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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AMPTONS 社區的 ENCLAVE 
一生一次的機會 打造你的夢想豪宅！

一直被認為是卡城的龍頭風水

寶地，背山環河，彼鄰風景秀

麗的Nose Hill Park，加上基

建配套完善，是卡城有歷史以

來知名的華人豪宅區。

Hamptons

得天獨厚的位置

在這個成熟的社區中，擁有大庭園、大居住面積的豪宅基本上都有一定年份了，根據

Realtor.ca 的數據，Hamptons 社區在1990年開發，這裡的房子一半以上建於2000年

前，豪宅樣式受制於建築當時的設計，如今看起來已經相當過時。可能有人說外裝不那麼重

要，但內裝卻能直接影響生活品質，這裡的業主往往都要花上一筆錢重新翻修，以更符合現

代生活形式。

不過在30年過去後的今天，卡城的人們再度迎來了能在 Hamptons 建立全新一流豪宅的機

會！而且還選址在區內風景最開闊的 Hamptons 高爾夫俱樂部旁邊，全區所有地皮後院都

朝向高爾夫球場或大片綠地，景觀開揚、有利身心。附近還有30公頃的大片公園、步道、社

區園圃、足球、網球、曲棍球場等。在如此得天獨厚的位置興建一棟完全按照自己想法設計

的專屬豪宅，現在機會就在眼前了！

高級訂製的無限可能

由老牌獲獎開發商 Shane Homes 負責開發的 Enclave at The Hamptons 項目，

保持其一貫的優秀房屋質量，用料上乘、手工精細。Enclave第二期總共提供56個高級

訂製獨立屋項目，面積2500呎至4500呎的豪宅，價格從86.5萬起至180萬元不等。

那「高級訂製」是指甚麼？Shane Homes 區域經理 Jack Kushner 說，「我們的訂

製只有你想不到的, 沒有做不到的，你要麼就愛它、要麼就改造它。」作為行業領頭的

代表，Shane Homes 對這個項目充滿野心，只要是客戶想要的，都會盡全力滿足。

你可以選擇一個現有房型並訂製改造，或者直接從一張白紙開始，把你的夢想無所保

留地描繪出來。

完整配套 頂級體驗

無論你選擇哪一設計，各種最高檔豪宅配置全部都能一次擁有。包括：9呎高樓底、硬木地

板、延伸至天花板的櫥櫃、花崗岩或石英台面、內置式不鏽鋼廚具及壁爐、高級燈飾、五

金、智能家具套裝、高級石料裝飾的前門及外牆、木紋金屬車庫門等，更有2個完整配套的5.1
家庭影院系統、內置燃氣管道燒烤爐及灶爐、支持200AMP電壓、2個區暖氣爐系統，熱力

可直接輸送到地下室地板上。

除了如此誘人的配置，Shane Homes 還特別準備了價值5000元的家電升級禮包、15000
元的指定內裝改造及5000元的園林美化優惠券，讓買家住進來的第一天，就能享受到完整的

至尊生活體驗。

訂製獨立屋從敲定藍圖後，大約需要9個月建設，就能拎包入住了！

Enclave 二期只剩下46個單位發售，部份售

出單位已經開始興建，今年秋季就能逐步入

住，而這個千載難逢機會很可能轉瞬即逝。 

不論你是 Hamptons 的居民、想升級自己的

生活品質、還是想要加入這個優秀社區的新

居民，Enclave 將是你所想所要的 

最佳選擇。

聯繫區域經理：Jack Kushner 403-536-2304 | Jeff Luif 403-536-2305  |  ShaneHomes.com  |  hamptons@shanehomes.com

▲其中一種可選擇屋型：Shane Homes - Fairway（效果渲染圖）

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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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蘇里州（Missouri）
檢 察 總 長 施 米 特（Eric 
Schmitt）4 月 21 日對中共提起

民事訴訟，成為了全球向中國執

政黨索賠的標誌性事件。 4 月

27 日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被

問及德國媒體向中國求償 1490
億歐元（約 1616.75 億美元）

一事，總統川普表示，美國要求

的賠償金將比德國更多，並稱

「我們尚未決定最終金額，但會

是一筆巨額款項」。自由亞洲

電臺統計，目前北京被索賠的金

額高達 50 兆（萬億）美元。

迄今武漢肺炎疫情在中國以

外，奪走超過 20 萬條人命，亦

造成全球經濟衰退。國際上要求

調查病毒起源以及北京政府應對

疫情的責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是其中持強硬立場的人物之一。

中國央視 27、28 日連續

2 天在《新聞聯播》中鎖定蓬佩

奧，分別播放題為「散播『政治

病毒』的蓬佩奧正把自己變成

人類公敵」以及「揹負四宗罪的

蓬佩奧突破做人底線」的評論；

在 29 日晚的《新聞聯播》中宣

告，《人民日報》將出版批評蓬

佩奧的「鐘聲」文章，題目為：

「這樣的拙劣表演還要持續多

久？」內容指蓬佩奧的言論「喪

失底線」。

全球索賠

4 月 21 日，密蘇里州檢察

總長施米特率先對中共提起民事

訴訟，指控中共政府疏忽等罪

名，致令該州蒙受以高達至少數

十億美元起跳的經濟損失，要求

中共作出金錢賠償。密蘇里州是

第一個就武漢肺炎大流行而起訴

中共的美國州。之後密西西比州

總檢察長也宣布，計畫向中國尋

求追討賠償。此外，還有若干民

間團體和美國公民提起類似訴

訟，包括佛羅里達州一家法律事

務所向中共提出集體訴訟以來，

目前參與的人數已逾一萬人，總

計索賠金額約 6 兆美元。

在美國不斷新增訴訟並增加

索賠金額的同時，印度、澳大利

亞、英國、德國、瑞典、西班牙

等各國民間團體、律師或律師協

會也加入其中。與中國關係素來

良好的義大利，其民間團體近日

亦發起「向中共政府集體訴訟索

賠」連署，預估聯署人數將超過

50 萬人，並計畫求償 1000 億歐

元（約 1085 億美元）。

北京政府曾灑以重金的非洲

國家同樣沒有放棄索賠的選項。

奈及利亞一群律師開響非洲第一

槍，近日準備控告並要求北京對

肺炎疫情造成的損失負責，索賠

金額為 2000 億美元。

阿根廷聯邦司法系統 4 月

23 日收到一份刑事控訴狀，阿

根廷律師卡爾伯馬滕（Alejandro 
Sánchez Kalbermatten） 指 控

北京政權犯下「病毒性種族滅絕

罪」，並引發「危害人類罪」，

導致全球各地數以萬計的人因中

武漢肺炎病毒瘟疫而死亡，因肺

炎瘟疫而刑事起訴中共政權，這

是全球首例。

北京的回應

面對龐大國際輿論和巨額索

賠，中國外長王毅聲稱國際社會

的索償是「政治化、污名化的行

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4
月 20 在北京舉行的例行發布會

上反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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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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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國際關注的焦點是：新冠

病毒是否是從實驗室中來的？即

使病毒是偶然爆發，但共產黨發

起了大規模的虛假信息運動來掩

蓋疫情，導致疫情全球蔓延，那

麼北京政府應當承擔起責任；更

何況大量證據顯示，北京政府在

全球範圍內超大量購買了個人防

護裝備，將世界民眾暴露在險

境之中，那麼它「不僅應該被譴

責，而且應該受到懲罰」，美國

國家利益中心的高級主任卡齊

亞尼斯（Harry J.Kazianis）在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而

H1N1 流感等事件，並不存在政

府隱瞞的操作，更不牽扯蓄意為

之的嫌疑。

台灣中央社引述一份數日後

將發表在《自然》的研究表示，

如果在 1 月初即北京隱瞞病毒具

傳染性之時，北京就祭出防疫策

略，疫情擴散將會減少 95%。

調查聲浪更高

在被央視痛斥後，蓬佩奧在

接受「福斯新聞」（Fox News）
訪問時說：「我可以告訴你，我

們很擔心中國內部的實驗室。我

還是擔心，中國共產黨對於那些

實驗室出了什麼事，並未和盤托

出。」蓬佩奧說，北京當局仍繼

續隱瞞病毒相關資訊，不讓美國

專家得知；「這是不對的，這對

世界不斷構成威脅，我們需要徹

底瞭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面對各國調查的要求，耿爽

曾在 4 月 27 日的例行記者會上

表示，現在就新冠病毒的起源下

確定性的結論，沒有科學證據，

也有違科學精神。中方的回應經

常使討論回到原點，包括美國總

統、國務卿在內的美國多名政

要曾反覆質問：（既然是科學問

題），為什麼不允許美醫學專家

去武漢調查？

澳大利亞如今是世界各國

政要中發出抨擊聲量最高的政府

之一。澳洲政府近日提出對病毒

展開國際性的獨立調查，調查病

毒起源及北京政府應對疫情的責

任。中國駐澳洲大使成競業則警

告澳洲政府，若澳洲堅持獨立調

查，中國將對澳洲產品和旅遊業

進行抵制。而澳洲貿易部長伯

明罕（Simon Birmingham）強

調，澳洲立場不會改變。

美國民調機構和智庫機構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4 月 21 日發布民調顯

示，70% 的美國人認為，中國

「故意對國際衛生專業人員隱瞞

疫情數據」。川普總統在 27 日

的白宮記者會上表示有「很多方

式」讓中共擔責。

  

  As of April 29, the novel coronavi-
rus has claimed more than 200,000 
lives outside China and caused a 
global recession, and over 40 coun-
tries had filed lawsuits or claims 
against Beijing for a total of $50 tril-
lion USD; Beijing did not respond 
to the demands, but official media 
outlet CCTV instead criticized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who has taken a firm stance on in-
vestigating the virus’s origins and 
Beijing’s responsibility for respond-
ing to the outbreak, labeling him a 
“public enemy of humanity”. 
  On April 21, Missouri Attorney 
General Schmitt filed the first US 
civil lawsuit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uing the 
regime for negligence and other 
charges, seeking compensation 
from the CCP for Missouri’s eco-
nomic loss. A Florida law firm had 
also filed a class action lawsuit in-
volving over 10,000 people and to-
taling $6 trillion in claims. 
  During a White House press 
conference on April 27, President 
Trump express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yet determined the fi-
nal amount, but they could demand 
a “substantial” sum of money from 
China for damages. 

Global Claims
  Various other civil groups, lawyers 
and assoc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tarted filing lawsuits. Italy, 
which always had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 has also recently sued 
the CCP for 100 billion euros ($108.6 
billion USD) in damages.   Despite 
Beijing’s heavy investment in Afri-
can countries, a group of Nigerian 
lawyers stood up against the Party 
by suing Beijing for damages caused 
by COVID-19, demanding $200  
billion in compensation. On April 23, 
Argentina’s federal justice system  
received a criminal indictment 
against the CCP for “viral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Beijing’s Response
  At Beijing’s briefing on April 20, 
in response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isms and claims,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  
Shuang brought up the 2009 H1N1 
influenza, which started in the US 
and spread to 214 countries and 
regions, killing nearly 200,000  
people, yet no one blamed the US. 
  However,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s whether COVID-19 
originated from a laboratory. Even 
if the outbreak was accidental, the 
CCP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its deliberate disinformation, 
cover-up, and hoarding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worldwide 
that endangered mankind. Taiwan’s 
central news agency cited a study 
to be published on Nature, saying 
if Beijing launched a preventive 
strategy in early January, the spread 
of the pandemic would have been  
reduced by 95%. 

Increasing Investigations
  Pompeo expressed in an interview 
with Fox News that he is “still con-
cern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
nist Party is not telling us about all 
of what’s taking place in all of the 
labs”. He added that despite their 
best efforts to get experts on the 
ground, China continues to “hide 
and obfuscate”.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are 
demanding investigations, including 
Australia’s proposal for an indepen-
dent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into 
COVID-19’s origins and Beijing’s 
responsibility. China’s ambassador 
to Australia, Cheng Jingye, warned 
that China will boycott Australian 
products and tourism if Australia 
insists on that investigation.

全球索賠50兆 北京痛斥蓬佩奧

▲(左)澳洲參議員Amanda Stoker提議各國可以向國際法庭提出訴訟。(右)尼

日利亞總統Muhammadu Buhari團隊要求中共賠償2000億美元。(網絡圖片)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

合報導】截至4月29日中

午，已有至少40國向北京

提出訴訟或求償，總金額

高達50兆（萬億）美元；北

京對世界各國的訴求沒有

正面應對，但官媒中央電視

臺連續3天「高規格」批評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Translated by:
Grace Liu, C.Zhen

孟晚舟案視訊方式提堂
【看中國訊】孟晚舟引

渡案 29 日再過堂聽證

時採視頻方式。加拿

大最高法院副首席大

法官同意就案件中的

雙重犯罪問題裁決前

三天，會預先通知控

辯雙方，而下次聽證會

日期在 6 月 15 日舉行。

頭條日報報導，孟晚舟引

渡聽證會以視像會議舉行。目前

美國司法部控告孟晚舟及華為位

於美國的兩家子公司，竊取商業

秘密等十六項罪名。孟晚舟現時

正接受居家扣押。

報導稱，現年四十八歲的孟

晚舟被美國司法部

指控和華為一起

違反了美國對

伊朗的制裁，

要求將她從加

拿大引渡到美

國接受審理。

受疫情影響此

次引渡聽證會的庭

審，以視像會議方式舉

行。參加者包括檢控官、孟晚舟

律師以及華為高管和一名即時傳

譯員均參加了電話會議。不過，

只有包括法官與書記員、警察等

十六人在法庭現場。據瞭解，當

中多人都戴著口罩，法庭的座位

安排亦按衛生當局的指示。

該報導引據外媒消息，一

些經過認可的媒體也參加了此

次電話會議。而控辯雙方於三月

下旬已曾以視像會議形式出席聽

證會，不過孟晚舟當時並沒有出

席。對此，孟晚舟代表律師表

示，如果在疫情結束前得出裁

決，孟晚舟只會在勝訴的情況下

才會出庭。

據該報導說，此案的核心

被認定是有否雙重犯罪的問

題，如控方未能證明孟晚舟在

美國所犯的指控在加拿大也成

立，則雙重犯罪不成立，就無

法引渡孟晚舟。

▼阿根廷律師卡爾伯馬滕指控北京

政權犯下「病毒性種族滅絕罪」。 
(網絡圖片)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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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美

