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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最大紙媒叫板中共
Germany’s Largest Newspaper Calls 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8一心不可二用
One Must be Single-Minded

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

稱，當前階段先行在深圳、蘇

州、雄安、成都，以及未來的冬

奧場景進行內部封閉試點測試數

字貨幣。

試點地區之一是蘇州相城

區。蘇州相城區各區級機關和

企事業單位，將通過工商銀行

等四大國有銀行在 4 月份完成

央行數字貨幣（DC/EP）數字

錢包的安裝工作。 5 月，這些

單位的員工工資中的交通補貼

的 50% 將以數字貨幣的形式發

放。一位蘇州相城區政府部門人

士表示，央行數字貨幣應用確有

此事，此前已經收到文件，具體

孫力軍落馬 
大陸官場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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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金融監管局在負責。

甚麼是數字貨幣

中國央行推出的數字貨幣是

電子貨幣形式的替代貨幣，在地

位上它和紙幣完全一樣，也可以

實現離線支付。

這種數字貨幣與在大陸被普

遍應用的支付寶、微信支付等不

同，後者只是一種電子支付手

段，需要依託銀行帳戶來運作，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報

導】近日中國大陸一些地區試

行「數字貨幣」，此舉震動了海

內外各界人士。北京推行數字

貨幣是能達到簡化交易流程、

協助反洗錢等正面功能？還是

隱藏著驚天謀劃，將損害大陸

千千萬萬普通家庭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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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TIME BEING, WE’VE GONE DIGITAL.
For the safety of you and our staff, we’re transitioning to a fully digital sales office. We 
understand that finding a home is still a priority for you, and we’re doing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help you start your next chapter.

Our Sales Consultants across Alberta are offering appointments by email, phone, or 
face-to-face via video conference. You can also visit our website for virtual showhome 
and spec home tours, available on select models.

We’re here for you. mattamyhomes.com

T:10"

T:9.57"

鑑於當前形勢，我們已轉型數字化。
為了你和我們的員工安全，我們正在向全數字化銷售中心過渡。我們理解找房對你

來說仍是首要任務，我們將盡一切努力幫你開啟新的生活篇章。

我們亞省各地的銷售顧問都可以通過電子郵件、電話或視頻會議聯繫。你也可以訪

問我們的網站，在網上參觀樣房和特定戶型。

我們以客戶為先。

北京急推數字幣北京急推數字幣
秘密何在秘密何在

並非任何意義上的數字貨幣。

它也與比特幣、利波拉

（Libra）等電子貨幣不同。比特

幣等採用區塊鏈技術，以去中

心化、不可追蹤、分步式記賬

等方式，來保證其貨幣信用。

「根據現有的信息來看，至少在

央行層面，將不會採用區塊鏈

技術。……DC/EP（數字貨幣）

作為法定貨幣，本身有國家作

為信用擔保，自然無需多此一

舉。」《鳳凰財經》報導說。數

字錢包由央行發，或央行委託商

業銀行發，相當於央行一家記

賬，交易可追蹤，政府輕易實現

貨幣中心化管控。

這種數字貨幣與當前大陸使

用的健康碼、數字 ID、面部識

別等措施配合，可以逐步達到公

民個人資產全數字化。所有交易

記錄，任何類別和數額，任何交

易都會記錄在案。（下轉 A2）

A3 凱撒之死C5雙語報導

Bilingual

Secret Behind Secret Behind 
Beijing Push of Beijing Push of 
Digital CurrencyDigital Currency

  Recent news of China’s “digital 
currency” test piloting shocke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s this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currency 
purely for the benefits it can offer, 
or are there other ulterior motives?
China’s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Research Institute said 
currently, localized internal pilot 
tests are being conducted. One 
such area is Suzhou’s Xiangcheng 
District, where certain subsidies 
will be paid in digital currency 
starting May. 
What is Digital Currency?
  The digital currency introduced 
by China’s central bank is an alter-
native form of currency, identical 
in status to paper money, but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electronic pay-
ment methods such as WeChat. 
It is also different from electron-
ic money like Bitcoin that uses 
blockchai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Phoenix Finance, “blockchain 
technology will not be adopted…
with the DC/EP (digital curren-
cy) being statutory, naturally the 
state will act as credit guarantee.” 
Since digital wallets are issued or 
commissioned by the central bank, 
the government can easily achieve 
centralized monetary control. 
   China may soon implement digital 
currency, as Chinese media reported 
that in 2-3 years, 30-50% of base 
currency will be replaced by it. 
Why Push Digital Currency
 China’s official media argues 
that digital currencies reduce 
cash production expenses and its 
traceability helps fight corrup-
tion, money laundering, etc. How-
ever, there are doubts about the 
motive of the push.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Jessica Chen, Peter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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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那麼全程監視、

追溯國民資金的流向，掌控了

每個人的貨幣財富，甚至直接

篡改具體個人或企業儲存在數

字錢包中的數字資產，在技術

層面上已完全可行。

大陸或很快推行 
數字貨幣

中國央行於 2014 年成立了

數字貨幣專門研究小組。大陸

媒體報導稱，兩到三年時間會

有 30% 至 50% 的基礎貨幣被

央行數字貨幣替代，基本實現

央行數字貨幣全國範圍推廣，

紙幣大部分會被替代。

在 今 年 4 月 3 日， 中 國

央行召開會議曾提及研發數

字貨幣，特別強調「法定」二

字，這也可能意味著，一旦其

推出數字貨幣，將對現存的其

它同類貨幣進行收繳或作廢。

4 月上旬，大陸多家媒體發表

了《央行表態堅定不移推進數

字貨幣研發工作》為標題的報

導。 4 月 14 日，一張央行數

字貨幣在農行賬戶內測的照片

在網路上流傳。大陸或很快推

行數字貨幣。

為何急推數字貨幣

對於推行數字貨幣，大陸官

媒保持統一的口徑，即：降低貨

幣成本、根據其可追蹤性方便央

行調節貨幣政策、可協助反腐

敗、反洗錢、反資本外逃等。

但北京急推數字貨幣的真

實目的，海外多有存疑。自媒

體《蒙面財經》認為北京此舉是

為了防範金融體系尤其是銀行體

系的系統性風險。他提到大陸

2013 年的錢荒、2019 年系列

中小銀行爆雷事件以及 2019 年

11 月在河北省、浙江省、深圳

市試行大額現金管理制度，因此

「絕不是在原有金融體繫上的小

修小補……這是一盤大棋，而且

是謀劃了 5、6 年之久的一個頂

層設計。他認為，「未來現金都

沒有了，你還擠兌甚麼。」

多家海外中文媒體分析，

面對越來越嚴峻的國際環境，

如果北京被逐出以美元為中

心的金融系統、遭受 SWIFT
（全球同業銀行電訊協會）和

CHIPS（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

支付系統）的封鎖，中國眾多

公司和銀行恐很難生存下去。

北京還期望未來的數字貨

幣能向海外各國的貿易、旅

遊、投資等各個領域滲透，甚

至以國家貨幣身份重塑國際貿

易清結算體系，為中共在國際

金融領域爭奪新的生存空間。

對普通百姓的影響

那麼數字貨幣對大陸普通

老百姓來說，有什麼影響呢？

YouTube 平台上的博主《財經

冷眼》認為：通過數字貨幣的發

行，北京政權可以無成本的發行

貨幣，監控民眾的消費和支付行

為，最終達到控制國民的行為，

「政府可以和央行合作，直接篡

改個人和企業存儲在數字錢包中

的數字資產，把你的數字錢包

404 掉，……這些年來，很多民

營企業的資產被政府剝奪、被政

府佔用。以前這樣做還是很費周

折，要抄家等，但是有了數字貨

幣，剝奪企業和個人資產基本上

『一鍵』就完成了。」

這位博主認為，北京的目

的最終是為未來的計畫經濟做準

備，比如要對大米、糧油進行限

購，就可以通過數字錢包來實

現，「通過這種控制錢包，最終

實現控制物資分配的方式，再配

合上遍佈全國的 99% 的供銷社系

統，完全可以讓中國社會退回到

毛的計畫經濟時代。手段上完全

沒問題，技術上完全可以實現。

他呼籲大陸民眾在紙幣失效

前將自己的財富全部實物化，換

成珠寶、鑽石、古董、字畫、黃

金、白銀、大米、豬肉等，盡量

囤積物質而不要將數字貨幣當做

財富的保存手段。

《財經冷眼》這期標題為「中

共急推數字貨幣背後的七大陰

謀」的節目 4 月 20 日遭到了谷

歌封殺，目前博主重新上傳了

「《財經冷眼》2.0」，同時對谷歌

提出申訴，尚未得到谷歌方面的

回覆。此前谷歌就針對中共敏感

話題對 YouTube 平台上的節目

進行了多重管制。臺灣時事評論

員徐嶔煌說，《財經冷眼》遭到

封殺，是因為他擊到了北京當

局的痛處。

  
 Independent media, Mask 
Finance, believes that Beijing’s 
purpose is to prevent systemic 
risk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money shortage in China in 2013 
and series of bankruptcies in 
2019 demonstrate that this is not 
a minor tinkering to the financial 
system, but a comprehensive 
design that has been planned for 
5-6 years. 
  Various overseas Chinese 
media analyzed that if Beijing 
is expelled from the US dollar-
centric financial system, many 
Chinese companies and banks 
may not survive. Beijing hopes 
that future digital currency can 
penetrate overseas countries in 
tourism, investment, or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ettlement 
system to compete for survival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ield. 

Impact on Ordinary 
Citizens

  This digital currency, combined 
with other ongoing measures 
such as health codes and facial 
recognition, will gradually  
increase government’s control 
over citizen’s lives. Financial 
Cold Eyes on YouTube argued 
that through digital currency, 
Beijing will have complete  
surveillance and authority over 
everyone’s wealth. In the past, it 
was difficult to strip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assets, but now, 
the government can cooperate 
with the central bank and com-
plete it in one click. 
  According to this channel, 
Beijing’s ultimate aim is to con-
trol the distribution of goods, and 
by coupling it with the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through-
out the country, it can completely 
return Chinese society to the era of 
Mao’s planned economy. 
  Recently, the Youtuber filed a 
complaint against Google after 
one of his episodes was blocked, 
which has yet to be answered. 
Prior to this, Google had re-
peatedly reviewed YouTube for 
sensitive topic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m Party. Xu Xihuang, 
a commentator on current affairs 
in Taiwan, said that Cold Eyes 
was blocked because he hit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sore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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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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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 呎 ,W/O 土庫�部完成�廚� ,
��向東 , ����景 , 位於寧��街 , 於 2004 年
由��建�� Jayman 建成 , �大客��壁爐 , �
屋�較��合�� ,3 ��,3.5 浴廁 , 步行至初中
學校只� 3 �鐘 , ���
���車站 , �勿錯� ! $46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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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900

�校� Edgemont �屋翻� 西北 Panorama Hills Walkout 土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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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碼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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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evel 964 呎 ,W/O 土庫�部完成共
1650 呎 , ��西南光猛開陽 , 於 2004 年建成 ,
位於寧��街 , 主層開放式設計 ,2+1 �� ,2
浴廁 , 土庫��高 8.5 呎��大�户 , 家庭�
�壁爐 , 步行至學校�
��只� 5 �鐘� $349,000

東北 Coventry Hills Walkout 土庫

新
上
市

豪�獨立�式�層屋 2480 呎,W/O 土庫�部完成,
�屋於 2012 年�部翻��Cherry 實木��,18x18
�磚,油漆,高�廚��不�鋼家��大理石檯面,
2010 年較�屋頂,拱形天�,3+1 �� + 主層書�,
3.5 浴廁,��學校����
�車站��勿錯� ! $698,888

�校� Hamptons  Walkout 土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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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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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急推數字幣 秘密何在

▲圖為北京官媒有關數字貨幣的

報導及網上流傳數字貨幣App樣

貌。（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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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4 月 18 日，新斯科舍省

發生的加拿大最慘烈的大規模槍擊屠殺事

件，截至週二（4 月 21 日）下午，死亡

人數已增至 23 人，其中包括槍手。目前

受害者當中年紀最輕的年僅 17 歲，其餘

死者還包括警察、教師和護理師等。有的

受害者與凶嫌相識，有的則素昧平生。

新省騎警表示，因為犯罪現場多達

16 處，警方仍在調查中。加拿大國防部

也派出 30 多名軍人並提供發電機和帳篷

等物資，協助開展工作。

槍 擊 案 疑 犯 沃 特 曼（Gabriel 
Wortman），19 日被警方擊斃，地點在

距哈利法克斯（Halifax）約 35 公里的

恩菲爾德（Enfield）的一家加油站附

近。沃特曼當時穿著警服，駕駛偽裝的

假警車。

CBC 的報導稱，根據新斯省牙醫

協會網站的信息，沃特曼是在達特茅斯

（Dartmouth）從業的假牙師。

屠殺慘案

這起槍擊案從星期六（4 月 18 日）

深夜開始，持續 12 個小時，目前已知有

23 人遇害。罪犯沃特曼從他自己居住的

小村博塔比克（Portapique）開始，在 5
個村鎮行凶並放火燒燬房屋和汽車，犯

罪現場多達 16 個。最後一個和博塔比克

相距將近一百公里。如果在被燒燬的 5
處房屋廢墟中找到屍體，死亡人數還將

進一步增加。公共安全部長布萊爾（Bill 
Blair）懇請加拿大人保持耐心，等待當

局公布準確的信息。

此案遇害者眾多的原因之一是凶嫌假

扮成警察，讓人失去警惕。

凶犯有前科

現年 51 歲的凶嫌沃特曼（Gabriel 
Wortman）在 2001 年曾因攻擊一名男

子而被定罪，他於 2002 年 10 月 7 日

認罪。沃特曼被判有條件釋放。 9 個月

的緩刑期內，沃特曼被命令遵守諸多條

件，包括不接觸受害者，不能持有「任

何槍支、弓弩、禁用武器、限制使用的

武器、禁用設備、任何彈藥或爆炸物等

此類東西」。

緩刑令還命令沃特曼遵照指示「參

加有關管理憤怒情緒的評估、諮詢和項

目」。

新斯省刑事和家庭事務律師戴維．盧

茨（David Lutz）說，通常如果警方不

擔心罪犯會再犯案，會予以有條件釋放。

法庭作出這種判決通常是因為罪行輕微，

再犯的可能性很低。

緩刑期過後，沃特曼獲得完全釋放。

沃特曼還因房產問題分別和一個租

客、他自己的叔叔打過官司。他的鄰居對

他印象不錯，但感覺他在和女友的關係裡

妒忌心很強。

哀悼逝者

新斯科舍省教師工會的麥庫利（Lisa 
McCully）的死訊，讓同事、學生以及她

的家人和朋友心碎。

奧利弗（Jolene Oliver）、丈夫塔

克（Aaron Tuck）和女兒艾米麗．塔

克（Emily Tuck），一家三口喪生。奧

利弗的姐姐奧利弗 - 麥克庫迪（Tammy 
Oliver-McCurdie）發起了一個眾籌活

動，希望能夠籌足喪葬費，讓妹妹一家安

息。他們於 20 日在 GoFundMe 上開闢

籌款頁面，21 日晚 6 點，已有上千人捐

款 5 萬多元。

有著 23 年經驗的騎警史蒂文森

（Heidi Stevenson）案發時殉職。騎警專

員盧基（Brenda Lucki）表示：「任何認

識她的人都說，她對生活充滿了熱愛，她

是一個勤奮工作的人，非常熱愛自己的職

業。」

加拿大皇家騎警在發布會上表示：

這個事件是「悲劇性的」和「無法理解

的」。

加拿大多個城市的政府部門也都降半

旗哀悼在 Portapique 中逝去的生命。

這件事甚至驚動了英國女皇，她說這

是一起「讓人震驚」的慘案，對槍擊案中

遇難者家屬表達了哀悼之情。另外也讚揚

了加拿大皇家騎警和緊急服務人員在事件

中無私的表現。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許諾：在這場致命

的槍擊案後，會立法加強槍支控制。

願槍擊中的逝者安息。

新省槍擊案 遇難者增至23人

4月19日騎警在加油站和凶手對峙。（加通社）

兇手沃特曼是假牙師。（CTV視頻截圖） 人們悼念逝者。（加通社）

上週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

《圖片報》刊出題為「中國欠我們

甚麼」的社論，其中還包括一張

發給中共的發票，總額約 1490
億歐元（約合 2290 億加元）。

發票中包括「270 億歐元的

旅遊收入損失、高達 72 億歐元

的德國電影產業損失、每小時百

萬歐元的德國漢莎航空公司損失

和 500 億歐元的德國小企業損

失」等項目。這些損失加起來，

約折合每個德國人民損失約為

1784 歐元。與此同時，德國的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4.2%。

在同一天，駐德中領館發

言人陶麗麗，給《圖片報》主編

Julian Reichelt 的「公開信」中

迅速做了回應，該信原為德文。

陶在信中宣稱：「少數政

客、專家或媒體代表聲稱，根據

國際法，中國有違法行為，現在

有義務對外國政府進行賠償。但

是，這種說法其實與國際法無

關。他們只是希望通過相互指責

來轉移他們對自己的失誤和弱點

的注意力。」

在信中她不但沒有回答主編

提出的關鍵問題，還用一連串僵

硬、重複、典型的中共政權宣

傳機構的官方言論抨擊 Reichelt
和德國圖片報。比如她宣稱德國

日報在助長民族主義、偏見和仇

外心理：「它（圖片報提出的發

票）沒有對兩國人民之間的傳

統友誼做出公正的評價，也不是

對新聞事業的認真理解。」

Reichelt 其後繼續撰文追擊

中領館，在 4 月 16 日撰寫題為

《Bild Chief Writes to China's 
Head of Statee》的 後 續 文 章

中，他以德文原著寫了一篇給中

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信，提出五

個論點，對中領館不接受批評的

行為進行抨擊。

雷克爾特在信中說：「你的

使者指控我『臭名昭著、助長

民族主義』，那就讓我再說幾

句。」

「你是靠監視來統治的。沒

有監視，你就不會成為國家主

席。你可以監視一切，監視你的

每一個公民，但你卻拒絕監視你

國家的高風險動物市場。你封鎖

任何挑剔的報紙和網站，但你卻

不會關閉賣蝙蝠湯的攤位。你不

僅監視你的人民，還危害了他

們，危害了整個世界。」

他接著提到：「當你（習近

平）、你們的政府和你們的科學

家們很早就知道新型冠狀病毒在

人與人之間傳播的時候，卻選擇

讓世界蒙在鼓裡。當西方研究人

員想知道武漢的情況時，你們的

專家沒有接電話，也沒有回覆一

封郵件。因為你們太驕傲，太民

族主義了，所以你們才不願意說

出覺得是國恥的真相。」

「你說我對不起我們與各國

人民的『傳統友誼』。我想如果

你現在慷慨地把口罩運送到世界

各地，那才是偉大的 ' 友誼 '。所

以我不認為現在你是友誼的表

現，而是笑裡藏刀的帝國主義。」

這場風波源於本月早些時

候，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

的一份題為「新型冠狀病毒的補

償？」報告中，粗略估算中共可

能要為武漢肺炎疫情的拖延和掩

蓋，承擔高達 4 萬億美元的賠償

責任。報告說「如果對北京提出

法律索賠，中國對 COVID －19
的應付責任將達數萬億英鎊。」

這份長達 44 頁的報告在其

執行摘要中繼續對中共政權進行

毫不留情的抨擊，包括：「基於

中共決定不分享 COVID － 19
疫情爆發初期階段的信息的直接

後果，導致全球各國反應緩慢、

傳播速度大增。如果中共能在早

期提供準確的信息，這種傳染病

就不會傳出中國。」

「為了維護以法律為基礎的

國際體系，保護納稅人免受不應

承受的損失，世界各國應尋求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違反國際法的後

果採取法律行動。」

雙語報導
Bilingual News
Report

看

Neil Campbell

Germany’s Largest Newspaper Calls 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invoice includes items such as 
“27 billion euros for lost tourism 
revenue, up to 7.2 billion euros for 
the German film industry, a million 
euros an hour for German airline 
Lufthansa and 50 billion euros for 
German small businesses”. This 
sum works out to approximately 
1,784 Euros per German citizen as-
suming Germany’s Gross Domes-
tic Product (GDP) falls by 4.2%.

  Germany’s Chinese Embassy was 
quick to respond the same day in 
an “open letter” to Bild Editor-in- 
Chief Julian Reichelt penned by 
Spokeswoman for the Embassy, 
Tao Lili, originally written in Ger-
man.

  “The claims of a few politicians, 
experts or media representatives 
that China had acted unlawfull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is now 
obliged to compensate foreign 
governments is not really about in-
ternational law. They want mutual 
blame to distract them from their 
own failures and weaknesses” pos-
tured Tao.

  Tao continued in her tirade, fail-
ing to address Bild’s key points 
and instead peppering Reichelt 
and Bild with a litany of stiff, 
tired, official talking points typi-
cal of the Chinese regime’s pro-
paganda organs such as claims 
that Bild “fuels nationalism, prej-
udice and xenophobia” and that 
“It [Bild’s invoice] does not do 
justice to the traditional friend-
ship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and 
is not a serious understanding of 
journalism.”

  An incensed Reichelt took the Em-
bassy’s inability to take criticism as 
an opportunity to go on the offen-
sive in a follow up article written 
on April 16 titled Bild Chief Writes 
to China’s Head of State, originally 
written in German, in a five-point 

article addressed to CCP President 
Xi Jinping.

  “Your message calls it ‘infamous’ 
and accuses me of ‘fueling nation-
alism’. Let me say a few things 
about this” begins Reichelt.

 “You rule by surveillance. You 
would not be president without 
surveillance. You can monitor ev-
erything, every one of your citi-
zens, but you refuse to monitor the 
high-risk animal markets in your 
country. Any critical newspaper 
or website you will shut down, but 
not the stalls selling bat soup. You 
not only monitor your people, you 
also endanger them - and with it 
the whole world.”

 He continued, “When you, your 
government and your scien-
tists had to know long ago that 
Corona[virus] is transmitt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you left the world 
in the dark. Your top experts did not 
answer the phone, did not answer 
an email when western researchers 
wanted to know what was going on 
in Wuhan. You were too proud and 
nationalist to tell the truth that you 
felt was a national disgrace.”

 “Your message tells me that I 
would not do justice to the ‘tradi-
tional friendship of our peoples’. 
I assume you consider it a great 
‘friendship’ if you now generously 
send masks around the world. I do 
not call this friendship, but smil-
ing imperialism.” the article con-
cludes.

  The clash comes on the back of 
a report earlier in the month from 
British think-tank Henry Jackson 
Society titled Coronavirus Com-
pensation? Assessing China’s Po-
tential Culpability and Avenues of 
Legal Response which found that 
the CCP could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s much as $4 trillion in dam-
ages for its delay and cover-up of 
the Wuhan Coronavirus outbreak.

  “The truth is that China is respon-
sible for COVID-19—and if legal 
claims were brought against Bei-
jing they could amount to trillions 
of pounds”, said the report.

  The 44 page report continued to 
pull no punches against the Com-
munist regime in its Executive 
Summary.

  “A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CCP’s decision to not share infor-
mation about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e 
disease spread far faster than it 
would otherwise have done and 
reactions by countries globally 
were hampered. It is possible that 
– had accurate information have 
been provided at an early juncture 
– the infection would not have left 
China.”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rules-
based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o 
protect taxpayers from punitive li-
abilities, the world should seek to 
take legal action against the PRC 
for the breach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ir consequences.”

