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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威州參議院長智對中領館
Wisconsin Senate President Handles Chinese 
Consulate the Right Way

A6認識自己
Know Thyself

美國是世衛組織最大的捐

助國，在 2019 年捐款超過 4
億美元，約佔世衛組織預算的

15%，依照美國國務院提供的

數據顯示，中國同期的捐款為

4400 萬美元。

15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回

應美方的聲明說：「這一決定將

削弱世衛組織能力，損害國際

抗疫合作。」同一日世衛總幹事

譚德塞表示，正在「評估美國撤

資對我們工作的影響」。

華為5G  
加拿大尋生機

師楊 Yang Shi

微信：yangshi0323

從 心 出 發， 為 愛 築 家

403-390-7080

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yangshihomes.com

錯誤導致代價慘重

截至 15 日，全世界有 200
多萬新冠確診病例，全球死亡人

數超過 12 萬。由於許多地區難

以進行檢測，實際數字或更高。

14 日在白宮每日記者會

上，川普歷數了他所認為世衛

組織的錯誤，包括輕信中國政

府的說法，「（世衛的）拖延耽

誤了寶貴的、大量的時間。……

世衛組織到今天無法獲取病毒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報

導】14日美國總統川普宣布，美
國政府將對世界衛生組織（以下

簡稱世衛）在應對疫情上的「嚴

重管理不當和隱瞞」之角色進行

審查，在審查期間，美國暫停向

世衛提供資金。美國出手之快，

出人意料。外界解讀，此舉將遏

制北京對國際組織的操控，亦將

為追責北京埋下伏筆。

C3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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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式 假 四 層 城 市 屋 5 9 2 呎 , � 屋 翻 � ,
� 屋 一 樣 : � 廚 櫃 , 不 � 鋼 家 � , � 合
� � , � 油 漆 , 1 � � , 1 浴 廁 , � � 學 校 ,
� � � � 車 站 # 3 ,
# 2 0 , # 3 0 0 , # 3 0 1 �$339,900 $168,900

�校� Hamptons ���� Huntington Hills �中�街 Superstore

獨立� 式�層屋 1905 呎 , ������
� � 景 , 位 於寧�� 街 , 較 �屋 頂 , 開 放
式設計 , 主 層客���� �家庭 ��拱 形
天 � ,3 � � + 主 層 書� ,3.5 浴 廁 , 土 庫
90% 完成,����
��車站 $53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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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Edgemont  (Edgeridge)

新
上
市

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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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年�獨立�層屋 2219 呎 ,W/O 土庫 , �
�向東 , ������泊 , ����景 , 位
於寧��街 , 於 2018 年建成 , 主層��高
9 呎 , � 大 客 � � 壁 爐 ,3 � � ,2.5 浴 廁 ,
������車站 ,
�勿錯� ! $609,900

東北 Livingston  ������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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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屋 2040 呎 , ��向東 , 於 2004
年建成 , 主層�實木�� , �大客��壁
爐 , 較�不�鋼家� ,3 �� ,2.5 浴廁 , �
�學校 , �車站 #301 � Superstore 超市 ,
�勿錯� ! $4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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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900

�校� Edgemont �廚� 西北 Panorama Hills ��學校��場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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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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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屋 1585 呎 , ��向東 , 於 2007 年由��建�
� Jayman 建成 , 位於寧��街 , 開放式設計 , ��一� ,
主層�實木�� , �大客��壁爐 , �木廚��中�島 ,
光猛�� , �大 3 �� ,2.5 浴廁 , �大雙車� , 步行至
學校��只� 2 �鐘� 130
大��場只� 5 �鐘� $395,000

東南 McKenzie Towne ��小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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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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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1365 呎 , 土庫�部完成 , ��向
南光猛開陽 , �屋翻� , �屋一樣 : �中��
� , �製屋頂 , ��� , �油漆 , 不�鋼家� ,
客��壁爐 , 主人��拱形天� ,3 �� ,3.5
浴廁 , 步行至學校,�
場���只� 5 �鐘�$399,900

東北 Coventry Hills ��小學��場

新
上
市

美停止金援世衛美停止金援世衛

樣本，這讓科學界無法得到關

鍵的數據。」「假如世衛組織盡

了自己的職責，派醫療專家進

入中國，客觀評估當地局勢並

點明中國缺乏透明度，疫情的

爆發本可以控制在源頭而沒有

多少死亡。」

同一日白宮經濟顧問納瓦

羅（Peter Navarro）對福克斯

新聞表示，世衛基本上是在向

公眾隱瞞信息，「他們手上沾著

鮮血。」他說：「川普總統要求

對事件的發生，以及中國在世

衛組織中可能扮演的角色進行

全面調查，我認為絕對正確。」

總統的決定得到了大部分共

和黨議員的支持，共和黨參議

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
說：「世衛組織已經變成了中國

共產黨的宣傳分支，充滿了中共

的辯護士。在這場緊急危機中辜

負了世界。」（下轉 A2）

A2 天子的悔過書——
罪己詔C4雙語報導

Bilingual

追責
前奏
Prelude to Pursuing Accountability: U.S. Stops Prelude to Pursuing Accountability: U.S. Stops 
Funding WHOFunding WHO

Getty Images

  On April 14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nounced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ill inves-
tigate the mismanagement and 
concealment of the pandemic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During the investiga-
tion, the U.S. is suspending the 
funding to the WHO, which ac-
counted for 15% of the WHO’s 
budget in 2019, exceeding $400 
million USD, while China con-
tributed $44 million. 

A Costly Mistake
  As of the 15th, 2 million cases 
and 120,000 deaths are confirmed 
worldwide. Due to testing diffi-
culties in many areas, the actual 
number could be higher. 
  At the White House Daily Press 
Conference on the 14th, Trump 
stated what he saw as the WHO’s 
mistakes, including gullibility in 
believing the Chinese govern-
ment’s claims. He stated that “the 
delays the WHO experienced in 
declaring a public health emer-
gency cost valuable time” and 
“had the WHO done its job to 
get medical experts into China to 
objectively assess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and to call out China’s 
lack of transparency, the outbreak 
could have been contained at its 
source with…very little death 
by comparison.” The majority of 
Republican lawmakers also sup-
ported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WHO’s Response 
On January 14, WHO tweeted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
sion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Jessica Chen, Peter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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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世衛部分事例

（接 A1）1 月 14 日， 世

衛採用北京官方的說法，在推

特上表示，未有證據顯示武漢

肺炎的病毒會人傳人；1 月 23
日武漢封城後，世衛拒絕宣布

「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1
月 28 日，譚德塞與中國外交部

長王毅見面。譚德塞表示，不

建議各國從武漢撤僑。 1 月 30
日，世衛宣布疫情為「國際公

共衛生緊急事件」，譚德塞同

時讚揚中國為了保護其它國家

做出努力。

2 月 3 日，譚德塞對各國

重申，不需採取措施對中國

旅遊和貿易產生「不必要的干

擾」；2 月 28 日和 3 月 2 日，

譚德塞兩次拒絕承認「疫情大

流行」。

3 月 11 日，世衛宣布疫情

全球大流行，此時疫情已蔓延

至 117 個國家和地區。

譚德塞的特殊背景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

譽教授明居正 14 日在臺灣政

論節目上指出，譚德塞是衣

索比亞極左派馬列主義政黨

「提 人 陣」（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的 重 要 成

員。這個政黨曾有過大規模人

道迫害的記錄，也有過大規模

屠殺與饑荒的記錄，至今名列

美國馬里蘭大學的「全球恐怖

主義資料庫」。在譚德塞 2017
年當選成為世衛首位非籍秘書

長時，同時是「提人陣」的政治

局委員，享有黨政大權。明居

正說「雖然不清楚譚德塞個人

的政治立場與言論，但他的政

黨屬性已經可以作為判斷」。

美停止金援世衛美停止金援世衛

北京對世界組織的 
掌控力

美國提出批評的還有聯合

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聯合國的反應並不

令外界意外。 2019 年 4 月《新

美國》雜誌發文指出，中共已經

將其代理人安插在整個聯合國

和「全球治理」機構中。現在任

上的中國官員包括：中國郵電

部推薦人選趙厚麟任國際電聯

（ITU）秘書長，大力推動北京

當局「一帶一路」戰略；中國央

行副行長朱民、張濤先後任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副總

裁；財政部官員楊少林（Shaolin 
Yang）擔任世界銀行首任常務

副行長兼首席行政官。

即使北京擁有最糟糕的人權

記錄，今年 4 月 1 日，聯合國

人權理事會協商小組成員也納入

了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

的公使蔣瑞。

美方追責

15 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

示，美國將試著「從根本上改

變」世界衛生組織，確保世衛在

保證美國人的安全上發揮實際

作用。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托德．

楊（Todd Young）等 7 位國會

議員向譚德塞發函，要求包括

他在內的多名世衛高層官員，

提供去年 10 月 1 日到今年 3 月

12 日之間，所有關於疫情的電

子記錄、書面材料、硬碟、電

子郵件往來和簡訊內容。

參 議 院 國 土 安 全 委 員

會 主 席 約 翰 遜（Sen.Ron 
Johnson,R-WI）表示，委員會

將成立調查小組，對病毒起源

以及世衛組織的角色等問題進

行全面調查，包括「整起事件是

從哪裡開始的？（病毒）是從

動物轉移到人類身上的嗎？是

從中國的實驗室來的嗎？」

加政府態度不明朗

在 15 日加拿大政府疫情每

日簡報會上，北京和世界衛生組

織是否在初期隱瞞疫情，導致病

毒全球大流行等問題成為焦點。

對於記者不斷追問，總理特魯多

始終未作出清晰地表態，只強調

現階段做好加拿大本身的抗疫工

作。保守黨領袖熙爾則表示擔

憂，「我們已經看到了專制、踐

踏人權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如何對

世衛組織產生過分影響。」

此外，譚德塞的高級顧問、

加拿大醫生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曾領導世衛代表團今

年早些時候前往中國考察疫情。

加拿大眾議院衛生委員會 15 日

投票表決，召艾爾沃德在 5 月 1
日之前出席質詢會。

多位評論者認為，美國川普

政府對世衛進行的「審查」，不

僅有助於全球防疫，並將遏制北

京對國際組織的操控；徹查世衛

與中共的關係，也將為日後相關

國家向中共索賠添足證據。

3 月 26 日， 美 國 威 州

（Wisconsin）參議院議長羅斯

（Roger Roth）在一離奇事件後

向北京駐芝加哥領館提出嚴正抗

議，這事件記載在 4月 14日《國

家評論》中：一名自稱「負責中

國－威州關係」的女士吳婷（音

譯）利用個人 Hotmail 帳號向

羅斯發了郵件，要求他「通過決

議表達與中國人民團結抗疫」。

報導指出，威州參議院在 3
月初收到電郵，確認後發現，吳

女為北京駐芝加哥領館總領事趙

建的妻子。令人震驚的是，這封

電郵還顯示了一份由中方擬定的

模擬決議，其中預期威州能以

中領館的名義通過這項決議，

並寫道：「中國透明及迅速地向

世衛（WHO）公開疫情，為其

他國家及時反應建立渠道；」以

及「（B 部分）威州將持續支持

中國」、及「（C 部分）威州鼓

勵美國聯邦政府繼續跟從 WHO
指引並與 WHO 合作」等。

羅斯說，他在 3 月 10 日還

收到一封中領館內部的跟進電

郵，「我很憤怒，因為（中方此

時提出這樣的要求）是正值美

國疫情惡化、以及真相逐步顯現

之時。」

他說：「我只給他們回了一

個字：瘋子（nuts）。」

羅斯還決定召集內會，並針

對中共政權的行為擬定了另一份

決議，其中寫道：「有鑑於此，

威州參議院認為有必要謹慎打擊

中共的外宣系統，防止錯誤信息

傳播，包括杜絕『病毒起源於中

國以外』的說法。」

目前威州參議院正對上述決

議進行表決，其 2 個關鍵點包

括：「威州參議院認為中共故意

誤導全世界，壓制國內武漢肺炎

疫情統計及傳播信息，不顧早期

病毒可能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明

確警告，並讓數百萬人到（湖

北）省外甚至中國以外，以及

持續打擊迫害尋求真相的民眾，

這導致了這場近代規模最大的全

球大瘟疫。」

議案還包括：「威州在此聲

援中國人民，並對中國共產黨的

行為予以最強烈的譴責，全世界

數百萬人因中共的疏忽和惡行而

面臨疾病和死亡的危險。」

羅斯向媒體表示，他的決

議案絕不是「排外主義」，他

的立場是以中國人民的福祉為

先。他接受《威州觀察者》訪問

時說：「我認為這事件是催化

劑，我們要把這件事拿出來，

我想要站在中國人民的一邊」。

至截稿日議案尚未公布辯論及

表決日期。

▲趙厚麟（左）任國際電聯（ITU）秘書長；中國央行副行長張濤（中）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副

總裁；楊少林（右）任世界銀行首任常務副行長兼首席行政官。（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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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consin Senate President Handles Chinese Consulate the Right Way 

 On April 14, National Review 
published an articlei describing 
how a woman named Wu Ting who 
identified herself as “responsible 
for China - Wisconsin relations” 
sent Roth an e-mail on March 26 
from a Hotmail account requesting 
he “consider adopting a resolution 
expressing solidarity with the Chi-
nese people in fighting the Coro-
navirus”. National Review claims 
that Wu confirmed her identity as 
wife of Chicago Chinese Consul 
General Zhao Jian when asked for 
comment.

  “The Consulate General wonders 
if the Wisconsin State Senate could 
consider adopting a resolution ex-
pressing solidarity with the Chi-
nese people in fighting the coro-
navirus. It [sic] yes, it would be a 
great moral support to the Chinese 
people combating the disease,” the 
e-mail read.

  What is yet more alarming is that 
Wu’s e-mail included a custom-
tailored resolutionii that the Wis-
consin Senate was expected to pass 
on the Consulate’s behalf, which 
included verbiage such as “Where-
as China has been transparent and 
quick in sharing key information 
of the virus with the WHO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us 
creating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other countries to make timely 
response”, with resolutions most 
notably including “(B) the State 
of Wisconsin will continue to sup-

port China in its effort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and (2) the 
Wisconsin State Senate encourages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continue to follow the WHO rec-
ommendations and work together 
with the WHO and other countries 
toward the goal of preventing the 
virus from taking more lives.”

  Roth told the Wisconsin Examine-
riii he received a follow up request 
on March 10, which was later con-
firmed as legitimate through gov-
ernment channels.

  “Then I got mad, because that’s 
when [CCP Virus] cases started 
cropping up here and you saw the 
problem exacerbated as we started 
to learn the truth,” Roth said.

  “I just sent them back a one-word 
response. I said ‘nuts.’”

  A furious Roth decided to answer 
the call by having his team draft 
their own resolution for the Chi-
nese Communist regime insteadiv.

  “Whereas, the Wisconsin State 
Senate deems it necessary and 
prudent to combat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propag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need to push back on the claims 
that the virus originated anywhere 

but China” states the Resolution.

  Ultimately, the Wisconsin Senate 
now has to vote to resolve two key 
points:

  “Resolved by the senate, That 
the Wisconsin Senate acknowl-
edge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deliberately and 
intentionally misled the world, 
suppressed vital information on 
the statistics and spread of the 
Wuhan Coronavirus both do-
mestically and abroad, allowed 
millions of individuals to travel 
outside of the province and coun-
try despite clear warnings that 
the virus could be transmitted 
person-to-person,  and  engaged  
in  active  suppression  and  per-
secution  of  individuals  looking    
to truthfully discuss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Coronavirus, which 
has led to a global pandemic the 
likes of which has not been seen 
for generations”

And:

  “Resolved, That the Wisconsin 
Senate hereby stands in solidarity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condemn-
ing the ac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strongest pos-
sible terms, and acknowledges that 
millions, both in China and around 

美威州參議院長智對中領館
the world, are at risk of illness 
and death due to the negligence 
and hostile ac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oth was careful to elucidate that 
his Resolution was not a case of 
xenophobia and that his stand was 
made with the well being and in-
terests of Chinese citizens in mind.

  “I think this really can be the cata-

lyst by which those great people are 
allowed to rise again, adds Roth. 
“So that’s why I’m bringing this 
forward, because I want t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He told Wisconsin Examiner.

  No date has yet been announced 
for debate and voting on the Reso-
lution. Next week’s extraordinary 
session is scheduled to be limited 
to a relief bill.

On March 26, President 
of the Wisconsin State 

Senate, Roger Roth (R-Ap-
pleton), introduced a scath-
ing resolution against the 
both the Chinese Commu-
nist Party and the Chicago 
Chinese Consulate-General 
after a bizarre and overt 
instance of attempted sub-
version came to light.

Roger Roth (Wisconsin 政府網站)

追責前奏 WHO declared an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n 
January 30 after Wuhan’s lock-
down. On March 11, the WHO an-
nounced a global pandemic after 
Tedros had refused to do so twice. 
By the time the virus had spread to 
117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Tedros’ Background
Daily Mail reported on April 8 that 
Tedros was a key personnel of the 
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TPLF) in Ethiopia, a far-left 
Marxist-Leninist party with a his-
tory of persecution and slaughter, 
before he studied in UK. Tedros 
was still a TPLF Politburo mem-
ber when he was elected to Direc-
tor-General of the WHO in 2017. 

Beijing’s Grip on World 
Organizations

An April 2019 article from New 
America magazine not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placed its proxies throughout 
the United Nations (UN) and other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such as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and vice presid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U.S. Continues the Pursuit
Several members of US Congress 
have sent letters to Tedros, request-
ing him and other top WHO offi-
cials to provide the contents of all 
records related to the epidemic be-
tween October 1, 2019 and March 
12, 2020, as the Senate Homeland 
Security Committee will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into is-
sues including the origin of the virus 
and the role of WHO. 

Canada’s Response
  On April 15 Canadian govern-
ment’s daily epidemic briefing, 
Prime Minister Trudeau’s response 
to the Beijing and WHO’s attitude 
remained unclear, while Conserva-
tive leader Scheer expressed his 
concern on the issue. Bruce Ayl-
ward, leader of the WHO COV-
ID-19 investigation team to China, 
was also vot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Health Committee on 15 
to appear for questioning by May 1.
  Many believe US’s investiga-
tion will aid prevention of  blobal 
epidemic and limit Beijing’s control 
ov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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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15
日 宣 布， 放 寬 緊 急 救 助 金（Canada 
Emergency Response Benefit,CERB）

申領標準，擴大發放範圍。現在因疫情

失業的季節工，用完就業保險（EI）福

利的季節工和因工時數減少月薪達不到

1000 加元的人，因疫情而無法找到工作

或重返工作崗位的工人，都具備資格申

領 CERB 了。

已有600萬人申領CERB
特魯多表示，截至 15 日，已經有

600 萬人申請了 CERB 救助金，現申領

資格放寬後，更多需要接濟的人士可以有

資格申領。

「也許你是志願的消防員、或者是可

以替班的合同工、或者在雜貨店兼職。即

使你仍在工作，或者想重新開始工作，都

可以在領取工資的基礎上再申請救助金，

以增加收入。」特魯多說。

政府已經表示，他們一直在尋找讓儘

可能多的人繼續工作、同時收入得到保障

的方法。

按照原來的規定，要想有資格申請

CERB，必須在過去 12 個月或 2019 年

全年賺取至少 5000 元，並且必須直接因

為 COVID-19 大流行而失業。

為一線工人漲工資

另外，特魯多還承諾為一些從事必要

工種的一線工人漲工資。

COVID-19 大流行令某些低收入行

業難以招到足夠的人手，包括在醫院和長

期護理中心的一線工作人員，從事食品供

應的工人或必要的零售業的工人。

加拿大聯邦政府將與各省和地區合

作，通過一項新的轉移支付，為疫情期

間從事必要工作的低收入（月收入低於

2,500 加元）人員提供臨時性的津貼，將

由聯邦和省（地區）兩級政府共同支付。

這將為那些在醫院第一線工作的人，那些

在長期護理中心照顧老人的人，那些辛勤

工作確保餐桌和超市貨架上有食物的人，

以及其他的人，提供了急需的幫助。細節

將很快公布。

此次政策調整，與聯邦保守黨的努

力密切相關。保守黨一直批評之前的

CERB 的申領資格鼓勵人們不工作，因

為人們要領取補助金就不能有任何收入，

這導致很多人為領福利而不敢工作，造成

超市、農場等關鍵部門人手短缺。

「事實是悲慘的和令人擔憂的。我們

照顧老年人的地方特別脆弱。」特魯多

說，「我們需要提高基本工人的工資。我

們知道，過去幾週這些設施的條件變得更

加困難，他們現在需要支持。」

特魯多表示，16 日將與各省和地區

領導人會談，他們將商定盡快提高一線工

人的工資。

聯邦通過730億元 
企業薪資補貼項目

為支持企業在疫情期間儘可能保持運

營並盡量減少裁員，聯邦眾議院 11 日舉

行緊急會議，通過了 730 億元企業薪資

補貼項目（wage subsidy program，C14
號法案）。該項目將對受到疫情影響的企

業和員工提供經濟支援。

聯邦政府將向公司支付員工正常情況

下可得薪水的前 58,700 元的 75%，每週

最多支付 847 元，最多支付 12 週。津貼

可回溯到 3 月 15 日開始支付，3 月份失

去了 15% 收入和 4 月及 5 月失去了 30%
收入的公司都可獲得該津貼。

聯邦財長莫紐（Bill Morneau）說，

該筆款項將在兩週到五週內發給企業，政

府將努力盡快啟動這一項目。

【看中國訊】加拿大樞密院主席勒布

朗（Dominic LeBlanc）表示，自由黨政

府正在考慮出臺立法，將有關新冠病毒的

虛假信息定為犯罪；但此提案引發了加拿

大人對「政府越權」的擔憂，保守黨人士

質疑此提案的動機不純。

勒布朗表示，他已經和其他內閣部

長，包括司法部長討論過此事，如果政府

決定跟進，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來起草立

法。此前英國國會議員科林斯（Damian 
Collins）呼籲立法懲罰在網上散佈關於

COVID-19 病毒的虛假信息的人，勒布

朗表示他對這個呼籲很感興趣。這位英國

議員柯林斯發起的一個名為《Infotagion》
的網站，該網站聲稱使用可信賴的官方消

息來源，如使用世界衛生組織 (WHO) 等
的信息來「打擊關於 COVID-19 的虛假

信息傳播」。但事實上，最近世衛組織

的公信力受到巨大質疑。

加拿大資訊安全保障機構（CSE）一

直在監控疫情期間網路狀態，並清除網絡

犯罪份子設立的虛假網站。CSE 發言人

福曼說：「COVID-19 給網絡犯罪份子和

詐騙分子提供了有效的誘餌，鼓勵受害者

訪問虛假網站，打開電子郵件附件並點擊

鏈接。這些郵件通常冒充衛生機構，甚至

冒充加拿大政府。」

加拿大的憲法自由正義中心 (JCCF)
的 律 師 比 爾 迪（Lisa D.S.Bildy） 對

《LifeSite 新聞》表示，政府必須確保和尊

重公民自由交流自己想法的權益。「政府

似乎是把對趁機詐騙的擔憂和對『錯誤信

息』造成『傷害』的擔憂混為一談」，他指

出，「如果政府認為有錯誤信息在傳播，他

們可自由地利用其廣泛的平臺，包括每天

的電視簡報會，傳播更準確的信息。」他還

說，正是中共對醫生言論的審查，才「使

我們陷入了當今這個爛攤子」。

在今年 2 月，自由黨政府中遺產部

長吉爾伯特（Steven Guilbeault）在接受

CTV 電視臺採訪時表示，網上新聞網站

應該像廣播電臺和電視臺一樣，需要獲得

執照。相關的自由黨政府報告要求向被認

為有左派色彩的加拿大廣播公司（CBC）

增加 12 億的資金，報告表示在阻擊假新

聞方面，CBC 網站方面要發揮了「關鍵

作用」。

保守黨領袖謝爾 (Andrew Scheer)
對相關提案表示懷疑，他說，「總理對中

國的獨裁政權欽佩不已，對卡斯特羅這個

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古巴領導人）讚

譽有加，難怪加拿大人對此表示懷疑」。

【看中國訊】週一（4 月 13 日），總

部位於渥太華的 Spartan Bioscience 生物

科學公司開始生產及銷售一種快速攜帶型

病毒檢測儀，1 個小時內可出檢測結果。

該公司首席執行官林博士（Paul 
Lem）表示，他們已簽訂合同，為聯邦政

府、安省、魁省和亞省生產 COVID-19
快速檢測設備。安省和亞省已經分別預訂

了 100 萬和 10 萬個 Spartan 檢測儀。

測試方法簡單便捷

Spartan 測試儀只有手持咖啡杯大

小，攜帶方便，測試無需通過大型聚合酶

鏈反應儀進行處理，而只是通過手持式

DNA 分析儀處理。分析儀帶有自己的測

試盒和專有的拭子，拭子用於收集患者的

樣本，檢測時將兩個拭子插入儀器中，在

約 1 小時內，就可出結果。如果檢測出

病毒，儀器上的燈就會亮，而且自帶拭子

不需另外使用棉簽（全球棉簽短缺）。每

個檢測儀每天可以處理大約 10 至 15 個

樣本。

利於偏遠地區和無感染人群

該檢測儀可以讓醫院和其醫它療機構

獨立測試患者，無需將樣品發送到省或國

家實驗室。這對於無法使用大型分析機的

偏遠地區、原住民社區、機場、邊境口

岸、醫院、藥房、診所和一般社區等地方

非常有利。

林博士說，最近幾天公司訂單如潮。

加拿大各地的私營公司、醫院都急於用它

對員工進行 COVID-19 篩查，幫助未受

感染的人員返回工作崗位。

【看中國訊】來自多個國家的一百多

名政要、學者、中國問題專家近日發表

公開信指出，中共當局對武漢肺炎疫情

的掩蓋是導致全球疫情爆發的主要原因。

4 月 14 日，加拿大的麥克唐納 - 洛
裡耶研究所、英國的亨利 · 傑克遜協會和

捷克的安全政策歐洲價值觀中心，在各自

的網站上同時發表了一封寫給「中國公民

和海內外中國之友」的公開信。

公開信指出，造成武漢肺炎全球大流

行的問題根源在於中共當局對湖北省武漢

市疫情爆發的隱瞞。

這次全球危機也是許多人數十年來容

忍、支持的中共政權引起的。世界衛生組

織就受中國政府的影響，在剛開始時淡化

了疫情。

公開信中說，這種對疫情的掩蓋是

「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揭露真相的

醫生被訓誡，3 位公民記者下落不明。

三個智庫發表的公開信聲明：「儘管

我們尚不清楚該病毒的確切來源和初始傳

播，但起源問題仍然非常重要，對於中國

人民和全人類來說：只有了解這種全球性

災難是如何發生的，我們才能防止它再次

發生。」

這是對本月初百名中國學者在《外交

學人》上的公開信的回應。這些中國學者

把對中國政府的質疑和批評稱為「將新冠

疫情政治化、污名化的聲音」。

在公開信簽名的，除三個智庫的學

者外，還有一百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專

家、學者、政要。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教授 Aaron Friedberg、紐約大學美亞

法律研究所創始主任 Jerome Cohen、
歐 洲 議 會 成 員 Andrius Kubilius、 英

國議員 Andrew Adonis、前英國內政

部 長 Norman Baker、 英 國 大 學 教 授

Dibyesh Anand、澳大利亞歷史學家

Geremie Barmé，加拿大前司法部長

Irwin Cotler。英國、澳大利亞、立陶宛

和愛沙尼亞等國家的一些議員也簽署了

此公開信。

【看中國訊】特魯多 14 日宣布，自當

日午夜開始，從境外回到加拿大的無症狀

旅客，如果沒有提供可信的隔離計畫，將

被要求在政府指定地點隔離 14 天，例如

酒店等。

聯邦政府將為在指定地點隔離的人支

付住宿費用。這項新規定將寫入現行的隔

離法（Quarentine Act）中。

特魯多指出，全國恢復經濟還需幾

週。同時，加拿大加強了對美 - 加邊境的

管制，縮短了 27 個邊境站的開放時間，

自 15 日 23 時 59 分起生效。亞省境內

Del Bonita 邊站開放時間變更為週一至

週五早 9 點至晚 17 點。

聯邦放寬救助金申領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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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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脛骨痛、膝關節痛、腰痛、糖尿病