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24
日表示，可能會吊銷中國四家國

有電信運營商在美國的運營許可

證，而針對北京在美媒體的行動

也逐步升級。

四家中國電信企業  
或被逐出美國市場

FCC 4 月 24 日表示，它可

能會吊銷中國電信美國、中國

聯通美國、太平洋網路公司和

ComNe（USA）這四家中國國

有電信運營商在美國的運營許

可證。FCC 主席阿吉特 · 帕伊

（Ajit Pai）在聲明中說：「中國

政府活動相聯繫的國家安全和執

法風險已經大幅度上升。」「中

國政府涉及的入侵和攻擊美國網

路問題（越來越具）複雜性和

破壞性。」

目前除了中國電信外，其它

幾家公司還沒有就此事發表評

論。

美將打擊北京大外宣

《華盛頓自由燈塔》報導，

共和黨參議員泰德 ·克魯茲（Ted 
Cruz）日前提出一項法案，旨

在打擊和阻止北京當局在美國對

共產主義的宣傳，修補目前法律

中存在漏洞。 
克魯茲提出這項法案的原因

主要與北京當局擁有的鳳凰衛

視（Phoenix TV）有關。 2018
年，位於墨西哥的廣播電視台

XEWW AM 被一家有北京當局

背景的投資集團 H&H Capital

購買，由鳳凰衛視將其從西班牙

語節目轉換為中文節目，並播放

由鳳凰衛視製作的外宣影片，使

整個南加州都可以接收到北京的

宣傳，繞過美國禁止散播外國政

治宣傳的法律。

此外，4 月初白宮舉行的武

漢肺炎疫情簡報會上，鳳凰衛視

女記者王又又向川普的提問如同

發表北京聲明稿，引起美國社會

一片譁然，要求禁止鳳凰衛視進

入白宮的呼聲此起彼落。據悉，

鳳凰衛視老闆劉長樂在央視軍事

部擔任副主任，編製屬於軍方總

政治部。

就在鳳凰衛視事件發生後的

4 月 8 日，東方衛視記者張經

義，在被川普詢問來自哪裡時，

聲稱自己來自台灣。 10 天後，

川普轉發政治評論家柯克的推文

時寫道：「這個中共特務是如何

進入白宮新聞簡報室的？這位

『記者』向總統說謊，稱自己來

自台灣。我認為張經義應該被逮

捕和驅逐出境的，請轉推。」

美國媒體受北京控制

近日，美國賭城拉斯維加

斯的拉斯維加斯公共廣播電台

（LVPR）因發表親北京言論，

意外揭露其是中國電信巨頭華為

的註冊說客，接受華為資金支

持。聯邦機構披露的信息顯示，

LVPR 還製作了一系列宣傳華

為 5G 技術的節目。

此外，日前白宮在每日簡報

中指出，由美國納稅人資助的美

國之音，每年花費約 2 億美元，

現在卻經常為美國的對手發聲。

例如在本次疫情中，稱武漢封鎖

是成功的典範，並用無法驗證的

中共官方的死亡人數，來與美國

相比。分析指，目前美國兩黨內

已經形成共識，針對北京在美大

外宣系統的行動將陸續有來。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維權律師王全璋出獄後一直被限

制自由，直至妻子患急症住院才

被允許回到北京與妻兒團聚。王

全璋在獄中的一些遭遇也被曝

光。據知情律師透露，已經落馬

的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是迫害王

全璋的始作俑者。

曾在 2015 年底 2016 年擔

任王全璋辯護律師的程海 23 日

表示，「雖然給他寫了一些辯護

詞，檢察院也好，法院也好，派

出所、公安也好，都不讓見面，

不接受我們的手續，不讓約見，

實際上剝奪了見辯護人的權利，

以及辯護人為他辯護的權利。這

是一個嚴重的犯罪行為。」

程海說，孫力軍是「709」
大抓捕的始作俑者：「王全璋大

概 2015 年 8 月 3 日被抓，一直

到 2016 年 1 月份，4 個多月裡

分別被關在天津、北京等地的招

待所。連上廁所用衛生間都給他

戴頭套，讓他不知道在哪兒，讓

他長期都處在黑暗中，沒有陽

光，遭受這樣的虐待。在獄中王

全璋受到刑訊逼供、酷刑、打耳

光，不給他吃飯，雙手舉著長達

一個月，睡覺不給翻身，往他臉

上吐痰等。」

王全璋出獄後被送到山東濟

南監視居住。 26 日，妻子李文

足突發盲腸炎入院治療，山東警

方一直不允許王全璋返回北京照

顧妻兒，王全璋欲乘包車前往北

京，途中遭警方攔截。 直到 27
日，王全璋才被濟南員警一路開

車押送至北京，同妻兒團聚。

王全璋在 2015 年「709」大

抓捕中，被當局抓捕秘密囚禁

超過一千多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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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28 日，天津

市第二中級法院認定王全璋犯顛

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

4 年 6 個月。

消息指，孫力軍近年活躍於

公安部，是中國秘密員警的最高

領導人。他是「709」大抓捕操

盤者、迫害法輪功的實際執行

人、也是鎮壓香港民主抗爭運動

秘密員警的總指揮。

【看中國訊】Google 表示，

從 5 月 1 日 開 始， 只 要 有 電

子郵件地址的民眾都可以登入

Google Meet，享有和企業與教

育用戶同樣的功能與服務，例如

排程、分享螢幕畫面、即時字幕

和選擇使用者偏好的版面配置。

G Suite 副 總 裁 索 特 羅

（Javier Soltero）說，人們正面

臨全球性的巨變，這影響了從工

作場所到學校再到家庭的溝通方

式。大家都渴望透過熟悉且安全

的工具，在各種生活場景上進行

聯繫與溝通。

Google 自今年 1 月開始，

發現 Google Meet 的每日尖峰

使用量成長 30 倍，每天都有超

過 300 萬名新的使用者加入，

於是在近幾個月也加速推出多項

使用者期盼的功能。

香港達峯教育中心分析指，

對比 Zoom，Google Meet 會議

人數及每次開會時間沒有限制，

而且可以支援多種電子裝置，螢

幕分享像素較 Zoom 高，免費

前的成本其實也只是 Zoom 的

1/3，如今免費開放大眾使用，

明顯更勝一籌。

美中信息戰升級 美採取行動

王全璋終於
與 家 人 團
聚。
（推特）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獨立 Bi-Level 958 呎 , 於 2002 年建 成 , 位
於寧��街 , ��中�暖�爐��水爐 , 主
層開放式設計 ,2+1 �� ,2 浴廁 , �大 17 呎
x11 呎陽臺�雙車� , 步行至學校���只
� 5 �鐘 , ���
場� #301 �車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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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北 Coventry Hills �小學�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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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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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 呎 , 土庫�部完成 , ��
向南 , 光 猛 開 陽 , � �屋 頂 , 主 層實 木 �
� , 石�檯面 , �上�較��合�� ,3+2
�� ,4 浴廁 , ��單車� , ����� #3
�車站� $389,900

西北 Sandstone � #3 �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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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碼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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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yview  佔� 4.72 �畝
豪�獨立�層屋 7840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另 2700 呎 ), 座
落於 Woodland Estates, ���山景 , 由��建�� McKinley 
Masters 於 2001 年 建 成 ,6+1 � � ,9.5 浴 廁 , � 升 � � , 中
� 暖 � , 旋 轉 � 梯 , 客 � � � 高 19 呎 , � � 6 車 � , � 往
Crowfoot �場� C-Train
只� 10 �鐘 , �勿錯� ! $2,4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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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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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假五層屋 2300 呎 , ��向西南 ,
光猛開陽 , 於 2002 年建 成 , 開放式設計 ,
主層��高 14 呎��合�� , 大理石檯面 ,
主人��拱形天� ,4 �� ,3 浴廁 , ��高
爾夫球場 , 學校 , �
�� #301 �車站� $52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44 呎 x211 呎�皮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FCC主席帕伊 (Getty Images)

王全璋受酷刑 孫力軍主導

Google將免費
開放視訊會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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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29 日，臺灣向

加拿大捐贈了 50 萬片醫療用口

罩，以援助加國的前線醫護人員

和易感染人群。聯邦政府、安

省、卑詩省和亞省分別獲贈 40

萬片、5 萬片、2.5 萬片和 2.5
萬片。加政府對此表示感謝。

截至 4 月 29 日，臺灣的總

感染人數為 429 人，6 人死亡。

此次疫情，他們的抗疫表現和防

疫成功的經驗贏得了世界的關注

和尊重。

臺北經貿代表處駐加代表陳

文儀說，臺灣民眾放棄自己的口

罩配額，以供捐贈到國外。「臺

灣人民能夠向世界證明自己是真

正的朋友。」

【看中國訊】週日（4 月 26
日）凌晨，在亞省北部的清水

河（Clearwater）和阿薩巴斯卡

河（Athabasca），一塊 25 公里

長的河冰堵塞了河水水道，短短

几個小時內，冰塊就將阿薩巴斯

卡河和清水河沿線的水位提高

了 4.5 至 6 米，河水開始溢出河

岸，將街道變成了河流。河水湧

入亞省北部石油重鎮麥克默裡堡

（Fort McMurray，麥堡）和其

他多個市區。

這 次 河 水 汎 濫 導 致 了

15000 人無家可歸，疏散中心

接待了數千名登記人員，所有

旅館都已經爆滿。雪上加霜，

給這次疏散帶來難度的是武漢

肺炎病毒，人們被迫保持 2 米

以上的安全距離，進一步帶來

疏散和救援的難度。

29 日，亞省的麥凱堡（Fort 
McKay）的兩名原住民社區男

子落水，其中一名男子因受傷及

併發症不幸身亡。

亞省省長康尼派駐了更多的

警力以及防洪救援物資。參與堆

沙袋、抽水以及其他防洪工作的

志願者得到豁免令，允許 15 人

以上的小組在室外聚集，不需保

持兩米以上的最小距離。

康尼還宣布省政府將向遭受

洪災的民眾提供緊急援助，標準

為每位成人 1250 元、每位受撫

養子女 500 元。 5 月 4 日中午

起，可登錄政府網站申請，網

址： Alberta.ca/emergency。
這次災難對麥堡的居民又是

一次重大打擊。就在 4 年前，

一場森林大火將麥堡的多個社區

全部化為灰燼，其中包括市中

心。面對挫折，麥堡的居民重建

了家園，滿懷希望重新開始生

活。然而，除了最近的油價下跌

和肺炎流行造成很多人失業，這

場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更讓居民們

心生絕望。

前國會議員及省議員布萊

恩． 吉 恩（Brian Jean） 曾 在

2016 年野火中失去了家園，他

說他即將完工的新房現在淹沒

在 3 米深的水裏。他擔心別人

會放棄這個社區，「你知道可惜

的是，真的，人們只能承受這麼

多，」他說。

4 月 18 日，香港大律師、

香港民主黨創始人李柱銘與其

他 14 人被香港警方以「非法集

會」為由逮捕，原因是他們參與

了俗稱「反送中」的大規模抗議

中共活動，這場活動至今仍在

持續。

2019 年中共及港府推出了

一條引渡法案，容許將香港公民

和居民引渡到中國大陸，面對共

產黨沒有正當程序，沒有法治

的「審判」。這將令中共政權

1997 年對英國、香港和全世界

的「一國兩制」承諾立即被削弱

甚至廢除。超過 150 萬香港市

民一度走上街頭，參加了這場反

送中活動。

李柱銘 4 月 21 日對《華盛

頓郵報》說：「新聞出版人黎明、

我和另外兩個人被打上『四人

幫』烙印，被大陸的法庭指控犯

有 14 項罪行。如果引渡法案已

經通過，那我們可能已經在中國

大陸而不是在香港接受審判。逮

捕我們是一個更大計畫的一部

分。」

李柱銘接著提到：「新冠狀

病毒疫情其實就是中共顛覆香港

法律，同時對世界造成重大傷害

的重要證據——香港的自由媒體

對世界是至關重要的，這些媒體

在提醒全世界注意中國內地官員

對疫情的掩蓋，以及報導一線衛

生工作者的故事，如李文亮等醫

生對疫情發布警告而被訓斥的故

事等。」

就在李柱銘被捕的同一天，

亞省省長康尼在推特上迅速發

聲，他說：「我很震驚，我的老

朋友、香港民主黨的創始人李柱

銘今天和許多香港優秀的市民一

起被捕。柱銘是香港民主黨的元

老。我希望他能立即獲釋。」

康尼不是唯一一個敢於發聲

的加拿大政客。 4 月 19 日，加

拿大外交部長商鵬飛也發表聲

明，譴責中共在香港大搜捕政治

人物。

商鵬飛說：「加拿大對 4 月

18 日逮捕參加香港去年民眾示

威活動的政治人物表示關注，並

認為需要嚴加審查逮捕行動。香

港有數十萬加拿大人在香港生

活，而這些加拿大人受益於香港

的繁榮和穩定，這來自於香港的

相對自治和基本自由。」

不出預料，卡爾加里中領館

在面對民主世界的批評和問責

時，不但無法保持冷靜和理性，

還在社交媒體上對康尼進行措辭

惡劣的抨擊。中領館在社交媒體

上說：「沒有人可以置身於法律

之外。（香港民主派人士）無視

事實、鼓吹暴徒漠視法治，不符

合加拿大自身的利益。」

這則回應並沒有在領館網站

上以官方聲明的形式發布，而是

以米色背景的黑色文字組成的內

嵌式圖片發布在推特上，並寫

上：「敦促當地政客遵守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尊重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執法」、「立即停止干

涉中國內政」。

中領館 4 月 21 日也回應

商鵬飛稱，「（香港市民）有

組織地進行暴力和非法抗議活

動 ...... 嚴重破壞了香港的法治

和社會秩序。香港警方依法對涉

嫌組織和參與非法集會的人採

取行動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 外
國無權干涉。」中領館最後還宣

稱：「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

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家

埃文斯告訴《國家郵報》：「康尼

和商鵬飛的聲明都明確地表達了

關切，而不是無根據的聲稱或威

脅，中共政權的聲明卻如此誇

張。」

李柱銘最後對《華盛頓郵

報》簡明扼要地概括了香港人面

臨的現實：「香港人現在面臨著

來自中國的兩大瘟疫：武漢肺炎

和對基本人權的攻擊。我們都希

望能早日研製出治療冠狀病毒的

疫苗。但是，一旦香港的人權和

法治倒退，專制統治這個致命病

毒就會一直存在。」

【看中國訊】加拿大統計局

和加拿大商會的最新數據顯示，

由於中共病毒（COVID-19）大

流行，加拿大超過 50% 的公司

損失了至少 20% 的收入。

調查結果

在 4 月 3 日至 24 日之間，

加拿大統計局網站通過問卷調

查，統計了 12,600 家公司業務

情況。

數據表明，在武漢肺炎疫情

爆發期間，近 1/3 的企業（佔

32.3%）失去了 40% 的收入。

另有 21.2% 的公司收入下降了

至少 20%。

總體而言，全國超過 80%
的企業表示，市場對其產品或服

務的需求從「中到高」下降。

行業差異

儘管病毒席捲了加拿大所有

公司，但不同行業受到的衝擊程

度不同。

住宿和餐飲服務業的企業首

當其衝，其次是娛樂、休閒和零

售業。超過 60% 的企業至少損

失了正常收入的 20%。

另一方面，農業、林業、漁

業和狩獵業以及公用事業部門的

企業中，有 40% 以上的企業收

入不變或增加。

地域有別

病毒帶來的經濟影響在不同

地區也同樣不平衡。

在亞省、安大略省、卑詩

省、紐芬蘭省和拉布拉多省以及

薩斯喀徹溫省所有企業中，有一

半以上的企業至少損失了其收入

的 20%。

但是在愛德華王子島省，

3 個地區和新不倫瑞克省的公司

中，幾乎有 1/3 的公司報告沒有

變化或收入增加。

但即使在狀況相對較好的地

方，公司仍在裁員，或為他們保

留的工人削減工資和工時。

求 職 公 司 Indeed.com 的

經 濟 學 家 伯 納 德（Brendon 
Bernard）指出，雖然裁員和減

薪很普遍，但一小部分僱主認

為，他們實際上已經增加了員工

報酬，特別是零售和醫療保健公

司。

艱難中的希望

加拿大商會表示，這些數字

顯示出局勢的嚴重程度。

商會首席經濟學家斯特拉頓

（Trevin Stratton）說：「數據清

楚地表明，成千上萬的企業正在

迅速接近永久性關閉。」但情況

並非沒有希望。

公司正在生存和快速適應變

化，有 20% 的公司表示已改變

生產流程以在武漢肺炎流行期間

保持開放狀態，超過 40% 的公

司表示正在測試員工在家工作的

方式，而 60% 的公司希望能夠

在取消社交距離後的一個月內恢

復正常。

雙語報導
Bilingual News
Report

看

Neil Campbell

  The protests, which at times drew 
more than 1.5 million Hong Kong 
citizens, were a consequence of 
the Party’s introduction of a bill 
that would have led to the immedi-
ate erosion and nullif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Regime’s 1997 prom-
ise to Britain,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y requiring Hong Kong 
citizens and residents be extradited 
to Communist-controlled mainland 
China to face trial in the Party’s 
facade-like legal system, where 
there is no due process and no rule 
of law.