德國最大紙媒叫板中共

Earlier last week, Germa-
ny’s largest newspaper 

sent the Chinese Commu-
nist Party (CCP) an invoice 
in an editorial titled What 
China Owes Us totaling ap-
proximately 149 billion Euros 
($229~ billion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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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鐘靈編譯報導】武漢肺

炎疫情不但衝擊了加拿大的經濟與金融系

統，曾經被國際投資機構視為「比黃金都

保值」的溫哥華公寓，如今也面臨貶價的

考驗。疫情已經衝擊了全球許多熱門房產

市場，包括英國、澳洲及香港等。

加拿大在這 20 年原油產業持續衰退

的困境下，投資者逐步轉向了房產市場，

也成為了熱門房產投資的選擇。

受疫情影響，加拿大的整體經濟表現

在三月中旬開始出現明顯的衰退，政府出

台支撐樓市的政策、銀行也應要求提供房

貸延遲換款的措施。不過溫哥華房產經紀

薩列茨基（Steve Saretsky）質疑，「究

竟政府是否應該補助那些擁有多個房產的

投資者呢？政府對這沒有清晰的界線。」

安大略基奇納市破產受託人霍伊斯

（Douglas Hoyes）向《卡城先驅報》表

示，「我認為這是場浩劫，我們曾經歷一

段不管你負債多重、買甚麼類型的房子都

無所謂的時光，但現在問題來了。」

加拿大的經濟曾依靠原油出口，隨著

這些工業的衰弱，政府不得不把資源投放

到房產市場上，加上其帶來的大量基建

項目，去年房產相關的經濟收益達到總

GDP 的 15%，而能源只有 9%。因此，

如果房產市場崩潰，將再也沒有足夠的石

油公司、或口袋裡有很多錢的豪客接盤。

過去 20 年內，房貸利率下調促使加

拿大居民購買大量房產，尤其在多倫多及

溫哥華，兩市的利率還一直沒有大幅調

整，促使房產從家庭需求變成了生財機

器。隨著樓價高升、業主越感富有，於是

就買更多、借更多錢、房價也節節高升。

事實上，溫哥華市早前進行的調查

發現，45% 的家庭下月無法支付全部房

貸，其中四分之一的家庭連房產稅也負擔

不起，有破產危機。這與 2016 年時形成

驚人反差，當時那些在西海岸擁有獨立屋

的人，可是看著自己的資產每日暴漲超過

1600 美元。 2019 年溫哥華的房產價值比

2018 年增加了 470 億美元，是居民總所

得的兩倍多。

專家指出，長期以來支撐加拿大房產

市場的兩大支柱是：強勁的勞動市場及

100 年來最大的國際移民潮，但這兩點如

今都不復存在。往往家庭陷入債務困難

時，經濟衰退就會更嚴重、衰退持續時間

更長。如今加拿大人已經欠下了 2.3 萬億

加元的債務，相當於全國 GDP，甚至超

越了 2006 年美國房產大蕭條前的泡沫。

疫情致地產蕭條 衝擊加國經濟 

jinfanhao@hotmail.com jinfanhao168

【看中國訊】據 CTV 報導，

作為遏制武漢肺炎措施的一部

分，現在允許亞省的房地產律師

通過視頻會議簽署文件。

此前購房者需要通過面對面

會議，與房地產律師見面，並簽

署法律文件。不過，房地產律師

通過視頻會議簽署文件是一項

臨時性的措施，以減少個人交

流，並緩解病毒的傳播。「從 4
月 3 日開始，當事人不需要再

親自見面了。」MacKay Real 
Property Law 的房地產律師麥

凱（Ryan MacKay）說。

房地產經紀人埃克倫德

（Tanya Eklund）表示，這一變

化將有助於讓她客戶的房產在病

毒大流行期間更放心地進入市

場。「人們仍然可以放心地買賣

房屋，如果他們不願意，就不用

再進去見律師，和律師坐下來談

上一個小時，把所有的程序都過

一遍。」埃克倫德說。

然而麥凱表示，新的遠程簽

約流程還不足以完成整個購房法

律程序。「當人們聽到遠程簽約

時，他們可能想像的是一個數字

端到端的數字體驗。我們還沒有

完全實現，法律還沒有準備好支

持。」土地產權辦公室仍然要求

呈報「濕墨水」簽署的紙面文件。

亞省地產律師
可在視頻會議簽署文件

【看中國訊】加拿大聯邦政府上週宣

布投資 2700 萬元，用於 COVID-19 病

毒即時檢測技術研究。其中有 828,046
元給了亞省大學的研究員樂曉春（Le 
Xiaochun，音譯）。

政府的公告稱，該研究團隊成員由亞

省大學、加拿大食品檢驗局和武漢病毒研

究所的病毒學家、化學家、傳染病專家、

一線從業者及公共衛生研究人員組成。公

告中寫道：「目前正在執行標準診斷測試

的武漢團隊成員，將引領此項研發工作。」

Rebel News 在報導此事時，列舉了

國際社會對中共掩蓋疫情的擔憂，並提

出了這樣的質疑：「中國的科學家們，或

者是對中共政權忠誠，或者是完全被噤

聲，或者是擔心被中共當局『消失』，他

們正在工作的病毒實驗室（武漢病毒研

究所），是很可能要對此病毒傳播負責任

的，他們將引領加拿大資助的研究工作，

去開發快速檢測病毒的技術。」

加拿大去年還給了中國 4100 萬美元

的外援資金。

【看中國訊】根據《每日郵報》（dailymail）報

導，在武漢肺炎疫情席捲全球之際，紐西蘭的地堡

被許多北美富人開始正式啟動。

德州地堡製造商 Rising S  Co. 公司在過去幾

年在紐西蘭修建了約 10 座私人掩體。一套類似房

屋包括 150 噸重的庇護所，帶有豪華浴室、遊戲

室、射箭場、健身房、劇院和手術床等，其平均

成本是 300 萬美元，能輕易地賣到 800 萬美元的

價錢。

在今年 3 月初一位矽谷高管打電話給生存避

難所製造商 Rising S 公司，詢問如何打開他在紐

西蘭地下 11 英尺處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地堡大門。

「在此之前，這位科技公司高管從來沒用過他的地

堡，也不知道如何開啟」，Rising S 公司總經理林

奇說這位客戶，「他已經『逃』去了紐西蘭，以躲

避在紐約發生的一切。」

3 月 12 日，另外一位矽谷企業主迪努列斯庫

（Mihai Dinulescu）也逃往紐西蘭，34 歲的迪努

列斯庫說：「我擔心紐西蘭可能會關閉邊境。我有

一種非常緊迫的感覺，我們必須離開。」四天後，

紐西蘭對外國遊客關閉了邊境。

莫洛伊（Perrin Molloy）是紐西蘭當地的一

名建築工人，他說，當地建築商通常不知道他們

為之工作的房主的身份，類似相關的裝修相當常

見。他的同事幫助在當地私人海灣建造了一座價值

1200 萬美元的房子，在地基計畫中有一個「空氣

隧道」，可以輕易地容納四個人肩併肩行走。「很

明顯，這是地下室裡的一條逃生通道，」他說。

紐西蘭一直是北美富人世界末日生存計畫的重

要國度，這裡以自然美景、悠閑的政治家和一流的

醫療設施而聞名。而武漢肺炎疫情中紐西蘭目前只

有 12 人死於病毒。

末日逃生？紐西蘭地堡住宅啟動

地堡內景（網絡圖片）

聯邦補貼學生每月1250元

22 日， 總 理 特 魯 多 宣 布， 為 學

生提供 90 億元的經濟援助（Canada 
Emergency Student Benefit， 簡 稱

CESB）。凡是高中以上學歷且符合資

格的學生，從 5 月到 8 月每月可獲得

1250 元補貼。對於有在幫助照顧患病和

殘疾人的學生，補助金最高可領到 1750
元 / 月。

大學和學院在校生、今年 9 月份即

將入學的和去年 12 月份畢業而無法申

請 CERB 的學生均符合資格。月薪低

於 1,000 元的兼職學生也可以申請。

但國際留學生不符合申請資格，獲得了

CERB 補助的學生，也不能申請這項學

生福利。

這筆援助資金可在加拿大稅務局

CRA 賬戶裡申請發放。聯邦政府還將出

台更多學生補貼計畫：

*2020-2021 年度加拿大學生貸款

計畫，從每週最高金額的 210 元提高到

350 元；

* 在防疫前線進行感染病例追蹤或

遭受疫情衝擊最嚴重的行業，如農場

等，為年輕人提供 76,000 個工作崗位；

* 撥款 2.91 億元，將獎學金、研究

金和助學金延長三到四個月；

* 為抗疫志願者學生提供新的學生

服務補貼，金額為 1,000 ～ 5,000 元

不等；

* 將 2020—2021 學年的助學金翻

番，全日制學生的助學金最高 6000 元，

非全日制學生最高 3600 元；

* 殘障學生和需要撫養子女的學生

補助金也將翻倍。

* 投入 7500 萬元，資助原住民、因

紐特祖和 Metis 民族的學生。

【看中國訊】加拿大聯邦
政府宣布對學生提供經濟援
助，以緩解疫情下學生畢業季
或暑期無法尋找到合適工作
的困境。合資格學生最高可獲
1750元/月。

【看中國訊】據福克斯新聞報導，總

理特魯多 21 日表示，20 日兩架飛機從加

拿大派往中國，以取回急需的個人防護裝

備（PPE），但卻空機而歸。

特魯多說，由於中國對允許飛機在機

場地面等待多長時間的「嚴格限制」迫使

飛機空機飛回。

加國期望在未來幾天和幾週內收到

更多的個人防護裝備。目前尚不清楚特

魯都是否會派飛機回中國以接載更多的

個人防護裝備。

去中國取醫療物資
加國空機返回

武漢病毒所參與研發 
病毒檢測技術受質疑

加航示意圖 (Flickr)

全球地產全球地產
資訊資訊

Fotolia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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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減少冠狀病毒病

的傳播

採取措施減少冠狀病毒病 的傳播

遵守當地公共衛生當局

的通知。

經常用肥皂和水洗手，

每次至少20秒鐘。

 如果沒有肥皂和水，

請使用酒精類洗手液。

盡量不要觸摸眼

睛、鼻子和嘴。

避免與生病的

人有密切接觸。

咳嗽或打噴嚏

要用袖子捂住，

而不是用手。

盡可能待在家裏，如果

您需要外出，請注意保持

人際距離（大約兩米）。

COVID-19 的症狀可能很輕微，

也可能很嚴重，而且接觸病毒后，

症狀最多可能要14天才會出現。

（38℃或以上）

咳嗽

呼吸困難

在家隔離以避

免將疾病傳

給他人。

避免拜訪年長者

或有健康狀況的人，  

他們出現嚴重病症的

風險更高。

去看醫生之前

提前打電話，

或與您當地的公

共衛生當局聯絡。

如果您的病情

加重，請立即與您

的醫生/護士或公

共衛生當局聯絡，

並按照他們

的指示行事。

1-833-784-4397 canada.ca/coronavirus

症狀 如果您有症狀

發燒

的資訊：瞭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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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更多事實與證據披露出來，越來

越多國家和地區指控北京當局，故意掩蓋

和瞞報疫情，欺騙了全世界，釀成病毒全

球大流行，這導致許多學校、企業乃至國

家關閉。

美國總統川普 4 月 18 日表示，美國

正在與北京進行討論，以派遣專家組前往

中國進行調查。他稱北京知道的（病毒

情況）遠不止於它所釋放的信息。

4 月 19 日，美國副總統彭斯說，美

方將「在適當的時候對此進行適當的調

查」。 4 月 20 日，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回應：「我們不是病毒的罪魁禍首，不

是同謀」。

國際集體訴訟 日益增加

美國聯邦法院近期受理至少七項集

體訴訟，都涉及北京對病毒大流行的連

帶責任，一項訴訟要求北京承擔 20 多萬

億美元的賠償，另一項要求賠償 8 萬億

美元。其它五項訴訟未要求特定金額的

損害賠償。

3 月份，佛羅里達州博卡拉頓的人身

傷害律師事務所起訴，指責北京知道「病

毒是危險的，能夠引起大流行，但行動緩

慢。眾所周知，他們對病毒置若罔聞，並

且出於自己的經濟利益而故意掩蓋它。」

並要求讓北京「為他們的行為付出代價。」

另一起訴訟中，保守派律師克萊曼

及其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組織「自由觀察」

（Freedom Watch）在德克薩斯州起訴，

要求北京賠償 20 萬億美元，理由是其

「冷酷無情的漠視和惡意行為」。克萊曼

表示，是北京當局研發了該病毒，並散佈

世界，該說法已被美國軍方、政府、情報

機構和全球科學家相繼揭露。他為此控告

北京。

4 月 8 日，加利福尼亞的一群小企業

對北京、武漢市和中國國家衛生委員會提

起訴訟，稱早在 19 年 11 月中旬北京已

知自己正在處理的是新致命病毒，但選擇

保密，後來又試圖掩蓋和銷毀它的痕跡。

美國立法機構追責

北京不但受到實體單位的法律訴訟，

還面臨美國立法機構的責任追查。 4 月

20 日，國會參議員科頓在接受福克斯新

聞「美國新聞編輯室」節目採訪時說，他

正在制定一項立法，「將向所有感染病毒

的受害者開放美國法院，以便他們可以起

訴中國官員。」 他表示，我們可以對參與

這次掩蓋的人員「施加製裁」。

4 月 21 日，22 名共和黨議員要求川

普政府向國際法院（ICIJ）起訴北京，

為它在病毒大流行期間一系列惡劣行動

的責任。

4 月 21 日，美國密蘇里州政府成為

美國第一個對起訴北京的州，起訴書中

寫道：「中國一再發生的非法和不合理的

作為和不作為，已經傷害了、並嚴重干

擾了密蘇里州大量居民的生命、健康和

安全，亦損害了密蘇里州的公眾秩序和

經濟。」 「在初次爆發的關鍵幾週內，中

共當局欺騙公眾、壓制關鍵信息、逮捕

舉報人。面對越來越多的證據仍否認人

與人之間的病毒傳播，破壞了關鍵醫學

研究，這使數百萬人直接暴露於該病毒

之下。在此期間他們甚至囤積個人防護

設備。種種行動最終造成了不必要的和

本可預防的全球性大流行。

國際指控北京 訴訟絡繹不絕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報導】鑒於美國

境內武漢肺炎疫情及為重啟經濟做準備，

美國總統川普 22 日簽署一項行政令，暫

停移民進入美國。

4 月 21 日，川普總統在個人推特發

文稱：「監於『隱形敵人』的襲擊，以及

保護我們偉大的美國公民工作職位的需

要，我將簽署一項行政命令，暫時停止向

美國的移民。」22 日他在推特上補充：

「通過暫停移民，我們將幫助失業的美國

人在獲得工作中排在首位。我們必須首先

照顧美國工人。」他也提到，美國將繼續

打擊南部邊境人口販運的情況。

美國《福克斯新聞》報導，在美國股

市出現暴跌以及石油價格首次出現歷史性

負數的幾個小時之後，川普總統在推特發

布了上述聲明。目前尚不清楚川普總統這

項行政令具體內容，白宮也沒有立即詳細

解釋川普總統推文的公告情況。

由於武漢肺炎疫情在美國境內快速蔓

延，由國務院處理的幾乎所有的簽證，包

括移民簽證，都已經暫停了數週。

Politico 報導稱，美國國土安全部

（DHS）仍在制定川普總統行政命令的詳

細內容，也在考慮對農場工人在內等臨時

工人進行豁免。

根據美國邊境巡邏隊數據顯示，由於

武漢肺炎疫情蔓延迫使美國修改移民政

策，美國政府已將約 10,000 名墨西哥人

和來自中美洲國家的人遣返至墨西哥。

美國勞工部上週四透露，截至 4 月

11 日的四個星期內，總共有近 2,200 萬

份工人失業聲明，這抵消了自 2008 年金

融危機以來的所有勞動力市場收益。大批

美國網民在網上留言要求政府限制移民，

因為有這麼多美國人失業，幾乎沒有必

要從國外引進外

國工人。但是該

命令的反對者，

包括許多民主黨

人和移民權利組

織，指責川普煽

動反移民情緒。

川普宣布暫停移民入美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以推動

中美建交、由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創立的保

守派智庫「國家利益中心」防務研究主任

卡齊亞尼斯（Harry Kazianis）早前受訪

質疑北京處理疫情的態度，並公開表示美

國外交習慣已經過時，現在是「考慮與台

灣全面恢復外交關係的時機」。

皮尤研究中心（Pew）21 日公布新

調查，71% 美國受訪者表示「不信任」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世界事務方面做正

確的事，也是 2014 年開始詢問此一問題

來最高比率，遠高於去年的 50%。更首

次出現不分老少、大多數都對中國持有負

評的情況。

美國民意對中國的反感也橫跨兩大政

黨，不僅共和黨持續更對中國小心戒備，

民主黨人對中國負評也持續增加中。據皮

尤調查，約 62% 民主黨或傾向民主黨者

對中國持負評，較 2017 年的 41%，激增

21%；同期，共和黨或傾向共和黨者對

中國持負評比率從 56% 飆升至 72%。

美國總統川普 18 日在疫情簡報會上

再度質疑中國提供的數據，他並警告北

京，若美方調查出中國故意隱瞞疫情，中

國將會面臨「一些後果」。

卡齊亞尼斯 20 日接受福克斯新聞訪

問表示，中國隱瞞疫情實際情況與嚴重程

度，已導致全球超過 17 萬人死亡。

他提出了應對北京的「五點計畫」，

包括：

（一）干涉 2022 年北京冬季奧運，

如同前總統卡特 1980 年率領各國杯葛莫

斯科奧運一樣，不容許北京利用奧林匹克

精神自我包裝，洗白其罪惡行為；

（二）美方不該再被過時的外交習慣

牽絆，現在正是考慮與台灣全面恢復外交

關係的時機；

（三）美國現在必須藉此削弱中國經

濟實力，例如，來自中國的商品必須貼上

「中國製造」的標籤；

（四）美國必須再次把「人權」當作

與中國對話的核心政策選項；

（五）美國必須讓中方承擔金錢賠

償，應立法讓美國公民得以起訴中國。唯

有最嚴厲的金錢懲罰，包括美國沒收中國

資產，才能讓中國和其他國家明白，既做

出不當行為，就不能全身而退。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首次有現任高級

國家智庫主任提出台美建交的說法。

台灣立法院長游錫堃 20 日受訪表

示，最近多名美國友台人士都表示支持促

進台美關係進展，因此台美建交、美國承

認台灣並非不可能。立法院將要透過國會

外交，促進台美更多的良性互動。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維權律

師王全璋出獄被送往濟南「強制隔離」

14 天後，仍被當局軟禁。近日他接受媒

體採訪時表示，在關押的 4 年多里，自

己始終沒有認罪，也不後悔做維權律師。

4 月 20 日，王全璋接受了香港有線

電視視訊採訪，視頻中王全璋看起來比較

消瘦，比被捕前蒼老了很多，他表示他一

直有想念妻兒，第一個想見他們。他說，

從被羈押到現在已經過了 4 年 9 個月，

自己一直沒有後悔當維權律師，也始終沒

有認罪。

王全璋說：「沒有放棄自己的立場

吧，從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這幾

年，他們一直在做相應的工作，但是我不

會拿原則妥協。這是我執業的一個認識，

或者是做人的一個準則吧。對我自己來

說，並不是說自己什麼了不起，或者做什

麼英雄，我沒有這麼想。做維權律師沒有

什麼後悔的，這本身是我作為一個律師應

該做的事情。」王全璋稱如果條件允許的

話，還會繼續做律師。

「709 案」被捕的另一個維權律師謝

陽日前專程到濟南看望王全璋，並陪同他

到派出所辦理身份證。謝陽對自由亞洲電

臺表示，兩人出門時曾與保安員發生推撞。

公安稱，出獄後王全璋會被剝奪政治

權利，因此要對他實施軟禁，限制他的人

身自由。謝陽指出：「這是不合法的，因

為剝奪政治權利指的是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這權利本來在中國就沒有的。」

王全璋在 2015 年 7 月，被中共當局

秘密囚禁，超過一千多天沒有音訊，期間

遭受酷刑。妻子李文足不間斷的為丈夫奔

走呼籲，「千里尋夫」、剃髮抗議，引起

國際關注。

【看中國訊】近日，印度政府傳出針

對來自鄰國的投資進行審查，預防在肺炎

疫情衝擊經濟之際該國企業遭併購，4 月

20 日，《路透社》再發獨家消息指，審查

外資的措施所包含對象不僅針對中國，也

包括來自香港的投資。

《路透》21 日獨家報導，印度開始審

查來自外國的投資，以防止其他國家趁著

疫情時期併吞、併購本土企業，雖未明指

哪些國家，但外界評估該措施是針對來自

中國的投資。報導引述 2 名印度政府高

層消息人士指，新措施不會將中國與香港

做出區別，即來自香港的投資也將受到新

規限制。其中一名官員表示：「這應該是

對港資的常識，來自香港的投資和中資是

沒有區別的。」報導還指出，香港的市場

具有巨大的資金流動性，大量中國投資是

通過香港這個金融中心進行的。據印度政

府資料顯示，從 2000 年 4 月到 2019 年

12 月期間，中國投資印度的資金累積達

230 億美元，而來自香港的投資額更高，

達 420 億美元。

【看中國訊】日前美媒傳出消息，指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接受心臟手術後

病危，引發國際輿論。

脫北者所經營的韓國網路媒體《每日

北韓》在 21 日報導指出，12 日，金正恩

已經在平安北道香山郡妙香山附近的一個

專門替金氏家族治病的香山治療所動心臟

手術，現今正在當地香山別墅接受專業的

照料，多數醫生在 19 日離開，僅有少數

繼續留在當地。另外還有金正恩的保鑣近

30 人，這並不包括提前部署於香山別墅

周遭的護衛隊。

先前美國 CNN 報導稱，金正恩在動

心臟手術後命危，而美方也正密切關注此

事，且商討應變計畫。韓國青瓦臺高層則

表示，並無跡象顯示出金正恩健康有恙。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目前中國與

朝鮮邊境並沒有出現異常，往來口岸因

為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基本上是處於

關閉狀態。有商界消息人士表示，從多

個管道獲知目前金正恩無恙。為了確保

他的健康狀況，中國有一個醫療團隊已

經隨時待命，如果病情真的有危險，中

國將會派遣飛機把他接過去。同時北京

為了防止政變，在朝鮮已有幾千名特工

在保護著他，若金正恩病故，中共將立

刻扶植繼任人選。

至於繼任人選，朝鮮專家彼得羅夫

（Leonid Petrov）認為現齡 31 歲的金正

恩胞妹金與正，早前出任了勞動黨第一副

部長，近來還當起金正恩發言人的角色，

逐漸鞏固其政壇第二把手的地位，若金正

恩的健康真的出狀況，朝鮮的大權將會落

在胞妹金與正手上。 

【看中國記者理翱綜合
報導】武漢肺炎在全球感染
超過250萬人，中共當局正面
對日益增加的國際法律訴訟
和追責。美國總統川普表態
將對北京進行調查。北京否
認指控。

傳金正恩心臟手術後病危

美中關係現裂痕 台美建交非不可能

位於加州洛杉磯的美國聯邦法院。（Los Angeles/WIKI/CC BY-SA）

路透：印度審查中國投資 包含港資

（Getty Images）

美國總統川普▲

王全璋被捕4年多堅拒認罪

王全璋律師近照。（推特/李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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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齊哈爾新聞網」20 日

報導，據哈爾濱市第二醫院和哈

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18
日公布的調查名單顯示，院內人

員與哈爾濱市內確診病例、無

症狀感染者有過共同軌跡者共

4106 人。

針對哈爾濱醫院出現嚴重交

叉感染一事，哈市二院總值班室

醫護人員證實，院中所有科室都

已關閉。院方 20 日則透過微信

發通知稱，因近期院內出現確診

病例，已全面停診，並實行封閉

式管理，開診時間另行通知。

哈爾濱市民俞先生 4 月 9
日對海外中文媒體說，即便是本

土感染的病例，官方會以境外輸

入為藉口，否則就等於是承認疫

情沒有控制住。

「打開窗戶 
一股辛辣的氣味」

據大陸網民上傳的視頻顯

示，早在 4 月 13 日，哈爾濱醫

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門診急診掛

號排隊的約有 5、6 千人，醫院

的院子裡排不下，一直排到大街

上。在 4 月 18 日上午 10 點，

疫情嚴重的哈爾濱發布霧霾紅色

預警，整個城市籠罩在厚重的霧

霾之下。

《看中國》記者 18 日連線哈

爾濱市民張女士，向其瞭解當地

情況，張女士在受訪中數度抽

泣：

她說：「我們小區是從 2 月

11 號正式封的，現在都兩個多

月了。而且空氣還這麼污濁。昨

天拍的那個照片，還可以看見那

個樓的輪廓，現在基本上一片

灰。」

張女士把自家附近的霧霾叫

做毒霾，她說：「現在疫情這麼

嚴重，我不能出去，但是打開窗

戶一股辛辣的氣味嗆得你……我

現在這幾天嗓子就發辣。你把窗

戶打開的話，那種氣味往你鼻子

上一扑，你就不能喘下一口氣，

就得馬上把這個窗戶關上。這幾

天這種毒霾突然變得特別嚴重，

我在家都得戴口罩。」

張女士透露，距離她所在

小區約 1000 多米處即是殯儀

館——哈爾濱殯葬服務調度中

心，她懷疑這種嗆人氣味與殯儀

館有關聯，但沒有勇氣去證實，

「其實我要是勇敢一點，我也可

以去看一看，一天有（燒）多

少（死人）啊，但是我不勇敢

哪！得了病的話怎麼辦呢？沒有

人對我們這樣的小老百姓負責

呀！我也不像陳秋實，特別勇

敢，還有方斌，我沒有那麼勇

敢，我只能把我看見的，我感受

到的真實的情況講給你聽。」

「我只收到過一瓶酒精」

張女士哀嘆道，老百姓現在

苦不堪言，「現在看病特別難，

醫院外面都排著長隊，只能是盡

量在家裡別出去，把自己保護

好，我生怕染上這種病，如果染

了這種病的話，做這種核酸那個

測量，就是測你有沒有病的那個

東西，我看網上的最低價格打

了折的是 270 塊錢。你說我們

工薪階層，現在這個物價這麼

漲。」

「現在豬肉30多塊錢一斤，

我都已經好久沒吃豬肉了，那個

大米已經是 20% 的漲了，蔬菜

也都很貴很貴的，……真的都要

崩潰了！就是要崩潰了！」

張女士說：「我現在特別特

別焦慮，要是得了病都不知道怎

麼治療，前幾天我們社區的樓長

發到群裡的消息，說如果你要是

隔離的話要花八千塊錢，如果你

要是得病你需要自己花費四十萬

到七、八十萬，這對每一個收入

低的人，就是一個死亡通知單。

我們老百姓現在都是在恐懼當

中，特別恐懼！」

記者問道：「我們看國內新

聞報導，說政府已經給老百姓發

補貼了？」張女士回答說：「我

沒收到補貼，說實話從疫情到現

在我只收到過一瓶酒精，其餘的

我一分錢也沒有收到，也沒有社

區人員告訴能做什麼登記，領什

麼補貼。」

記者隨後撥通哈爾濱殯葬服

務調度中心的電話，但接線女職

員只說了一句：「這個情況我不

能說，你去問我們領導吧。」就

挂斷了電話。

大陸媒體中，《新京報》疑

因對疫情進行了詳細報導、並引

來民間熱烈討論而遭網管維穩刪

文，目前在大陸社交平臺唯有央

視報導，及其底下較為溫和的留

言尚存。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4 月 18 日，河南原陽縣發生一

起 4 兒童在工地被活埋的悲劇。

家屬和村民拿著鐵鏟等工具欲進

入工地挖掘救人，卻遭到警方阻

擾。 4 名孩子最後被挖土機挖

出時，屍體被挖的支離破碎慘不

忍睹。 4 月 21 日多家陸媒記者

前往下葬現場採訪，遭到不明人

士圍毆，手機被搶走，歸還時資

料已清空。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18 日

河南原陽 4 名 5-11 歲兒童在一

個工地玩耍時，遭到施工單位

活埋。據悉這 4 個小孩來自緊

鄰小區村莊的三戶人家，其中 2
個是兩兄弟。

其中一名母親對著媒體哭

訴，因為大約 30-40 分鐘前，

孩子們還好好的。當聽到孩子在

工地被活埋後，家人和村裡人拿

著鐵楸鐵鏟等工具來到工地打算

人工挖掘時，但遭到警方阻止進

入工地。

工地最後用挖土機挖，結果

除了一名兒童身體損傷較小外，

其他三具屍體都被挖掘機嚴重損

壞，慘不忍睹。還有一名遇難兒

童家屬告訴新京報記者，其中一

名孩子大約 9 點被挖出時，尚

有溫度，關節還是軟的。

據《希望之聲》報導，21 日

下午，4 名兒童遺體在朱柳園村

的一處陵園下葬，多家陸媒記

者前往採訪。在陵園門口記者

被 20 名左右人員阻攔，有記者

被反扣手臂，掐脖子；有的記者

衣服被撕爛，眼鏡被踩毀。記者

用來拍攝的手機也被搶去，現場

有至少一名原陽縣政府的工作人

員，但並未上前制止。

當日晚間，原陽縣委宣傳部

副部長登門並歸還記者手機。但

記者發現手機裡全部資料已經被

清除，「連通訊錄都沒有了」。

該副部長對外還宣稱，有死者家

屬不同意記者採訪，與記者發生

衝突。但多名現場記者表示，事

發前不到半小時，記者跟家屬進

行過良好的溝通，家屬同意記者

跟隨去下葬現場。

【看中國訊】最近《內科醫學

年鑑》刊文展示了義大利的研究

發現，即使患者已康復五日，淚

水中竟還含有病毒。

報告中的案例是一名 65 歲

的從中國回國的義大利婦女，經

篩檢確診為武漢肺炎。儘管在患

者的呼吸道中已連續幾天未檢出

病毒，但該婦女的結膜持續發

炎，就在結膜炎消失五天後，醫

院從她的淚水中也檢出了病毒。

在第 27 天採集的眼結膜樣本

中，再次檢測到新冠病毒。

淚水竟還含有病毒，令外界

擔心淚水或成為潛在的感染源。

【看中國 2020 年 4 月 22 日

訊】前央視主持人李澤華 2 月 26
日晚上被武漢警方帶走消失後，

近日現身錄製影片報平安，稱過

去這段時間自己分別在武漢及老

家隔離。觀眾認為，這段影片有

話外之音、難言之隱。

最新的影片中，李澤華首

先表明影片錄製日期是 4 月 16
日，指過去一個多月時間以來，

對他來說世界似乎已經不一樣

了。對於李提到警察文明執法、

可以天天看央視節目新聞聯播

等，網友說「相信正常的人也知

道正在發生什麼事了」。

25 歲的李澤華畢業於中國

傳媒大學，曾任中央電視臺主持

人，2018 年辭職創辦自媒體。

在李澤華被迫隔離前，他所拍攝

的武漢題材包括報導武漢市殯儀

館「天價招聘屍體搬運工」的內

幕；被警方帶走前，他曾前往武

漢病毒研究所，途中被跟蹤。

【看中國訊】塞內加爾總統

17 日稱讚 20 國集團暫停非洲最

窮國債務一年的決定，但他呼籲

各國應走得更遠，做出更有勇氣

的決定，直至取消壓在非洲頭上

沈重的債務。世界銀行日前也表

示，取消非洲最窮國的債務勢在

必行，而北京將面對減免非洲債

務的難題。

針對 G20 的決定，有多達

76 個國家符合暫停償還債務的

條件，其中包括 40 個撒哈拉南

部非洲國家，涉及償還款項高達

200 億美元。非洲大陸債務總

共 3650 億美元，其中最主要的

是中國，佔 40%，通過「一帶

一路」倡議提供了大量貸款，這

些非洲國家也陷入龐大的債務危

機。而疫情威脅更讓他們雪上

加霜。

根據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

的報告指出，在無任何抗疫措施

介入的最壞情形之下，非洲的武

漢肺炎死亡數可能多達 330 萬

人，及有 12 億人遭到感染。

中國號稱有 3 萬億外匯儲

備。路透社 4 月 20 日分別從約

翰內斯堡、北京和華盛頓發出的

聯合報導說，分析家們表示，包

括減免債務在內的任何全面的債

務協議都將意味著北京要帶頭承

擔損失。

【看中國記者蘇菲報導】日

前，美國康涅狄格州一位醫生的

家門前，突然來了一列長長的車

隊，並由警車鳴笛開路。到底發

生什麼事了？

美國康州醫生安瓦爾（Saud 
Anwar）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巴基

斯坦人，在巴基斯坦接受高等教

育，後來在美國耶魯大學深造畢

業，在巴基斯坦和美國同時具有

醫生執照。

安瓦爾醫生發明瞭一種新式

呼吸機，可以同時供 7 名武漢

肺炎患者使用。在當下疫情嚴峻

的時刻，美國很多醫院呼吸機短

缺，這種發明無疑具有不可估量

的意義。更讓人感動的是，這位

醫生把自己的發明無償貢獻給社

會，沒有賺一分錢。

當地居民為了對安瓦爾醫生

表達感謝，在警車開道下，開車

來到這位醫生的家門前。車隊綿

延看不到頭，人們不時鳴笛致

敬，也有人舉起手寫的「Thank 
You」字牌。

從視頻可見，安瓦爾醫生可

能是聽到窗外的警車鳴笛聲，也

從家中走了出來，當他看到長長

的車隊以及人們手中拿著的感謝

字牌時，似乎也有點意外。他站

在自家草坪上，向人們揮手致

意。雖然大家都沒有言談，更沒

有彼此握手和擁抱，但場面卻非

常感人。

哈爾濱疫情二次爆發 民眾焦慮

河南4童慘遭活埋 警方阻撓采訪 醫生捐發明 車隊鳴笛致敬

患者康復後淚水
中仍含有病毒

記錄武漢後遭警方帶走 
李澤華現身報平安

非洲的債務賬單 借疫情不還

黑龍江市的主要兩大醫院傳出爆發群聚感染，醫院緊急關閉門診。
（視頻截圖）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日前傳出黑龍