各大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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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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政府擬立法打擊假信息 引爭議

COVID-19快速檢測儀渥京問世 1小時出結果

（Adobe Stock）

入境者必須隔離 加國強化邊境管制

多國政要及學者聯署公開信：隱瞞疫情危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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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貿易受重創

日本《朝日新聞》報導，自疫情爆發

後，日系汽車今年 2 月份在中國的生產大

幅下滑，日產汽車生產量減少 87.9%，

在湖北省武漢市設有工廠的本田汽車公司

的產量大幅減少 92%。此外，由於來自

中國的零部件供應停止，導致日本製造商

無法取得必要零件，日本國內的汽車生產

線也減產 29.3%。

此外，日本在中國的口罩廠商，原本

100% 銷往日本的口罩被中共強行徵收，

到 6 月底之前也被禁止銷往日本。

日本政府 4 月 9 日宣布從經濟刺激

計畫中撥出 2435 億日元（22 億美元）

幫助日本製造商從中國遷回日本。《日經

新聞》4 月 15 日報導，安倍晉三在首相

官邸召開緊急經濟對策會議上，曾直接

了斷地說：「在中國的產業鏈存在致命問

題，必須消除這種高度依賴的風險，高附

加值的產業遷回日本，其他的向東南亞國

家分散，確保產業鏈的多元化。」

根據中國日本商會發布的《中國經

濟與日本企業 2019 年白皮書》，中國是

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外商投資方面，

2018 年，日本對華投資實際使用金額

38.1 億美元，日企在中數量最多，為

23,094 家，約佔外資企業總體的 7.9%，

直接或間接用工人數超過 1000 萬人；在

全球貿易供應鏈上，中日也聯繫緊密，中

國進口的機床及核心部件主要來自日本，

然後在國內進行零部件加工，再向全世界

出口。

美高額資助企業回流

繼日本宣布幫助企業從中國遷回本土

後，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於同日表示，

美國也應為離開中國回流美國的企業負

擔搬遷費用。他在《福克斯新聞》節目中

說，「一種方法是向美國公司支付搬家費

用」，例如，可以將企業的回流支出，包

括廠房、設備、智慧財產權結構、裝修等

100% 費用，由政府來買單。

對於這一消息，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認為：「一些企業可

能還在觀望，還在考慮撤回的成本，現在

美國政府願意出錢，他們肯定趨之若鶩。

美國 UCLA 安德森管理學院經濟學

家俞偉雄表示，2 月份疫情在中國開始流

行的時候，歐美的 iphone、汽車等企業

都非常恐慌、著急，不知該怎麼辦，因為

主要工廠都在中國。但等到 3 月份歐美

疫情嚴重急需藥品、醫療物資時，結果

發現多數也在中國製造。「疫情全球大流

行，讓歐美國家的政府跟企業瞭解到，這

個所謂的全球產業鏈是有多麼脆弱。

中企危機不同以往

根據公開數據，2019 年上半年，美

國企業對中國的投資額達 68 億美元，

美、日、臺、韓、德等國家和地區一直以

來是中國前十大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來源國，近十

年來，FDI 總量佔中國 GDP 比重達 41%
到 48%，是支撐中國經濟成長的穩定力

量。

《自由財經》報導，若以中國就業人

口約 7.8 億人計算，外資影響的中國就

業人數，約達 8580 萬人到 2.18 億人。

如果全球產業脫中，將直接影響到中國 2
億人口的就業，並波及到其 5 億家庭人

口。

「玻璃大王」曹德旺日前表示，目前

中國企業遇到的危機和以前遇到的危機完

全不一樣，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供應鏈

已經斷掉了，海外市場需求萎縮，經過這

次疫情，會有很多小工廠倒下。

曹德旺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世

界各國立足於全球化，每個國家的產業鏈

都無法獨善其身，必須嵌入到全球的產業

鏈中。但這次疫情之後，各國著手構建更

獨立、完整、安全的產業鏈，會減少對中

國的依賴，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會是一個

趨勢。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導】

4 月 8 日，中共當局宣佈武漢解

封，此後大陸官媒也全力開動宣

傳機器，渲染解封後的武漢一

派「繁榮景象」。 然而民間卻

不斷有消息披露，當地很多社區

持續出現新增病例。日前，旅居

加拿大魁北克的劉先生向《看中

國》披露，他在武漢的親戚已經

七八十天沒出門了。

他說，「到現在還不知道什

麼時候能出去，今天早上又發了

新通知，呼籲大家不要聚餐和不

要聚會，可能很快就要加大封城

力度了。」

劉先生認為，中共這次解封

的政策很明顯，對於武漢本地

人，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有工

作的，另一種沒工作的或者公司

在疫情期間倒閉的，你就老老實

實在家待著。「解封本來就是一

個文字遊戲，因為你沒有通行證

是出不了社區的。如果你把它想

的簡單一點，就像集中營一樣，

如果你要去工廠上班，你就可以

離開集中營。如果你沒有在任

何工廠工作，你就只能待在裡

面。」

感染人數再度攀升

當被問及是否相信武漢疫

情已經得到控制，可以復工復

產時，劉先生回答說：「怎麼可

能控制住呢？從 12 月 9 日的 7
個人感染，到 2 月份的將近 50
萬到 60 萬人感染，中間隔了不

到 50 天，如果再有 7 個人感染

很可能再爆發的，也就幾十天

的事情。」

劉先生補充說：「武漢有 3
千台有創呼吸機，這是前天公佈

的，就是需要切開氣管來使用的

呼吸輔助機器。據我所知，武漢

的有創呼吸機一個病人只給用三

天，如果救活就救活了，如果救

不活就拔管。衛生部文件說安裝

上有創呼吸機的病人，80% 都

死掉了，粗略估算死亡的人數應

該在 5 到 10 萬之間，這還不算

死在家裡的那些人。這是公開

的，3 千台有創呼吸機，可能整

個（加拿大）魁北克省都沒有

這麼多！所以，是他們的數字導

致了全球的爆發，因為基於他們

的數字，這只是一個小病。如果

他們把真實的數字提早爆出來，

那麼歐洲北美或加拿大都不會出

現這樣的問題。

親友1月初就被感染

劉先生氣憤表示：「我國內

的親人都在漢口，我的親戚朋友

裡面最早被感染的人是在 1 月

10 號。 1 月 10 號意味著什麼？

到了 1 月 20 號左右，整個漢口

就都有人感染了，這些人主要

集中在地鐵沿線和醫院，大批

的人感染，我家裡親人也是在 1
月的 15、16 號感染的。 到了 1
月 20 到 22 號之間，基本你在

外面就會被感染，這個時候就徹

底失控了。

最後，記者問及目前武漢民

眾是否得到政府的實際救助時，

劉先生回答說 :「從來都沒有，

過去也沒有，不但沒有，他們還

通過政府招募一些流氓和親戚做

為所謂的社會義工。居民到超市

去買東西，比如買 1 瓶水花了 1
元人民幣，可是他們卻賣給居民

4 元，如果你不通過他們買，就

只能等在家裡餓死。那些義工都

是與共產黨政府有關係的人，都

是流氓！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報

名當義工給社區買東西的， 3 個

月以來都是這樣的。」

政府紅頭文件壓制媒體

15 日《新新聞》取得一批官

方資料，其中有一份中國國家

衛生健康委員會（衛健委）1
月 3 日發出紅頭文件〈關於在重

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

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

管理工作的通知〉顯示，當時已

將武漢肺炎病例樣本歸類為「高

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類）」

進行管理。三號文規定，各相

關機構應按省級以上衛生健康

行政部門的要求，向指定病原

檢測機構提供生物樣本開展病

原學檢測，並做好交接手續；

未經批准，不得向其他機構和

個人提供、散佈檢驗結果。由

此可見，衛健委早於 1 月初就

已部署了相關疫情工作，並選

擇將消息壓下，不對外公開。

此外，另一份由北京官媒提

供給政府高層的「內參」文件中

揭露，去年 12 月下旬就已有數

家基因工程公司發現「類 SARS
冠狀病毒」，且已呈報給武漢

市、湖北省及中國國家衛健委，

但中共政府卻選擇嚴密封鎖消

息，並於去年 12 月 31日起，向

武漢當地醫生、教授發出警告。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

重挫中國經濟，北京自 3 月起

力推復工復產挽救經濟，但仍因

國際訂單減少而面臨巨大財政壓

力。然而更離奇的是，多日來大

陸多地企業及工廠離奇失火，似

乎雪上加霜。

從社交媒體熱傳的視頻

中，本周多地糧倉、廣東多個

工業區、江蘇揚州廣陵產業

園、浙江紹興專門負責外貿羊

毛衫的廠區、張家口市康保縣

聚寶山濟民食品有限公司、張

家口市康保縣聚寶山濟民食品

有限公司、黑龍江省牡丹江、

秦皇島口岸倉庫、甚至是國務

院 100% 持股的深圳福田中信

證券大廈也在失火之列，這些

廠房幾乎都是外貿企業。

這一連串失火引起人們熱

議，不少人質疑因為生意難做，

一把火燒掉廠房至少有保險理

賠。民運人士唐柏橋分析，這種

大火或會形成新的「產業鏈」：

「有人負責縱火，保險公司負責

賠償；有人負責重建，於是失業

率問題就解決了。為了亮麗的統

計數據，全民坑爹。」

【看中國訊】3 月 16 日，中

國長征七號甲運載火箭發射失

敗。時隔 24 天，4 月 9 日，搭

載印尼 PALAPA-N1 通信衛星

的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也沒能成

功入軌，星箭最終墜毀，成為中

國今年的第二次火箭發射失利。

另外，3 月 24 日，委內瑞拉一

號衛星太空突然失效，這顆衛

星由中國研發，於 2008 年由長

征 -3B 運載火箭送入軌道，預

計使用壽命為 15 年。如今卻偏

離軌道並停止運行。

港媒報導指出，目前尚不清

楚中國火箭發射失利是否會對今

年的其它發射計畫造成影響。但

是，長征三號乙此次發射失敗，

難免會讓其他國家質疑中國的航

天發射能力，影響中國航天產品

拓展海外市場。

相較新一代的長征七號，長

征三號乙技術較為成熟，其發射

失敗，更受關注。在此之前，作

為中國用於商業衛星發射的主力

火箭長征三號乙過去共有 67 次

發射，其中只有兩次是完全失

敗，第一次是首飛的時候，還有

一次就是這次。另外兩次雖然沒

有完全成功，但衛星仍然可以進

入預定軌道。

有分析認為，中國火箭發展

依賴美國晶元，在中美貿易戰後

美國政府加強管制晶元出口，使

中國直接受到衝擊。也有業界人

士猜測，此次發射失敗可能是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疫情影響，因

疫情原因，中國航天工業剛剛復

工不久，可能是是因為個別零件

或關鍵性技術出現偏差導致火箭

運力不足，發射失敗。

日美企業撤資 中資危機空前

▲浙江省紹興市全國最大的娟絲

羊毛衫廠著火了，訂單都是外貿

出口的。上面要求復工，但是沒

有訂單。

▲4月14日早上，河北省張家口

市康保縣聚寶山濟民食品有限公

司發生火災。

廣東省肇慶市

悅城金順通陶

瓷廠發生火災

事故。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席

捲全球，危害人類健康同時，也

曝光了中國大陸社會諸多弊病。

日本、美國政府日前相繼宣布，出

資幫助在中企業遷回本土，並阻

止中資獲取關鍵技術。

中國航天一月內三次事故

日本車企生產作業。（Getty Images）

武漢解封只是文字遊戲？【採訪】

（Getty Images）

中國長征七號火箭

▲江蘇省揚州廣陵產業園內一汽

車配件廠著火。網友：著火成

功，老闆應該能睡個安穩覺了。

（圖片來源：頻截圖）

▲

力推復工 大陸多地工廠離奇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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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鐘靈綜合報導】卡城房地產

協會（CREB）公布最新數據，4 月中期

房產銷量對比去年同期下跌 62.63%，而

新上市房產數量也顯著下跌 61.37%。房

價中位數則下跌 1.74%，為 39.5 萬。

月度房價及供應減少

數據顯示，截至 4 月 14 日，去年

同期卡城房地產交易量為 653 宗，今年

則僅 244 宗，下跌 62.63%；新上市房

產有 603 件，比起去年同期 1,561 件減

少 61.37%。目前在市場上仍有 5,791 件

待售房屋，比起去年同期 7,065 件減少

18.03%。

早前 CREB 曾表示，雖然市場冷

淡，但供應減少有助穩住房價。不過對

比去年同期，卡城房產中位數仍然下跌

了 1.74%，報 39.5 萬；平均房價下跌了

5.62%，報 42.95 萬。主要原因與今年初

房市預期樂觀、發展商預定新房供應量增

加有關。

今年至今房價下跌2%
CREB 顯示，如果以截至 4 月 14 日

年度數據計算，2019 年交易總數為 3,754
件，2020 年為 3,478 件，差別在 10% 之

內；房價中位數從去年的 40.2 萬上升至

40.7 萬，但平均價格從 45.74 萬下跌至

44.78 萬，下跌 2.09%。待交易量從 97
宗下跌至 41 宗，跌幅為 57.73%。

如果只看 4月 8日至 14日一週數據，

房價跌幅僅為 0.35%，或反映房價跌幅已

接近穩定。早前 CREB 報告也指出，市中

心、西南、東北房價跌幅較大，拖累房市

表現，而西北及北區房價則較為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房產上市日數（Days 
on Market）有所下跌，從去年同期的平

均 63 日下跌至 57 日，反映市場上有實

質購房需求的買家數量增加。

有關數據反映 2020 年初期、肺炎疫

情尚未爆發時，房產市場有回暖跡象，供

應及需求都穩定增加，市場交易開始活

躍，不過近月受疫情及油價衝擊影響，市

場轉向觀望態度，但市場上仍充滿有實質

購房需求的買家，這有利短期內維持房價

及疫情過後的房市復甦。

卡城房產4月中銷量下跌6成

全球
地產資訊

【看中國訊】雖然加拿大各地罷付房

租的呼聲此起彼伏。但最新數據顯示，

在全國，絕大多數的房客都交了 4 月份

的房租，不過亞省租客交租金的比例稍

低。專家預計到 5 月份交房租的人可能

會減少。

CIBC 銀 行 副 首 席 經 濟 師 塔 爾

（Benjamin Tal）日前對媒體表示，受武

漢肺炎疫情衝擊，雖然有高漲的罷付 4
月份房租呼聲，但事實上約 85% 的加拿

大租客部分或全額支付了當月租金。

另外，SVN Rock Advisors 租賃經

紀公司也公布了報告，結果類似。報告顯

示，多倫多和溫哥華約有 90% 的租客交

了 4 月份的房租；魁北克，70% 的房客

交了房租；亞省石油價格走低，經濟陷入

低迷，大約 70% 的房客交了房租。

此前受疫情影響，全國各地都有一些

團體號召租客們罷付租金，業主們擔心會

有很多租客不交房租。而城市租客協會聯

盟（FMTA）的行政主管丹特（Geordie 
Dent）認為，雖然即使 15% 的租客罷付

房租，算下來人數也相當地多。比如，如

果安省有 15%的房客未交房租，涉及 7.5

萬戶人家和數以十萬計的居民。他的機構

曾預計全國有 5% 的人罷付房租，這個人

數與疫情發生後全國申請失業保險（EI）
的人數情況相符。

「就算只有 5% 的租客罷付，已經是

如同噩夢般的災難；而當看到 15% 的數

據時，我感到害怕和不安。」丹特說。

而安省一家物業管理公司的營運副總

裁格爾格斯（Lena Guirguis）認為 4 月

份的情況並不具代表性，4 月份很多租戶

仍能有一些收入或積蓄支付房租，要到 5
月和 6 月才能看出疫情帶來的真正影響。

另外，CIBC 銀行副首席經濟師塔爾

他估計，加拿大小商家交房租的情況會更

糟。多倫多 Broadview Danforth 商業促

進委員會成員科切夫（Philip Kocev）也

認為在商業租戶沒有任何保護，沒有支援

的狀態下，加拿大的小企業能撐不了多

久。他引用了加拿大獨立商業聯盟的一份

報告來支持他的論斷，這份報告顯示在武

漢肺炎疫情的衝擊下，25% 小企業的銷

售額下降了 50%，照此情形，這類小企

業撐不過 1 個月，另外的 80% 的小企業

撐不過半年。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籠罩之下，

澳洲高端住房市場中的賣家正在悄悄地

將其房產撤出市場。

如同全球眾多國家一樣，澳洲國家

內閣決定從 3 月 25 日開始，為了減緩

病毒的傳播，禁止所有公開的房地產拍

賣活動和公開的看房檢查，從而迫使房

地產代理商調整了其對於感興趣買家的

銷售活動方式，只提供私下看房。

全球豪華地產公司蘇富比國際地產

悉尼公司的帕利耶（Michael Pallier）
在截至 25 日下午的 24 小時內從市場

上撤回了 4 套房產，因為他的客戶不

希望任何可能攜帶武漢肺炎病毒的人進

入家門。

在悉尼前職業高管惠特福德（Brett 
Whitford）停售其豪宅，儘管兩週前

他才宣布了其出售計畫，希望能通過

LJ Avnu 房地產公司的一位地產經紀

將其出售，並已獲得了 2300 萬澳元的

出價。「因為澳元貶值，海外人士產生

了濃厚的興趣，他們正在尋找避風港。

有很多的外國人表示出興趣，但是出於

安全原因，我不會允許任何人進入，大

約有 9 位潛在買家在網上看房後無法

進入澳洲。」惠特福德說。

還有由於房主感到他們不太可能

在當前市場上獲得最佳利益而撤下

了房產，等待更好的時機。墨爾本

Marshall White 房地產公司高端市場

經紀奇米內洛（Marcus Chiminello）
最近從市場上撤下了一套房產，儘管買

家出價很高。「這套房產位於 Toorak
區的一套五居室豪宅，報價為 1,250 萬

澳元 -1,350 萬澳元，而將房產從市場

上撤下。」他表示，當情況更確定時，

買家會再拿出來出售。

Rose ＆ Jones 房地產經紀瓊斯

（Stu Jones）表示：「現在有更多的賣

家按兵不動，他們要看看未來幾週會發

生什麼。」

【看中國訊】截至 4 月 14 日上午，卑

詩房屋局（BC Housing）已收到 1.75 萬

宗租金補助的申請，卑詩省 3 月下旬宣

布啟動新冠病毒疫情期間房東、租客應急

補助計畫，居住於非法套間的租戶也可以

申請補助。

卑詩省府宣布從 2020 年 4 月 1 日

起，原定年度租金上漲被臨時禁止，即不

允許任何租金上漲。合資格租戶每月可

獲資助 300 元至 500 元，補助會由卑詩

房屋局租客直接交

給房東，為期三個

月，以此緩解租客

的壓力，避免人們

因為交不起房租而

無家可歸。

省府指，沒有

供養人 ( 如子女 )
的合資格住戶，

每月可獲補貼 300
元；至於有供養人

的住戶，每月可獲

補 貼 500 元。 有

多於一個用戶的單位，各用戶需各自申請

補貼。補助適用於今年 4 月至 6 月的租

金，即使已交 4 月份租金的合資格住戶

也可申請。申請人亦有收入限制，上限為

去年收入需少於 113040 元。

4 月 14 日，卑詩房屋局宣布，在武

漢肺炎疫情期間，居住於非法套間的租戶

也可獲得政府提供的租金補貼。在卑詩

省，非法套間佔據相當大一部分租房屋

市場。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 (CMHC)
在 2017 年調查顯示，卑詩省約有 15.5
萬的第二套間，其中約有 15% 是屬於

非法套間，即超過 22,000 租戶。溫哥華

團體「本地納稅人房屋行動」(Housing 
Action of Local Taxpayers(HALT)) 發

起人 Justin Fung 表示，許多租金低於市

場價格的非法出租房屋或單間集中在溫東

地區。

4月份：加國85%房客交了房租

卑詩省出臺房東租戶補助 1.75萬申請

【看中國訊】在一個月內進行了 3 次

計畫外降息後，加拿大央行 – 加拿大銀

行於週三（4 月 15 日）宣布將基準利率

穩定在目前的 0.25%。

據 RCI 黎黎報導，4 月 15 日是加拿

大央行排在日程上的利率宣布日，央行表

示，預計全國範圍內的的停產停工、裁員

和其他嚴厲措施將在今後幾個月內對加拿

大經濟產生巨大影響，並認為加拿大在 4
月至 6 月期間的經濟活動將比 2019 年同

期下降 15% 至 30%。

央行目前給出的信號是不打算把基

準利率降到零甚至負數，央行表示，除

利率以外，還在做很多其他事情來幫助

支撐經濟。

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措施是向金融機構

提供各種貸款業務，以及在核心資金市場

上購買資產，加拿大央行說，這些舉措已

經相當於提供了價值2000億加元的支持。

加拿大央行 4 月 15 日還宣布，將很

快開始購買更多債券和其他債務，以幫助

維持經濟運行，確保系統中有足夠的現金

來進行正常交易。加拿大央行 – 加拿大

銀行表示：央行採取的這些措施加在一

起，將會緩解加拿大人借款人的壓力。

卡城北部新社區（看中國攝影）

高端住房賣家退出市場

悉尼：
加拿大央行：

基準利率維持0.25%

（Getty Images）

jinfanhao@hotmail.com jinfanhao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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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王璐綜合報導

華為子公司「上海華為

技術有限公司」近日出現重

大人事異動，華為創辦人兼

CEO的任正非退出董事，
包括董事長孫亞芳在內的

核心高管亦全部退出，引發

外界猜想。而近期華為在全

球受阻的情況下卻與加拿

大頻頻互動，再加上孟晚舟

的引渡案件正在加拿大的法

院審理中，加拿大是否採用

華為 5G及二者的微妙關係
再一次為世人所關注。

任正非卸任子公司董事

據天眼查數據，由華為全

資控股的上海華為技術有限公

司 4 月 10 日發生工商變更，華

為創辦人兼 CEO 的任正非退出

董事，前華為總裁孫亞芳亦卸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由背

景不詳的田興普接任。這是繼北

京華為數字技術有限公司後，又

一華為核心子公司出現高層人事

變動。田興普先後取代孫亞芳成

為兩家華為全資子公司的法人代

表，其個人背景卻撲朔迷離 , 甚
至連出生年月也是個謎 , 至今可

搜尋到的只有一個身份 , 就是華

為技術有限公司北京研究所所

長。據《新京報》報導，除了任

正非、孫亞芳外，核心高官徐直

軍、徐文偉、郭平、胡厚崑也全

部退出，新增董慶陽、陳志東為

董事，二者的個人背景、來歷資

料也不詳。

此前 , 原華為南京研究所工

程師金淳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

訪時曾表示 , 這是中共情報部門

對華為的全面洗盤 , 試圖逃避或

突破美國的司法追緝。因此 , 中

華為技術公司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馬克漢姆市（Markham）的辦公大樓。（Adobe Stock）

共要啟用一些還沒有暴露的情報

人員來擔任華為的高層。身份敏

感 ,當然所有東西都不能透露了。

旅美學者吳祚來認為 , 華為

現在面臨的困境 , 以及情況的持

續複雜化 ,都讓中共感到不放心 ,
現在他們直接換成了自己更信任

的人 , 便於更直接地掌控。

研發中心遷往加拿大

2019 年 12 月 2 日， 任 正

非接受加拿大媒體《環球郵報》

採訪，在談到華為要找一個替代

創始人的人難度有多大時 ? 任正

非表示 ,「在華為 , 自己實際是

一個傀儡 , 在與不在對公司沒有

那麼大影響。」任正非稱自己在

華為是一個傀儡 , 耐人尋味。有

分析認為 , 在美國制裁的大背景

下 , 任正非卸任北京華為高管職

位 , 自曝在華為是一個傀儡 , 這
很可能是其接到官方指令、即將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

導】武漢肺炎疫情疫情全球蔓

延，數個主要糧食出口國開始限

制農產品出口，或引發全球範圍

糧食供應失衡。北京官方說「糧

食自給自足」的同時，在全球加

速採購稻米、豬肉等生活物資。

中國會不會缺糧仍是百姓最為關

注的問題。

受疫情影響，近期全球幾個

主要糧食出口國開始限制農產品

出口，令全球部分農產品價格持

續走高，同時市場出現了搶購現

象。《期貨日報》報導，進入 4
月以來，中國大豆與玉米市場價

格開始走高，部分糧商對主產區

糧源的搶購日益嚴重。

中央社報導，非洲正面臨新

一波蝗災，規模約是此前的 20

倍，非洲數百萬人恐陷入飢荒。

消息再度引發市場對糧食安全的

擔憂。雖然上一波非洲蝗蟲未進

入中國，但有中國專家認為，今

年 6 月中國將會進入非洲蝗災

高風險期。蝗蟲一是有可能跟隨

季風通過兩條線路飛過來，第二

是蝗蟲有可能鑽到貨物中通過貨

運等方式入境。

關於中國糧食安全問題，3

月底，中國糧油信息中心經濟師

王遼衛在接受官媒採訪時表示，

中國糧食儲備充足，能夠自給自

足。小麥稻穀等口糧品種庫存處

於歷史最高水平。而中國進口的

大米僅佔大米消費總量的 1%。

但據《自由時報》引述臺灣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表示，中國 3
月底在全世界大量採購了五千