 Lee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on April 21i “Already, news pub-
lisher Jimmy Lai, I and two others 
branded the ‘Gang of Four’ have 
been accused of having commit-
ted 14 offenses on the mainland 
— and had the extradition bill been 
passed, we could have faced trial 
already in China instead of Hong 
Kong.”

  “Our arrests are part of a larger 
plan.”

  Lee continued, “The novel coro-
navirus pandemic is Exhibit A for 
how damaging the subversion law 
would be to Hong Kong — an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Hong Kong’s 
unfettered media was vital in alert-
ing the world to the coverup by 
mainland officials and to the stories 
of front-line health workers such 
as Li Wenliang, a doctor who was 
reprimanded for warning about the 
outbreak.”

  The same day Lee was arrested, 
Alberta Premier Jason Kenney 
was quick to speak out on Twitterii 
saying “Shocked to learn that my 
longtime friend Martin Lee, found-
er of the Hong Kong Democratic 
Party, was arrested today together 
with many of #HongKong’s most 
prominent citizens. Martin is the 
elder statesman of Hong Kong de-
mocracy. I hope for his immediate 
release.”

  Premier Kenney was not the only 
Canadian politician with the cour-

age to speak out.
  On April 19, Canadian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 issued a statementiii 
condemning the arrests of political 
figures in Hong Kong.

  “Canada is concerned by the ar-
rests of political figures in Hong 
Kong on April 18 in relation to 
popular demonstrations that took 
place last year and believes that 
this extraordinary measure calls for 
close scrutiny.”

 Champagne continued “With hun-
dreds of thousands of Canadians 
living in Hong Kong, we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Hong Kong’s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the foun-
dation of which is its relative au-
tonomy and basic freedoms.”

  As has become nearly as predict-
able as the rising and setting of the 
sun, the Calgary Chinese Consul-
ate General once again found it-
self unable to remain composed 
and rational when facing backlash 
and criticism from the democratic 
world for its actions, resorting to 
what amounts to memeing on so-
cial mediaiv to assail Premier Ken-
ney in a badly worded diatribe.

  “No one stays out of the law. Ig-
noring the facts and advocating for 
the rioters can only undermine the 
rule of law, which is not in Cana-
da’s own interests.”

  The response, which was posted 
not as an official statement on the 
Consulate’s website, but instead 
as an inline image on Twitter com-
posed of black text on a beige 
background, continued to “urge 
local politicians to abide by the ba-
sic norms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respect the Hong 

Kong SAR law enforcement” and 
to “immediately stop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The Chinese Embassy was no 
higher in its degree of broad-
mindedness, claiming in an April 
21 statementv in regard to Minis-
ter Champagne’s comments that 
“the violent and illegal protest ac-
tivities organized...have severely 
damaged the rule of law and social 
order in Hong Kong. It is in accor-
dance with law for the Hong Kong 
Police to take action against those 
suspected of organizing and par-
ticipating in unauthorized assem-
blies...and no foreign country has 
the right to interfere.”

  The Embassy was even so bold 
as to make the grandiose claim “the 
rule of law is a core value of Hong 
Kong society. Everyone is equal 
before the law.”

  Paul Evans, a political scientist 
at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told the National Postvi “both the 
Kenney and Champagne state-
ments are well crafted to express 
concern without making idle 
threats or claims” and called the 
Communist regime’s delegates’ 
statements “hyperbolic”.

  Martin Lee succinctly summa-
rized the reality Hong Kong’s peo-
ple face.

  “Hong Kong people now face two 
plagues from China: the corona-
virus and attacks on our most ba-
sic human rights. We can all hope 
a vaccine is soon developed for 
the coronavirus. But once Hong 
Kong’s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are rolled back, the fatal virus 
of authoritarian rule will be here to 
stay.”

加國高官譴責港民主派大搜捕事件

On April 18, Martin Lee, a 
Barrister and founder of 

the Hong Kong Democratic 
Party, was arrested by Hong 
Kong police, along with 14 
others, under the pretext 
of “illegal assembly” stem-
ming from massive protests 
against the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 that continually 
escalated through the end of 
2019.

High-Ranking Canadian Officials Denounce Hong Kong Democracy Arrests

Martin Lee Jason Kenney (Twitter / Kenney)

受疫情影響 過半數加國公司收入降兩成

河冰淤塞 麥堡洪水百年一遇

臺灣友贈加國50萬片醫用口罩

（網絡圖片）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5看地產Real Estate2020 年 4 月 30 日 — 5 月 6 日     第 104 期    

【看 中 國 訊】4 月 24 日，

加拿大聯邦政府宣布，聯邦政

府將與各省政府攜手，協助在

疫情期間停業的小型商家和企

業交房租。加拿大緊急商業租

金援助計畫定於 5月中旬啟動，

政府將會向合資格小企業業主

或商戶，提供相等於 4 月、5 月

和 6 月租金 50% 的可豁免償

還貸款，從而讓受到武漢肺炎

疫情影響的小企業或商戶獲得

75% 的月租減免。

這個名為「加拿大緊急商

業 租 金 援 助 計 畫」（Canada 
Emergency Commercial Rent 
Assistance Program， 簡 稱

CECRA） 針 對 每 月 租 金 在

50,000 元或以下的小型商家和

企業，這些小型商家和企業在 4

月、5 月和 6 月三個月中，租金

可免交 75%，只需交納 25%。

若業主把租戶的租金減少至少

75%，則可以免除償還貸款。

因此，小企業業主或商業租戶

只須繳交租金的 25%，物業業

主負責 25%，而聯邦與省政府

則繳付餘下 50%：聯邦負責這

一部分的 75%，各省政府負責

25%。

同時為了讓商業業主和企業

有更多時間支付已減免的物業

稅，政府將會免除商業物業（第

4、5、6、7 及 8 類）的逾期罰

款，直至 2020 年 10 月 1 日。

根據加拿大仲量聯行（JLL 
Canada）的數據顯示，包括多

倫多的伊頓中心和溫哥華的太平

洋中心在內在加拿大各大購物中

心，4 月份只有 20% 至 25% 的

租戶支付了租金。而其它大型商

場，則僅逾半租客支付了 4 月

份的租金。

加拿大仲量聯行還根據第三

方監控市場數據估計，預計到年

底，加拿大零售商業實體店空置

率將上升至 6% ～ 8%，是今年

年初 2.3% 空置率的近 4 倍。

房地 產研 究公司 CoStar
加拿大市場分析總監範迪克

（Roelof van Dijk） 認 為：像

養老基金和房地產投資信託基

金（REIT）這樣大型購物中心

的房東，能夠通過租金延期更好

地度過低迷期，並且在疫情過

後再次吸引購物者到店內，因為

到實體店購物與網上購物有著

不一樣的體驗。但規模較小的房

東可能甚至無法獲得租戶。房地

產投資信託基金 RioCan 首席

執行官松山（Ed Sonshine）對

此觀點表示贊同。他說：「直接

地說，其中一些較小的租戶可能

無法生存。」不過，松山也樂觀

地認為，絕大多數零售業的都可

以復甦。

另外，因為對第二波疫情的

擔憂，很多商家正在考慮轉變經

營模式，這無疑將對房東造成長

遠的打擊。

中小商戶將獲加政府租金援助

【看中國鐘靈綜合報導】卡

城房產經紀協會（CREB）公布

2020 第一季度房產市場報告，

提及今年原本預測市場會逐步回

暖，但目前受疫情及經濟前景不

明朗影響，市場供需均步入衰

退，惟房價仍有一定支持因素。

報告指出，房產供應量也同

時在減少，包括因社交距離政策

導致不少家庭決定延遲賣房。雖

然失業率提升也可能導致房產拋

售潮，但銀行及政府容許延遲償

還房貸的政策，將在一定程度上

防止房價大瀉。目前卡城 GDP
已經下降 8%、失業率達 19%。

報告提醒，目前能源企業仍

一蹶不振，經濟恐仍持續衰退一

段時間，如果政府不對能源企業

提供支持，卡城經濟環境將變得

更差。整體來說，卡城房產市場

仍將面對供應過剩及房價下跌的

問題，2020 總體表現預計將比

去年差約 3%。

不同類型房產表現

獨立屋：銷量比去年同

期 增 加 0.16%、 基 準 價 下 降

0.32%，為 $479,833，基本持

平。北部、南部、東南部房價

持平，西、東北、東部房價下

調 2% 之內，市中心房價下調最

大，在 3% 至 5% 之間。

半獨立屋：銷量比去年同

期 增 加 1.79%、 基 準 價 下 降

1.47%，為 $385,300。東部、

東南部房價持平，北部、西北、

西、東北、南部、市中心房價下

調均在 2% 之內。

連排房屋：銷量比去年同

期 增 加 3.89%、 基 準 價 下 降

0.73%，為 282,633 元。西部、

市中心、東部、東南部房價持

平，北部、西北、南部房價下調

在 2% 之內，東北房價下調最

大，在 5% 之內。

公寓：銷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23.76%、基準價下降 2.29%，

為 244,767 元。北部、西北部

房價持平，西部、南部、東南

部、市中心房價下調在 2% 之

內，東北及東部房價下調最大，

在 5% 以上。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

影響到了全球市場，也影響到了

中國買家。一些地產網站最新的

數據顯示，中國買家期待回歸國

際房地產市場。

房地產門戶網站 SnowOnly
報告稱，今年前 3 個月來自中

國市場的諮詢量季度同比增長了

100%，這些日本和美國等滑雪

地甚至不是傳統上以中國買家為

目標的。

美國、澳洲、加拿大和英國

仍然是中國買家首選之地。自 3
月初以來，英國地產公司阿靈頓

住 宅（Arlington Residential）
公司總監馬克 - 施奈德曼（Marc 
Schneiderman）稱，他已經收

到了 15 個中國買家在倫敦北部

高檔住宅區的「可靠查詢」。

獨立經紀人網路 Leading 
Real Estate Companies of the 
World 的全球研究總監薩拉斯

（Jojo Romarx Salas）表示，國

際經紀人利用微信等中文平臺瞄

準了中國富豪們，這些富豪們傾

向於尋找有自己熟人存在的城市

購置房產。

根據居外網的數據，今年 3
月居外網收到的美國房產的買家

諮詢量與 2019 年的月度平均水

平相比增加了 22%，3月份也比

2 月份增長了 9%。不過，居外

網文章承認，在疫情前景尚不明

朗的情況下，詢盤很難轉化為銷

量。並且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仍然

受到旅行和流動限制的約束，中

國買家還不能去旅行簽合同、親

自去驗房或收房。絕大部分中國

買家仍將靜觀著低房價的走勢。

卡城房市一季度報告: 房價小幅下降

疫情籠罩中空曠的卡城市中心。（看中國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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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SOME  
NEW MEMORIES 
From our home to yours, may the new 
season bring a refreshing feeling full of 
the joys of spring. 

mattamyhomes.com

We’re open digitally.
Visit our website to book an email, phone  

or face-to-face video appointment.

T:10"

T:9.57"

種植一些
新的記憶
從我們的家到你的家，祝愿新的

季節給你帶來充滿春日喜悅的全

新感受。

我們在線開放。

歡迎訪問我們網站，以電子郵件、

電話或視頻通話預約。

*Source: CR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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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買家期待回歸國際房地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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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王璐綜合報導

美國 4 月 27 日宣布，

嚴防中國通過民用商業等

途徑，獲取美國半導體生產

設備和其它先進技術，轉為

軍用。受影響較嚴重的華為

為規避管制，秘尋歐洲意法

半導體合作晶元設計開發。

而中國最近推出的「中國標

準 2035」規劃，也暴露了其

希望主導國際標準的野心。

嚴控高科技民品對華出口

同日，美國商務部發布新規

定：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售軍事相

關產品，即使民用產品也需要商

務部許可證。同時取消了此前對

某些集成電路、電信設備、雷

達和高端電腦等民用產品的豁

免。美國商務部長羅斯 (Wilbur 
Ross) 聲 明 中 表 示：「某 些 國

家，有將從美國公司購買的商品

用於軍事用途的前科。」川普政

府還公布了另一項擬議的修改，

要求外國公司對華出口美國產

品，也需獲得美國政府許可。

華為避繞美國制裁 
秘尋意法晶元合作

據世界日報報導稱，為避

繞美國管制，傳華為找歐洲意

法半導體合作晶元設計開發。

該報導引述《日本經濟新聞》消

息指，華為找到法國與義大利

合資的晶元製造商意法半導體

（STMicroelectronics），共同設

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Adem ALTAN / AFP)

計行動以及汽車用晶元。以避開

美國加大出口管制的可能衝擊。

兩位瞭解內情的消息來源向日經

透露，STMicro 是華為長期的

感測器晶元供應商，兩家公司

的合作也著眼強化華為在自動

駕駛方面的研發，車用晶元是

STMicro 強項。據稱雙方早在

去年初就開始合作開發晶元，不

過都沒對外公開。

該報導稱，據知情人士說，

華為借由與 STMicro 的合作，

可以獲得開發先進晶元所需的

最新軟體；這些軟體主要由

Synopsys 與 Cadence Design
這兩家美國廠商提供。據指與歐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下，4 月