江省的主要兩大醫院爆發

群聚感染，受影響人員超

過4000人，醫院緊急關閉
門診。隨著黑龍江省病例

暴增，4月20日再傳出有病
例自哈爾濱市輸入內蒙古

與遼寧2地。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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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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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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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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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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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前央視主持人李澤華近日現身錄製影

片報平安。（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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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次操辦「大案」

51 歲的孫力軍 19 日晚上突

然落馬，公安部長趙克志當晚迅

速召開會議，表態「堅決擁護對

孫力軍審查調查」。趙在會上

說，「孫力軍長期以來無視黨的

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不守紀

律、不講規矩、不知敬畏，肆意

妄為。」

趙克志還警告「決不允許任

人唯親、任人唯利、拉幫結派、

搞小團夥、小圈子」，且將此案

和周永康、孟宏偉掛鉤，表示要

清除他們的「流毒影響」，顯示

孫力軍案的嚴重性。

香港《蘋果日報》援引分析

人士何頻表示，此案對習近平政

權的意義絕不亞於薄熙來案、令

計劃案和周永康案等。他指，孫

力軍掌控公安部一局（國內保

衛局）期間，親自操辦了如肖

建華案、銅鑼灣書店案、709 案

等大案，催生了香港的反送中運

動，同時也讓習近平揹黑鍋。

據何頻透露，孫力軍曾是上

海市衛生系統低級官員，後攀上

當時上海市委副書記孟建柱，在

孟建柱 2001 年被外放江西時，

孟妻由孫力軍照應。 2007 年孟

建柱回京任公安部部長，將孫力

軍調到身邊，先後任公安部辦

公廳副主任、大秘、公安 26 局

（反邪教局，後併入中央 610
辦）局長、公安部港澳臺辦主

任等職。至 2012 年十八大孟建

柱進入中共政治局後，便讓孫力

軍出掌國保局，成為公安部最具

實權人物。

孫力軍曾任公安部一局（國

內安全保衛局，政治保衛局）

和二十六局局長、中共中央 610
辦公室副主任。「政治保衛局」

的權力比國安的權力還大，下面

有 12 個處，它的職責包括監控

中共元老、保衛中央等。「政治

保衛局」控制所有政治局常委的

家屬、行蹤、竊聽設備、安全保

衛都屬於這個局，對每個國家領

導人的動向瞭如指掌。協調國安

部。中共公安系統負責的蒐集情

報，民族宗教、反顛覆破壞、境

外組織都屬於它管。境外的親共

組織、特務、間諜也都屬於它

管，由它來培訓、管理。 
消息還指，其時孫力軍僅

為一個局長，但經常打著「習

辦」、「彭辦」（即習夫人彭麗

媛）旗號，甚至以習近平名義

繞過部長下指令，「挾天子令諸

侯」。這就是公安部 19 日晚緊

急召開黨委會議，痛斥孫力軍

「把自己凌駕於組織之上，妄自

尊大、我行我素，搞一個人說了

算，把分管領域搞成個人自留

地」等罪狀之源由。

高層內鬥激烈化

不過，律師俞先生對自由亞

洲電臺表示，無論是 709 律師

案還是後來吊銷大批律師執業資

格，孫力軍等人都屬於直接參與

者。但孫力軍被抓不意味著正義

來臨，而僅僅是他們內部又一次

權力洗牌。而這種血腥的權力輪

替，也只是獨裁政體的常態。

俞先生認為，他們只是打

手，這裡面肯定都是狗咬狗，在

這種極權體制裡見得多了。

《蘋果日報》另援引美籍華

人中國問題專家曹長青指，公安

部對孫力軍被查的聲明，強調要

維護習近平的權威，顯示孫力軍

的問題還涉及對習近平不忠。高

層暗潮洶湧。曹長青還認為，在

全球要追究中共及習近平隱瞞疫

情責任之際，習近平突然拿下孫

力軍，預示高層內鬥詭秘激烈。

深夜秘密抓捕

有北京消息透露，孫力軍

早於 4 月 1 日被捕，19 日才宣

布。因擔心孫力軍的部下謀反。

《蘋果日報》引述北京消息

報導，因孫力軍長期擔任公安部

一局局長，手下心腹、打手及線

眼眾多，因此對孫力軍採取行動

前極其保密，沒有動用公安警

力，而是出動中央警衛局在晚上

抓捕。據透露連孫力軍的秘書、

司機也一併被帶走，配合調查。

有消息說，這次調查孫力

軍，是習近平當局經過精心策劃

的調虎離山計。習派出其福建舊

部王小洪兼任特勤局黨委書記、

局長，其實就是為了取代孫的職

能。隨後將孫力軍支開到武漢，

目的是便於王接管孫的工作。

知情人士表示，孫力軍的職

位相當於之前汪東興的位置，可

以決定「政變」哪一邊贏。孫力

軍既是江派又是倒習勢力人馬，

他的落馬「是習近平要解除對他

本人的威脅」。「這個局如果出

問題，對習的威脅太大，這種威

脅大到可以讓他性命不保。」近

期傳出北京政變的風聲，孫力軍

被拿下，意味現在習近平控制了

局面。

接近中共國保的段先生對自

由亞洲電臺透露，突如其來的孫

力軍事件，確實在國內產生了非

常大的效應。孫力軍事件可能不

亞於 2012 年的王立軍事件，對

中共體制、公安系統尤其對秘密

警察都造成巨大衝擊，現在警察

內部人人擔心受牽連。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綜合

報導】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

毅 4 月 18 日同世界衛生組織

（WHO）總幹事譚德塞通電話，

表示中方對世衛組織及譚德塞的

支持，並聲稱將加大對世衛組織

的支持力度。

王毅在通話中表示，同譚德

塞通電話是要表明北京會堅定支

持世界衛生組織。他又捧譚德塞

稱其以高票當選，一直得到會員

國高度信任。

譚德塞則稱自己和世衛組織

受到各種攻擊和抹黑，「歷史自

會有公論」，云云。

武漢疫情失控於 1 月 23 日

封城後，1 月 28 日，譚德塞飛

往北京與習近平見面，當面稱讚

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展示

出卓越的領導力」。

譚德塞當時還聲稱，各國沒

必要限制國際人員流動和國際貿

易，並反對美國撤僑以及對中國

人入境設限。

3 月 11 日，習近平到訪疫

情爆發地武漢，並宣告抗疫「取

得階段性勝利」。其時疫情已

擴散全球，3 月 12 日，譚德塞

姍姍來遲地宣布疫情全球大流

行，並指責「各國的不作為」。

面對北京隱匿疫情與造假數

據始終未置一詞的譚德塞，4 月

初在日內瓦總部的記者會上，反

倒用長達三分鐘的時間專門指控

臺灣對他進行「人身攻擊」甚至

是「種族歧視」，因而引發巨大

爭議。

此次疫情從中國開始擴散並

肆虐全球，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卻

屢次表揚北京，並站在北京立場

上發言。譚德塞因此被各界諷刺

稱為「譚書記」。

港媒《蘋果日報》刊文表

示，世衛對公布疫情及敦促、協

調全球防疫抗疫責無旁貸，但其

所作所為已淪為中共的馬前卒。

中共與世衛間不只是相互吹捧、

沆瀣一氣；更突顯習近平對世衛

垂簾聽政的意圖：世衛領導抗

疫、黨領導世衛，習近平「藉管

著譚德塞以操控世衛」。

譚德塞之前是統治衣索比亞

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的政治局

( 統治機構 ) 成員。提格雷人民

解放陣線起源於 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初。該組織創始者為

澤納維，澤納維於 1991-1995
擔任衣索比亞總統，卸任後擔任

總理連續八屆直到 2012 身故為

止。

1970 年代後期馬克思列寧

主義（特別是斯大林主義）的

超左派意識形態在提格雷人民解

放陣線中曾產生了巨大影響。該

組織深信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

義，以暴力鎮壓人民來維持權

力。

美國總統川普 4 月 7 日指

責世界衛生組織給世界傳達了錯

誤的消息，導致全球疫情迅速蔓

延，他並宣布暫停對世衛組織的

資金補助。

譚德塞曾稱美國是將國際衛

生議題「政治化」。川普就這一

說法接招說：「看看他們跟中國

的關係，他居然說政治化，我

簡直不能相信。中國花了 4 千 2
百萬，我們花了 4 億 5 千萬，

而一切似乎都是照中國的方式。

這是不對的，對我們是不公平

的，而且說實話，對世界是不公

平的。」「我們給的 ( 資金 ) 超
過中國十倍，但他們非常以中國

為中心」。

孫力軍落馬 大陸官場震動

王毅再為世衛「譚書記」站臺

高層為避疫 
離開中南海

【看中國訊】港媒最新披

露，受疫情影響，北京高層部分

領導人已從中南海轉至北京西郊

的玉泉山辦公，但未說明是否包

括習近平。

這是首次有報導指高層離開

中南海避疫，並說明具體的辦公

地點。

據香港《明報》近日報導，

消息人士指，全國兩會召開時

間並未確定。但中共人大常委

會已定於 4 月 26 日至 29 日舉

行會議，據信會涉及兩會的議

程，至於是否決定開會日期，尚

待觀察。且中南海不排除將以破

天荒的「現場 + 視頻」方式召

開兩會。

此前已有消息指習近平因北

京疫情嚴重離開中南海。 2 月 8
日，逃美富豪郭文貴在視頻中爆

料說，北京市紀委大院早就死了

人了，北京第一個感染病毒的就

是北京紀委、北京警察，之後習

近平就不在中南海辦公了。

《看中國》曾刊文披露，一

旦中南海被病毒攻陷，高層有三

條逃亡秘道。第一條是從中南海

到西山的空軍基地，有一條秘密

通道。在北京城中南海往西，有

當局的另一個隱秘權力核心「玉

泉山」。據指，這裡名義上是

各首長去休息的地方，實際上是

高官避走前集結的去處。玉泉山

裡面有軍事工事，開有一條秘密

通道直通中南海，裡面燈火輝

煌，通道長達不止 20 公里，出

事時靠這秘密通道就可以逃跑。

另一條秘密通道就是從中南

海到人民大會堂，再到北京國際

機場，具體內境不明。此外，還

有一條新建秘道前往去年 9 月

才投入運營的北京大興國際機

場，這可是習近平親自推動又親

自到場主持投運的重大工程，自

有秘密用途。

今年 2 月大陸疫情失控，

一度直逼中南海。當時湖北等地

已有不少高官中招，北京包括中

南海所在的西城區政府在內多處

也爆發群聚性感染。

習近平 3 月底至 4 月初考

察浙江推動復工時，一度沒戴口

罩。但習近平一行 4 月 3 日在

北京參加植樹活動時，則全部戴

口罩全程防護。這種反差引發外

界對北京疫情實際情況的猜測。

習近平突訪秦嶺 原因神秘

習近平和他的夫人彭麗媛。 (Getty Image）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在破壞被視為「龍脈」的西安秦

嶺的違章修建別墅案中，習近平

曾經六次批示整治未果，最終釀

成陝西官場被清洗的大事件。近

日，習近平突然到訪陝西考察

秦嶺生態保護情況，引發外界

猜測。

根據官媒消息披露，習近平

20 日下午在陝西調研，首站來

到位於商洛市柞水縣的秦嶺牛背

梁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考察秦嶺

生態保護情況。他考察時強調，

「要做守護秦嶺生態的衛士」、

「秦嶺違建是一個大教訓，切勿

重蹈覆轍」。

從官媒發放的視頻中，習近

平赴秦嶺考察其間，部分可見他

在未戴口罩的情況下與其他官員

交談。

秦嶺牛背梁國家級自然保護

區位於商洛市柞水縣的秦嶺山

脈東段，總面積達 1 萬 6418 公

頃。習近平所提到的「秦嶺違建

案」，是指前後時間長達 5 年的

「秦嶺北麓違建別墅案」。

早在 2014 年 5 月，中南海

已要求整治秦嶺違建別墅，但陝

西官場不為所動，暗中抵制，

直至「失管失控」。從 2014 年

5 月到 2018 年 7 月，習近平先

後就秦嶺別墅違建問題，做出六

次「重要批示指示」，時任陝西

省委書記趙正永更是上報虛假資

料，試圖矇混過關，有消息指習

近平為此震怒。

一直到 2018 年 7 月，中紀

委副書記徐令義兩次赴陝西督

導後，當地才大規模拆除問題

別墅。

與此同時，陝西省與西安市

的官場連續「地震」，官員密集

落馬，包括陝西省委前書記趙正

永、陝西省委常委、秘書長錢引

安、省人大常委會前副主任魏民

洲，以及前副省長馮新柱、陝西

省政協前副主席孫清雲、西安市

前市長上官吉慶等高官。

秦嶺一直被尊為華夏文明的

龍脈。民間有說法指，龍脈之地

是禁忌大興土木的，特別不允許

壓住龍脈，凡是損及龍脈的朝

代，都會出不好的事，比如阿房

宮建起了，秦朝就滅亡了；唐

朝玄宗修了華清池，招來安史

之亂。

習近平祖籍陝西，而且在

延安待了七年。華府中國問題

專家石臧山表示：「習近平表面

上說的都是共產主義那一套，但

他本人可能相信風水這些事。所

以，他不惜把陝西、西安這一大

幫官員全都幹掉，不惜得罪趙樂

際，也一定要把這些別墅全部拆

掉，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與秦嶺風

水有關。」

從經濟下滑、貿易戰、香港

問題到此次疫情，幾十年不遇、

百年不遇的灰犀牛和黑天鵝事件

頻頻到來，當局可以說是焦頭爛

額。而這場曠世疫情起因於中

共，禍及了世界，所造成的嚴重

事態還在發展中，已經成為動搖

當局統治的重大危機。習近平此

時考察秦嶺「龍脈」，很可能是

出於對「國運」的擔憂。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公安部副部長、公安

部黨委委員孫力軍，19 日

晚突被中紀委指「涉嫌嚴

重違紀違法」調查。有外

界分析，孫力軍落馬，疑是

因為他曾操辦多宗中外側

目的政治案件，讓習近平

揹黑鍋，在「反習」聲音越

來越大的形勢下，習近平

不得不有所行動。另外，孫

力軍據稱還敢打著習近平

夫婦旗號亂下指令。

習近平近日突然考察秦嶺，圖為秦嶺別墅。（網絡圖）

傅政華卸司法部
黨組副書記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落馬

後，司法部長傅政華卸任司法部

黨組副書記，預料他隨後將卸任

司法部長職務。

現年 65 歲的傅政華曾是原

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親信。他

長年擔當中共「政治打手」，參

與策劃 709 維權律師大搜捕等

行動，被外界冠以「狠角色」之

稱。香港《蘋果日報》引述消息

指，習近平擬將其浙江嫡系、現

任遼寧省長唐一軍接替傅政華。

目前未獲官方證實。

4 月 16 日，唐一軍以遼寧

省委副書記、省長、省疫情防控

指揮部總指揮的職務到瀋陽市部

分學校調研。現年 59 歲的唐一

軍曾在浙江工作 40 年，習近平

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與習共

事多年，被視為習近平浙江舊部

「之江新軍」的一員。

據《財新網》報導，孫力軍

落馬後，傅政華隨即出現職務變

動，外界猜測，政法系統很可能

遭到一波大清洗，是否會進一步

延燒到更高級官員，值得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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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辦風暴 
4 月 17 日，針對外界批評

兩辦高調干預香港立法會內部運

作，中聯辦發稿揚言兩辦不是

《基本法》22 條中一般意義上的

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而是代表

中央政府「行使監督權」，引起

輿論譁然。

對此，香港政府 18 日晚上

6 時 52 分發新聞稿澄清，「中聯

辦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根據《基本法》第 22 條第 2 款設

立的 3 個機構之一 ....... 中聯辦

及其人員均須按照《基本法》第

22 條第 3 款遵守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法律。」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正當港澳辦和中聯辦針

對《基本法》22條連番提出

解讀、稱有權監督香港之際，

香港官場遭遇「大地震」，消

息指特首林鄭月娥班子至少

4名局長被換下。民主派指這

場人事大變動反映北京在反

送中運動後重用警政官員，

治港手段將日趨強硬。

「兩辦風波」後港府人事大地震

惟同一晚的 11 時 36 分，

港府就上述新聞稿發佈修訂版

本，將有關《基本法》第 22 條的

字眼完全刪去；不足一小時後，

港府再補發第三則新聞稿，稱中

聯辦是中央在香港設立的機構，

而「不是《基本法》第 22 條第 2
款所指『中央各部門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設立的機構』」，直接推

翻第一份新聞稿的講法。聲明更

稱，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及大陸

軍隊駐港部隊，分別是根據《基

本法》第 13 條及 14 條設立的機

構，意指也不是根據《基本法》第

22 條設立。

事後，負責此事的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為「引起混

亂」道歉。

紀律部隊高官掌政制

港府 21 日宣布當中最受觸

目的人事變動，是處理和中央關

係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

權被調職，由入境處處長曾國衛

接替。《蘋果日報》報導，曾向

來是中央信任的官員，一旦任命

落實，曾將成為首名非政務官執

掌政制。有港媒翻出曾國衛早前

接受雜誌採訪時的照片，發現其

辦公室當眼位置擺放了習近平頭

像瓷碟，以及一張他 2016 年在

北京中南海與中央政法委員孟建

柱的握手照。

而聶德權則被調往公務員事

務局任局長，現任局長羅智光則

離職。Now 新聞《政情》引述消

息指，北京多年來已對港府的公

務員管理不滿，尤其是反送中運

動期間，公務員曾舉行集會，也

有部分人涉參與非法活動，事後

部份被停職，而沒有即時解僱，

令北京認為羅智光行政太溫和。

兩名新局長掌民政財金

目前傳出的新局長名單中，

建制派最大黨民建聯 2 名成員上

位，包括現任勞工及福利局副局

長徐英偉將接替劉江華掌管民政

事務局。民政局備受北京重視，

因掌管了每年數十億元的公帑，

負責地區網絡和青年工作。分析

指，今年民主派奪得大多數區議

會議席、加上 9 月將舉行立法會

選舉，管理地區工作和力保建制

派選情更是「不容有失」，而原

局長劉江華將離職。

至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一職，則傳出會由民建聯中委、

港台簡訊

【看中國訊】香港銅鑼灣書

店店長林榮基早年為躲避政治迫

害，流亡台灣並計畫在當地重開

銅鑼灣書店。 21 日他遭人潑紅

漆恫嚇，台北市警方專案小組今

日凌晨在高雄逮獲涉案的鄭姓、

曾姓兩名嫌犯，而在逃共犯、曾

嫌的哥哥近中午也在旗津落網。

台灣警方表示，涉嫌動手潑漆的

27 歲曾姓嫌犯並且沒有前科紀

錄，正調查他們與特定幫派或團

體的聯繫。

《立場新聞》報導，林榮基

在 20 日曾收到律師信，信中一

家自稱「銅鑼灣書店有限公司」

的公司指控林侵害姓名權。林坦

承，本來就預計會有人出手騷

擾，可沒想到在接到律師信函的

隔日就被潑紅漆，雖然對身體傷

害很小，但具有強烈的恐嚇意

味，明顯帶出北京及其代理人不

希望他重開書店的訊息。林榮基

他強調，在台灣重開書店，「自

然有一個抗爭的意味」，不會被

這些威嚇影響他。而新的台灣銅

鑼灣書店將在 25 日正式開張。

林榮基台灣遭潑漆 
嫌犯落網

港府大搜捕 15名民主派人士被捕
【看中國記者許天樂

綜合報導】18日，15 名民主

派人士被指涉嫌於去年8 月
18 日、10 月1 日及10 月20 
日在港島區及九龍區 組織

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違反

《公安條例》，被警方上門

抓捕。

被捕人士有壹傳媒集團創辦

人黎智英、「香港民主之父」李

柱銘、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

陳皓桓，以及區議員單仲偕、民

主黨前主席何俊仁、港大教授楊

森、工黨副主席李卓人、支聯會

蔡耀昌、前立法會議員區諾軒、

何秀蘭、梁國雄、社民連主席吳

文遠、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和執

業大律師吳靄儀。

多家港媒當日直播上門搜捕

過程，警方出動 200 警力， 一改

以往預約拘捕方式，採取強硬手

段上門拘捕、搜屋、收走有關人

士去年 8 至 10 月三個遊行集會

中曾經穿過的衣物、手機、又延

長錄影口供及保釋時間等。

支聯會 18 日召開記者會，

強烈譴責特區政府縱容警方肆意

拘捕和政治打壓異己，是政治秋

後算賬，遏制言論自由，製造寒

蟬效應。支聯會指出，是次檢控

是剝奪市民在憲法保障下集會權

和遊行權，希望市民仍然能不畏

強權，繼續上街爭取民主。

金融發展局行政總監許正宇接替

劉怡翔。許正宇曾任港交所董事

總經理，參與過中港股市互聯互

通（滬港通、深港通）工作，之

後加入地產商新世界發展負責制

定大灣區業務策略，去年才獲招

聘為金發局行政總監。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亦

將由機電署署長薛永恒接任。

北京欲「全面管治」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認為，這

是罕有地「武官」逼退「文官」，

由對中央最忠心的要員——人境

處處長擔任要職，預計政府未來

將以強硬手段對付異見人士，國

安法亦可能隨時啟動。

浸會大學新聞系講師呂秉權

分析，兩辦聲明就其角色「變相

釋法」，是北京在四中全會後對

香港的首個大動作。特區官場地

震反映中央欲利用法律武器，並

在疫情後的選舉為建制派製造有

利條件，同時對參與去年反送中

運動和醫護罷工的公務員的「小

政變」進行清算。不過北京的動

作每一步都非常敏感，相信將觸

發國際社會更大反應。

多國政界發聲明譴責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白宮

發表聲明譴責港府逮捕泛民主派

人士行動，並指北京與其在香港

的代表持續採取了不符合中英聯

合聲明承諾的行動；前港督彭定

康也表示，北京及其附庸的香港

政府再次採取行動，破壞一國兩

制，形容一國兩制距離被埋葬又

近一步。他又指拘捕過去數十年

為民主及法治奮鬥

的民主領袖，無疑

打擊香港人多年的

生活方式。「這不

是法治，這是威權

政府的行為。」

澳洲外長佩恩

（Marise Payne）
也發聲明譴責事

件；此外英國國

會「跨黨派國會香

港小組」副主席

奧爾頓勳爵也在

Facebook 發 文，

對這次大搜捕表示

震驚，已聯絡英國

政府相關部門，要

求英國政府向中方

作緊急抗議。

報告：中聯辦在港 
擁34億元物業

【看中國記者李家宏綜合報導】香港眾志秘書長

黃之鋒、常委羅冠聰以及立法會議員朱凱迪 20 日

聯合發表報告，中聯辦在香港持有至少 757 個物

業，遍佈港九新界，價值近 34 億港元，當中兩成

是在 2015 年雨傘運動後購入。

編制龐大或如「影子政府」

報告指出，若以「一單位一人」作為保守估

計，以中聯辦持有的住宅數量估算中聯辦人數，中

聯辦至少有 722 人在港，九龍及新界新購單位主

要集中地區工作部附近。但由於這些物業中不少是

兩房或以上單位，若以「一房一員工」假設計算，

則編制可達 1,363 人。香港眾志形容，相對於容納

3,200 名員工的政府總部大樓，中聯辦編制的規模

與小型「影子政府」相若。

政府過去五年豁免中聯辦和相聯公司（新民置

業）的印花稅共 1.24 億元，但政府批出稅務豁免

無附帶條件，亦未顯示有監察機制，令有關單位存

有逃稅後圖利的漏洞，變相鼓勵中聯辦在港購買物

業，擴展編制和資產。

部份中聯辦單位分租給親中政黨、社團或組織

作辦事處之用。如在 2012 至 2019 年，連續 7 年

租借予民建聯作南區支部辦事處；同時租借物業給

中國高等院校香港校友會聯合會、新界社團聯會社

會服務基金和「京港學術中心」，這些組織參與包

括選舉、遊行動員、助選和統戰等政治活動。

【看中國訊】本月中，香港

葵涌警署外發生一宗汽油彈案，

港警追查下發現事件策劃人涉嫌

是葵青警區一名警長，以涉嫌妨

礙司法公正罪名將其拘捕，懷疑

有人「自編自導」案件嫁禍抗爭

者，之後假裝調查再破案。

事源 4 月 13 日晚，一名 21
歲男子在葵涌警署對開被警員截

查，在他隨身袋中搜出兩支用啤

酒瓶製成的汽油彈，以涉嫌藏有

攻藏性武器將其拘捕。葵青警區

刑事部人員接手調查，盤查期

間，嫌犯向警方透露是受招攬參

與事件，追查下懷疑一名警長有

份策劃案件。案件其後交新界北

總區重案組跟進，後於 20 日晚

拘捕涉案警長。 《立場新聞》引

述警方消息人士指，被捕警長為

駐守葵涌警署的「特遣隊」，即

本為軍裝警員。警方仍在評估對

案件的影響。

港警長涉自導自演
放汽油彈被捕

▲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左）及前入境處處長曾國衛。（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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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客戶均可上門服務 Bay 8, 6320 11 Street SE 

