」報告還特

別指出，伊朗和俄羅斯也傳播有

關該流行病的虛假信息。

該委員會呼籲英國政府應與

國際盟友一道努力，積極「面對

和反駁」這些外國力量傾瀉出的

虛假信息。

議員們還特別讚揚了舉報人

李文亮醫生的方式——他是最早

就這種在武漢肆虐的新病毒發表

英首相進加護病房 促重新定位與中關係  

川普不滿世衛隱瞞事實 隔空交火

此消息引起北京和世衛的高

度重視，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

堅 7 日回應說：「世界衛生組織

在譚德塞總幹事帶領下，為推動

國際抗疫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和高度讚

譽。中方將一如既往堅定支持世

界衛生組織工作。」他說，若美

方暫停會費，將影響世衛運作，

不利國際抗疫合作。

世衛組織歐洲區域主任漢

斯 · 克魯格（Hans Kluge）在一

次虛擬情況通報會上回應美方消

息說：「我們仍處於大流行的嚴

重階段，因此現在不是削減資金

的時候。」

事實上，美國聯邦眾議員

瑞森紹爾（Guy Reschenthaler） 
早前就提出議案，因世衛明顯失

責、沒有將全球公眾安全放在第

一位，呼籲美國國會扣留聯邦給

世衛的資金，直到世衛總幹事譚

德塞去職。他說：「美國人辛苦

的納稅錢，不能用來支持宣傳中

共謊言」。

譚德塞聲稱被台灣攻擊

8 日， 世 衛 秘 書 長 譚

德 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記者會上公開

回應美方，指美國和中國應該團

結抗疫，威脅美國勿將疫情「政

治化」，他說：「如果想要拿來

炒作，想要有更多屍袋，那就請

便。如果你不想要更多屍袋，就

應該自制，不要繼續搞政治化

從左至右：美國總統川普、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世衛總幹事譚德塞(看中國合成)

了。」

他又毫無預兆主動提起台

灣，聲稱遭受「台灣」發動人身

攻擊，指自己過去 2、3 個月一

直受到「來自台灣」的言論侮辱

和歧視、甚至死亡恐嚇，並稱自

己「毫不在乎」。有關言論引起

國際一片譁然。

對此台灣駐歐盟代表曾厚仁

在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這完

全是譚德塞憑空捏造的惡意指

控。台灣駐日內瓦辦事處強調，

對於譚德塞在記者會中做出不實

指控甚為遺憾，台灣作為一民主

政體，參與世衛一事上獲國際廣

泛支持，台灣政府不會也無需對

他個人進行人身攻擊。

8 日川普在例行記者會上再

次批評世衛過去給出的錯誤政策

建議，包括世衛在 1 月 14 日明

確說，武漢肺炎「不存在人傳人

的現象」。對於譚德塞的說法，

川普表示美國將暫緩支付給世衛

資金，同時研究世衛在疫情爆發

初期的表現。 他說：「譚德塞說

不要玩政治，但你看看他自己所

做的。」

言論的人之一。在 2 月分死於

病毒之前，他被迫承認自己「發

表虛假言論」。該委員會說：

「這種對世界衛生組織（WHO）

和其他國家科學家的故意誤導，

掩蓋了在大流行的關鍵早期階段

的分析。」

呼籲要求巨額賠償

在外交委員會的這份報告發

表之際，4 月 6 日發布的另一項

重要研究報告，呼籲英國通過國

際法庭向北京政府索賠 3510 億

英鎊，以補償疫情蔓延到英國造

成的損害。這項來自外交政策智

囊團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的研究得出

結論，在北京造謠運動之後，七

國集團 (G7) 的經濟已經損失了

3.2 萬億英鎊。

唐寧街的消息來源暗示，當

大流行結束後，這個共產主義超

級大國將面臨「清算」。

鄧肯 ‧ 史密斯爵士在允許

中國公司華為進入 5G 網絡後，

領導了議會反對首相有關華為

的決定。這位前保守黨領袖表

示：「由於北京的掩蓋和延誤，

全球衛生專家認為，世界其他

地方沒有足夠的時間為大流行

做好準備，這意味著疫情的影

響最有可能惡化。」他強調：

「我們大家必須重新思考這種關

係，並將其置於更加平衡和誠

實的基礎上。」

北京謀得聯合國要職

【看中國訊】中國常駐聯合

國日內瓦辦事處公使蔣端於 4
月 1 日被任命為聯合國人權理

事會的協商小組成員，將在任命

至少 17 名人權調查員，和審查

言論自由、酷刑、法外處決和強

迫失蹤等議題上發揮關鍵作用。

此外，中方還將協助審查聯合國

重要人權職位的候選人，擔任至

少五項面試程序的主席，並協助

決定推薦誰能獲得任命。 報導

說，今年恰好是中國在聯合國人

權理事會的空檔期，但蔣端在協

商小組補上了這一空窗。

非政府組織「聯合國觀察」

執行董事諾伊爾（Hillel Neuer）
評論說：「讓中國（中共）既暴

虐又沒人性的體制來挑選調查全

球言論自由、任意拘留及強迫失

蹤的專員，就好像找縱火狂擔任

消防局長。」  
中共在聯合國的版圖擴張已

經引起美國和國際社會的警覺。

美國國會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

（Chris Smith）5 日 發 布 聲 明

稱，中國的人權記錄顯示，他們

有系統地打壓宗教及少數民族，

包括藏傳佛教、維吾爾和哈薩克

穆斯林、法輪功和地下基督徒。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共政府

在售賣政治犯的器官。 
一位聯合國內部的吹哨人賴

利（Emma Reilly）於去年底向

美國政府披露，聯合國人權事務

高級專員辦公室，常年向中共政

府提前告知參加聯合國會議的人

權捍衛者名單，包括藏族、維吾

爾族等異議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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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尼克松政府擔任白宮

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兼國務卿亨

利 ‧ 基辛格（97 歲），在 4 月

3 日《華爾街日報》的投稿文章

中認為，北京政府在努力扮演救

火者的角色，他主張在疫情面

前、在人類價值觀、規範、政治

原則和國際秩序方面，中共可

以與美國和西方平起平坐，共

治全球事務。「病毒並沒有識別

國境。」基辛格寫道，「各自努

力有限 , 必須全球合作。」他呼

籲「由於新冠疫情，可能會從以

全球貿易和自由移動為基礎的時

代，退回到屬於時代錯誤的『壁

壘時代』。美國必須帶頭維持、

守護啟蒙主義的價值。」

外界觀察到，基辛格此時拋

出的觀點與北京政府 3 月以來

在疫情方面，大外宣的主題不謀

而合。比如 4 月 7 日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趙立堅主持例行記者會

時再次提到「疫情是全人類共同

的敵人。全球緊密相連 , 各國命

運與共。中方願同國際社會一

道……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

為何基辛格與北京政府的心

意如此相通呢？據悉，自 1971
年開始，基辛格先後 70 多次到

訪中國。資料顯示，做資訊生意

的基辛格，客戶眾多，知名的包

括摩根大通、美國運通、AIG、

可口可樂、GTE 通訊、亨氏食

品、波音、韓國大宇、默克製

藥、自由港公司、渣打銀行、愛

立信、貝爾電話、沃爾沃等公

司。

基辛格甚至可以將客戶帶到

北京來，並得到中共高層的接

見。 1988 年初，他安排大通銀

行的前任董事長大衛 ‧ 洛克菲

勒與鄧小平見面。 1989 年 11
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並

宴請了基辛格和美國國際集團

（AIG）前總裁莫里斯 ‧ 格林伯

格，他們還得到了李鵬及其他國

家領導人的接見。 2003 年，基

辛格與摩根大通集團的董事長兼

首席執行官威廉 ‧ 哈里森相繼

得到胡錦濤、江澤民等的接見；

2011 年 6 月 28 日，88 歲的基

辛格第三次應邀到訪重慶，公開

讚揚薄熙來是中國一位傳奇式人

物，他還親自參與了紅歌會並高

度評價「唱紅打黑」，當時的重

慶媒體對此高調報導。在習近平

當政的時代，基辛格同樣沒有缺

席。在 2019 年 11 月基辛格去

中國期間，曾兩次受到習主席的

接見。

美國國際集團（AIG）前總

裁莫里斯‧格林伯格曾說：「亨

利在中國的形象和影響力很大，

光和他同處一室，你就覺得事情

統統好辦了。」

而長期以來，基辛格等人以

「美中關係協會」為依托，在華

盛頓組成了龐大的為北京遊說的

團體，在貿易、人權等方面為共

產黨政權辯白，以左右國會的相

關決議。得知如此背景，就不難

理解此次基辛格所謂「命運共同

體」所蘊藏的意思了。

自媒體人江峰這樣解讀「人

類命運共同體」之說：「你把垃

圾扔到街上，鄰居譴責你。你就

說，我們應該營造社區的安寧，

要冷靜、理性，不要爭吵，因為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你反對

我，你就不理性。」

而川普總統的前首席策略師

班農 (Stephen K.Bannon) 更是

痛斥基辛格：「基辛格先生，我

再也不想聽到你講什麼自由世界

秩序了……你從一開始就是中共

的代言人……你們知道中共迫害

法輪功、活摘器官，迫害維吾爾

人；你們也知道中共迫害達賴喇

嘛和藏傳佛教、迫害天主教基督

教；你們也知道中共製造的天安

門大屠殺，你們知道每一個為

自由而戰的中國人，但是你們

依然跪舔中共獨裁殘暴政權，」

班農認為，「你們拿了沾滿了血

的錢，這些事實馬上會真相大

白，整個世界都會對你們進行審

判。」

如果認真觀察近期歐美澳的

政界動態，可以知道，班農所言

「這些事實馬上會真相大白」並

非空穴來風，基辛格和他的命運

共同體已然邁入了風燭殘年。

誰是基辛格的「命運共同體」？

2018年11月8日習近平接見基辛格。(Getty Images)

◎文：苗青

今天是 2020 年 4 月 4 日。

今天是清明節，一個法定可以悲

傷，或者被規定集體悲傷的日

子。凌晨我就看見朋友圈裡開始

傳遞悼念的情緒。

坦率地說，今天我並沒有任

何特別的悲傷。在過去的兩個半

月中，很多夜晚都比這一天難

過。我沒有任何貶低那些哀傷情

感的意思。任何真實的情感都值

得尊重，哪怕是給予素不相識的

受害者以及英雄的哀悼和紀念。

但是，在經歷過 2 月 6 日 -7
日對李醫生的集體悼念，以及後

麵線上接力挽救一篇名為《發哨

子的人》的文章後，悲傷不復是

一種自由的情感，讓你不能不認

識到：在今天這個日子，它被防

控、被壟斷、被指定、被特許的

意味，有多麼強烈。

我不喜歡連悲傷都被特許，

被安排。我想，大部分人都不會

喜歡這樣。我也不覺得這是一個

合適的公祭時間點。疫情還沒有

結束，理論上未來仍然存在因疫

情導致病亡的可能性。這感覺，

像勝負未決就單方面宣布停火。

另一方面，與疫情有關的很

多事，都還沒有下文。人們一直

在追問的真相，可能的道歉、謝

罪、追責，還都很遠。

通過祭奠，記得他與他們，

有錯嗎？當然沒錯。但即便記

得，記得的是應當被記得的嗎？

未必。遇難者不知道自己何以

死，英雄不能以他成其為英雄的

故事被書寫記錄，那麼他們是遇

難者，還是英雄嗎？

缺少公義與真相的悲傷虛無

蒼白，失去憤怒相伴的悲傷自欺

欺人。

人類都有在集體的悲歡中獲

得安寧甚至某種快感的本能需

求。我不覺得今天人們的悲傷，

與 2 月 6 日那天線上群體祭奠李

醫生的悲傷，在情感上有高下不

同。不同的僅在於，後者的姿態

是自發和抗爭的。

當野火般的悲傷被納入莊重

肅穆的儀式，也就意味著曾經伴

生的憤怒感、絕望感和荒誕感自

覺走向消亡。人們說要以一種集

體的悲傷和祭奠將死者記住，但

誰都知道，這樣的集體儀式，通

常是遺忘的開端。

從上到下，太多人迫不及待

希望失控的局面與失控的情緒告

一段落了。

今天是 2020年 4月 4日，今

天是一個虛無的日子。在凌晨五

點，我發了一個人畜無害的朋友

圈，沒有理由地被看不見，可能

僅僅是因為提到了李醫生的名諱。

很多人都注意到在今天這

個日子悼念李醫生是多麼弔

詭的隱喻。從開始，「2020= 
404+404+404+404+404」就成

為現實感十足的段子，4 月 4 日

這個「404」，讓反諷達到了頂

端，「忽報人間曾訓誡，淚飛頓

化 404。」它本身就鋒利地抵達

了關於今天悲傷的真相，但同時

它卻又是如此不可描述。

（編者註：中國國務院 4 月

3 號的發布政令：2020 年 4 月 4
日舉行全國性哀悼活動；404，
網路用語，意思是「網頁不存

在」，等同於網路搜索「找不

到」）

404悼念日 恕我不加入
◎文：宋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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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農痛斥基辛格「對這次疫情你也是有罪的」。（視頻截圖）

自從疫情爆發以來，各界流

傳著關於驚悚的武漢 P4 病毒研

究所傳言，如「新冠病毒源於人

工合成」、「病毒是從 P4 洩露

的」等。而印度最近對北京的指

控讓這個話題重回大眾的視線。

據印度《論壇報》報導，

印 度 的 國 際 法 學 家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ICJ）和印度律師協會近

日已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出申

訴，這兩家機構在申訴書中直接

對中共做出最嚴厲指控：祕密地

發展大規模殺傷性生物武器，其

目的是為了買空經濟崩潰國家的

股票，控制世界經濟。

申訴書指控北京違反了《國

際衛生條例》、《國際人權和嚴

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和世界人

權宣言》條款的規定，要求聯合

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共進行調查，

「我們衷心的希望聯合國人權理

事會能問責中國研發大規模殺傷

性生化武器，並要求中國對國際

社會和理事國進行合理賠償，特

別是對印度」。

印度科學界曾經在今年 1
月底為新冠病毒是實驗室的產物

而提交了報告。印度科學家的

英文論文（Uncanny similarity 
of unique inserts in the 2019-
nCoV spike protein to HIV-1 
gp120 and Gag）內容顯示，