29 日，中共政府的政協和人大

會議確定在 5 月 21 日和 22 日

召開。中國股市或按照慣例在

官方授意下迎來「兩會」上漲行

情，各券商也有諸多分析。

按照往年慣例，中共政府

「兩會」將明確中央和地方預算

草案、GDP 增長目標、確定基

建規模等。地方「兩會」一般在

每年的一、二月份召開，但由於

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今年很多

地方的「兩會」被推遲。近期，

中國多個城市陸續採用「主會場

＋分會場」視頻連線的方式在網

上召開「兩會」。

目前北京當局的政策信號主

要包括：消費與投資並重，重在

線下消費，即開辦實體店銷售商

品；投資重在基建而非地產，基

建中包括新舊基建；關於消費的

刺激政策還只是侷限於消費券的

發放；國務院常務會議確立舊基

建是城鎮老舊小區改造；促進高

校畢業生就業等。

國泰君安認為，預計兩會將

逐步落實中央與地方預算，進一

步確定基建規模。儘管今年公共

財政支出恐難以提供增量，但是

提高赤字率、發行抗疫特別國債

和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都將為

老基建注入增量資金，基建增速

10% 以上可期。

開源證券認為，通過對自

2000 年以來的歷次兩會的股市

表現分析，發現歷次兩會前後市

場都是漲多跌少，而兩會期間則

呈現搖擺不定的特徵。 2020 年

兩會，具備經濟壓力加大 + 政

策約束放鬆這一特徵。根據歷史

經驗，此前的政治局會議和常委

會議已經確立了本次兩會的基調

大概率偏向寬鬆，同時投資 +
消費 + 要素改革的基本主線已

經明晰，這一點市場已經開始反

映，後續更多關注是否有超預期

政策的落地。

新時代證券認為，可以確定

的是穩增長政策一定會有，貨幣

寬鬆也一定會維持，但是關鍵分

歧是力度。新基建更多是長期的

影響，短期經濟回升需要依賴可

選消費、老基建和房地產，這次

常理來講其他國家都是越放

水，貨幣貶值越厲害，但美聯儲

為什麼越放水，美元非但不貶

值，反而越來越強勢，美元指數

漲的越來越高？

先來看美元的強弱是由什麼

決定的？

右圖中藍色的曲線是美元指

數；粉色的曲線是美國 GDP 佔

全球的比例，這兩條曲線的走勢

很吻合，也就是說美元指數下跌

時，美國 GDP 佔全球 GDP 比

例相應下跌，而且達到低點的

時間高度一致，比如三個低點：

1980 年、1995 年和 2011 年。

藍色的曲線美元指數上升，

美國 GDP 佔全球比例也上升。

而且到達高點的時間也高度一

致：1985 年及 2001 年。

美元指數走勢和美國 GDP
佔全球的份額走勢高度一致，這

絕不是什麼驚人的巧合，而是背

後有著深刻的經濟金融原因。每

當美元指數下跌，也就是美元資

本流出美國，流向全球各個資本

窪地，尤其是流向能夠賺到錢，

當地的資本回報率比較高的這些

地區。比如說最典型的例子：中國

在 2001年加入WTO之後至 2011
年的 10 年時間，迅速的吸引了

全球海外資本流入中國，美元也

不例外。中國迎來了它的高光時

刻。而這十年，美元指數下跌，

美元一路貶值不回頭。此時全球

的經濟蛋糕也不斷變大，美國

GDP 佔全球的 GDP 比例下降。

美國 GDP 佔全球比例從 2001
年的 28% 下降到 21%。中國佔

全球 GDP 從 4% 上升到 10%。

因此每當全球經濟做大蛋糕

的時候，因為美元資本流出美

國，去往世界各地挖掘賺錢機

會，美元指數下跌。而每當全球

經濟風雨飄搖之時，美元資本又

回流美國，尋求資本的穩定性和

安全性，此時美元指數上升。美

元資本就是透過這麼一擴張一收

縮來實現世人所說的剪羊毛的，

但是這個羊毛不是所有國家它都

剪的成。只有那些經濟體制薄

弱，漏洞百出的經濟體才容易被

剪，而那些經濟底子紮實，沒什

麼短板的經濟體就很難被剪。比

如說德國，製造業非常強大，而

且財政有盈餘，如果德國有美國

那樣的人口體量和規模，可以說

國力可能絲毫不遜於美國。再有

就是日本，也是製造業強大的國

家，經歷 90 年的房地產泡沫，

也沒讓美國剪到啥羊毛，製造業

依然強大，貨幣依然堅挺。

但有些國家確實比較容易被

剪，比如如拉丁美洲危機時的巴

西、阿根廷，東南亞金融危機時

的泰國、印尼、韓國等國；如果

經濟體內部漏洞百出，脆弱不

堪，比如債務高企，泡沫龐大，

貧富鴻溝，等等，那這個經濟體

就容易遭遇剪羊毛的事。

資本的屬性在全世界都是一

樣的，它趨利避害，風險收益比

好它就去逐利，風險收益比差，

它就棄之而去。資本是無國界

的，而且很多時候人們理解的美

元剪羊毛，理解成了美國剪羊

毛，實際上這個理解的太狹隘

了；資本是無國界的，本國的權

貴資本你以為它只是持有本國貨

幣嗎？本國的頂級財閥都是全球

資本配置，它更容易看到本國的

經濟體是不是出問題，它也會換

成美元出逃。而且往往本國頂級

財閥才是真正出逃後剪羊毛的主

力。因為他們更瞭解本國情況，

資產規模在本國佔比也更高。

就簡單舉個例子，當年

2015 年、2016 年中國的資本大

鱷們在幹甚麼？在海外買買買，

把人民幣負債留在境內，把美元

外幣資產留在海外，這也是經典

的剪羊毛行為。他們賭的是將來

人民幣貶值，人民幣資產崩潰，

它回過頭來再從美元資產殺回

來，收購境內的廉價資產。在後

面改進賣了海外資產，回國內還

債是以後的故事，與中國後來的

政治、經濟監管環境有關。

（本文節選自《蒙面財經

MaskFinance》youtube.com/c/
maskfinance）

陸首季工業企業 
利潤跌近四成

4 月 27 日，中國國家統計

局公布，1 ～ 3 月份全國規模

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一季度實

現利潤總額 7814.5 億元（人民

幣，下同），按季度同比下降

36.7%。進入 2020 年以來，該

數字的下降幅度一直維持近四成

的水平，反映出中國大陸的工業

經營繼續受疫情衝擊。

同日還公布了3月單月數字，

3 月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 3706.6
億元，按月同比下降 34.9%，較

1 ～ 2 月降幅收窄，1 ～ 2 月規

模該指標同比下降 38.3%。

在中國全國 41 個工業大類

行業中，一季度僅兩個行業該指

標同比增加，39 個行業均出現

大幅下降。

其中，利潤降幅最大的是石

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

同比下降 187.9%。反映基礎建

設、製造生產等受影響嚴重。

按企業類型來看，外商及港

澳台商投資企業利潤下降最大，

為 46.9%，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總

額同比下降 45.5%，股份制企業

利潤下降 33.0%，私營企業利潤

下降 29.5%。外資企業利潤下降

近五成，一定程度也反映了外貿

出口行業失單的嚴重程度。

錢別亂灑 發展中國家
任意QE恐致金融崩潰
【看中國訊】疫情衝擊全球

經濟，多國祭出寬鬆政策，作法

包含央行買入資產、政府提供企

業貸款等，但專家示警，並不是

所有國家都經得起擴張政策，若

是在發展中國家，盲目灑錢甚至

有導致金融崩潰的風險。

彭博社報導，至少有 13 個

新興市場國家的央行正在準備、

或已啟動購買債券計劃，儘管這

些作法在發達國家非常常見，但

對部份貨幣體系脆弱，且資金不

時流出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可能

就會面臨金融風險。因為一些新

興市場國家仰賴短期外資，如果

央行這時把錢灌進市場，可能嚇

跑外資，進而產生通膨風險。

財經簡訊

中國股市或按照慣例在官方授

意下迎來「兩會」上漲行情。

（Adobe Stock）

兩會確定 股市迎「兩會」行情？

【看中國訊】路透社旗下 IFR
引述知情人士指，現時在美國上

市的京東，已提交上市文件，計

劃在香港第二上市。據報，京東

或出售最多約 5% 股份，最早將

於 6 月上市；以京東市值約 670
億美元計算，發行 5% 股份代表

集資規模會高達 34 億美元，折

合人民幣約 265 億元。

與此同時，劉強東涉嫌性侵

案再有新進展，明尼蘇達州法院

4 月 27 日駁回京東公司要求取

消「為劉強東進入公寓性侵劉靜

堯負連帶責任」的動議，明州刑

事律師表示，該動議可說是女方

獲得初步勝利。 
劉強東性侵案中的當事女方

劉靜堯 (Liu  Jingyao) 去年 4 月

向美國明州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原告的起訴書中一共提出 6 項

指控，其中 3 項控訴對象是劉

強東，另外 3 項則控訴京東公

司需負連帶責任。 
美國明州刑事律師周東發透

過電話向《聯合報》表示，法官

27 日是針對京東公司要求法院

取消上述第 6 項「為公寓性侵負

起連帶責任」的控訴做出裁決。

全案目前仍在走「程式」，還沒

有進入實質審判，因此對於最後

官司誰會獲得勝利尚不得而知。

另外，他還說明此案接下來會進

入審判期，屆時雙方必須由專家

參與審查證人、證物等可信度，

整個過程需要花不少時間，加上

現在疫情關係，預估可能耗費一

年的時間才會有結果。

洲廠商合作開發，而不是自己設

計開發後下單給合約製造商生

產，能給華為更多彈性，來因應

美國的出口管制。

「中國標準2035」規劃
CNBC 新 聞 4 月 27 日 報

導，北京經過兩年的時間，於

3 月初完成「中國標準 2035」
（China Standards 2035）規劃，

估計今年將發布最終策略文件。

根據目前規劃，將針對物聯網、

雲端運算、大數據、5G、人工

智慧等行業，制定製造、交換、

以及消費等的標準，鎖定範圍與

「中國製造 2025」雷同。

很多產品都包含了許多技術

標準，因此如果能夠主導標準制

定，等同是取得控制全球科技產

品發展優勢的地位。美國和歐洲

的主要技術公司，一直扮演著全

球各行業制定標準的主要角色。

位於北京的研究和諮詢公

司 Trivium China 的合夥人安

德魯．波爾克（Andrew Polk）
告訴 CNBC：「從表面上來看，

這（中國標準 2035）是（北京）

結合國內對標準的需求、提升經

濟表現，以及希望主導國際標準

等的產物。」有專家認為，北京

此舉反映了中共希望主導全球技

術標準的野心。

美嚴控高科技對華出口 

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提到房住不

炒，所以後續可以期待的政策主

要是來自可選消費和老基建。指

數層面，當下不宜追漲，等待更

好的機會，等待政策或經濟復工

力度的超預期。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唐新

元指出，股市是一個國家經濟的

晴雨表，和宏觀經濟的變化高度

正相關，從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是

一個國家前景的先行指標。但

是，中國股市經過二十年的發

展，卻被冠以「政策市」、「圈

錢市」的名頭，凸顯中國經濟的

晴雨表已失靈。現在中國經濟基

本面不足以支撐股市的上漲，如

果股市異動，投資者更需謹慎調

整投資策略。

在 2015 年 3、4 月份，去

市場買菜的中國大媽都在談股

市，互相推薦買股票，完全不去

看經濟基本面和做技術分析，但

是隨後，股災發生了。

為甚麼美聯儲放水美元反而升值？財經評論財經評論

《MaskFinance蒙面財經》提供

京東擬在港上市 
劉強東案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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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被曝疫情失控