專業精準才有效！擁有認證足部矯形師  專業服務卡城 35 年   

矯正鞋墊終身免費保養
一次投資 終身服務：兩年左右鞋墊需隨人體變化而調整，

半年一次的免費回訪，您可節約高達數千元調整或置換費用。

我的腰不痛了！

我的膝蓋不痛了！

我的關節不痛了！

我的脊椎不痛了！

我的腳板不痛了！

我的腳踝不痛了！

CBC   F o
ot Products

Lt
d.  CBC 足部保健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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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保險

公司認可免費 員工保險
◆ 足部掃描
◆ 身體平衡測試
◆ 填表 無需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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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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柱銘

 黎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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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

受疫情影響，全球經濟

幾乎停擺，4月20日，美國
原油期貨每桶價格跌至歷

史最低價-37.63美元。油價
暴跌，進一步引發了市場的

恐慌，也使許多石油公司面

臨減產、停產，甚至破產的

風險。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武漢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影

響深遠，民企哀鴻遍野，國企利

潤也驟降六成。官方口徑從「六

穩」變化成 「六保」，財經官員

認為，北京當局要放棄 GDP 到

年底比 2010 年翻番的目標。

4 月 17 日，中國國家統計

局公布 2020 年第一季度 GDP
（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跌

6.8%，這是自 1976 年官方開

始發布經濟增長數據以來首次錄

得負值。

官方數據顯示，一季度國

內生產總值 206504 億元（人民

幣，下同），按可比價格計算，

同比下降 6.8%。分產業看，第

一產業增加值 10186 億元，下降

3.2%；第二產業增加值 73638
億元，下降 9.6%；第三產業增

加值 122680 億元，下降 5.2%。

4 月 17 日召開的中共政治

局會議提出，保居民就業、保基

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

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保基層運轉這「六保」。

4 月 21 日，據中國官媒報

原油期貨負值  
歷史首次

西德州中質油（WTI）五

月期貨合約 4 月 17 日價格還是

18.27 美元，4 月 20 日結算價

暴跌至每桶 -37.63 美元，創下

歷史記錄。原油期貨價格崩挫一

是因為這筆期貨第二天即 4 月

21 日就要過期，二是源自於儲

存設施的嚴重不足，儲油空間已

達滿位，要付錢請人處理實體原

油的儲存問題。

據統計，在未爆發武漢肺炎

疫情的時候，全球原油的每日需

求約為 1 億桶，但 4 月估計已

經降到 2,900 萬桶。換言之，每

日需求至少減少 7,000 萬桶。

油價混亂的波動令市場人士

導稱，中國經濟經歷最低的增長

速度，與此對應，中國城鎮調查

失業率也升至該指標發布以來的

最高水平，2020 年 1 至 3 月分，

分別為 5.3%、6.2% 和 5.9%。

疫情擴散，國際訂單消

失，中國大陸企業紛紛復工又

停工，倒閉企業和失業者激

增，而官方至今沒有實行有效

的救濟措施。在巨大的經濟壓

力下，網傳視頻顯示，有的民

營企業老闆怒砸機器，甚至有

企業主放火燒工廠。

4 月 21 日， 中 國 財 政 部

公布 2020 年 1 ～ 3 月中國國

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運行

情況：1 ～ 3 月國有企業利潤

總額 3291.6 億元，同比下降

59.7%。其中，中央企業利潤

總額 2972.3 億元，同比下降

49.1%；地方國有企業 319.3 億

元，同比下降 86.3%。

從民營企業到國有企業都受

到疫情的嚴重衝擊，中國經濟停

止再重啟之路更艱難。

北京當局在 2020 年要實

原油期貨首現負值 前景亦不樂觀
紛紛評估該事件。高盛全球商品

研究主管柯里（Jeffrey Currie）
預計，這場油價波動至少持續至

5 月中旬。《路透社》引述澳新

銀行（ANZ）評論認為，雖然

WTI 期貨在 4 月 21 日亞洲的早

盤交易中反彈，但 6 月 WTI 期
貨也將承受壓力，除非全球石油

供應商更快地暫停供應。

川普考慮購入原油 
做戰略儲備

4 月 21 日，據《彭博社》報

導，川普在白宮記者會表示，期

貨油價跌至負值只是暫時的，但

他也認為「現在是購買石油的好

時機」。

他表示將審視一項提案，考

慮停止從沙烏地阿拉伯購買原

油，藉以支持美國國內的石油產

業，並希望美國國會可以批准這

項提案。「我們正在填滿美國的

石油儲備。」「而且我們尋求購

入多達 7,500 萬桶石油作為戰略

儲備。」

據報導，油價持續低迷，已

讓許多美國石油公司面臨破產 
風險。

美國勘探與生產委員會

（American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Council） 致 函 美

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指中國承諾在 2
年期間向美國採購 524 億美元

原油，目前進度落後，但中國卻

還從俄羅斯及沙烏地阿拉伯進口

原油。應督促中國的購買行動，

以便消化美國過剩的原油。

中國官民合力抄底

《美國之音》引述金融作

家、股票與期貨交易專家威廉姆

斯（Larry Williams）表示，油

價大跌對於中國和日本來說是利

好的事情，因為日本的能源需求

只能依賴進口，而中國經濟發展

也需要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大量 
能源。

正如他所預計的，4 月 21
日，中國官媒《澎湃新聞》報導

稱，中國商務部已提前兩個多月

發放了第二批非國營貿易原油進

口配額。目前國際原油期貨價格

暴跌，在未來的 2-3 個月，或會

出現中國官民合力抄底國際原油

的現象。

亞省石油公司面臨抉擇

與美國同行相比，亞省油砂

原油由於受限於地理位置和原油

質量，始終處於價格劣勢。亞省

油砂原油必須運輸很遠才能到達

煉油廠，多年來一直受到運輸瓶

頸困擾；亞省油砂原油比較重和

粘稠，在煉油廠加工難度大，質

量不理想，需加入輕質油稀釋，

增加了成本。所以亞省的石油公

司受到的打擊更為嚴重，實際價

格降為零，創下歷史記錄，亞省

石油工業命懸一線。

目前亞省的石油和天然氣公

司正在持續減產、削減開支和縮

減成本。Enerplus Corp. 週三宣

布，將再削減 2500 萬美元的預

算，使其 2020 年的資本預算降

至 3億美元，約為最初預算 5.45
億美元的 55%，還將關閉油井

以削減產能。

Whitecap Resources Inc.
的首席執行官在週三的年度網絡

股東大會上告訴投資者，該公司

也在決定暫時關閉的業務，並決

定削減至少 10% 的行政和運營

成本。Whitecap 公司還在與亞

省和薩斯喀徹溫省的省政府商討

減免特許權使用費的問題。

Enerplus 表示，它已經開

始暫時關閉蒙大拿州和北達科他

州的某些油井，以及加拿大業務

中的某些油井。

經濟低迷 黃金受追捧
【看中國訊】中共病毒疫情

持續衝擊環球經濟，黃金成為投

資者最青睞的避險資產之一。 4
月 14 日，黃金期貨價格一度漲

至每盎司 1,757 美元，為近七年

Adobe stock

北京棄GDP翻番目標

北京當局要放棄 GDP到年底比 2010年翻番的目標。（Getty Images）

現各個目標：十三五收官之年

（2020 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

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

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

之年……

中國社科院在 2019 年 12
月研究認為，中國 2020 年經

濟增長保持 6% 左右的增速才

能夠實現兩個翻一番目標，即

到 2020 年底實現國內生產總值

（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結合經濟數據和官方智庫的

分析來看，官方的目標無法達

成。曾擔任過全國人大財政經濟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賀鏗認為，

政治局會議刪除了「努力完成全

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的闡

述，新提出了「六保」，說明今

年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任務有重

大調整。

路透社報導，賀鏗稱：「原

來確定的主要目標任務是建成

全面小康社會。全面小康社會

的核心指標是在 2010 年基礎

上 GDP 翻一番。但是，一季度

經濟急速下行 GDP 同比下降

6.8%，今年翻番顯然不可能。

當前最突出的問題是復工復產困

難，失業問題突出。」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據路透社 4 月 21 日報導，美國

政要力勸總統川普中止聯邦退休

金投資中國企業中興通訊及海康

威視。去年已有參議員提交類似

議案，對危害美國安全和侵犯人

權的中國企業封禁。

報導稱，此次遊說活動包

括：共和黨人的來信和電話，以

及與白宮幕僚長米道斯（Mark 
Meadows）共享的一份措辭犀

利的備忘錄。他們正在規勸川普

政府中止把聯邦雇員退休金投資

於中企的計畫，因為這些企業侵

犯人權和威脅美國安全。

里根時代白宮擔任國安委國

際經濟事務高級總監的羅伯遜

（Roger Robinson）寫道：「難

道我們很快，就要眼睜睜看著聯

邦員工實質上被迫拿他們的退休

金去資助多家中國最惡名昭彰、

危害國家安全及人權的企業？」

節儉儲蓄計畫（TSP）的管

理者是否應該允許其 500 億美

元的國際基金追蹤一個包含中國

公司股票的指數，這是目前問題

的焦點。其中，包括去年被美國

列入貿易黑名單的監控設備公司

杭州海康威視，以及曾因違反制

裁措施而遭美國政府懲處的中

興通訊。解決這個問題迫在眉

睫，因為 TSP 的基金管理人士

已經開始設立海外代管帳戶，為

2020 年下半年預定的投資操作

鋪路。

美國聯邦退休節儉儲蓄投資

委員會管理提供給聯邦政府雇員

和軍方人員的節儉儲蓄計畫，類

似私人部門的 401（k）退休儲

蓄計畫。截至 2019 年 7 月，美

國聯邦退休節儉儲蓄投資委員會

管理的資產近 6000 億美元。

川普或禁聯邦退
休金投資中興通
訊及海康威視訊及海康威視

財經簡訊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

導】繼上週海航集團的一筆債券

與違約「擦肩而過」之後，本週

債市發生兩例實質違約，分別

是債市「網紅」中融新大集團有

限公司（中融新大）和中國新

華聯控股有限公司（新華聯控

股）。由於兩間公司均在上個月

將違約風險轉移或發生實質違

約，因此再度引發市場及投資者

關注。

在今年 3 月，中融新大將

旗下「18 中融新大 MTN001」
債券移至場外支付來避免直接違

約。雖然 3 月的這筆債券通過

場外支付和違約擦肩而過，這次

卻無法規避。

據《財新》報導，4 月 20 日

晚，中融新大發布公告稱，公司

未能足額償付利息及回售部分本

金，「18 中融新大 MTN002」債

券正式違約。

4 月 20 日是「18 中融新大

MTN002」的回售到期及付息

日。該債券於 2018 年 4 月 19

日起息，發行規模 10 億元，票

面利率為 7.5%，主承銷商為恆

豐銀行。

根據彭博社匯總的信息顯

示，進入 2020 年，已有至少

12 例發行人通過展期、置換、

撤銷回售等方式避開直接違約的

案例。另一家違約公司新華聯控

股則沒有這麼幸運，其在 3 月

和 4 月各有一筆債務出現實質

性違約。

據路透社報導，新華聯控股

有限公司稱，所發超短期融資券

「19 新華聯控 SCP002」應於 4
月 21 日兌付本息。但截至到期

兌付日終，未能籌措足額兌付資

金，該期債實質性違約。此前，

該公司在 3 月初也發生一筆規

模 10 億元的債券違約。

票債觀察匯總的信息顯示，

在 2020 年的一季度，中國境

內構成實質違約的債券共有 23
隻，涉及發債企業 20 家。

彭博社引述穆迪大中華區信

用研究主管鍾汶權表示，從展

期、置換等方式來看，短期內是

可以幫助一些有財務困難的公

司，緩解其在目前極端情況下的

資金壓力。背後是有政府隱性的

支持和引導。但違約在法律上和

監管上的定義是不同的。這些展

期、置換等手段雖然在中國國內

並不算作違約，但是以投資者的

角度看，很多時候會認為這就是

違約。

中國企業債避違約 引市場關注

半以來最高。

4 月 16 日，美國總統川普

推出三個階段重啟美國經濟的方

案，市場樂觀情緒增加，投資者

轉向風險和收益更高的資產。次

日，金價出現大跌，現貨黃金一

度跌穿 1,680 美元關口，跌幅達

2.20%。分析師表示，黃金的前

景仍十分樂觀。從黃金供應來

看，3 月末開始，疫情導致環球

金礦、煉金廠等陸續開始出現停

工，令黃金供應出現短缺，為金

價的上漲提供支撐。

《Marketwatch》 引 述

Ploutus Capital Advisors 首 席

市場策略師 James Hatzigiannis
預計，黃金價格會繼續上漲，在

5 月份，或有機會衝破 1800 美

元關卡。金價格有望在兩年內升

至每盎司 2,000 美元。

中國官員：第二季豬肉

供給面臨最艱難時期

【看中國訊】疫情尚在持

續，非洲豬瘟疫情在中國大陸再

度復燃。中國農業農村部畜牧獸

醫局局長楊振海日前表示，今年

第二季中國豬肉供應將面臨「最

艱難局面」，並指豬肉價格漲勢

或會持續，直到今年第四季度。

據彭博社估計，從 2018 年

非洲豬瘟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已

經有近一半的豬隻消失。當局官

員早前也承認，僅靠外國進口已

無法彌補需求缺口。供應短缺令

中國豬肉價格不斷創新高。

楊振海指，中國豬肉供給的

緊張情況可能要到 7 月才會緩

和，而中國豬肉價格漲勢可能要

等到第 4 季才會回落。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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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昭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近期新聞播報說，美國希望

向中國派遣一個專家組，調查有

關新冠病毒的起源問題，包括病

毒是否源自武漢病毒研究所。始

於中國武漢的新冠病毒目前已經

導致全球近 17 萬人死亡，包括

4 萬 1 千多名美國人。

而面對國際間要求就中國對

中共病毒（新冠病毒 ) 疫情的應

對追責索賠的呼聲，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耿爽 4 月 20 在北京舉行

的例行發布會反問道：「2009 年

H1N1 流感首先在美國確診並大

面積爆發，蔓延到 214 個國家

和地區，導致近 20 萬人死亡，

有誰讓美國賠償了嗎？上世紀

80 年代，愛滋病首先在美國發

現並蔓延至全世界，不知給多少

人造成痛苦，有誰找美國追責了

嗎？」他還說，2008 年發生在

美國的金融動盪最終演變為全球

金融危機，有誰要求美國為此承

擔後果了嗎？

那麼耿爽的說法是否有道理

呢？

美國國家利益中心的高級

主任卡齊亞尼斯在接受美國之

音採訪時指出：「耿爽試圖提及

某種完全不同的歷史例子，這

只會使他的政府顯得愚蠢甚至

更有責任。H1N1 流感、愛滋病

或 2008 年的金融危機都不是從

美國的實驗室裡泄漏出去的，美

國也沒有任何人試圖掩蓋它。中

共發布這樣的聲明看起來很絕

望。」

至於中國是否應被追責

的問題，卡齊亞尼斯（Harry 
Kazianis）說，如果能夠最終證

明中國共產黨確實掩蓋了一次偶

然發生的冠狀病毒的爆發，然後

發起了大規模的虛假信息運動來

掩蓋疫情，同時又購買了數以百

萬計的個人防護裝備以保護自己

的公民，那麼它「不僅應該被譴

責，而且應該受到懲罰」。

除了美國要求向中國追責以

外，澳大利亞外長佩恩也呼籲成

立調查機制，對疫情源頭及包括

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疫情應對

進行調查。他還對中國的透明度

表示嚴重關切。

與此同時，英國保守的傑克

遜協會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超

過 80% 的英國人認為，英國首相

約翰遜應當要求對中國在疫情之

初的應對進行國際調查；七成英

國人認為，如果調查發現中國對

疫情的應對違反了國際法，那麼

就應該對中國政府採取法律行動。

美國情報部門正在對新冠病

毒來源的幾種說法展開調查，其

中包括病毒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泄

漏出來的可能性。他們試圖搞清

楚這個研究所裡是否有人意外事

故或是操作不當而感染上了病

毒，然後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此前，《華盛頓郵報》報導

說，美國國務院 2018 年以來從

中國發回的電文顯示他們對武漢

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實驗室的安全

和管理問題表示了擔憂。國務卿

蓬佩奧此前在被問到這些電文時

並沒有否認它們的存在，但他也

沒有說，這些電文顯示與新冠病

毒泄漏有任何正當的聯繫。

他說：「我們知道他們有這

個實驗室。我們知道有這些野生

動物市場。我們知道病毒源自武

漢。所有這些事情都聯繫在一

起。還有很多東西我們不知道，

這就是總統今天所談論的。我們

需要得到這些問題的答覆。」

國家利益中心的安全分析人

士卡齊亞尼斯認為，如果美國對

武漢實驗室的安全問題感到關切

的話，美國的情報機構很可能秘

密的對實驗室進行了監控。

他說：「雖然（秘密監控）

可能會削弱他們的論點，但多名

美國官員似乎相當肯定地認為，

所有證據都指向武漢實驗室泄露

了冠狀病毒，但他們希望慢慢

來，使他們的案子滴水不漏。」

也就是說，在西方法治社會

中，追責的前提是證據。在這一

場追責的紛爭中，不是講究口舌

之能，而將是實際存在的證據能

證明相應的責任。

追責之辯

因中共而爆發的疫情已導致全球近17万人死亡。（ Adobe Stock）

◎文：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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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武漢疫情防控指揮

部大幅上調了疫情的病逝人

數，一下增加了 1290 個，增

幅達到了 50%，新華社的解

釋是：因為醫院超負荷運轉、

醫務人員忙於救治，所以客觀

上存在遲報、漏報、誤報，現

在做出更正。遲、漏、誤，就

不說瞞、蓋。現在調整數字是

和國際疫情形勢有關的，美國

病逝者人數 4 月 16 號累計超

過了 32000 人了、義大利過

22000 人、西班牙也奔 20000
去了，中國這邊在調整數字

之前，累計的病逝才 3300 多

個，作為這場疾病的發源地實

在令人難以置信。

修訂以後的數字，就接近

實際情況了嗎？在美國的《改

變中國》網站主編曹雅學，根

據武漢殯儀館通知和公開的數

據推算，僅僅華中這座省會

城市從 1 月 23 號封閉、到 3
月 23 號殯儀館重新對外開放

這兩個月之內，損失的人數在

22000 至 3 萬之間。華盛頓

智庫「企業研究所」的學者史

劍道，從目前已知的最低感染

率、還有在各大城市採取嚴格

管控措施前的人口流動的天數

來推算，這種最保守的估算，

中國的總體中招人群也在 290
萬人。

現在中共調整了病逝的人

數，當然不是出於對逝者的尊

重，看點也不是調整後的數字

多和少，而是國際壓力在發揮

作用。各國的損失數字不斷地

在上升，也都在質疑中國的數

字失真，它必須做出有限的調

整。這種調整也許以後還會發

生，現在看它發布的數字基本

上是貼著全球這種疾病的平均

死亡率，略低一點或略高一點。

國際壓力有作用，國內壓

力又會產生什麼效果呢？剛剛

有兩條新聞，一條是湖北宜昌

有個叫譚軍的公務員公開起訴

湖北省政府隱滿消息，導致公

民財產損失。鑒於湖北省衛健

委 1 月 11 號發布的公告，說

沒有醫務人員感染，也沒有發

生人傳人。而 3 月 19 號國家

監察委發布的《李文亮醫生情

況調查通報》承認，早在 2019
年 12 月就已經發生有人傳

人，那肯定有人說謊了，這回

浮出水面的肯定是湖北衛健委

說謊了跑不掉，所以譚軍提出

兩項要求：一、湖北省政府在

《湖北日報》登一天的道歉聲

明；二、被告承擔訴訟費。這

其實是一場公益訴訟，原告沒

有要求個人賠償。而且用的是

政府自己給的「權威發布」，

是將了中共一軍，大家用不

同的方式去追問責任、呼喚真

相，有陳秋實、方斌、李澤

華；有方方女士；也有譚軍這

樣的體制內的基層人員。

從任志強被逮捕、到湖北

公務員提起訴訟，明顯這個體

制在鬆動，體制內許多人鬱積

的不滿在升溫。溢出壓力鍋的

蒸氣都是在最邊緣有縫隙的部

分，就是較為外圍的（像任志

強和方方這樣的人）和比較基

層的（像譚軍這樣的人），但

並不是說只有這些人才不滿，

而是整個壓力鍋裡已經起了很

大反應了。外圍和基層人員能

跨出這麼大一步超越恐懼，是

整體氣氛有了相當變化。

中國第一季度經濟同比下

降了 6.8%，這還是國家統計

局「正確引導預期」以後的數

字，衰退已經是鐵定事實。現

在國際疫情不好轉，國際經濟

不反轉中國也反轉不了。最重

要的問題就是失業。習近平壓

力的頂峰是來自於失業和經濟

衰退，發難的力量也會來自於

更核心、更高層。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

今 YouTube 節目》

上調武漢病逝數意味著什麼？

◎文：文昭 2020年 1月30日
身穿防護服的武漢
殯葬工作人員為同
事消毒。（美國之
音）

看到多個大 V 都跟接到了指

令似的、異口同聲地說：不能像

美國、德國、法國、加國那樣給

大家發錢，這樣會造成通貨膨脹

的。然而並不會！打個簡單的比

方，旱季時上游水庫開閘放水，

讓下游灌溉農田，會造成洪澇災

害嗎？當然不會，因為下游水位

已經很低了，適當放水，可緩解

旱情。

再打個比方，古代飢荒年，

皇上、各地政府是要開倉放糧

的，地主士紳家也要搭粥棚施粥

的。鄉里百姓會因為開倉放糧和

施粥吃出肥胖症、高血脂嗎？當

然不會，因為施的只夠你果腹，

並不是一個人發三萬噸金條。

目前美國成人 1200 刀、小孩

500 刀這種補貼，就是一種高質

量的「施粥」，確保你可以用這個

錢買到夠你吃的、你想吃的基礎

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而且不分

有沒有入籍人人均得，保證了所

在國的人在經濟驟停、無法出門

工作取得收入時的基礎生活所需

（失業保險另說）。

這種許多發達國家已經紛紛

在交的作業，不是人家傻，不懂

經濟，而是清楚地知道這是國家

在災難時刻應盡的義務，給多給

少、怎麼給，視乎國力和政府決

策。而且這種補貼，是邊際效應

很高的，很快就會轉化成需求回

到日常消費品市場，而不是拿去

買房子、買股票，因為金額很

小，且分散在每個個

體手上。

換到中國，情況

就不一樣了，不但不

發錢，還剋扣一線護

士、清潔工、建築工

人 的 錢（之 前 的 微

博都有轉，大家自己

查），針對困難人群

人均價格補貼 30.5 元，剛夠山東

四線城市買一斤五花肉的。

那些五萬億、低息貸款和一

般老百姓一點關係沒有，直接都

進了關係戶帳上，投在沒有效益

的項目上，洗一洗洗成壞帳，還

真有通貨膨脹的風險。

再說了，旱季大家都快渴死

了，其他縣每人發一箱水，大陸

的做法是：這低息貸款借錢給你

買水，等你緩過來了還得還我，

而且說：不能免費發，發了會抬

高水價！

說到通貨膨脹，這裡就不做

名詞解釋了，但通貨膨脹的幾個

特徵你看下巿場上具備幾個？全

球開始進入零利率時代，國際原

油價格腰斬，而且要靠三巨頭商

量減產來穩定油價，不然還得

跌。這說明整個疫情之後的世界

經濟是有大蕭條和通貨緊縮的巨

大風險。在低油價和近乎零利率

的情況下，稍有通脹苗頭，各國

也有非常大的調整和抑制空間。

一言以蔽之，你鐵公雞一毛

不拔，或是兜裡真沒錢（平時請

客吃飯送禮只是裝闊氣），沒有關

係，您就直說，但別蒙我們，大

家經濟學都還是及格的。

至於那些強行洗地的大 V，

怎麼講，這些人要麼是真的不

懂經濟學、只是蠢，要麼是真

壞——心裏有數但拿了錢接了任

務只管硬洗。對於這種人，要麼

取消關注，要麼他說什麼，你反

著聽就對了。

這是開倉放糧的時候
◎文：佚名

【網文】

◎文：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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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全新世代馬自達 3
（MAZDA3）自 2018 年於洛杉磯車展