萬公噸的稻米。

北京官方一邊對百姓稱糧食

不依賴進口，一邊卻在全球大量

採購稻米，並且豬肉也成為全球

採購的重點。據中國海關公布的

數據顯示，3 月豬肉進口同比激

增將近兩倍，一季度進口豬肉

95.1 萬噸，增加 1.7 倍；進口

牛肉 51.3 萬噸，增長 64.9%。

中國農業農村部預測，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4 月 12 日，為應對疫情導致的

石油需求下滑，OPEC 及以俄

羅斯為首的一些非 OPEC 產油

國 ( 統稱「OPEC+」)，聯合美

國等其他產油國達成了一項減產

協議，總計將減產約 1,950 萬桶

/ 日，這將使全球石油供應量減

少 20%。產油國將在 6 月之後

緩慢放鬆減產措施，但減產舉措

將持續至 2022 年 4 月。

雖然減產協議達成，但是

石油價格是否回升有待觀察。 4
月 15 日，國際能源署 (IEA) 發
布了新的警告。

據《路透社》4 月 15 日報

導，IEA 要求其 30 個成員國持

有相當於至少 90 天淨進口量的

戰略石油儲備，其中包括原油和

油品。然而，據兩名熟悉這過程

的業內消息人士稱，IEA 此前

從未進行過協同石油儲備採購，

也並無這樣做的有效授權。

IEA 在 4 月 15 日發布的月

度報告預測，4 月石油需求料

同比減少 2,900 萬桶 / 日，降至

25 年來的最低水平。IEA 並警

告稱，產油國減產難以完全抵消

近期需求下滑的影響。

IEA 認為，2020 年全球石

油需求料創記錄地減少 930 萬

桶 / 日。「沒有一個可行協議能

使減產規模足以抵消短時間內這

麼大的需求損失。」

IEA 表示，仍在等待有關

一些國家減產計畫和使用戰略儲

備提議的更多細節，並指出美

國、印度、中國和韓國已提出或

正在考慮購買石油增加儲備。

高盛和瑞銀上週預測，減產

10-15% 可能不足以讓油價止

跌，並稱布蘭特油價可能從目前

的每桶 32美元回跌至 20美元，

油價今年開局時是每桶70美元。

美財政部與航空業者 
達成250億紓困協議
【看中國訊】據中央社報

導，疫情衝擊經濟，美國財政部

長姆努欽 4 月 14 日與美國大型

航空公司達成 250 億美元的紓

困協議。紓困目的是協助航空公

司繼續發薪，避免雇用 75 萬人

的航空業走向破產。

財政部與 10 家航空公司達

成了協議，包括美國前 4 大航

空達美航空（Delta）、美國航空

（AA）、聯合航空（UA）和西

南航空（Southwest）。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財政部

與航空業者達成協議，意味「我

們的航空公司現在處於好的狀

況，會熬過這一段艱困時刻，那

並非他們自己造成」。

中國586家銀行可能 
遭遇「災難式崩盤」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報

導，國際貨幣基金（IMF）敲響

受疫情衝擊的金融風險警鐘，並

預估中國即使在政策刺激和企業

復工後，其今年經濟成長料僅剩

1.2%，這意味著中國央行去年壓

力測試被列為「高風險」的 586
家銀行可能遭遇「災難式崩盤」。

根據中國央行信息，中

國「高風險」金融機構占比逾

13%、多達 586 家；就 30 家大

中型商銀的壓力測試結果顯示，

在重度衝擊（經濟成長率降至

4.15%）的情境下，有超過一半

未通過測試。這意味著一旦中國

經濟成長率大幅下滑至 IMF 預

估的 1.2%，其金融體系可能遭

遇「災難式崩盤」。

疫情對石油產業衝擊持續

財經簡訊

疫情下，中國在全球大規模採購

生活物資。（Adobe Stock）

揭秘北京官宣 糧食自給自足

孟晚舟。

加拿大如何應對？

加拿大政府一直沒有決定，

是否讓華為參與加拿大 5G 網絡

建設。加拿大的多名情報專家

及加拿大軍方、反對黨聯邦保

守黨，都認為華為與中共關係

太緊密，對加拿大構成國家安

全威脅。加拿大前駐華大使趙

樸 (Guy Saint-Jacques) 則向國

會中國事務委員會建議，若加拿

大華為要涉入本國 5G，首先須

要求它成為加拿大的公開上市

公司。針對華為的口罩攻勢，

趙朴對《環郵》說，「華為此舉顯

然是針對加拿大挑選 5G 網供貨

商而來的，華為這樣做是別有用

心。」鑒於加拿大急需個人防護

設備。趙朴建議，加拿大政府應

該有償接受華為提供的物品，拒

絕作為捐贈接受。

此外，美國政府已經多次警

告加拿大，不要使用華為的網絡

設備。 3 月份，美國政府派出了

最高階國際電信管理顧問在渥太

華與聯邦官員會晤，雙方討論加

拿大是否允許中國科技巨擘華為

參與加國 5G 無線網絡建設的事

宜。基於保護國家安全，美國特

朗普政府已經警告其盟友，特別

是包括加拿大、英國、澳洲和新

西蘭在內的情報共享網絡「五眼

聯盟」（Five Eyes）成員，不要

允許華為涉足 5G 網絡建設。

聯邦公共安全部長布萊爾

(Bill Blair) 承認與美國代表會

晤，他表示：「我們與盟國之間

正在進行非常激烈而重要的討

論，以確保我們為加拿大最大利

益做出最好決定，將充分考慮所

有科學和安全因素。」

離場的一個信號。

任正非在接受採訪時還表

示，華為將把設在美國的研發中

心遷到加拿大。實際上，2019
年以來華為在加拿大的員工已經

增加了 300 名，使其總數達到

1200 名。而且原本在美國工作

的企業規劃負責人目前已經在渥

太華辦公了。

據香港經濟日報 2 月份報

導，《金 融 郵 報》（Financial 
Post）引述加拿大電訊集團

Telus 財 務 總 監 Doug French
最新披露的消息，Telus 將與華

為合作，並於短期內推出 5G 網

絡。早前有報道指，加拿大最大

電信公司 BCE Inc. 與 Telus 正
遊說政府，希望繼續讓華為供應

設備。

口罩攻勢

隨著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擴

散，加拿大口罩等防疫用品短缺

告急。正當加拿大設法獲取更多

的醫療防護設備之時，華為悄悄

將數以百萬計的口罩運往加拿大。

據《環球郵報》報導，華為

已經向加拿大交付了超過 100
萬個口罩、30,000 個護目鏡和

50,000 副手套。華為加拿大公

司事務副總裁費爾什（Alykhan 
Velshi）也證實，華為提供的第

一批物資於 3 月 22 日到達加拿

大。報導稱，華為仍在繼續發送

更多禮物，包括提供 600 萬個

口罩。

報導認為，華為給加拿大贈

送醫療物資的舉動，並不單純。

因為北京政府正向法國提議，以

10 億個口罩為代價，換取法國

接受華為 5G 設備。目前，華為

同樣正在尋求加拿大政府批准進

入加國 5G 市場。此外，華為還

尋求加拿大釋放該公司副董事長

華為5G 加拿大尋生機

2020 年中國的糧食缺口為 1 億

噸以上。而中國商務部 4 月 2
日稱，中國小麥、玉米、大米三

大主糧庫存完全可以實現自給自

足，不進口也不會導致國內糧食

供給短缺。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

委員余永定對《財經》表示：「過

去糧庫造假的故事我們聽說過不

少。現在能不能進行一次全國糧

庫的大調查？徹徹底底地用高科

技手段看看我們的糧食到底有多

少，能堅持多長時間。」

目前糧食儲備尚有待核實，

在前有疫情，後有蟲災的威脅

下，中國今年的糧食種植是否有

保障也成為網友關注的問題。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一篇名為

《三個月內把荒地全部耕種起來，

否則將有數億人餓死》的文章，

反覆強調要百姓三個月內開始開

墾種糧以自救，引發網友關注。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

影響下，中國央行口徑外匯佔

款 3 月減少 170 億元人民幣，

為 16 個月來最大降幅。中國

一季度實際使用外資同比下降

10.8%。外資撤出中國也導致外

匯儲備在不斷下降。

中國央行在 4 月初公布的

數據顯示，截至 3 月末中國外

匯儲備為 30,6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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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為連續第二個月下滑，上月為減

少 87.8 億美元。

4 月 15 日，中國央行官網

發布信息：中國 3 月央行口徑

外匯佔款餘額減少 170.05 億元

人民幣，較 2 月擴大逾三成，

減少額為 16 個月來最大。央行

口徑外匯佔款增多，表明央行

向市場投放了人民幣基礎貨幣；

反之外匯佔款減少，則是央行

回收了人民幣，動用外匯儲備

（美元和歐元等）向市場提供貨

幣。疫情在歐美國家肆虐，中國

4 月出口將受更大衝擊，估計 4
月外匯佔款仍出現一定程度的減

少；外資撤出中國也會造成外匯

儲備下降、外匯佔款減少。

4 月 15 日，據中國商務部

網站消息，2020 年 1-3 月，受

疫情影響，中國實際使用外資

2,161.9 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

10.8%（折合 312 億美元，同

比下降 12.8%；不含銀行、證

券、保險領域）。

獨立智庫天鈞政經認為，中

國的外匯儲備來源有三個方面，

一個是中國依靠出口產品到其它

國家賺到的錢，一個是海外發行

債券借來的錢，還有一個是國際

資本進入中國的資金。實際上中

國的外匯儲備中共真正能動用的

只有三、四千億美元。

中國外匯佔款16個月最大降幅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Society A7看社會2020 年 4 月16 日—4 月 22 日    第 102 期    

非洲國家： 
停止不人道待遇

廣州疫情持續延燒，大陸

當局將病毒感染源推給當地非

洲人。美國《撒哈拉報導者》

（Sahara Reporters） 報 導， 在

中國大陸的非洲人被下「逐客

令」，廣州官員正在用武力將外

國人趕出現居所。若干非洲僑民

透露，他們從住處被強制趕出，

要入住旅館和飯店也遭到拒絕。

中央社報導，日前從住處被

趕出的 24 歲烏干達交換生馬賽

亞斯（Tony Mathias）也表示，

他在橋下睡了 4 天，想買東西

吃都非常困難。一名奈及利亞

商人向美國有線新聞網（CNN）

披露，他作為商人，經常飛往中

國並下榻當地旅館，但在中國關

閉國界後，他卻只能流落街頭，

就算帶著證明也找不到任何旅館

肯收留他，報警之後，警察也置

之不理。最後他只能露宿街頭。

對此，非洲駐華大使日前聯

合致信中國外交部，對中方排斥

和虐待非洲人表示強烈不滿，要

求立即停止對非洲人的強迫測

試、隔離以及其它非人道的待

遇。同時強調只針對非洲人的

強制檢疫沒有任何科學或邏輯

依據。

非盟主席馬哈馬特（Faki 
Mahamat）11 日表示，已召見

中國駐非盟使團團長劉豫錫大

使，表達「嚴重關切」。奈及利

亞外交部長奧涅亞馬（Geoffrey 
Onyeama）召見中國駐奈及利

亞大使並表示「極為關切」，

要求北京立即作出反應。迦

納 外 交 部 長 Shirley Ayorkor 
Botchwey 譴責中方對非洲僑民

的「非人道」待遇和種族歧視行

為，同時召見了中國大使，表達

失望。

駐法外交官撰文不當

中國駐法大使館 4 月 12 日

在官網上刊登一篇題為「把顛倒

的事實再顛倒過來——一名中國

駐法國使館外交官對新冠肺炎疫

情的觀察」的文章。文中誇耀中

國抗疫「勝利」，卻批評西方國

家在抹黑中國，並在沒有提出證

據的情況下，指控法國「養老院

護理人員擅離職守，集體逃離，

導致老人成批餓死、病死」。

這一篇文章立刻引發法國各

界不滿，也引爆法國當局怒火，

法國外交部隨即以公告方式表

示，要求召見中國大使以表達

不滿。法國外長勒德裡安（Jean-
Yves Le Drian）於法國時間週

二跟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會面，

並當面表示不滿，稱文章內容都

沒有事實根據，也指控中國外交

官近期言行不符合中法兩國雙邊

關係的精神。

哈國召見中國大使抗議

中國大陸的搜狐網站近日流

傳一篇文章，標題名為「哈薩克

斯坦為何渴望回歸中國？」文中

寫道，哈薩克「歷來都是中國領

土的一部分」，哈薩克人對於被

中國不斷入侵一事，「並未有太

多抱怨」。

根據《路透社》報導，哈薩

克外交部在 14 日召見中國大使

張宵表達抗議，直指搜狐上的文

章與兩國官方「永久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的精神背道而馳」，此事

對「兩個親密鄰國」來說並不尋

常，中國外交部也沒有向媒體回

複相關詢問。

駐斯里蘭卡使館 
推特號暫停

4 月 13 日，中國駐斯里蘭

卡大使館的官方推特帳號遭推特

暫停了，截至目前為止，推特尚

未公布中共駐斯里蘭卡大使館官

方帳號被暫停的原因，但外界懷

疑與其「戰狼」式要求斯里蘭卡

國內相關聲音噤聲有關。

斯里蘭卡媒體並無忘記此疫

情的源頭是來自於中國，中共用

駐斯里蘭卡大使館相當不滿當地

媒體的報導，而且還以極其嚴厲

的語氣推文，回應對於斯國國內

要求中共對這次源自於武漢的疫

情爆發負責任的聲音。其中有一

條推文還這寫著，「……這次中

國大流行病的總死亡人數，迄

今為止共 3,344 人，已經比你們

『上層』政府（的死亡人數）小

得多了。誰是該遭詛咒的人？

（Who are cursed ？）」

當地媒體人 Danish Man-
zoor 在推文上稱 , 我們支持推特

的這個舉措，「Twitter 幹得好，

不光我這麼說，別人亦這麼認

為」。

【看中國苗青綜合報導】「拋荒」是指

土地具備耕種條件，但是承包經營耕地的

單位或個人故意不進行耕種，致使土地荒

蕪。那麼中國有多少套房在「拋荒」？

有學者指出，通過把中國全部房產和

三家機構已公布的空置率中位數（21%）

相乘就可得到「拋荒」房產數目。公開數

據顯示，過去 20 年中國的地產商總共銷

售了 177 億平米商品房，按照一套房子

平均 90 平米的大小來計算，就是 1.97
億套房。而其它諸如小產權房、經適房、

廉租房等各種產權的房子理論上是商品房

的 3.5 倍，也就是說，中國所有的房產約

7 億套。最後和空置率相乘得出全國房屋

「拋荒」數量約為：1.5 億套。如此龐大

的房源如果全部入市，理論上可以解決至

少 3 億人口的居住問題（一套房最少住 2
人）。而按照供需計算，至少也能讓房價

下跌 2 成。

地產大佬潘石屹此前曾透露，北京有

人買一百套房，自己只住一套。北京最大

的小區天通苑有 645 棟樓，但是常年也

有差不多 4 成是拋荒空置的。前我愛我

家副總裁胡景暉此前更透露，北京六環以

內，有近 100 萬套房子既不自住，也未

出租，就單純「拋荒」空置。

儘管過去十年，房地產迎來井噴發

展，房價一路飆升，商品房均價從 4725
元 / 平方米上漲至 9304 元 / 平方米。但

事實證明中國不缺房，而是大量的房源在

「拋荒」浪費。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曹德

旺說，「接盤遊戲」已接近尾聲，未來多

餘房產賣不掉、租不出，房價很難支撐。

中國不缺房，有錢人都有多套房產，已經

不能再買房了，而真正需要的剛需又買不

起，因此未來有錢人的房子只能賣給有錢

人。這就必然導致房地產的「接盤遊戲」

玩不下去，到最後有多餘房產的人會發

現，他的房子賣不掉，也租不出去。沒有

交易，房子的價格也就撐不住了。

融創中國董事孫宏斌去年底公開表

示，調控威力不可小覷，未來 2-3 年樓市

將迎來購房需求的集中衰退，尤其是三、

四線城市，房子建了也不好賣了，所以融

創基本不考慮拿三、四線城市的土地。他

更預言，5 年內房地產市場或面臨重大洗

牌，房價格局也會因此徹底改變。買房還

是要往人口多的地方去。

這段話釋放的信號非常明確：調控短

期難鬆綁，在房價不炒的大局勢下，未來

5 年內房價分化會很嚴重，一、二線這些

有人口增量的城市，房價還有一定想像

力，因為有人口、資金、資源在支撐，至

於三、四線城市，他作為開發商都不願意

去拿地開發建房了，可以想見未來會逐漸

被投資者拋棄。

因此大陸的房價並非不能跌，更不可

能只漲不跌，拋開國家態度和意志不說，

中國現在市場上有 1.5 億套房是「拋荒」

的，單這一點就不能夠支撐房價「一直

漲」。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任天堂

熱門電玩「集合啦！動物森友會」傳出遭

大陸電商平台下架。此前，曾有玩家在網

路上傳有關武漢疫情等遊戲畫面，被指涉

及政治敏感內容。

據陸媒報導，「集合吧！動物森友會」

一開賣就反響熱烈，光在日本 3 週銷量

已突破 300 萬套，目前日本、香港、臺

灣都賣斷貨，Switch 主機更是一機難求，

一上架就被掃空。這波熱潮也捲到中國，

但 10 日凌晨中國電商卻將這款遊戲全數

下架。 4 月 10 日，有淘寶店主的群聊截

圖顯示，「凌晨三點，所有「動物森友會」

系列產品下架；應該是全網下架，前幾名

的幾家店已經下了」。除了淘寶，京東、

天貓等其他大陸網購平臺的情況亦然。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關注此事件的

遊戲玩家 Stephen 說，「動物森友會」被

下架與其極高的自由度有關。「動物森友

會」讓玩家自己設計圖片，或者把圖片匯

入到遊戲裡面，展示給別人看，玩家當然

就各出奇謀。有些人就設計了大陸疫情

的、習近平的或香港的圖案。這種情況在

大陸是不被允許的。」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武漢

作家方方，自武漢封城以來寫下了多篇公

開日記。如今記錄了武漢疫情百態的方方

日記英文版，預計在今年8月18日出版。

方方日記英文版譯名為《武漢日

記》(Wuhan Diary)，將由全球最大的

出版商之一哈珀 ‧ 柯林斯集團（Harper 
Collins）於 8 月 18 日發售。

綜合中央社與法廣報導，本名汪芳的

中國武漢當代女作家方方，曾經擔任湖北

省作家協會主席。她曾於 2016 年發表過

一本長篇小說《軟埋》，這部小說講述一

名在土改時失去慘痛記憶的老婦人的故

事，引起外界的廣泛關注。

當武漢當地爆發武漢肺炎疫情，並於

1 月 20 日被官媒公開之後，身在武漢的

方方就從 25 日開始，以日記的方式，記

錄了她在「封城」之後的所見所聞與所思

所感，直至 3 月 25 日停止，總計 60 篇。

這些日記記錄了這場深具歷史意義的

公共災難，涵蓋了武漢疫情的主要情況。

方方在日記中提到，無數專家媒體淪為權

力的喉舌，「『人不傳人，可控可防』這八

個字，變成了一城血淚，無限辛酸。」方

方日記發表後，在社會上引發了廣泛的討

論，有人認為方方的這些日記是「社會的

良心」，因此方方也被譽為「武漢良心」。

不過，也有人批評這些日記內容並不

符合當局防控疫情的「主旋律」，「沒有

傳播正能量」。對此，北京獨立媒體人

高瑜說，「正因為方方日記非常真實，所

以就遭到了左派的攻擊，而這些人慣於用

謊言為現實塗脂抹粉。」

方方在接受財新網採訪時表示，自己

一直強調實事求是，「把它定位在一個普

通人在疫區中的記錄，就可以了。」

友好不易 北京外交風波迭起

大陸有多少套房在「拋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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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記將在海外出版熱門遊戲 
傳遭中國電商下架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廣州街上的非洲人。（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近期中方還相

繼與非洲、法國、哈薩克

等國衍生外交風波，顯示

了中共統治下的官僚體系

與普世文明的一定差距。

任天堂熱門電玩「集合啦！動物森友會」傳出

被大陸電商網站下架。（nintend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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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查20年威脅到誰
綜合媒體報導， 2月 28日，

內蒙古提出「倒查 20 年涉煤腐

敗」的反腐風暴，向社會徵集包

括從 2000 年以來黨政官員，或

國企高管違規顯名或隱名投資入

股煤礦，官商勾結、索賄行賄、

為不法礦主充當「護衛傘」等相

關問題的線索。

隨後有多名官員被查，包括：

呼和浩特市原副市長賽青克、通

遼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曹文

敏、內蒙古巴彥淖爾市副市長郭

剛、內蒙古能源發電投資集團有

限公司董事長薛升旗、內蒙古錫

林郭勒盟政協副主席張志軍等。

中南海在內蒙古動手，被認

為涉及高層換屆「前哨戰」。有

美媒刊文指，種種跡象顯示，習

近平或將藉助中紀委對胡春華動

手，將未來接班人的主動權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中。

目前中南海接班團隊中，現

任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胡春華仍

然是二十大升任常委的最熱門人

選之一。

文章說，中國煤炭行業的

腐敗高發於煤炭的黃金十年——

2002~2012 年間，想必此次倒查

20 年的重點，也將聚焦於這煤

炭黃金十年。在過去這 20 年擔

任的內蒙古黨委書記中，包括劉

明祖、儲波、胡春華、王君、李

紀恆、石泰峰等六任黨委書記。

其中劉明祖、儲波、王君

早已退休，而只有胡春華這位

2009-2012 年的內蒙古黨委書

記仍然在位，並且目前擔任國務

院副總理。而李紀恆和石泰峰是

十八大後接任內蒙古黨委書記，

是習近平選定的黨委書記人選。

文章指出，此次中紀委倒查

二十年，真正能威脅到的，而又

不和習近平親近的現任官員，幾

乎只有胡春華一人。

胡春華恐難接班

坊間傳聞，胡春華和家人克

己功夫甚嚴，從政幾十年來沒有

貪名，頗為低調。他曾被認為

是前中共黨魁胡錦濤的團派人

物代表之一，是隔代指定的「接

班人」，在十九大前一度是熱門

「入常」人選，但最終因孫政才

突然落馬，胡春華也大受影響。

內蒙古是反腐的重災區，

十八大後內蒙古落馬的省部級官

員相繼有：王素毅、潘逸陽、韓

志然、趙黎平、邢雲、白向群、

云光中、云公民、馬明。這些官

員除云公民外其他均和胡春華於

2009~2012 年間共事過。其中

王素毅，趙黎平和白向群為胡春

華任內晉升副部，云光中在胡春

華任內晉升煤炭重鎮鄂爾多斯市

委書記，王素毅、潘逸陽、韓志

然、邢雲和胡春華同在一個常委

班子共事，而趙黎平和馬明均前

後擔任胡春華任內內蒙古自治區

公安廳長。其中潘逸陽和胡春華

均為公認的團派，關係密切。

一黨專制之下，無官不貪，

一旦細查，誰都會被抓出問題。

如果胡春華被抓住任何小辮子，

想必在兩年後的二十大晉升上遇

到很大阻力。

在疫情衝擊之下，黨內暗湧

不斷。繼紅二代任志強因批習近

平的文章被抓後，3 月 22 日，

紅二代陳平於微信轉發的給黨內

高層及退休元老的「建議書」，

強烈呼籲緊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

議，討論習近平是否適合保持

最高權力，在網絡掀起又一波

浪潮。

《看中國》評論員鄭中原則

認為，現在北京處於內憂外患的

嚴重危機中，朝中無人，接下來

未必就有二十大了。在習近平之

後，沒有人再能夠把持這個黨，

特別是軍隊。習近平不管能夠當

政時間多長，也會後繼無人。那

些傳聞的所謂接班人，最可能是

將會無班可接。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

導】美國知名避險基金大亨巴斯

（Kyle Bass）12 日在推特上爆

料稱：「習總書記在中國有麻煩

了。根據我的內部消息，黨內精

英想讓習近平走人，廣東的精

英（鄧大叔的家族）正在開始

策動變革，反對所謂的『終身皇

帝』」。

巴斯因成功預測 2008 年美

國次貸危機而聞名，他長期對北

京持強硬立場，目前是華府智

庫「應對中國當前危險委員會」

的成員。巴斯推文提及的「鄧大

叔」，應該是指鄧小平。

近兩年中美貿易戰中，有消

息指習近平與鄧小平後代為首

的另一幫紅後代之間裂痕增大。

2018 年 10 月，習近平完成了廣

東考察之行，在講話中罕見不提

鄧小平，被認為是內部異議浮現

的表現。而網絡上流傳著一份鄧

小平長子鄧樸方的講話稿，則提

醒當權者要「實事求是」、「保

持清醒的頭腦，知道自己的分

量」。其講話中力挺「鄧小平理

論」，但沒有提「習近平思想」。

英國《金融時報》當時有報

導指出，「在紀念改革開放 40
週年之際，中國最具權勢的兩大

家族之間的意識形態和個人分歧

顯現了出來。」

在北京內部，繼紅二代任志

強批習近平文章熱傳之後，紅二

代、陽光衛視集團主席陳平轉發

的一封要求政治局開擴大會議討

論習近平下臺問題的「逼宮信」

（建議書），也引起關注。

在《看中國》4 月 11 日發

表對陳平的專訪中，陳平談到這

封公開信的背景是：中美關係已

「回不去了」！現在歷經瘟疫，

「就更是回不去了」。對於西方

多國發起訴訟及索償，陳平認

為，往後的訴訟及索償會越來越

多，目前中國已走到不得不變的

關鍵時刻，也就是改革的拐點。

陳平認為，中國不能倒退，

一定要走向一個全新的、完全還

權於民的政治體制，否則就活不

下去了。他認為信件內容代表中

國當今社會的一種民意，一些

希望中國大陸和平演變、求「穩

變」的一種民意。他呼籲習近平

要明白這一點，習近平若明白，

便是英明領袖；不明白，那可能

就是萬世罵名。

不過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副

教授、中國歷史學專家李元華早

前在受訪時提醒：任何人不能對

這個黨有任何的希望，唯一的出

路就是解體它。解體後就像其他

社會一樣，就是正常的社會，各

個國家相對來講都有比較完善的

政體，有民主、法制、講普世價

值等等。但是只要黨存在，這些

根本都是不可能的。只要還是這

個黨，換一個上臺者也是換湯不

換藥，還是黨天下。

內蒙古20年倒查 或因胡春華

信訪局局長現人事變更美金融大亨爆鄧小平家族密謀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

報導】距離 2022 二十大還

有兩年，中南海的戰火似

乎已經開始慢慢點燃。有

官方動向顯示，中紀委正

在橫跨 20 年倒查內蒙古

貪腐，被疑為針對 2009-

2012 年閒擔任內蒙古黨委

書記的胡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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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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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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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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分泌  ‧ 泌尿系統  ‧ 肌肉肌腱問題‧ 內分泌  ‧ 泌尿系統  ‧ 肌肉肌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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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看中國訊】與中國訪民長年

「對陣」的維穩部門——國家信

訪局局長近日換人，新任局長的

國安系背景引人關注。

中國國家信訪局 4 月 10 日

官網消息，李文章接替舒曉琴任

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機關黨

組成員，國家信訪局局長、黨組

書記。

李文章，曾任寧夏自治區黨

委常委、遼寧省委常委、政法委

書記。 2018 年 12月起任國家安

全部政治部主任、黨委委員、機

關黨委書記。

被免的舒曉琴，已任國家信

訪局局長 7 年。在 2017 年 10 月

14 日結束的十八屆七中全會上，

舒曉琴曾成為獲遞補晉級為中

央委員的唯一女高官。不過僅 10
天後，她就在十九大換屆中黯然

出局，並未在新一屆中共中央委

員 204人名單中。

時政評論員陳思敏此前分析

稱，舒曉琴是兩個江派高官周永

康和蘇榮的「雙餘毒」。周永康

掌政法委期間，舒曉琴獲大力提

拔，成為首位公安女副總警監。

中國訪民長年上訪維權與地

方政府的截訪形成鮮明對照。在

上訪多次失敗求告無門之際，他

們仍然繼續到北京鳴冤抗議，撒

傳單、放鞭炮、喊口號，甚至堵

路、跳金水橋、裸奔或以死相拼。

當局對待訪民一貫的做法

是「不去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

出問題的人」。為對付訪民「鬧

事」，他們用盡了各種手段。

而舒曉琴在 2017 年兩會

期間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全國

信訪案件 2016 年解決了百分之

八十」，被訪民集體投訴涉嫌公

開造假。

信訪系統屬於政權維穩體

系，而李文章更具有國安系統任

職經歷，這顯示當局在信訪事務

上，已考慮國安因素。

王滬寧發力推「習兵法」 與史上大兵法家齊名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是「接班人」的熱門人選。 (Getty Image）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疫情正虐肆全球之際，央

視推出題為〈習近平戰「疫」兵

法──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文

章，將習吹捧為「領導武漢肺炎

戰疫的『總指揮』」，不僅稱抗

疫獲得「全面勝利」，更把習與

中國古代兵家看齊。

報導稱，中共國家宣傳機器

正傾全力吹捧「習兵法」，指疫

情發生後，習近平主導疫情防控

「始終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從

『遭遇戰』到『阻擊戰』，從『重

中之重』到『人民戰爭』，從

『頭等大事』到『全面勝利』……

觀勢、謀局、落子，總書記在親

自指揮這場人民戰爭的過程中，

很多對策、措施與中國古代兵

家思想高度契合」，云云。中共

央視聲稱在「人民領袖」欄目推

出系列特稿《習近平戰「疫」兵

法》，要讓民眾一同領悟其中所

謂「精髓」。

中共宣傳「習兵法」在海外

引髮網民熱議。網民說：「央視

網的宣傳，驚掉世人大牙的無

恥。全國人民的痛苦、傷病、勞

苦，竟成了習近平一個人的冠

冕，一個人的功勞！無恥得史無

前例、曠古唯一！」

北京海淀區居民薛扶民在舉

報信中直指王滬寧主導推出《大

國戰疫》一書及在黨媒《人民日

報》上發表的文章，批評其身為

政治局常委，卻罔顧人倫與良

知，不思反省、沒有真誠向全國

人民道歉，反而吹噓戰疫功績，

讓全世界人民恥笑，讓全中國人

民傷心與絕望。

不過，儘管中共文宣前述策

劃受挫，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

3 月初又策劃抗疫、扶貧等主題

的電視劇集。觀察人士認為，宣

傳當局改以關注一線抗疫人物的

連續劇登場，同樣是中共慣用的

洗腦宣傳手法，其真正目的是收

買人心，維穩政權，而並非真心

尊重和關懷這些一線工作者，否

則，就不會出現大量的醫護人員

缺少防護物資而官員大肆挪用，

醫護人員向國際社會求援卻遭打

壓的事了。

主管中共意識形態和宣傳的

王滬寧，作為這次中共抗疫小組

唯一副組長，主導疫情輿論維穩

和洗腦宣傳。王滬寧最初由江澤

民主政時發跡，歷任江、胡、

習，號稱三代「國師」。

中國人民大學前政治學系主

任冷傑甫教授說，王滬寧給習近

平出了好多餿主意，還宣傳《大

國戰役》、「習近平時代」等等，

把習近平吹暈了。習近平倒楣，

就是倒楣在王滬寧身上，把習抬

得高高的，什麼新時代、習近平

時代，習上臺才幾年，那個時代

是什麼時代？時代那是個很重大

的概念。現在又出現動盪的事

情，什麼工作也沒做，什麼成績

也沒有，你是哪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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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防部 4 月 12 日表