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疫情告

急之後，近日牡丹江也被曝疫情

失控。 4 月 29 日，牡丹江知情

人士向《看中國》爆料，林口縣

火車站一名檢票員感染冠狀病毒

後，造成大面積接觸性傳染，該

火車站目前已被封鎖。

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林口縣的

保潔員黃女士，負責管理社區的

隔離人員。4 月 29 日，她對《看

中國》透露，現在當地疫情很嚴

重，政府瞞報確診人數，還不讓

老百姓說，誰說就抓誰。「我是

在樓下幫助管理的，昨天就接到

領導的通知，不讓人出去。一個

牡丹江康安醫院的護工，在我們

縣裡各大超市溜躂，逛了 20 多

天，然後檢查出來她是無症狀感

染者。我們縣裡報的是兩個（確

診），說這個人回來又把她母親

給感染了，但是現在好多小區都

封了，我們都瞭解他們有瞞報，

但是我們沒辦法，不能說，說了

就給你隔離，說了就抓你。」

黃女士告訴記者，現在林口

縣火車站被急封，一名檢票員感

染了病毒，可能已經傳染給了很

多人。「樓上大姨還穿著睡衣特

意跑下來告訴我，讓我千萬別

說，她說家裡親屬告訴，凡是知

道這事兒說這事兒的人都抓，

因為她家兒子都是在政府上班

的。」

此外，哈爾濱市區的趙女士

日前也向《看中國》透露，她所

在單元樓裡有人被抬走，但社區

樓長沒有對大家做任何說明，目

前居民都非常恐慌，對疫情只能

靠猜測。

「這個疫情到什麼程度你

（政府）應該給我們老百姓一個

交待呀，讓我們心裏有個防範，

有個準備呀，是怎麼穿怎麼戴，

心裏好有個數啊！這誰也不說，

大家都猜悶兒。這精神壓力有多

大呀！現在我們嚇得都不敢開

窗，以前偶爾樓下還有人帶著小

孩兒遛一遛，現在人都特別少

了，都感覺特別恐怖。」趙女士

說，本來她很怕講這些，但是

現在都到這種程度了，也不顧

這些了。

哈爾濱市民王先生表示，

「我前幾天在微信群裡發了一個

評論官員的帖子，就被警察找去

訓誡，這連說話都不讓說，你

說中國老百姓還能有什麼權利

吧！」

廣州「大場面」視頻流出

4 月 25 日，廣州居民郭先

生對《看中國》表示，他感覺當

地疫情肯定是嚴重的，「現在每

個地方都有人檢查，如果不嚴重

的話，他就不會搞這些，像文革

一樣的，每個地方都攔住了，一

個巷、一個巷攔住，留一個出

口，讓我想起了小時候 ( 文革時

期 )。」

對於目前廣州感染人數的看

法，郭先生回答：「具體數字他

不清楚，但不相信官方公布的數

字，這些數字反正我不會相信

的，政府講那些數字我不相信

的，它沒一句實話。」他透露：

「中共現在對疫情封口很厲害，

到處都是監聽監控，民眾都不敢

講真話。」

此外，網上流出廣州市天河

區棠下大片北路 3 號的視頻。

視頻中，大量身穿藍色和白色防

護服的工作人員陸續沿街道進入

居民區，長長的隊伍看不到頭，

也看不到尾。僅僅在鏡頭中出現

的官方人員至少就有數十名之

多。許多網友表示，雖然不能確

定這些人具體在執行什麼任務，

但單憑這個「大場面」本身，就

足以斷定當地疫情相當嚴峻。

北京規範太平間

近日根據北京政府內部文件

顯示，顯示近期北京在規範殯儀

館及各大醫院的對接，至於殯儀

館將會提供 365 天、24 小時針

對太平間遺體的銜接服務。

北京市醫院管理中心於 4
月 17 日，向北京市各市屬醫院

下發了《關於統計市屬醫院太平

間基本情況的通知》，通知中要

求各市屬醫院要填寫《市屬醫院

太平間管理情況統計表》。其中

包括《關於在市屬醫院推廣天壇

醫院太平間管理試點經驗的通

知》中提及，市屬醫院太平間將

會設立殯儀工作站，殯儀館也派

遣殯儀工作人員直接進駐，並逐

步實現駐院殯儀工作站於市屬醫

院全覆蓋。

時政評論員李林一認為，在

武漢肺炎疫情大爆發期間，由於

太多人染疫身亡，導致武漢的殯

儀館無法承載超負荷的工作量。

這些場景被媒體曝光之後，使得

政府形象受損。為使將來能夠掩

人耳目，當局想出這一個殯儀館

能與醫院對接的辦法。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日前《看中國》編輯部收到一名

署名為馬先生的郵件。

郵件中，馬先生寫到：「尊

敬的編輯您好，我們是三位被滯

留在巴基斯坦的中國遊客，目前

已經一個多月。

巴基斯坦於 3 月 21 日封國

所有國際航班禁飛，在此期間英

國、美國、加拿大、法國、韓國

等國公民，均在各國大使館的安

排幫助下乘撤僑班機順利回國。

我們也聯繫了中國駐巴基斯

坦大使館，但是他們說：撤僑班

機是不可能的，而且他們也無法

讓巴基斯坦外交部，特批正常來

自中國的航班起降，我們買的十

幾次機票都被取消。

在巴基斯坦的華人有兩萬

多，其中只有不多的中國公民有

需求回國，包括遊客、病人、孕

婦和家人病危的。最近還有一位

在巴基斯坦的中國女生精神失常

自殺……

中巴對外號稱是鐵哥們關

係，每週都有飛機去中國拉醫療

物資，但是飛機卻是空機過去，

然而中國公民卻被困在這裡，只

能眼看著能英國、美國、加拿

大、法國、韓國等國都撤回了自

己的公民。

希望您可以採訪報導中國政

府的這種不作為和推卸責任的行

為。謝謝！馬先生」

《看中國》記者馬上發郵件

嘗試聯繫馬先生，可惜至發稿為

止，還未收到回覆。《看中國》

同仁十分擔心馬先生以及被困巴

國的華人同胞目前的狀況，惟盼

馬先生等人一切安好。

另 據 香 港 媒 體《蘋 果 日

報》，上海人梁先生（化名）日

前也向《蘋果日報》求助，指自

己 3 月中到巴基斯坦旅遊，原

計畫一週後便回中國，沒料到當

地疫情爆發，航空交通全停。中

國政府也一直沒有派出包機接載

滯留巴國的中國人。這半月以

來，梁先生曾多次求助中共駐當

地大使館，甚至透過家人向外交

部求助，但可惜他一直被中使館

當皮球踢來踢去。眼見當地疫情

越來越嚴重，只剩 5 個口罩的

他，只好無奈轉向港媒求助。

梁先生表示，中國政府拒絕

幫助國人，他估計自己有可能要

留在當地至 7 月。「我個人想法

是，中國政府根本不想我們回

家……這是對自己國民不負責

任。」梁先生說。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

導】據《中新網》報導，中國農

業農村部國際合作司司長隋鵬

飛稱，當前巴基斯坦境內蝗災

的演進形勢和中國專家的預判

基本一致，第二波蝗群正陸續

形成，東非的沙漠蝗災也在持

續發展。

4 月 26 日，據中國國家糧

食和物資儲備局網站消息，中國

國家發改委、農業農村部、糧

食和物資儲備局等 11 部門單位

聯合印發《關於 2020 年度認真

落實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的通

知》，要求全國各地區加強對草

地貪夜蛾、沙漠蝗及國內蝗蟲的

監測，堅決遏制爆發成災。

早在 3 月 2 日，中國國家

林業和草原局就曾發布緊急通知

稱，經專家研判，如果氣候條件

適宜，非洲蝗蟲將在 6 ~ 7 月份

到達中國大陸，蝗群規模或會增

長至當時規模的 500 倍。

但另一個「糧食殺手」草地

貪夜蛾去年已存在中國境內，據

悉，今年該害蟲的規模數量已經

比去年激增 90 倍，雲南、四川

等 8 省至少一億畝農地正面臨

威脅。

加劇中國糧食危機的因素還

有：中國東北的黑龍江省是此次

疫情二次爆發最嚴重的省份，省

內綏芬河市和省會城市哈爾濱成

為二大疫區，據悉，疫情已傳播

至遼寧省等鄰近省市。

以往每年的四月底都是黑

龍江省春耕備耕的關鍵時期，

但今年，當地疫情嚴重，對疫

情進行的嚴格防控，例如「封城

封路」，增加了春耕的困難。同

時，4 月下旬，黑龍江省大部分

地區突降大暴雪，許多地區出現

雨雪冰凍天氣，而嫩江積雪已高

達 30 厘米。

不僅東北糧倉在春耕之際，

遭遇疫情和惡劣天氣。河北、山

東、河南和山西等產糧大省都在

春耕時節遭遇大雪降溫。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最

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

提及到糧食問題，主管農業的副

總理胡春華要求抓糧食生產，隨

後在 4 月 10 日，國家糧食和物

資儲備局兩名副局長突然同時被

免職。外界預計免職原因或是與

糧食儲備問題相關。

臺灣 79 歲籐椅師傅張俊男

編籐椅超過一甲子，為了照料重

度智能障礙的憨妻，年近 8 旬

的他至今仍在開業服務。張俊男

與妻子育有 3 女 1 男，張妻因

病住院多日，甚至發出病危通

知，衡山基金會與員林廣寧樂善

團得知，有意幫他支付 3 萬多

元醫藥費，卻遭他一口拒絕，認

為自己可賣籐椅來支應，日前

透過義賣，將 14 張籐椅一日賣

光，順利籌到醫藥費。

張俊男早前因用眼過度，兩

眼視力逐漸模糊，但問他為何還

能編織籐椅，他笑說編織一甲

子，閉眼都能編，著實令人佩

服。員林廣寧樂善團團長張雪如

表示，張俊男不貪不取，為愛堅

持的精神令人動容。

 「誰說就抓誰」 大陸市民談疫情

被中使館踢皮球 華男求助《看中國》

糧荒逼近 中國農業部通知「蟲口奪糧」

8旬翁為憨妻 
籌醫藥費 

不眠不休編籐椅

（視頻截圖）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

訪報導】雖然大陸官方宣

布國內的疫情總體得到控

制，但不少大陸民眾表示

對官方數據並不相信，而

政府也並未放鬆對言論的

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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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俊男手工編織的籐椅

張俊男仍騎著三輪車叫賣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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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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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一軍出任司法部長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議 29
日正式宣布，唐一軍接替傅政華

擔任司法部部長，黃潤秋擔任生

態環境部部長。

公開資料顯示，唐一軍出生

於 1961 年 3 月，山東莒縣人。

曾在浙江省工作多年，歷任浙江

省委辦公廳秘書，舟山市委常

委、市委秘書長，浙江省紀委常

委、秘書長，寧波市紀委書記、

政法委書記、市政協主席、市委

書記、浙江省委常委；2017 年

10 月晉升為正部級，擔任遼寧

副省長、代理省長，於 2018 年

1 月開始擔任遼寧省長。唐一軍

被視為習近平浙江舊部的「之江

新軍」一員。

臺灣中央社引述香港媒體報

導稱，4 月 20 日司法部長傅政

華卸任了該部門黨組副書記之

後，缺席了 4 月 21 日召開的平

安中國建設協調小組第一次會

議。非中共中央政法委委員的遼

寧省長唐一軍卻現身參加了會

議，引起外界的關注與揣測。平

安中國建設協調小組的職責主要

是維穩，近期首要重點工作是

化解武漢肺炎疫情產生的社會

矛盾。

據陸媒報導，剛上任的司法

部部長唐一軍還身兼多個職務。

他現任司法部部長、黨組副書

記，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委

員兼辦公室副主任，中央教育工

作領導小組成員，中央政法委員

會委員，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

小組成員，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

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成員。第

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

顯然，唐一軍已兼任了傅政

華原任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

會委員兼辦公室副主任，但官方

從未公布，也說明傅政華除了中

央委員的黨職，所有職務均已被

拿下，屬於「裸退」。

今年以來，大陸官場出現眾

多的人事變動，不少調動都是涉

及習近平的親信。除了剛被任命

為司法部長的唐一軍，同樣是習

主政浙江時的舊部夏寳龍，今年

2 月接掌港澳辦，就是其中一個

最重大的調動。

傅政華被免沒有意外

自從中共十八大王岐山主持

「打虎」運動以來，傅政華被認

為是江派重量級人物、前中共政

法委書記周永康親信，傅政華要

出事的傳聞一直不斷。在中共官

場浸淫了多年的傅政華，心中肯

定明白能夠平安退休基本算是一

種奢望了。

65 歲的傅政華曾長期在北

京公安局從事刑事偵查，在江派

高官、原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及孟

建柱的提拔下，於 2010 年升任

北京市公安局長。 2013 年 8 月

起，傅政華兼任公安部副部長；

2015 年 2 月，兼任專門迫害法

輪功的中共中央「610 辦公室」

主任；2016 年 5 月，升任正部

級的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據海外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追

查通報顯示，傅政華作為北京公

安局長，是北京市迫害法輪功的

主要負責人，被該組織多次追查

通告。

在習近平拿下週永康和令計

畫的過程中，傅政華因「陣前倒

戈」有功，把 2012 年「3． 19」
政變時周永康曾給他的一個手令

交給了胡錦濤、習近平，才有官

至正部的機會。

傅政華從 2018 年 3 月擔任

司法部部長，兩年多來引人注目

的「業績」是吊銷了一批維權律

師的執照。

有分析認為，傅政華是靠迫

害法輪功而陞官，又跟江派關係

很深，習近平用他對付周永康，

但他終難獲習的信任。

4 月 19 日，公安部副部長

孫力軍落馬；公安部長趙克志連

夜開公安部高層會議，強調肅清

周永康、孟宏偉、孫力軍等人流

毒影響。自2003年至2018年，

傅政華與孫力軍在公安部有將近

5 年的時間在工作上有交集。 4
月 20 日傅政華卸任司法部黨組

副書記，適逢孫力軍落馬之際，

因而備受外界矚目。

歷史學者、獨立時評人章立

凡說：政法系統歷來是一個比較

特殊的地盤，從周永康開始，歷

經孟建柱到郭聲琨，這個系統七

年以來一直沒有完全在最高領導

人的掌控之中。此次收拾孟宏

偉、孫力軍以及傅政華，都是習

近平謀求完全執掌政法系統的重

要跡象。

唐一軍頂替傅政華任司法部長

美聯邦官員諷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中共官方任命唐一軍為司法部部長，傅政華卸任。（網路圖）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27 日，中共外交部在其推

特官方帳號上發表發言人耿爽的

言論說：「中國始終反對虛假宣

傳活動。我們是假信息的受害

者，而不是製造者。兜售假信息

和譴責絕不是國際反大流行合作

的方式，應被所有人拒絕。」

美 國 聯 邦 通 信 委 員 會

（FCC）的官員布倫丹 ‧ 卡爾

（Brendan Carr）在這則推文上

像老師批改作業般，以紅筆將推

文內容修改為：「中國始終主張

虛假宣傳活動。我們是假信息的

製造者。兜售假信息和譴責是我

們煽動國際大流行的方式，應被

所有人拒絕。」 
卡爾的幽默笑翻許多網友，

不少網友大讚「做得好」、「現

在推文讀起來比較合理」、「滿

分」、「笑到飆淚，我愛這個國

家（美國）」。還有網民調侃中

共外交部說：「下次記得將作業

寄給卡爾，別忘了啊。」

這不是第一次卡爾調侃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 4 月初，華

春瑩發文稱「隨時歡迎來中國，

享受與街頭上任何人交談的自

由」，卡爾連發 9 條推文回應，

追問華春瑩「你能讓他們現身，

以便我們說說話嗎？」

1. 好極了！首先，我想與

艾芬醫生交談。她曾在武漢市中

心醫院工作，試圖對病毒發出預

警。你能讓她現身，我能和她說

說話嗎？

2. 接下來，我想與陳秋石

和方斌聊聊，這兩位視頻博主試

圖讓世界瞥見不被中共過濾的武

漢。你能讓他們現身，讓我們可

以說說話嗎？

3. 接下來，我想與李澤華

談談。他在武漢做新聞記者，拒

絕對冠狀病毒保持沉默。在他的

上一次播報中，他直播了自己被

逮捕的過程。你能讓他現身，我

和他說說話嗎？

4. 然後，我想和徐志勇談

談。他批評你的黨魁應對冠狀病

毒爆發失責而被捕。你能讓他現

身，我和他說說話嗎？

5. 他們不能出來說話嗎？

真奇怪。那讓我跟任志強談一

談。他撰寫一篇文章批評你的政

權掩蓋冠狀病毒的爆發，因而犯

下了重罪。你能讓他現身，我能

和他說說話嗎？

6. 好吧，英雄醫生李文亮

又遭遇了什麼？他在半夜被拖到

派出所，被迫撤回他希望全世界

聽到的預警。

7. 我可以和徐章潤談談

嗎？他是北京的法學教授，寫了

一篇題為「病毒警報」的文章。

它說出了世界所知道的：你的專

制政權和審查制度阻礙了延緩冠

狀病毒傳播的努力。你能讓他現

身嗎？

8. 然後，我想和在武漢協

和醫院工作的謝林卡談一談。她

與其他武漢市醫生一起，試圖對

冠狀病毒敲響警鐘，然後遭到中

共官員的譴責並令其保持沉默。

我可以和她說話嗎？

在卡爾的最後一條推文中，

卡爾問華春瑩說的「隨時歡迎來

中國，享受與街頭上任何人交談

的自由」是否還算數。還是這也

像其它的事在中國突然就會消失

了一樣？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綜合

報導】4 月 29 中國司法

部門部長易人，此前已失

去司法部黨組副書記職務

的傅政華被免去司法部部

長，由遼寧省長唐一軍接

任。

 「兩會」會期僅1週
【看中國訊】推遲兩個多月

的中共兩會的召開日期已定。中

共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天（29 日）

宣布，全國政協會議於 5 月 21
日至 27 日舉行，全國人大會議

於 5 月 23 日至 30 日舉行，會

期壓縮至一星期。消息透露，中

共試圖借兩會傳達中國境內走出

疫情陰霾，加快復工復產所謂的

正面訊息。香港《明報》報導，

中南海不排除將以「現場 + 視

頻」方式召開兩會。

布倫丹‧卡爾（Getty Images）

董卿售美國五千萬豪宅 老公真實身份曝光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落馬後，傳

央視女主播董卿等多名女主持人

也被帶走調查。

日前大陸某知名大 V 發微

博爆料董卿在美國洛杉磯購買了

750 萬美元（約 5310 萬人民幣）

豪宅，引起了網友的關注。 
從網上的照片可以看出，董

卿的這座豪宅非常豪華，露天大

泳池，歐式大別墅，整個別墅被

綠植包圍著，環境非常優美。

隨著董卿豪宅的曝光，多年

的神秘老公也隨之被起底。從媒

體披露的產權信息可以看出，豪

宅權利人除了董卿外，就是他的

老公密春雷。董卿和密春雷是秘

密結婚，密春雷是上海中瀛公司

的老總，2007 年胡潤富豪排行

榜 193 位。

密春雷是上海崇明人，農民

出身。目前他的公司似乎在資金

和管理上出現了巨大的問題。

近日孫力軍落馬引發極大關

注，其性醜聞也持續在網路發

酵。流亡美國的富豪郭文貴也曾

爆料，指孫力軍和央視主持人

董某有十餘年的情人關係，兩

人還有孩子，在孫力軍不在期

間，董某還陪孟建柱游泳，併發

生關係。

總部在美國的《大事件》雜

誌曾披露，兩人在上海開始交

往，秘密來往至少 10 年。報導

說，央視不少知情者對她與孫力

軍的關係，心知肚明。

葉大鷹暗挺方方

 《武警法》被修訂

【看中國訊】武漢作家方方

在疫情期間一直以日記形式記錄

她的見聞與感想，成為許多人瞭

解「封城」時期武漢的窗口，因

計畫在海外出版譯本遭遇大批

「五毛」圍攻。

針對她的網路暴力被認為背

後受到當局的支持。葉大鷹在微

博發文說，「這次見有些人舉著

政治口號大旗欺負人，我忍不住

出個頭。這叫路見不平拔刀相

助！」

他引用自己的電影《大鱷之

門》中的一句台詞：「這個國家

不是我的，但我是這個國家的！」

他還警告：「你們若想欺詐人民，

坑害百姓。最好別讓我看見，否

則，我一定會揭穿你們！」 

【看中國訊】中共人大常委

會議於 4 月 26 日至 29 日舉行。

在首日會上，有關武警部隊的新

法草案獲得審議。

中共武警部隊因涉政變，被

指是習近平心腹之患。這一改革

的直接後果是中共地方各級黨

委、政府及各級公安部門均無權

調動武警。

中共官方披露，此次法律修

訂增加「組織和指揮」一章，將

「任務和職責」一章調整為「任

務」和「職權」兩章。

草案還強化了對武警權力運

行的監督，明確中共軍委監察委

員會、武警各級監察委員會是法

定監督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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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中國大陸航母遼寧號艦