2019-nCoV 病毒的刺突蛋白 S
蛋白的 4 個不連續位點插入了

HIV 病毒的氨基酸序列，而在

S 蛋白質的立體結構上，這 4 個

插入位點恰好與動物細胞膜上的

病毒受體相互結合。即 2019 新

型冠狀病毒感染能力與愛滋病毒

一樣，其毒性則仍由冠狀病毒所

決定。這 4 個插入位點在其它

冠狀病毒中不存在，這麼巧妙的

變異是不可能在自然界中發生

的，這肯定是人工設計的病毒。

論文還提到，中國科學院武漢病

毒所的周鵬實驗室在幾天前發表

的論文中，發現了 S 蛋白的這 4
個插入物中的 3 個。

後來這篇報告被撤回，真實

原因不得而知。但並未阻止各界

對這個話題的探討，而北京方面

來不及處理的信息則層出不窮，

比如消息顯示去年 9 月 18 日，

武漢軍運會前，武漢天河機場進

行冠狀病毒擴散演習，大陸官媒

都有報導。

大陸財經日報《每日經濟新

聞》援引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

究所研究員石正麗的團隊資訊

稱，這次在武漢最新發現的冠狀

病毒——nCoV-2019 與一種蝙

蝠身上的冠狀病毒序列一致性高

達 96%。但是迄今為止，中國

疾控部門沒有對造成此次新型冠

狀病毒進行疫源調查，並且將流

行病調查的基礎線索、華南海鮮

市場的現場破壞殆盡。

中國《解放軍報》1 月 31
日的一則簡短的報導透露，在武

漢爆發疫情後，中國軍方向疫區

緊急派出了專家組，其中包括中

國工程院院士、軍事科學院軍事

醫學研究院陳薇少將。而大陸官

媒澎湃新聞把女少將陳薇稱為是

「中國首席生化武器防禦專家」。

2 月 14 日，中共總書記習

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時提出，要

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

盡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

這又引發了外界對新型冠狀病毒

是否來自於武漢病毒研究所安全

事故的新一輪揣測。

而最讓北京頭疼的是更早

一些的新聞報導，比如 2017 年

2 月 22 日的《自然》新聞上，

作者為 David Cyranoski 的報

導：《準備研究世界上最危險

病原體的中國實驗室》（Inside 
the Chinese lab poised to 
study world's most dangerous 
pathogens），這篇配圖的報導

描述：「研究人員即將在武漢的

一家實驗室研究全世界最危險的

病原體。……」

文章提到「海外的一些科學

家擔心病原體泄露」。不知道現

如今的局面是一語成讖，還是一

場「謠言」。但可以肯定的是，

北京無法打消民眾的疑慮。畢

竟，因為從過往到現在，從蘇聯

老大哥到朝鮮小兄弟，共產體制

的信用已經崩坍，「謠言」屢次

被證明是「遙遙領先的預言」。

印度指控  加劇病毒來源驚悚說

◎整理：谷玉

2017年大陸搜狐網報導武漢P4實

驗室研究世界「最危險病毒」。

◎文：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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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品牌專家

聘

積極的態度

書面和口頭溝通技巧

出色的多任務組織能力

在快節奏中獨立工作

與客戶建立並保持良好的關係

亞省 5級駕駛執照（AMVIC 註冊）

工
作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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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誠聘汽車銷售
主動進取，無需銷售經驗，有

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懂

英語，國語或粵語。

聘RECRUITMENT

地址：2971 Main St. SW Aird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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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Civic Type R 是本

田旗下最出名的車款之一，尤其是

對那些想要一嚐「跑車滋味」的平民

買家而言。近日，本田推出了該車

款街道版輕量化車型 Civic Type R 
Limited Edition，該車在美國推出

600 輛，在歐洲推出 100 輛，日本

有 200台，在加拿大將推出 100輛，

每輛都有獨特的編號銘牌。

本 田 稱， 這 款 限 量 版 Civic 
Type R 車型比標準版車型輕了 20.9
公斤，這要歸功於新的輕量化 BBS
輪圏（減輕 8.16 公斤簧下重量），

並減少了隔音材料，移除了後雨刷；

而後行李廂蓋和後加熱器導管，也減

掉了 12.7 公斤左右的重量。

在歐洲規格車型部份，重量減

的更多，總共輕了 47 公斤；且還保

有後排座椅，不像 Renault（雷諾）

Megane RS Trophy R 等其他專註

於賽道的掀背車。此外，歐規 Civic 
Type R Limited Edition 還增加了更

多舒適功能，例如多媒體資訊娛樂系

統和空調系統等。

限量版 Civic Type R 依然搭載

2.0 升渦輪增壓四缸汽油引擎，最大

功率 228kW，峰值扭矩 400NM，

配有六速自動變速箱和前驅系統。而

加拿大版本的車身重量尚未公布。

車身配有 20 英寸 BBS 輪轂，

搭配米其林Pilot Sport Cup 2輪胎，

減震器進行了重新調校，轉向也進行

了重新校準。

同常規版本一樣，限量版標配前

方碰撞預警、車道偏離預警、自適應

巡航、前排運動座椅以及 7.0 英寸多媒

體觸屏。此外，該車還新增 LogR 智能

手機 App，可以利用車載電腦和雷達

來追蹤行駛數據，並提供性能監測、

日誌以及自動評分，這些信息可通過

多媒體系統進行顯示。

限量版預計在明年上半年到貨，

買家可以登錄豐田官網進行預約。

（本文圖片來源： 本田官網）

【看中國訊】汽車撞到兩輪

摩托車，似乎只有一個結果，

摩托車被撞爛，無情碾壓，甚

至摩托車主的生命安全，都有

可能受到極大威脅。 
但在美國，有人卻發明了

一輛永遠撞不倒的電動摩托

車，Lit Motors C-1。 準確來

說它是一輛，只有兩個輪子的電

動汽車，不論你從哪個角度拉它

撞它，它就是堅決不倒。

秘密就在於陀螺。對於陀

螺，大家肯定不陌生，陀螺儀早

在 1850 年就被發明，而且應用

於小到手錶，大到火箭的各個角

落。 

Lit Motors C-1 就巧妙地

利用兩個每分鐘高速運轉達到

5000—12000 轉的陀螺儀，

穩穩地保持車身平衡。 
只是平衡安全還遠遠不

夠，這還是一輛綠色環保的電

動汽車，採用特斯拉電池，滿

電可行駛 320 公里，最高時

速 160km/h，0 到 100 公 里

提速僅需 6 秒。 
環保、快速、穩定也就罷

了，它還兼顧安全與智能，多

處安全氣囊確保萬無一失。 
電動車窗，語音控制，全

車智能控制系統，當今轎車的

賣點與特色它全都具備。 
坐在車中，如果你說有點

冷，它會主動升溫，如果你想

聽音樂，它會根據你的習慣做

出選擇，如果你想就近找一個

餐館，它也會給出建議並預先

規劃路線，完全實現了與互聯

網的無縫對接。

集如此眾多功能於一體，

整車也僅僅寬 40 英吋，重

800 磅左右，並且可供兩人乘

坐，相對於普通轎車，它可以

自如地在擁擠的路況下穿梭。

你可能會疑惑到底是多牛

的公司發明了這輛集科技與美

感並具的小車，實際上最初

Lit Motors C-1 只是它的締造

者 Danny Kim 的一個「純手

工作品」。

Kim 理想中就想造一輛

輕便靈活不倒的小車，他反

思：我們真的需要這麼重這麼

龐大的汽車？為此重回學校讀

了工業設計與可持續交通的學

位。學成歸來一個人跑到舊金

山租了間地下室開工。 這個

像瘋子般的天才不僅沒因這一

「偉大」的想法被朋友同學嘲

笑，反而吸引了同樣瘋狂的人

跟他一起做。 十幾二十人的

小團隊就這樣在地下室日復一

日地實驗摸索，最後還真就造

出了他們理想中的汽車雛形。

近十年的嘗試與打磨，這

個不到 20 人的小公司，在舊

金山 TC Disrupt 拿出的作品

一鳴驚人，被評為亞軍。如今

就連蘋果也開始接觸他們，洽

談併購事宜，所以如果某一天

你看到蘋果第一輛汽車，竟是

兩輪「摩托車」，可千萬別錯

愕。 

採 用
特 斯 拉 電

池，滿電可行駛
320公里，最高時速
160km/h，0到100

公里提速僅需6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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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陀羅穩定車身不倒

（本文圖片來源：視頻截圖及Intel Free Press/維基百科/CC BY-SA 2.0）

被轎車撞後滑行不倒

跑車
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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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棄夢想轉跑業務

林慈棋 15 歲就開始打工，19 歲還

在求學階段就當上室內設計師。 2005 年

的一天夜裡，父親突然倒下，林慈棋將

他緊急送醫。不久後，父親就詢問林慈

棋：「有沒有想要回來試試看？」

當時家裡的事業景況不佳，早期為

了有一席之地，父親除委託經銷商銷售

外，還打低價策略，2000 年時事業已經

日暮黃昏。眼看父親健康亮起紅燈，林

慈棋心中非常不捨，決定一邊當室內設

計師，一邊兼做髮品業務。

林慈棋很快地進入一家知名的義大

利進口髮品公司當業務。「你甚麼都不

會，既沒經驗又沒人脈，又那麼年輕，

能怎麼辦？」主管提點他：「就記住一件

事情，一天跑 15 家！」

由於清楚自己的目標，他一開始就比
別人認真，「就真的一天跑15家。第一
個月的業績就做6萬多！」老闆稱許林
慈棋是他帶過「從零到有」成長最快的
業務，隔月就獲得調薪。

林慈棋每天騎著摩托車掃街式地一

家、一家拜訪，第一年就做到地區業績

第一名，第二年則衝到全台第一。

「在哪裡都看得到我，有機會我就

去！」兩年的錘鍊，增長了林慈棋髮品的

專業知識，也鍛鍊了很好的業務能力。

期間，林慈棋數度想要辭職，但主管待

他極好，讓他難以啟齒。

當年才 20 來歲的林慈棋總是十分熱

情，且穿搭整齊、彬彬有禮，給人良好

的印象，加上他不輕易放棄，在遭到當

時曼都旗下副品牌 Air 板橋店經理辛羿

淳拒絕6次後，他依舊沒有退縮。終於，

在第 7 次前往拜訪時，辛羿淳破例用了

他推銷的產品。

辛羿淳對林慈棋印象深刻，認為他

很特別，跟一般的業務不一樣，跑得很

勤快。而通過辛羿淳，林慈棋結識了台

灣美髮業龍頭「曼都」的副總經理林明

志，從而開啟產品前進曼都之路。

林慈棋的業績有目共睹，公司開始

傳出他即將升遷的消息，他只好痛下決

心遞出辭呈。辭職當天，主管難掩失

落，林慈棋的難過更不在話下，「講完也

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家的……」

超級業務日跑15家
在外擔任業務時，林慈棋就已經著

手自家產品的改良。為了讓產品更優

異，林慈棋開始調整配方，並使用最

好、最貴的原料，改良產品的安定性與

品質。當時他推出三支洗髮精、一支護

髮品，成為蕾娜塔第一個系列商品。一

直到現在，這四支都還是常銷商品。

不過，產品剛推出時，多數人並不

看好，畢竟知名度、包裝、形象，都與

大品牌有落差。但林慈棋依舊騎摩托車

到處跑，每天從跑 15 家增加到 25 家。

那時他兩週大概騎一千公里，幾乎兩週

就得保養一次車子。辛勞、辛酸不足為

外人道，唯有在夜深人靜，卸下一身的

疲憊，洗澡時默默掉眼淚，但隔天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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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戎真  

談到目前的成果，林慈棋謙虛地表

示不敢自滿，他認為「勤勞」是公司成功

的根本，此外還得力於貴人的幫助，「曼

都董事長賴淑芬給我很大的幫助。她算

是台灣的龍頭企業，各家廠商可以提供

給她的優惠一定是最好的，她卻願意給

這種小廠機會。」

林慈棋總覺得自己何其有幸，受到這
些貴人的青睞： 
「很珍惜給我機會的人。我覺得現在有
這樣的成就，很大的原因是我很珍惜
每一個相信我的人。你願意給我機會，
我不能讓你失望。別人嫌我產品不好，
我就馬上改。」

很多人當老闆後，當初創業的熱忱

會逐漸降低。但林慈棋創業至今十多

年，熱忱與初衷依然不變。辛羿淳就認

為，林慈棋最令人欣賞之處，就是他不

忘本的態度。雖然辛羿淳多次告訴林慈

棋，讓其他業務送貨即可，但林慈棋總

是親自送來；每年送禮也送得比別人早，

年底的時候都會找時間請她吃頓飯，那

份感恩的心，十幾年來沒有變過。

林慈棋愛收藏無敵鐵金剛與鋼鐵人

公仔，這些彷彿公仔也鼓舞人不怕苦、

不怕難，越戰越堅強。這也正是林慈棋

對自己的深深期許。如今他終於締造了

台灣本土品牌的奇蹟。

精神抖擻地上陣。

變身「業務老師」

勤跑、搏感情雖然帶來一些業績，

但真正的突破，則來自行銷方式的改

變。「原本是去賣東西，變成教別人如

何賣。」林慈棋心想，與其賣產品，不如

教美髮設計師如何賣產品。

林慈棋開始在髮廊上班前或下班

後，幫髮型設計師上課。他透過生動的

故事，讓設計師印象深刻。例如鼠尾草

為甚麼是很好的保濕劑？他介紹道：「很

久以前，美國曾經發生旱災，飼養的馬

都渴死，可是野生馬意外活下來了。酋

長就跟著野生馬探求原因，發現牠們覓

食一種草，挖掘後發現下面有豐富的水

源，這就是鼠尾草……」

從 2008 年 6 月開始，林慈棋每天

早晚、一個禮拜上 14 堂課。為了爭取空

檔時間，一早大概 7 點多就開始分享，

晚上 8、9 點髮廊結束營業後再上另一

堂，回到家通常已是半夜。當時他一年

大約就上了 200 場的課，業績也從 20
萬直逼 40 萬，6 個月就破百萬。一直到

現在，林慈棋每個月都還保持有一到十

幾堂的課。

品牌開創之路雖然艱辛，卻也不乏

貴人相助。他們不僅給予他產品改良的

建議，推薦他上成長課程、提供他機

會，且使用蕾娜塔的產品作為最實質的

支持。逐漸地，林慈棋讓蕾娜塔走進一

家家髮廊，成為備受美髮設計師肯定的

品牌。

公司營收逐漸穩定後，林慈棋開始

增加夥伴，擴增至目前約 30 位員工。

2013 年公司遷到桃園、2014 年廠辦分

離、2018 年工廠申請 ISO，產品的品質

也不斷優化，從一開始的 4 支產品，至

目前已研發出數百個品項，並與客戶協

作開發客製化商品。

用心打造台灣一大

如今，蕾娜塔進駐全台四千多家髮

廊，成為分布最廣的台灣美髮品牌。為

了讓更多消費者知道這個本土品牌，蕾

娜塔於 2019 年與電視明星謝承均合作，

開啟直接面對消費者（B to C）的市場。

林慈棋希望至少先做到台灣第一大，把

台灣的產品發揚光大，他要讓消費者知

道，台灣的產品很好，而且是最適合台

灣消費者的；國外的產品因為氣候等因

素，不見得適合台灣人。

台灣的美髮沙龍，向來標榜使用進口產品，創立於

2007年的本土品牌「蕾娜塔」卻異軍突起，林慈棋靠
著不服輸以及勤跑的信念，短短幾年內將原本名不見經

傳的台灣品牌成功打進眾多知名髮廊。目前全台灣約有

四千多家髮廊都可以看到蕾娜塔的產品，成為國產品牌

中的前三大沙龍髮品。

台灣二代老闆的故事台灣二代老闆的故事
締造本土美髮品牌

知名演員

謝承均與

林慈棋一

起研發漢

方養髮系

列商品

▲

▲

專為男性

設計的漢

方養髮套

裝，護髮

不只是女

性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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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海洋，無奇不有，它們千奇百