示，中國遼寧號航母編隊及所屬

5 艘護衛航艦，當天從台灣東部

外海經過南部海域向南航行，期

間多種軍機數次飛經台灣周邊空

域繞台演訓。 15 日當局再度確

認，遼寧號航經巴士海峽時艦上

的殲 -15 戰機頻繁升降，一度對

台灣空域進行干擾。

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 15 日

列席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時

回應事件，重申國軍一直都掌握

遼寧號整個航程，他也認為，近

日大陸軍方的行動頻繁，「恐嚇

成份較大」。大陸軍方今年首

4 個月內，已經 6 次在台灣附近

空域上通過。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COVID-19）
疫情持續延燒之際，南海與

台海軍事局勢似乎日漸緊

張。本周中國大陸軍方遼寧

號航母編隊經過台海，並多

次派軍機繞台飛行，其後穿

越台灣與日本沖繩間的「第

一島鏈」，同時美軍也增加活

動頻率。

 遼寧號穿越「第一島鏈」

利用美軍艦染疫缺口

BBC 引述《全球防衛雜誌》

採訪主任陳國銘，遼寧號前往西

太平洋「第一島鏈」（指東亞北

起日本群島經琉球群島，台灣，

南至菲律賓的鏈形島嶼帶之間海

域）航行，對台灣和美國傳達

的信息十分明確。

目前美國在印太地區部署了

4 艘現役航母，分別是羅斯福

號、雷根號、卡爾文森號和尼米

茲號，全因為肺炎疫情嚴重，暫

時停泊於各軍港內，被中方解讀

為戰力出現空缺。他說：「美國

航母一回軍港，遼寧號這時候就

開始前進，這十分正常，對中國

此刻展示軍力也是個好時機。但

美國除了航母之外，在關島或琉

球等印太地區部署的軍力還是十

分驚人。」

台灣新江艦前艦長呂禮詩向

《中央社》表示，過去只要菲律

賓、南海等海域沒有美國艦艇現

蹤，共軍就會趁著東亞出現戰力

缺口時進來展示兵力，「每一次

都是這樣，很準」。

澳洲媒體 News Corp 旗下

各媒體 12 日刊登專文分析，由

於疫情影響美國軍艦在印太地區

的部署戰力，牽制其於東海和南

海的活動，中國軍隊可能強化作

戰準備，趁機在南海佔據有利位

置，甚至觸發軍事行動。

美軍關島「大象漫步」

14 日，美國海軍 1 架 P-3C
反潛機取道巴士海峽再度進入

南海，15 日，美軍再度派出

RC-135W 偵察機由東向西飛越

巴士海峽。這是自 4 月 8 日以

來，美軍軍機 1 週內第 8 次現

身南海。

事實上，遼寧號 11 日一度

駛近日本沖繩，當晚日本方面主

動公布，引起了「第一島鏈」各

國高度關注。 11日美軍在推特帳

號公布有「準航母」之稱的美國

港台簡訊

【看中國訊】台灣功大學資

訊工程系特聘教授蔣榮先、成大

放射科醫師蔡依珊等人組成的

團隊參加「國際 COVID-19 科

技防疫黑客松大賽」，從 1,560
個專案中脫穎而出。團隊研發

的「MedCheX」以人工智慧判

讀患者肺部 X 光片特徵，只需

要 1 秒就可以辨識是否具備武

漢肺炎的 X 光片特徵，一旦確

認就能對醫師示警，準確率高達

92%，已經可以臨床應用。這

項技術讓缺乏醫師的地區同樣可

以透過 AI 偵測判讀，以阻止疫

情蔓延。

台灣成大研發1秒
肺炎快篩

香港法官：司法系統正被北京攻擊
【看中國記者李家宏

綜合報導】《路透社》14日
刊登重磅報導，披露香港

司法系統正受到北京共產

黨領導層攻擊，處於生死

存亡之際，法官除了要抗衡

將法治視為專政工具的共

產黨官員，也面對黨政機關

的「定期洗腦」，令他們心

身疲憊。

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

立去年 9 月在南韓首爾的國際

大律師公會會議上發言，談到香

港司法系統對人權的保障，馬道

立當時強調，法官「絕不能被政

治等外部因素影響」。馬的發

言一結束，午餐會贊助人之一、

中國錦天城律師事務所的代表，

竟衝到台前批評這是一篇「政

治」演說，令全場為之錯愕。從

這件事中，可以窺見中港之間在

司法制度上越見緊張。

路 透 社 採 訪 了 3 名 匿 名

香港資深法官，他們提到，司

法獨立作為香港的自由基石，

正在為生存而戰（fight for its 
survival）。北京正在多管齊下

地約束香港的司法機構，包括大

陸官媒警告香港法官不得赦免反

送中示威者；北京試圖限制香港

法院就核心憲制議題進行判決。

香港的司法界更擔心大陸

當局可能插手干預法官任命。

建制派先前已曾反對任命新的

外籍法官，如今終審法院將要

任命至少一名新法官。受訪的

三名法官直言害怕空缺會讓北

京「有機可乘」。

馬道立已確定將在明年 1
月退休，接任者是現任終審法院

常任法官張舉能。馬道立的朋友

和前同事向《路透社》透露，馬

兩棲攻擊艦「美利堅號」，正在

東海與日本自衛隊「和曙號」（JS 
Akebono）驅逐艦進行聯合操演

的視頻。 4 月 10 日，美軍飛彈

驅逐艦「貝瑞號」（USS Barry ）
亦同時穿越台灣海峽進入南海，

目前正在南海進行巡邏任務。

不僅如此，美國在關島的安

德森空軍基地 14 日進行了「大

象漫步（即起飛前在跑道集結，

以最小間隔起飛）」操演。台灣

軍情及航空專欄作家施孝瑋接受

採訪時表示，「大象漫步」是展

現空軍實力的方法之一，這次美

軍出動空中加油機及轟炸機，是

為了證明美空軍在此區域有長程

投射的遠距離戰術攻擊力，展現

戰力未有下降。

前白宮國安會戰略規劃資深

主任、空軍准將斯帕丁（Robert 
Spalding ）對美國之音表示，

美國一直保持在南中國海、東中

國海及台海的存在，「目的是為

了威懾中國的脅迫」。美國過

去曾派軍艦經過台灣海峽，「展

現我們會遵守《台灣關係法》的

承諾對台灣提供防衛，那將會持

續下去。」

的工作令他展露疲態，因他要持

續捍衛法院的誠信。雖然馬不是

被迫離開，但持續捍衛法院之戰

令他日漸沮喪，包括應對訪港

內地法官及中央駐港官員給予

的「訓話」，這些都是棘手的工

作。此外，大陸法官及官員也定

期向馬道立宣傳北京的「愛國議

程」，「他對那些不理解香港三

權分立、司法獨立真正價值的黨

政官僚感到厭倦。

報導引述一名退休資深法官

表示，中國正對香港司法機構施

壓，但實際上仍視乎香港司法制

度有否屈服。路透社文章最後引

述一名法官指，壓力將會加諸新

的司法機構領導人身上，「我們

懷疑他們能否像上一代法官一樣

頂住壓力，只能盼他們做得到，

法治就靠他們了」。

《富比士》13 日刊登評論多

國女性領袖向世界展示如何在紛

亂之中管理國家，其中就提到了

蔡英文。文章說，蔡英文對抗疫

情最早也動作最快，早在 1 月

份出現疫情跡象時，她與台灣政

府採取了 124 項措施來阻止疾

病傳播，而不必用到封鎖措施，

最近更捐贈數千萬個口罩給疫情

嚴重的歐美國家，在全球防疫和

援助疫情上功不可沒。

蔡英文登《富比士》

美國當局 8 日批准 Google
（谷歌）啟用連接美國與台灣的

跨太平洋海底光纖網（Pacific 
L i g h t  C a b l e  N e t w o r k，

PLCN），但不允許連接香港，

理由是存在國家安全隱患。《華

爾街日報》形容，美國司法部的

最新決定，恐怕將終結香港作為

美國互聯網電纜的首選地位，並

危及正在進行的幾個項目，包

括一條由 Facebook（臉書）出

資、連接洛杉磯和香港的光纖電

纜，以及由 Google 出資、連接

香港和美國關島的項目。

美國海底光纜 
棄香港連接台灣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

合報導】台灣民間發動募資

在紐時刊登全版廣告，表

達台灣雖然被WHO拒之
門外，但並不孤單，台灣樂

意幫忙國際的理念，廣告

在14日刊出後，引起WHO
大動作反駁。

中央社報導，WHO 秘書

長 譚 德 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4 月 8 日在日內

瓦記者會上，用 3 分鐘時間飆

罵自己遭台灣人歧視，引起熱

議。台灣法務部調查局 10 日表

示，調查後發現大陸網軍假冒台

灣網民攻擊譚德塞。

台灣廣告刊出後，WHO

台灣廣告登紐時　WHO反駁
發言人賈撒列維克

（Tarik Jasarevic）以

電子郵件回覆中央社

詢問時，提出 13 點

聲明澄清立場，宣稱

「WHO 數十年以來一

直與臺灣的衛生部門

保持定期技術交流，

及應對這次的全球大

流行」。 
台灣駐日內瓦辦

事處其後受訪表示，

近年來 WHO 秘書處

在台灣友邦及理念相

近國家持續努力下，

台灣才能極為有限的

參與數項 WHO 技術

會議或活動，WHO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

報導】鳳凰衛視記者上周於

美國白宮記者會三次否認自

己是「中國媒體」（圖），引

起海內外人士關注。港媒記

者日前到鬧市實測，發現市

民普遍均無收看過這家親

共媒體的報道，認為這些機

構並不能夠代表香港。

香港《蘋果日報》記者日前

到旺角街頭，隨機查詢市民有無

鳳凰衛視自稱港媒引議
見過鳳凰衛視、香港衛視、《香

港仔》以及點新聞，共 4 間在港

註冊及經營、帶有親共立場的

媒體。結果顯示，100% 市民均

稱沒看過上述媒體的任何內容；

部份人指因為近日瘋傳的「不認

主」片段而認識鳳凰衛視，但卻

以為她是大陸媒體。

事實上鳳凰衛視 1996 年已

經在港成立，2000 年上市，於

大埔置有廠房。但與一般港人

熟悉的本地電視台不同的是，

鳳凰衛視持有「非本地電視節目

服務牌照」，即服務對象主要為

非本地市場，觀眾需訂閱收費

▲各國近期軍事動態。（自由時報製圖）

馬道立 (Getty Images)

以片段資訊誤導外界與台灣有

充分交流，並非事實全貌。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鮑

爾（Samantha Power）轉發了

有關廣告。鮑爾說，這是來自

台灣強而有力的廣告，因北京

施壓、以及台灣不是聯合國成

員，台灣僅憑一己之力對抗疫

情，但台灣記取 SARS 教訓，

應對病毒的同時，使學校與商

業仍維持正常運作。

14 日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在記者會上表示，台灣繼上

次 3 月 9 日後，再度出現單日

無新確診病例。指揮官陳時中

表示，這值得高興一下，但是

仍要維持防疫，守住中國大陸

正爆發的第二波感染潮。

電視服務才可以收看。

報導發現，鳳凰衛視創辦

人為前中共軍隊軍官劉長樂，

廣播語言以普通話為主，也是

少數在大陸可以落地的「境外

媒體」，對外長期以「香港傳

媒」自居。而在銅鑼灣書店事件

中，鳳凰衛視是唯一參與該店

老闆李波獨家專訪的「香港電視

台」，而李波在訪問中首度向鏡

頭稱自己無被綁架；同場另一

港媒是《星島日報》。

白宮記者會直播截圖

（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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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岳劍清綜合報導

湄公河是亞洲最重要

的跨國水系，流經中國、寮

國、緬甸、泰國，滋養6000
多萬人口，再到柬埔寨和越

南。但自去年湄公河下游流

域發生了50年來最嚴重的
乾旱，重創稻米出口大國泰

國、越南的農業生產。近日

有美國研究人員指出，這可

能不只是天災，更是人禍。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

在歐洲延燒，許多歐洲企業受疫

情衝擊，正面臨瀕危情況。有歐

盟官員擔憂這些瀕危歐企恐成為

中資企業收購的目標，因此呼籲

歐盟成員國政府在必要時應從中

介入，保護歐企不被中資企業以

不公平手段收購。

據《自由時報》報導，為避

免武漢肺炎疫情擴散，歐盟各國

紛紛實施隔離政策，商業活動全

面停滯，歐企也因此每天都蒙受

巨大的損失，面臨瀕危的困難

處境。歐盟競爭專員維斯塔格

（Margrethe Vestager） 擔 憂，

這些脆弱的歐企恐將成為外國企

業的收購目標。

維斯塔格認為，如果是要防

止惡意收購，歐盟不反對歐盟成

員國在金融市場中扮演參與者的

角色。她也呼籲，歐盟成員國政

府在必要時應入股私人歐企，以

保護歐企不被外資以不公平的手

段收購。報導分析，此舉被認為

是針對北京當局。

歐盟有此擔心也是有所依

據。疫情期間，一直為蘋果手機

【看中國記者黃清編譯】目

前多達 150 名沙特王室成員感

染了武漢肺炎病毒，包括薩爾曼

（Salman）國王。受此影響，沙

特 8 日稱為避免病毒傳播，9 日

起在也門片面停火兩星期。

位於利雅得的費薩爾國王專

科醫院正準備再增加 500 張床

位，以迎接預期的患者湧入。該

醫院的經營者說：「要為來自全

國各地的貴賓做好準備。」消息

說，目前所有感染者都將移送一

家檔次稍低的醫院，以提供給皇

家最優越的醫療設施和空間。這

是在上週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給

高級醫生的「高度戒備」中的內

容，後來被《泰晤士報》獲得。

現年 84 歲的薩爾曼國王已

經移往吉達附近的一座島嶼宮殿

中僻靜，而王儲則搬到了紅海沿

岸的一個偏僻地點。據報沙特王

子數以千計，許多人經常去歐

洲旅行，由此或攜帶病毒將其

帶回家。沙特王室估計有大約

15,000 名成員。

與許多中東國家一樣，沙特

阿拉伯的第一例患者是最近前往

伊朗的患者，伊朗是大流行初期

的熱點地區之一。沙特阿拉伯

衛生部長 4 月 7 日表示，預計

數週內將有 20 萬例冠狀病毒病

例。包括首都利雅得在內的一些

沙特城市都受到內政部長的 24
小時宵禁。該國石油工業補給的

主要入口達曼地區與聖城麥加和

麥地那等都已遭到封鎖。

在嚴重的疫情威脅下，沙國

8 日以避免新冠病毒傳播為由，

逕行宣布 9 日起在也門片面停

火兩星期。沙國官員表示，這項

決定未事先與敵對方（受伊朗

支持的也門叛軍「青年運動」）

商量，沙國說若青年運動在停火

期間發射飛彈進入沙國領域，沙

國保留回應權利。青年運動領導

階層尚未回應沙國停火決定，不

過，在利雅德宣布這項消息前，

該組織 8 日向聯合國特使提交

一份終止也門戰爭的徹底解決方

案，提出五點要求，其中包括聯

合國與沙國聯盟提供醫藥用品、

隔離設施，協助該國對抗疫情。

沙國若信守也門停火說法，

可能為結束這場已持續五年的衝

突鋪路。也門是阿拉伯半島最貧

窮的國家。據聯合國稱，約有

2400 萬也門人，即該國三分之

二的人口，需要人道援助。

【看中國訊】美國生物製藥

公司吉利德（Gilead）在 2014
年研發的對抗中東呼吸症候

群（MERS）藥物「瑞德西韋」

（Remdesivir），被視為治療武

漢肺炎的有力藥物。在該藥物進

行臨床實驗之際，加拿大阿爾伯

塔大學 4 月 13 日發表研究，在

理論上證實瑞德西韋可有效抑制

肺炎病毒的複製。負責研究的亞

大醫學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系主任

Matthias Gotte 說，即使研究結

果顯示瑞德西韋有良好的前景，

但不可藉此推斷藥物對人體的作

用，必須耐心等待臨床結果。此

外，他還認為，目前全球針對武

漢肺炎的藥物研究數量「前所未

見」，人體實驗最快在本月或下

月就會有結果，最終定可研發出

一種或多種有效的療法。

【看中國訊】《華爾街日報》

15 日引述美國國務院最新報告指

出，美方正高度關注北京是否並

無遵守「零核試」協議。報告提

及，美方觀察到中國在新疆的羅

布泊核試場有頻繁的活動及大型

挖掘工作，中方或製造了能夠容

許小型核試的場所。美方也發現

中國境內的地震監察站，在過去

數年中斷了向國際網絡傳送地震

數據。美方將持續關注，並在美

國評估國際遵守軍備控制協定的

年度報告之內詳述事件。 1996
年聯合國訂立的《全面禁止核試

研究顯示大壩影響 
下游國家河水流量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

「Eyes on Earth」公司研究人員

透過特殊技術建立「表面濕度指

數模型」，發現自 2012 年中國

瀾滄江糯扎渡水電站開始運作

後，當局又興建了多座大壩，導

致該河流自然流量受到很大限

制，進而影響下游國家。

由於中方並未公布所有水壩

的容水量，因此「Eyes on Earth」
公司透過特殊技術研究後發現，

泰國及越南等國乾旱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中共在湄公河上游所修

供應芯片的上市公司 Imagination 
Technologies，2017 年被有中國

背景的私募基金收購後，本來計

劃在 4 月 6 日召開的董事會議上

要決定允許中國空降 4 個董事進

入董事會，讓中國取得對該公司

的控制權。有消息說他們計劃使

用這種影響將 Imagination 公司

及其資產向中國轉移。但由於英

國會議員要求政府部長干預，董

事會議被取消 。
在開曼群島註冊的私募基

金凱橋（Canyon Bridge）2017
年收購了 Imagination 5.5 億英

鎊的股份。凱橋基金背後的投資

方是中國國有投資基金國新控股

有限責任公司。當時就有人擔心

這筆交易讓中國人取得了過多的

控制權。

Imagination 創 立 於 1985
年，該公司製造智能手機和無線

擴音器的芯片，被媒體報道稱為

「英國工業皇冠上的珍珠」。蘋

果公司在 2016 年曾一度希望購

買 Imagination，後來因公司專利

問題與該公司發生爭端。 2017
年蘋果公司說要中止其供應商的

地位後，該公司業務陷入危機。

在危機導致股票下跌的時候，凱

橋基金購買了該公司的股份。

歐盟憂中資趁疫情收購歐企

築壩攔水 影響湄公河下游旱情
建的水壩，攔水

量估計達到 470
億立方米。

該公司負責

人 艾 倫（Alan 
Basist）對美國之

音表示，中共當

局「試圖穩定水

電生產」，在雨

季擋水，然後在

旱季放水。

但是艾倫認

為，中共當局即

使在旱季時也不

放水，因為按照

去 年 5 月 至 10
月的數據來看，

中國雲南省的表

面濕度高出平均

值，但從泰國、

寮國邊境測得的水

位卻比平時低 3 公

分，這說明中共在湄公河上游的

限制更加劇了下游國家的乾旱。

目前，北京已在湄公河上游

修建了 11 座水壩，而且未來還

要再建 10 座，這不單會導致下

游水量減少，更讓沿海地區出現

海水倒灌的現象。

多年來，外界對於中共在湄

公河建水壩攔水一直存在很大爭

議。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此前曾否

認外界指控，稱「降雨少」才是

罪魁禍首，他更辯稱中國也遭受

嚴重旱災，同為受災國。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

氣候學家的最新研究首次表明，

中國根本沒有經歷同樣的旱災。

「Eyes on Earth」公司負責人艾

倫（Alan Basist）也表示，衛

星數據不會說謊，西藏高原上有

大量的水。

湄 公 河 委 員 會（Mekong 
River Commission）曾對湄公

河下游修建大壩的計畫進行評估

後預測說：這些水電項目將導致

湄公河下游國家遭受 70 億美元

的經濟損失。

商業研究機構惠譽宏觀

研 究（Fitch Solutions Macro 
Research）曾發表報告稱，中

共在上游蓄水發電的活動，未來

將重塑下游國家的經濟結構，那

裡的通貨膨脹將持續惡化，加強

了他們對中共的依賴。例如，湄

公河下游國家沿江地帶將不得不

棄農經商，棄漁經商，大量依賴

從中國進口的食品及生活必需

品，更容易被中共控制。

湄公河水系大壩建設情況地圖。

（savethemekong推特）

嚴重乾旱導致 
泰國出口米價上漲

泰國是世界第 2 大稻米出

口國，佔全球稻米出口比重達

23%。而越南則是世界第 3 大

稻米出口國，比重達 14%。

據《自由時報》引《日經新

聞》報導，泰國、越南今年遭

逢乾旱，泰國出口米價高達每

公 噸 550 美 元， 為 2013 年 8
月以來新高。而越南也面臨缺

水、都市化導致耕地面積減少

等問題，其出口價格也創下 1
年多來的新高。

泰國從去年 8 月雨季開始

即遭逢乾旱問題，降水量較往年

低了 30% 之多。目前已知泰國

北部、東北及中部地區共有 43
府缺水。據泰國匯商銀行估計，

若乾旱時間持續至 6 月，今年 2
月到 7 月的稻米收成量將只有

往年的一半。

報導還提到，2018 年時，

泰國出口了 1110 萬噸稻米。而

據當地貿易商估計，今年泰國可

能只能出口 750 萬噸的稻米。

疫情或失控 中俄邊界緊張 
【看中國訊】最近武漢肺炎

疫情在俄羅斯爆發，大批在俄華

人開始回國。北京關閉中俄邊境

以阻止中國公民歸國，並懸賞抓

捕已進入境內的偷渡回國人員。

據黑龍江省政府官方微博 4
月 13 日發布的消息，該省下發

通知，要求各市（地）有獎徵

集邊境地區非法入境線索。對越

境線索一經查實，將給予舉報人

人民幣 3,000 元獎勵。如邊民自

行抓獲並交由有關部門處置的，

一次性獎勵人民幣 5,000 元。

綏芬河市於 4 月 7 日開始

封城，所有小區實行嚴格管理。

海外中文媒體近日獲悉，黑龍江

省衛健委 4 月 8 日發出的《關於

印發綏芬河口岸入境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救治預

案的通知》顯示，中國已嚴陣以

待。在全省劃分三個區域，「總

規劃收治床位 4530 張」。

雖然俄羅斯很早就已經封閉

俄中邊境，而且也停發中國商務

旅遊簽證，甚至以人臉辨識違反

人權的方式，來長期跟蹤監視俄

羅斯境內的亞裔人。然而各國對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因肺炎疫情而

流行的視像會議軟件 Zoom 再

度爆出安全問題。美國網絡安全

公司 Cyble 的專家透露，暗網

（Dark Web）上出現互相交換

及兜售 Zoom 帳號的黑客，不

少被盜賣的帳號都是來自摩根大

通、花旗銀行等知名企業。

英國《太陽報》報導，Cyble
的專家近日在暗網發現 Zoom
帳號被盜賣兜售的情況，內容

包括電子郵件地址、密碼、

Meeting URL 以及會議主持人

密鑰等，數量超過 50 萬個，每

個帳號的僅售 0.002 美元，目前

公開的受害的用戶包含花旗銀

行、摩根大通銀行，以及部分學

校如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佛羅里

達大學、達特茅斯大學。

Zoom 先前已被爆出安全設

計出現漏洞，無法做到其宣稱的

點對點加密，還被發現將資料傳

到位於中國大陸的伺服器。如今

加上使用者忽略修改密碼，導致

更多資料洩漏，其中連英國首相

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會

議室密碼都被截圖公開。

50萬Zoom用戶 
資料遭盜賣

沙特王室逾150人染疫 

於俄羅斯的武漢肺炎確診數，仍

然多持懷疑態度。

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早已經

語帶保留地說，莫斯科發生社區

感染是遲早的事。目前俄國除了

封鎖全國邊境，所有外國人至 5
月 1 日之前都禁止進入之外，

還將全國的體育賽事取消，首都

莫斯科也停課了，且禁止 50 人

以上的聚會，以防止疫情擴散。

俄羅斯在 13 日通報新增了

2558 例感染病例，境內累計達

1 萬 8328 例確診，並有死亡病

例 148 例。該國總統普京近日

警告官員，要準備應對疫情「最

誇張的」情形，如果有必要將會

請國防部出面進行協助。

黑龍江邊境城市密山市的官方警

示牌。（網路截圖）

加拿大研究：
瑞德西韋有效抑制武漢肺炎病毒

美媒：中國正進行小型核試驗

條約》，禁止成員國測試軍事用

途的核武器，並須確保其他類型

的核試驗不會影響到人類健康，

但這條約並不具備法律效力。

3月29日，位於羅布泊的中國核試驗場

的衛星照片。照片顯示，有水泥卡車

在隧道入口附近，一堆土堆在棄渣堆

上。（MAXAR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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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社交媒體上視頻顯示