隊群穿越台海展示戰力，更有傳

一度包圍美軍軍艦，威嚇意味濃

厚，美國其後在關島進行空軍演

練，多家台灣及美國智庫與媒體

均認為北京在台海軍事實力增

強，局勢緊張。

台媒 27 日報導，台灣中科

院從 4 月 5 日到 19 日，前後共

有八天，陸續在台灣東部外海實

施各式飛彈的鑒定測試。這段期

間，台灣東南部居民經常在夜間

看到飛彈烈焰衝天的畫面，和

像雷鳴般的巨響。 4 月份這一

連串的飛彈試射，包括了射程

1500 公里的雲峰巡弋飛彈，而

且這款飛彈即將進入量產。

中科院不評論這項報導，只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台灣中科院4月起測試

一系列中程飛彈，包括射程

1500公里的雲峰巡弋飛彈，

引起了各方矚目，消息指該飛

彈射程涵蓋大陸多個軍事基

地，或打亂北京在台海區域

的軍事部署。

台灣雲峰飛彈試射成功

說各項武器研發測試，都依規定

事先完成射擊通報公告，請國人

基於國家安全與國防自主，給予

鼓勵支持。

此外，4 月 14 日、15 日的

天弓 3 飛彈試射公布的警戒範

圍，是距離宜蘭外海的北太平洋

海域，彈道高度是「無限」。香

港媒體《星島環球網》甚至以「台

版薩德」來稱呼它。

專家：可打亂大陸軍方節奏

國防安全研究院資源與產業

研究所長蘇紫雲接受《中央社》

訪問時指出發展雲峰飛彈「目標

不是殺傷敵人，而是剝奪敵人的

作戰能力」，主要攻擊敵人的機

場、港口、指揮中心等具威脅性

的目標。而台灣與以色列都是戰

略守勢，但台灣堅持不會開第一

槍，只有遭遇威脅才使用。

蘇也認為，根據推測，雲峰

射程可能達到 1500 公里，速度

達 3 馬赫，可直攻大陸中部戰

區的第二線，使大陸軍方失去作

戰的節奏。

《聯合新聞》報導，面對近

年大陸多次釋出攻台訊號，中科

院研發高性能飛彈，一方面推動

台灣國防自主能量，突破國際軍

事科技管制限制，另一方面，早

年美方處處牽制與衛星偵察台灣

飛彈研發，現在主客觀條件改

變，美方對台灣發展中程地對地

飛彈的箝制也比過去寬鬆，當中

原因頗為耐人尋味。

台灣海岸巡防署第一艘戰

時具備執行反擊軍事任務的 600
噸級巡防艦「安平號」，27 日

也在高雄旗津「中信造船公司」

高鼎廠舉行下水儀式，預計 10
月前完成火箭彈射控、反艦飛彈

管線與基座的安裝後就可以交

艦。這艘「安平號」巡防艦預計

明年將參與台灣軍方漢光演習實

兵操演，驗證艦載雄二或雄三反

艦飛彈的實彈射擊戰備能量。

港台簡訊

【看中國訊】荷蘭日前將駐

台機構正式名稱從「荷蘭貿易

暨投資辦事處」（Netherlands 
Trade & Investment Office）
更 名 為「荷 蘭 在 台 辦 事 處」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引發中國抗議；歐盟則在 29 日

表示力挺荷蘭駐台機構改名的決

定。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代表

紀維德（Guy Wittich）27 日透

過影片宣布有關消息，他強調，

「少一點、多很多」，辦事處也

配合荷蘭改變全球識別形象，發

表專屬識別標誌、更新網站。另

外紀維德也正式宣布，他即將在

今年 7 月結束他 5 年派駐於台北

的任期。

受制於北京長年對台灣施加

的外交壓力，目前所有與北京建

交的國家在台灣的官方機構都避

免以國家外交層面相關的字眼命

名。中國駐荷蘭大使館對此事嚴

重關切，要求荷蘭澄清，並強調

台灣問題涉及中方核心利益。

荷蘭駐台機構改名
「在台辦事處」

美國會跨黨派再力推香港人權法
【看中國記者李家宏

綜合報導】美國國會多位

跨黨派議員2 8日發起聯

署，敦促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盡快全

面落實《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

參與聯署的包括法案主要推

手之一、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

（Marco Rubio）、國會中國執行

委員會主席兼民主黨眾議員麥高

文（James McGovern）、共和

黨眾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
等，這八位參議員及眾議員都是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共同

發起人。

在聯署信中，提到香港近月

的情況正在惡化，特區政府在疫

情期間繼續打壓民主運動，早前

更拘捕 15 名 民主派人士，其

中一名被捕者為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

信中又指， 中共推動 23 條
立法，將以國安之名，進一步打

擊香港的自由及自治，也提及立

法會議員郭榮鏗行使權力主持內

務委員會，卻遭港澳辦及中聯辦

【看中國訊】台灣防疫有成，

屢次躍上國際媒體，但先前透過

華航運送醫療物資援助他國時，

因機身上印有「China Airline」引
起不少誤會，甚至不少旅外台人

因持護照，被海關判來自中國大

陸而擋下。台灣立院早前表決有

關未來護照改版時，應放大「台

灣」辨識度的議案，在各黨均無

異議下，此案順利逕付二讀。

有關提案要求，「行政部門

應就如何進一步提升我國護照

之『台灣』、『TAIWAN』辨識

度研提具體作法，以維護國人尊

嚴，以及確保國際旅行之便利與

安全」。此外，由於護照上的

「Republic of China」字樣，時常

對國人造成困擾，常被誤以為跟

中國來自同一個地區。儘管台灣

在 2003 年在護照加註「Taiwan」
字樣，仍不時被當作來自中國大

陸，受到許多不必要的歧視。

民進黨團代表鍾佳濱說，

其實全世界 198 個國家中，非

英語系國家有 156 個，其中將

近 5 成的護照上沒有任何英文標

示，因此台灣的護照要不要標誌

「Republic of China」其實並不一

定，護照形式都可有不同作法。

對此，立法院 28 日針對上

述案進行處理，在朝野各黨均無

異議之下，提案順利逕付二讀。

另外，時代力量王婉諭也表

示，華航也有被誤認為是中國航

空而遭禁止的情況，甚至有許多

被國際誤解，而使得台灣權益受

損，因此正積極推動正名法案。

台灣護照正名

通過二讀

點名指責他違背議員誓言，信中

稱這是北京過去要移除民主派議

員時所用的技倆。此外，兩辦

聲稱並不受《基本法》第 22 條所

限，這說法與過去有關兩辦在港

角色的聲明，有大幅度的改變，

將會影響香港的自治。

蓬佩奧 29 日接受福克斯新

聞訪問時表示，由於北京政府沒

有遵守相關承諾，香港的自由正

逐漸被侵蝕，華府會繼續留意中

國干預香港自治的情況。他也再

次批評中國要為全球爆發新型冠

狀病毒，引起大規模經濟衰退負

責，而各國至今都未能進入武漢

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調查，全球

必須追查病毒源頭。

▲中科院準備在明年2019年量產「雲峰」中程飛彈，未來將機動部署20枚在

北、中部地區。圖為天弓飛彈。（自由時報）

華裔商人因「資助反送中」 
在大陸被捕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

合報導】陸媒報導指，一名

任職美國駐華企業、美洲小

國伯利茲國籍的商人李亨

利，在大陸被以「勾結境外

反華勢力插手香港事務」為

由拘捕起訴。

4 月 23 日， 廣 州 市 國 家

安全局宣布在去年 11 月拘捕

一名伯利茲（Belize）籍男子

李亨利（外文名：Lee Henley 
HuXiang），指他「涉嫌資助危

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案，移送

廣州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多

家陸媒引述消息指，李出資支持

香港反送中活動，並指他「配合

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是一個

典型的『兩面人』，『吃中國飯

砸中國鍋』」

大陸《環球時報》事後追擊

李的背景，宣稱其在改革開放

後，通過其在香港的親屬關係，

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引進外資的政

策，逐漸賺取到第一桶金，目

前在美國駐華企業「美東有限公

司」任職高層。文章並稱其曾涉

及嫖妓、詐騙罪行，但並沒有明

確的消息來源。

報導也提及李曾涉及重慶前

市委書記薄熙來案，庭上他承認

曾「協助大連實德前董事長徐明

安排信用證，將薄妻谷開來在法

國購買別墅的款項，按徐明的指

示，匯到指定的海外戶口」。

港媒發現，目前「美東有限

公司」的網站已經變成「暫時無

法訪問」狀態。

【看中國訊】繼英國「衛報」

及德國「週日畫報」近期陸續

將蔡英文列為抗疫有成的女性

領導人後，荷蘭「大眾日報」

（Algemeen Dagblad）27 日也以

「女性領導人防疫表現更好：巧

合嗎」為標題介紹德國、紐西蘭

跟台灣在因應肺炎的出色表現。

文章還提到，蔡英文的表現

更令人印象深刻，她是最早對大

陸有關疫情作出有效回應者。台

灣可以說是應對疫情大流行之全

球領先者，儘管台灣與首先爆發

疫情的大陸相距不遠，但台灣至

今只有 6 人喪生，並且有能力

向美國和歐洲分別提供幾百萬片

優質口罩，而且目前台灣也正控

制住難以避免的第二波疫情。

荷蘭大報讚蔡英文
領導台灣防疫

【看中國訊】台灣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7日宣

布，台灣無新增武漢肺炎確

診病例，目前全台累計429
例、6人死亡，290人解除隔

離，其餘持續住院隔離中。

連續15天無本土病例。磐石

艦群聚個案仍維持在31例，

無新增個案。

除了台灣網友反應熱烈外，

日本網友也紛紛分享對台灣防疫

成功的看法，包括「真想去台灣

旅行一次」、「為了世界著想，

WHO 應該交給台灣經營」、

「叫台灣老師」、「台灣已經在

世界出名了」、「這就是不相信

世界衛生組織的結果」。

台灣已經連續 15 天沒有武

漢肺炎本土確診個案，而每天增

加的確診案例數字低，讓民眾頗

感安心。

中央社報導，有立委關注台

灣疫情是否能在 6 月底告一段

落。衛福部長陳時中解釋說，如

果根據科學實證，抗體沒有辦法

產生一定的效果，將會對疫苗研

發產生一定的影響，如果疫苗無

效，那麼疫情在秋冬時再來一次

是必然的情形。

陳時中也說明，目前各方面

措施都在研議中，無論是 3 階

段整備方案，或是未來情勢有改

進的話，也要根據相關科學證據

做一些放寬的準備，這些都在準

備中。

台灣連續15天零確診

【看中國訊】26 日傍晚太古

城中心有大批市民在商場各樓層

聚集，高叫「五大訴求 缺一不

可」、「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等

口號，重現 2019 年「反送中」

運動的場景。有市民針對中聯辦

和建制派近日吹風立 23 條惡法

一事抗議，及聲援 4.18 遭警方

搜捕的十五位民主派人士。

當晚稍後大批防暴警察手持

盾牌、警棍、胡椒噴霧等陸續進

入商場驅趕在場人士。並以早前

港府頒布的「限聚令」禁止 4 人

及以上聚集，聲稱市民即使保持

法例要求的 1.5 米距離，但只要

是抱著同一目的而共同聚集，都

會違反防疫規例。人群一度被驅

趕至太古城私人住宅範圍聚集對

峙，東區區議員趙家賢和助理在

場與警察理論。

雙方爭持期間，警察以強光

及胡椒噴劑指向及推撞趙家賢與

助理。混亂之中，助理被推倒昏

迷倒在地上，警方還一度阻止義

務急救員上前協助，在場人士鼓

譟，延誤約 5 分鐘後急救員才獲

准入內協助。其後救護車到場將

他送醫院治理。全晚衝突之中，

至少有兩人被警察帶走。

香港反送中未沉寂

蓬佩奧魯比奧

李亨利（網絡圖片）

台灣小學如常上課(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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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已