怪，各顯神通。提起章魚，它可是海洋裡

的「一霸」。章魚力大無比、殘忍好鬥、

足智多謀，不少海洋動物都畏懼三分。它

不是魚類，屬於軟體動物，身體非常柔

軟，幾乎可以將自己塞進任何它想去的地

方。因為它沒有脊椎，甚至可以穿過一個

銀幣大小的洞。

章魚之所以能在大海裡橫行霸道，首

先，章魚有 8 條感覺靈敏的觸腕，每條

觸腕上約有 300 多個吸盤，每個吸盤的

拉力為 100 克，有時章魚可以運走比自

己重 5 倍、10 倍，甚至 20 倍的大石頭。

想想看，無論誰被它的觸腕纏住，都是難

以脫身的。

有趣的是，章魚喜歡鑽進動物的空殼

裡居住。每當它找到了牡蠣以後， 就在一

旁耐心地等待，在牡蠣開口的一瞬間，章

魚就趕快把石頭扔進去 , 使牡蠣的兩扇貝

殼無法關上，然後章魚把牡蠣的肉吃掉， 
自己鑽進殼裡安家。等到魚蝦走近時，它

會突然變成一個龐然大物，向魚蝦發起猛

烈進攻，迅速咬破它們的頭部，注入毒

液，使其麻痺致死，然後美餐一頓。

章魚就是靠這個獨特的看家本領，在

海洋裡橫行霸道，無物敢敵。

當初，人們為了獵捕章魚，費盡了九

牛二虎之力，因為它的隱身術太高明了。

慢慢地，聰明的漁民根據它的特長，摸索

出一套輕鬆的獵捕方法。漁民根據章魚喜

歡鑽入貝殼的習慣常在貝殼上鑽個洞，用

繩串在一起沉到海底，待章魚鑽進去，再

往上拉起來，這樣便可不費多大力氣捕到

章魚。也有漁民把小瓶子用繩子串在一起

沉入海底。

可笑的是，章魚見到了這些晶瑩剔

透、光滑可愛的小瓶子，好像見到了護身

符一般，都爭先恐後地往裡鑽，不論瓶子

有多麼小，多麼窄，它們總是向著最狹窄

的路越走越遠，最後走進了死胡同。

就這樣，漁民們不費吹灰之力，把一

條條章魚捕捉到手。

是什麼囚禁了章魚？是貝殼嗎？是

瓶子嗎？不，囚禁了章魚的，是它們自

己，而且正是它們那些自身熠熠閃光的

特長。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正像

章魚一樣，本來有著令人羨慕的特長，卻

不加珍惜，自命不凡，固執己見，結果囚

禁了自己，葬送了未來。

聰明反被聰明誤 
的章魚
文：溫迪

瑞士的埃爾德集團，是目前全球最大

的收銀機銷售公司。但在公司成立的最初

幾年，因業務代表的消極心態，曾讓公司

面臨全盤潰敗的窘境。在這關鍵時刻，是

一個小鞋匠稚嫩的「演講」，激活了所有

銷售代表頹廢的心境。從此，瀕臨倒閉的

公司走上了強盛之路。

那年，公司陷入了空前的財務危機之

中。總裁查菲爾先生親自來到業務代表中

間探訪。

查菲爾對這些神情沮喪的業務代表們

說：「我們的競爭對手，正在散佈一些小

道消息，說我們公司出現了無法克服的財

務危機；還盛傳謠言，說我們將削減業務

代表，這些都不是事實。我今天來，就是

召集各位，請大家如實地為自己辯護，誠

實地說出自己的困惑。」

有位銷售代表說：「我的銷售成績下

降，是因為我負責的區域正遭逢乾旱，大

家的生意都受到影響，沒有人願意購買收

銀機。還有，今年是總統大選年，每個人

都在關心選舉結果，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總

統身上，沒有人有興趣購買收銀機……」

◎ 文：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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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音未落，第二位業務代表就站了起

來，他的理由甚至比第一位更消極，言詞

中充滿了茫然和頹廢：「我感覺公司快要

完蛋了，就像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廈，我承

認我正準備跳槽。」此時，業務代表中的

一半人都坦陳自己確實在另謀出路。

把自己的樂觀和自信帶給對方，成功

就會有希望。

查菲爾「騰」地跳到了椅子上，他激

動地打斷了業務代表們的話，鎮定地說：

「現在休會 5 分鐘，讓我來擦擦鞋子，但

請大家仍各就其位，後面將有精彩的內

容。」

一分鐘後，公司門口那個每天替員工

們擦鞋的小鞋匠被人叫來了。查菲爾毫無

顧忌地把鞋子伸了過去，並在大庭廣眾之

下，與小鞋匠聊了起來。

「你幾歲了？在我們公司門口，擦鞋

有多久了？」查菲爾問他。

「我 9 歲，來了 6 個月了。」「很好。

你擦鞋一次賺多少錢？」

「擦一次 5 分錢。」男孩回答，「但

有的時候，我會得到一些小費。」

「在你來之前是誰在這裡擦鞋？他為

什麼離開？」

「是一位叫比爾斯的男孩，他已經 17
歲了。我聽說，他覺得擦鞋無法維持生活

而離開了。」

「那你擦鞋一次只賺 5 分錢，有辦法

維持生活嗎？」

「可以的，先生。我每個星期五給我

的媽媽 10 元錢，存 5 元到銀行，再留下

2 元做零花錢。我想我再幹一年，就可以

用銀行裡的錢買輛腳踏車了，但媽媽並不

知道這件事，我要給她一個驚喜。」小男

孩一邊賣力地擦鞋，一邊微笑著回答。

看著油亮的皮鞋，查菲爾掏出 5 分

錢給了小鞋匠，男孩高興地說：「謝謝

您，先生。」查菲爾又掏出 1 元小費遞給

男孩，男孩面露迷人的微笑，還是那樣歡

快地說：「謝謝您，先生。」

查菲爾感慨地摸著男孩的頭，說：

成敗只在一念間

 成功最可靠的武器： 
                        習慣習慣

將夢想寫下來將夢想寫下來

為了將夢想化為現實，我們需要具為了將夢想化為現實，我們需要具

體描述出夢想的內容。以下舉幾個簡體描述出夢想的內容。以下舉幾個簡

單的例子：不要只是說「我想變成有錢單的例子：不要只是說「我想變成有錢

人」，改說「我要在十年後存到一億日人」，改說「我要在十年後存到一億日

元」。不要只是說「我想維持健康」，元」。不要只是說「我想維持健康」，

改說「我要活到一百歲」等等，要設定改說「我要活到一百歲」等等，要設定

一個明確的達成目標或終點。一個明確的達成目標或終點。

當你試著把夢想轉換成文字寫在紙當你試著把夢想轉換成文字寫在紙

上時，你就會發現自己的夢想有多麼含上時，你就會發現自己的夢想有多麼含

糊不清。如果要用具體的數字來表達，糊不清。如果要用具體的數字來表達，

你會猶豫不決，甚至想像不出來。假設你會猶豫不決，甚至想像不出來。假設

你有一個「想要變成有錢人」的夢想。你有一個「想要變成有錢人」的夢想。

首先，你要怎麼定義有錢人呢？是擁有首先，你要怎麼定義有錢人呢？是擁有

高收入嗎？還是中頭彩一夜致富呢？根高收入嗎？還是中頭彩一夜致富呢？根

據你的定義不同，有錢人的形象會相差據你的定義不同，有錢人的形象會相差

甚遠。甚遠。

即便只是一句「我想變成有錢人」，即便只是一句「我想變成有錢人」，

每個人的認知都不盡相同，意外的是很每個人的認知都不盡相同，意外的是很

多人都無法具體描述出來。這就像是沒多人都無法具體描述出來。這就像是沒

有地圖的航行一樣，根本不知道該朝什有地圖的航行一樣，根本不知道該朝什

麼方向前進。反之，具體描繪出夢想的麼方向前進。反之，具體描繪出夢想的

人能夠明確舉出時間、地點、內容、方人能夠明確舉出時間、地點、內容、方

法及原因。法及原因。

運動有所謂的意象訓練，這是一種運動有所謂的意象訓練，這是一種

將「理想狀態的想像」深刻烙印在腦海將「理想狀態的想像」深刻烙印在腦海

中，進而實現的訓練方法。除非你能具中，進而實現的訓練方法。除非你能具

體想像出從腳尖到指尖的感覺，或是那體想像出從腳尖到指尖的感覺，或是那

一瞬間的暢快感，否則是沒有效果的。一瞬間的暢快感，否則是沒有效果的。

同樣地，運用文字讓自己實現夢想同樣地，運用文字讓自己實現夢想

時的景色、情緒、感覺，彷彿歷歷在目時的景色、情緒、感覺，彷彿歷歷在目

般具體表現出來，這對於實現夢想有很般具體表現出來，這對於實現夢想有很

大的幫助。盡可能地以文字具體表達自大的幫助。盡可能地以文字具體表達自

己的夢想，這對於後續的行為和思考會己的夢想，這對於後續的行為和思考會

產生不可計量的影響。產生不可計量的影響。

習慣是最可靠的武器習慣是最可靠的武器

在這裡我要向大家介紹，把夢想寫在這裡我要向大家介紹，把夢想寫

在紙上以後，我們每天應該採取什麼樣在紙上以後，我們每天應該採取什麼樣

的思想和行為模式，還有其他促使夢想的思想和行為模式，還有其他促使夢想

成真的思考模式，及面對事物的觀點。成真的思考模式，及面對事物的觀點。

我挑選了幾個日常生活中有助於實現夢我挑選了幾個日常生活中有助於實現夢

想的下意識行為。想的下意識行為。

實現夢想的關鍵在於，我們要如何實現夢想的關鍵在於，我們要如何

在平時的生活中把促使夢想成真的行為在平時的生活中把促使夢想成真的行為

培養成習慣。培養成習慣。

習慣是一件很強大的事。我從大學習慣是一件很強大的事。我從大學

時期開始，每天睡覺之前一定會在房間時期開始，每天睡覺之前一定會在房間

裡做肌肉訓練，伏地挺身五十次、仰臥裡做肌肉訓練，伏地挺身五十次、仰臥

起坐五十次、深蹲五十次，就只有這起坐五十次、深蹲五十次，就只有這

樣。即便是工作到深夜才回家的時候，樣。即便是工作到深夜才回家的時候，

夢想總是僅止於夢想，其中一個原

因是人們會讓夢想停留在模稜兩可

的階段。如果無法具體回答出自己

的夢想是什麼，在目標不清不楚的

情況下，也就沒辦法實現了。

或是聚餐喝完酒回家的時候，只要沒有或是聚餐喝完酒回家的時候，只要沒有

其他突發狀況，我都一定會做完一輪。其他突發狀況，我都一定會做完一輪。

這就跟每天刷牙一樣，一天沒做，這就跟每天刷牙一樣，一天沒做，

躺到床上的時候就會覺得很不對勁，這躺到床上的時候就會覺得很不對勁，這

就是養成習慣的證據。多虧這個習慣，就是養成習慣的證據。多虧這個習慣，

現在我的體脂肪率仍然保持在 5%。現在我的體脂肪率仍然保持在 5%。

培養習慣有兩個訣竅，一個是將負培養習慣有兩個訣竅，一個是將負

荷量設定在你想做的事情 70% 到 80%荷量設定在你想做的事情 70% 到 80%
的程度，另一個是決定執行的時段。有的程度，另一個是決定執行的時段。有

些事情很容易養成習慣，但也有些事情些事情很容易養成習慣，但也有些事情

較難培養成習慣。較難培養成習慣。

例如寫日記、閱讀、整理、學習這例如寫日記、閱讀、整理、學習這

些比較不受喜好或興趣影響的事情，只些比較不受喜好或興趣影響的事情，只

要持續大約一個月就能培養成習慣。相要持續大約一個月就能培養成習慣。相

較之下，減肥、早起、戒菸、運動這種較之下，減肥、早起、戒菸、運動這種

需要運用到身體的事情就比較困難，養需要運用到身體的事情就比較困難，養

成習慣大概要花上三個月。成習慣大概要花上三個月。

而比這個更困難的是思考層面的習而比這個更困難的是思考層面的習

慣，比方說，你要一個平時都很消極的慣，比方說，你要一個平時都很消極的

人做正向思考，或是要一個人不要感情人做正向思考，或是要一個人不要感情

用事，永遠保持理性思考。據說這些思用事，永遠保持理性思考。據說這些思

考層面的習慣要花上半年才能培養出來。考層面的習慣要花上半年才能培養出來。

最重要的是，只要持續不懈，任何最重要的是，只要持續不懈，任何

人都可以改變自己。堅持就是力量，習人都可以改變自己。堅持就是力量，習

慣是成就理想的自己最簡單也最可靠的慣是成就理想的自己最簡單也最可靠的

武器。武器。

文：中川一朗

圖：Adobe Stock

「小傢伙，謝謝你，你給我們做了一次很

好的演講。」接著，查菲爾轉向業務代表

們說：「這位男孩現在做的工作過去是由

一個比他大 8 歲的男孩負責的。他們的

工作相同，索取的費用相同，服務的對象

也相同。」

「但是，」查菲爾十分激動地地說：

「兩個人的結局不一樣！這個小鞋匠內心

充滿著對生活的希望，當他工作時，他臉

上總是面帶微笑。他期待成功，所以成功

也就走向他。而原來那個男孩性情非常

冷漠，悲觀失望，心情不穩定。而且，

當顧客給他 5 分錢時，他也不會說聲『謝

謝』，因此，他的顧客也不會再給他小

費，自然也就不願再看到他冷淡的臉……

所以，他的生意越來越慘淡，當然無法賴

此為生。」

這時，第一位演講過的業務代表頓

悟了，他說：「我明白了，我們之所以

銷售得不好，就是因為我們光接受了別

人的困難，被對方的困難嚇退了，而沒

有在銷售收銀機的時候，用我們的快樂

和勝利的信念感染對方並消除他的恐懼

心理。

其實，不管對方有多少困難，當你

把自己的樂觀和自信帶給他時，他自然

就會接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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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 殊（991 年 —1055 年 2 月 27
日），字同叔，江西撫州臨川人。北宋著

名文學家、政治家。晏殊小時候就誠實、

正直，並且聰明過人，7 歲能作文；14
歲時，被江南安撫使張知白當作「神童」

推薦給宋真宗趙恆。 1005 年，晏殊來到

京城，與來自全國各地的 3100 多名舉人

同時入殿參加考試。晏殊本可以直接由皇

上面試，但他執意要參加科舉會考。他認

為只有會考所反映出的成績，才算是自己

的真實才學。

主考官同意了晏殊的要求，決定讓他

同其他舉人一起會考。在考場上，晏殊非

常地沉著冷靜，卷子答得又快又好，受到

了宋真宗的讚許，賞他「同進士出身」的

稱號。

第二天又複試，題目是〈詩賦論〉。

晏殊看見題目，發現考題是自己曾經練

習寫過的。於是他向主考官說：「考官大

人，這個題目我曾經練習寫過，請另外出

一個題目給我做吧！」

主考官不以為然，以為晏殊多事，就

說：「做過的題目也不要緊，你寫出來，

如果做得好，也可錄取。再說，另外換個

題目，萬一做不好，就要落第，你要三

思而行。」晏殊似乎已經深思熟慮了，他

說：「不換題目，即使考中了，也不是我

的真才實學；換了做不好，說明我學問

還不夠，我不會有一句怨言的。」考官聽

了，同意給晏殊另外出一個題目。

晏殊拿到新題目以後，反覆看了看，

思考了一會兒，就拿起筆來一氣呵成。考

官驚呆了，覺得此人文思敏捷，真乃奇

才。晏殊誠信為本要求重新出題，而且真

真實實地「考」出了自己的水平，受到人

們的敬重，不僅在考生中傳開，也傳到了

宋真宗那裡。

宋真宗馬上召見了晏殊，稱讚說：

「你不僅有真才實學，更重要的是，具有

誠實不欺的好品質！」

晏殊遇上自己熟悉的考題，原本可以

輕鬆答出，在 3000 多舉人中一舉成名，

卻請求另給題目，是晏殊傻嗎？不，因為

他誠實，更因為他相信自己的真才實學。

宋真宗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才特別喜歡

他，並破格任用為翰林。

晏殊初出茅廬當職時，正值天下太

平，京城的大小官員便經常到郊外遊玩，

或在城內的酒樓茶館舉行各種宴會。晏殊

家貧，無錢出去吃喝玩樂，只好在家裡和

兄弟們讀寫文章。

有一天，宋真宗要為太子挑選老師，

但不叫大臣推薦，自己直接點名要晏殊擔

任。大臣們很驚訝。宋真宗說：「我聽說

晏殊常閉門讀書不參加各種宴會，這是

一個忠厚謹慎的人，放在太子身邊最合

適。」（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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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 Shu was a poet, calli-grapher, 
scholar and court official of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Since childhood, he 
was honest, upright and very intelligent. 