黑人在廣州被趕出出租屋露宿街

頭，有非洲人吐槽不准進商店購

物。繼美國對中共甩鍋怒了之

後，非洲哥們也表示怒了。廣州

的三元裡村曾經在第一次鴉片戰

爭裡是抗英的前線，這回成了抗

非的前線。

怎麼廣州突然對非洲裔緊張

起來了呢？可能是在 3 月 26 號

中國禁止外國人入境之前，就有

入境的黑人後來被發現中招，就

引起了當地人的普遍緊張。擔心

在當地的幾十萬黑人當中出現群

聚流行，波及到更大的範圍；就

出現了這些排非的舉動。但其實

當地的排非情緒可以說由來已

久，一言難盡。從 1990 年代後

期大批非洲籍人士來廣州經商，

貧窮國家的人民作風相近，到了

一個生活相對好的地方，一個人

紮下腳跟，就呼朋引伴，七大姑

八大姨、發小都一起弄來。據說

一些黑人來到廣州後直接就把護

照撕掉，萬一被警察逮住也查不

到是哪個國家來的，遣送都沒個

遣送的地方，直接就打算黑下來

不回去了。

我看到過一個估計是廣州的

無證黑人可能有 60 萬之多。中

共政府有一個中非友好的政治綱

領，因此對中國境內的非洲非法

移民一直沒有認真整治，廣州的

黑人也「守望相助」、很抱團，

發生過 2009 年上百黑人因為一

個非法移民為了躲避檢查跳樓事

件，大鬧礦泉街派出所；2012
年數百名非州籍人士，因為一個

同伴和當地人鬥毆身亡，上街遊

行和警察對峙。由於這些衝突和

當地人結下了很深的成見。

這一回由於疫情，加上中國

人對政府給予外籍人士的種種超

國民待遇不滿，排外情緒總爆

發。在很多中國人的頭腦中，歧

視本來就是常態，地域歧視、身

份歧視、性別歧視、有錢的看不

起沒錢的、城裡人看不起農民

工、有權的看不起屁民，歧視在

日常生活中就無處不在，所以到

歧視外國人的時候心裏也沒有什

麼不能逾越的界線，什麼把租約

期內的非州人趕出出租屋、不讓

人家進商店這種事，在很多文明

程度比較高的社會看起來匪夷所

思的現象就會屢見不鮮，這方面

我也不想為中國人辯護什麼。總

之就是一個社會失去了公正的準

繩，人心一亂了以後，什麼亂象

都會發生。

但是從廣州排非這事我們能

看出一個趨勢，就是中共和非洲

國家的友誼也難以維持。非洲的

公共衛生水準本來就低，當疫情

流行開以後，人員和經濟的損失

恐怕會很大，像非洲的肯尼亞、

奈及利亞這些大國已經實現了選

舉政治，也有社會怨氣要安撫，

他們要求中共補償的方式倒是比

歐美還簡單，就是欠中國的債不

還了，你們借我們的錢就當賠我

們的吧。所謂中非友誼本來就是

以利相交、以勢相交，只要中國

這邊運勢一變也難以維持。

移民的政策的最大忌諱就是

從政治需要出發做順水人情，為

了拉攏某個國家，給他們國民移

民的優待，而不是出於自己社會

發展的實際需要。弄來一堆第三

世界國家的移民，害處倒不在於

哥兒們很窮，而在於來的人並不

是本國社會真正需要的有技能的

人才。這些人來得一多，融入不

了這個社會，就會自我抱團形成

群落式的社區，搞出一個風俗、

文化和經濟上都和社會脫離的小

圈子。類似於中國人在海外的唐

人街（china town），但是唐人

街並沒有真正變成歐美社會裏的

國中之國，因為中國人有兩個優

點，一是溫和守法不鬧事，盡量

不和主流社會衝突。二是中國人

重視教育，通常第二代就融入主

流，就離開唐人街了，不會唐人

街內部繁殖，越滾越大，那哪個

國家都受不了。

這種國中之國群落聚居很危

險，往輕裡說，它滋生各種犯罪

和黑幫經濟：販毒賣淫什麼的。

往重裡說，它有可能成為更大的

顛覆性力量。移民這事不是不可

以做，但是它事關變更社會的人

口結構這個基本盤，一定得慎

重，得視實際的需要，在一個法

治的體制下謹慎地做。得能發能

收，得達到讓移民融入主流社會

這個效果，要不然就很容易製造

國中之國、族群割裂。為日後動

亂埋下禍根。（——節選自《文

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群聚風險」引中非友誼廣州翻船

廣州查疫情，非僑遭歧視廣州橋下睡4天。（微博）

◎文：文昭

武漢肺炎（又稱中共肺炎）

全球化，即使氣候回暖而可以平

息，世界將會進入與中國脫鉤的

「後中國製造」時代。

不是恐懼瘟疫，而且恐懼中

國政府與中國人事事隱瞞、睜眼

說謊的慣性。錯誤的全部是以美

國為首的西方，中國政府和中國

人覺得自己永遠正確。全世界領

教了這一招，瘟疫的塵埃落定，

中國以外的人類到底往何處去，

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香港的私立幼稚園開始倒

閉，中學停課，也不知停到何

時。英國的寄宿學校哈羅腦筋轉

得快，馬上開辦網路中學預科課

程，讓中國人不必來，留在抗疫

最有效率的祖國，用一副電腦遙

距與倫敦開辦寄宿學校教育，寄

宿學校一面照樣收錢。

這是一個新方向：如何能將

中國人的錢循安全衛生的渠道，

源源流入西方的口袋，而不讓中

國人在肉體上四處飄流，將病毒

通過伊朗或義大利向全球散播？

英國寄宿學校有四成生意倚

賴於中港市場。中港一旦淪陷於

瘟疫，估計有四分一寄宿學校要

倒閉。

迪士尼的「花木蘭」要暫停

上畫。這齣戲全部以中國或華裔

演員擔演，不止以中國為第一市

場，還大膽地企圖以中國市場來

倒攻世界市場。換言之，迪士尼

主動向世界講「中國故事」，而

且滲入了西方的女權主義意識型

態，用女權為「中國故事」包裝。

若此片在倫敦首映時請得哈利王

子的老婆梅根來 VIP 剪綵，中國

駐英大使陪同，「中國故事」會更

為形象動人。可惜一場據中共說

是美國實驗室製造的病毒壞了好

事。

整個西方文明因短視的利

潤，漸拋棄了原則。川普上任

時號召，讓美國的年輕人重返工

廠，自食其力，不要被 Made In 
China 慣成四肢不動、在睡房中玩

電子遊戲、失去吃苦的競爭力、

同時享受廉價中國貨的寄生蟲。

中共肺炎敲響了警鐘。中國

往何處去不是問題，中國以外的

世界，選擇一條什麼路；此一路

是否漸與「一帶一路」交集，而

通往某種「人類命運共同體」之終

點，才是自蒙古帝國西侵歐洲之

一千年以來的超級大問題。而巧

合地，那一次，據說蒙古人向歐

洲帶去了鼠疫。

這副牌怎樣洗？
◎文：陶傑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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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媒體《財新網》記者

蕭輝的一篇記者手記近日在

網際網路流傳。文中提到，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院長王行

環今年 1 月初就已經感到

事態嚴重，於是不斷提醒官

員， 不 要 忘 記 SARS 薩 斯

（非典）的慘痛教訓，卻多次

被批評「政治覺悟不高」。

包括香港《蘋果日報》在

內的媒體報導說，蕭輝的記者

手記 4 月 12 日流出。她在手

記中寫道，1 月 20 日，世衛

安排專家到中南醫院考察，1
月 19 日湖北省、武漢市衛健

委領導來中南醫院考察安排接

待世衛專家時，衛健委的官員

要中南醫院人員「注意政治影

響和說話方式」。

據蕭輝的記者手記，王

行環當即直接反駁說，「我一

定會實話實說。你們難道忘

記了薩斯教訓了嗎？救人命

是最大的政治，實事求是是

最大的政治」。

在世衛組織到中南醫院

考察的頭天晚上，王行環還

回絕了跟他相熟的省級官

員要他注意政治影響的「叮

囑」。手記引述王行環的話

說，「悲劇發生了，死了那麼

多人，那麼多醫護人員感染

了，我們應該反思哪些地方

做得不到位，哪些地方可以

改進的」。他期望國家能夠

防範下一次病毒的侵襲，避

免悲劇一而再、再而三發生。

財新網在大陸媒體中屬

於比較敢言的媒體，在一些

重大話題上，尚能打一些擦

邊球。比如《財新網》2 月 26

日刊登文章，題爲《新冠病毒

基因測序溯源：警報是何時

拉響的》，文章指出，早在

12 月底之前，武漢多家醫院

已把至少 9 例不明肺炎的樣

本，送交不同的基因測序公

司檢測，結果都發現一種和

SARS 類似的冠狀病毒。業

內人士立刻認識到問題的嚴

重性，不僅將檢測結果報告

給醫院，也上報給衛健委和

疾控系統。

與此同時，武漢部分醫

務人員通過內部渠道得知

後，意識到其危害，李文亮

等 8 名醫生立刻小規模地向

親友預警，但他們卻遭到警

方訓誡，被污衊散佈謠言。 1
月 1 日，湖北省衛健委電話

通知基因公司，要求停止進

一步檢測，銷毀病毒樣本，

並禁止對外發表相關論文和

數據。 3 日，中共國家衛健

委辦公廳也發布通知，做出

相同指令。 5 日，上海公共

衛生臨牀中心也從武漢中心

醫院送檢的樣本中檢測出了

該新型 SARS 樣冠狀病毒，

當日即向上海衛健委和國家

衛健委報告，並建議在公共

場所採取防範措施。但相關

信息同樣被禁止對外公布，

當局也未採取任何防疫措

施。但是，這些文章隨後均

被刪除或屏蔽。搜尋這些文

章，財新網的網頁顯示：「您

要查看的頁面不存在或已刪

除！」但不少媒體都已紛紛轉

載，網路上仍可查閱。

蕭輝記者手記在微博、

微信上廣為流傳，但文章很

快就被「和諧」了。此外，蕭

輝和其他記者共同採編的「武

漢疫情中的中南醫院：他們

打滿全場」一文已經在財新網

上被 404。這一長篇報導也

提到「在早期，中南醫院因為

預警多次被批評『政治站位不

夠』，王行環認為，真正的講

政治應當是利國利民，『我覺

得不利國不利民才是不講政

治』」。王行環的認識並不需

要高深的邏輯推論，只可惜

這樣簡單的道理，在當前大

陸環境下都難以向官方和公

眾表達。

政治與國民是什麼關係？

財新網刪除的記者蕭輝和其他記者共同採編的「武漢疫情中的中

南醫院：他們打滿全場」一文已經查找不到。（網圖）

◎文：苗青

2020年3月 15日，2020年3月 15日，
法 國 塞 納 河 邊 。法 國 塞 納 河 邊 。
（Getty Images）（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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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省 5級駕駛執照（AMVIC 註冊）

工
作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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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誠聘汽車銷售
主動進取，無需銷售經驗，有

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懂

英語，國語或粵語。

聘RECRUITMENT

地址：2971 Main St. SW Aird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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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4月 16日—4月 22日第 102期 B版

【看中國訊】在車輛買賣

時，很多車主對於車牌辦理會有

一些疑惑。在加拿大上路的車

輛，必須持有合法的牌照，並且

每個省份都有各自不同的規定。

所以，車主們需要清楚了解當地

的牌照相關規定。 

1. 車牌註冊
車輛牌照又稱車輛註冊牌

照。司機們經過考核而持有執

照，而車輛只需註冊登記即可。

此車牌可以幫助了解每台車輛的

狀況。

2. 車牌可以更名 
給他人使用嗎？

在加拿大，除紐芬蘭與拉

布拉多省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外，其他省份對於

車牌的要求大多類似，即車牌隨

著車主走。

如果車主賣車或更換車了，

那原先的車牌可以繼續給新車使

用，如果車主不想再使用舊車牌

了，則將其歸還給相關部門，然

後重新辦理新車牌。 
在大部分省份，除一些特殊

情況下，車牌一般不能更名給他

人。

3. 更換車牌
以下情況下需要更換車牌，

例如： 
‧ 車輛和車牌被盜 
‧ 車牌被盜 
‧ 車牌破損 
‧ 車牌磨損 
‧ 車主不再喜歡自己的車

牌號碼 
‧ 車主想擁有一個很有個

性的車牌 
去交通部門的辦公室就可以

辦理以上車牌更換手續，車主需

要攜帶車主證和 ID。

4. 訂製車牌號
在亞省，可以定制自己喜歡

的車牌號，比如使用有含義的

詞彙，喜歡的數字等，費用是

$218。但號碼必須符合以下條

件：

‧ 包涵數字和字符，不能

有特殊字符如問號、感嘆號等，

也不能使用字母 O，只允許 0。
‧長度在1到7個字符之間。

5. 退還車牌
當舊車牌被更換後，如果不

是被盜了，那舊車牌需要被退

還。如果退還的車牌有效，且上

面的 sticker 仍在有效期內，那

sticker 的餘款一般會按剩餘天

數將餘款退還給車主。如果車牌

被盜，則需將警方報告一同提交

給註冊機構。

6. 將車牌轉到新車上
如果原來的車子被賣掉或不

再被使用了，那原車牌可以轉到

新車上繼續使用。但是，此車牌

需要重新被註冊一下，車主需帶

著車主證去有關部門辦理。

7. 首次購買
車牌

如果您是首次購

車，那一般情況下，

您也就是首次購買車

牌了。您需要從交通

部門購買新車牌，且

進行車輛註冊。沒有牌照的車

不能上路。在安省，目前辦理

車牌的手續費用為 $59，然後再

購買車輛的 sticker，請記住，

sticker 要在及時貼在車牌和車

主證上。

8. 兩個車主證及車牌
現在很多人同時擁有兩台

車，他們有時也不知如何辦理這

些車牌。其實，這兩台車可以同

時使用相同的車牌。但前提是，

這些車牌和車輛都必須分別進行

註冊過。有些人冬天開一台車，

夏天開另外一台車。如果是這種

情況，車主則可以從一台車上將

車牌取下，更換到另一台車上使

用。但對於那些常年同時開兩台

車的車主來說，他們更傾向於每

台車單獨有自己的一套車牌。

9. 了解省份規定
在加拿大開車，最重要的是

要了解您開車所在省份的交通規

則。有些省份要求車頭和車尾都

必須掛有車牌，而有的省份如亞

省只要求車尾有車牌即可。對

sticker 的要求，每個省份也有

不一樣的規定。

 

【看中國訊】來自美國加州

的Laffite Supercars公司推出名為 

G-Tec X-Road的全地形越野超跑，

且可以合法上路，顛覆許多人心

中超跑形象。該款車型動力強

大、性能出色且外觀極盡奢華。

不像普通超跑的車身，G-Tec 

X-Road作為合法上路的全地形超

跑，車身尺寸達到長4.2米，寬2.1

米，高1.5米，採用賽車工程師

Philippe Gautheron以SAE鋼材打造的

底盤。雙人座設定的車重僅1,300

公斤。17 吋的懸架行程可使駕駛

員像沙漠中的達喀爾拉力賽原型車

一樣跳躍和飛馳，也可以在高速公

路和本地街道上舒適地行駛。

有著硬派的外觀造型，內裝則

風格完全不同，以皮革和先進科

技配備滿足駕駛需求。

G-Te c  X -Ro ad搭載6 .2升

Chevrolet LS3 V8引擎，該發動機

自然吸氣版可輸出477馬力，如果

選擇增強版本的話，可輸出730馬

力。該車採用後輪驅動系統，變速

箱則可選擇5速序列式或6速自動變

速箱，極速230公里/時。

G-Tec X-Road限量30台，起

售價為465,000美元（約655,650

加元），並且可選擇電動版本，

售價545,000美元。每輛車均享有

2年/ 10,000公里的保修，並於今

年年底開始交付。

業務分部於美國與西班牙等

地的Laffite Supercars公司近年來

發展迅速，公司由Bruno和Laetitia 

Laffite聯合創辦，專門從事汽車

設計和概念車/道路

專用限量版車型的

生產。Bruno Laffite 

是拿下六次F1冠軍

的傳奇車手Jacques 

Laffite的侄子。

（本文圖片來源：拉菲特官網）

（網圖）

（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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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穩利基市場

台灣地狹人稠，大街小巷行車之

間，汽機車交會難免擦槍走火。常常

在一個不起眼的轉彎處，就發生碰撞事

故。然而，很多民眾在不熟悉法律、不

知如何處理的情況下，小車禍成為很多

民眾的難題。

畢業於政治大學政治系，曾任執業

律師、現為「略策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的施尚宏發現小車禍是很大宗的案件，

很多人有此法律服務的需求，卻負擔不

起法律服務費用。台灣一天有近三千件

的車禍案件，其中 62% 案件的當事人選

擇賠錢了事，而不是動用保險。但很常

遇到的情況是：雙方原本議定不用賠，

卻有人反悔。因此，他建議以最短的時

間完成一份和解書，確保雙方的權益。

90 後的施尚宏決定跳脫傳統框架，

結合科技開發「PAMO 線上和解書」，

降低民眾取得法律服務的門檻，讓小車

禍可以迅速獲得解決，騎士、駕駛得

以「迅速解脫，繼續上路」（Pass And 
Move On，縮寫為 PAMO）。

原本要出國深造的施尚宏，找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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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出我們想要的感覺。」

最 初，PAMO 開 發 出 的 是 手 機

APP，操作流程要上下層選單來來回

回切換，使用上達不到便利的要求。後

來王韋仁加入團隊，成為公司的產品顧

問，負責寫程式以及基礎設備架構。「那

時候就開始重新思考，產品應該要怎麼

從原本的 APP 進行改善。」王韋仁開始

訓練大家「畫圖」，施尚宏笑言：「我們

被訓練很長一段時間。」 
過程中大概畫了八、九十張圖，逐步

堆疊所需要的功能、規格，透過大量的圖

解以及一項項的測試、修改，才逐步將

心中的樣貌呈現出來。最終，施尚宏的

構想在 LINE 上整合 Chatbot（聊天機器

人），成為「PAMO 線上和解書」，使用

者加了好友以後即可開始使用。

這項標榜「只要 1 分鐘，快又有保

障」的線上和解書，最終的成品是施尚

宏始料未及的，卻也讓他體悟到，整個

科技化的過程中，有更多、更迅速的方

法，來做到更完整的事情。 （下轉 C2）

大政治系畢業的姚隸詩擔任公司營運

長，並邀請政治大學同學王韋仁擔任技

術長、小學同學顏鴻傑擔任執行董事，

一個年輕有朝氣的四人團隊於焉誕生。 
「PAMO 線上和解書」服務首先在

2017 年獲得科技部「FITI 創新創業激勵

計畫」獎勵，並於 2019 年 2 月正式推

出。產品上線後，由於短短幾分鐘內便

可完成一份有法律效用的和解書，相較

於傳統的做法，可節省使用者超過 20 倍

的時間成本，為長時間使用道路的駕駛

團體，如計程車隊、租賃車行、外送平

台等帶來驚人的便利。

而除了線上取得和解書，PAMO 也

提供售後服務。施尚宏表示，使用線上

和解書後，對方如果反悔產生法律糾紛

時，從刑事偵查程序到民事的第一審，

PAMO 會提供律師協助，且負擔費用。

PAMO 線上和解書推出後，很快受到

台 灣 大 車 隊、Lalamove 啦 啦 快 送、

Giftpack 禮物快遞等企業的青睞。

成功與汽、機車租賃業者合作後，

PAMO 近期則打入保險代理人市場，擴

充車險涵蓋的範圍，鎖定賠償金額 2,200
元左右且無人受傷的小事故。由於賠償金

額低，多數人考慮不要動用保險，避免出

險後保額提高；而具有法律效用的及時和

解服務，能夠彌補保險無法涵蓋的部分，

成為保險代理人優化產品、提升競爭力的

一項配備。營運長姚隸詩表示，這樣的

服務希望未來能成為車險的標配，因為

PAMO 最終就是希望提供大家更方便取

得、門檻沒那麼高的法律服務。

從APP到Chatbot
作為 90 後的法律人，施尚宏一開始

的想法很單純：只是想要將一份和解書

透過線上的方式提供給大眾。然而，看

似簡單的構想，卻經歷了諸多衝擊。

 施尚宏表示，剛開始產品外包給技術

人員，但協調過程中摩擦很多，雙方猶

如雞同鴨講，「我是法律人，不知道技術

人員在想甚麼；技術人員也不知道法律

人在想甚麼，兩邊摩擦很多，而且產品

台灣一位禮品快遞公司的駕駛與摩托車發生擦撞

後，該駕駛迅速拿出手機，將整個事故定位、拍照記錄

後，詢問對方姓名、電話，對方很快就收到一則簡訊，詢

問是否願意和解。對方同意後，雙方旋即收到一份和解

書，付了現金，繼續上路。整個過程大約兩分鐘，對方機

車騎士一臉不可置信：「怎麼這麼方便？」

2分鐘擺平小擦撞 線上和解書誕生記

讓你從此愛上看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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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時，聽到旁邊一位女孩打電話，

內容大概是說又被主管責備，心裡有些鬱

悶，手機那端的朋友聽完，開始為她抱不

平。說著說著，女孩反而安慰她朋友，認

為這不是逆來順受，因為自己確實也有做

得不妥的地方。

最後，女孩以一句：「今晚還是趕緊

加班處理吧。」結束了這段對話。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女孩太軟弱，但仔

細想來，一個主管是好是壞，會不會罵人

並非關鍵。很多主管表面看起來和顏悅

色，但只要一牽涉到自己的利益，就開始

變臉，何況女孩還懂得自我反省，馬上採

取補救方法。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女孩沒有因此

被情緒影響。這點看似容易，但真的很難

做到，因為太多人一旦被罵，常常就氣不

打一處來，甚至很久以後還反覆提起這些

事，永遠沒有放下的時候。

一項研究發現，暴風雨般的憤怒，

持續時間往往不會超過 12 秒。爆發的當

下，或許感到天雷勾動地火；可是事過境

遷後，回想起來卻往往雲淡風輕。遺憾的

是，動不動就被情緒控制的人，總是會敗

給這關鍵 12 秒。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在工

作中受到信賴的人通常都有個共同特點：

情緒穩定。

曾有位心理學家做過一個實驗，他們

請來幾十位志願者，同時觀看兩個人的訪

談視頻片段。其中一位高談闊論，肢體語

言十分豐富；另一位的表現則是沉著冷

靜，偶爾會提出自己的獨特觀點。

視頻結束後，這些志願者為這兩人

的信任度打分。結果發現，表現沉著冷

靜的那個人，得到的票數佔有壓倒性的

優勢。

為甚麼一個情緒表現較少的人，會讓

人感到信任呢？這是因為他們在做決定的

時候，能將情緒影響降到最低，這種決

定，通常也比激情昂揚的人可靠得多。

《孫子兵法》裡面提到，「胸有激雷而

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將軍。」一個面對喜

怒哀樂，能控制好自己情緒的人，就足以

在大多數的人群中勝出。

情緒注定 
你的成敗
文：溫迪

◎ 文：溫迪
圖：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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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大多數人對所謂的「休息」存有

很大的誤解，那該如何「休息」才是正確

的呢？真正的「休息」，是能夠恢復疲

勞，放鬆精神的，等到我們重新投入工作

與學習的時候，就又覺得活力充沛。但如

果我們的休息並不能帶來這些，那麼，無

論休息花樣再多，都只是錯誤的休息方式

而已。

怎樣的「休息」才對呢？

1、腦力勞動者，補瞌睡沒用

當我們寫了一天的文案，主持了漫長

的會議，在工作告一段落時，第一反應常

常是想要「躺一下」。但這是不對的。

因為睡眠的確是一種有效的休息方

式，但適用於睡眠不足或體力勞動者。因

為對體力勞動者來說，「疲勞」主要由體

內產生大量酸性物質引起，所以感到疲勞

時，就要採取靜態的休息方式。這時通過

睡覺，就可以把失去的能量補充回來，把

體內堆積的廢物排除出去。

但對於辦公室的上班族而言，在大腦

皮層極度興奮，而身體卻處於低興奮狀態

時，想消除這種疲勞，睡眠能起的作用

不大（除非是熬夜加班，連正常睡眠時

間都達不到）。這時我們需要的不是通過

「靜止」恢復體能，而是要找事情做，把

神經放鬆下來。

這就是為甚麼許多上班族週末兩天不

出門依舊無精打采，但下班後只要運動半

小時就精神飽滿的緣故。

2、不必停下來，只是換一下

既然對某些人而言，睡覺無法讓大腦

休息，那該如何做呢？解決方法是不停止

活動，只是改變活動的內容。因為大腦皮

質的一百多億神經細胞，功能都不一樣，

它們會以不同的方式，排列組合成各不相

同的聯合功能區，當這一區域活動時，另

真正的「休息」是甚麼？

疫情下如何保持距離 疫情下如何保持距離 
又不失禮又不失禮

「洛 杉 磯 時 報」（Los Angeles 
Times）生活版探討武漢肺炎疫情下的

社交禮儀，文章指出居家隔離、保持社

交距離所衍生出來的人際互動，美國人

還不習慣，因為「對每個人而言都是頭

一遭」。

「社交距離的禮儀：如何有禮貌地說

退後」作者羅伊（Jessica Roy）指出，

疫情之下最有禮貌的動作就是待在家

裡。但為了生活採買一定要出門時，可

能遇上搞不清楚狀況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怎麼宣示 6 英尺（183
公分）「主權」，因為這違背長久以來

的固定模式，人們習慣接在別人後面排

隊、人行道上交會時不喜歡讓路。

疫情之下出門，每個人心頭難免有

壓力，除了自身注意社交距離，還要想

辦法提醒別人，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社交禮儀專家波斯特（Lizzie Post）
說：「人們不喜歡要求別人、點出他人錯

誤。我們喜歡有標準可循。規則把大家

凝聚成一個社會。我們不喜歡被人指指

點點。」

別人靠太近的時候，如何反應，波

斯特指出，態度比起用字遣詞更重要，

注意要友善、和氣、避免語帶威脅，「現

在每個人壓力都很大，最不樂見的就是

火上加油」。

另一名專家葛林（Alison Green）
說，與其擺出強硬姿態說「你可以退後

嗎？」不如說：「對不起，我正在努力保

持社交距離，你介意給我一點空間嗎？

謝謝。」

葛林認為，先假設對方不是故意，

因為大家都不習慣。「不要先入為主認

定別人無禮。如果你很和善或體貼，那

就沒事。你的語氣不友善，別人也會不

友善」。

作家皮帕斯（Jennifer Peepas）指

出，美國人習慣這樣想「為什麼我要讓

路」。但在疫情之下，人行道上與人交

會時，利人利己的方式是放下這樣的念

頭，保持社交距離。

南加州大學（USC）醫學專家甘農

握手、幫人拿東西等過去被人視

為友善的動作，疫情時期反而變

成危險行為。美國媒體觀察，疫

情改變人類行為，如何保持距離

又不失禮貌，成了每個人必須學

習的新課題。

（Paula Cannon）說，官方規定的 6 英尺

（183 公分）社交距離限於靜止不動有

效，走動時她習慣拉開更遠，但距離不

影響人們釋出善意。

甘農認為，在人行道與人交會或在

商店買東西，都可以做一些好事，為別

人樹立榜樣，做出友善、禮貌又安全的

動作。

她說：「如果我在附近散步，遇到人

行道對向有人，我會主動移到馬路上，

把距離拉到 3 公尺到 6 公尺。我會揮手

微笑，這麼做是出自對別人的關心，建

立正確的榜樣。」

這是告訴對方「自己的行為不管看起

來有多奇怪，這麼做是因為關心對方，

不是因為害怕他們」。非疫情時期，人

行道上有人正面走過來，閃到馬路上會

被認為很沒禮貌，但是這是每個人能為

別人做的事情。

文：林宏翰 

圖：Adobe Stock

一區域就可以得到休息。

所以，通過改變活動內容，就能使大

腦的不同區域得到休息。心理生理學家謝

切諾夫曾做過一個實驗，為了消除右手的

疲勞，他採取兩種方式：一種是讓兩隻手

同時靜止休息；另一種則是在右手靜止的

同時，又讓左手適當活動，再以疲勞測量

器上對右手的握力進行測試。

結果發現，在左手有活動的情況下，

右手的疲勞消除得更快。從這也能看出

來，變換人的活動內容，對常用腦的人而

言，確實是更好的休息方式。

3、最好的休息是重燃熱情

一個人的疲憊，主要還是來自對固有

生活的厭倦。所以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

能讓我們重新找到生活和工作熱情的活

動。若我們做完一件事，會有種「明天又

是新的一天」的感受的話，那麼這件事對

我們來說，就可說是最好的休息方法了。

對大多數的人來說，辛辛苦苦在

職場工作了一星期，好不容易盼

到週末，總算可以好好休息了。

只是往往事與願違，越是休息，

感覺越疲倦，完全無法感受到充

電的效果。為什麼我們假日就算

睡到自然醒，卻仍然覺得疲累？

甚至花大錢到海內外度假旅遊，

也無法增加生活的熱情？常常都

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

2分鐘擺平小擦撞 
線上和解書誕生記

（接 C1）精準的利基市場（Niche 
Market）行銷方略，奠定 PAMO 前進

的基礎。如今整合保險代理人，跨入邁

向個別使用端市場的階段，逐漸達到施

尚宏「讓法律服務更便利、更大眾化」

的理想。

PAMO線上和解書操作簡介

目前「PAMO 線上和解書」提供的服

務，採取一天 2 元（NTD 730/ 年）的年

費會員制。只要登入 PAMO 網站，點選

「立即取得」後即可進入「申請流程」頁面

開通服務。 
當事故發生時，開啟 LINE，點選

PAMO 線上和解書，選擇開始新案件，

接著聊天機器人便會引導整個和解書的製

作。首先詢問事故地點，透過GPS定位，

上傳系統確認位置。

驗證雙方身分，輸入雙方車牌號碼，

之後系統引導進行對事故拍照，包括車

牌、擦撞的位置、兩車相對位置、事故角

度等，然後照片上傳系統。

系統會詢問是否有人受傷。在無人

受傷，雙方對於賠償金額有明確的數據

時，進入和解書製作的階段。雙方如同意

和解，即會收到一份包含「事故時間、地

點、照片、和解條件」等資料的和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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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101 期）晏殊拜見皇帝謝恩時