推出後，即透過蛻變的全新身影引領

市場風潮，以職人工藝、日式美學、

顛覆創新、直覺駕馭及以人為本的五

大品牌概念，讓汽車以藝術精品般的

樣貌呈現在消費者面前。

據馬自達稱，於 4 月 8 日在來自

超過 25 國、86 名專業評審的票選之

後，Mazda 3 從今年度 5 款最終決選

名單中脫穎而出，奪下 2020 世界年度

設計風雲車 (World Car Design of the 
Year) 獎項，繼 2019 年勇奪德國紅點

設計大獎「Best of the Best」殊榮後，

再度以優異產品榮獲國際大獎肯定。

透過人本哲學理念進行開發的全

新一代 MAZDA 3 跳脫框架，從外

觀、內裝到操控全面改進，創造新日

式奢華的獨特感受。MAZDA 3 以改

進的 KODO 魂動設計與奠基於「less 
is more」的日式減法美學思維，傳

遞給消費者細膩的藝術體驗，呈現出

兼具簡潔律動與流暢光影變化的耀眼

外型，輔以完美詮釋職人工藝的細膩

車室質感，以及全新 SKYACTIV-
VEHICLE ARCHITECTURE 車 輛

結構技術與人馬一體的駕馭樂趣，不

僅在車壇中展現絕佳競爭力，更讓

MAZDA 3 奪得本次 2020 世界年度

設計風雲車大獎。

（網圖）

【看中國訊】今年打算換新車嗎？

最好看看 2020《消費者報告》年度汽

車可靠性調查建議。

據 CTV 新聞報導，《消費者報

告》每年在美國康乃狄克中部試駕車

道上，對近 50 個新車車型進行試駕

評估，評估事項包括省油性能、兒童

安全座椅安裝等多個車輛性能指標。

上推薦榜的車，道路駕駛、預測可靠

性、用戶滿意度和安全等各項指標評

估分數必須最高。

《消費者報告》檢測中心負責人托

馬斯（Emily Thomas）女士透露，

要想上報告推薦榜，車輛標準配置必

須包括前方防撞警示系統和行人探測

自動緊急剎車系統等，這些安全功能

非常重要，是新車必要標配。

今年哪些車上榜？

今年上榜的車型，都有哪些呢？

小 型 SUV 車 型 中， 斯 巴 魯

Subaru Forester 在實用性、省油性能

和駕駛體驗等方面，綜合得分最高，

用戶滿意度也非常不錯，位居榜首。

中 型 SUV 車 中， 起 亞 Kia 
Telluride 道路駕駛得分最高，加上舒

適性、兼容性和價格等綜合優勢，位

居榜首。

其他首推車型還包括：凌志

Lexus RX 獲最佳中型 SUV 車推薦；

豐田 Toyota Corolla 獲最佳小型轎車

推薦；斯巴魯 Subaru Legacy 獲最佳

中型轎車推薦；豐田 Toyota Avalon
獲最佳大型轎車推薦；本田 Ridgeline
因既有小轎車舒適性，又有小貨車的

實用性，獲最佳小型皮卡推薦；豐田

Toyota Supra，是今年運動轎車最佳

推薦車型。

豐田 Toyota Prius 今年是第 17
次獲《報告》最佳車型推薦，再度刷新

最佳車型推薦記錄。Prius 每 100 公

里 4 升油耗雖面臨其他電油混動車挑

戰，但因超級可靠性，仍穩居電油混

動車推薦榜首。

電動車型中，特斯拉 Tesla 表現

依然卓越，Tesla Model 3 以卓越的

高科技和動力傳遞性能獲最佳電動車

推薦。

【看中國訊】大學生們發現

很難選擇既經濟實惠，方便又

適合他們需求的汽車。豐田一

直是優異的汽車品牌，是汽車

行業中真正的明星，為大學生

的最佳選擇品牌之一。我們考

核以下面幾個指標為衡量標準

（可負擔能力，可靠性和燃油

經濟性），為大學生們準備了

最佳的豐田汽車清單。

最好的豐田車是哪幾款？

豐田汽車一直被認為是大

學生最負擔得起的汽車，其安

全性，經濟實惠和設計更是非

常出色。從豐田生產的眾多型

號中選出最佳款式的車可能會

有點困難，但我們總結出以下

五種首選車型推薦給大學生：

　　   ● Yaris
　　   ●  Camry
　　   ●  Prius
　　   ●  Corolla

　　   ●  RAV4
如果您不確定該選哪款車

或要了解不同型號車款的主要

區別是什麼，請繼續往下讀：

豐田Yaris
Yaris 是豐田最好的車型

之一，以時尚的掀背車設計而

聞名，並具有易於操縱和出眾

的乘坐體驗。由於其輕巧的車

身，可調節的轉向系統和出色

的懸架系統，相對其他幾款，

大學生更喜歡這款車型。

該款車會給學生們帶來高

燃油效率，這是該型號的關鍵

優勢之一。Yaris 的定價非常

合理，學生們都會喜歡 Yaris
所提供的東西。如果您喜歡掀

背車，肯定找不到比 Yaris 更
好的車款了。

豐田Camry
如果希望將車的價格和質

量綜合考慮，想尋求出色平

衡，那麼 Camry 是一個不錯

的選擇。Camry 此款車經濟上

容易負擔，並且具有廣泛的適

用性，因此在創新，學術和代

筆服務及工業領域的受僱人群

中最受青睞。

不管您是在校園裡當代

筆作家還是作實習生，能乘坐

Camry 都是一件令人愉悅的

事。如果您想從豐田中選出最

耐用的車款，那麼 Camry 對於

在校的大學生來說都是一流的

選擇。

豐田Prius
眾所周知，大學教育中大

量的文書工作會令人生畏。同

樣挑選合適的交通工具也使人

頭痛。Prius 是最省油的型號

之一，達到 4L/ 百公里。它無

疑會為學生節省開支。如果您

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燃油經濟

性，那麼 Prius 就是最佳候選

之一。它價格便宜，又使學生

們不必每天支付太多錢用於校

園與住家間的通勤。

豐田Corolla
喜愛可靠性高車款的大

學生，我們可以輕鬆地推薦

Corolla。該款車以出色的可靠

性，燃油效率高和寬敞的後行

李艙而聞名的汽車之一。

如果您是熱衷派對的人士

或需要車內有寬敞的空間，可

容納數十名朋友的與學習相關

的物品和材料，那麼 Corolla
是絕佳的選擇。所有學生都應

該記住，Corolla 有一個引人

入勝地方，它具有很高的二手

轉售價值。這也許是該車型比

其他任何豐田型號更受青睞的

最有說服力的一個原因。

豐田RAV4

說實話，並非所有大學生

都喜歡普通轎車和掀背車車

款。他們寧願試試 RAV4，
RAV4 已成為豐田公司最傑

出的車型之一。

RAV4 是一款頂級多功能

車，如果需要長距離通勤或把

車輛有時用來作運動，它可滿

足休閒大學生的所有喜愛和偏

好。對於想要比普通轎車稍大

一點的車的學生，RAV4 可

以是一流的選擇。

結論

談到最終選擇，豐田車廠

擁有種類繁多的車型系列。

對於大學生而言，上述任何

一款車都可以是日常通勤的

絕佳選擇。得益於適中的價

格，出色的耐用性，不錯的

燃油效率和很高的二手轉售

價 值， 豐 田 汽 車 肯 定 值 得 
考慮。

小型SUV車型中，斯巴魯Subaru Forester在實用性、省油性能和駕駛體驗等方

面，綜合得分最高，用戶滿意度也非常不錯，位居榜首。(Subaru)

World Car Design of The Year

MAZDA 3以改進的KODO魂動設計與奠基於「less is more」的日式減法美學思維，

傳遞給消費者細膩的藝術體驗(Mazda)。

權威汽車可靠性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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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架網 vs. 電商平台
無論電子商務或架設形象網站，初

創時期業主會猶豫：該使用電商平台或

委託網站架設公司？

就讀大學時就開始接案、2015 年成

立「路老闆有限公司」，創辦人林宏至

今有 20 年網站設計經驗。林宏表示，剛

接觸網路開店的團隊，通常不會在一開

始就投入過多心力或預算在網站架設。

先到電商平台申請開店，了解電商基本

流程，解決最麻煩的金流、物流，是新

手的最佳方案。

但 是 當 企 業 成 長 到 某 個 階 段，

希 望 透 過 網 站 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搜尋引擎優化）吸引更

多潛在顧客，或有更完善的網站功能需

求時，就會發現電商平台有許多限制和

瓶頸，不敷使用，「再怎麼改裝也很難把

卡車改造成保時捷。」林宏表示，下定

決心且明白目標，是業主來找「路老闆」

的第一步。

你也該避開的架站誤區

與「路老闆」合作兩個網站的酒類

品牌 Indie Drinkster 創辦人李嘉豪表

示，好的網站架設團隊，能在業主還沒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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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文：曾允盈

因此網站設計非常客製化，加上 Indie 
Drinkster 對視覺非常重視，「路老闆」

花了很多時間調整細項。

林宏也會為客戶規劃商業模式。例

如某家租借嬰兒推車的品牌，因為大部

分做外銷，三年前找林宏做一個不需購

物功能的形象網站，後來想要增加新的

商業模式，做嬰兒車出租。業者來找林

宏時完全沒有想法，只是概略地希望能

透過網站流程，建立商業模式。「我們

剛好半年前幫一間攝影公司做過租借攝

影器材的網站，累積一點經驗和網頁的

模組，所以就幫他設計出商業模式。包

括怎麼在線上承租、怎麼收押金又收租

金，如果時間到了沒有歸還，網站如何

再收取費用等。」

林宏認為，網站設計需兼具廣度跟

深度，各產業別的思考模式不同，因應

需求的知識廣度要夠之後，還要懂得商

業運作邏輯，與上、下游廠商能夠互相

協作，方能做出好網站。（下轉 C2）

有講出需求時，就馬上點出網站問題。

對林宏而言，架設網站力求客製化，經

驗則是模組化的助力。

「我們有很高的溝通成本。」林宏會

用約莫一小時時間，溝通業主的「需求

清單」，「網站大致分為形象網站和購物

網站，大部分客人沒辦法直接表明自己

的需求，甚至有些連要不要有購物功能

都不確定。」

林宏表示，無法評估時，他會建議

客人先把初步想到的需求列下來，待網

站架設公司列出費用後，通常業主會因

為預算問題或執行時間，知道不可能在

第一階段全部達成，開始刪除某些細項。

業主初期的盲點，通常是不明所以

地要求複製同業某些功能。此時林宏會

了解對方喜好，例如是因為網站的視覺

設計還是功能需求，以便打造真正符合

業主理想的網站。此外，初設網站的客

戶也常出現「想要不代表需要」的情況。

林宏舉例，曾有客戶來找他做英文教學

的網站，希望以絢麗的動畫提高網頁的

停留率，但是路老闆會為客戶分析，這

類實用導向的網站花太多動畫費用，不

僅高成本且效果有限。

網站必定是經過「使用者體驗」之

後再反饋修正，因此許多業主會先上線

使用一陣子，發現需要新增哪些功能，

或有甚麼不好的部分再進行修正。

商業流程想好了嗎？

「架網站不只看技術，要對客戶的商

業流程非常熟悉。」對林宏而言，絕不

是客戶提出哪些要求都要使命必達，「我

們會了解他的商業模式之後，量身打造

適合的網站。」

例如 Indie Drinkster 想打造一個年

輕都會感的網站，2019 年初李嘉豪將需

求列出來，來回和林宏溝通將近十個月

的時間，並和專案經理討論可行性，到

9 月底才上線。因為是酒類品牌，法律

規定不能在線上銷售，必須貨到付款，

企業轉型或想在線上開店，首先都是想「擁有自己的

網站」。網站就像品牌的入口，消費者如果找不到這間公

司的相關資訊或專屬頁面，可能會直覺認為這家企業不

存在。品牌和網站的關係早已是每個業主的必修課。

架設官網  該避開哪些誤區？

讓你從此愛上看牙
兒童牙齒保健

牙冠及牙橋修復

拔牙及根管治療

牙齒美白美容

矯正及隱形牙套

醫學美容 Botox 除皺針

種牙及活動型假牙

保險直接結算服務

Dr. Jef f Chen
BSc,DMD

Dr. Verena Lam 
BSc,DMD

週一至週四 : 早 9 點 ~ 晚 7 點 | 週五 : 早 10 點 ~ 晚 5 點  週六 : 早 9 點 ~ 晚 5 點 | 週日 : 早 10 點 ~ 晚 5 點

(587)333-3208www.metrodentalcare.ca

多元服務
安心開心！

兒童工作坊

鬆弛按摩

現舉辦 
終身美白牙齒

活動
歡迎來電查詢

7 天營業
提供緊急會診

牙醫診所

鄰近豐山大統華

我們作為父母，

最明白你的需要，

你來看牙，

我們來看護孩子！
    免費托兒

    免費零食和遊戲

    全家可同時洗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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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至今，我投入了相當長的時間

在棒球訓練上，打了超過二十五年的棒

球，而勝負的壓力，就一直如影隨形地

伴著我成長。二十多年來，我始終努力

精進著棒球技術上的突破，一路走來，

球場上勝負壓力的調適及排解，在教

練、學長們的經驗傳授，及不斷的自我

摸索下，我著實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

調適方式。

在大學時期，我曾接觸過運動心理

學的課程，那時候就非常清楚瞭解到

運動心理因素在運動競賽過程中的重

要性，除了前輩們的經驗傳授外，它

更應該被專業化、系統化地加入日常

訓練之中。

如同運動技術一樣，心理技能的鍛

鍊可以透過日常的訓練，進而讓你在運

動過程中的思考及想法往更正向、更穩

定的方向走，這能讓自己保持一個更平

靜、更舒服的感覺，去面對競技的過程。

當然，心理技能的養成，跟運動技

術、生理技能的訓練是一樣的道理，它

不可能一蹴可幾、立竿見影，這是需要

被練習、調整及驗證的一個過程。但是

一旦你領略出一套正確，且屬於自己的

心理技能的訓練方式後，無論是面對高

張力的比賽，或是工作的日常挑戰，它

都可以幫助你保持思緒清晰及平靜。

我在職業生涯歷程中發現到，越高

層次的運動競技場上，心理技能訓練的

強弱，越能明顯看出其功效與差異。越

高強度、高張力的運動競賽，選手的運

動技能往往都已在水準之上、伯仲之

間，而決勝的關鍵，比的就是心理技

能。好的心理技能可讓選手保持穩定的

情緒，讓選手在面對比賽時的心境就如

同日常練習一般，大大降低表現失常的

可能。

職棒選手高志綱 
的成功祕訣
文：林萃芬編輯

◎ 文：紫雨
圖：Adobe Stock

職場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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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專注可以讓學習效果更

強，但它的作用遠不止如此。人的大腦是

一個複雜的系統，管理情感與學業技能的

區域相互聯繫，不能夠專注做事情的人，

在人際交往方面往往也存在障礙。專注力

可以分為三種——關注自我、關注他人和

關注世界。關注自我，會讓我們更高效率

地學習、工作，做出更明智的決策；關注

他人，我們可以通過表情、聲調、身體姿

勢來識別人們的情緒，更理解身邊的人，

收穫良好的人際關係；關注世界，就是要

學會「整體思考」，建立系統思維。我們

生活在一個喧囂的環境中，有很多東西會

分散我們的注意力。除了前面提到的環境

雜訊、來自手機的誘惑，你也可能會受到

自身情緒的干擾——尤其是負面情緒，我

們總是對不愉快的事情念念不忘。這也是

為什麼很多人失戀以後工作業績或學習成

績一落千丈。

大家一定有這樣的體會，當你完全

沉浸在一件事情中時，會產生一種妙不可

言的感覺，彷彿在無我無他無眾生相的妄

境中，時間的流逝、環境的紛擾都與我們

無關；或者絞盡腦汁做出了一道難題的時

候，感到如釋重負。

如果你打算經營自己的公司，很可能

會覺得時間永遠不夠用，每天都在跟時間

競賽。如果今天的你能夠多做一點，明天

的你將會有多一點的勝算。

以下是提升自己工作效率的 5 件事，

供大家參考。

1、一次專注完成一件事

多人都在提倡「多工」這件事，但實

情是，一次做太多事反而會讓我們分心，

如果你想把事情做好，你需要的是完全專

注地投入一件事情。自己在工作上，總是

試著完成一件事情後，才投入下一件事，

確保事情已完成後，才往下一件事投入。

2、列出長短期目標，保持專注

每一季都要在公司與個人方面，列下

五個最重要的目標，並且每個禮拜一，都

來一場會議，讓自己專注在最重要的工作

上，同時，在通勤時間時，會列下每天的

待辦事項表。

專注 讓自己更有生產力

顧客永遠是對的？顧客永遠是對的？

斜槓青年代表紀坪在其新書《情緒成

本 Emotional cost》就提到一段故事，有家

賣米粉湯、切小菜的路邊攤，由於味道道

地，價格又便宜，生意好到不行，經常大

排長龍，客人一組接著一組來。服務品質

呢？差到不行！有趣的是，這家店的服務

態度很不好，不僅經常跟客人吵架鬥嘴，

吃太慢、點太多老闆還會罵人趕客人。

有一次去光顧，除了米粉湯外，又

點了不少小菜，想想，我應該是個好客人

吧？雖然每樣單價都不高，但至少我們大

力捧場。結果老闆不客氣的酸了一句：「已

經夠忙了，點那麼多幹什麼，不會留一些

給人家點嗎？」呃……這是待客之道嗎？

但他生意就是很好，為什麼？因為他的價

格平實東西又好吃。

在老闆的心裡，他覺得自己的定價並

不包含「看客人臉色」，所以他也不願意

付出任何「情緒成本」去顧到每一位客人

的玻璃心，菜還得客人自己來端，好像是

客人在拜託老闆賣一樣。這家路邊攤已經

開了十幾年，生意一樣好到不行。

一樣是餐飲，如果我們把場景換到

了五星級飯店，情況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價格不同、服務不同、環境不同、擺盤不

同，端出來的食物精緻度，也一定大有不

同。當你一走進餐廳時，看見的可能是精

美的實木桌椅、乾淨整齊的用餐環境，服

務生一進門就先給你一個鞠躬及微笑，坐

下來後送上現泡的茶水、遞上溼紙巾，如

果有外套及包包，還為你提供置物的服

務，再提供一份精美的 MENU，為你介紹

餐廳的招牌菜。

換言之，飯店賣的不單單只是食物，

顧客的「情緒成本」也是他們服務的一環，

因此，價格較高的餐廳，將「情緒成本」

的代價也加在價格上了，所以只要有服務

的餐廳，一定有一成的服務費，每一樣餐

點的單價，一定也比路邊攤貴上許多。即

使如此，對於正常的顧客而言，也不會覺

得有什麼問題，因為這就是一個合理價格

換來的合理消費。

且五星級飯店對於客人的索求也應該

有所限制，五星級飯店提供的是給客人的

一種「尊榮感」，而不是服務人員的「自

尊」，因此當有客人逾越了合理的服務範

圍，不懂得尊重他人時，那麼即使客人付

得起錢，仍然不會是一個好客人。

顧客與奧客的差別就是：正常的顧

客，願意付出相對的價格取得相對的價

值，而奧客，就是在不願意付出相對代價

的情況下，卻還想提出無理要求、釋放不

企業想永續生存，該掌握的是「顧

客」，而非「奧客」，別為了奧客

隨便去浪費我們的情緒成本⋯⋯！

過去服務業總是將「顧客永遠是對

的」視為王道，但這真的得奉為圭

臬嗎？

當情緒，希望得到超出合理價值，甚至企

圖想將自己的負面情緒，轉嫁給他人承受。

過去服務業總是將「顧客永遠是對

的」視為王道，但這真的得奉為圭臬嗎？

事實上這句話只有在一個情況下能成立：

顧客願意付出相對的代價，在一個合理

的範圍內買到等價的產品或服務，如果

超出這個範圍，就會形成他人的「情緒

成本」，這反而是店家最應該避免的最

大成本。

而店家的情緒成本，可能包括了工

作夥伴的委屈、怒氣、心理壓力等負面情

緒，這些負面情緒看似無形，卻真真實實

的影響一個店家的價值，不但會降低員工

長期的士氣，同時也降低了所有人工作的

品質，更甚的，也連同其他良善顧客的價

值一起犧牲了。

如果店家接受奧客不合理的要求時，

不但會為工作夥伴帶來龐大的情緒負擔，

同時會傷害到正常顧客的權益、失去了員

工及顧客的忠誠，形成惡性循環，店家自

然也因此難以成長了。

文：紀坪 

圖：Adobe Stock

3、別管得太細

你不應該僱用一個完全不適任的人進

來，並且還花很多時間教導他。開始就要

花時間在招募上，招募那些聰明有天分的

人加入公司，然後相信他們能夠勝任自己

的工作。身為一個管理者，你需要的是著

眼在長期的目標上，並且相信你的團隊。

4、選出五件你要完成的事情

每天一開始就會列出五件必定要完成

的事情。如果有些意外狀況發生，就要看

看自己列出的這五件最重要的事情，問問

自己是否需要做出調整。

5、學會停下腳步與傾聽

我們在尚未瞭解事情始末、擁有足夠

完整的資訊前，就開始試圖解決問題？當

然不。當學會與團隊溝通，可以更加瞭解

情況，這雖然會花點時間，但卻能造就很

大的不同。

我們都知道，專注可以讓學習效

果更強，但它的作用遠不止如

此。人的大腦是一個複雜的系

統，管理情感與學業技能的區域

相互聯繫，不能夠專注做事情的

人，在人際交往方面往往也存在

障礙。

架設官網
 該避開哪些誤區？

網站架好只是剛開始

（接 C1）林宏提醒，不少業主初期

還沒有品牌的概念或思維就來找「路老

闆」，前一個月幾乎都只能溝通視覺。他

建議業主最好先有 CI（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企業識別系統的簡稱），再來做

網站。

例如在時尚界頗為知名的「浿機」，

架設「PUPUPEPE ｜浿機的時尚風格網

站」之前也已有明確的品牌概念，溝通起

來就快、狠、準。

擁有網站之後，不少業主才問：「為

甚麼我的網站沒有人來？」「甚麼網站才

是好的網站？」林宏提醒，「網站建置後不

是結束，更重要的是後續 SEO 關鍵字、

廣告投放程序。」就如同開在好地段的店

家，會有高曝光與高流量，搜尋引擎是曝

光的先機，可以聚焦在已經對你的產品、

服務或資訊有興趣的客群。

林宏表示，好的網站就是要不斷「提

升能見度」，可從先天和後天來說明。

「先天」即網站工程部分，例如選擇速度

快的主機、提升網頁開啟速度、增加行

動裝置易讀性、擁有易辨別的網址名稱

（URL）、網址是否為 https、優化網頁架

構設計等；「後天」的提升，就是內容策

略及關鍵字布局，讓網站能夠根據消費者

的意圖、搜尋引擎的演算方式，在不下廣

告的情況下，增加自然流量。

一路伴隨台灣網路產業成長的林宏認

為，網路產業變動快速，架設網站前很難

想得全面，盡可能避開盲點，認知甚麼是

好的網站，才能找到互相信任的網站架設

公司，邁出企業數位化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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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以前，有一位姓秋的男子，他

是整個國家中棋藝最高的人。因為他善於

下棋，所以人們也叫他弈秋。由於弈秋在

棋手中的地位很高，在百姓中的影響也很

大，這讓有些人心中非常不快，於是有人

對他打起了歪主意，總是想破壞弈秋在人

們心目中的威信。

 有一天，當弈秋正在與人對弈的時

候，這些人不懷好意地找了一個吹笙的

人，讓他到弈秋對弈的地方，吹起了笙。

悠揚的樂曲，弄得弈秋心神不定，無法專

注下棋，結果弈秋輸給了對手。過了幾

天，在弈秋又與人對弈的時候，這些人又

找了一個人，在弈秋身邊不停地「請教」

似是而非的「棋理」，弄得弈秋一籌莫

展，結果棋又輸了。於是，這些人開始散

布謠言，說弈秋的棋藝根本不行，是個騙

子。對於這些謠言，弈秋感到非常惶惑，

也非常痛苦。

 有位智者瞭解到這種情況後，出來為

弈秋辯護。他認為，弈秋最近棋藝的下降

並不能說明他的棋術不行。他說，曾經有

一位天下最擅長算術的人，在鴻鳥鳴叫著

在他頭上飛過時，他連一些簡單的算術題

也答不上來；但這並不是他算術不行，而

是受到飛鳥干擾的緣故。弈秋最近幾次對

陣的失敗，也不是棋術的問題，同樣是受

到外部因素干擾的緣故。他們都是因為心

思被其他的事情所吸引，注意力不能集中

在算術和棋術的給果。

 生活在黑暗中的小魚（瞽）雖然沒有

眼睛，但牠的耳朵非常靈敏，這是由於牠

專注於聽的緣故；甲魚沒有耳朵，但牠的

眼睛非常敏銳，這是因為牠專注於看的緣

故。仔細推敲起來，不外乎做事的專一。

所以對於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好的人來說，

就必須精勤專心，全神貫注，注意力高度

集中。否則，心不在焉，注意力不集中、

不專注，要想成功是不可能的。對於人來

說，心思不在學習上而朗讀，雖然聲音可

以入耳，但並沒有入心，這就像掩耳盜鈴

的小偷，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

 人們聽了智者的分析，就再也不懷疑

弈秋的棋術了；而弈秋也聽從了智者的忠

告：「一心不可二用。」從此，弈秋百戰

百勝，那些人想詆譭弈秋的歪主意也起不

了作用了。

◎文：白雲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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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peak in a mean, the virtue of 
prosperity is temperance, the virtue of 
adversity is fortitude, which in morals is the 
more heroic virtue." --Francis Bacon  

Moral character is the most precious as-
set a person possesses. It determines 

whether he can be successful or not and is the 
best assistance one can have in life.

Good Fortune Follows Those with 
Great Moral Character
 People with great virtue and moral character 
are always blessed. 
During World War II, during a day of heavy 
snow, General Eisenhower had received 
an important order and travelled in a hurry 
on the snowy road at night. On the way, he 
discovered an old couple sitting trembling 
on the roadside because of the cold. He felt 
sympathetic toward them so he stopped and 
went to speak to them to see if they were all 
right. It turned out that the couple were going 
to their son's home in Paris, but their car had 
broken down in the bad weather. Since they 
were stuck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they 
could only wait until someone came to res-
cue them. General Eisenhower immediately 
asked the driver to send the old couple to Par-
is. Later on, he found out that the enemy had 
ambush arranged on his original route. By 

changing his plans, he escaped. The general 
sighed, "I thought it was me who saved the 
French couple. Now I realized it was them 
who saved me!"

The Winning Hand in Life is Moral 
Character
 There is a Chinese story about how the Bud-
dhist Abbot, Master Huei-Tung selects his 
successor. In order to decide who was quali-
fied to be the next Buddhist Abbot, Master 
Huei-Tung called two of his disciples, Chih-
Neng and Wen-Yuan, and gave each of them 
a bag of paddy seeds. Master Huei-Tung said 
to them when it reached the time to harvest, 
the one who has the most amount of grains 
will be the next Buddhist Abbot. When the 
harvest season arrived, Chih-Neng brought a 
great number of grains whereas Wen-Yuan 
brought nothing. Master Huei-Tung asked 
him the reason. Wen-Yuan was embar-
rassed saying that he did not grow the paddy 
rice well and the paddy seeds did not even 
germinate. Master Huei-Tung laughed and 
immediately assigned Wen-Yuan to be the 
next Buddhist Abbot. Chih-Neng was not 
convinced and asked for the reason. Master 
Huei-Tung replied, "How can you grow the 
cooked paddy seeds?" Chih-Neng blushed.
Actually, Master Huei-Tung did not care if 
his disciples could grow the paddy seeds well 
but if they could be honest.