Yan Shu was already able to write 
poetry as a 7-year-old, and was introduced 
to Emperor Zhenzong of Song (who 
reigned from 968-1022) at the age of 14 
as a “child prodigy” by Zhang Zhibai, 
Governor of the Jiangnan region.

Yan Shu went to the capital city in 
1005 to atte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longside more than 3,100 successful 
candidates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Even though he had been grante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interviewed by the 

E m p e r o r  w i t h o u t 
having to sit for the 
e x a m i n a t i o n ,  h e 
insisted on taking 
the exam along with 

others. 
Yan Shu was very calm during the 

exam and answered the questions very 
well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examinations. 
Emperor Zhenzong was very pleased with 
his performance and awarded him the 
title “Successful Candidate of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

O n  t h e  s e c o n d  r o u n d  o f  t h e 
examination the next day, when Yan Shu 
saw that the exam topic was identical to 
one he had worked on before, he asked the 
chief examiner to give him a new topic.

The examiner said to him, “It does 
not matter if you have worked on the topic 
before. Just write down your answer. We 
will assess your paper the same way. If I 
give you a new topic, you may fail if you 
cannot do well.” 

Yan Shu replied, “If you do not 
give me a new topic, even if I pass the 

examination, it would not be done on 
my true merits. If I fail to do well with 
a new topic, it means that I'm still not 

good enough in learning. I won't have any 
regrets.” Hearing this, the examiner gave 
Yan Shu a new topic for the exam. 

Yan Shu looked at the new topic and 
thought for a while. He then picked up the 
brush and finished his essay in one stretch. 
The chief examiner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Yan Shu's talent and his quick mind, 
believing that he was truly a genius. 

Yan Shu had asked for a new topic 
based on his sense of honesty. He did 
extremely well on the examination thanks 
to his talent and excellent scholarship. 
His conduct and integrity earned him high 
respect from others. 

Soon, Emperor Zhenzong got wind 
of what had happened. He immediately 
summoned Yan Shu. “Not only do you 
have real talents, but more importantly, 
you have the fine quality of honesty and 
uprightness!” said the emperor.

The emperor admired Yan Shu very 
much and appointed him as a member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At that time, the dynasty was blessed 
with peace and prosperity. Officials in the 
capital city often took leisurely excursions 
into the suburbs or held banquets in 
restaurants or tea houses. Since Yan Shu 
came from a poor family, he did not 
have money to go out for entertainment 
like others. So he spent his spare time at 
home, reading and writing articles with his 
brothers. 

One day, Emperor Zhenzong wanted 
to choose a teacher for his son Zhao 
Zhen, the crown prince. He did not ask 
his court officials for a recommendation, 
but personally appointed Yan Shu to the 
position. He said, “I heard that Yan Shu 
often stays home reading and writing 
instead of attending banquets. He is an 
honest and conscientious person, very 
appropriate to be around the crown prince.” 
(To be continued)

◎文：白雲飛

誠實的晏殊 上

Stories of Honest Yan Shu (Part 1)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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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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雲峰整理

大江東去，浪淘盡，

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人道是，

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穿空，驚濤拍岸，

捲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

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

檣櫓灰飛煙滅。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

早生華髮。

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念奴嬌 赤壁懷古》

林語堂曾說：蘇軾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個記憶，但是他留給我們的，是他那心靈
的喜悅、思想的快樂，這才是萬古不朽的。也有人曾說：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蘇東
坡。他一生風雨，卻依舊泰然處之。把別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瀟灑人生。

這份豁達和修養，讓我們這些後來人，不由得一讚三嘆。

蘇東坡的七首詞之最精美絕倫

最超脫的一首詞

公元 1082 年，蘇軾謫居

黃州，憂愁無處說，他來到赤

壁磯，看江水奔騰，驚濤拍

岸，一時間胸懷大開，心中也

漸漸釋懷。江水悠悠，來去皆

成空，人生皆如夢。而活在世

上的人，又何嘗不是在夢中，

終歸一切空無。

我們所追求的功和名、

權和利，只不過是人生中的幻

光。人生既然不過虛幻，政治

失意與挫折，生活的坎坷與磨

難，又算得了什麼呢？人生何

必糾結，想開便是晴天。蘇軾

看開了，你呢？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

路長人困蹇驢嘶。

——《和子由澠池懷舊》

最通透的一首詞
人的一生，輾轉各處，像

什麼呢？正像到處飛的鳥類。

到處飛是鳥的命運，各處奔波

是人的命運，我們在哪裡留下

痕跡，停留何處，都是偶然，

也是必然。

無常。人生，是一系列不

期然而然、期然而不然的偶

然。既然如此，我們也便不必

在意生活奔波。

曾經親密無間的兩人，因

命運各奔東西，這無可厚非，

所以不用放在心上。人生充滿

了偶然，而我們則需要用一種

必然的心態去面對這些偶然。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

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

又恐瓊樓玉宇，

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

最思念的一首詞

蘇軾從杭州被調任密州，

雖然是被降職了，可他並不懊

惱，因為這會離蘇轍更近，兄

弟團圓也就方便些。可不知為

什麼，兩個人都在山東，這一

年的中秋節，卻沒能團聚。望

著天上的圓月，酒醉的蘇軾竟

埋怨月亮故意與人們過不去。

世事豈能盡如人意，但求

無愧於心。世上本就沒有十全

十美。人這一輩子，有些事是

出乎意料的，有些事是情理之

中的，有些事是難以控制的，

但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別忘了

時刻保持積極的心態，得失了

無憂，來去都隨緣。

一別都門三改火，

天涯踏盡紅塵。

依然一笑作春溫。

無波真古井，有節是秋筠。

惆悵孤帆連夜發，

送行淡月微雲。

尊前不用翠眉顰。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臨江仙 送錢穆父》

最灑脫的一首詞
這是一首送別詞。作者

為摯友錢穆父送別所作。前

半段「無波真古井，有節是秋

筠」，是對友人高風亮節的讚

賞，也是蘇軾的自我寫照。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

人。既然都是天地間的過客，

又何必計較眼前聚散和江南江

北呢？不管你有多麼的不舍，

過客始終都是過客，總有一天

會離開的，我們能做的，就是

學會放手。

春未老，風細柳斜斜。

試上超然台上看，

半壕春水一城花。

煙雨暗千家。

寒食後，酒醒卻咨嗟。

休對故人思故國，

且將新火試新茶。

詩酒趁年華。

——《望江南 超然臺作》

最雅緻的一首詞

問：如何才算不辜負生

活？答：珍惜當下。

誰都會懷舊思鄉，最都

會苦悶，可如果只是煩惱，並

不能改善自己的心情半分。昨

日像那東流水，只可逝，不可

追。與其一味感懷過去，不如

珍惜當下，幸福可期。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

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

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

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

最豁達的一首詞
人生總有風雨，蘇軾卻

不以為意。在面對人生的風

風雨雨時，選擇我行我素，

有一種不畏坎坷的超然情

懷。因為人生的風雨和自然

界的風雨沒有不同，都是一

會晴天一會雨天，習慣就好。

生活就像泰戈爾一句詩：

天空沒留下翅膀的痕跡，但

我已飛過。自然界的雨晴既

屬尋常，社會人生中的風

雨、榮辱得失又何足挂齒？

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

——《題西林壁》

最玄妙的一首詞

公元 1084 年，蘇軾終

於結束了他的黃州團練副使

生活，奉調汝州。在路過九

江時，遊覽廬山，寫下若干

首詩，而這一首，是最後的

總結。

有時候，我們所得非所

見，所見非所感，所感非事

實。我們看到的是非對錯其

實並非真正的是非對錯，因

為我們的眼界會被事物本身

所遮擋，同時，又會受自己

的好惡所左右。

很多時候我們身在局

中，會被眾多繁雜的事務矇

蔽雙眼，走不出來，但自己

作為旁觀者時，就能看出利

弊來了。所謂，當局者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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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網絡）

傳統
文化

人死後去陰間的 

第一關：鬼門關

相傳人去世後，先由陰間快

捕黑白無常帶走三魂六魄，交由

牛頭馬面帶至鬼門關 ---- 是前往

鬼國的必經關卡。諺云：「鬼門

關，十人去，九不還。」

鬼門關前有十六大鬼，傳說

閻羅王專門挑選了一批惡鬼來此

鎮山把關，他們對劣跡斑斑、惡

性未改的亡魂野鬼盤查得格外苛

刻、嚴格，不使一個矇混過關。

生前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平民

百姓，誰來到這裏都必須接受

檢查，看看是否持有鬼國通行

證——路引，這是人死後到鬼國

報到的依據。路引長 3 尺，寬

2 尺，是用黃色的軟紙印做的，

上書「為豐都天予閻羅大帝發給

路引和普天下人必備此引，方能

到地府轉世升天」。同時，路

引上面蓋有「陰司城隍、豐都縣

府」三個印章。凡是人死後入殮

或火化時燒掉它，就會隨靈魂來

到地府。

人死後去陰間的 

第二關：黃泉路

過了鬼門關，接下來就是一

條長長的黃泉路。人的魂魄到陰

間報到要走很長一段路，過很多

的關，因此，黃泉路可以是對這

些關和路程的總稱，也可以單指

這條名叫黃泉路的路。

在黃泉路上有火紅的彼岸

花，遠遠看上去就像是血所鋪成

的地毯，又因其紅的似火而被喻

為「火照之路」，也是這長長黃

泉路上唯一的風景與色彩，人就

踏著這花的指引通向幽冥之獄。

人的陽壽到了就會死，這是

正常的死亡，正常死亡的人首先

要過鬼門關，過了這一關人的魂

魄就變成了鬼。另外，黃泉路上

還有很多孤魂野鬼，他們是那些

陽壽未盡而非正常死亡的，他們

即不能上天，也不能投胎，更不

能到陰間，只能在黃泉路上游

蕩，等待陽壽到了後才能到陰間

報到，聽候閻羅王的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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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三生石

奈何橋邊有塊青石叫三生

石，石身上的字鮮紅如血，最上

面刻著四個大字「早登彼岸」

傳說它記載著每個人的前

世、今生和來世，前世的因，今

生的果，宿命輪迴，緣起緣滅，

都重重地刻在了三生石上。千百

年來，它見證了芸芸衆生的苦與

樂、悲與歡、笑與淚，該了的

債，該還的情，三生石前，一筆

勾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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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關：望鄉臺

望鄉臺，也就是孟婆和石橋

所在的土高臺，是在橋以前，而

不是在橋之後。望鄉臺又稱「思

鄉嶺」，在這裏，可登臺眺望陽

世家中情況，於是這裏成了鬼魂

遙望陽間的窗口和活人與死人聯

絡感情的聖地。

傳說人死後，「一天不吃人

間飯，兩天就過陰陽界，三天到

達望鄉臺，望見親人哭哀哀。」

鬼魂去地府報到前，對陽世親人

十分掛念，儘管鬼卒嚴催怒斥，

還是強登望鄉臺，最後遙望家

鄉，大哭一聲，才死心塌地前

往「陰曹地府」。正是「望鄉台

上鬼倉皇，望眼睜睜淚兩行。妻

兒老小偎柩側，親朋濟濟聚靈

堂。」

望鄉臺被傳說這亡魂最後一

次向陽世親人告別的地方。又傳

說陰間望鄉臺建造甚奇，上寬下

窄，面如弓背，背如弓弦平列，

除了一條石級小路外，其餘儘是

刀山劍樹，十分險峻。站在上

面，五大洲、四大洋都可以望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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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關：忘川河

又名「三途河」，有迷魂作

用，橫在黃泉路和冥府之間，河

水呈血黃色，裡面儘是不得投胎

的孤魂野鬼，蟲蛇滿佈，腥風撲

面。

當然，為了來生再見今生最

愛，你可以不喝孟婆湯，那便須

跳入忘川河，等上千年才能投

胎。千年之中，或會看到橋上走

過今生最愛的人，但是言語不能

相通，你看得見他，他看不見

相傳人 死 後去陰間

的過程中第一關過了鬼門

關，便要踏上一條叫黃泉

的必經之路。路的兩邊盛

開著一種極其豔麗的紅

花，這種花只見花開不見

綠葉，陽間人稱它為彼岸

花。這條路要走很久很久，

到了路的盡頭便有一條忘

川河。河上有一座叫奈何

橋的石橋，橋的對岸有一

個叫望鄉臺的土臺，望鄉

臺邊有個叫孟婆亭的小亭

子。有個叫孟婆的老婆婆

在那裡守候並遞給每個經

過的路人一碗孟婆湯，喝

下孟婆湯讓人忘了一切。忘

川河畔還有一塊石頭，叫

三生石，它記載了每個人

的前世、今生和來世。過了

奈何橋，在望鄉台上看最

後一眼人間，然後進入陰

曹地府。

你；千年之中，你看得他一遍又

一遍的走過奈何橋，喝過一碗又

一碗孟婆湯，雖盼他不喝孟婆

湯，卻怕他受不得忘川河中的千

年煎熬之苦；千年之後，若你心

念不減，還能記得前生事，便可

重入人間，尋找前生最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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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關：孟婆湯

孟婆湯又稱忘情水或忘憂

散，一喝便忘前世今生。孟婆一

般在奈何橋頭髮放孟婆湯，而不

是橋上給人發湯的。每個人都要

走過奈何橋，孟婆都要問是否喝

碗孟婆湯，要過奈何橋，就要喝

孟婆湯，不喝孟婆湯，就過不得

奈何橋，過不得奈何橋，就不得

投生轉世。

一生愛恨情仇，一世浮沉得

失，都隨這碗孟婆湯遺忘得乾乾

淨淨。今生牽掛之人，痛恨之

人，來生都形同陌路，相見不

識。

不是每個人都會心甘情願地

喝下孟婆湯。因為這一生，總會

有愛過的人不想忘卻。孟婆會告

訴他：你為她一生所流的淚都熬

成了這碗湯，喝下它，就是喝下

了你對她的愛。來的人眼中最後

的一抹記憶便是他今生摯愛的

人，喝下湯，眼裏的人影慢慢淡

去，眸子如初生嬰兒般清徹。

喝過孟婆湯，能忘掉塵世間

的苦與愁，哀與樂，只要喝了她

的湯藥，前世今生的宿怨便會忘

得乾乾淨淨，來世重新為人。牽

掛之人，痛恨之人，來生都將形

同陌路，這種讓人相見不識的湯

就叫做孟婆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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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關：奈何橋