經多日沒有露面，其病危、

死亡消息頻傳。據悉中國軍

隊正向中朝邊境一帶聚集，

網路視頻顯示，這幾天運載

裝甲車和坦克的大型運輸

車急遽駛向丹東，連續不斷

綿延十幾公里。

【看中國訊】已故捷克議長

柯佳洛，在訪問臺灣前猝死，遺

孀日前通過媒體揭露來自北京的

威脅黑幕。臺灣朝野兩大黨國會

議員，呼籲捷克當局，查清死因

真相。

據《自由時報》報導，2019
年 10 月 10 日， 捷 克 已 故 參

議 院 議 長 柯 佳 洛（Jaroslav 
Kubera）出席了臺灣駐捷克經

濟文化代表處國慶酒會時，曾

經承諾在今年 2 月將會率企業

代表訪問臺灣。他以「憲法之下

第二把交椅」的參議院議長身份

來訪臺，這與總統米洛什．齊

曼 (MilošZeman) 的親共路線相

悖，亦令中國當局亦極度不滿，。

捷克公共電視臺 4 月 26 日

報導，柯佳洛的女兒受訪時表

示，其父在 1 月 14 日總統府舉

行的新年餐會後變了一個人，再

也不講話。柯佳洛的遺孀薇拉表

示，柯佳洛 1 月 17 日出席中共

大使新年餐會，進行一場「非常

不愉快的密室會談」，中國駐捷

克大使張建敏跟他談話再度施

推特上大量視頻顯示，在 4
月 26 日至 27 日從遼寧瀋陽至

丹東的高速路上，運載裝甲車和

坦克的大型運輸車，一輛接著一

輛綿延有好幾公里長，其中還有

供坦克登陸用的甲板。視頻中可

見的坦克和裝甲車就有 7、8 個

不同的種類。也有報導稱，中共

緊急調遣第 78 集團軍 30 萬兵

力在鴨綠江邊集結。

4 月 27 日上午，也有網友

拍攝視頻說，瀋大高速出現大量

軍車、裝甲車、坦克、運兵車，

綿延十幾公里。另有消息稱，俄

羅斯大批地面部隊，開往中朝邊

界，情勢緊張，隨時準備介入。

自金正恩 4 月 15 日未出席

其祖父金日成誕辰活動後，有關

壓。還說如果他堅持去臺灣，張

建敏稱自己將會被撤換。柯佳洛

半小時出來後警告妻子，不要吃

中共使館提供的食物飲料。那晚

回來後，丈夫變得心神不定，以

前從未發生過這種情況。 1 月

20 日柯佳洛猝死。

在清點遺物時，家人發現柯

佳洛的手提箱裡，各有一封來自

中國大使館和當時從親中的捷克

總統府的信，威脅他取消訪臺計

畫。薇拉相信，這兩封信是造成

柯佳洛猝死的原因。中方在信中

威脅，如果柯佳洛訪問臺灣，捷

克汽車製造商斯柯達、樂器製造

商佩卓夫鋼琴、金融企業捷信集

團等與中國市場有利益關係的捷

克大企業將會付出代價。

薇拉 28 日接受捷克《今日

報》專訪時重申稍早在電視上的

指控，並強調柯佳洛當時訪臺心

意已定，柯佳洛說過：「共黨統

治的時代我都達成目標了，民主

時代沒人能指使我」。

中方的威脅信被披露後震驚

捷克政壇，總統、總理及議長上

朝鮮異動 金正恩境況成謎

金正恩病危的傳聞滿天飛。日本

傳媒《週刊現代》稱，據消息人

士爆料金正恩心臟支架手術失

敗，可能已成植物人。另據《韓

國中央日報》26 日報導，韓國

國會外交統一委員會委員長尹相

接受採訪時透露，韓國國會已經

超過一週時間沒有收到有關金正

恩健康情況的任何報告，應該是

有異常徵兆。路透社 4 月 25 日

引述三個不同的消息來源說，北

京派遣一個專家醫療小組 23 日

奔赴平壤，這個專家小組由中聯

部高官率領，主要是為金正恩的

健康提出建議。因此不少分析認

為，這已經從某種程度上核實了

金正恩病重的傳聞。

此外，中國鐵路瀋陽局集

團 24 日宣布，停駛北方城市到

丹東、琿春的火車，為期 3 週。

此舉被大陸線民視為中朝邊境的

異動。自由亞洲電臺引述北韓知

情人士的消息，由於地緣政治的

需要，中共在北韓投入了龐大的

資源，一旦金正恩死亡，中共會

馬上扶持一個人選代替金正恩。

川普：知道真實情況

27 日白宮草坪疫情簡報會

上，美國總統川普回應記者就金

正恩的健康情況提問時說，「我

不能很準確地告訴你們什麼」。

他緊接著說：「是的，我很清楚

他現在狀況如何。但我現在不能

談。」

旅美時事評論人士郭寶勝接

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說，川普

肯定的語氣顯示他已掌握金正恩

的健康狀況：「川普在新聞簡報

會上主要說四點，一是他知道內

情，第二，韓方向美方通報了，

所以川普知道了內情，第三，他

現在還不便說，說明還有一些原

因，第四，金正恩會很快露面。

我估計他現在正在養傷，如果他

現在是植物人，腦死亡，美國現

在不是這個狀態。總而言之，金

正恩沒有死亡。」

他也認為，金正恩的生死將

影響東北亞局勢，因為中美正在

發生激烈衝突，因為肺炎的責

任，美國正在反擊。朝鮮和中共

一樣都是獨裁國家，一個人發生

變化，整個國家的政治也都會發

生變化。金正恩身亡或病危對整

個北韓的政治生活會有很大的變

化，有可能發生政變，也有可能

促成兩韓統一。

被威脅的捷克參院議長猝死 疑點重重

金正恩至今境況成謎。（Getty Images）

月在聯合聲明中譴責中國威脅。

無獨有偶，捷克首都媒體報

導說，俄羅斯特工已經攜帶生化

武器毒劑蓖麻毒素（ricin）進

入布拉格，準備刺殺反共的布拉

格市長賀瑞普 (Zdenek Hrib)，
之前賀瑞普下令拆除了蘇聯元帥

科涅夫的銅像，4 月 27 日布拉

格市長表示他已經得到警方的保

護，但是他沒有重複媒體說他成

為俄羅斯的刺殺目標的說法。賀

瑞普不但稱臺灣對於抗疫的努力

給予捷克啟發，大讚兩國有著良

好的合作，他更嗆中國隱匿疫

情，是不可信賴的夥伴。

外界普遍關注，柯佳洛的真

正死因是什麼？針對布拉格市長

而來的人身威脅，俄羅斯是否與

中共的情報組織有配合？因為前

蘇聯留在東歐的紀念性建築被拆

掉的也不少，包括波蘭前兩年也

拆除了蘇軍紀念碑，也未招致俄

羅斯特工報復。捷克政壇親共與

反共所衍生的系列隱秘事件，或

將借柯佳洛之死，拉開了調查的

序幕。

美國總統川普 4 月 14 日宣

布暫停金援世衛後，4 月 26 日

與法國總統馬克宏通話時，兩人

一致同意，必須對世衛組織進行

改革。同時也都認為，要盡快召

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 5 個常

任理事國會議，共同討論聯合國

對疫情的應對措施。川普還從多

方面將世衛邊緣化，例如：避免

在疫情資料上提及世衛、改為資

助其他涉及公衛議題的非政府組

織、延宕有關病毒疫情的聯合國

安理會決議案、與聯合友邦質疑

世衛的信譽等。美國共和黨籍眾

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也公開表

示，世界衛生組織早已淪為「武

漢衛生組織」。

西非國家幾內亞比索衛生

部 29 日宣布，該國總理納比亞

姆（Nuno Gomes Nabiam）和

3 位內閣部長都被確診感染病

毒。據《路透社》報導，衛生部

長德納（Antonio Deuna）說，

總理納比亞姆、內政部長坎德

（Botche Cande）、公共秩序大

臣法貝（Mario Fambe）和區

域整合大臣波伊洛（Monica 
Boiro）都在週二確診，目前在

首都比索（Bissau）的一家旅館

隔離。不過他沒有透露官員的病

況或治療等細節，但警告該國的

感染率可能會上升。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

他「有信心」在特朗普政府的支

持下，將能夠在幾個月內兼併西

岸部分地區。內塔尼亞胡對一群

強烈支持以色列的歐洲福音派基

督徒說：「我們將能夠慶祝猶太

復國主義歷史上的另一個歷史性

時刻。」他星期天通過錄像帶對

大家講話。以色列計畫宣布對戰

略上至關重要的約旦河谷和西岸

所有猶太人定居點擁有主權。以

色列自 1967 年六日戰爭後一直

佔領約旦河西岸。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

登被控於 1990 年代任聯邦參議

員時性侵其辦公室助手塔拉 · 雷
德（Tara Reade）。去年，她和

多名婦女一起公開指控拜登不適

當的身體接觸。 性侵事件有很

多證人，包括雷德的母親、兄弟

和朋友，甚至還有雷德的母親給

CNN 名嘴、著名電視節目主持

人拉里 · 金（Larry King）的電

視直播節目打電話的視頻佐證。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

源頭，雖有諸多跡象顯示來自武

漢 P4 實驗室，但在北京諸般阻

撓下，調查暫無結論。不過前美

國總統顧問班農日前表示，一位

逃離自該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將於

近日現身說法，屆時將揭穿該研

究所的內幕。

據《自由時報》報導，疫情

從 1 月爆發至今，中國政府不

僅無法查出病毒來源，還傳出曾

下令將病毒樣本銷毀。班農 4
月 24 日在直播節目《戰情室》透

露，有位來自武漢 P4 實驗室的

資深研究員，目前已成功從中國

出逃，該名科學家近日會在他的

直播曝光。班農並稱：「中國必

須知道，你們的實驗室中有很多

人，不管 P2 或是 P4 實驗室，

出來的人都已遍布全世界，他們

都會發聲，因為他們都知道實驗

室的黑幕，你們一直在說謊。」

研判疫情病毒來自於中共

P4 實驗室的權威人士，包括：

諾貝爾獎得主呂克 ‧ 蒙塔尼耶

（Pr Luc Montagnier） 與 俄 羅

斯生物學權威彼得 ‧ 舒馬克夫

(Petr Chumakov)。

班農：出逃者

將現身揭密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全歐武漢肺炎疫情最嚴重的

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單日死

亡人數已大幅下降；英國也出現

自 3 月底以來的最低人數，首

相約翰遜亦重返崗位；但俄羅斯

疫情則出現惡化，甚有近千名官

兵確診。

法、意、西單日死亡趨緩

據法廣報導，死亡人數位居

全球前五名的法國、意大利、西

班牙形勢持續緩解中，其中意

大利 4 月 26 日單日內死亡人數

為 260 人，是自 3 月中旬以來

的最低點，當時每日死亡人數均

超過 300 人，甚至破千人。截

至 4 月 26 日，意大利累計死亡

人數 2 萬 6644 人，累計確診包

括：痊癒和死亡人數，總共 19
萬 7675 人。

西班牙 4 月 26 日單日死亡

人數 288 人，也是自 3 月 20 日

以來的最低紀錄，死亡人數累計

2 萬 3190 人。西班牙當局已於

26 日同意開放 14 歲以下兒童可

以在成年人陪同下戶外散步，這

也是6週禁足令以來，首次放寬。

法國 4 月 26 日單日死亡人

數則為 242 人，已呈現大幅下

降，前一天的單日死亡人數為

369 人。法國目前死於該病毒的

人數累計達到 2 萬 2856 人，確

診累計 12 萬 4575 人，住院人

數 2 萬 8217 人，重症護理病房

病人繼續減少，減至 4682 人，

比 4 月 25 日少了 43 人。

英相復崗                             
嘗苦果解封緩議

英國首相約翰遜 3 月底確

診後，經過近一個月時間，4 月

27 日終於重回工作崗位，而此

前一日英國的死亡人數為 413
人，也是英國自 3 月底以來最

低紀錄。約翰遜在唐寧街發表演

說表示，本次疫情是二戰以來英

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但目前國內

疫情的狀況確實出現進展，加護

病房裡的病患減少，已過了疫情

高峰期，現在要開始扭轉情勢。

英國是歐洲疫情嚴重的國

家之一，目前境內確診人數超

過 15 萬人，死亡人數已達 2 萬

732 人，死亡人數位居全球第

五。但如果將醫院以外的數千病

死人數，如老人院等統計在內，

英國的總死亡人數將會更高。

之前一度不以為意的約翰遜

在歷經劫難後表明，政府不會過

早下令解封，以免疫情局勢再度

惡化。他說，英國要達到 5 項

條件，包括：確認國家醫療保健

服務可負荷、每日死亡人數持續

下降，才會開始考慮放鬆禁令，

進入第二階段。

他還警告稱，英國目前正處

於「風險最大的時刻」，如果第

二波的疫情爆發，不僅會帶來更

多人的死亡，這還會是一場「經

濟災難」。

近千名俄羅斯官兵染疫

至於俄羅斯方面，據當地報

導指出，俄羅斯已經連續 2 週

的每日通報確診病例破千，其增

長速度相當驚人，累計確診數已

達 8 萬 7147 人，而且已經擠進

全球 10 大重疫情國家。目前俄

羅斯有 84 個地區皆傳出疫情，

而有部分區域對於來自於莫斯科

及聖彼得堡的民眾，都要求必須

隔離 14 天。就連作息嚴謹的軍

方也無法避免地傳出疫情。

俄羅斯國防部向衛星通訊

社表示，自 3 月至 4 月 26 日，

俄羅斯武裝力量進行大規模檢

測，其中 874 名官兵確診感染

該病毒。

普京也因此宣布，俄羅斯將

要延遲 5 月 9 日的二戰勝利紀

念日預計舉行的慶祝活動，其中

包括了在紅場上進行的大規模閱

兵式，也將被迫取消，甚至這次

曾參加過閱兵演練的數千名士

兵，也在閱兵取消之後立刻被要

求隔離。

目前疫情最嚴重的區域是

莫斯科州，其確診人數已累積

至 9070 人及 71 人死亡；而聖

彼得堡也有 3077 人確診。另一

方面俄國治安也成為問題，原本

克里姆林宮要求全俄暫停工作至

4 月 5 日，但持續延燒的疫情，

使得普京不得不再下令延長至 4
月 30 日。

歐多國單日死亡趨緩  俄羅斯加劇

捷克前參議院議長柯佳洛（Jaroslav Kubera）（Flickr）

俄羅斯疫情延燒至軍中，二戰

勝利紀念日紅場閱兵被延遲。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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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4 月 21 號密蘇里州的檢察

長施密特 (Eric Schmitt) 向一個

聯邦地區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

起訴書第一位被告是的中國，第

二位是中國共產黨，再往下是一

連串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什麼

國家衛健委、應急管理部、民政

部，湖北和武漢市政府。之所以

把中共作為排名第二的起訴對象

有法律技術上的考量，就是檢

察官認為這樣能夠規避「主權豁

免」的障礙——中共不能等同於

國家機構本身。這起案子是第一

個政府級別的，要求中共賠償疫

情損失的訴訟，之前原告都是民

間機構，這次是公訴。

很多人說一旦被索賠，中國

就要賠個底兒掉，要陷入萬劫不

復的深淵。到底庚子賠款 2.0 有

多可怕，我們先看庚子賠款 1.0
實施的過程。

《辛醜條約》規定賠款本金

4.5 億兩白銀，按揭 39 年，全

部本息合計 9 億 8 千萬兩。美

國佔大概 7% 點幾。實際賠付

的執行如何呢？到 1939 年 1
月 15 日國民政府財政部發出

通告宣稱停止支付庚子賠款為

止，中國實際支付的賠款數額共

五億七千六百多萬兩，約佔總數

的 58%。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屬

於戰勝國，這樣戰敗國奧地利和

匈牙利等國的庚子賠款就不需要

再賠。賠款的最大頭俄國 1917
年發生了十月革命，建立起來蘇

維埃政府要和帝俄劃清界限，要

團結中國的無產階級，放棄了剩

餘的庚子賠款。

從 1924 年開始英、法、比

利時、義大利、荷蘭等國相繼退

款，但都指定款項用途。美國帶

頭，八國聯軍裡除了日本，七國

都有退款，退還中國之庚款約在

海關銀三億兩左右。不作好壞判

斷，只看數字，這個庚子賠款也

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說到美國帶頭退還庚子賠款

這事，退還中國賠款的一半。

《辛醜條約》簽以後，一批美國

大學校長上書政府：之所以發生

義和團之亂，是出於中國的愚昧

和閉塞，未歸文明之化、不識世

界潮流。所以主張拿中國給美國

的賠款辦教育，只有讓中國進步

融入世界，才是美國長遠利益所

在，中國遵循世界規則，才可能

建立起穩定的貿易、投資關係。

大清君臣一聽，從來就沒見過賠

給別人的錢又退回來的，當然舉

雙手雙腳歡迎。美國社會的共識

是：必須全款用來辦教育，不

得挪作他用。大清最後也同意

了。退錢這事還得國會說了算，

1908 年美國國會通過退款的法

案，授權總統全權安排。

先一手賠給美國，美國政府

再拿這個錢為中國辦教育。安排

中國學生來美國留學，開銷由美

國政府來支付，相當於美國政府

義務當大清的教育部留學辦公

室，美國幫大清花這個錢，一分

錢都不經過你清政府官員的手。

整個過程美國政府一桿子插到

底，每個環節都嚴格監管，赴美

留學生的選拔，考試命題涉及西

洋科目的，由美國使館出題；監

考美國使館派員參與，因為不放

心只有中國官員監考。一共有兩

輪考試五場，涉及 15 門功課，

第一輪考試分兩場考英文、中

文；第二輪共三場，第三場考代

數、平面幾何、法文、德文、拉

丁文的。第四場考立體幾何、物

理、英國史和美國史。第五場

考三角函數、化學、希臘史和羅

馬史。第一次留學資格考試，

1909 年全國 640 名考生裡，只

錄取了 47 個。比中國考科舉還

要嚴格。它的前身就是留學美國

的預備學堂，好多科目當時中國

的學校不教，得先參加預科，才

能去考試留美。沒有美國的庚款

留學計畫，就沒有清華大學。

庚款留美學生裡誕生了一大

批中國近代的精英，比如胡適、

後來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氣

象學家和教育家竺可楨，這批留

美學生歸國的，不是踏踏實實搞

學術、就是踏踏實實辦實業的、

再不然是搞技術和辦學，就沒有

搞激進革命的。在中國搞激進革

命的，20 世紀前 20 年是從日本

回來的那批人，同盟會以日本為

據點，在留日學生中發展了大批

會員。 1920 年代以後把中國搞

亂的就是從俄國回來的，就沒有

從美國回來的。

1914 年美國退全了全部庚

子賠款的餘額，也是專用於辦教

育，1924 年中國成立了中華教

育文化基金會，負責管理庚子退

款。其實你只要放下共產黨的教

科書，稍稍瞭解一下中國近代

史，你很難對美國這個國家恨得

起來。平心而論，說庚子賠款不

賠給外國人，這筆錢由大清官員

決定怎麼花，你覺得能辦起來清

華大學嗎，能賠養出這麼一批棟

樑之才嗎 ?!
假如今後對中共的訴訟案有

進展，一碼歸一碼，中共對世界

的災難負有責任，該賠的得賠。

但這個錢也得敦促各國用於中國

的進步，世界各國今天遭災就是

因為缺少遠見，那就只能以正確

的遠見來彌補。（節選自《文昭

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庚子賠款2.0有多嚴重？

清華大學（UserYaoleilei/維基百科/CC BY-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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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我在推特上看到法