一心不可二用

人生的靠山是甚麼？ What is  the best assistance in life

艾森·豪威爾將軍（公有領域）

培根說：「對一個人的評價，不可視

其財富出身，更不可視其學問的高下，而

是要看他的真實的品格。」

人品，才是一個人最可貴的通行證，

才是一個人成敗的關鍵，才是一個人最強

大的靠山。

人品好的人 自有福報

做人要有良好的德行和人品。有好的

人品的人，命運自然也不會虧待他。

二戰時期的一天，大雪紛飛，道路泥

濘，盟軍統帥艾森 · 豪威爾卻因為有要事

在身，不得不奉命開車夜行。就在車子前

行途中，艾森 · 豪威爾發現一對老夫婦，

正蜷縮在路邊瑟瑟發抖。他頓時起了憐憫

之心，立即讓司機停車詢問情況。

原來，這對老夫婦是去巴黎投奔兒

子的，因為天氣原因汽車拋錨，加之地

處偏僻，求助無門，無奈在此等待好心

人的救援。

艾森 · 豪威爾聽了，二話不說，就讓

老夫婦上了車，並讓司機送他們去巴黎。

後來，他才知道，原來那天路上，敵

人早就安排了埋伏，但因為他中途變換了

行進路線，這才逃過一劫。

事後，艾森 · 豪威爾非常感嘆地說：

「原來我以為是自己救了那對法國夫婦，

現在才知道是他們救了我！」

人生到最後 拚的是人品

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

方丈慧通大師為了挑選自己的接班

人，就把弟子智能和文遠叫來，給兩人分

別發了一袋稻穀。

慧通大師說，等穀子播種豐收後，哪

個弟子收的穀子多，哪個弟子就繼任方

丈。

到了穀子成熟的季節，智能挑來了滿

滿一擔穀子，而文遠卻兩手空空。

慧通大師問他倆原因，文遠慚愧地

說：「我沒有種好，穀子根本就沒發芽 !」
慧通大師聽了，哈哈大笑，當即就指

定文遠擔任未來的住持。

智能不服氣，追問原因。慧通大師

說：「煮過的穀種，又怎麼會發芽呢 ?」
智能聽了，臉紅不已。

原來，慧通大師真正在意的，不是弟

子到底會不會種稻穀，而是弟子有沒有誠

信的人品。

In ancient times, there was a man surnamed 
Qiu. He was the most skillful player in the 

country at the game of "Go" (the oldest board 
game originating in China). Because he ex-
celled at the game of "Go," people named him 
"Yi Qiu," where Yi is the term for Chinese 
chess. Since Yi Qiu held a very high status 
amidst the "Go" game players, and was also 
very influential amongst the public, someone 
came up with an idea to ruin his reputation.
   One day, while Yi Qiu was playing, they 
brought someone to play the "sheng" reed 
pipe (a musical instrument with thirteen 
reeds) next to him. Yi Qiu was so distracted 
by the melodious music that he lost the game. 
A few days later, while Yi Qiu was playing, 
they found another person to ask him contin-
ually pointless questions about the principles 
of the game. Yi Qiu was at his wit’s end. He 
lost the game again. As a result, these people 
started to spread rumors, and said that Yi 
Qiu’s skill was poor and that he was a charla-
tan. These rumors caused Yi Qiu tremendous 

pain and apprehension.
   A wise man, after learning about the situ-
ation, came to Yi Qiu’s defense. He thought 
that Yi Qiu’s recent drop in skill did not in-
dicate his skill was poor. He recounted the 
story of a man who was once the greatest 
mathematician in the world. One time, while 
working on mathematic questions, a big wild 
goose flew over his head, sending out loud 
chirps, thus he was unable to solve the sim-
plest equations. But this did not mean that he 
was poor at math, it was merely due to the 
distraction from the bird. Likewise, Yi Qiu’s 
recent losses to his opponents were not the 
result of his skill, but of the external inter-
ferences. Their minds were distracted by ex-
ternal factors. As a result, they were unable 
to concentrate on mathematics or the "Go" 
game.
   Living in the dark, little "Gu" fish do not 
have eyes, yet they have very sharp hear-
ing. This is because they must concentrate 
on their hearing. Turtles do not have ears but 
their eyes are very keen so that they focus on 
their vision. When we analyze it carefully, 
it’s all about being single-minded. In order to 
do something well, we must be diligent in be-
ing single-minded and wholeheartedly focus 
our concentration. We cannot succeed if we 
are absent-minded, undedicated, or unable to 
concentrate. As for those who merely read 
out loud but do not focus their mind on learn-
ing, even though they hear the words, they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m. They are only 
deceiving themselves and others.
   After listening to the wise man’s analysis, 
people no longer doubted Yi Qiu’s skill. And 
Yi Qiu followed the advice from the wise 
man as well: "Be single-minded." Ever since 
then, Yi Qiu won every single game, and 
those who wanted to defame him were un-
able to d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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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古
知今

◎ 文：徐雲楓

《資治通鑒》是北宋司馬光耗時近二十年主編、把
戰國到五代這段錯綜複雜之歷史寫成年經事緯之巨
著，全書超過300萬字。如果你沒有時間讀完整本書，
可以看看這10句治國精華。

《資治通鑒》中的精華十句

精美絕倫

一、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

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

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

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

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

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

其親。不善者反之……

譯：信譽是君主至高無上的

法。國家靠人民來保衛，人民靠

信譽來保護；不講信譽無法使人

民服從，沒有人民便無法維持國

家。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騙

天下，建立霸業者不欺騙四方鄰

國，善於治國者不欺騙人民，善

於治家者不欺騙親人，只有不善

者才反其道而行之……

二、法者天下之公器

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

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

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

譯文：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

的準繩，只有善於運用法律的

人，不分關係親疏，嚴格執法，

無所迴避，這樣才能使所有的人

都不敢依仗權勢而觸犯法律。

三、國雖大，好戰必亡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亡戰必危。夫怒者逆德

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

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

有不悔者也。

譯：國家雖大，喜好戰爭

必定滅亡；天下雖然太平，忘

掉戰爭必定危險。憤怒是悖逆

之德，兵器是不祥之物，爭鬥

是細枝末節。那些致力於戰伐

爭勝、窮兵黷武的人，到頭來

沒有不悔恨的。

四、君子立天下之正位

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

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

大丈夫。

譯：君子處世堂堂正正，行

天下之正道，得志便帶領百姓，

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潔身自好，

獨行正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才能算得

上是大丈夫。

並不難，做好事才是難的。

八、任人當才，為政大體

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

共理，無出此途。而之用才，非

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

情之舉。

譯：重用有真才實學的人，

是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與有識

之士齊心協力地處理政事，也並

不例外。但以往在任用賢才的時

候，掌權的並非不具備知人善任

的見地，之所以存在很多弊病，

是由於過多地考慮情面的緣故。

九、無紓目前之虞， 
或興意外之變

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

變。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

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

傷則枝幹顛瘁矣。

譯：如果不解除眼前的憂

患，也許還會引起意外的變故。

百姓是國家的根本，財力是百姓

的核心。核心受到傷害，根本也

就會受到傷害；根本受到傷害，

枝幹也就會墜毀了。

十、正女不從二夫， 
忠臣不事二君

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

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

織紝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

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

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

譯：正派的女人不會跟從兩

個丈夫，忠誠的臣子不會事奉兩

位君主。做女人不正派即使再有

如花似玉的美貌，紡紗織錦的巧

手，也稱不上賢惠了；做臣子不

忠誠，即使再才氣過人，足智多

謀，政績卓著，也不值得看重

了。什麼緣故呢？因為大節已經

虧缺了。

發人深省的《破窯賦》

蓋聞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禍福。

蜈蚣百足，行不如蛇； 

雄雞兩翼，飛不如鴉。

馬有千里之能， 

非人力不能自往； 

人有凌雲之志， 

非時運不能自通。

文章蓋世，孔子厄於陳菜； 

武略超群，姜公釣於渭水。

顏淵命短，原非兇惡之徒； 

盜跖延年，豈是善良之輩？

堯舜聖明，卻生不肖之子； 

瞽鯀愚頑，反有大孝之男。

張良原是布衣， 

蕭何曾為縣吏。

晏子無五尺之軀， 

封為齊國宰相； 

孔明無縛雞之力， 

拜作蜀漢軍師。

霸王英雄，難免烏江自刎； 

漢王柔弱，竟有江山萬里。

李廣有射虎之威，到老無封； 

馮唐有安邦之志，一生不遇。

韓信未遇，乞食瓢母， 

受辱跨下，及至運通， 

腰繫三齊之印； 

白起受命，統兵百萬， 

坑滅趙卒，一旦時衰， 

死於陰人之手。

是故人生在世，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

才疏學淺，少年及第登科； 

宋朝的呂蒙正， 出身
貧寒，深刻體會窮人的苦
難，所以發奮讀書，考取功
名後勤政清廉、愛民如子。
他年輕的時候曾與寇准一
起在破窯讀書，體會了人間
冷暖，後來，兩人先後當上
宰相，呂蒙正更三度拜相，
經歷人生起伏與寵辱得失，
他寫下了傳世的《破窯賦》。

滿腹經綸，皓首仍居深山。

青樓女子，時來配作夫人； 

深閨嬌娥，運退反為娼妓。

窈窕淑女，卻招愚莽之夫； 

俊秀才郎，反配粗醜之婦。

蛟龍無雨，潛身魚鱉之中； 

君子失時，拱手小人之下。

衣敝縕袍，常存禮儀之容； 

面帶憂愁，每抱懷安之量。

時遭不遇，只宜安貧守份； 

心若不欺，必然揚眉吐氣。

初貧君子，已成天然骨格； 

乍富小人，不脫貧寒肌體。

有先貧而後富， 

有老壯而少衰。

天不得時，日月無光； 

地不得時，草木不生； 

水不得時，風浪不平； 

人不得時，利運不通。 

注福注祿，命裡已安排定， 

富貴誰不欲？ 

人若不依根基八字， 

豈能為卿為相？

昔居洛陽，日乞僧食， 

夜宿寒窯。 

思衣則不能遮其體， 

思食則不能飽其飢。 

夏日求瓜，失足矮牆之下； 

冬日取暖，廢襟爐火之中。 

上人憎，下人厭， 

人道吾賤也。 

非吾賤也，此乃時也， 

運也，命也。

今在朝堂，官至極品， 

位居三公。 

鞠躬一人之下，列職萬人之上。

擁撻百僚之杖，握斬鄙吝之劍。

思衣則有綾羅綢緞， 

思食則有山珍海味。 

出則有虎將相隨， 

入則有佳人臨側。 

上人趨，下人羨，人道吾貴也。

非吾貴也，此乃時也， 

運也，命也。

嗟呼！人生在世， 

富貴不可盡恃，貧賤不可盡欺。

聽由天地循環，週而復始焉。

《破窯賦》相傳是為了勸誡太

子而創作的。 呂蒙正描寫了自

己從貧苦到富貴的經歷，列舉了

歷史上諸多名人的起伏命運，來

說明一種人生無常、應該安份守

己、寵辱不驚的思想。據說太子

趙禎讀過此文後，一改常態，虛

心向他人請教，繼位後成為宋仁

宗，開啟了宋朝盛世。

名茶「碧螺春」

對奕圖。(網絡圖片)

五、行不義而得天下， 
仁者不為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

天下，仁者不為也。

譯：即使做一件壞事，殺一

個無辜人便可得到天下，仁愛的

人也不會去幹。

六、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

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

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

益其過而生怨。

譯：賢能的人，如果財產太

多，就會磨損他們的志氣，愚蠢

的人，如果財產太多，就會增加

他們的過錯。況且富有的人，往

往會成為眾人怨恨的目標，我既

然沒有教化子孫的才能，也不願

增加他們的過錯而落下怨恨。

七、知過非難，改過為難

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

非難，行善為難。

譯：知道自己的過錯並不

難，改正過錯才是難的；說好話 ”
在唐代，洞庭湖君山所

產的「君山銀針」茶葉就很有
名，相傳它是文成公主的嫁
妝。有一次，五代後唐莊宗
李嗣源第一次喝君山銀針，
見茶杯上升騰起團團白霧，
漸漸地，白霧裡幻化出一隻
白鶴，朝他點了三下頭後，
旋即飛向天空。當皇帝再細
看杯中的茶葉時，但見根根
豎立，就像是破土而出的嫩
芽兒，一會兒又緩緩沉下，
三浮兩沉的，煞是好看。

李嗣源驚疑不已，忙向近侍

請教。侍臣說，這是君山白鶴泉

（即柳毅井）水，泡黃翎毛（銀

針茶）的緣故。白鶴自水中來，

飛向青天去，表示對萬歲爺福與

天齊；翎毛豎起，是對萬歲爺的

敬仰；黃翎緩墜，是對萬歲爺的

臣服，恭喜萬歲爺！

這實際上是把好話說盡了，

理所當然，莊宗由此喜歡上了君

山銀針。侍臣看似討好皇上，實

質是用皇帝做了一回無償的廣告

代言人，為君山茶作推廣宣傳。

古代沒有廣告，一句話能讓皇帝

動容，傳開去就是最好的廣告。

康熙也是特別愛茶的皇帝。

相傳產於太湖之濱峰石壁隙中的

碧螺春，葉是嫩綠色的，捲曲如

螺形，茶香幽幽，飄忽不散，時

濃時淡，似有若無。當地人稱之

為「嚇煞人香」。康熙南巡時喝

了這種茶後，大為愜意，但覺得

這麼好的茶卻用了一個粗俗的名

字，有點大煞風景，想要給它起

個名字。康熙一邊品茶，一邊思

考，很快就從過去讀過的許多茶

詩中得到啟發，為它起了個「碧

螺春」的名字。

碧者，綠色也，茶葉是綠色

的，茶湯亦是綠色的；螺者，螺

旋也，茶葉捲著螺形；春，是指

春茶。可以說，這名字既貼切，

又典雅，更富有詩意。此後，碧

螺春就成了貢茶，每年要採制相

當數量進貢朝廷。這樣一來，光

靠野生茶樹產量無法滿足，人工

栽培應運而生，產量也隨之大

增，從此聲名鵲起，成為傳世百

年的名茶。

乾隆皇帝也對品茶極為講

究，除了研製出一套品茶的工

具，在喝茶時更有種種特別的要

求。首先是要求水好，無論是烹

茶還是沏茶都要求水好。所謂水

好，乾隆的理論是水以輕為貴。

乾隆為此特製了一個銀鬥，進行

稱重比較，結果是北京的玉泉水

每斗重一兩，承德避暑山莊的伊

公河水也是一兩，濟南珍珠泉水

重一兩二厘，鎮江金山泉重一兩

三厘，無錫惠山泉和杭州虎跑泉

都是一兩四厘。因此，定京師的

玉泉水為第一，並親撰《玉泉山

天下第一泉記》。

及至後來，乾隆飲茶是非玉

泉不用，出巡的時候，也要載水

同行。但由於路途遙遠，時間一

長，泉水也會變質，於是又研製

出「以水洗水」的辦法，就是將

玉泉水貯存於一個有刻度的大容

器裡，再注入新水攪勻，待其沉

澱後，上層即是比重輕的玉泉

水，倒出先前注入玉泉水的同等

容量之水，即為洗過的玉泉水

了。這樣，就保證乾隆出巡時仍

可用上玉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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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愷撒遇刺之前的某個晚

上，有人看到一顆巨大的流星在

西北方向隕落。這在古羅馬人看

來是不祥之兆。因為愷撒的住所

就在西北方向。於是，就有人說

愷撒將死於非命。

「愷撒啊，你要留意3

月15日那一天啊！」

據記載，在愷撒臨死前幾

天，有人向他報告：他曾經獻給

盧比孔河神的馬群怎麼也不肯吃

草，甚至還流淚。

在羅馬，2 月 15 日的牧神

節是一個狂歡的節日，為的是紀

念豐饒之神盧帕克斯。街道上擠

滿了羅馬市民，他們想一睹蓋世

英雄凱撒的風采。人群中一位

叫斯普林那的人（著名的占卜

師），高喊：「愷撒啊，你要留

意 3 月 15 日那一天啊！」此時

的凱撒聲望如日中天，正是春風

得意之時，並沒有把這事放在心

上。

公元前 44 年 3 月 14 日晚

上，凱撒和他的親信——騎兵司

令雷必達等人一起閒聊時，不知

怎的把話題扯到死亡上去了，大

家競相討論「怎麼死才痛快」。

凱撒脫口而出：「突然的死才過

癮。」 沒想到此言竟然一語成

讖。

3 月 14 日夜裡，他妻子卡

帕尼婭作了一個噩夢：夢見自家

宅邸的三角楣飾坍塌，還夢見愷

撒全身是血。 3 月 15 日清早，

她匆匆趕往神廟獻祭，但徵兆很

不吉利。

卡帕尼婭心事重重的回到家

裡，勸凱撒當天不要去元老院。

凱撒正猶豫著，卡西烏斯和乾兒

子布魯圖斯來了，催促凱撒去赴

會。他不顧妻子的淚水和勸阻，

隨二人出門了。

在去元老院的路上，愷撒再

一次碰到了斯普林那，他快活

地向他打招呼：「3 月 15 日可是

已經到了。」 斯普林那卻擔憂地

說：「沒錯，可是還沒過去呢。」

當愷撒到達元老院後便被眾

多貴族圍過來用匕首刺殺。他本

想奮力抵禦，當看到布魯圖斯也

在謀殺者之列，就停止了掙扎，

痛楚的喊著：「孩子！你也來殺

我！」他用紫袍遮住頭臉，任其

兩千多年來西方人一直

很忌諱3月15日這個日子，

因為公元前44年3月15日這

一天，古羅馬帝國的奠基人

凱撒大帝遇刺身亡。凱撒

金戈鐵馬一生，最終卻難

逃被謀殺的厄運。據史料

記載，凱撒遇刺之前出現了

很多不祥的徵兆和預言。

砍殺，倒在了龐培的雕像下。

凱撒金戈鐵馬一生，最終卻

難逃被謀殺的厄運。

「亡秦者胡也」

其實，在古代東西方都是信

神的，都相信：人間要發生什麼

事情的時候，上天會降下一些徵

兆，這就是《易經》中講的「天

垂象，見吉凶」。象這樣的事

例我國古代史書中記載的非常

多。

比如秦朝滅亡之前就出現了

很多預言和徵兆。

《史記》記載：「（秦始皇）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 「熒惑」

是指火星。由於火星熒熒似火，

行蹤不定，因此，我國古代稱它

為「熒惑」。火星無論在東方或

西方都被認為是戰爭、死亡的代

表，近於妖星。「熒惑守心」是

指火星在「心宿」內發生「留」

的現象。在中國古代被認為是最

不祥的，象徵皇帝駕崩、丞相下

台等。

這一年東郡還降下一顆大隕

石，石頭上刻有「始皇帝死而地

分」字樣。秦始皇聽說後，就派

御史去查問，沒有結果。於是把

那塊石頭周圍的人全部殺了，並

把那塊隕石銷毀。

方士盧生向秦始皇呈上一

本圖書，書上寫著：「亡秦者胡

也」。秦始皇很不安，於是派

大將軍蒙恬帶三十萬大軍，向北

攻打胡人，還修築長城來抵禦胡

人。他萬沒想到的是，「亡秦者

胡也」中的「胡」不是胡人，而

是自己的小兒子胡亥。

秦始皇三十七年，嬴政病死

於沙丘。胡亥在趙高、李斯的串

通下篡奪帝位，害死了兄弟姊

妹，胡作非為，吞併六國的強大

秦朝很快就滅亡了。

真的是「冥冥之中自有定

數」啊！

現在貴州平塘掌布鄉有一塊

裂開的巨石，上面天然長出六個

大字：「中國共產黨亡」。上天

在告訴我們什麼呢？看看這幾年

密集的天災人禍，其意甚明！

◎文：余心誠

看手相

公元前44年3月15日，當愷撒到達元老院後便被眾多貴族圍過來用匕首刺殺。（Vincenzo Camuccini的作品）

凱撒之死

為官之道 安命守命進而立命

獻縣有個縣令，名字叫明

晟，是應山縣人。他接到一樁冤

案，想為平民申冤，把錯判糾正

過來，但又怕上司不允許，左思

右想，遲疑未決。他有個下屬門

斗，剛好認識一位有特異功能的

友人。

明晟於是派門斗請那位友人

預測指教，告知怎麼辦才好。特

異功能友人鄭重回答：「身為一

縣百姓的父母官，只應考慮百姓

的冤不冤，不該考慮上司的准不

准。明晟縣令他難道忘記了李衛

先生講過的故事嗎？」

門斗回來，向縣令明晟如實

回報。明晟一聽，大為吃驚，想

起了李衛很早以前，向他講的一

段往事。但這位友人怎麼知道這

件事呢？實在神奇！

原來李衛制府大人還沒做官

時，一次上船渡江，遇見一位道

人。當時，有一渡客，為了少給

一點擺渡錢，跟船公吵起來。

道士嘆息：「一個人馬上就

要淹死了，現在還為少付幾個

錢，跟人家爭吵，真不值得！」

李衛不明白道士講這話的意

思。過了一會兒，忽然刮起江

風，那個渡客腳下被船板絆倒，

一下子就掉入江中，淹死了。這

才覺得：道士實在神奇！

此時，江風狂吹，船都快翻

了。道士腳踏罡步，不斷念誦咒

語，狂風很快停息，船上的人都

得救了。李衛向道士再三拜謝救

命之恩。

道士說：「剛才淹死的那個

人，是他命中注定的，我不能

救。你是貴人，今天遇難而得

救，也是命中注定了的，我不可

不救，所以你不必感謝我。」

李衛聽了，大受教益，又拜

謝說：「聽了您的教誨，我終身

受益。我今後要終身安分守命

了。」道士回：「你這話不完全

正確。一個人對自己的榮辱、升

沉、富貧等等，是應該安守本

分，即安命，也就是順其自然。

不安命，則爾虞我詐，互相傾

軋，甚麼壞事都幹得出來，這就

會造業。

比如：李林甫、秦檜，他們

若能守命，順其自然，也會當宰

相的，因為他們命中有。但他們

當年為了向上爬，使盡心計，排

除異己，陷害忠良，也沒能當上

比宰相更大的官，只是給自己增

加罪惡而已。至於國計民生之利

害，則不可言命；面對百姓疾

苦、民困民冤之事，不可聽之任

之，順其自然。一切負責人，都

應該負起責任。諸葛孔明有言：

『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

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

也。』就是這個道理。

天地養育人才，國家設置各

級官員，目的是為了興國濟民。

身為官吏，手握事權，束手

而委命，天下何必生此才，國家

何必設此官？以上是聖賢立命學

說的完整之真諦，希望你能全面

的領會。」道士講完話即下船，

一會兒就不見人影了。

官場中人揣摩上意、

溜鬚拍馬是常有之事，要

想升官加爵、調個好單位

更是如此。清代人紀曉

嵐，在《閱微草堂筆記》

中，寫了一位神奇道人談

論命理的事，內容深刻，

切合實際。對照今日，依

然受用。

指 紋 呈 現

放 射 狀

的 沒 有 封

閉 ， 叫 做

「 簸 箕 」

會漏財。

◎文：可裝

一螺窮 二螺富 三螺四螺開當鋪   

以前的農村，普遍文化水平比較不高，有些人可

能終其一生都沒有機會上學讀書。但可別因為這樣

就輕視他們，因為他們擁有的人生智慧可不比讀書

人少，還經常能夠「出口成章」。

其中，俗語扮演了很重要的

角色，內容涵蓋了生活的方方面

面，易學術數亦不遑多讓，充滿

了無限的想像。

在眾多的俗語當中，就有一

些是關於人的手相、面相之類

的，例如「一螺窮，二螺富，三

螺四螺開當鋪」，偶爾還是會聽

到人們提起，那麼這句話的來源

為何？事實又是怎樣的呢？

以前大人們常會說，想知道

一個小孩的將來，看看他手上有

幾個「螺」就知道。這個「螺」

在有些地方也被稱為「斗」，指

的是人手指頭上的紋路形狀，也

就是指紋。

「螺」在指頭上呈現的形式

是封閉的漩渦狀；而沒有封閉，

呈現放射狀紋路的就叫做「簸

箕」，也叫做「箕」。

因為在古代，「螺」屬於盛

糧食的工具，「簸箕」則是清

理、過濾糧食用的，所以螺有聚

財之意，簸箕則是漏財。

由此來看，這句俗語的意思

也就不難理解了。

「一螺窮，二螺富」就是十

個手指頭如果只有一個螺，而有

九個簸箕，那麼日子就會過得很

窮；如果說有兩個螺，其餘八個

是簸箕的話，那麼日子就會過得

富有。

以此類推，「三螺四螺開當

鋪」是說人的手指要是有三個或

者四個螺的話，那麼長大就有開

當鋪的命，日子更是過得好。

這句俗語後面還有幾句，

「五螺六螺會存錢，七螺八螺考

狀元，九螺十螺不下田。」要是

有人能擁有九個，甚至是十個螺

的話，這輩子不需要勞動，也能

有享不完的清福。

只要守住善良， 不做甚麼也

能守住命定的福分。若命中沒

有， 執著於拼博而傷害他人，也

會失去命定的福分。

◎文：應地

萬箭穿心   
道路直沖房屋、大門、院

落的情形，在風水中被稱為「路

沖」。自古以來就有「十個路

沖九個凶」的說法，風水中也有

「房前屋後大路沖，家中必定損

老翁」一說。說的都是氣流直沖

而來，無遮無擋，極其凶險，也

易出現車禍。同時，大路直沖不

聚氣，人丁日少財運敗，家中男

子身體差。

風水理論認為，路沖的情

形，乃前方過來之氣太猛，容易

給家庭造成傷害，一般人承受不

起，導致家宅不寧，意外之事頻

發；如果居住者的命理弱，或者

正處運勢不佳之時，這種不幸，

可能還會更嚴重，來勢更凶猛。

如果多條道路匯集到同一個方

向，就像一支支箭射向同一個靶

子，就是所謂「萬箭穿心」的格

局。

這樣的格局，煞氣太重，最

好避開，以免不幸發生了，再補

救也挽回不了已經發生的一切！

建議大家在購屋之前，多瞭

解一些風水相關知識，避開會導

致不幸的風水。

風水小常識

◎文：陸文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6 看教育 Education       第103期    2020年 4月 23日—4月 29日