關於此橋，存在兩種流行的

說法，一種叫做奈河橋，另一種

叫做奈何橋。「過奈河橋頭，一

去不回頭」。橋分三層，上層

紅，中層玄黃，最下層乃黑色，

愈下層愈窄愈加凶險無比，生時

行善事的走上層，善惡兼半的人

走中層，行惡的人就走下層。

河裡面儘是不得投胎的孤魂

野鬼，那些溺水而死的鬼魂，總

是在橋樑上下或左右橋頭，為自

己尋找替身者，以便使自己能夠

託生而轉世。走下層的人就會被

鬼魂攔住，拖入污濁的波濤之

中，為銅蛇鐵狗咬噬，受盡折磨

不得解脫。

過完奈何橋便可通往六個去

處，即是進入六道輪迴：天人

道、修羅道、人道、畜生道（也

叫旁生道）、惡鬼道，地獄道。

其中，天人、阿修羅、人道屬於

上三道，而畜生、惡鬼、地獄則

屬於下三道。至於去哪個道，是

根據亡靈生前所做善惡的業績來

分門別類。善業多的往往會被分

配到上三道，惡業多的往往被分

配到下三道。

這裏要注意的是人死後去陰

間的過程並不通用於所有人，因

佛教中修行之人如果功德圓滿

的，命終後會跳過陰間這一過

程，直接蒙佛接引去西方極樂世

界；而作惡多端的大惡之人可能

也會跳過陰間這一過程，因業力

牽引往往會直接被打入地獄。

◎文：佚名

觀手形 知命理 亡叔寄語

手，是用來執持，用來取

捨的。手的定義，廣義的說法

是包括上、下臂、五指與掌肉

等部位。

我們可以從手的外形，略

知一個人的命理，比如說：身

材短小而手大的人，有福祿；

相反的，身大而手小的人，一

生清貧。手垂過膝者，乃世間

英賢，代表人物如蜀國先主劉

備；手不過腰者，則一生貧

賤。

手纖長者，心性仁慈而好

施；手短厚者，心性粗鄙而

好索取。手掌厚實、四邊肉

多且中間凹漥者，是富貴之

人；相反的，手掌短薄、四邊

無肉、中間平平者，屬貧賤之

人。手指細長如春筍者，聰俊

又清貴；若短禿如鼓槌者，

則愚蠢冥頑。五指柔軟、併

攏無縫隙，可聚財；反之則 
散財。

相術云：「貴人十指軟綿

綿，不只安閒福自添，損折

定非君子相，凶愚可斷不須

嫌。」這裡有個故事，相傳，

王克正在江南做官，一生沒有

兒子，死後只留一個十餘歲

的女兒。陳摶前去慰問祭奠，

出來後對旁人說：「我雖然沒

有看見王家女兒的容貌，但是

觀看她把持香爐的雙手，若是

男子，必當白衣入翰林；若是

女子，出嫁後即受封為國夫

人。」

數年後，陳恕（陳晉公）

做了參知政事，有一天，宋太

宗問他：「你娶了誰？有幾個

孩子？」晉公回答：「臣沒有

妻子，有二個孩子。」太宗接

著說：「王克正是江南舊族，

死後留有一個女兒，聽說德行

善美，你可以娶她為妻。」晉

公以年歲高的理由婉拒，太宗

勸勉再三，晉公不敢再推辭，

就同意了。沒過多久，王氏女

被封為郡夫人，應驗了陳摶的

說法。

大抵來說，人的手要軟而

長，胳膊要平且厚，手骨要圓

而低，腕節要小，指節要細。

龍骨（上臂）長且充實，虎

骨（下臂）短而堅硬，皆為

美相。

活著，總有必須隱忍

的事。表面上看著順服，

實則心懷怨恨。這樣忍

著了還不行嗎？還真不

行！

四川毛振翧先生擔任河間

同知期間，與我說一件奇事，

說他家鄉的一位鄉民，傍晚獨

自在山間行走，因為避雨而躲

進一座荒廢的祠堂。祠堂的屋

簷下早有一人坐在那兒，仔細

一看，竟然是自己亡故多年的

叔叔！

他嚇得轉身就要逃跑，叔

叔急忙攔住他說：「有件事要

你轉告，所以才在這裡等你，

我不會害你，不要害怕。

我死後，你的叔母失去

了祖母的喜愛，常常不問是非

就被鞭打。你叔母雖然逆來

順受，從不反抗，實則心懷怨

毒，在背地裡咒罵你祖母。

叔叔我在地獄中擔任伍

長，見多了土地神行文通報的

案件。今日有幾句話要靠你轉

達，勸她能悔悟改過，如不悔

改，恐怕不免要墜入泥犁地

獄。」說完後就消失了。

那位鄉民回家後，把遭遇

告訴叔母，叔母雖然堅決不承

認，但臉上卻顯露出驚恐、羞

愧的神情，鄉民立刻明白叔叔

說的都是真的。

我 們 常勞 動 的 雙

手，其實也蘊含命理，是

另一種可以表達善惡貴

賤的特徵之一。

◎編輯整理：史為成 ◎編輯整理：黃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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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後我們會經歷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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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完畢，很快地認識了同在一般

科辦公室的老張、老李與董元翔，他們

三人來自北師大國文系，我畢業於彰師

大主修輔導，除了擔任學生作業檯邊的

諮商員外，也教文史課程；另外，醫官

王主科少尉則為臺大醫科的龍子鳳孫，

他因為服預官役也與我同被管收在高牆

之內。一年裡，兩人於身心疾病的實務

上常有交流而混在一起；他表示自己是

因服兵役沒得選擇，卻難以置信地質問

我：「有才如兄，何以淪落至此？」當

我回以是被史懷哲召喚來的時候，他

卻哈哈大笑地糗我像是混塵的明珠！

那雖然是調侃的話，而我心裡卻很受 
用的。

這一晃，廿餘年過去了，他早已是臺

大醫院小兒心臟科的名醫，我也依然興

致勃勃地優游於輔導的跑道上。此刻，

回想在「岩灣大學」的第一課與第一個

個案猶是記憶深刻。第一天上課，我準

時進了木工班的教室，時值七月炎夏暑

氣蒸騰，學生穿著灰綠的短褲、白色內

衣端坐著等待老師上課，我才走上講臺

即聽見勁道十足的起立口令聲，忽聞霹

靂，我驚得一震，待學生行禮問好後我於

點名簿上畫了押，胸口的那股真氣方稍

稍地緩了過來。 38 雙強悍的眼神檢視著

我這隻菜鳥，此時我也留意到了，幾乎

無例外的，每個人都是滿身刺青，露出

的手與腳也布滿圖案，一圖一畫似乎是

在提醒我，他們是道上的，南北二路的 
兄弟！

我一面清純地介紹自己的背景資料，

也聊著來此服務的因緣。三、五分鐘後，

我發現隨隊軍官的腰際竟然佩著槍，見此

便寬心多了，人一放鬆幽默感也隨之回來

了。我將左手插在口袋裡，橫飛唾沫地越

講越陶醉，我選用了學生們較少聽聞的典

雅詞彙與諮商心理學領域裡的故事，也許

是我自然流露人文關懷的態度，遂於極短

的時間內即攫獲了學生的心。半個鐘頭

吧！ 37 雙強悍的眸子，一一轉換成溫柔

的燭光，個個「情義綿綿」地望著我。我

敏銳地理解到了我不只是在教書，也是在

教人了。但是，剛剛喊起立、敬禮口令身

體極為壯碩的班長，他那雙眸子我沒見清

楚，他伏在桌上不動，我以為他睡了；於

是，我走下臺來輕輕地拍著班長的肩膀，

準備叫醒他。此時帶隊官適巧離開教室，

意外的，班長狂怒地站起身子，指著我的

鼻子以粗魯的言詞開罵，我訥訥地退回講

臺上寫寫板書遮掩一下狼狽的神色。板書

後轉過身來，我努力維持著笑意繼續後面

的課程。

下課後，普受學生欣賞的董老師聽了

我的描述，竟直跟我道賀過了新人震撼教

育這一關，就沒甚麼大不了的事了；倒是

一位名叫張濤的學生，特別到辦公室來對

我表示支持外，也請我於輔導上幫他戒除

偷竊的習癖。

張濤 35 歲左右的年紀，進出監獄多

次，青春歲月都耗盡了，最後以保安處

分的名義被移送到岩灣來。他告訴我他

的師傅編在機械班，下週上機械班的課

時坐在角落，一頭白髮，瘦瘦小小的那

位便是。張濤又道：65 歲早就該洗手退

休了，卻還參不透「神偷」的名號是個

虛名，因此，遭遇比自己還慘，他的師

傅失去自由身的日子，足足地超過了 40
年。接著，張濤話題一轉，他大見誠懇

地說想拜我做師傅，我聞言又是一驚，

想到他神偷師傅的悲慘人生，自然我是

婉拒了，但沒拒絕的是我與張濤的諮商 

關係。

兩週後，發飆的班長鄭重地跟我道

歉，他說關久了難免脾氣不好，那天他是

生病了，他表示不只喜歡我的上課內容

與氣氛，還一口咬定我是個紳士，很有

學問，並也問了和王醫官相似的話：「像

你這種才子型的老師，怎麼會混到這裡

來？以後到我的公司當師爺，薪水你說了

算……」真是怪，才上完兩節課，就有人

要拜我為師傅、延聘我當師爺！還好，我

的全腦功能正常，是個既感性又理性的輔

導人員。

至於張濤，我只重複的指導了他三個

主題，一是「衝動控制訓練」以抗衡他的

偷竊衝動；再者是，他體驗了多次生活用

品和書籍不翼而飛的「被竊負向體驗」，

我意圖觸動張濤感同身受的深層情感；更

饒意義的則為，我們無數次的探討了生命

與生活嶄新的價值意涵。這個歷程對張濤

而言，是他前所未有的美好經驗。雖然，

他非常莊嚴的說道，為了信守重新為人的

承諾，此回刑期滿時，將以徒步苦行的方

式，翻山越嶺的走回到他的臺北老家！並

也預備結婚。但我真的不知道，張濤是否

真能抗拒花花世界的誘惑？

一年後我離開了岩灣，往事依依。某

個夏日，我與家人做東臺三日遊，復履斯

土，景物已然非昨，中心也被夷平，重建

為海巡署的辦公廳舍。在衛兵哨前略為盤

桓，我念叨著年輕的歲月、許多岩灣的故

事以及一段詩句：

【原文】

香九齡，能溫席。

孝於親，所當執。

融四歲，能讓梨。

弟於長，宜先知。

【字詞義解釋】

（1）香：指黃香，東漢時江夏人。

（2）能溫席：把席子溫暖。（3）親：就

是父母的意思。（4）所當執：當，是應

該、應當之意；執：執行、實行。（5）
融：指孔融 (153 ～ 208)，東漢文學家，

字文舉，魯國（今山東曲阜）人。為建

安七子之首，文才甚豐。（6）讓：禮讓、

謙讓。（7）弟於長：弟，同「悌」，指

友愛兄弟；長，兄長之意。（8）宜：應

該的意思。

【譯文參考】

黃香九歲的時候，就懂得在寒冷的冬

天夜晚，用自己的身體先把蓆子睡暖了，

然後再請父親上床睡覺。因為孝順父母，

是為人子女應該做到的本分。

孔融四歲的時候，就知道謙讓的道

理，把大的梨讓給兄長吃，自己吃小的

梨。友愛兄長，是做弟弟、妹妹的從小就

要先行懂得的道理。

【讀書筆談】

孝敬父母為先

記得上一課是講「人不學，不知義。」

要學習義理，懂得做人的正理，將來才能

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所以教導孩子要

「親師友，習禮儀。」親近良師益友，跟

他們學習良好的禮儀和為人處世的正理。

這一課是以古代兩個孩子的真實故事

作為榜樣，要想懂得為人處世的正理，最

開始的兩個做人的基本要求首先要牢記，

那就是對待家中的父母和兄長要講「孝

悌」二字。對孩子首先教導的就是孩子要

以孝悌的心態面對自己身邊最親的，並處

於「年長」的人，這是一切為人的基本。

孔子的《論語》說：「孝弟（悌）也者，

其為仁之本與！」也就是說孝敬父母、友

愛兄弟是一切仁愛的根本。

中國漢字裡，孝的本意，指對父母的

敬愛之心、感恩之心，是下對上的義理，

是將來出到社會後對別人父母與自己父母

同輩的人和一切長輩，或者是職場中面對

上司、長官的基本態度，這一切都基於在

家對父母的孝心，養成最基本的敬上謙

卑、有涵養的為人禮儀和態度。

以孝治國

孝，上邊是老，下邊是子，專門用於

子弟面對長輩的老人和師長，所以輩分不

同，用孝來表示下輩對上輩的敬愛的態

度。因此廣義的孝，會推廣於整個社會，

讓你面對所有的長輩和老人，都要敬重仁

愛。整個社會都能這樣，國家就會安定，

因此從漢代開始，就留下了帝王以孝治國

的傳統，帝王孝敬父母，也要做出表率，

並以這樣的仁愛之心，照顧天下百姓。

因此古代推薦人才為官，多有舉孝廉

一說，人們最欣賞也最信任孝子，認為一

個人在家懂得孝敬父母，才會有仁愛之

心，才會懂得感恩和照顧作為衣食父母的

百姓，是最值得信任的人，只有這樣的

人，才能放心地把照顧百姓的任務和職責

交給他。

悌的內涵

悌，同樣有敬愛之意，同樣是下對上

的基本態度和修養，不過與孝不同的是，

它不是面對長輩和上司，這些輩分和職位

都高於自己的人，而是專門用於跟自己同

輩，但是年齡比自己大的人，當然首先就

是面對家中自己的兄長，要懂得禮敬友

善，也是一種仁愛之心。懂得這種關係和

基本態度後，言行要禮讓謙恭。

做人首講孝悌

很多孩子會不服氣，為何要首先強調

下對上的態度，而不是上對下的慈愛之心

呢？其實父母對子女的照顧和關心，那是

發自內心的視為珍寶一樣的愛，那種為了

孩子奉獻一切，操心竭力的親情是天性使

然，太過了反倒容易溺愛，讓孩子變成不

知感恩、理所當然的享用父母所給的敗家

子了。

那麼兄長呢，付出雖不如父母，但是

一樣會擔負起一部分照顧弟妹、教導弟妹

的職責，幫助父母分憂，還會經常被父母

首先問責沒帶好弟妹。中國有長兄如父、

長嫂如母的古訓，就是說兄長會為了照顧

弟妹，而承擔很多責任，會為了家庭付出

很多的犧牲，因為年長就沒有弟妹的相對

任性和自由，所以弟妹同樣要懂得感謝、

尊敬和謙讓兄長。

對長輩上司如父母，對年長的朋友如

兄長，進退合宜，謙恭有禮，人生順遂，

就來自家庭的孝悌之心。所以孔子才強

調：「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3D 掃描 激光治療儀
3D 印模

激光治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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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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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admin@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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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應診。

激光設備

治療牙周病

植牙材料使用瑞士品牌

Straumann
提供牙骨牙齦

再生手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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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餘平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接受所有保險

治療牙周病及植牙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6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因受疫情影響，本診所將暫時停