解釋說：「我不是不願遊玩，不願參加宴

會，因為我家貧窮辦不到。我要是有錢，

也是會去的。」宋真宗見晏殊如此誠實，

對他特別讚賞，更加信任他，眷寵日深。

晏殊以難能可貴的坦率誠實品格，在

皇帝和群臣面前樹立了信譽。宋仁宗趙禎

登位後，晏殊得以大用，官至宰相。晏殊

做了宰相，也沒有矯揉造作，很得百姓擁

戴。

晏殊雖多年身居要位，卻平易近人。

他唯賢是舉，范仲淹、孔道輔、王安石等

均出自其門下；韓琦、富弼、歐陽修等皆

經他栽培、薦引，都得到重用。晏殊誠懇

地對待每一位學子。

有一次，晏殊路過揚州，在城裡走累

了，就與隨從進大明寺休息。晏殊進了廟

裡，看見牆上寫了好些題詩。他挺感興

趣，就找把椅子坐下。然後，讓隨從給他

念牆上的詩，可不許念出題詩人的名字和

身分。

晏殊聽了會兒，覺得一首詩寫得挺不

錯，就問：「這首詩是哪位寫的？」隨從

說：「王琪。」晏殊就派人去找這個王琪。

王琪被找來了，拜見了晏殊。晏殊跟他一

聊，挺談得來，就高興地請他吃飯。兩人

吃完飯，一起到後花園去散步。這會兒正

是晚春時候，滿地都是落花。一陣小風吹

過，花瓣一團團地隨風飄舞，好看極了。

晏殊看了，猛地觸動了自己的心事，

不由得對王琪說：「王先生，我每想出個

好句子，就寫在牆上，再琢磨下句。可有

個句子，我想了好幾年，也沒琢磨出個好

下句。」

王琪連忙問題：「請大人說說是個甚

麼句子？」

晏殊就念了一句：「無可奈何花落

去。」

王琪聽了，馬上就說：「您幹嘛不

對『似曾相識燕歸來』？」這句的意思是

說，天氣轉暖，燕子從南方飛回來，這些

燕子好像去年見過面。晏殊一聽，拍手叫

好，連聲地說道：「妙，妙，太妙了！」

晏殊對這兩句非常喜歡，他寫過一首

詞〈浣溪沙〉，裡邊就用上了這副聯語：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

夕陽西下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小園香徑獨徘徊。

晏殊對王琪很讚賞，回到京城後，向

宋仁宗推薦，得到宋仁宗認可，就調王琪

入京城。王琪先任館閣校勘，後又擔任許

多其他重要職務。晏殊在北宋文壇赫赫有

名，這和他的誠實、才氣有密切關係。

凱勒豐是與蘇格拉底相知極深的朋

友。有一天，他特意跑到特爾斐神廟，向

神請教一個問題：世上到底還有誰比蘇格

拉底更聰明？

神諭曰：沒有誰比蘇格拉底更聰明。

凱勒豐高興的向蘇格拉底展示了神諭

的內容，可是他從蘇格拉底臉上看到的卻

是茫然和不安。

蘇格拉底不認為他是最聰明最有智慧

的人。於是，蘇格拉底要尋找一位智慧聲

望超過他的人，以反證神諭的不成立。

他首先找到一位政治家。政治家以知

識淵博自居，和蘇格拉底侃侃而談。蘇格

拉底從中看清了政治家自以為是，其實是

無知的真面孔。他想，這個人雖然不知道

善與美，卻自以為無所不知，我卻認識到

自己的無知，看來我似乎比他聰明一點。

蘇格拉底還不滿足，依然繼續著他的

求證。他找到了一位詩人，發現詩人吟詩

作賦全是出於天賦，而詩人自以為能謅幾

句酸詩，便可以目空一切。

接下來，蘇格拉底又向一位工匠討

教，想不到工匠竟重蹈詩人的覆轍。因一

技在手便以為無所不能，這種狂妄反而消

弭了他所固有的智慧之光。

 最終，蘇格拉底悟出了神諭：神並非

說蘇格拉底最有智慧，而是以此警醒世人

──你們之中，惟有蘇格拉底這樣的人最

有智慧，因為他自知其無知。

人世匆匆，自以為是的人大有人在。

有幾人能像蘇格拉底那樣虔誠的求證自己

的無知呢？

「認識你自己」，這句鏤刻在特爾斐

神廟上的名言，曾賦予了蘇格拉底一種深

沉智慧的目光。而今，蘇格拉底的證明則

向我們開啟了一扇智慧之門：許多時候，

認識自己，或者認識真理，都是從認識自

己的無知開始的。

有些人能認識到自己的執著和不足；

有些人根本意識不到自己的不足，或者根

本不承認自己的不足，不去找自己的問

題。其實，最有智慧、最精進的人可能就

是能夠充分認識自己不足的人。

充分認識自己，擺正自己的位置，知

道該做甚麼不該做甚麼，敢於面對自己

的弱點，嚴肅的修正錯誤，才能提高和

進步。

蘇格拉底是先哲，還在求證自己的無

知，而我們做出一點點的成績時怎麼能狂

妄自大呢？當別人批評或指責我們時，是

反唇相譏，還是聞過則喜，坦誠的接受並

改正。

越有能力的人越謙卑。

◎文：白雲飛

◎文：白雲飛

誠實的晏殊 下

When Yan Shu went to thank the 
emperor for the appointment, he told the 
emperor, “It is not that I don't want to go on 
excursions or attend banquets, but because 
I'm from a poor family and I don't have 
money to do so. If I had money, I would have 
done the same.” Seeing that Yan Shu was so 
honest, the emperor trusted him even more. 

Yan Shu's fine character and honesty 
were much appreciated by the emperor and 
the court officials alike. After the crown 
prince Zhao Zhen ascended the throne, Yan 
Shu was given even more important roles, 
right up to the position of Chancellor of the 
Court. Still, he remained honest and down 
to earth in his daily conduct and was deeply 
loved by the people. 

Even though Yan Shu was a high-

ranking official, he was always amiable and 
easy to approach. He recommended people 
with talent regardless of their backgrounds. 
Such people included Fan Zhongyan, Kong 
Daofu, Wang Anshi, and others. He also 
nurtured and helped many younger talented 
scholars, such as Han Qi, Fu Bi, Ouyang Xiu, 
and others. Yan Shu treated every student 
with honesty and sincerity. 

Once, Yan Shu passed by the City of 
Yangzhou, a place known for its gardens and 
beautiful sceneries. He felt a bit tired while 
walking in the city with his servant, so they 
went into Daming Temple for a rest. As they 
entered the temple, he saw a lot of poems 
written on the wall. 

Intrigued by what he saw, Yan Shu sat 
in a chair and asked his servant to read out 

the poems for him, but without revealing the 
names of the authors or their social status. 

Yan Shu listened for a while and felt 
that one poem was particularly good. It was 
found to be written by Wang Qi. 

Yan Shu sent the servant to invite Wang 
Qi for a meeting. Wang Qi came and they 
had a very pleasant chat. Yan Shu invited 
Wang Qi to stay for a meal. Afterwards, they 
went for a walk in the back garden. 

It was in late spring, and the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fallen petals. When a pleasant 
breeze blew through, petals floated in the air, 
creating a truly beautiful scene. 

It reminded Yan Shu of something, so he 
said to Wang Qi, “Every time a verse appears 
in my mind, I write it down on a wall and 
think about the next one to follow. However, 
I am stuck on one verse and have not been 
able to come up with the next line for a few 
years now.” 

“What is the verse if I may ask?” Wang 
Qing required. 

Yan Shu recited, “Flowers will die, do 
what one may,”

“Why don't you have 'Swallows will 
return, as seeming acquaintances' as the next 
line?” Wang Qi suggested straight away, “It 
means that the weather has turned warm and 
swallows have returned from the south, as if 
they had met the year before.” 

Yan Shu was very happy with the 
suggested line and kept saying, “Wonderful, 
wonderful, truly wonderful!” 

Yan Shu liked the couplet so much that 
he later included the verses in one of his 
well-known poems “Huan Xi Sha.” 

Yan Shu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Wang 
Qi's literary talent and recommended him to 
the emperor after he returned to the capital 
city. Later, Wang Qi took on many important 
posts and performed them well. 

Stories of Honest Yan Shu (Part 2)

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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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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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畢業於
UBC

粵、英語

陳守誠 醫生
DMD

2001 年畢業於
亞省大學

英語

Richard Krim 醫生

DDS

2012 年畢業於
UBC

1992 年畢業於
華西醫科大學

國、英語

劉青青 醫生
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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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orizondentalgroup.ca

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
接受多種保險

專業嚴謹 嶄新設備 舒適環境 地點方便

掃碼加微信

晏殊塑像（公有領域）

Socrates' close friend Chaerephon 
once consulted God at the Oracle of Delphi 
and asked, "Is there any other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is wiser than Socrates?"

God answered: No man is wiser than 
Socrates.

Chaerephon pleasantly displayed 
God's answer to Socrates.  But to his 
surprise, Socrates' acted mystified and even 
uncomfortable.

Socrates did not believe that he was 
the wisest and most intelligent person in 
the world. To disprove God's conclusion, 
he decided to look for a person with more 

wisdom and a better reputation than himself.
First ,  he found a poli t ician.  The 

politician had a very high opinion of his 
own knowledge and talked non-stop with 
Socrates. Socrates saw the politician's self-
righteousness and ignorance. He thought, 
"Although this person knows nothing about 
compassion and beauty, he thinks that he 
knows everything. At least I recognize that 
I am ignorant; so it seems that I am wiser 
than him."

Socrates was not satisfied, and he 
continued with his pursuit. He found a poet. 
This poet was a genius at writing poems, but 
he thought that he was the wisest man alive 
simply because he could write poems.

T h e  n e x t  p e r s o n  h e  m e t  w a s  a 
craftsman. To his dismay, the craftsman 
made the same mistake as the poet did. He 
thought that he could do anything because 
he had some good skills. His pride eroded 
some of his own intellect.

Final ly,  Socrates  found the  t rue 
meaning of God's words. God did not say 
that Socrates was the most intelligent person 
in the world. God was telling the people that 
amongst other humans, only Socrates was 
the wisest because he was aware of his own 
ignorance.

In the world, we can find many who 
think highly of themselves. But how many 
people would seek proof of their ignorance 
with a humble heart?

"Know thyself": these famous words 
inscribed on the Oracle of Delphi gave 
Socrates his deep wisdom. Today, Socrates' 
validation opens a gate of wisdom to us. 
Oftentimes, knowing ourselves, and learning 
the truth starts from recognizing our own 
ignorance.

 S o m e  p e o p l e  c a n  s e e  t h e i r  o w n 
attachments and shortcomings. Others 
cannot see their own shortcomings, or they 
don't even acknowledge that they have any 

shortcomings, and they don't bother to look 
for their own problems. In fact, the wisest 
and the most diligent persons are probably 
the most humble ones who can thoroughly 
see their own problems.

Completely knowing our-selves, 
positioning ourselves at the right places, 
knowing what to do and what to avoid, 
having courage to face our own weaknesses, 
and correcting our mistakes sincerely--
only when we do all of these things can we 
improve and move forward.

Socrates was a prophet, but that didn't 
stop him from seeking proof of his own 
ignorance. How can we be so proud of 
our tiny accomplishments? When others 
criticize and blame us, should we defend 
ourselves with words, or should we feel the 
joy of being criticized, and honestly accept 
the criticism and correct our behavior?

The more capable a person is, the more 
humble he or she becomes.

認識自己

Know Thy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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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古
知今

◎ 文：公孫如水

漢武帝劉徹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在位期間，
漢朝疆域擴大將近一倍，華夏民族威名遠揚。但武帝
晚年，因連年征戰、大興土木等導致國庫空虛，民怨沸
騰，寇盜四起；「巫蠱之禍」害死了衛皇后和太子，牽連
了數萬人；他後期倚重的大將李廣利臨陣投降匈奴。
這一系列打擊令他深深悔悟。

天子的悔過書——

精美絕倫

罪己詔

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

三月，多年的戰爭令民眾生活困

難，民怨沸騰，武帝封禪泰山

後，對群臣說：「朕即位以來，

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

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

下者，悉罷之。」（ 朕自即位以

來，幹了很多狂妄悖謬之事，使

天下人愁苦，朕後悔莫及。從今

以後，凡是傷害百姓、浪費天下

財力的事情，一律廢止！）

同年六月，六十八歲的漢武

帝駁回了桑弘羊等人的建議。他

派士卒到西域輪台（今新疆輪

台縣）屯田戍邊，並下詔反思

自己，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

的「罪己詔」——輪台詔。

武帝在其中詔曰：

「 前 有 司 奏 ， 欲
益 民 賦 三 十 助 邊 用 ，
是 重 困 老 弱 孤 獨 也 。 」 
（ 前些 時 候 桑 弘羊 等人 奏
請 ，要 對 每 個 百 姓 加 收 賦
稅 三十 錢 ，用 來 增 加 邊 防

費 用 。這 樣 做 ，明 顯 加 重
了老 弱 孤 獨 者 的 負 擔 。） 
「……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
離散，悲痛常在 朕心。今請
遠田輪台，欲 起亭隧，是擾
勞天下，非所以 憂 民也 ，今
朕不忍聞。」（後來貳師將軍
（李廣利）失敗，將士們或
死 ，或 被 俘，或 逃亡，這份
悲痛時常縈繞在朕的心頭。
現在，有人奏請派兵遠赴輪
台 屯 田 ，想 要 建 起 堡 壘 哨
所，這是使天下人驚擾和勞
累，而不是憂 慮百姓啊，現
在朕不忍心聽到這種話。） 

「 …… 當 今 務 ，在 禁 苛
暴，止擅賦，力本農」 （當今
最重要的任務，是嚴禁各級
官吏對百姓苛刻殘暴，廢止
擅自增加賦稅的法令，努力
發展農業生產）。

同時，漢武帝封丞相田千秋

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

也。他又任命懂農業的趙過為搜

粟都尉，推行代田法，鼓勵農業

生產。武帝重啟漢初「黃老」思

想，無為而治、與民休息，這為

後來的「昭宣中興」打下了良好

基礎。

「罪己詔」來之不易

在天子皇權至上的時代，

作為皇帝能私下自省其過，已

殊屬不易，進而將反省並寫成

文告、寫成「罪己詔」，頒告天

下，向全天下人、包括庶民百

姓認錯，這是何等可貴難得的

勇氣與德行！漢武帝的這份詔

書乃發自肺腑，不是作秀，他

後來的施政行為足以證明一切。

歷史上「秦皇漢武」並稱，

確實，秦始皇和漢武帝很多方

面都非常相似；但漢武帝「其

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

禍」（司馬光語），是因為他能

及時反省自己的過錯，並痛改

前非，從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樣

迅速敗亡的命運。

《輪台罪己詔》是中國歷

史上第一份正式的、保存完

整的「罪己詔」。自漢武帝之

後，後代帝王紛紛效仿，如漢

明帝、唐太宗、宋理宗、明熹

宗、清雍正等。每當皇帝對國

家和百姓犯了大錯，往往會下

一道「罪己詔」，向臣民公開

檢討自己。

被誤會的「窈窕淑女」

據許慎《說文解字》：從形

上看，「窈」、「窕」都與洞穴

相關，「窈窕」本義，多用來

形容山水等自然景物或土木建

築，引申為幽深、深遠之意。

喻指女子，則有委婉、含蓄、

嫻靜、陰柔之美。

《漢書 ･ 杜欽傳》記載，皇

帝找嬪妃，「必鄉舉求窈窕，

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

意思是說，皇帝找嬪妃，應該

不問姿容（華色），只求「窈

窕」，因為窈窕的女子有輔助

天子、治理內宮之德。這裡的

「窈窕」與「華色」形成對比，

由此看來，「窈窕」指的是賢淑

高德之女。

孔 子 說， 詩 三 百「思 無

邪」，就是說《詩經》內容純正

無邪，學「詩」可以使人的道

德修養得以教化，從而「歸於

正」；孔子還說，「夫少，戒之

在色。」故「窈窕」之意，不太

可能是強調女子外表給人的感

官吸引。

「窈窕」的真義

現代漢語也把「窈窕」解釋

成指心靈美兼儀表美，需要注

意的是，古代的儀表美，絕不

是現代人所指的體形美。

朱熹說：幽閒貞靜，最好

女子家，只是精神不露，意態

深沉，第一美德也。國學大師

錢穆說：女性之美，首貴德

性，次及體貌。此又中國從來

言人品一大較也。

現代 人往 往 將「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說成
「男人喜歡追求漂亮的
女人」，身材苗條的女子
被說成了「窈窕淑女」，
這都與其真正涵義相差
甚遠。

所以，古人所說的「窈窕淑

女」，不看重外表的高矮胖瘦，

而是安靜、深沉、謙恭、柔順、

節制之涵養在外表的流露。

《說文》中的「淑」，指清

湛也。叔從水為淑，喻指靜水

流深，而非洶湧之波濤。《爾

雅》中的「淑」，善也，「淑女」

即指良善文靜的女子。

「君子」，在當時特指君

王、貴族或賢士，地位高貴及

品德高尚之人。「君子好逑」之

「好」讀三聲，不讀四聲，「逑」

不是「追求」，而是名詞「伴

侶」之意。「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的真正涵義即：端莊賢淑

的女子，是君子的好伴侶。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

句話出自《國風 ･ 周南》的《關

雎》，為什麼列於儒家「五經」

之首的《詩經》開篇？研究《詩

經》的權威《毛詩》認為，《關雎》

講的是后妃之德，說的是周文

王與太姒的婚事。

國 風 的「風」 是 諷 喻 勸

誡，所以《關雎》是被作為人倫

教化的典範來解讀的。「風天

下而正夫婦也」，讓老百姓們

知道君子選伴侶，重德操而非

姿容，上行下效，百姓效仿君

子，男人娶妻取德不取色，女

人也會以德操為本，如此家庭

穩定和睦，社會風俗淳厚，天

下太平矣。

可見，中國文學的美，一

般都與道德有關，其盡善盡美

的的境界，只有回歸傳統才能

體會。

千年古畫透露的秘密

”

宋 代 畫 家 馬 遠 曾
經畫了一幅《寒江獨釣
圖》，被譽為千古名作，
很多人一眼並沒有看到
畫 中 有 太 多出 彩 的 地
方，但將畫放大後，令人
為之驚訝！

畫中釣魚翁的魚竿十分「先

進」，他使用的是「線輪式」魚

竿。從畫面來看，線輪應為木

質，輻條八根，投入水中的魚

線，是從輪上的凹槽中導出，魚

上鉤時，可搖動線輪，將漁線收

回，從而得魚。這裡的線輪，已

經和我們今天所使用的線輪式釣

竿基本一致了。

古代人們稱這種裝有繞線輪

的釣竿為「釣車」。其實最早

提及「釣車」的著作是公元三世

紀或公元四世紀寫成的道教典

籍《列仙傳》，紀錄陵陽子因釣

起白龍並放走，最終得道成仙，

該書成書時代眾說紛紜，大致有

西漢末、東漢和魏晉三說，年代

之久遠，可見古代中國人的釣魚

技術其實非常高超。據說，「釣

車」的仙家背景，吸引了一眾後

人爭先效仿，歷史上持釣車欲釣

白龍者滿坑滿谷，熙熙攘攘，殊

不知，仙緣可遇不可求。

如今釣魚工具現代化、自動

化，釣客往往無往不利，但隨著

環境污染、自然水體萎縮，如今

人們已經享受不到古人垂釣的雅

興了。

杜牧《江南春》詩詞
賞析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在詩的一開頭，杜牧所描

繪的視角放在了江南大地上，

這是很少見的。如果說「千里

鶯啼綠映紅」，體現的是空間

的廣度，展現的是江南迷人的

春光。那麼「南朝四百八十寺」

所體現的就是時間的廣度，它

所展現的則是江南歷史的底

蘊。「多少樓臺煙雨中」，杜牧

將具有歷史底蘊的寺廟，置身

於迷濛的煙雨之中，又為畫面

增加了一種朦朧迷離的色彩。

張大千

仕女圖

插畫：Winnie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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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eregrina 
來源顯赫的 
天然珍珠項鍊

擁有逾 500 年歷史的珠寶

本就不多，而曾獲皇室貴族、

女皇和好萊塢巨星珍藏的更是

寥寥可數。於 1576 年在巴拿

馬海灣發現的「La Peregrina」
珍珠便是其中之一。

這枚臻美的梨形珍珠重

達 202.24 克，由西班牙國王

菲利浦二世於 1582 年買下，

不久後，成為西班牙重要的

王室珠寶。在其後兩個世紀

內，「La Peregrina」先後由八

任國王繼承，最後落入拿破崙

（Napoleon Bonaparte） 的 哥

哥約瑟夫‧波拿巴（Joseph-
Napoléon Bonaparte） 的 手

中，他後來成為了那不勒斯和

西西里的國王。

1969 年， 理 查 德 ‧ 伯

頓（Richard Burton）以 3 萬

7000 美元於紐約拍賣中投得

「La Peregrina」， 送 給 妻 子

伊莉莎白 ‧ 泰勒（Elizabeth 
Taylor）作為其 37 歲的生日

禮物。珍珠由卡地亞重新鑲嵌

成項鍊，伊莉莎白經常佩戴它

出席活動和拍攝電影。

「La Peregrina」最近一次

亮相拍賣廳是在 2011 年 12
月的佳士得紐約的拍賣上，它

以高於最低估價五倍的 1184
萬 2500 美元成交，刷新了天

然珍珠珠寶的拍賣紀錄。伊莉

莎白‧泰勒的珍藏成為歷來

最成功的單一藏家珠寶拍賣。

Hancock Red
刷新紀錄的自然奇珍

1987 年 4 月，佳士得

紐約特別呈獻了一顆 0.95 克

拉的小巧鑽石，作為領拍之

作，其特別之處在於難得一見

的色澤——彩紫紅色。紅色鑽

石極其罕有，若資深鑽石商一

生能經手超過三枚紅鑽，已經

非常幸運。

這 枚 0.95 克 拉（僅 重

0.19 克）的自然奇珍來自漢

考克先生（Hancock）的珍

藏，他是來自蒙大拿州的農

夫， 在 1956 年 以 1 萬 3500
美元購得此鑽石的。

「Hancock Red （漢考克

紅鑽）」於 1987 年亮相拍賣

廳，估價為 10 萬至 15 萬美

元，最終以 88 萬美元（即每

克拉 92 萬 6000 美元）的高

價成交，刷新了當時所有的拍

賣紀錄。

尖晶石項鍊
 刻有三任莫臥兒君王

名字

1997 年 10 月，佳士得倫

敦推出特別主題拍賣，呈獻一

系列顯赫印度珠寶，慶祝印度

獨立 50 週年。這場萬眾矚目

的拍賣以奢華的傳統印度設計

為焦點，教人歎為觀止。

此場拍賣匯聚了逾百件

十七至二十世紀的瑰麗珠寶和

鑲嵌寶石的珍品。莫臥兒帝國

統領北印度和中印度 332 年，

創下影響深遠的非凡藝術成

就。

尖晶石是備受珍視的寶

石，帝王會把名字和封號刻在

寶石上，以代表長生不老。尖

晶石的體積比紅寶石大，色澤

包括深紅至極淺的粉紅色，一

般以串珠形式佩戴，而不是雕

製成琢面寶石。

1739 年，莫臥兒皇室的

寶庫珍藏遭波斯君主納迪爾沙

（Nadir Shah）掠奪，其後散

落各地，只有數條項鍊倖免於

難。 1997 年拍賣的尖晶石項

鍊由 11 顆尖晶石串珠組成，

共重 877.23 克拉，其中三顆

分別刻有三任著名莫臥兒君王

的名字：Akbar、Jehangir 和
Shah Jahan。這件稀世珍品

最終以 88 萬 1500 英磅（142
萬 8030 美元）成交。

奧本海默藍鑽
 拍賣史昂貴的藍鑽

2016 年 5 月 18 日，

「奧本海默藍鑽」（拍品編號

242）在佳士得日內瓦的瑰

麗珠寶及翡翠首飾拍賣中以

5683 萬 7000 瑞士法郎（5797
萬 3000 美元）成交，成為當

時拍賣史上最高價的珠寶，也

是該季拍賣成交價最高的拍

品。

鑽石以前主人兼鑑賞家

菲利普‧奧本海默爵士（Sir 
Philip Oppenheimer）命名，

奧本海默家族世代皆為鑽石行

業的翹楚，這使得菲利普爵士

得以從無數鑽石之中挑選到心

儀的美鑽。這枚臻美藍鑽色澤

完美、比例和諧，呈優雅的長

方形，因而獲得他的青睞。

藍鑽不但魅力懾人，更

珍稀罕有，故近年成為備受

藏家追捧的寶石。「奧本海默

藍鑽」獲美國寶石學院鑑定

為「豔彩藍色」，不論色澤或

濃度都達到了藍鑽的最高等

級。重達 14.62 克拉的「奧本

海默藍鑽」是迄今拍賣市場上

最巨型的豔彩藍鑽。

在佳士得任職多年的高逸

龍（Francois Curiel）曾處理過

無數令人驚歎的瑰麗寶石，他表

示：「『 奧本海默藍鑽』堪稱稀世

寶石，是寶石之王。」

Blue Belle of Asia 
史上巨型藍寶石
雖然重逾 100 克拉的

藍寶石極為罕有，但各地仍然

有珍貴的藍寶石珍藏。不過，

重逾 350 克拉的藍寶石卻是難

得一見。

一 份 日 期 為 2014 年 9
月 11 日 的 Gübelin Gemlab 
Institute 報告指出，這顆藍寶

石來自錫蘭，沒有經過加熱

處理，證明它是「Gübelin 寶

石鑑定所迄今驗證過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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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的琢面藍寶石，擁有多項

出眾的特質。」

這顆傳奇寶石於 1926 年在

「寶石之島」錫蘭（現在的斯里

蘭卡）被發現。根據紀錄，寶

石重「約 400 克拉，價值 5 萬

英磅」，其後由科倫坡著名珠寶

商 Macan Markar 買下。後來於

1937 年，英國莫里斯汽車公司

創辦人兼汽車大亨納菲爾德勳爵

（Lord Nuffield）買下了這顆藍

寶石。

2014 年 11 月 1 日，「Blue 
Belle of Asia」重現世人眼前，

首次亮相於佳士得日內瓦的

「私人藏家珍藏」拍賣，最後以

1696 萬 5000 瑞士法郎（1730
萬美元）成交，成為拍賣史上最

昂貴的藍寶石和彩色寶石。

「格拉夫紅寶石 
彩色寶石的歷史時刻

2005 年底，資深國際珠

寶專家 Jean-Marc Lunel 收到佳

士得摩納哥辦公室的來電，得悉

有一位客人希望為放在銀行保險

箱裡的珠寶估價。

這批珍藏包含九件珠寶，包

括：Faraone 和梵克雅寶（Van 
Cleef & Arples）的品牌簽名珠

寶，以及三枚寶格麗（Bulgari）
指環。第一枚指環鑲有一顆緬甸

藍寶石，第二枚鑲有一顆 D 色

鑽石，第三枚則鑲嵌一枚沒有經

加熱處理的 8.62 克拉緬甸紅寶

石。

如此巨型的未經加熱緬甸紅

寶石非常罕有，而且純淨剔透，

不含雜質，色澤鮮紅豔麗，堪稱

難得一遇的奇珍。

九件珠寶於 2006 年 2 月在

佳士得聖莫里茲拍賣中推出，而

在預展開始前，這顆紅寶石已成

為城中熱話。紅寶石原本由寶格

麗於 1960 年代在意大利購買，

估價為 40 萬至 60 萬美元。

在拍賣當天，經過 20 分鐘

的激烈競投，紅寶石最終以 363
萬 7480 美元成交，創下當時每

克拉紅寶石 42 萬 1981 美元的

成交紀錄。拍賣後，買家的身分

揭曉，紅寶石被命名為「格拉夫

紅 寶 石」（The Graff Ruby）。
拍賣見證了彩色寶石的歷史時

刻，彰顯其非凡價值、重要性及

珍罕程度。

洛克菲勒祖母綠 
尺寸完美 

來源顯赫的珍稀寶石
從埃及豔后的年代起，就

有傳說埃及豔后曾委託製造一顆

刻有其肖像的祖母綠，以送給凱

撒大帝。其後，直到羅曼諾夫王

朝、莫臥兒帝國和英國皇室，每

一批皇室珠寶均囊括了令人驚豔

的祖母綠。

2017 年 6 月，佳士得呈獻

了一枚 18.04 克拉的寶石級祖母

綠，原由洛克菲勒家族珍藏——

由 大 衛 ‧ 洛 克 菲 勒（David 
Rockefeller）的父親在妻子逝

世後送給他。這顆寶石鑲嵌在一

枚由 Raymond C. Yard 於 1948
年設計的鑽石指環上，瑰麗奪

目。

美國寶石學院形容這顆祖母

綠「出眾非凡」，「大小完美，

來源顯赫，沒有經過加工，而且

品質出眾，實屬難得一見，是讓

人夢寐以求的稀世珍寶」。「洛

克 菲 勒 祖 母 綠」（Rockefeller 
Emerald）最終以 551 萬 1500
美元成交，以每克拉 30 萬 5516
美元的價格刷新每克拉祖母綠的