劉安世在年輕時，曾跟隨司

馬光學習，他向司馬光請教了

修身之道。司馬光教了他一個

「誠」字，讓他從不說「妄語」

開始做起。劉安世能夠嚴格要求

自己，平時在家的時候，也不會

怠惰，坐得很久也不會傾倚，寫

字不潦草，不喜好聲色貨利。他

的忠孝正直，都很像司馬光。

此外，劉安世的母親對他的

影響也很大。史載劉安世剛接到

諫官的授命時，並未立刻接受，

而是先去稟告母親。

劉安世對母親說：「朝廷不

嫌安世不肖，任命我做言官。如

果我接受了這個職位，我就必須

睜大眼睛，放開膽量，以身任

責。一旦有所觸怒忤逆，就會立

刻招至災禍。當今皇上以孝治天

下，如果我以需要贍養父母的原

因推辭掉這個授命，就可免於將

來因言獲罪。」

劉安世的母親卻說：「你不

要推辭這個任命。我聽說諫官是

天子諍臣，你父親一生都希望能

夠做諫官卻沒有機會。今天你有

幸成為諫官，就應當捐身以報國

恩。倘若將來真的獲罪被流放，

無論遠近，我都跟你一起去。」

母親的話打消了劉安世的後

顧之憂，於是劉安世接受了朝廷

的任命。上任後，劉安世果然能

夠正色立朝，扶持公道。有時他

在朝堂上，當著公卿大臣的面，

向皇帝直言勸諫，言辭激烈，皇

帝被激怒，劉安世卻靜靜的執簡

侍立。等皇帝的怒氣稍稍消退

後，就再上前勸諫，旁邊的大臣

都為他捏了一把汗。加之，劉安

世身材高大魁碩，聲如洪鐘，人

們因此稱劉安世為「殿上虎」，

沒有不敬畏他的人。

前二句想望蒼蒼山林中的靈

澈歸宿處，遠遠傳來寺院報時的

鐘響，點明時已黃昏，彷彿催促

靈澈歸山。詩人出以想像之筆，

創造了一個清遠幽渺的境界。

後二句即寫靈澈辭別歸去情

景。靈澈戴著斗笠，披帶夕陽余

暉，獨自向青山走去，越來越

遠。「青山」即應首句「蒼蒼竹

林寺」，點出寺在山林。「獨歸

遠」顯出詩人佇立目送，依依不

舍，結出別意。只寫行者，未寫

送者，而詩人久久佇立，目送友

人遠去的形象仍顯得非常生動。

全詩表達了詩人對靈澈的深摯的

情誼，也表現出靈澈歸山的清寂

的風度。送別多半黯然情傷，這

首送別詩卻有一種閑淡的意境。

兒子前陣子請我教他玩一種

紙牌，因為他說同學在學校下課

時會玩，但他不會，所以回來要

我教他。我教會他基本規則之

後，他越玩越有興趣，於是每天

都要我陪他玩幾回。今天，兒子

又找我玩牌，還說要玩多少局，

然後看誰先贏超過一半以上就是

贏家，我看時間還早，也就奉陪

到底囉。

由於我以前學生時代同學也

常約一起玩這種紙牌，所以幾年

磨練下來當然技巧比兒子熟練，

加上他才剛學會幾天，玩起來當

然我比較容易贏。

結果玩著玩著，我贏的次數

越來越多，已經遠遠超過他贏的

次數。眼看就要接近最後關鍵一

局了，兒子突然賴皮要求我說能

不能「放水」讓他贏幾局，這樣

才不會太快就結束。

我剛開始對他的要求認為是

開玩笑，也就沒太理他，隨著牌

局進行下去，看來局勢對他越來

越不利，他也就更加要求我要

「故意」讓他贏等等。

最 後， 當 然 我 沒 有「放

水」，我也贏了最後一局，成為

今天的贏家。但是，我沒有就此

結束今天的牌局，我開始重新發

牌，然後把所有牌都攤開，好好

地跟他說明我出牌的策略，以及

要他想想他的策略是否哪邊有問

題，可以如何來改進。

兒子悟性很高，兩三回練習

下來，他也學到了好幾招我常用

的策略，也感覺到他自己的技巧

更上一層樓。

結束後我也把握機會再跟他

交流。我說：「其實我當然可以

故意『放水』讓你贏，但這樣你

並沒有辦法從中學到任何技巧或

能力，只是表面上贏了而已，那

又如何？你認為這樣可以得到甚

麼？」他聽懂了，也不好意思的

搖搖頭說：「得不到任何東西，

只是自己欺騙自己。」

我接著跟他說：「沒錯，要

別人放水讓你贏，你也只是得到

虛名，結果連你自己都不會認為

你跟別人實力可以在同一層次

上。反而是像這樣教你，你才能

真正學到東西。所以以後任何事

物，不懂或不熟悉，所以表現不

好或比賽輸了，都不要灰心或生

氣。反而可以虛心請教他人，請

教贏你的人，比你厲害的人，請

他指導你一下，或教你一下技

巧，這樣你才能真正進步。」

兒子聽了很開心點點頭，我

也知道他今天不只學會了新的紙

牌技巧，更重要的是，學會日後

待人處事的真正道理與正確的態

度，才能讓自己不斷成長，不斷

提高呢。

（一）暴 孤
很多年前，曾經有一個古老

的國度，它曾經擁有過燦爛的文

明。然而一次突如其來的災難降

臨在這裡了，之後，人們以為那

個古老的國度已經在這個藍色的

星球上消失了，流落在外的子民

只好把它封存在記憶的深處。但

它並沒有消失，只是與世隔絕

了，這座孤島便是這個古老的國

度的遺址。

有一天，一個殘暴的人做了

這個孤島的國王，他憑藉恐怖二

字來統治這個孤島，於是人們暗

地裡叫他暴王。

當年災難來臨時，老君王覺

得國之不幸是君之過錯，於是把

責任承擔下來。災難過去了，古

老的國度損失慘重，但沒有滅

絕，老君王卻因為勞累、憂鬱而

終。一些賢明的大臣也很傷心，

不願再管理這個讓人傷心的國

度，隱居進了深山老林。古老國

度就只剩下了一個孤島，這時暴

王便趁機占取了王位，並宣稱：

「由於老君王對自然畏懼，結果

災難來了，人們沒有戰勝它，古

老國度之所以差點滅亡，老君王

就是罪魁禍首。」 而他要從此帶

領人們戰天鬥地。

當初暴王占取王位時，並不

是所有的人都心悅誠服。他二話

不說，就把不服從的人都殺掉

了，而且告訴人們：「那些人是

罪魁禍首老國君安排下的舊部，

他們也會給這座孤島帶來災難，

所以必須把他們殺了。」有的人

半信半疑，有的人知道真相卻也

不敢吱聲了。而暴王命令把這套

理論寫入了教科書中，結果多少

年後，人們再也弄不清楚到底那

是一段怎樣的歷史了。新長大的

人們對暴王的說法倒深信不疑，

但是人們仍然不喜歡他，因為他

實在不是甚麼好人。其實在他的

統治下，人們已經忘記甚麼是好

人了，只是在心靈深處覺得他肯

定不是好人。

每隔一段日子，都會有一股

強烈的海風從這孤島上刮過，讓

人心驚膽戰。從那凜冽的呼嘯

中，暴王常常聽到前國君嚴厲的

斥責聲，他很害怕。令人在島的

四周築起了厚厚高高的牆，並在

上面塗上了他殺的那些人的血。

他喜歡血的顏色，看到那種

顏色，他就覺得只要誰不聽他的

命令，就能夠把他的血塗在牆上

面，這樣他就覺得再也沒有人敢

不服從他了。圍牆竣工了，暴王

手下人宣布：「國王為國民立了

豐功偉績，讓國民免受海風之

苦！」

但人們再也不能出海了，因

為牆上沒有門，牆根還栓著食人

獸，牠們整天望著、聞著牆上的

血卻吃不著，於是常常逮住在牆

腳下觀望外面世界的人，把他吃

掉。

國王重新制定了法律：嚴禁

去牆邊，否則就是找死。於是再

也沒有人敢靠近牆半步。

（二）絕乎?
以前，有個經常在海上漂流

的老人，他知識很淵博，人也很

和善，時常來到這座島上歇歇

腳，他有著永遠也講不完的故

事，所以見過他的人都很喜歡

他。但是後來他來的次數少了，

據說是有人見到暴王找了他，說

不讓他到這島上來。而他是個十

分和善的人，從來不與人爭，於

是就來的少了。

後來，牆築了起來，他就再

也沒有來。這樣人們在這孤島圍

城裡度過了好多年，一代人漸漸

的老去，而新一代從島上長大

的人，思想裡全是暴王的那些 
理論。

漸漸的人們討厭並嘲諷這些

理論，當然沒有人敢去嘲諷暴

王。因為人們已經習慣了謊言做

成的恭維與讚歌，已經忘記了天

賦的人權，忘記了廣闊的大海，

忘記了浩瀚的天空，忘記了自由

自在的漂流、自由自在的飛翔。

於是，人們就在麻木中生活著，

在愚鈍中生活著。

這一片土地也變得汙穢與腥

臭，多病，令人窒息。空氣汙染

了、水汙染了，食品裡也有了很

多毒素，人心也變得骯髒，很多

人無緣無故的死去。「古老的國

度可能沒救了……」一位智者望

著夜空憂心忡忡的說，剛說完，

一顆流星從天邊滑落。

第二天，有人發現了老智者

的屍體，他和一條食人獸同歸於

盡了，但是沒有人知道他為甚麼

要這樣做。

(三)民間 未斷緣
老智者離開了這個世界，也

許他已經到了該離開的年齡。

人們稍稍表示了一下惋惜，

很快便將他忘記了。在這片土

地上，人人都在感嘆著「難得糊

塗」，人們不需要智者的幫助。

這兒的人已經養成了一個心理習

慣：只有當他用得著你的時候，

才會想起你。

沒有了智者，人們一樣如同

往日的活著，沒了誰地球也照樣

自轉。而智者臨終時留下的預

言，好像也並沒有出現，於是日

子一天天的過去了。人們已經習

慣了暴王的統治，不再關心他又

下甚麼命令，轉而埋頭關注自己

的生活，想盡辦法讓自己過的好

一點，比別人強一點。暴王也希

望這樣，沒有人再來挑他的毛

病，因為他最害怕這個了，這樣

他就會比別人過得都好。

孤島漸漸繁華起來，不管是

粉飾，還是金玉其外敗絮其內，

反正這裡的花花東西多了，人們

生活中的事情也多了起來，人們

都在為自己的生活奔忙著。

孤島的東北角是一個有山有

水的好地方，那裡有一個熱鬧的

街市，買的、賣的、跑腿的、算

命的……各行各業的人們在自謀

生計。街頭上坐著一個老人，面

前擺了一局殘棋。每天他都來，

好多年過去了，人們都認識了

他。

棋是祖上傳下的，誰來都給

下，輸了給他五角錢。

「若是我贏了呢？」有人問。

「這個你可以拿去，准虧不

了你。」他指指身邊的一個小紅

木盒子，顏色一看就是祖傳的古

物寶貝。

但這些年來，從來沒有人能

贏過他，他也就以此做了生計。

一些有心人就不信破不了這局

棋，於是把殘棋的布局畫下來，

拿回去專門一招一招地試，結果

將所有的招術都試了一遍，也沒

有找到可以贏他的棋路。但是，

仍然不斷地有人來他這兒下這局

棋，兩個人下棋，一群人觀棋。

（待續）

詩 詞 賞 析

殿上虎是這樣教出來的

文 |劉長風

寓 言 故 事

孤島 上
本文圖片：ADOBE STOCK

在煙波茫茫的海面上，有一座隱秘的孤島。

一次災難降臨

之後，人們以

為那個古老的

國度已經在這

個藍色的星球

上消失了。

街頭上坐著旳老人面前擺了一局殘棋。每天他都來，好多年過去了，

人們都認識他了。

劉安世，字器之，是北宋中晚期的名臣，以敢言直諫而

著名，被時人稱為「殿上虎」。劉安世之所以能成為正

直的人，是與他所受的教育有關，因為他有一位好的老

師司馬光，還有一位好的母親。

文 |軼飛
文 |張季民

劉
安
世

公有領域

紙牌遊戲的體悟

（圖片來源：Jack Hamilton / Unsplash）

送靈澈上人
劉長卿（唐）

蒼蒼竹林寺，

杳杳鐘聲晚。

荷笠帶斜陽，

青山獨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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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你好：

我女友在和我交往前，有一

個感情很好的異性朋友，這位朋

友在社會中地位高、精明能幹，

懂得很多事情，人脈廣，在商界

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女友和

他時常聯絡，不管工作上的合作

還是私下的玩樂，他們的聯絡都

很頻繁。我很在意他們感情太

好，尤其是有時我們約會時，對

方還會常打電話過來，然後他們

就開始講，當然很多是工作上的

事情，可是我覺得心裡很不舒

服。我和女友溝通過，女友說他

很厲害，有時工作的確需要他的

意見、手腕和人脈。我也知道他

做人很圓融，有時還會常送什麼

音樂會的票給我們，我知道其實

是我自己的妒忌心作祟，所以我

也試著放下對他們的猜疑。

可是有一天假日，她跟我說

要去公司和他討論一下案子，我

雖然不開心但也讓他們去了，可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費斯汀格

有一個很出名的行為理論，被人

們稱為「費斯汀格法則」：生活

中的 10% 是由發生在你身上的

事情組成，而另外的 90% 則是

由你對所發生的事情如何反應所

決定。要想讓自己對所發生的事

情能有比較恰當的反應，就要加

強自身修養，努力改變自己，請

永遠不要做以下 10 件事：

1、不要和爛人爛事糾纏
有人曾說，人生要有不較勁

的智慧。不與同好爭高下，不與

傻瓜論短長。和錯的人糾纏，只

會把你拖入污濁的泥淖。不要與

爛人爛事糾纏，因為你的好時光

只值得用在一切美好的事情上。

2、不要太閑
忙的時候累是累了點兒，但

為有意義的事情忙碌就會充實滿

足；閑的時候雖然舒服，但閑得

久了人就會生鏽。不要在該奮鬥

的年紀選擇安逸，不要碌碌無為

還安慰自己平凡可貴。

3、不要只走好走的路
人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

個，就是你的能力跟不上你的理

想。不要只走平坦大道，阻力小

的路即使走得再久也難以跳出固

有思維。無限美景在險峰，未走

過的崎嶇之路才更有魅力。

4、不要把幸福寄託在別人
身上

不要把幸福依附在別人身

上，因為人會變，情會散。人生

的路總歸是要自己走，沒有人能

代替你幸福，也沒有人能為你的

幸福買單，自給自足的幸福才不

會患得患失。

5、不要總等一切都準備好
才開始

天時、地利、人和，萬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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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後來我卻在事後偶然看到他們

在公園裡的照片，雖然是我女友

的單獨照，但我真的有晴天霹靂

的感覺，怎麼去公司變成去公

園？女友說因為最近他工作上有

些瓶頸，所以談完後想去散心，

雖然我女友這樣解釋，但我卻有

種他們感情開始了的感受？！

後來我越來越不能忍受他們

的聯絡，最後我要求女友不要再

和他有來往，女友說我為什麼這

麼小肚量，說如果失去這個投資

夥伴會造成她事業上很大的損

失，如果我不能幫忙，為什麼還

要阻撓她，可是我真的很在意他

們的感情。也許是對方條件比我

小中你好：

雖然說工作與感情是兩回

事，只是他們兩過去曾經是戀人

的關係，從這一層來看你的擔心

就不是沒有理由的。然而如果任

由你的猜疑、妒忌心繼續發展下

去的話，可以肯定的是你們的戀

情一定會提早劃上句點。

相信你很在乎這份感情，也

了解女友是個事業心很強的人，

然而從她願意成為你的女友這點

來說，你一定也具備某些優點吸

引著你的女友，你不但沒能好好

發揮自己的長處，卻因為女友過

去異姓朋友的社會背景和種種優

勢對自己失去信心，這點很可能

成為你的致命傷，有礙彼此感情

正常的發展。所以首先你要先釐

清為什麼她們會從戀人到事業夥

伴，你們又是在什麼情況下成為

一對戀人？最原始的問題中有你

要澄清的重點，不要忽視這重要

的前提，對你們戀情的發展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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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4月29日

金諾橘

 T.O.V’s 連莖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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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lantro 3 for .98
Green Cabbage .68
Local mini cukes .68
Kinno mandarins .88/lb
Ambrosia .78/ln
Ginger $1.48/lb
T.O.V’s $1.68/lb
Bananas .48/lb

$30 = Free 3 pack romaine hearts
 Local Mini Cukes 本地小黃瓜  Kinno MandarinsGreen Cabbage 捲心菜Cilantro 香菜

GingerAmbrosia 聖芳蘋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鮮薑

$16868 lb

 Bananas 香蕉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3 pack and get a free 3 pack 
romaine hearts.romaine hearts.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3 顆生菜。

$08888
lb

$0 6868
lb

$0 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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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68
lb

$09898
3

$14848
lb

$00484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

曼麗小語：放下不必要的

攀比，同時從各方面提高

個人素質充實自己專業。

凡事盡心盡力，一切隨

緣，以真摯的心珍惜這份

感情。

人
生
茶
坊

 ◎ 文：曼麗夫人 
 ◎ 圖：Adobe Stock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中

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情的

到來，婚姻的締結，與婚後

的柴米油鹽時，總有說不

完的橋段。如何在其中愛得

自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圓

滿，讓曼麗夫人陪您一同探

討現代男女情感世界中的

難題，讓愛的世界增添更多

美麗的傳奇！

備固然能無往不勝，但這樣的時

機往往少之又少。不要總等準備

好了才開始，絕大多數的奇蹟都

是人為之後才遇上了天時地利。

6、不要太早下結論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不要

對任何事太早下結論，這一刻的

陰霾或許下一秒就是柳暗花明；

「畫皮畫骨難畫虎，知人知面不

知心」，不要對任何人太早下結

論，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你要

細細品評方能明辨善惡。

7、不要把糟糕的一面留給
最愛的人

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把最差

的脾氣和最糟糕的一面都給了最

親近的人，卻把耐心、寬容給了

陌生人。

8、不要浪費時間一再地向
別人解釋自己

重要的人，不必解釋他也自

然懂你；不重要的人，千言萬語

他也未必放在心上。漫漫長路，

你只管走自己的路，管他閑言碎

語，無愧於心足矣。

9、不要總是和別人比較
不要拿自己的短處和別人的

長處比較；不要去羨慕別人擁有

的而輕賤自己擁有的；不要在比

較中迷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你只要比曾經的自己優秀就好。

10、不要對過去的事情耿耿
於懷

往事如煙，過去的不能更

改，也不能抹去。人心似海，放過

去的過去，才能讓未開始的開始。

永遠不要做的永遠不要做的1010件事件事

好太多的關係，我知道其實是我

害怕失去，害怕被女友拿來比

較，害怕他們真的有一天在一

起。我知道我的擔憂不是沒有道

理，我應該怎麼樣調適比較好？

小中

關鍵性的影響力。

交朋友很重要的一點是互相

信任。既然現在她選擇了你，把

你當作自己可以信任的男友，這

份信任是彌足珍貴的，那麼你就

應該全心全意地去經營這份感

情。從各方面關心、呵護、體

諒，只要彼此有緣，就不必過分

擔心她在工作上與異性的相處；

反之，如果你因為自己的牽掛和

憂慮而頻頻責怪女友，只會讓人

笑話你的信心不足，節外生枝，

你們的未來很可能是一條坎坷的

感情路。

好好審視自己的心態，同時

清楚自己的優勢，你才能重新找回

自信，所有的疑慮與困擾才能煙

消雲散。放下不必要的攀比，同

時從各方面提高個人素質充實自

己專業。凡事盡心盡力，一切隨

緣，以真摯的心珍惜這份感情，

並且加強彼此的溝通，拿出你的

誠意和耐心，希望你們開出美麗

的愛情花朵。曼麗祝福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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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女友的異性好友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2 看娛樂 Entertainment 第103期     2020年 4月 23日—4月 29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喬丹再創奇蹟

記錄片引610萬人觀看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肆

虐全球，美國知名歌手卡卡

（Lady Gaga），日前廣邀歌手

與世衛組織（WHO）合作，

通過統籌直播慈善音樂會籌

款。在募款活動開始前，卡卡

公開讚揚一直為中共站臺的

WHO 秘書長譚德塞是「超級

巨星」，引髮網友質疑：「腦

袋卡卡了嗎？」

就在對 WHO 的批評聲

浪四起之際，WHO 請出美國

知名歌手卡卡（Lady Gaga）
籌辦「同一個世界：共同在

家（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群星慈善音樂會募

款，包括山姆史密斯（Sam 
Smith）、 詹 妮 弗． 洛 佩 茲

（Jennifer Lopez）、席琳．迪

翁（Celine Dion）、小天後泰

勒絲（Taylor Swift）以及香

港歌手張學友、陳奕迅等在內

的數十位歌手參加。

有眼尖的網友發現，在

接力歌唱的直播中，張學友、

陳奕迅的國籍皆被標注為「中

國」，而中國鋼琴家郎朗被標

注的則是「美國」籍，引髮網

友議論。

剛參與完演唱後不久，參

與演唱的山姆．史密斯（Sam 
Smith）在受訪時透露，自己

感染武漢肺炎的消息，他坦承

沒做檢測，但直呼：「我確信

我百分之百中鏢了，我所有讀

到的資訊全都指向如此（染

病）」並透露，自己是經過自

我隔離 3 週，身體狀況才好

轉。

在演唱前一天，負責統

籌演唱會的卡卡在視頻中大讚

WHO 秘書長譚德塞：「是超

級巨星！」譚德塞也回應對卡

卡只有感激，兩人一搭一唱的

唱雙簧，在全球批評譚德塞的

聲浪中，引來不少網友撻伐：

「是腦袋卡卡嗎？」更有網友

反諷的表示：「「譚導確實很會

演，的確適合當演員啊」「隱

匿界跟排臺界巨猩。」

事後有網友起底發現，卡

卡的母親辛西亞去年 5 月獲

WHO 任命為親善大使中的心

理健康大使，與 WHO 關係非

比尋常，讓網友直呼：「難怪

她會公開稱讚譚德塞。」

【看中國訊】記錄「籃球

之王」喬丹（Michael Jordan）
在公牛最後一季時光的記錄

片「最後一舞」4 月 20 日開

播後隨即引起廣泛迴響，不但

NBA 球員猛在推特上發表感

想，該片也成為體育電視頻道

ESPN 史上最多人觀看的記錄

片。

美國職籃 NBA 在 3 月中

因為武漢肺炎疫情而被迫暫

停，無球可看的球迷對任何籃

壇的動態都充滿渴望，這讓

ESPN 決定提前 3 個月，為引

頸期盼的粉絲，獻上這部原訂

6 月要推出的記錄片「最後一

舞」（The Last Dance），讓籃

球迷和其他運動的粉絲的心終

於有所寄託。

ESPN 21 日表示，每集

60 分鐘的「最後一舞」，20 日

播出的前兩集平均有 610 萬人

觀看，成為 ESPN 史上最高收

視的記錄片。

一 共 10 集 的「最 後 一

舞」， 以 過 去 未 曾 曝 光 的

影 片， 陳 述 喬 丹（Michael 
Jordan） 和 芝 加 哥 公 牛 在

1997-1998 球季，尋求他們 8
個球季內第 6 座冠軍的故事。

20 日播出的前兩集中，也提到

喬丹大學時代和剛進 NBA 的

情景。已退休和現役的 NBA
球員，顯然對他們看到的影片

印象深刻，紛紛在推特留言點

讚。

「最後一舞」的第 3、4 集

將在 26 日美東時間晚間 9 時

播出。ESPN 也將在當天晚間

7 時重播前兩集。

【看中國訊】劉若英 17 日在

臺灣新竹內灣古色古香的舊戲

院舉辦「劉若英陪你線上演唱

會」，一連演唱 14 首歌曲，演

唱會透過相信音樂 YouTube、
Facebook、LINE MUSIC 等

10 個社群平臺同步直播，精彩

演出讓螢幕前的歌迷們大飽耳

福，全球累積 1.5億觀看人次。

劉若英原訂 3 月舉辦的演

唱會，受疫情影響延期，在這

段不能與歌迷見面的日子裡，

熱愛唱歌的她，希望透過社群

與歌迷相互打氣，直到今年原

訂的世界巡迴演唱會「飛行日」

見面的那一刻。

直播一開始，劉若英就挑

戰個人主持，從音響、訪問到

導播、燈光等等，透過鏡頭帶

著歌迷看見平時隱身於臺後的

每一位人員。

當晚 8 點時間一到，她準

時在戲院的紅色帷幕前，柔聲

優美的唱著《這個世界》、《陪著

你》、《飄洋過海來看你》，接著

她說：「有很多心情無法用言語

表達，我可透過這些歌表達。」

演唱會歌單以陪伴、相

愛、初衷為三大主軸，劉若英

唱出在生活中紛擾的時候，需

要朋友間的問候、親情的陪

伴、愛情的溝通，她以溫暖成

熟的嗓音，娓娓訴說音樂中的

故事與觸動心靈。

線上直播演唱會是當下與

歌迷互動間的新嘗試，雖然無

法與粉絲們面對面，劉若英仍

貼心在線上回覆留言。最後演

唱《快樂天堂》時，劉若英也衷

心期望這世界越來越好，等待

她的「飛行日」演唱會再相見，

為演唱會畫下完美句點。

譚德賽是「巨星」？

Lady Gaga言論遭批駁

全球1.5億人觀看
劉若英線上演唱會

劉若英線上直

播演唱會，精

彩演出讓螢幕

前的歌迷們大

飽耳福。（自

由時報）

「共和國脊樑」倪萍，近日被爆與丈夫楊亞洲

已經移民美國，兩人在美國擁有兩套房產，第

一套在賭城拉斯維加斯，另一套在洛杉磯。

美國知名歌手卡卡（Lady Gaga）公開讚揚一直為中共站台的

WHO祕書長譚德塞是「超級巨星」，引發網友質疑：「腦袋卡

卡了嗎？」(Getty Images) 

舊聞熱炒

 倪萍大姐終於「走了」
【看中國訊】近日，一篇標題為「倪萍大

姐終於走了，永遠離開了我們」的貼文在華

人圈熱傳。乍一看還以為倪萍出了意外，看

內容才發現原來講的是倪萍離開中國、移民

美國的事情。雖然是多年前的舊聞，仍然引

來大批網民圍觀熱議。

該文作者寫道：大陸知名藝人——前全

國政協委員倪萍，被爆與丈夫楊亞洲已經移

民美國，兩人在美國擁有兩套房產。倪萍還

在美國註冊公司，大有一展商才之意。

記者為核實傳聞，查詢了相關記錄，

找到了相關購房契約，證實一對英文名字

為 Yazhou Yang 和 Ping Ni 的夫婦分別於

2012 年和 2014 年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購入兩

套住宅。導演楊亞洲與倪萍多次合作，兩人

於 2005 年低調成婚。

這夫妻倆真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

雙。丈夫是知名導演，專拍愛國電影。倪萍

是央視主播，大紅大紫、無人不知。她曾

經是全國政協委員，經常在央視煽情，揮

灑熱淚，表演「愛國秀」，在她當了多年全

國政協委員後，她告訴記者「我從來不投反

對票，因為我——是愛國的」，因而被授予

「共和國脊樑」稱號。

但是，他們終於還是走了，移民美國了。

他們在中國賺足了眼球，也賺足了金

錢，他們將財富轉移到了美國，開始了人生

最滋潤的享受。網友：他們完成了人生最

華麗的轉折，由他們賣力弘揚的「一顆中

國心赤誠不改」轉折到了「一顆美國心永

遠真愛」。

據悉，像倪萍這樣煽情中國老百姓所謂

「愛國」、「反美仇美」，自己卻轉眼移民美

國，或把孩子生在美國的大陸名人與中共官

員比比皆是。中國民間流傳的一句「反美是

工作，赴美是生活」，應該就是對「共產黨

脊樑」們的最好詮釋了吧。

「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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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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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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員工採取的措施：
使用店內各處的洗手液