業。如有緊急情況，可致電黎醫生

403-803-6386。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歇業通知

彈性營業時間，接受新症及急症

大學畢業後，張士民士官長回了

臺灣花蓮壽豐鄉老家，而我的

輔導職場試煉首站來到了臺東

的「岩灣職訓中心」。這是個

龍蛇雜處、爾虞我詐、接受矯

正與保安處分人士的管訓單

位。只因為已經向系辦公室自動

請纓要去對那群浪子們春風化

雨，所以也沒多想，我背起了行

軍包，在高雄轉搭上開往臺東

的車子，還真個是揣著教育與

輔導的浪漫情感踏上征程的。

山路似柔腸一樣千迴百轉，奔

馳了六個鐘頭後，終於看見都

蘭山脈橫亙在眼前，我知道，臺

東到了……

校 園 風 情
◎文：吳雁門 輔導思想起輔導思想起

5《三字經》讀書筆談

江湖冷如昨夜杯中的凍頂

苦苦地走了一程山一程水

履痕深情地印過臺東、

臺南、臺西、飛沙……

這一路山水酣睡的旅程

二十年了

雲外孤飛的燕子

還記得老家屋後

青青草樹

以及那不悔的初心……

出關

(岩灣技能訓練所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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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好：

我和太太交往五六年然後結

婚了，但是現在我開始不能忍受

她，尤其是她對我家人的態度，

完全就是一副我不喜歡你們，同

時我也不想討好你們的樣子。看

到長輩最基本的問候、叫一聲爸

媽都需要我一再提醒。我媽有時

講話比較碎念她就抱怨，覺得我

媽很煩，但她對自己爸爸卻照顧

的無微不至。

之前我爸跟我們借了一些

錢，幾萬而已，現在因為我們

有房貸，我老婆就一直要我去催

他們要他們還錢，我爸媽表示現

在手頭沒有那麼多，等以後有了

會還我們，可是我自己突然覺得

很有愧疚感，覺得自己好不孝，

連幾萬塊都要向爸媽催。我把我

雨不疏，風很驟，相思樹

下，來撿豆！

夜裡的雨，讓我今天早上

到學校時，繞去山櫻花與相思豆

樹那裡，前庭的山櫻花季已然結

束，地上的落花半碾為泥、半化

為塵，但不會讓人特別的感傷，

因為今早，我可是來撿相思豆的。

果然一如預期，一把手上滿

相思，艷艷紅紅惹情絲，不知道

前些日子綠繡眼在吮食花蜜的時

候，是否也有把眼神，關注到滿

樹的相思豆。

桑葚好吃，五色鳥最知道！

昨天雖然忙累但不敢早睡的

原因，是今天連上六節課！這種

連上的課，一輕忽備課，說話就

會繞圈圈了！能不慎之？

都這一樣一把年紀了，還可

以維持逼迫學生隔周寫作文，42
份張張建議落落長，我想這也算

是可以得意的事！

雖然今日連續 6 節課，應

該用午寐犒賞自己，但我仍選擇

背起相機，往風動石步道登去，

小徑蜿蜒上，心情自適開，我想

不是我想要拍照，而是相機呼喚

我，「機奴！這週太忙囉！都沒

有餵食。」

早雨之後，山氣舒爽，沒有

流汗，只有風涼。

下山煮食去，晚餐就干煎曹

校長贈我菜頭粿，意外的與我媽

的手藝相彷，菜頭香與單純的米

香，真是山的那頭，迷人的純樸

好滋味！

極近、寂靜，大冠鷲。

跟早上遇到的時候不一樣，

早晨裡那種示威、宣示、張揚，

甚至已經到了傲慢、倨傲、睥睨

等級的大冠鷲，在下午的時候，

像張無聲的黑色雲朵，靈動的從

山谷乘著氣流滑升到山頂的藍空。

再怎麼驚嚇，還是不能遲緩

拿相機的動作！這一天很俐落

的，放下包包、脫下拉鏈，持取

相機，對焦，噠噠噠噠噠噠六連

拍，自己都覺得自己帥氣啊！

檢視相機，怎麼只有第一張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王先生你好：

相處五、六年的感情能夠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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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想法告訴她，她就生氣又不理

人，最後我看到她電腦裡出現離

婚協議書的文件。我的天哪，才

結婚一個月，就說要離婚，我現

在也覺得乾脆分開好了，免得對

我爸媽這麼不孝。但還是寫信給

您，看您是否對我的婚姻有些 
建議？

王先生

定的維繫下來很不容易，長時間

的交往相信你對她應該也有相當

的了解，兩人願意攜手走進婚

姻，一定有彼此緊密相繫的情感

和相互欣賞的地方，理應好好珍

惜這份得來不易的因緣。

畢竟相戀與結婚有很大的差

別，你的無法忍受和她衝動的離

婚念頭正面臨同樣的難題，那就

是你們都還沒能充分適應才剛開

始的新生活。王先生不妨認真想

想你是否為彌補這些裂痕盡過力

了？她的作為是否嚴重到需背棄

婚約的地步？她的失望與痛心中

難道沒有你需要檢討的地方？公

公婆婆對她的態度是否也有改善

的餘地？

對剛進門的妻子來說， 要融

入一個新的家庭需要時間和溝

通；來自兩個不同家庭的人一起

生活，面臨的是彼此不同的習慣

和雙方陌生的家族互動，新婚

兩、三年期間正是彼此的磨合

期，亟需雙方一起面對和包容，

才能逐漸適應。

你在短時間內從生活細節中

生出許多不滿，進而全面否定她

的優點，甚至做出負面的評價，

是有些不太公平。你可曾仔細想

過從甜蜜的戀人到初為人媳是一

個巨大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她

絕對需要你的支持與陪伴，然而

她卻見到你完全站在父母的一方

對她展開對立面的要求與批判。

她對自己父母的體貼就像你

一心維護著父母的心情是完全一

樣的，你非但不體諒她為房貸憂

心的初衷，沒有安慰與協助她慢

慢將對方父母當做自己父母，卻

只為自己的父母抱屈，以致於她

從失望與傷心進而醞釀離婚，這

背後你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婆媳二人能否和睦相處，作

為兒子和丈夫的男人，扮演著重

要的協調與潤滑的角色。珍惜你

們長期培養的感情，給彼此一個

適應緩衝的機會，透過開誠佈公

的溝通與交流，事情會有挽回的

餘地，新婚才一個月的時間，沒

有努力就放棄婚姻會是莫大的遺

憾。相信經過一番努力，你們都

能和雙方的親人和睦相處，維持

家庭的美滿幸福。夫妻是百年修

來的因緣，不要輕易說再見，祝

福你們撥開雲霧，再見艷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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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4月15日

蘋果

Green/Black Seedless Grapes 無籽葡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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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dercott Mandarins 蜜橘 Gala / Ambrosia ApplesZucchini Squash 意大利瓜Yellow / White Potatoes 土豆

Navel Oranges Local LE Cukes 長英青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臍橙

$12828 lb

Jumbo Pineapples 大菠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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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1 個白蘭瓜。

$06868
lb

$0 6868
lb

$3 9898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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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a / Ambrosia Apples

Jumbo Pineapples

$16868
lb

10 磅裝 $49898
ea

$09898
lb

5 磅裝 $$229898 ea

結婚一個月想離婚？結婚一個月想離婚？

曼麗小語：珍惜你們長期

培養的感情，給彼此一個

適應緩衝的機會，透過開

誠佈公的溝通與交流，事

情會有挽回的餘地，新婚

才一個月的時間，沒有努

力就放棄婚姻會是莫大的

遺憾。

人
生
茶
坊

 ◎ 文：曼麗夫人 
 ◎ 圖：Adobe Stock

 ◎ 文 / 攝影：張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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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焦，不可能啊！看了一下相

機：設定 AF-S，怎麼會？我何

時切到單張對焦？我應該都是設

定 AF-C 連續對焦啊！

難怪只有第一張准焦，還自

己為帥勒，真是落漆，看來是衰

了……

珍惜的在電腦中調製一下

對比、暗部加強，欣賞，並與

你分享。

雨不疏 風很驟 相思樹下來撿豆雨不疏 風很驟 相思樹下來撿豆

左上角就是相思豆。（註：照片可沒有倒放哦，是鳥兒倒著身子）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2 看娛樂 Entertainment 第101期     2020年 4月 9日—4月15日    

《Woman's Day》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看中國訊】自從英國哈利

王子與妻子梅根正式退出王室

後，不少民眾好奇夫妻倆現在的

生活。近日八卦雜誌《Woman's 
Day》以「離婚文件外洩」為標

題，稱梅根利用哈利提升自己的

知名度，待時機成熟後，就會聘

請王牌律師打離婚官司，此一消

息傳出後，讓外界一片譁然。

準備離婚訴訟？

根 據 八 卦 雜 誌《Woman's 
Day》報導，有知情人士爆料，梅

根把哈利從英國帶到美國，就是

為了享受名人生活，再加上哈利

已脫離王室，梅根等於變成「自

由身」，不過報導內容還提到，

梅根早已偷偷去拜訪「好萊塢重

量級律師」，正在著手進行離婚

訴訟的準備。

不過，對於此項消息，專門

闢謠八卦報導的網站，特別發了

一篇文章澄清，質疑雜誌提到「離

婚文件」，內文卻無法看到任何

一張相關圖片，或是更詳盡的內

容，僅憑「知情人士」的說法，

根本不值得採信，認為《Woman's 
Day》只是想要藉此抹黑梅根。

脫離王室

梅根自 2018 年與哈利結婚

以來，由於梅根行事風格、穿衣

打扮與王室禮儀風格不符，並多

次挑戰皇室底線，不斷受到英國

媒體的批評。據英媒披露，哈利

與梅根去年底以「薩塞克斯王室」

（Sussex Royal）為名，註冊了上

百品項的商標權。倆人以皇室作

為生財之道的做法遭到英國女王

的反對，據「每日郵報」報導，女

王不允許孫子的商標冠上「王室」

（Royal）。
1 月 8 日倆人更拋出震撼彈，

宣布要退出皇室，未來要在英國

和加拿大兩地居住，還表示要財

務獨立。此舉一度讓英國皇室陷

入混亂，王室召開緊急會議商討

解決辦法。英國白金漢宮 1 月 18
日宣布，哈利王子與妻子梅根未

來不再使用「殿下」頭銜，不會

再領取身為王室成員的納稅人資

助，同時不再正式代表英國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並可以追求他們

想要的獨立生活。並表示，新安

排將於2020年春天即4月份生效。

法新社報導，哈利與梅根就

此展開新生活，某種程度上開始

要像平民一樣，必須擔心自己的

財務狀況以及自身安全。

高額的安保費用

哈利和妻子梅根帶著兒子在

去年 11 月來到加拿大，在溫哥華

島南部度假。作為王室成員，哈

利一家屬於「受保護國際人士」，

加拿大有義務為他們提供安保服

務。他們在加拿大的安保一直由

加拿大皇家騎警負責。這意味著

安保費用是由加拿大納稅人買單。

民調顯示，只有五分之一的

加拿大人認為用納稅人的錢支付

他們的安保費用是合理的。加拿

大納稅人協會還向總理辦公室遞

交了一份有8萬人簽名的請願書，

反對政府動用公共資金為哈利一

家提供安保。據安保專家估計，

哈利一家的安保費用每年大約在 1
千萬到 3 千萬加元之間。

【看中國訊】42 歲韓國娛樂圈知名偶像蘇志燮

7 日上午無預警宣布，已和小 17 歲甜心主播趙銀政

（又譯趙恩靜）結婚，正式成為人夫，他在 2018 年

因主演電影《現在，很想見你》接受趙銀政訪問，促

成了這段甜蜜姻緣。

蘇志燮所屬經紀公司 7 日一早對外發表聲明：

「蘇志燮遇上了珍貴姻緣，結下了百年之緣，婚禮

只邀請直系親屬參加，希望在這疫情艱難的時期，

這件喜事能給帶給大家一些安慰和幫助。」

當事人蘇志燮則是在個人官方 IG 發文：「雖然

有點難開口，但我想告訴大家，我找到一位很特別

的人，她一直都安靜在身邊支持我，幫我很大忙，

我們關係穩定，但仍有很多地方需好好經營。」瞬

間湧入大批粉絲獻上祝福。

現年 42 歲的蘇志燮曾演出《主君的太陽》、《我

的維納斯》、《我身後的陶斯》等電視劇，是無數女

性心目中的帥大叔代表；出道逾 24 年的他鮮少傳

出緋聞。據瞭解，蘇志燮在 2018 年接受趙銀政訪

問後，彼此互留好感，之後透過雙方共同的朋友牽

線再次碰面，才進一步發展為戀人關係。

蘇志燮經紀公司也進一步透露，在新冠狀病毒

肆虐全球之際，蘇志燮以個人的名義捐出 5000 萬

韓幣（約 133 萬元台幣）購買平板電腦等 3C 產

品，幫助弱勢兒童。

娶小17歲甜心主播

爆梅根委託律師提離婚

蘇志燮去年5月高調認愛小17歲甜心主播趙銀政，順利蘇志燮去年5月高調認愛小17歲甜心主播趙銀政，順利
讓他在今（7）日抱得美人歸，宣布已成人夫。（自由讓他在今（7）日抱得美人歸，宣布已成人夫。（自由
時報）時報）

【看 中 國 訊】武 漢 肺 炎 疫 情 延 燒， 在 家

看影片成為消磨時光新選擇，線上影音平臺

CATCHPLAY+3 月觀影流量創出高峰，付費會

員較去年 3 月成長 1.5 倍，「冰雪奇緣 2」拿下電

影類觀看排名冠軍，臺片「江湖無難事」拿下亞

軍，「全境擴散」則為季軍，「STAR WARS：天

行者的崛起」雖才上架數日，就躋身第 4 名。

《冰雪奇緣 2》是一部 2019 年美國 3D 電腦

動畫歌舞奇幻電影，由迪士尼電影公司發行，為

2013 年電影《冰雪奇緣》的續集。電影由克里斯．

巴克和詹妮弗．李共同執導。

《冰雪奇緣 2》於 2019 年 11 月 7 日在杜比劇

院進行全球首映，並於 2019 年 11 月 22 日在美

國院線上映。電影受到了影評人的普遍好評，稱

讚其動畫、視覺、配樂及配音表現皆十分優異，

批評處則集中在過於曲折的劇情。

電影在全球收穫了 14.5 億美元的票房，並成

為有史以來全球首映週末票房最高的動畫電影、

2019 年票房收入最高電影第三名和全球最高電影

票房第十名。

 奪冠影音平臺
冰雪奇緣2吸睛

【看中國訊】武漢病毒疫情持續延燒，歌手陳

奕迅與蔡依林特別聯手為歌曲《Fight as One》獻

聲，為民眾和醫護人員打氣。但歌曲上線後遭受

網友強烈的批評，被指兩歌星不小心落入中共的

政治陷阱，成了軟性大外宣。

《Fight as One》這首歌在 YouTube 上架後，

至今已超過 60 萬次點閱，有 11,000 點“喜歡”