拍賣紀錄，此紀錄原本屬於伊麗

莎白‧泰勒珍藏的寶格麗祖母

綠胸針。

拍賣翌日，買家海瑞 · 溫斯

頓（Harry Winston）的代表宣

布：「這顆祖母綠來自美國最顯

赫的家族，能夠擁有此枚最頂級

的祖母綠，我們深感榮幸。」

JAR「鬱金香」手鐲 
掀起熱潮的珠寶
在 2014 年 11 月於日內

瓦舉行的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拍

賣上，編號 305 的拍品為 JAR
於 1994 年製作的「鬱金香」手

鐲，估價為相對保守的 19 萬至

29 萬瑞士法郎。手鐲曾在前一

年於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出，但

誰也沒想到會在拍賣廳裡見證兩

位買家通過電話競投爭相購藏此

珍品。

JAR 每年只為最尊貴的客

戶製造 70 至 80 件珠寶，羅森

塔爾擅長設計立體細緻的珠寶，

並運用精巧密鑲工藝結合不同顏

色的寶石，獨樹一幟。

羅森塔爾曾舉辦三場個

展，分別是 1987 年的紐約國

家設計學院展覽、2002 年倫

敦 Somerset House 展覽，以及

2013 年 11 月紐約大都會藝術博

物館覽，這是博物館首次為在世

珠寶設計師舉辦的個人回顧展。

翡翠珠鏈
 翡翠市場興旺的緣起

翡翠的價值取決於三個

重要因素：色澤、通透度和質

地。色澤是影響價值最重要的因

素，評定準則包括：飽和度、光

澤、均勻和純淨度。翡翠有淺紫

色、黃色、赤褐色和黑色，而含

有鉻的綠色翡翠則最受資深藏家

青睞。

翡翠在窄縫之間形成，因此

要切割和打磨完美相配的珠子難

度極高，故品質出眾的翡翠珠鏈

一直需求甚殷。

2010 年 6 月 1 日，佳士得

香港呈獻了一條翡翠珠和星形紅

寶石項鍊，作為領拍之作。項

鍊由 51 顆翡翠珠子交織而成，

每一顆也色澤均勻、翠綠亮麗，

直徑介乎 9.80 至 11.18 毫米。

所有翡翠珠都均勻飽滿、完美無

瑕、晶瑩剔透。

項鍊由一名顯赫亞洲藏家以

5666 萬 港 元（約 727 萬 5000
美元）投得，成為第一條以這個

大小拍出超過五千萬港元的翡翠

珠項鍊。

The Winston Pink Legacy 
舉世無雙的18.96克拉

豔彩粉紅鑽
在「Pink Legacy」 鑽 石

於 2018 年 11 月亮相日內瓦拍

賣前，佳士得珠寶部國際主管

Rahul Kadakia 曾表示：「能夠

找到一顆如此碩大、色澤如此迷

人的美鑽，感覺彷彿在做夢。市

場上能找到不足 1 克拉的同色

粉紅鑽，但這顆美鑽的重量接近

19 克拉，而且呈現最動人亮麗

的粉紅色彩，令人難以置信。」

科學家把鑽石分為「Type I」
和「Type II」兩大類別，Type II
級的鑽石擁有非常罕見的一致色

澤。專家解釋道：「粉紅鑽屬於

罕有的 Type IIa 級，含氮量極

低，在所有寶石級鑽石之中，這

類鑽石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二。由

於 Type IIa 級寶石的化學成分

最為純淨，因此分外晶瑩剔透，

光芒懾人。」

這枚重 18.96 克拉的粉紅鑽

色澤分布均勻，飽滿深邃，透現

純美的粉紅色彩，獲美國寶石

學院鑑定為最高級的「鮮彩」級

別。在十萬顆鑽石中，只有一顆

色彩深邃的「鮮彩」美鑽。

「The Pink Legacy」原由奧

本海默家族珍藏，拍賣當日引起

激烈競投。在拍賣場上，重逾

10 克拉的豔彩粉紅鑽幾乎聞所

未聞，而在佳士得 250 多年的歷

史裡，只拍賣過四顆超過 10 克

拉的鮮彩粉紅鑽。鑽石最終以

5037 萬 5000 瑞士法郎成交，成

交價不但反映了鑽石的珍稀罕有

程度，更刷新了每克拉粉紅鑽石

的世界拍賣紀錄。

拍賣後，這顆曠世美鑽的

新藏家海瑞 · 溫斯頓（Harry 
Winston）把它重新命名為「The 
Winston Pink Legacy」（溫斯頓

粉紅傳奇）。

的

【看中國訊】迷人
的「The Winston 
Pink Legacy」粉鑽
在日內瓦佳士得以
5037萬5000瑞士
法郎成交，創下拍
賣紀錄。此文回顧
了歷年來，曾在佳
士得拍賣中亮相的
十 件 珍 貴 瑰 麗 珠
寶。

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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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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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畫
啟 示

【原文】

首孝弟，次見聞。

知某數，識某文。

一而十， 十而百。

百而千， 千而萬。

【字詞義解釋】

（1）首孝弟：首，首先、最先應該

重視；孝，孝順父母；弟，同悌，是對兄

長的友愛與敬意，一般理解為普遍的兄弟

之間的相互友愛。（2）次見聞：次，接

著，第二；見聞，眼睛所看見、耳朵所聽

到的事物，指常識或知識。（3）知某數：

某，不知名的人或事物的代稱；數，古代

計算的方法，為六藝之一。（4）識某文：

識，認識、瞭解；文，文字、文章。也可

以當作學問的統稱。（5）一而十：一，

數字的起點；而，至、到，有變化而成的

意思。一而十，就是一到十的基本數字。

【譯文參考】

做為一個人，最重要的就是首先學習

如何孝敬父母、友愛兄弟的道理；接下來

才開始學習日常生活中的知識。這些日常

生活中的知識內容，包含了能明白數字的

變化、懂得計算的方法，並能認識文字、

閱讀文章。

一是數字的開始，一到十是基本數

字，接下來按照十進位的規則，十個十

是一百， 十個一百是一千， 十個一千是一

萬，如此累積上去，可以無窮無盡。

【讀書筆談】

很明顯，這一課的頭兩句，是對前文

的總結和強調，明確點出孝敬父母和兄弟

之間友愛相處的重要。其實前一課對悌的

說法，是以孔融四歲能把大梨讓給兄長的

故事，主要強調弟弟那顆對兄長的恭敬之

愛，弟與心，構成了「悌」這個字。所謂

「弟於長，宜先知」，前一課明顯強調的

是弟弟對兄長的恭敬之意。

因 為 這 是 一 個 人 受 恩 於 父 母、 
兄長，理應首先懂得的道理，古人正因為

這樣想，父母不在了，兄長就會承擔父親

的責任，照顧好弟弟，長兄如父，就是這

個觀念的體現。看似僅僅在強調要求弟弟

對兄長的態度上的禮敬之心，實際上自然

蘊含著互敬、互愛的道理。做兄長的，照

顧自己的弟弟，普遍來說，也是很自然的

事情，因為年長，自然就會為弟弟遮風擋

雨，這是天性，所以才未在此首先強調。

一個人首先懂得感恩於照顧自己的親

人，是活在世上最基本的，也是最低的要

求。如果這第一步能做到，那麼把這份心

推廣於天下，推向社會，推向對自己並無

養育和照顧之恩，並無私情的一般人，甚

至是地位低於自己的陌生人身上，就會

成為仁義君子，若出仕為官，就會愛惜百

姓，照顧百姓。這也是帝王為何被稱作君

主的原因，是天下君子的表率。

做為君主，在基本的家庭孝悌的恩義

之心的基礎上，能放下自尊，謙恭的禮賢

下士，更是放下私情的更高的修養和品

德，此為真正的君子。不過這一切，都首

先從懂得報恩於父母和兄長開始。其實中

國自古就講「百善孝為先」，「孝」，這

個字，更是為人基礎的基礎。

所以這一課講得很明白，人首先做到

「孝悌」這兩個字，是為人懂得感恩的體

現，是為人的基礎，懂得基本道理，再去

學習各種本事，瞭解各種知識和見聞，才

是正道，否則有才無德，豈不是很容易變

成禍害天下的小人。強調做人的始終是德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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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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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瘟疫侵襲的羅馬城被瘟疫侵襲的羅馬城

6《三字經》讀書筆談

對於這個問題，19 世紀學院派畫家

德洛內的油畫〈被瘟疫侵襲的羅馬城〉及

其背後的故事，或許能為人們提供一個新

的視角與思考觀點。

病毒肆虐 

名畫記錄瘟疫
〈被瘟疫侵襲的羅馬城〉是居勒－埃

里 ‧ 德洛內的著名畫作。一次，德洛內

在參拜羅馬的聖彼得鎖鏈堂時，看到了表

現羅馬大瘟疫的 15 世紀溼壁畫，深受啟

發，所以花了 12 年的時間，完成這幅至

今依然對人們深具啟迪作用的名畫。

這幅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街頭遍

地橫屍，以及天使指揮疫鬼手持長矛，戳

擊大門。「這幅畫要傳達的是甚麼？」、

「這是怎麼一回事？」許多看過這幅畫的

人不免都有類似的疑問。而要認識這些問

題，必須先瞭解這幅畫背後的歷史故事。

這幅畫的歷史背景是塞巴斯蒂安殉道

的故事。

塞巴斯蒂安是古羅馬帝國戴克里先稱

王時期的禁衛軍隊長，他因信仰基督而被

戴克里先下令用亂箭射死，然而，因為塞

巴斯蒂安的威望非常高，行刑者們都不願

意射出致命的一箭，因此故意將槍口抬

高，使他活了下來。死裡逃生的塞巴斯蒂

安去找國王戴克里先理論，塞巴斯蒂安告

訴國王不該干涉人民的信仰自由，卻反而

被國王下令，當場以亂棍打死。

德洛內的油畫〈被瘟疫侵襲的羅馬城〉

就是描述塞巴斯蒂安遇害後，接下來所發

生的事情：一位天使指揮疫鬼手持長矛，

戳擊那些助惡為虐，害死塞巴斯蒂安者的

大門，門被戳幾下，家裡就會死幾個人。

迫害正信成為 

羅馬興衰的轉捩點
羅馬帝國是迄今為止歷時最久、民

族與文化最多樣化的帝國。其人口曾多

達 1.2 億人，是漢朝的兩倍；其疆土之遼

闊，比印度孔雀帝國和中國漢帝國之和還

大；其建築遺跡，如：神廟、城牆、廣

場、噴泉、凱旋門、浴場等，無不精緻奢

華，尤其圓形競技場和馬戲場的規模更是

令人歎為觀止。然而，儘管有著如此傲人

的成就，羅馬帝國古文明最終卻因背離道

德而使其走向了衰亡。

西元 65 年至 565 年期間，羅馬曾發

生過四次大瘟疫，死了無數的人。後世有

許多畫家以此為題，創作出許多名畫，德

洛內的油畫〈被瘟疫侵襲的羅馬城〉就是

其中之一。

據記載，從羅馬帝國一隅開傳的基督

教，其信眾因不隨從背離道德的時俗而遭

到仇恨，並蒙受長達三百多年的迫害。對

正信的迫害成了羅馬這個強大帝國命運的

轉折點，在病毒的肆虐下，西羅馬帝國

在 5 世紀就被蠻族輕鬆征服，第四次大

瘟疫讓東羅馬帝國人口減少了 2500 萬至

5000 萬人，從此走向衰落。

羅馬帝國在 4 次大瘟疫之後，又過

了 89 年，即西元 680 年，羅馬市民虔心

懺悔，敬捧聖徒塞巴斯蒂安的聖骨遊行，

羅馬城的大瘟疫才徹底消失。

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被瘟疫侵襲的羅馬城〉這幅油畫展

現了善惡有報的天理：助紂為虐，迫害正

信者，終究難逃天理的懲罰。在 21 世紀

的今天，古羅馬帝國迫害正信的一幕仍在

神州大地上重演。

近日中國大陸武漢肺炎疫情不斷擴散

的恐怖景象，與古羅馬帝國的滅亡慘狀極

其相似。

從歷史記載中，我們發現，古羅馬帝

國當時並沒有人挺身而出，制止迫害，這

令人想起波蘭詩人斯坦尼斯洛的一句名

言：「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意思是說，雪崩的造

成，每一片雪花都有責任。

因此，在面對中共對善良的信仰團體

的迫害，您是選擇沉默的認同，還是尋找

真相，予以撻伐？這個正與邪的抉擇，或

許就在一念一間，但卻也是決定每個人未

來命運的關鍵時刻，這也正是〈被瘟疫侵

襲的羅馬城〉這幅油畫及羅馬帝國覆亡故

事向今人演繹的深刻啟示。

文：梅媛

近期，中國大陸武漢肺炎疫情肆

虐，造成人心惶惶，但令人談虎

色變的大瘟疫，似乎不是針對所

有人，「它」也會網開一面。根據

中國古代民間傳說，司瘟疫之神

為「瘟神」，那「瘟神」會對哪些

人網開一面？或者，能躲過瘟疫

的，又會是哪些人呢？

▲一位天使指揮疫鬼手持長矛，戳擊那些助惡為虐，害死塞巴斯蒂安者的大門，

門被戳幾下，家裡就會死幾個人。〈被瘟疫侵襲的羅馬城〉（公有領域）

位於揚子江畔的黃鶴樓，是傳說中仙

人騎鶴飛升之地，也是李白與孟浩然兩位

詩人經常流連聚會之所。首句點題，就帶

出種種與此處有關的富於詩意的聯想。增

加了愉快暢想曲式的氣氛。

「煙花三月下揚州」，在「三月」上

加「煙花」二字，把送別環境中那種詩的

氣氛塗抹得尤為濃郁。煙花，指煙霧迷

濛，繁花似錦。給讀者的感覺絕不是一片

地、一朵花，而是看不盡、看不透的大片

陽春煙景。

詩的後兩句看起來似乎是寫景，但在

寫景中包含著一個充滿詩意的細節。「孤

帆遠影碧空盡」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

船已經揚帆而去，而他還在江邊目送遠去

的風帆。李白的目光望著帆影，一直看到

帆影逐漸模糊，消失在碧空的盡頭，可見

目送時間之長。帆影已經消逝了，然而李

白還在翹首凝望，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

在浩浩蕩蕩地流向遠遠的水天交接之處。

文：劉如

(Adobe Stock)

詩 詞 賞 析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唐代詩人）

故人西辭黃鶴樓，

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

唯見長江天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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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你好：

我和先生結婚已經 17年了，

育有 1 子 ( 國一 )1 女 ( 小四 )，
當中我們生活上的默契並不是很

夠，常常為了小孩或生活上的瑣

事而爭吵，我的個性比較直來直

往，對很多事並不是很細心，然

而先生是比較屬於大男人主義型

的人，個性也比較火爆，希望我

每件事都能照他的方式來做，所

以我們常常會有意見不合的時

候，就會爭吵。到後來我認為總

不能在這樣下去，所以我就妥

協、讓步，按照他的方式做，應

該就不會有太大問題。

去年 12 月，和先生因小孩

生病爭吵後，我就發現了先生外

遇的電話，也常常發生不回家的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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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我慌了，不敢

相信先生會這樣子對

我，因為在所有人眼裏最不可能

做這件事的人就是我先生。我質

問他，先生只說請我放手、放

了他，他要我簽字離婚， 我不願

意，也不肯答應。就這樣吵吵鬧

鬧的過了一個月後，嘗試各種挽

回婚姻的方法了，在無計可施之

下，我鼓起勇氣打電話給第三

者， 她在電話中一直否認和先生

有關係，只說是談心的朋友，也

和我承諾過說她也是女人，絕對

不會傷害我，也說她會退出，於

是我就相信了她所講的話了。

沒想到過了 2、3 天後，我

下班回家，先生就質問我為何打

電話給她？還說她也是離婚、有

小孩的，她希望先生可以兩邊的

都照顧，不會對我有任何的威

脅，也不要名份，只要先生偶爾

找她談心就可以了。先生就和我

說這是最好的方式，希望我可以

接受，若無法接受，就請我自動

簽字離開。從那天開始後，對方

積極的想盡方法來接近先生，首

先先搬到我家附近，還想盡方法

趁我未下班前就到我家來和我的

小孩親近，到最近她不停來騷擾

我、怒罵我，暗示、明示告訴我

先生已經不愛我了，希望我可以

自動離開。

堅強又無助的人：

你好，面對婚姻亮起紅燈，

你不願意放棄，能藉由閱讀等方

式，尋找出口，真的很令人心

疼，但是，這份堅強又令身為女

性的我感到榮幸。

眼前小三與先生的行徑，的

確令人不齒。但是，對方登堂入

室之餘，我們只能束手無策，節

節敗退，委曲求全嗎？當然不

是。因為，三人行的世界是違反

正常婚姻生活倫理的，我想你或

許可以從以下

幾點來思考。

孩子都長大了，你可以心平

氣和的向先生表示，孩子成長過

程的學習模仿能力很強，這樣錯

誤的婚姻生活示範，會給孩子混

淆的價值觀，你或許可以以退為

進，向他承認自己在性格上或者

溝通上需要再改進之處，但是夫

妻任何一方都不應該以此為由，

大行「三人行」的危險遊戲，這

樣的藉口很無理，也無濟於事。

再者，孩子懂事的話，他們

自然會發現爸媽和第三者之間的

關係微妙，鼓勵他們學著表達屬

於他們的心聲，也就是，不希望

父母婚姻出現第三者，以此喚醒

父親的良知，和父母重修舊好

的起點。第三，透過雙方家長

可以從中協調。因為 「紙包不住

火」，如果透過以上的方式無法

解決，可以向公婆婉轉地表示，

婚姻不知道要如何走下去的焦

慮，驚動兩老出面是走投無路的

唯一希望，祈求他們的原諒與協

助。

與此同時，請再次提醒第三

者，她當時的將心比心，願意退

出是智舉、是功德，你感謝於

心。尤其，你善意地提醒她想要

維護感情和小孩的初衷，是不需

要犧牲一個家庭來成全她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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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4月22日

臍橙

Anjou Pears 安茹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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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dless Watermelons 無籽西瓜 Navel Oranges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Celery 西芹

5lb Carrots Tomatoes on the Vine 連莖蕃茄

Seedless Watermelons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胡蘿蔔

$09898 lb

Green cabbage 捲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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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1 個菠蘿。

$088
lb

$1 4848
lb

$1 6868
lb

疫情期間特別通知
◆ 不接受現金付款
◆ 長者及低免疫者專有購物時段 :

早上 8~9 點
◆ 營業時間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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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 1 個菠蘿。

8888$$39898
ea

$14848
ea

$44848
ea

$$00686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5 磅裝

曼麗小語：你和先生要回

歸到婚姻的本質來面對問

題，如果一個婚姻的經營

是堅不可摧的，哪還有第

三者敢越雷池一步，不論

是找婚姻諮商家，或者透

過包容、尊重、關懷的角度

來破冰，都是好的開始。

 ◎ 文：曼麗夫人 
 ◎ 圖：Adobe Stock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中

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情的

到來，婚姻的締結，與婚後

的柴米油鹽時，總有說不

完的橋段。如何在其中愛得

自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圓

滿，讓曼麗夫人陪您一同探

討現代男女情感世界中的

難題，讓愛的世界增添更多

美麗的傳奇！

我已經快被這些事情逼到精

神崩潰了，我每天處在很不安的

情緒裡，於是我病了，不管是身

體、心理都生病了，我變的很不

快樂。但為了我的兩個小孩，我

不得不堅強，我開始上網查資

料，希望可以透過文章、書本來

讓自己走出來，希望透過各種管

道讓我恢復自信心，也想找回我

的快樂，現在 我很無助，我不願

放手，也放不開手，因為我很深

愛先生，不知應該怎辦面對將來

的三人行，請幫幫我。

堅強又無助的人

祝福她能找到真正給她保證與單

純的陽光幸福，而不需要冒著對

簿公堂的方式（妨害家庭等刑

責），甚至讓別家的小孩失去父

親的方式來促成。你和先生的婚

姻問題，有雙方重新重視的的必

要性，但絕不是用三人行，或者

離婚來解決。請記得，溝通過程

語氣要善，但是態度要堅決，讓

對方知道，你是一位願意為自己

的婚姻和家庭的幸福挺身而出的

堅強女性。

倘若一切塵埃落定，你和先

生要回歸到婚姻的本質來面對問

題，如果一個婚姻的經營是堅不

可摧的，哪還有第三者敢越雷池

一步，不論是找婚姻諮商家，或

者透過包容、尊重、關懷的角度

來破冰，都是好的開始。曼麗深

深為你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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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外遇要求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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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開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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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籐靜香50歲生日

【看中國訊】大陸女星章子

怡最近頻頻在微博貼文，繼之

前痛責壓制新冠狀病毒疫情真

相的警方「恥辱」之後，日前

再次發文，譴責近日「總裁性

侵未成年事件」是警察與商人

「官商勾結」，引起熱議。

章子怡剛剛休完產假，

4 月 10 日又在微博轉發了一

篇有關大陸一名上市公司副總

裁兼首席法務官的 48 歲鮑姓

人士，對其養女性侵三年的報

導。

據悉，這篇來自於《南風

窗》的文章《涉嫌性侵未成年

女兒三年，揭開這位總裁父親

的「畫皮」》說，敍述今年 19
歲的李姓女孩連續被養父性

侵，屢次自殺不遂，雖然曾經

在去年 4 月份報警，並要求

拿養父的 DNA 檢測結果，但

最後被武警以各種理由撤銷案

件。

其後，被性侵的少女，患

上抑鬱症、焦慮症等心理疾病

入院治療，直至 9 月再由律師

向檢察院提交了部分證據和立

案申請書，該案才在 10 月正

式立案。而此事件報導文章末

尾，竟然寫道，「自從今年中

國新年後，被性侵女孩及其律

師再也無法聯絡到調查此案的

警官。」

章子怡自從有了孩子之

後，作為一名母親，對於這

些事情基本上是零容忍，章

子怡義憤填膺轉發報導，不

禁追問，「知道為什麼一而再

再而三地出現性侵未成年事

件嗎？」同時譴責道，「一次

次被曝光，又一次次銷聲匿

跡……沒有嚴懲，只見保護

傘，『警察叔叔們』的心不痛

嗎？」貼文一發，立馬引發眾

多網友贊同留言，感謝章子怡

為此事件發聲。

無獨有偶，多位女星包

括姚晨、馬伊琍、海清、張歆

藝、周冬雨等也在微博發聲。

姚晨寫道：「看得窒息。

我們到底該怎麼做，才能保護

好孩子們？」

馬伊琍表示，「將會持續

關注此案的後續進展。」 
海清，「這是態度問題？

是失職行為，還是有更深的原

因？身為執法人員，一句『別

老提強暴強暴』，無比刺耳，

一個受侵犯的孩子願意説出這

兩個字，需要多大勇氣。」

張歆藝態度非常直接，她

表示：「聽的我火冒三丈想扔

手機。」

演員周冬雨也就此事發

聲，她連發兩條微博就「鮑毓

明回應性侵養女」報導的微博

表達憤慨，「半夜看到那句『事

情說來話長』『恩將仇報』真

的氣！！這種衣冠禽獸麻煩嚴

懲不貸！等結果！！」而稍後

她再次轉發《鮑毓明回應性侵

養女》的報導，稱「你的熱搜

可不能停」，表達憤怒之情。

【看中國訊】日本知名偶

像木村拓哉愛妻工籐靜香 4 月

14 日迎來 50 歲生日，家人紛

紛在個人社群平台上 PO 照獻

祝福。工籐靜香是 80 年代的

玉女偶像，結婚後全然淡出螢

屏，生完兩個女兒後有短暫回

到歌壇，但重心還是放在首飾

品牌及個人繪畫上。

風靡 80 年代工籐靜香與

木村拓哉結婚 20 年，婚後的

她生活恬淡以家庭為重，偶而

會在個人 IG 上分享料理、園

藝、衝浪等等照片，卻鮮少

PO 出與木村拓哉的同框照。

14 日，工籐靜香迎來了

50 歲的生日，木村拓哉罕見

的在微博 PO 出與愛妻年輕時

的恩愛放閃照，慶祝她 50 歲

生日，照片中木村緊靠靜香，

還俏皮的用手捏住她的雙頰，

小倆口的親密互動羨煞不少網

友，讓網友直呼「有再次戀愛

的感覺」。自結婚以來一直很

少公開合照的兩人，此舉還被

粉絲笑稱為「活久見」。

47 歲的木村拓哉結婚 20
多年零緋聞，愛家愛妻的木村

拓哉先前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曾

透露，自己在家裡就是一個平

凡的老爸，與女兒的相處就像

朋友一樣。即使已經 50歲，工

籐靜香的身材依舊保養得宜。

一家四口的溫暖互動更是讓粉

絲大為感動，也讓人瞭解到這

組明星家庭的私生活點滴，充

滿了許多溫馨與親近感，粉絲

們祝福靜香生日快樂。

「我們如活在一個真實比虛

構故事更可怕的惡夢裡，我們

不能袖手旁觀，這是要伸出援

手的時刻！」

總部位於西班牙馬德里的

服裝公司 Peris Costumes 行政

總裁哈維爾．托萊多（Javier 
Toldeo）日前在官網發表公開

信，宣布轉向生產口罩、防護

長袍及頭罩等防疫物資，以助

抗疫。

Peris Costumes 是歐洲著

名戲服公司，成立於 1856 年，

現收藏的戲服及配飾超過 600
萬件，供不同年代和題材的電

影與劇集租用。Peris Costumes
公司曾為 HBO 劇集《切爾諾貝

利》（港譯：切爾諾貝爾，臺譯：

核爆家園）和佔士邦電影系列

製作戲服。

由 美 國 HBO 與 英 國 Sky
聯合製作的《切爾諾貝利》，一

共五集。該劇的劇情時間定格

在 1986 年 4 月 26 日凌晨 1 點

23 分，位於前蘇聯烏克蘭普裡

皮亞季市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

四號反應爐發生爆炸，造成人

類歷史上最大、最慘烈的核災

難。切爾諾貝利城也因此被廢

棄，數十萬人被迫離開家園，

數以萬計的居民患上癌症。

《切爾諾貝利》重點不是再

現災難的慘烈，精彩之處在於

探索造成災難的管理和體制原

因而吸引觀眾。劇情揭示，蘇

共政府獨裁體制導致官僚習氣

和人謀不臧：高層對下屬盛氣凌

人，下屬對上司不敢說講出核

災實情，出了事故文過飾非，

更以謊言掩蓋謊言，以致本來

可以補救的事故，像雪球般愈

滾愈大。今天的中共掩蓋疫情

真相、向國際社會稱「不會人傳

人」等謊言造成國際社會在疫情

初期疏於防範，導致全球瘟疫

大流行，這幾乎是更大的《切爾

諾貝利》災難重演。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

情肆虐，現任香港歌劇院藝

術總監、澳門國際音樂節藝

術總監的男高音歌唱家莫華

倫確診。莫華倫在「反送中」

時期積極支持香港警方鎮壓

民眾民主運動，曾在撐警集

會上領唱「獅子山下」。

《蘋果》消息指，今年 61
歲的莫華倫 3 月 17 日至 4 月

11 日曾於泰國 Bangplee 醫

院就醫，3 月 21 日更一度進

入深切治療部，需要吸氧。

他曾於 3 月 31 日、4 月 3 日

及 4 月 7 日進行新冠病毒檢

查，結果均為陽性，至 4 月

11 日檢查得陰性結果後立即

回港，翌日抵港後再於亞洲

博覽館檢疫，再得陽性結果。

莫華倫生於北京，七

歲隨父母前往香港，後移居

美國夏威夷，目前居住在香

港。莫華倫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曾出席「撐警隊，護法

治，保安寧」集會，並與陳

百祥、譚詠麟等藝人演唱《獅

子山下》。 2019 年香港區議

會選舉前一日，中共外交部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

署 Facebook 專頁上載了一條

以成龍為首的由 40 多位藝人

拍攝的片段，壓制反送中人

士參與政治選舉，莫華倫為

其中一員。

大陸總裁性侵養女

木村拓哉罕見放閃照

章子怡發聲痛斥官商勾結

確診武漢肺炎

香港歌劇院藝術總監

4月11日，今年 

61 歲的男高音

莫華倫再次檢

測結果肺炎呈

陽性。（TVB

截圖）

章子怡10日在微博貼文，譴責「總裁性侵未成年事件」是「官商

勾結」，引起熱議。(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切爾諾貝利》戲服公司 轉制口罩

《切爾諾貝利》劇照（網絡）《切爾諾貝利》劇照（網絡）

《切爾諾貝利》《切爾諾貝利》
劇照（網絡）劇照（網絡）



Freestone Produc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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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磅重磅 折扣，每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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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下列價格為過往記錄，僅供參考。當日價格請查詢我們的臉書頁面（ Facebook）。