保持社交距離

回家給所有貨物消毒

正確洗手，勤洗手

帶手套，並經常更換新手套

保持社交距離

收銀員需頻繁地進行信用卡機消毒

使用店內各處配備的洗手液

我們建議顧客：

感謝您的理解。

2020 年 3 月 31 日 特價商品展示讓我們一起採取措施，嚴格控制病毒傳播。

本文圖片：ADOBE STOCK

◎ 文 :邊吉

蔬菜切丁可以縮短加熱時間，保留更多鮮甜滋味；混合多種蔬菜丁烹調，顏色豐富，老人小孩咀嚼順

口，胃口大開。

蔬菜丁美味料理

作法

節瓜、洋蔥、紅蘿蔔、木耳先切細
絲，再改刀切末。

熱油鍋，放作法，翻炒均勻，炒
熟即可。

剛煮好的白飯加上作法和奶油、
加調料，輕輕翻攪均勻。

抓取一拳頭量的作法，捏成小
小拳頭狀。

飯糰放在芝麻上滾動沾裹均勻，
即可上菜。也可以用海苔碎粒取代

芝麻，變化不同風味。

米飯 2 碗、節瓜 150g、洋蔥
100g、紅蘿蔔 100g、木耳 1片、奶
油 4g、白芝麻適量。
調料：鹽、芝麻香油適量。

食材

拳頭飯源自韓國傳統。古時候的

人將飯做成拳頭般的大小，方便

帶出門吃。拳頭飯流傳至今，也

是頗具代表性的美食。

1 蔬菜拳頭飯

作法

食材切丁備用。
起油鍋，倒入蛋汁，加點兒鹽，炒
到全熟，盛起備用。

接著再加1大匙油，放入洋蔥炒出
香氣，加入與紅蘿蔔，翻炒均勻。

續加入蘑菇、茄子、芹菜、木耳，
翻炒均勻，茄子軟化，加鹽，炒至蔬

菜汁液快收乾。

放入白飯和炒蛋，灑點兒黑胡椒，
翻炒均勻即可熄火。

米飯 2碗、雞蛋 1個、洋蔥 1/4個、
紅蘿蔔 50g、西芹 50g、蘑菇 3朵、
茄子 100g、木耳 1朵。
調料：鹽、黑胡椒適量。

食材

炒飯的美味條件除了粒粒分明，

還有美味的配料。蔬菜丁體積

小，受熱面積大，加熱時間短，

更能保留蔬菜的鮮甜。

2 蔬菜炒飯

作法

 備料：蔬菜洗淨瀝乾，均勻切小丁；

蒜頭切末備用。

 中小火加熱 2大匙油，下洋蔥、大
蒜，直到洋蔥炒軟化；加 2大匙油，
下茄子炒軟。

 續下節瓜、彩椒，節瓜炒軟；下西紅

柿炒軟。

 加調料，持續翻炒2分鐘融合入味，
最後加入新鮮香草提味即可。

洋蔥 1個、茄子 300g、節瓜
300g、彩椒200g、西紅柿300g、
橄欖油 4大匙、蒜頭 2瓣、新鮮香草
1小把。
調料：普羅旺斯香料 1大匙、黑胡椒、
鹽酌量。

食材

接近初夏，市場裡蔬菜顏色愈發

繽紛，法式燉菜正是品嘗時令的

最佳料理。蔬菜丁燉煮融合，冷

吃、熱食、單吃、拌麵都好。

4 法式燉菜

作法

蔬菜切丁；雞蛋加 1小匙鹽，攪拌
均勻備用。

熱鍋，加奶油；下蛋液，持續攪
動，大約 30 秒後停止動作，讓蛋煎
定型，兩面煎金黃。

原鍋加入絞肉，炒微焦，下蔬菜
丁，燜煮 10分鐘，加調料，翻炒均勻
即熄火。

煎蛋包裹作法，擺盤時可以切
開蛋皮，露出裡面的餡料，上面點綴

一些香菜。

雞蛋 4個、洋蔥 1/4個、蒜頭 1瓣、西
紅柿 200g、絞肉 200g、奶油 1匙。
調料：醬油 1大匙、糖 1小匙、鹽、胡
椒粉、香油適量。

食材

蔬菜丁的鮮甜與雞蛋的香嫩是絕

佳搭配，大人小孩都喜愛，特別

適合在早午餐，家人團聚共享。

3 蛋包蔬菜絞肉

土
豆

甜
椒

洋
蔥

芹
菜

胡
蘿
蔔

1

2

3

4

 適合切小丁的蔬菜
各種蔬菜都有適合的切法，

掌握正確的切法，可以吃到更多蔬

菜的美味。適合切小丁（1cm 左右）

的蔬菜，有土豆、紅蘿蔔、地瓜、

紅甜椒、黃甜椒等。

 蔬菜丁保存方便
蔬菜保存是每位媽媽的廚

房功課，想延長茄子的食用期限，

只要切掉茄子蒂頭，將茄子切丁浸

泡在清水，防止果肉變色，擦乾茄

子，放入保鮮袋中冷凍保存。

紅蘿蔔的營養價值高，但

特有的腥味卻令許多孩子避之唯恐

不及。其實，只要將紅蘿蔔切成小

丁，就算加熱時間不長，也能去掉

生腥味，釋放出蔬菜的鮮甜。

紅蘿蔔很適合冷凍保存。先

將紅蘿蔔切細條，再改刀切小丁，

放進夾鏈袋，壓平密封冷藏。需要

使用時，只要取出紅蘿蔔，不用解

凍，直接放進鍋子裡煮。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4 看養生 Health 第103期  2020年 4月 23日—4月 29日   

❺❶❷❸

③④⑤⑥

現代健康新理念30貼士保健
常識

社會大眾已普遍關注食物的

安全、食品的大小與包裝上的警

語標示，而幼童的好奇心重，異

物梗塞的物品不單侷限在食物，

小的零件或物品都有可能是他們

誤吞的東西，必須將意外傷害防

護的觀念落實到日常生活中，同

時學會「哈姆立克急救法」，才

能避免意外的發生，並將傷害降

到最低。

容易造成梗塞的物品

家長都認為「家」是安全的

地方，而未多加注意，而且父母

無法隨時都盯著孩子，因此日常

生活中應特別注意容易造成學齡

前孩童誤吞的物品，同時避免提

供易造成梗塞的食物。

危險易誤吞物件：玩具、鈕

扣、硬幣、電池、橡皮擦等。幼

童好奇心重，總喜歡把東西放進

口中嘗試，應注意不要讓小孩在

無成人看護下，接觸到這類物

品。

易造成梗塞的食物：堅果

類、爆米花、有籽的水果（如：

荔枝、龍眼、葡萄）、硬的水果

得鬆軟，夾子一夾就碎，掉往更

深的細支氣管。經過十幾年的從

醫經驗後，姚侑廷醫師在家中發

展了一套飲食哲學，來預防異物

梗塞，如：3 歲以下不吃蒟蒻果

凍、6 歲以下不吃花生米、假牙

多不吃含刺的魚肉、年紀太大不

吃麻糬。這些看似尋常的飲食，

其實也是潛伏著各類危險，不可

不慎。

呼吸道異物梗塞症狀

症狀如：咳嗽、雙手抓著自

己的脖子、表情難過、軟弱無

力、聲音變小聲，甚至講不出

話，嚴重可能呼吸異常困難，嘴

唇發紫。

如何處理呼吸道異物梗塞

❶輕度呼吸道異物梗塞

有嚴重且時間較長的咳嗽，

應該懷疑有異物梗塞，當患者仍

可呼吸，可鼓勵患者用力咳嗽，

切勿干擾患者自發性的咳嗽與呼

吸，避免拍打其背部，也不能要

患者喝水，如咳嗽在 1 ～ 2 分

鐘內無法緩解，應盡快撥打急救

2

臺灣諺語：「嬰兒一

眠大一寸。」嬰幼兒的生

理特性與大人很不同。

電話求助或送醫。

❷嚴重呼吸道 
   異物梗塞（1歲以上）
當患者出現呼吸困難、無

法出聲或呈現缺氧狀態時，應

盡快撥打急救電話求救，同時

協助施行「哈姆立克急救法」

（Heimlick Manuever，異物梗

塞處理法）。一歲以上幼童也適

用，可依需求減小力道，步驟如

下：

（1）至患者後方，雙腳成

弓箭步，前腳膝蓋置於患者胯

下，上半身靠近患者或貼緊背

部，穩住患者，預防跌倒。

（2）一手握拳（大拇指與

食指形成之拳眼面向肚子）放

於上腹部正中線，位置於肚臍上

緣，另一手抱住放好之拳頭。

（3）雙手用力向患者的後

上方，快速瞬間重複推擠，頻率

約 1 秒 1 次，且隨時留意是否

有異物吐出，直到傷、病患意識

喪失或異物被排除為止。

（4）必要時施行心肺復甦

術（CPR）。

熱學說等，「小兒變蒸」更是探

討嬰幼兒快速生長發展的理論學

說。

「變蒸」是 
成長發育的生理現象

「變蒸」，首見於西漢王

叔和的《脈經 · 評小兒雜病證第

九》：「小兒是其日數應變蒸之

時，身熱脈亂，汗不出，不欲

食，食輒吐者，脈亂不苦也。」

「變蒸」是指小兒在 2 歲以內，

由於生長發育的旺盛，其血脈、

筋骨、臟腑、氣血、神志等各方

面，都在不斷地變化，蒸蒸日

上，每隔一定的時間，就有一定

的變化，並且還可表現出一些症

狀，如：發熱、煩吵、出汗等，

但無病態，是小兒精神、形體階

段性生長發育的一種生理現象。

明代小兒科醫師萬全所著

《幼科發揮》形容「變蒸」時，

說：「變蒸非病也，乃兒長生之

次第也。兒生之後，凡三十二日

一變，變則發熱，昏睡不乳。非

病也，恐人不知，誤疑為熱而汗

下之。誅罰無過，名曰大惑。或

誤以變蒸得於胎病中者。」小孩

三十二日一變，有時無故體熱，

睡眠時間拉長，在中醫來看，是

正常的，是生長發育的一種徵

象，若此時給予退燒解熱藥，反

會斲傷小兒幼體，造成反效果。

宋代兒科聖手錢乙以臟腑

經絡的發展來描述「變蒸」，

他的著作《小兒藥證直訣 · 變
蒸》中指出：「一變生腎志，

二變生心喜，三變生肝哭，四

變生肺聲，九變生脾智，十

變後六十四日手能持物足能

行立。」一變生腎、二變生膀

胱、三變生心、四變生小腸、

五變生肝、六變生膽、七變生

肺、八變生大腸、九變生脾、

十變生胃，並同時以《周易》

來說明「變蒸」日其臟腑的發

展；以「天一生水，第二生火」

為序，腎屬水，在數為一，故

先變，水為精、為瞳神，二個

月大時很容易隨著物體或人

的活動而轉動頭及眼睛；心屬

火，在數為二，其志為喜，故

四個月後小兒可以被逗笑；肝

屬木，其數為三，在體為筋，

故一百九十二日，正當半歲時

可坐；肺屬金，其數四，肺為

發聲之器，故二百二十四日後

咿啞習語；脾屬土，其數五，

土之精為肉，脾主四肢，故

三百二十四日後可站立行走；

包絡與三焦相配，故週歲後，

小兒變蒸 一眠大一寸

育兒

寶典照顧幼童必學的「急救法」
異物梗塞的消息

時有所聞，嚴重者
將造成患者成為植
物人或死亡，看似
稀鬆平常的進食，
一不注意都有可能
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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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中下三焦、五臟六腑形神初

俱，可坐立行走，嘻笑言語。

小兒運動發育有規律

唐代藥王孫思邈也描述了

嬰幼兒生長發育的一般規律。

《千金要方 · 少小嬰孺方》云：

「凡生後六十日瞳子成，能咳

笑應知人；百日任脈成，能自

反覆；百八十日尻骨成，能獨

坐；二百一十日掌骨成，能匍

匐；三百日髕骨成，能獨立；

三百六十日膝骨成，能行。」表

示小兒運動發育有自上而下，

由近到遠，從不協調到協調，

先正向、後反向動作的規律。

嬰幼兒的生長發育，精神與

肢體是同時發育，兩者是同步

的。如《千金要方》指出：「變者

變其情智，發其聰明；蒸者蒸其

血脈，長其百骸。」說明「變」

主要指精神發育，「蒸」主要指

形體發育，兩者是「變且蒸」。

或肉塊、熱狗、香腸、糖果、果

凍、棉花糖及口香糖等。孩子進

食時，若狼吞虎嚥或邊吃邊玩，

可能會不小心將食物吞進氣管，

導致氣道阻塞而窒息。幼童在進

食的時候，應特別挑選安全的食

物，並將食物切細，要求孩子細

嚼慢嚥，切莫在進食期間跑跳、

嬉戲或不斷說話。

姚侑廷醫師在臉書分享，身

為耳鼻喉科醫師，臨床最怕的有

三個大魔王，其中之一便是異物

卡在氣管，短時間內，患者可能

就會失去寶貴的生命。而氣管異

物中，花生最為可怕，因為掉到

氣管中的花生，吸了水氣後，不

只會膨脹，塞得更嚴重，還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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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❸嬰兒呼吸道 
   異物梗塞（1歲以下）

臺灣靖娟基金會分享，1 歲

以下嬰兒異物梗塞急救處理措施

5 大步驟：

（1）手放下巴撐頸部：大

人以手臂撐住小孩身體、手指扶

住下巴。

（2）臉朝下頭低於胸：讓

臉部朝下，頭比胸低的依靠在大

人大腿上。

（3）掌根拍背 5 下：以另

一手掌根於兩肩胛骨中點處連續

拍打 5 下。

（4）翻正面頭低腳高：接

著翻回正面，頭比胸低的依靠在

大人大腿上。

（5）兩乳中點壓 5 次：以

兩根手指頭於兩乳頭連線中點處

下方連續下壓 5 次，每次需達

1 ～ 2 公分。

若仍未吐出異物，則重複背

部拍打及擠壓上腹部的動作，直

到東西吐出為止。

❹意識不清患者

《Care online》介紹，若患

者已經意識不清倒下，需要謹記

施救口訣——「壓、挖、吹」。

（1）壓：讓患者仰臥平躺，

協助 CPR，CPR 的壓胸過程可

能幫助擠出異物。

（2）挖：定期檢查口腔喉

嚨是否有卡住的異物，如果有，

可用手指挖出來，但要注意不要

亂挖，以免異物愈卡愈深。

（3）吹：挖完後，口對口

吹氣，如果吹不進，就重複從

壓胸做起。

急救措施應做到異物清

除，或者有更好的急救人員接

手。

意外總是突然發生，因此

照顧幼童時，應該特別注意收

拾危險物品，要求孩子正確的

飲食習慣，並且學習基本急救

術，稍做練習，以避免發生無

法挽回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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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飲食要符合 
      腸道生理功能

1.因為 70% 到 80% 的免

疫系統存在於胃腸道內，因此

優化腸道微生物組群是一項值

得努力去做的事，對身體和情

緒健康都會產生深遠影響。

2.平衡腸道菌群關鍵的第

一步是消除飲食中的糖分，尤

其是加工食品中的糖分。

3.吃酸牛奶、泡菜和酸菜

等發酵食品，以及食用有益於

益生菌的大蒜、韭菜和洋蔥等

食物，可以幫助腸道創造有益

於益生菌的最佳環境，同時減

少引起疾病的細菌、真菌和酵

母菌。

4.服用益生菌或孢子菌補

充劑也是有益的，特別是在抗

生素治療期間和之後，因為它

有助於恢復和促進健康的腸道

優化腸道微生物組群對身體和
情緒健康，都會產生深遠影響。

中醫兒科很多理論都在闡述

嬰幼兒的特殊生理現象，如：純

陽學說、稚陰稚陽學說、三有餘

四不足學說、易虛易實、易寒易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菌群。

5.腸道細菌可以影響您的

行為和基因表達，並且已被證

明在自閉症、糖尿病和肥胖方

面發揮作用。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 師 講 堂 

◎  編譯：高新宇

◎  文：林孟欣

把握黃金

救援期。

爸媽必學

的 嬰 幼

兒 急 救

術「哈姆

立克急救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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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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Melanie Wen

大家買了房子，尤其是新的

獨立屋，院子要選擇種什麼樹。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適合在亞省

種植的果樹。如果你還沒有種樹

或者有空間種樹，希望我的文章

能夠幫到你。

種植果樹或者蔬菜講究適合

的生長環境，其中一個是氣溫。

根據溫度和霜期劃分出不同的區

域叫做 hardiness zone（耐寒區

域劃分）。亞省主要是 Zone 3
和 zone 4。適合種植任何小於

你所在區域 Zone 值的品種。我

家住在 Calgary 的西北區，屬於

Zone 3。亞省 Brooks 以南開始

是 Zone 4。住在 Zone 3 的我們

在選擇果樹的時候要選擇耐寒的

果樹（Zone 1-3）的。有一些

Zone 4 的也許也可以，但是種

果樹是一個很大的時間的投資，

所以要三思。以下介紹的大都是

Zone 2-3 的品種。

一、蘋果(Apple)
我一直的印象是我們只能

種 Crack Apple，不能吃的。

其實有很多蘋果樹適合在亞伯

塔種植。Honeycrisp 非常好保

存。Norkent and Odessey 新鮮

吃，做蘋果派都好吃。Prairie 
Magic and Goodland 的果樹不

大，不太佔地方。

Sweet Sixteen 有一種特別

的香料、香草、櫻桃和蘋果的味

道。The Wold River 做派最出

名，一個蘋果一個派。這些蘋果

當然是要嘗過才選擇種自己喜歡

的品種，秋夏有時間的時候可以

去薩省的 Petrofka Orchard 去

嚐嚐各種耐寒果樹的果實品種。

還可以買樹回來種。

二、杏樹（Apricot）

杏子新鮮吃和曬乾了都有很

豐富的營養價值，果實金黃，

非常誘人。適合亞省種植的杏

子有幾種 Manchurian Apricots
（滿族杏）可以新鮮吃，做果

醬或 Jelly。不過滿族杏隔年結

果。不是每年都結。另外兩種

是 Casino Apricot 和 Westcot 
Apricot 這兩種杏樹都適合和

Nanking Cherry 一起種，這樣

更容易授粉結果。

三、梅子（Plum）
梅酒應該是我最喜歡喝的酒

之一，所以我非常想種一個青梅

樹，網上看到過有網友從 BC 買

了青梅樹在亞省種成功的。我現

在還沒有找到我要種的品種。梅

子分歐洲梅還有日本梅兩種，然

後還有很多嫁接物。歐洲梅成

熟的適合是紫黑色的（烏梅），

很甜。日本梅（青梅）一般是

綠色然後變成其他顏色。亞伯

塔成功研製了亞省特色日本梅

BrookRed 和 Brookgold。就是

在亞伯塔的 Brooks 研製出來的

適合亞省種植的果樹。用中文

說其實更像厘子。BrookRed 和

Brookgold 都是需要和另外一

顆日本梅或 Nanking Cherry 一

起種植菜能授粉。另外有 Toka 
Plum 和 Weneta Plum 也 適 合

在亞省種植。

四、無花果（Fig Tree）
無花果其實是 zone5 的。

但是可以在室內種植，所以建議

種植在大盆裡，到了冬天適合帶

進家裡面。

五、蔓越莓

（Raspberry）

這是最好種的果樹之一，其

實蔓越莓不是一種樹，而是灌木

類。用枝條插到土裡很快就能生

長，生命力非常強。去年秋天親

戚給了好十幾顆，希望今年就有

果實。

除了氣溫適合之外還要考慮

的是果樹的大小，是不是自花授

粉（self-pollinate）的，如果不

是的話要兩顆一起種。根據光

照，風口種植位置的選擇等等。

當選擇好一個品種以後要去深

究。除了以上介紹的果樹還有很

多適合在亞省種植的果樹比如說

梨、藍莓、草莓、櫻桃等。主要

是要找到耐寒的品種。

五種適合在亞省種植的果樹果樹

當 空 間

有限時，隨著

居住時間的增

長，越來越多無處

安放的東西顯得居

家環境亂七八糟，直

接影響家中整體美觀！

其實，要想保證物品井

井有條，最好的方式就是

收納。學會收納小妙招，在

保證功能性的同時也兼具美觀

性，瞬間讓家的空間擴大一倍，

變得整潔又乾淨！

1、樓梯下的空間
樓梯不僅是一個上下

樓層的通道，它還是常

被大家忽略的「寶藏收

納地」，其實它的下

面有超大的容量，

能夠有效擴大收

納空間，讓你

不再為儲物煩

惱。所以大

家可以在

維 持 樓

梯 原

有結

構完整的同時，開闢出一個額外的收

納空間。

建議大家在樓梯下面做一個封閉

式儲物格，不需要刻意地整齊堆放物

品，實用又方便，同時還可以將討厭

的灰塵拒之門外。

2、沙發背景牆改開放書架
沙發背景牆是一個很大的收納空

間，可以將此區域改成開放書架擺放

書籍，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擺放上

不同物品，例如相框、裝飾品等，實

用又美觀，再也不用擔心儲物空間不

夠用。建議大家加上玻璃門，避免沉

積的灰塵太多，打掃太過麻煩。

3、嵌入式儲物櫃
建議大家結合房屋的實際情況，

設計一些可以與牆體結為一體的嵌入

式或凹槽式儲物櫃。由於嵌入式櫃子

不會佔用走廊的寬度，所以通往臥室

的走廊過道處非常適合做這種儲物

櫃，而且還能在其中擺放裝飾畫、綠

植等作為點綴，讓整個空間看起來不

會那麼擁堵雜亂。此外，還可以在臥

室、廚房、衛生間以及客廳等區域設

計牆體儲物櫃或嵌入式方格，告別雜

亂超級簡單哦！

4、掛鉤
牆面是一個收納很強的空間，千

萬不要忽略掛鉤這種收納方式。常用

的包包、帽子、飾物及出門要穿的

外套等都可以掛在掛鉤上。所以，在

裝修設計時，不妨考慮裝修一面收納

掛鉤牆，不僅取用方便順手，而且還

是一種牆體藝術裝飾，有一種開放式

美感，超級吸睛哦！此外，掛鉤還可

以安裝在門後、牆上、衣櫃側邊等零

碎空間，擴大臥室收納區。

5、巧用窗邊空間
首先選擇一個相對安靜且不受

日常動線影響的窗邊，例如臥室窗

邊、陽台窗邊等，然後定製跟窗戶

大小一致的辦公桌，巧用窗邊的

閒置空間，可以讓家裡多個小次

臥，省出書房的空間。建議安裝百

葉窗，因為百葉窗的透光性強且不

會導致直射，在保證室內採光同

時，還能避免太陽直射對眼睛產生 
傷害。

如果家裡的窗戶

是飄窗（一般呈矩

形或梯形向室外凸

起，三面都裝有

玻璃的窗戶），

可以將飄窗的

地台拆改，然

後根據飄窗的

寬度定製帶收納

抽屜的地台。窗戶

兩邊也可以定製與窗

等高的櫃子，加大窗

台收納面積，既不會阻擋光

線，而且美觀又實用。

另外，還可以在窗側牆面

安裝隔板，成為書籍、裝飾物等

物品的收納空間，增加飄窗的空間

機能。

6、巧用衣帽間
合理規劃衣帽間的每一個

區域，懸掛區適合存放長短

外衣、面料容易褶皺的衣

物及西裝等；折疊區適合

放置針織衣物、薄毛衣及

男士襯衣等；格子區適合放

腰帶、首飾、內衣、領帶及襪

子等小物件；放置區則適合存

放鞋子。讓每一件衣物找到屬於

自己的位置，你會發現衣帽間

原來可以存放這麼多的 
東西。

收納小妙招收納小妙招
讓家的空間擴大一倍讓家的空間擴大一倍

（本文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文：曉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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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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精消毒竟然不如肥皂洗手
在武漢肺炎持續蔓延，尚無法看見疫

情拐點之際，許多專家都不斷跟民眾強調

「戴口罩」跟「消毒」的重要性。而目前

常見的手部消毒方式，除了肥皂洗手外，

就是用酒精消毒了。

但酒精消毒真的徹底嗎？一個小實

驗，顛覆人們的認知。

一名美國小學老師 Jaralee Annice 
Metcalf 為了讓學生體會洗手的重要性，

跟學生一起做了個小實驗，他們分別用經

過酒精消毒後的手，還有肥皂洗乾淨的手

來摸土司。然後放置 1 個月之後再來看

每片土司的狀況，結果發現用酒精消毒摸

過的那組居然「大發霉」！

Jaralee Annice Metcalf 先準備 5 塊

白土司，分別是：

1. 放在筆記型電腦上過；

2. 新鮮、沒有碰過；

3. 未洗手觸碰過；

4. 用肥皂、清水洗手後再摸過；

5. 用酒精洗手液洗手後摸過。

然後她將這 5 塊土司放進密封的夾

鏈袋中，因為這些土司有加防腐劑，所以

放了快一個月才終於看到結果。

其中發霉最嚴重的是「放過筆記型電

腦上」的，再來則是「沒洗手的」。最乾

淨的除了「沒碰過」的麵包之外，竟然並

不是酒精洗手組，反而是肥皂洗手組。

當然這實驗也會讓人感到疑惑，為什

麼酒精的抗菌效果反而比肥皂差？而且還

是沒有任何抗菌效果的肥皂？

台灣台大醫院小兒感染科醫師李秉穎

對此說明，酒精的確可以殺死中共病毒與

流感病毒等，但那是指在一般環境中的

病毒，而飛沫中的病毒是無法殺死的，

因為它早就變成一坨，被「飛沫」給包覆

起來了。

李秉穎強調，例如有人打了個噴嚏，

噴嚏裡面有病毒，那噴到的東西就會沾到

飛沫，人一旦摸了，手上就會有飛沫，用

酒精消毒或許可以應急，但還是洗手才會

更徹底。

對許多民眾而言，或許會覺得肥皂

完全沒有任何殺菌的效果，但肥皂卻可

以透過搓洗、沖水、泡沫這些因素，讓

病菌離開雙手，也就等於是「打掃手部」

的意思。如此一來，手上的細菌、病毒

進到身體裡感染的機會自然也就大幅降

低了。

現任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的黃立

民也說，要預防病毒，採用「勤洗手」、

「戴口罩」，還有使用漂白水消毒居家環

境，才是最好的作法。

台灣國泰醫院小兒皮膚科醫師俞佑也

說，勤洗手之所以有效，是因為「搓手」

這個動作比「消毒」重要，因為就算沒有

肥皂，只要能用流動的水搓洗手部，也可

以清除大部分的病毒，所以「只要有水龍

頭的地方，濕洗手絕對會比單純用酒精、

次氯酸水乾洗手來得乾淨。」 

烘乾機不如紙巾安全

一項由英國利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和利茲教學醫院全民健保信託

基 金（Leeds Teaching Hospitals NHS 
Trust）合作的小型研究顯示，若沒有適

當洗手的話，那麼採取紙巾把手擦乾，是

移除手上殘留病菌較為有效的方式。 
「洗完手後乾燥手部的方式應該以紙

巾擦拭比較好，如此可以降低病毒汙染和

傳播的風險。」研究人員說道。

在 2009 年時，日本環境感染學會就

曾發表一篇論文。研究人員發現，烘手機

底部的細菌數量是門把的 10 倍以上。  
在烘手機普遍應用在生活中的今天，

許多民眾在洗完手後，也會使用烘手機把

手烘乾。若是朝下出熱氣的機型還好，但

如果是將手放入，然後有強風吹出的機

型，因為內部屬於較密閉的空間，病菌與

水不斷在裡面旋轉的結果，可能會將大量

病菌吹到自己手上。所以與其使用烘手

機，還是盡量改用手帕或衛生紙，會更衛

生安全。

中樂之旅:
從卡城到上海

皇家山大學音樂學院提供適合各年齡段、各級水平的中樂課程。

你能在這裡得到世界級導師的專業指導，助你培養興趣，或進一步邁向音樂之路！

來感受我們的私人中樂課程，包括二胡、笛子、古箏、聲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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