（like），63,000 點“不喜歡”(dislike)。因為港

臺網友發現 MV 事有蹊蹺，影片中出現各國醫護

人員的臉孔，卻獨漏臺灣醫護檢疫人員，除此之

外，影片中各國小朋友手上的舉牌都畫上了中共

的五星旗。據報導，這首 MV 是臺灣與香港的環

球音樂公司與中國雲南廣播電視臺合作出品。其

中引用的孩童幫中國加油打氣的照片，都出自新

華社、中國青年報等官媒在 2 月初的資料。　

有網友指出，這首歌曲採用全英文歌詞，卻

只在環球音樂香港與臺灣的 youtube 上架。這首

歌不是唱給英語系國家聽的，所謂的「抗疫不分

國籍種族、萬眾一心」，是北京刻意要模糊掉隱

匿疫情的責任，給香港、臺灣及中文使用者塑造

世界大同的假象。

陳奕迅與蔡依林特別聯手為民眾和醫護人員打氣，

卻不小心成了軟性大外宣。（自由時報）

蔡依林陳奕迅合唱疫歌  惹爭議

蘇志燮報喜結婚



作法

大里脊肉片 5片，厚度約 1cm。
工具：肉槌。

醃料：米酒 3大匙、醬油 4大匙、砂
糖 1小匙、太白粉 1大匙、五香粉、
白胡椒粉、黑胡椒粉少許。

食材

大里脊肉塊完整，具有飽滿的肉

香，一大塊特別適合做成炸豬

排。美味的炸豬排鹹香爽口，也

是絕佳的便當主菜。

炸豬排

因為里脊肉的纖維細又緊
密，若長時間加熱，肉質會變

乾硬。里脊肉的好口感秘訣就

是縮短烹煮時間，例如：切片

油炸，或是切肉絲快炒。

破壞瘦肉的纖維，可讓肉質
更加鬆軟，其原理是將肉的

纖維拍斷，肉烹調過程的收

縮會比較有限，肉質不會更緊

實，口感也就不會變乾硬。

豬肉好口感秘訣

一定濃度的鹽水能溶解肉
品部分的蛋白質，防止烹調中

肉品遇熱收縮；同時，鹽漬可

以提高肉品細胞間含水量，使

肉品更軟嫩，風味更佳。

肉品的醃料除了增香，提升
肉品風味，也能軟化肉質；例

如：以蘋果、梨子等水果泥醃

肉，果酸可軟化肉質，成品也

多了酸酸甜甜的滋味。

醃料好滋味秘訣

1 豬 肉 
料 理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 文 :邊吉

不同部位的豬肉，營養成分及肉質口感也不同。豬背中央的里脊肉，油脂

偏少，肉質富咬勁，形狀和紋理工整，適合多種烹調方式。

里脊肉妙用

作法

里脊肉剁碎；芹菜、紅蘿蔔洗乾淨
後切末備用。

混合作法的食材，和調料拌打
成肉醬，靜置 2分鐘。
備一鍋冷水，放紅蘿蔔，煮滾加豆
腐，燉煮 10分鐘。
將作法，肉醬用手之虎口擠成
葡萄狀的肉丸後放入鍋中，開火，

待水沸後撈淨湯面浮沫；加入調味料

及白菜煮勻，起鍋前撒上蔥花提味

即可。

一大塊豬里脊肉，可依用途及搭

配菜色，切割分裝並冷凍保存備

用。里脊肉絞細，攪打成肉丸，

特別適合用來煮湯。

大里脊肉片 200g、西芹 1支、紅蘿
蔔 50g、白菜 200g。
調料：薑末、魚露、低筋麵粉適量。

食材

肉丸子蔬菜湯3

軟化肉質：先用肉槌拍肉片，讓肌
肉鬆弛。

醃肉：豬排兩面沾滿醃料，冷藏醃
4小時。
鍋裡加 2大匙油，油燒熱（筷尖伸
入油內，冒小泡），轉中火，下一塊

排骨，兩面煎到金黃（大約各煎 3分
鐘），取出瀝油。

食用前撒適量胡椒鹽，風味更佳。

作法

小里脊是與大里脊相連的瘦肉，

也是全豬中運動最少、最嫩的一

塊肉。煎、炒、炸、烤都是適合

小里脊的烹煮方式。

小里脊 400g。
醃料：橄欖油 1大匙、醬油 1大匙、
葡萄酒 1大匙、黑胡椒 1匙、蒜片 1
大匙。

食材

烤小里脊

小里脊肉以醃料浸泡 1小時以上。
熱油鍋，開中大火，小里脊下鍋，
表面煎定型，至兩面呈現金黃色，鎖

住肉汁。

預熱烤箱 180攝氏度，小里脊送
進烤箱，烤約 15分鐘。
烤箱溫度調高至 210攝氏度，烤 3
至 5分鐘，讓表面酥脆。
小里脊肉出爐後靜置降溫，切薄片
即可上菜。

作法

彩椒切絲；肉片逆紋切絲，寬度約
1cm；肉絲拌醃料，醃 20分鐘。 
鍋裡放 1大匙油，以小火煸香蒜
末；轉中火，下肉絲炒至 8分熟度，再
加彩椒絲拌炒。

加調料，翻炒均勻。起鍋前滴些香
油提味。

美味秘訣：在掌握快炒能力前，熱水

泡熱肉絲，與彩椒絲一起拌炒調味。

這道料理平凡卻能體現廚藝。瘦

肉絲如何嫩化保水？肉絲、彩椒

絲不耐煮，如何掌握火候？簡單

一道菜學問卻不少。

食材

彩椒炒肉絲

2

大里脊（Pork Loin）肉片 2片，厚度
約 1cm；蒜末 1大匙。
醃料：米酒 3大匙、醬油 4大匙。
調料：醬油 1大匙；白胡椒、糖、香油
少許。

4

鮪魚罐頭

輕鬆上菜

海苔鮪魚飯糰

將鮪魚餡冷藏一晚融合味道，口感更

順，滋味更平衡。冰冰涼涼的餡料佐溫熱

的米飯或熱呼呼的烤麵包，都很好吃。

食
材
油漬鮪魚1罐、白米飯2碗、洋蔥
100g；海苔、胡椒粉適量；美乃滋
（mayonnaise）2大匙。

備料：洋蔥清洗乾淨，切成細末；先
將鮪魚瀝掉油分，用湯匙均勻壓碎。

餡料：除白米飯以外，將所有的食材
混合，然後攪拌均勻，做成餡料。

雙手洗淨，準備一碗熱水。 
雙手沾濕（免沾手），手上沾抹少許
食鹽，取適量的白米飯放在掌心，將

飯略微壓

平；然後放

入適量餡

料，再捏

製整型成

為三角形。

以海苔
沿三角形

的邊收摺

海苔，包

裹飯糰。

作
法

食
材
水煮鮪魚1罐、小黃瓜2條、洋蔥
100g、水煮蛋1個、千島沙拉醬
（Thousand Island dressing）2大
匙；鹽、胡椒粉適量。

備料：黃瓜一條刨薄片，另一條和洋
蔥一起切絲；鮪魚水分擠乾，水煮蛋均

勻壓碎備用。

鮪魚醬：混合鮪魚、水煮蛋、沙拉
醬、鹽、胡椒粉，拌均勻。

在黃瓜片中間鋪上黃瓜絲、洋蔥
絲、鮪魚醬，把黃瓜片捲起來裹緊。

上菜前淋上沙拉醬即可。

作
法鮪魚沙拉黃瓜捲

鮪魚罐頭常見用於開胃前菜食材，

搭配適當的調料風味，並以菜葉捲裹或

瓜果盛裝，可令成品口感更加清新爽口。

◎ 文 :山平

多種鮪魚品種及保存法，造就

各式口感風味的罐頭鮪魚。只

要發揮創意，搭配不同食材，

就可享受鮪魚的各種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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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情緒是導致疾病的 
最大原因之一