The following prices wer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check our Facebook for sales items of the day.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更
多
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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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近期特價商品展示

溫馨提示：週一∼週五下午 4 點∼ 7 點停車較為方便。

◆ 營業時間調整
◆ 取消使用現金

敬請留意

牛排蕃茄 綠葡萄 彩椒 蘑菇 西生菜
Beefsteak Tomatoes Green Grapes Mix Pepper Mashrooms Head Lettuce

$    .00/ 箱5 (15 磅 )
$    .00/ 箱5 (18 磅 )

$    .00/ 箱5 (20 磅 )
$    .00/ 箱5 (5 磅 )

$    .00/ 箱5

◎ 文 :米娜

疫情期間待在家裡，自己動手做麵食是個不錯的選擇。本期介紹3種
常見麵食，不僅圖文說明一步步來，還有小貼士，值得初學者收藏。

新手
麵食

作法

中筋麵粉：500克
豬肉糜：100克
雞蛋：1個
蔥白末：20克
薑末：3克

食材

酵母粉：3克
溫水：300克
糖：3克
菱粉：3克
香油：4克
食鹽：3克
胡椒粉：1克

調料

學會做包子，可享受包子出鍋時

的香氣四溢，多做一些還能當早

餐、帶便當；依喜好變化餡料，

美味又不失均衡。

鮮 肉 包 子

常見麵食 3種

牛奶：180克
麵粉：250克
紅棗：6顆

食材

紅糖：80克
酵母粉：3克
食用油：15克

調料

在饅頭裡添加配料，如：堅果、

紅棗等，可增加香氣與口感。輕

鬆的假日下午茶，來一個自製的

香甜饅頭，暖胃又暖心。

黑 糖 紅 棗 饅 頭

溫水化開酵母粉，

加糖，加入麵粉，

攪拌均勻，揉成一

個中等稍微偏硬的

麵糰，餳麵 30分
鐘，麵糰揉均勻，

再發酵 1.5小時。

麵糰排氣，均分為

7份，然後稍微揉
一下，整形成為圓

形小麵餅，然後用

擀麵棍擀成邊緣薄

的麵皮。麵皮內放

入適量豬肉餡。

豬肉糜放入碗中，

然後再加入蔥白

末、薑末、食鹽、

胡椒粉、雞蛋、香

油、菱粉，順時針

攪拌，直至餡料出

現拉絲的狀態。

包子做均勻摺子，

然後收口，開蓋發

酵 1小時，讓表面
形成硬皮。冷水上

鍋，上汽後轉中火

蒸 15分鐘，冷卻
後開蓋即可。

1

3

2

4

中筋麵粉：500克
蔥：2根

食材

鹽：1/2匙
酵母：1/4匙
油：3匙

調料

花捲層層疊疊，餡料均布其中，

如果做得好，不僅可享受美食，

同時會心生成就感。按照圖文，

一步一步做看看吧。

蔥 油 花 捲

作法

盆中放麵粉，加酵

母粉，適量食鹽，

再加溫水，攪拌均

勻，揉成麵糰。餳

麵 15分鐘，再揉
麵 3分鐘，至麵糰
光滑均勻。

用擀麵棍將麵餅擀

成長方形一條，均

勻抹上蔥油，將麵

餅三折，同時壓出

裡面的氣泡。再將

剩餘蔥油抹在麵餅

的表面。

切蔥花，加食用油

和少量食鹽，小火

翻炒至即將變色，

就可以盛出，冷卻

後備用。蔥花也可

以直接使用，但翻

炒一下會比較香。

麵餅兩頭捏住，筷

子轉兩圈，用手扶

住麵糰，筷子從上

往下壓下去，抽出

筷子，花捲就成形

了，麵餅鬆弛幾分

鐘會更容易轉動。

麵糰上加食用油，

稍微揉一下麵糰，

讓油均勻沾裹在麵

糰上，然後蓋上蓋

子，發酵大約1.5
小時，麵糰發酵至

2倍大。

用刀切一段稍窄的

麵餅，再切一段稍

寬的麵餅，將窄條

放在寬條上，用筷

子一壓，拉長，麵

餅翻一個面，包裹

住筷子。

麵團壓扁，排出氣

體，稍微揉一下，

用擀麵棍擀平，蓋

上蓋子，鬆弛15分
鐘。這一步是為了

使麵糰鬆軟，可以

壓得更扁些。

因為麵糰有油，可

以蓋上鍋蓋發酵1
小時。然後冷水上

鍋，上汽後蒸 15
分鐘，冷卻後開蓋

即可食用。

1 5

3 7

2 6

4 8

麵糰的中間戳一個

洞，拉開，成為長

條，用刀均分為 6
小塊。把麵糰往裡

收口，捏成一個圓

圓的小球，放入蒸

鍋，發酵 15分鐘。

蒸鍋內水煮沸後，

把麵糰放入蒸鍋，

大火蒸 30分鐘，
冷卻後開蓋即可。

作法

紅糖牛奶溶液燒

至溫熱。倒入碗

中，加酵母粉，攪

拌均勻，加麵粉，

攪拌至無乾粉。用

蓋子蓋住，約 1.5
小時，發酵至2倍。

紅棗去核，切成小

粒。手上抹油，將

麵糰壓扁排氣，加

入紅棗小粒，將麵

糰包裹紅棗。然後

澆上食用油，將麵

糰揉均勻。

1

2

3

4

香甜
可口

蔥香
美味

麵食
製作

過程
和成品

：WINNIE WANG；其他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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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保健活動3招式
❶泡腳按穴道

晚上睡覺前，用溫水洗腳、

泡腳，泡腳水最好高過腳踝，泡

腳的水溫最好在 40℃左右，每

次泡腳的時間在 20 分鐘左右即

可。洗、泡過程中，可以揉按腳

心湧泉穴和揉搓全腳掌。按摩湧

泉穴能夠改善血壓高症狀，穴道

位於腳底板前三分之一處中央，

按摩時可用大拇指由下往上推

按。

❷按摩常梳頭

按摩頭部，用兩手食指或中

指擦抹前額，再用手掌按擦頭部

兩側太陽穴部位。按摩頭部可使

頭腦清新，脹痛、眩暈減少，頭

部輕鬆舒適，血壓隨之下降。另

外，可以用手或梳子梳頭，由前

額向枕後反覆梳頭，每次 5 ～

10 分鐘。梳頭時還可以加強百

會穴部位，穴道位於頭頂的正中

健康操》作者指出，正確的健走

應該改掉隨著步伐、前後擺動手

臂的動作，改將腋下夾緊、手肘

彎曲，兩手輕輕握拳於胸前，然

後以背脊為中心，一邊左右擺動

肩膀、一邊走路，只要感覺自己

有隨著步伐扭動腰部，有使用到

上半身，這樣就可以了。一天只

要花短短 5 分鐘，就能獲得明

顯改善。

日常保健習慣3招式
❶三低二高健康飲食

正確的飲食除了可以保持理

1

想體重，也對血壓起了非常關鍵

的作用。高血壓患者要堅持減少

攝取動物性脂肪、低糖、低鹽，

多吃高蛋白和高纖飲食。日常生

活中避免抽菸、過量飲酒、喝濃

茶或咖啡。

❷如廁通暢

人體在排便過程會增加腹部

用力，便秘時更為明顯，腹壓可

造成血壓急遽升高，在血壓不穩

定時，容易造成血管梗塞。而憋

尿也會促使血壓升高，而且在解

尿後，急速排空膀胱的狀況下，

少量 1 次血壓；若有高血壓家

族史且體型肥胖者，最好養成定

期測量血壓的習慣。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也可

以藉由常見的高血壓症狀來辨

別，如：頭痛、頭暈、肩頸僵

硬、臉部潮紅、視力模糊等。由

於血壓過高會增加心肌梗塞和

腦中風的風險，對於腎臟功能

也有損害，平常應將血壓的數

值控制在理想的範圍內，一般

民眾的血壓，建議至少控制在

<140/90mmHg。
在罹患高血壓前，可以透過

良好的生活習慣與飲食來調整控

制血壓。根據《貝爾馬拉健康》

〈Bel Marra Health〉網站報導，

生活中的一些食物就是天然的

「降血壓」聖品，增加攝取，有

助於降低高血壓。

❶西紅柿

西紅柿裡的茄紅素是一種強

大的抗氧化劑，有益於心臟健

康。茄紅素可中和影響心臟健康

的自由基，而且茄紅素有助於降

低收縮壓（在血壓數據中最高

的數字）。而煮熟的西紅柿擁有

更多的茄紅素。

❷地瓜

地瓜是有益心臟健康的鉀之

最佳來源之一，地瓜還是維生素

C 和 β- 胡蘿蔔素的重要來源，

這兩種抗氧化劑可以透過對抗自

由基的氧化作用來保護血管。

❸藍莓

花青素抗氧化劑使藍莓呈現

深紫色。研究顯示，花青素可擴

大和放鬆血管來改善血壓，每天

吃一杯藍莓，可降低收縮壓。

天然「聖品」 有助改善高血壓

療養

保健 6招教您輕鬆控制高血壓
高血壓是常見的慢

性病，血壓過高不僅會

造成頭暈、失眠等各種

不適症狀，更可能提高

腦中風的風險，那麼除

了藥物以外，是否有甚

麼方法可以幫助改善高

血壓的情況呢？

當今的人類社會，到

處都被一些看不見的威脅

所包圍著，這些威脅，包

括：轉基因生物、加工食

品和電磁場等，使人面臨

著健康風險。但這些還只

是冰山的一角，所以，目

前大多數人都在尋求健

康指導，以幫助防範這

些危險。

全球 18%的人口死
因與高血壓有關，高血壓

是現代社會中常見的疾

病，不少人血壓飆高，仍

不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已

經亮起紅燈，因此高血壓

有著「沉默的殺手」稱

號，危害更甚癌症。

（轉載自自由時報，有刪節）

食療

養生

❹開心果

所有堅果對心臟都有好處，

只要不加過多的鹽或糖。開心果

是鉀、葉黃素、維生素 E 等營

養素的重要來源，這些物質都具

有強大的抗發炎作用，可以緩解

導致高血壓的疾病，每天食用

1.5 盎司（約 24g），有助於降

低血壓。

儘管飲食有助於改善高血

壓，但如已罹患高血壓服藥治療

者，切莫自行停藥，建議調整服

用藥物前，應先徵詢醫師。

央，有促進血液循環、降低血

壓、活絡經脈和消除疲勞等效

果。

❸上半身也要動起來的 
   健走運動

健走是個很棒的運動，雖然

天氣冷熱的變化，會對患者造成

一定的風險，但只要留意身體狀

況，在堅持健走一段時間後，都

能夠有效改善高血壓情況。

健走並非散步，須注意健走

的姿勢，才能達到降血壓的效

果，據《免吃藥！ 5 分鐘降血壓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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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造成血壓驟降，容易造成排尿

後的失神和血栓的堵塞。

高血壓患者應當注意預防便

秘和避免憋尿，日常應多吃高纖

維食物，像是蔬菜、水果，同時

也別忘了補充水分，養成每天定

時如廁的習慣。

另外，氣溫變化大時，容易

刺激血壓上升，在冬天更要注意

離開溫暖被窩到廁所時的溫差；

如在寒冷的嚴冬，可於廁所加裝

暖氣或放置電暖爐。

❸平穩的情緒

承受壓力時，為了對抗壓

力，交感神經就會調控分泌腎

上腺素，使血壓升高。若壓力

或緊張無法避免時，要適度放

鬆，保持情緒的穩定。每個人

可以找出屬於自己消除壓力的

方式，如：唱歌、深呼吸、精

油按摩或冥想靜坐，都是很好

的選擇。

要注意的是，高血壓患者

服用藥物劑量是否須調整，應

與醫師討論，切莫擅自停藥，

否則容易出現血壓反彈現象，

會更危險。高血壓本身並不可

怕，令人擔憂的是可能帶來的

合併症，像是中風或心肌梗塞

等。

高齡化的社會來臨，沒有

人希望自己是在病床上度過晚

年，自己的健康要自己顧，若

能夠改變生活習慣，便有助於

穩定血壓在理想範圍內，同時

減少高血壓合併症的發生。

2. 有機蘋果醋有許多益

處，包括：改善並控制血糖、

有利於心臟健康、控制體重、

緩解鼻竇充血、減輕喉嚨痛、

輔助治療消化系統疾病、排毒

和免疫支持等。

3. 有機蘋果醋是通過發酵

過程製成的，含有豐富的生物

活性成分，如醋酸就是使蘋果

醋具有強效抗氧化能力、抗菌

能力和許多其他有益特性的主

要成分。

4. 黑 孜 然 油（Nigella 
Sativa）可能有助於緩解 2 型糖

尿病、減少哮喘症狀、增強記

憶力和降低壓力、減輕類風溼

性關節炎症狀等。

5. 正如它的舊拉丁名稱

「Panacea」（意思是「治癒所有」

疾病），黑孜然油至少有 20 種

不同的藥理作用，這有助於解

釋它為甚麼對許多不同疾病的

治療有幫助。

現代健康新理念30貼士保健
常識

由於篇幅的關係，僅簡單總

結三十項保持健康的小貼士，給

大家一個總體的現代社會如何保

持健康的概念，供大家參考。

嘗試有機蘋果醋 
和黑孜然油製作沙拉醬

1. 有機蘋果醋和黑孜然籽

油可以作為其他油和醋的替代

品，製作出美味的沙拉醬，為

整個家庭帶來健康益處。

春天乍暖還寒，令人捉

摸不定，這樣的天氣容易讓

人出現鼻子癢、流鼻水、打

噴嚏等過敏症狀。

到：「正氣存內，邪不可干。」

如果人的正氣充足，外邪就不

會入侵，因此首要任務是增強

免疫力、遠離過敏原，才能緩

解症狀，加強環境適應力。

穴位按摩 緩解過敏症狀
對於平時容易過敏和感冒

的民眾，可用溫毛巾在合谷

穴、曲池穴進行簡易熱敷，可

收到疏風解表、疏泄病邪之功

效。

養生茶飲 助提升免疫力
想要預防感冒的人，可沖

泡含有荷葉、薄荷、佛手等藥

材的春荷茶，可調整消化道機

能。要增加免疫力可沖泡防疫

茶，主要有黃耆、黨參、防風

等藥材，可益氣養血、袪風固

表，調節免疫功能，遠離過

敏。

遠離過敏 春季養生照此做

中醫認為，春天是人體陽

氣剛開始升發的季節，陽氣開

始趨向於體表，使皮膚逐漸變

得疏鬆、毛孔開始打開，對於

外邪的抵抗能力也就有所下

降，所以此時不適合過早脫去

禦寒衣物。中醫古籍《千金要

方》主張，春天衣著宜「下厚

上薄」，特別是老年人氣血虛

弱、小兒臟腑嬌嫩，以及體質

較弱的人，都應特別注意保

暖，以合乎「虛邪賊風，避之

有時」的中醫養生概念。

因過敏是與過敏原接觸引

起，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好居

家清潔，減少與過敏原接觸，

可降低過敏的發作與嚴重度。

中醫古籍《黃帝內經》提

有機蘋果醋有很多益處。

預防勝於治療，在血壓飆高

前，可以透過戒菸酒、減重、運

動、飲食調整，來幫助控制血

壓，如有高血壓家族史者，更需

要留意是否出現高血壓的相關症

狀。

若 血 壓 低 於

120/80mmHg，可維持每年至

◎  文： 洪宣晴

◎  編譯：高新宇 ◎  文： 柯莉文

◎  文：林家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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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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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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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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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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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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繳納一年的學費證明

（4）有 DLI 的學校的錄取

通知書

（5）最近的高中或大專院

校成績單

（6）完成了體檢

申請人還需要提供身份證明

文件，填寫一些表格等。學生的

配偶可以同時申請開放工簽。這

個學簽比一般的學簽成功率要

高，資金證明要求低而且審批時

間快。但雅思是很多人過不了的

門檻。如果雅思成績不夠的話我

們就走普通的學簽申請通道，通

過學習語言加專業課來申請學生

◎ 文：Melanie Wen

2019年香港的狀況加上最
近肺炎的狀況，有很多人

希望找一個新的地方過安

靜的生活。卡爾加里作為

一個人口一百三十萬的加

拿大第四大城市，合理的

房價，還可以接受的氣候

環境慢慢的成為了大家的

首選城市。

學生直入項目 (SDS)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企業家

移民也不是每個人都滿足快速通

道的情況。於是無論年齡大小大

家都開始考慮留學之路。留學之

路有移民傾向一定是不可取的。

尤其是 30-40 歲的申請人，必

須要有強有力的回到你的來源國

居住併發展的意向。除此之外，

留學項目的選擇也很重要。首先

是專業的選擇必須是跟你原來的

工作經驗和學歷狀況合理的。第

二是資金一定要足夠。今天我們

為大家來介紹一個留學項目，叫

Student Direct Stream(SDS)。
這個項目適合以下國家的申請人

來申請：

• China（中國）

簽證。一般學生要有資金證明能

夠支持他們在加拿大學習期間的

生活和學費。兩年的課程建議提

供大概 5 萬加幣以上的存款證

明。而四年的課程提供 8 萬以

上的存款證明。以上數字只做參

考用途，存款證明的多少取決於

學費的高低、以及學生所在城市

的生活水平等。

讀完兩年以上的課程學生，

如果學校和課程滿足校外工簽的

要求的話可以申請三年以上的校

外工簽。這個期間如果找到適合

移民的工作學生可以通過省提名

或聯邦項目移民加拿大。

• India（印度）

• Morocco（摩洛哥）

• Pakistan（巴基斯坦）

• Philippines（菲律賓）

• Senegal（塞內加爾）

• Vietnam（越南）

SDS 是一個快速的學簽申

請通道。如果學生符合申請條

件，移民局會在 20 天內批下學

簽。申請條件有六項：

（1）在過去的兩年內雅思

A 類每一項都 6 分以上

（2）在加拿大金融機構存 1
萬加元以上的 GIC（Guarantee 
Investment Certificate）

加拿大
移民留學

【看中國訊】近期，加拿大

簡化了僱主僱用農業、食品加工

和卡車司機業等 10 種職業外國

工人的申請程序。現在免除了這

些職業的勞動力市場影響評估

（LMIA）中的廣告要求。

為了獲得 LMIA，在大多

數情況下，僱主需要證明沒有加

拿大人可以接受一個空缺的職

位，然後才可以提供給外國工

人。他們會通過在各種平台上發

布招聘職位的廣告，有時需要將

廣告時間持續刊登三個月。

從 3 月 20 日起，涉及以下

10 個職業的最低招聘要求將被

豁免：屠夫、切肉工和魚販 --
零售和批發（NOC 6331）；運

輸卡車司機（NOC 7511）；農

業服務承包商、農場監管人員和

專業畜牧業工人 (NOC 8252)；
普通農場工人（NOC 8431）；苗

圃和溫室工人 (NOC 8432)；收

割勞工 (NOC 8611)；漁業和海

產品工廠工人 (NOC 9463)；食

品、飲料及相關產品加工領域

的勞工 (NOC 9617)；魚業和海

產品加工的勞工（NOC 9618）；
工業屠夫、切肉工、家禽配製工

及相關工人 (NOC 9462)。
卡車司機如果在有強制性入

職培訓要求的省份工作，必須持

有該證書方可領取工作許可證

時。有此要求的省份包括卑詩

省、亞省、薩省、曼尼托巴省、

安大略省及魁北克省。

LMIA 現在允許通過電子

郵件向加拿大服務部提交申請。

僱主可以根據移民流程和工作地

點將申請電郵到相應的地址。

目前，來自卑詩省、亞省、

薩省、曼尼托巴省、西北地區、

努納瓦塔地區和育空地區的農業

移民申請必須寄到安大略省的處

理中心。

加拿大移民局簡化了
10種職業的工簽申請程序

CRS降至464分

【看中國訊】據非官方機構

加拿大移民通訊（CIC News）
消息，加拿大移民部將於本月底

開始，增加外國人申請本國永久

居留權的費用，此規定將適用於

未來兩年。

新規例將於加東時間 4 月

30 日上午 9 時生效。在此之前

收到的完整申請，將按現行價格

收費，在該時間之前或之後收到

的申請，如果未包括正確費用，

將視作不完整，退回給申請者。

申請經濟類永久居留的手續

費，一般增加 50%。詳情如下：

經濟商業類別主要申請者

（自僱人士、創業簽證、魁省

投資者、企業家及魁省自僱人

士）：由 1050 元增至 1575 元；

經濟非商業級別主要申請

者：由 550 元增至 825 元。這

增加不適用於護理員及家人計

畫，該計畫收費維持不變；

所有經濟級別配偶或同居伴

侶：由 550 元增至 825 元；

所有經濟級別受撫養子女：

由 150 元增至 225 元；

永久居留權費（或稱登陸

費，RPRF）： 由 490 元 增 至

500 元，增幅是 2%。

永久居留申請費用自 2002
年起未有增加，未來兩年的費用

調整，是基於消費物價指數上

升，再以四舍五入計算。

永久居民卡（楓葉卡）、永

久居民旅遊文件及證書，或移民

文件補領費用不變。

【看中國訊】加拿大政府宣

布，疫情期間仍接受和處理在加

拿大或國外的配偶或同居伴侶的

擔保申請。IRCC 表示，他們將

繼續接受和處理新的永居申請，

並可能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接

受不完整的申請。這將使你不至

於因為 COVID-19 造成的服務

中斷而無法獲得所需的文件而耽

誤提交申請。

如果您將在短期內提交新的

配偶或同居伴侶擔保申請，而您

無法提供所需的證明文件，申請

人必須提供詳細的解釋信，詳細

說明與 COVID 相關的延誤。

不完整的申請將在 90 天內

保留和審查。如果 60 天後仍不

完整的申請，IRCC 官員會指示

要求補齊缺失的文件，並在 90
天的期限內補齊。

如果你最近被解雇，並且正

在向政府尋求援助，例如就業保

險補助金，並不會使你失去擔保

人資格。

2020 年 3 月 18 日， 為 阻

止冠狀病毒的傳播，加拿大政府

宣布了禁止外國人入境加拿大的

旅行限制，並將持續到 2020 年

6 月 30 日。特殊情況下，加拿

大公民或加拿大永久居民的直系

親屬可免於上述旅行限制。

配偶和同居伴侶均被視為直

系親屬，這意味著他們仍然可以

入境加拿大。旅客應向航空公司

表明自己的身份，並攜帶證明其

直系親屬在加拿大的身份和關係

的證明文件。建議攜帶的文件包

括但不限於：

結婚證或普通法身份證明；

加拿大護照或永久居民卡；出生

證；證明有直系親屬關係的其他

文件。上述文件的紙質和電子版

均可接受。

需要注意的是，申請人仍

需提供標準的旅行證件，並通

過航空公司的健康檢查後，才

能獲准登機，且不得有任何

COVID-19 的症狀。

永居申請費月底起調高約50%

疫情期間 加仍接受配偶移民申請

【看 中 國 訊】4 月 9 日，

加 拿 大 移 民 局 對 快 速 移 民

（Express Entry）進行了兩次抽

籤，共有 3294 人中籤，移民局

已經向中籤者發出申請永久居

民的邀請。此次抽籤，CRS 最

低分達到了 464 分，為 2019 年

10 月以來的最低分。

此次抽籤是連續第四次針對

特定項目的快速移民抽籤，也是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進行的第二

次專門針對加拿大經驗類申請者

的抽籤。除其他標準外，該類候

選人需擁有至少一年的加拿大工

作經驗。

當日早些時候，加拿大移民

局還向 606 位省提名計畫的快

速移民申請者發出了永久居民身

份邀請。

快速移民（Express Entry）
系統是加拿大主要的接收外國熟

練技工的通道。符合條件的申

請人進入快速移民人才庫，系

統會根據申請人的年齡、受教

育程度、技術工作經驗和英語

（或法語）的熟練程度等因素，

進行綜合排名評分（CRS）。排

名靠前的候選人會在定期抽籤

中獲得加拿大永居申請邀請函

（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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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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油也有保質期
武漢肺炎流行期間，很多人都在家裏

辦公，不必開車去上班，一箱汽油可能會

在車裏放很久才能用完。但是很多人不知

道的是，汽油也是有保質期的，放久了可

能會導致汽車發動不起來。

保存期限與保存方式有關

汽油如果放了太久，會影響到車子的

運作。但究竟汽油可以放多久？若過了保

存期限會影響到車子嗎？又該怎麼處理

呢？ 
一般來說，汽油的保存期限，主要還

是看保存方式，這其中就包括密封性、溫

度、濕度……等因素，所以保存期限從幾

個月到數年都有可能。像在不夠密閉的空

間，汽油的保存期限就會縮短。但即使是

密閉空間，能延長的保存時間也有限，畢

竟汽油是由富含能量的碳氫化合物所組

成，只要放久，碳氫化合物就會揮發、氧

化，導致辛烷值效能降低。所以簡單來

說，只要放置時間一長，油質狀況就會開

始變差。

對車子造成的傷害

汽油在氧化後產生的膠質，很可能造

成供油泵浦、油管與噴油嘴的堵塞，車輛

會出現難以啟動、怠速不穩、引擎積碳與

加速運轉不順等現象。引擎運作不但會受

到極大影響，動力表現也將非常糟糕，長

時間下來會造成引擎故障。

最保險的使用期限

一般來說，加在車輛油箱內的汽油，

保質期大約為 3 個月，若車子處於高溫、

高濕度環境下的話，保質期還要再縮短，

但因為這些外在變數很難控制，所以最保

險的方式就是儘早把油用掉。

或許有讀者會問，是否有甚麼好方

法，能延長汽油的保存期限？理論上，如

果要延長汽油的保存期限，就必須像食物

一樣，避免與空氣

接觸，也就是所謂

的真空密封，但這方

法不可能用在車子上。

所以更關鍵的，反而是汽油的品質，要挑

選口碑好的加油站，才是更實際的方法。

至於對一些不得已要出遠門，又擔心

汽油變質的車主而言，假使車輛長期不用

的話，建議要停放在有陰涼的場所，儘量

避免陽光直曬。同時建議請親朋好友幫

忙，至少每兩周發動引擎熱車一次，使引

擎得到潤滑。如果汽油已在油箱内超過半

年以上，那最好還是把油箱裡的殘油放掉

換新，這樣才不會對汽車引擎造成永久性

破壞。畢竟換油的費用一定比修理引擎的

費用要便宜許多。

同時車主每次加油的時候，也不一定

非得加滿，依自身使用程度添加即可。相

信只要注意這些細節，就能讓車輛保持在

最佳狀態。 

病毒能否進入耳朵

有人擔心肺炎病毒是否能通過耳朵進

入人體。對此，耳鼻喉科的急症護理專家

Raiyan Chowdhury 醫生表示，這個可能

性不大。

病毒飛沫如果與眼睛、鼻子、嘴、或

者中耳的内粘膜接觸，就會發生病毒感

染。「它更有可能通過眼睛、鼻子或嘴進

入，而不是通過耳鼓上的洞進入。」

他說，耳朵有各種防禦功能，可以屏

蔽病毒；耳道和耳鼓可以保護黏膜。耳蠟

也是天然的屏障。他說，所有這些防禦措

施都必須失效，或者必須在耳膜上開個

洞，才能讓冠狀病毒進入耳內膜。

他說，如果你對使用耳機感到膽怯，

那麽除非你與其他人共用，否則沒有什麼

風險。

「別人使用過的耳機可能成為病毒的

載體。如果人們通過接觸耳機手上沾到了

病毒飛沫，而且碰巧手接觸了臉，就很

容易讓病毒飛沫轉移到眼睛、鼻子或嘴

裡。」

不錯過
任何節拍
皇家山大學音樂學院提供網上私人樂器及聲樂課程。

你能在這裡得到世界級導師的專業指導，助你培養興趣，

或進一步邁向音樂之路！

馬馬上上登登錄錄  mru.ca/Conservatory  報報名名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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