人體的構造十分奧妙，蘊含

著一套精密的免疫系統，此處所

說的「免疫系統」，除了西醫所

言，狹義的免疫能力之外，還包

含：自我診斷、人體資源管理、

自我修復和再生等。

當我們產生各種情緒問題的

時候，70% 以上的人會以攻擊

自己身體器官的方法來處理自己

的情緒，亦即最先攻擊到的是自

身的免疫系統，而這正是導致我

們生病的最大原因之一。

研究指出，免疫系統出現問

題的情緒排名，前 7 名依序是：

生氣、悲傷、恐懼、憂鬱、敵

意、猜疑，和季節性失控（例

如：夏季頻發爭執和摩擦；冬季

抑鬱患者比平時多）。

中醫也有所謂「七情」的

說法，是指喜、怒、憂、思、

悲、恐、驚，而「七情分屬於五

臟」，《黃帝內經 ·素問》言：「人

有五臟生五氣，以生喜怒悲憂

恐。」突然、強烈或是長期的情

志刺激，超出人體本身的正常生

理活動範圍，會導致功能紊亂，

引起疾病。

中醫認為：腎主恐懼、肝儲

憤怒、肺藏哀傷……不同的情緒

問題會導致不同的器官損傷。例

如：女性經常生氣，易得乳腺增

生；長期鬱積易得乳腺癌；夫妻

感情不睦者，恐被婦科疾病糾纏

等；緊張、吃力多半會引發腸胃

疾病；常感到不如意、好強的人

容易偏頭痛；缺乏自信、優柔寡

斷的人，則容易得糖尿病。

負面情緒的累積 
恐形成健康風暴

壓力、委屈、憤怒全都累積

在身體裡，也許你的大腦暫時忘

記了，可是身體卻會一直記得。

能只依靠單純醫學模式，而應當

從心理、生物、社會 3 個層面

去治療。

在將病未病的「亞健康」狀

態就需要警覺，須增強自己的免

疫系統。懂得愛惜自己的身體，

要關心自己的情緒，傾聽身體發

出的信號，忠於內心，超越自

我，否則，沒有健康，一切都是

虛幻。

如果疲勞累積到了一定程

度，您要放鬆、休息；如果喜、

怒、哀、樂，各種情緒到了一個

臨界點，您要知道甚麼時候應該

收斂、發洩、放手、寬恕……您

要和自己的身體達成新的平衡，

然後去消化掉不好的情緒，才能

找回健康。

靜坐冥想 
緩解壓力和焦慮

現代有情緒困擾的人很多，

焦慮症、抑鬱症是非常普遍的心

理健康問題，各種疾病更是對我

們虎視眈眈。

美國著名健康專家約瑟夫 ·
默 寇 拉（Joseph Mercola） 博

士，分析了焦慮的心理機制，指

出要增強對不確定性的包容度，

練習冥想是不牽扯藥物的最安

全、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

默寇拉說，「正念冥想」

（Mindfulness Meditation） 不

斷喚醒人的注意力，讓人全心全

意活在當下，降低因不確定性而

產生的焦慮，提升了專注力和心

理認知，從而能幫助緩解壓力和

青光眼（Glaucoma）
是一系列會導致視神

經受損，進而造成視

力喪失的眼疾，危害

極大。

焦慮感。

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外科醫

生伯尼 · 塞格爾認為：「沉思冥

想是鬆弛思想的行動，可治視為

絕症的愛滋病和癌症。」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和馬里

蘭州大學哈里博士，經過 5 年

的研究指出：「冥思靜坐可對視

力、血壓、認識功能的激素水準

提高大有好處，另可治療許多不

治之症和心臟病、關節炎等慢性

病。」

傳統中醫學也強調情緒對健

康的影響極大，焦慮、恐懼過

度，會引發種種身體不適的症

狀，靜坐冥想則可以使人靜心、

安定，達到祛除疾病的功效。

《莊子》一書記載，黃帝曾

向廣成子學習長壽之道，廣成

子說：「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

形。無勞汝靜，乃可長生。

目無所視，耳無所聞，心無所

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中國老祖宗的智慧告訴我們，

靜坐可以開慧增智、養身延壽。

排除雜念，放鬆身心，每

天靜坐冥思 1 ～ 2 次，每次 15
分鐘到半小時左右，逐漸增加

到 1 小時，可以讓我們心情平

靜，血脈暢通，增強免疫力，

有助於輔助治療種種慢性疾病。

如果無法靜下心來，不妨

將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並配

上一些舒緩的音樂，就能讓您

的情緒安定，靜心打坐，越坐

越健康。

COVID-19（譯 者 注： 中

共病毒）在全球蔓延，正在引

起恐懼、恐慌和焦慮，但是有一

些方法可以保護自己，那就是保

持適當的衛生習慣，並使免疫系

統保持最佳狀態。這裡有一些提

示，要時刻保持針對這種病毒感

染的保護措施。

❶勤洗手

經常用肥皂和水洗手。另

外，在咳嗽或打噴嚏時，請務必

遮住口鼻，避免與任何感冒或有

流感症狀的人密切接觸。

❷維生素C至關重要
維生素 C 具有兩個主要功

能，有助於解釋其潛在的健康益

處，首先，它是一種強大的抗氧

化劑，它也可以作為酶促過程的

輔助因數。槲皮素補充劑也可能

有幫助。

❸營養促進免疫力

在預防方面，營養起著至關

重要的作用，幾種營養素以其

增強免疫力和抵禦病毒感染的

能力而聞名。有幾種補充劑形

式的營養素可能對 COVID-19
尤其有益。被認為對預防病

毒感染有用的補充劑，包括：

N- 乙 醯 半 胱 氨 酸（N-Acetyl 
Cystein, NAC）、接骨木漿果

（elderberry）、螺旋藻、β- 葡
聚糖、葡糖胺、硒、鋅、硫辛

酸、蘿蔔硫素、白藜蘆醇、維生

素 D、雙歧桿菌、益生菌和芽

孢桿菌。

❹增加維生素D攝入量
研究表明，大劑量補充維

生素 D，可將老年人發生呼吸

道疾病和肺部感染的風險降低

40%。我建議您，通過合理控

制日光照射來增強您的免疫系

統，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可以

口服維生素 D3。

❺益生元、益生菌和 
芽孢桿菌

（prebiotics, 
probiotics and 
sporebiotics）

如 果 事 實 證 明 在

COVID-19 中 包 含 普 氏 桿 菌

（Prevotella）細菌成分是準確

如何預防疫情 聽聽專家意見

養生

之道 惜命的最關鍵 
靜坐幫您找到健康

大家都知道健康

很重要，所以關注各

式各樣的養生信息，

但是愛惜生命最好的

方式竟然不是養生！

可以說幾乎所有的疾

病，都是我們的免疫

系統打了敗仗，而其

中關鍵性的一個重要

因素——情緒。

編者按：由於疫情
延燒，許多專家紛紛
提供一些對應方法。
莫克拉醫生也在其網
站上提出許多建議，
供大家參考。

青光眼早期症狀不明

顯，一旦確診，視力已明

顯下降，所以青光眼導致

眼盲的比例居高不下。

青光眼中，最常見的

是隅角開放性青光眼，相

反的，隅角閉鎖性青光眼

則相當少見，也有部分青

光眼患者的眼壓是正常

的。隅角開放性的疾病進

程相當緩慢，而且不會有

疼痛感，中心視力慢慢受

損，最後則有可能會失

明。

青光眼眼壓高若於

21mmHg，即認為是有

導致青光眼的危險因子，

只是有些病人雖有高眼壓

達數年之久，卻沒有任何

不良後遺症出現。

西醫治療

給 予 甘 露 醇

（Mannitol） 點 滴 降 眼

壓，接著點滴青黴素類消

炎藥。點滴甘露醇同時，

點 Timolol 等降眼壓滴

眼液。補充營養素，如：

膽鹼、泛酸（B5）、芸香

素、維生素 B群、維生素

C、維生素 E等。

中醫治療
青光眼中醫治療，重

點在肝，肝開竅於目。急

性發作時，清熱、瀉火、

平肝、熄風、理氣、降

逆、化飲等法，或數法合

施，待病勢得緩，宜培補

肝腎，佐以瀉火、平肝、

熄風等法。

降肝火之法，可用羚

羊角粉、玄參、黃芩、

知母、車前子、茯苓、大

黃、龍膽草、鉤籐等清熱

瀉火。慢性期以滋養肝腎

為主，如：六味地黃丸、

杞菊地黃丸等。

防疫
常識

的，則益生元，益生菌和孢子生

物可能會發揮重要作用。大量研

究表明，雙歧桿菌菌株的益生菌

可以幫助抑制普氏桿菌。

❻使用槲皮素

槲皮素（Quercetin）可以

作為 SARS 冠狀病毒感染的治

療方法。槲皮素有望作為 SARS
臨床治療的潛在補充劑。白藜蘆

醇是另一種有用的抗氧化劑，已

顯示出至少在體外抑制 MERS-
CoV 感染。

長期積壓的結果，可能有一天，

一場免疫風暴就會降臨，甚至摧

毀人的生命。

現代人越來越容易罹患各種

各樣的病，很多人也不惜重金，

把精力花在養生上，忘記了身、

心、靈一體。所以在西醫的醫療

經驗中，仍然有很多突發性疾病

找不到具體誘發的原因。

有一位醫生提及一個個案：

有一位在毫無徵兆的情形下，突

然發現罹患肺癌晚期的女士，婚

後一直都和公婆同住，雖然先生

一家對她不錯，但她非常希望能

夠擁有自己的空間，和先生提過

幾次想搬出去住的想法，都遭到

拒絕。

後來她認命了，直到她得了

肺癌晚期，除了接受西醫治療

外，家人還幫她找了一位著名的

心理治療師。

當心理治療師在一次催眠治

療中問她，這輩子最大的心願是

甚麼？她平靜的說：「我希望有

一個自己的家，只跟丈夫、兒女

在一起，不用很大、不用很久，

幾個月就好。」

負面的情緒被壓抑下來，雖

然看不見，沒有感覺到，但是卻

會在不知不覺中蠶食了我們的健

康。

生病不能只治病

一位醫生說，現在來醫院看

病的患者，心身疾病超過 1/3，
軀體疾病少於 1/3，而軀體疾病

又會導致心理問題。所以已經不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青光眼
中西醫治療

維生素C至關重要。

這篇文章是由《紐約時報》暢銷書

作家 Mercola博士帶給您的，如
需更多有用的文章，可立即訪問

Mercola.com，並獲得免費的、
可控制您健康的電子書！

◎  文：史學文

醫 師 講 堂 

◎  文：莫拉克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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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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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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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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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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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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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 文：Melaine Wen

幾年前，我成為了一個園藝

狂，每年享受著季節更換帶來的

歡喜，尤其是春天萬物復甦，聞

到泥土清香的時候，能感受到自

然界賦予我們的財富。最近看到

武漢災區人民的菜單才發現學會

種菜還能保全性命。

因為加拿大天氣偏冷，卡爾

加里的無霜室外種植時間其實只

有 155 天。於是今年我開始研究

什麼作物是可以在霜凍的時候仍

能種植的來延長我種植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收穫。

對於大部分剛剛開始學種菜

的朋友，一個最重要的時間就是

五月長週末。五月長週末以後一

般就不會下雪了，所以建議任何

幼苗或播種都在五月長週末以

後。收割一般在 9 月中下旬。

但是有一些耐寒的植物其實是可

以在四月播種，六七月收成。還

有一些適合六七月播種 11 月收

成。因為種子發芽的溫度、成長

的溫度和耐寒的溫度都不一樣。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原來 155 天

的種植時間延長多了幾個月。這

一期先跟大家四種適合在加拿大

種植的植物，繼續留意我們的週

刊我將會分享更多適合在加拿大

種植的作物。

首先，豆類植物是比較耐寒

的植物，一般可以在四月上旬中

旬這樣開始播種。豆類可以耐短

期的霜凍。所以五月那場小雪不

會讓它們死掉。

一、豌豆(sweet Peas)
豌豆又叫荷蘭豆，嫩的時候

豆莢可以炒來吃，稍微再長一

些，綠色的外皮會變得老，但是

裡面鮮嫩的豆子非常清甜。豌

豆適宜在 18-20 度左右發芽，

但是最低發芽溫度為 2-5 度。

因為是耐寒植物苗期適宜溫度

為 15-20 度。開花的最低溫度

為 8-12 度。開花結莢的最適宜

溫度為 15-18 度。果實成熟階

段 18-20 度；高於 25 度生長緩

慢，低於 0 度會有凍害。但是

從以往的經歷豌豆可以活過五月

那場雪。所以豌豆比較適合早春

的種植。我沒有嘗試過在八月底

九月初播種，大家有興趣可以嘗

試一下，看看能不能開花結果。

二、芸豆(Kidney 
Beans)

芸豆是我今年的發現。因為

卡加里的緯度、氣候和中國的東

北有點相似，所以我想適合東北

種植的作物也許也會適合在卡加

里種植。於是發現了芸豆（油

豆）。由於疫情並沒有找到芸豆

的種子，所以在這裡只能是紙

上談兵。種子發芽的適宜溫度

為 20 至 25 攝氏度 ,8 攝氏度以

下、35 攝氏度以上均不易發芽 ,
所以播種要求地溫穩定通過 10
攝氏度才可以。幼苗生長適宜溫

度為 18 至 20 攝氏度 ,13 攝氏

度以下停止生長。開花期的適宜

溫度為 18 至 25 攝氏度 ,15 攝

氏度以下、28 攝氏度以上不能

結果 , 出現大量落花現象。芸豆

比較耐冷，忌高溫，在氣溫低於

5℃時才受凍，遇霜凍地上部分

死亡。生長發育要求無霜期 120
天以上。所以其實還是應該 5
月長週末以後播種然後種植在有

部分避光的地方防止高溫時候的

落花現象。

三、韭菜（Chinese 
Chive）

韭菜是一種一勞永逸的懶人

菜。今年種了可以一直割，然後

明年冬天過後又重新發芽。種子

發芽適宜溫度：15-18 度左右最

佳，2-3 度開始發芽；長適宜溫

度：喜冷涼但抗寒耐熱植物，生

長適溫為 15-25 度，10-15 度也

可生長；超過 25 度生長緩慢，

葉片能耐 -5 度的低溫，-6 度葉

片易枯死，部分耐寒品種，地下

部分 -40 度也能度過。第一次播

種建議五月長週末以後。盡量選

擇在三年內沒有種植過蔥類、蒜

類這些植物的地塊。建議每次採

收以後都追肥。

四、菠菜（Spinach）

種菠菜需要三至五天就能

發芽。溫度條件 : 菠菜耐寒性很

強 , 生長最適溫度為 15-20℃。

種子發芽最低溫度為 4℃。植株

能長期耐 0℃以下的低溫 , 不耐

高溫，25℃以上生長不良。菠菜

喜歡肥沃的土壤和長期的光照。

適合在四月初就播種。五月底基

本就可以收割。如果家裡小朋友

不喜歡吃蔬菜可以用菠菜葉攪碎

跟麵粉混合可以做菠菜饅頭，美

味又健康。

如果你閑著無聊也嘗試一

下種菜吧。市政府每年的發放

compost。大家可以免費領取回

家做肥料。在 Dollar store 買種

植工具也非常的經濟實惠。如果

需要免費的種子可以聯繫我。

將自己愛拖延的壞習慣改掉。

早晨打坐冥想

早晨可試著打坐冥想，讓自

己處在平靜的時光裡，這樣有助

於調整自己，處於良好的狀態。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自我練習，在

靜心的狀態下，在靜靜地呼吸過

程中，您能專注當下。

心無旁騖的自己對於工作或

是學習的目標會更明確，通過這

種練習，運用平靜的心及專注的

集中力能幫您找到解決難題的答

案。也難怪許多知名的美商公

司例如：GOOGLE、APPLE、
KMPG 等都將正念練習融入在

企業哲學裡，幫助員工更有專注

力及創造力。

◎ 文：黃詩錚

常常加班熬夜的工作節

奏，不代表真正有效率地

完成工作。下班後也忘記

自己工作做了哪些重要事

項，有時會感覺生活有很

多瑣事影響了工作效率。

有時覺得無法專心在工作

上？現在是自學的年代，

多學一項技能，對未來職

業發展能有些幫助，但是

如何專心一致來學習呢?
這時候的您或許該停下來

思考，如何聰明且有系統

地完成永遠做不完的待辦

事項清單。

如何讓工作或學習更有效

本文幫大家找幾個能提升工

作效率的方法，能幫助您在職場

上或學習上定好具有可行性的計

畫，讓您能夠更有效率的完成工

作和學習，還能幫您節省出更多

時間，而這部分時間，又可再充

分利用，完成更多的事情。

設定好任務完成日期

自己為自己設定時間截止日

期很重要，在過去的求學階段，

總是由學校安排學期的課程與功

此外，打坐除了能幫助身心

平靜，在提升健康方面也已獲得

許多科學上的數據支持。打坐能

通暢身體脈絡之外，還能將雜念

去除，如果需要極力專心於課業

或是工作業務上，打坐能為您提

供莫大幫助。

關閉社群媒體

現代人容易受到社群媒體影

響，從而浪費了許多時間。所以

要做到在學習時間和工作時間

內，排除所有的事情包括社群媒

體的干擾，這樣能夠幫助您更加

專心於自己的工作與學習。

此外，藉由通訊軟件閒聊也

是現代人紓壓的方式，可一旦耗

費過多時間，更重要的事情或家

課，踏入職場後，則是由主管安

排任務完成日期，這樣一來，容

易導致以被動心態去看待工作，

按表操課，不願主動提早完成任

務。所以，要讓自己成為主動的

角色，由自己來決定並安排任務

完成日期。

蕃茄鐘

蕃茄鐘工作法是我以前在讀

書時常運用的方法。意思先有五

分鐘休息，然後接下來的二十五

分鐘內，只專注在目前正在進行

的事項。如果是比較大的任務，

可以將其分解成一個一個的小任

務，再用蕃茄鐘工作法，分段完

成。藉由規劃、追蹤、記錄、管

理、可視化下的管理技術，可以

務活也許只能擱置。其他諸如遊

戲或娛樂類軟件，也要注意不要

在上面花太多時間，玩物喪志。

每週與專業人士或主管

討論這週完成的任務

可以將自己這一週完成了哪

些任務整理出來，如果對學習或

工作有甚麼想法也可整理出來。

然後與主管或專業人士討論，請

他們瞭解自己的工作任務或學習

目標，以及自己在工作或學習中

所遇到的瓶頸，請他們給出好的

意見或分析。

將事物按照輕重緩急 
來分類

任務或瑣事若是太多、太

繁雜，需要按輕重緩急分門別

類處理。先按照迫切性、重要

性來排程，再進行處理與學

習。如何正確分配重要性及緊

急性？通常緊急性的事情都很

瑣碎，可以藉由時間片段去處

理。而重要性則與知識學習有

關。可以優先順序排在前面，

讓自己成為更有效率的人。

睡前檢視自己

在睡覺前回憶今天完成的事

情，反省自己還有哪些可以進步

的空間，誠實面對自己。阻礙自

己成長的最大的障礙往往就是自

己。如果能堅持改正今天的錯

誤，明天就會不斷成就更美好的

自己。

四種適合在加拿大種植的植物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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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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感染能力卓越的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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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和經典中英文歌曲合唱體驗。

不論你技術水平如何，我們的世界級導師都能帶你超越障礙，

助你培養更濃厚的音樂興趣。

「茶樹精油」抗

菌、抗病毒、抗寄生

物、抗癬，狗狗散步

後還可用它清潔！

茶樹跟我們慣常

喝的茶一點關係都沒

有，千萬別誤會它的

英文名字最早是 Ti-
Tree，如果拼成 Tea-Tree 反倒容易被誤

會是紅茶、綠茶甚或花草茶。

「茶樹精油」是繼薰衣草精油後，另

一款可以直接用於皮膚上的精油。

茶樹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輾轉傳到

歐洲，歐洲人才開始研究它，拿它來跟綠

花白千層以及桃金孃做比較，發現它抗感

染的功效顯著，因此茶樹精油在芳香療法

的使用上後來居上。第二次大戰時，軍需

藥品大量增加，醫療界對茶樹的研究更精

進，發現它對化膿、殺菌有非常好的效

果，拿來處理傷口。

五○年代開始，

美國人對它發生莫大

的興趣，發現它是葡

萄球菌以及念珠菌的

剋星；1980 年代開

始，愛滋病蔓延迅

速，研究人員對它抱

更大的期望，希望能

找出對抗愛滋的藥物，雖然它不能直接殺

死 AIDS 病毒，不過它在免疫系統上的

功能還是深受重視。

茶樹跟白千層屬植物幾乎是澳洲的特

產，但茶樹拿來提煉精油的時間較晚，但

它後來居上，在抗感染的效果上，更甚於

其他。

茶樹大約 8 公尺高，一如其他白千

層屬或桃金孃科植物，有細長的葉子、會

開淡黃色的花，以及木質果實，樹皮一如

會脫皮的蛇皮；喜歡生長在潮濕地帶，因

此在澳洲新南威爾斯有大量栽種。

病毒可在 
冰箱中存活嗎？

蚊子是否 
會傳播武漢病毒

在您買回新的食品雜貨放入冰箱之

前，請花幾分鐘時間對所有物品表面進行

消毒。這是舊金山生物醫學研究所首席病

毒學家格林尼博士給出的建議。 
科學家發現武漢病毒在低濕度和華氏

40 度（約攝氏 4.4 度）以下的溫度能夠

活得很好——這種環境和冰箱內部的狀況

差不多。

消毒劑最好以酒精為基底，肥皂水也

可以，因為這兩者都能溶解病毒的外膜。

如果難以買到廚房消毒劑，也可以用稀釋

的家用漂白劑自己配製消毒劑。他建議將

1/3 杯的漂白劑與 1 加侖（約 3.78 公升）

的水混合使用。

當然，不只是冰箱而已，在將食品容

器放入儲藏室或櫥櫃之前，也要對其進行

消毒。

他提醒民眾，也要注意清洗可重複使

用的食品袋。清潔農產品的方式與往常一

樣。但完成後，每次都要洗手！ 

人們擔憂進入夏天之後，蚊子會傳播

武漢病毒。但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的看法是

蚊子的叮咬不會讓人感染武漢病毒。

世界衛生組織的網站上寫道：「目前

沒有信息和證據指出武漢肺炎病毒可以通

過蚊子傳播。」

儘管蚊子可以攜帶和傳播其它種類的

病毒，但是目前沒有科學證據表明蚊子通

過吸血會攜帶 COVID-19 病毒。

究其原因是，雖然病毒會進入蚊子的

體內，但是病毒需要進入並感染蚊子的唾

液腺，然後才會通過下次叮咬傳染給別

人，這個過程需要幾天或一週的時間。

但時間不是唯一的障礙。病毒還必須

經過協商，從腸道中走出，通過身體，然

後進入唾液。這個過程中的每一步都會成

為病毒無法逾越的障礙。

武漢肺炎病毒最主要的傳播途徑是靠

飛沫傳播，或者通過接觸帶有病毒的表面

進行傳播。

（圖片來源：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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