輪功學員發了一個關於紀念 4．
25 萬人進京請願的視頻，頓時

勾起了我的一段往事。

那 是 1999 年 4 月 26 日，

也就是法輪功學員萬人進京請願

的第二天，當時我還在新華社某

分社工作，當天剛上班就有同事

說：「北京昨天出大事了，全國

的法輪功學員有上萬人進京請

願，正好趕上今年6．4十週年，

中南海的幾個頭都很緊張，聽說

這個組織有上億的人。」在此之

前，我只是偶爾聽人說過法輪功

是一個氣功門派，其它一概不知。

據當年的同事介紹，法輪功

學員萬人進京上訪是因為何祚庥

仗勢發難。何是當時中共中央政

法委書記、政治局常委羅干的親

戚（連襟）。 1998 年，何在北

京電視臺公開抨擊各氣功團體，

並特別提及法輪功。為此，北京

的法輪功學員都要找何和電視臺

討個說法，但因為何的後臺硬，

始終不予理睬。

1999 年 4 月，何祚庥又在天

津師範學院創辦的《青少年博覽》

雜誌發表一篇《我不贊成青少年

練氣功》的文章，他在文中說，

練氣功是對青少年有害的迷信，

並特別針對法輪功。4月 22日，

約有 5000 名法輪功學員聚集到

天津師範大學的《青少年博覽》

雜誌社進行抗議，要求與校方進

行對話。警方趕到現場時，發現

法輪功學員並沒有與校方發生肢

體衝突或做出擾亂社會秩序的行

為，警察也就沒有抓人。可隨後

天津市公安局又派出了 300 名防

暴警察趕到現場，並動用武力驅

趕正在打坐的法輪功學員，當場

抓走了 45 名法輪功學員。

由於天津公安局拒不放人，

當地法輪功學員就有人提出去北

京上訪。這一提議很快得到了各

地法輪功學員的響應。 1999 年

4 月 25 日一大清早，就有上萬

名法輪功學員聚集到國家信訪局

（老信訪局距離中南海新華門還

不到 2 公里），要求政府給予他

們合法煉功的權利，並釋放天津

被捕的學員。由於請願人數眾

多，此事很快就驚動了中南海。

當局為平息事態，當時朱鎔基總

理還親自召見了 5 名法輪功學

員代表。朱當面表態：中國政府

支持群眾健身運動，政府也沒有

把法輪功視作反政府組織，並當

即下令，要求天津公安局立即釋

放被捕的 40 多名法輪功學員。

看到總理都表態了，法輪功學員

當即就有序地解散了，離去時並

將馬路上的垃圾都帶走了。

按理說，此事已得了圓滿解

決。但當時誰也不知道，之後會

引發一場天大的災難。

1999 年 6 月 5 日，我所在

的分社接到總社安排的重要採訪

任務，要求分社全力配合當地公

安清查 4． 25 進京上訪的法輪

功學員。省委為此還專門召開了

一個專項工作佈署會議，會後省

委辦公廳還專門下發了一個《關

於在全省範圍內全面開展一次清

查 4． 25 進京上訪的法輪功學

員的緊急通知》。

6 月 6 日，我也隨省公安廳

一位副廳長下到基層督導清查工

作。從各地上報的材料上看到，

每個村和城市社區都派出了一個

清查工作小組，小組成員由鄉鎮

（街辦）黨委政府派人配合當地

公安派出所，每個小組至少由三

名成員組成，下到各村委（居

委）會後，再由村幹部配合對

該轄區的所有村民（居民）進

行一次摸底排查。我們就根據省

公安廳每天的匯總報告寫成內參

上報總社。這次只是對全省作了

一次調查摸底，但並沒有抓人。

1999 年 6 月 10 日， 分 社

又接到從總社轉發下來的一份電

文，電文內容大意是，中央已正

式成立了一個 610 辦公室，該

辦公室的職責就是專門為了解決

法輪功問題。我記得當天下午分

社領導在文件通報會上說：「中

央主要領導很重視 4． 25 法輪

功學員進京上訪事件，該組織的

學員人數已有上億人，還超過了

黨員的人數，而且該組織管理非

常嚴密，中央正在考慮對該組織

的定性問題，如果大家有親屬參

與了法輪功修煉，請趕快抓緊時

間叫他們退出，以免將來惹上麻

煩。」這時，大家才知道事態的

嚴重性。

大抓捕的前一天，也就是 7
月 19 日，分社又再次接到總社

的通知，要求分社在 7 月 20 日

凌晨派記者跟蹤採訪省公安廳對

法輪功各地負責人（輔導員）的

統一抓捕行動。由於我有其它採

訪任務，這次行動我沒有參加。

1999 年 7 月 22 日， 我 所

在的分社又接到由總社轉來的

一份由民政部正式發布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關於取締法輪

大法研究會的決定》（文件），

中央決定全面取締法輪功。按照

總社要求，分社還專門抽調了

3 名同事負責對接省公安廳 610
辦公室。可見當時中央對打擊法

輪功的重視程度。從這份文件

下發的當天開始，國內的各大報

紙、電視、電臺以及各單位的大

會小會都在批判法輪功。 2000
年，全國人大又通過立法將法輪

功定性為 X 教組織。

後來聽參與大抓捕的同事

說，4． 25 萬人進京請願後，

中央主要領導人（江澤民）稱，

法輪功人數眾多，如果不及時取

締，必將危及中共政權的穩定。

若是在民主國家，和平請願

是件很正常的事，而且人越多政

府就越要重視。可在中共統治下

的中國就不一樣，法輪功學員遭

遇的殘酷折磨幾乎無法用文字來

表述。 2002 年 10 月，江澤民

在美國被控犯有群體滅絕罪、酷

刑罪和反人類罪。此後，在比利

時、西班牙、德國、臺灣、韓國

等也對江澤民提起訴訟。

關於一場和平請願的記憶◎文：海風

上訪的法輪
功學員安靜
地 站 在 路
邊，執勤警
察在閒聊。
（網圖）

1999年4月25日，上萬名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到北京和平上訪。（網圖）

原新華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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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品牌專家

聘

積極的態度

書面和口頭溝通技巧

出色的多任務組織能力

在快節奏中獨立工作

與客戶建立並保持良好的關係

亞省 5級駕駛執照（AMVIC 註冊）

工
作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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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誠聘汽車銷售
主動進取，無需銷售經驗，有

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懂

英語，國語或粵語。

聘RECRUITMENT

地址：2971 Main St. SW Airdire

電話：403.945.4820
電郵簡歷至Jason Hansen 
jason@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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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它不會轟鳴炸傷你

的耳朵！它也不使用汽油！但它可

以在 8 秒出頭完成四分之一英里加

速（約 400 米），尾速高達 270 公里

每 小 時！（Tesla roadster 數 據 為 8.8

秒）。它就是福特全球性能車團隊有史

以來首次推出的純電動 Mustang Cobra 

Jet 直線加速賽車。 4 月 26 日福特在

MotorTrend On Demand「Hard Cell」節

目中展示了電動汽車如何突破創新極

限。

據福特稱，直線加速賽因為其簡

單直接，全民參與的特性，自上世紀

三十年代在美國發源後風靡全球。目

前，美國的直線加速賽已經形成上百

組別的系列專業賽事，中國的加速賽

事也正逐漸興起（例如 Fast4ward）。

在比賽中，車輛需要從靜止開始加

速，跑完一定距離用時最短者獲勝。

其中，四分之一英里加速是最廣受認

可的一種，被大家稱作 04 加速賽。

以 動 力 電 池 為 能 源 的 Mustang 

Cobra Jet 1400 直線加速賽原型車設計

功率 1400 馬力，瞬時扭矩超過 1491

牛米，展示了電動動力總成在最苛刻

的比賽環境中的性能。

「福特一直用賽車運動來展示創

新成果。」 福特明星車系全球總監

Dave Pericak 說：「純電動動力總

成將性能推到了全新的高度，

純電動 Cobra Jet 1400 正是將

新技術發揮到極致的一個例

子。」

Cobra Jet 是 福 特 FE

系列發動機的大排量高性能

版本，這一系列發動機是傳統

美式肌肉車最愛的動力配置，

更是幫助了福特 GT40 賽車統治

1966 年勒芒 24 小時耐力賽。配備了

Cobra Jet 發 動 機 的 Mustang 在 1960

年代後期統治了直線加速賽事，至今

仍是直線加速賽場上的主力。

福特全球性能車團隊將持續測試

Cobra Jet 1400，並在今年晚些時候用

一場直線加速賽作為它的世界首秀。

屆時車迷、媒體和競爭對手將能與它

見面，並親眼見證它在賽道上的表現。

去 年， 隨 著 全 新 純 電 動 SUV 

Mustang Mach-E 的推出，Mustang 家族

成為包含硬頂跑車、敞篷跑車、高性

能特別版跑車和純電動 SUV 的明星產

品譜系，將品牌帶入了電氣化新時代。

（網圖）

【看中國訊】汽車是全球競爭最激

烈的領域之一。在全球化時代，各國

轎車向更安全、更環保、更經濟的共

同目標發展，在這些方面美國車、歐

洲車、日韓車三大系列之間的差異越

來越小，但是在風格、設計理念、綜

合性能等方面還是有差異的。

美國地域寬廣，公路發達，長途

旅行是美國人的家常便飯，要求從東

到西長途跋涉不出故障。所以美國車

大都寬敞、舒適，特別注重主要部件

如發動機等的質量，加速性能較好，

底盤高度適中，輪胎較寬，具有較好

的穩定性和抓地力，適合平地駕駛。

美國人性格豪爽，對生命也很看重，

所以美國車大多粗獷豪放，厚重結

實，安全係數高。但這也造成了美國

車馬力大，油耗高的特點。

雖然美國車曾經非常皮實，但一

度整體上相對其它車係可靠性略遜，

這種情況在全球化的壓力下有很大改

善。美國車以中等價位居多，有眾多

選擇。

歐洲是汽車的發源地。歐洲丘陵

多，城鎮星羅棋布，歐洲人又酷愛藝

術，深受貴族文化的熏陶，反映在汽

車設計上，歐洲車顯得高雅或浪漫。

底盤一般較高，懸掛系統較好，乘坐

舒適，操縱自如，扭力較大，爬坡

快，加速性好，適合丘陵地形。

歐洲車非常重視質量，從底盤到

後視鏡無微不至，甚至到了不計成

本的地步。一些歐洲人還喜歡開老爺

車作為身份的象徵，凸顯出其上乘質

量。近年來隨著人們越來越富，歐洲

車的生命週期每年都在下降。價格上

歐洲車普遍要比其它車系同類型的要

貴很多。

日韓國土狹窄，又因為缺乏資源，

人口集中於城市，特別是日本人講究效

率，因此日本車設計上輕巧美觀，經濟

耐用，注重駕駛樂趣，有許多超前的電

子功能，更適合城市生活。日韓車鋼板

較薄自重較輕，車身容積較小，在三大

車系中，燃油經濟性最好，但這也降低

了安全係數，不過近年來發展的電子安

全功能可以彌補。日本車重視每個部件

的可靠性，父親可以把開了十幾二十年

的車作為給兒子的禮物。日韓車在低價

位市場有許多價廉物美的選擇，特別是

韓系車作為後來者，更是著力於用低價

打開市場。

在市場導向的今天，一切都在

變，在北美市場上的 Corolla 就比日

本本土的大；現代的豪華版 Genesis 
G70 請了意大利的設計師。人們的偏

好也更品牌化：有人不喜歡日本車，

但對凌志卻情有獨鍾。

以動力電池為能源的Mustang Cobra Jet 1400直線加速賽原型車設計功率1400馬力，

瞬時扭矩超過1491牛米，展示了電動動力總成在最苛刻的比賽環境中的性能。(Ford)

直線加速賽並非
簡單的堆砌馬力，踩死

油門即可獲得好成績。如
何將排山倒海的動力準確地發

揮在推動車輛前進而非無意義的
輪胎空轉才是關鍵。一般量產車能

在約 14 秒內完成四分之一英里加速已
經屬於非常快的成績。售價超過千萬的

限量超級跑車大約能在 10 秒左右完
成 04 加 速， 尾 速 不 到 240 公 里

每 小 時。 2019 年 在 上 海 國 際
賽車場上舉行的 Fast4ward

直 線 競 速 總 決 賽 上， 最
快成績為 8.9 秒。

  美國車

  歐洲車

  日韓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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浿機笑稱自己是時尚創業家，早

在 2013 年就開始創業，架設人生中第

一個網站「The Gallery」，在線上販售

赴日採購的居家風格用品。可惜撐了三

年左右就結束營業，除了因為七年前大

家還不太關注生活家飾外，也因「The 
Gallery」網站讓她心力交瘁。

慎選架設網站公司

經營自媒體網站超過十年時間，對

如何用內容深度和讀者溝通很有想法的

浿機，坦言慎選網站架設公司非常重

要。當時第一個網站花了六位數預算，

卻做不出她要的功能，只換來 Wix.com
套版的網站，上架新品甚至不能從新到

舊自動排序，每張照片和文字還需手動

調整，使用者體驗很差勁。「真的覺得

被騙了，只好當作花錢學經驗。」

有了這次教訓，浿機更懂得慎選網站

架設公司。她給初創業者的建議是，多找

幾家做比較，並仔細觀察對方的作品集。

因為美感相對主觀，也很難形容，用作品

集可以判斷符不符合自己的審美觀，也能

看出對方幫其他品牌做過的網站功能是不

是自己所需。此外，業主對網站不能一竅

不通，和網站公司溝通起來才有利多，也

才能提出明確的需求。

電商的網站很考驗邏輯，哪個步驟

或環節錯了，例如結帳時顯示的不是折

扣後的金額，就很尷尬；又如消費者容

易卻步的登入會員環節，可以考慮簡

化。這些都必須業主自己先有想法，「平

常也可以多去參考好用的網站介面，提

出來和網站公司討論。上線前也要多找

幾個人測試，收集使用者反饋。」浿機

建議。 

網頁「傳遞理念」

不只是浿機的個人網站，她想打造

的是「PUPUPEPE」這個品牌，提供生

活風格、時尚穿搭的建議。「希望讀者

和我一起成為時尚生活家。」浿機侃侃而

談，從在日本當交換學生，到英國的碩

士生涯，再回到台灣成為上班族，輾轉

三地的生活雖然挑戰不斷，不變的是她

每到一個新的地方，都喜歡用文字記錄

文化和時尚生活，從無名小站寫到自架

網站，累積不少忠實的讀者。

「不少人看著我成長，同時我也和

他們互相勉勵。」對浿機而言，創業是

現在進行式，「我想帶領大家看到另一

種美好生活的想像，同時也能落實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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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網站的目的，是想讓大家有良好的閱

讀體驗，舒服的視覺氛圍很重要。」浿

機強調。

網頁設計師將 PUPUPEPE 打造成

以黑色、灰色、金色為主色調的網站，

金色字代表有連結，能點進去看文章，

再用斜線去做內文的分隔。網頁相對簡

約，能突顯豐富多樣的文章內容。（下

轉 C2）

己的生活。」

網站是理念的傳遞，也是品牌的延

伸。 2015 年浿機和網站公司「路老闆」

合作架設「PUPUPEPE ｜浿機的時尚風

格網站」，讓浿機的文字有了完善的歸

屬。這個純內容型的網站，可以說是個

人的網誌，以時尚筆記、個人風格、關

於我等架構組成。 2017 年網站更新改

版，加入電商功能，販售時尚單品。目

前的商業模式主要是接案，身為少數擁

有編輯、攝影團隊的時尚部落客，浿機

和不少品牌合作企劃內容。

2015 年和「路老闆」合作時，對網

頁有很大期許的浿機，已先把網頁架構

大致上整理出來，包括每一層的內容和

頁面的跳轉，也提供視覺範例和自己的

LOGO。「網頁不需要加太多複雜花俏

的裝飾，以簡約的線條為主。因為內容

在時尚界頗為知名的台灣部落

客浿機，是少數能拿到國際精品品

牌Gucci、FENDI等秀卡，被邀請
進入國際時裝週的台灣時尚名人。

時尚「浿機」網站
體驗至上！體驗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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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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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喜歡跟別人比較

永遠都會有比你更優秀的人，一旦你

陷入了比較的迷思裡，你永遠不會得勝，

因為一山永遠比一山高。

2、不相信其他人

有些人不相信其他人，更甚者，不

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會成功、不相信自

己有足夠的能力，不相信自己可以達成目

標，正是這些不相信，阻礙了自己的成功。

3、太過在意別人的想法

許多人都常犯這個錯誤，那就是太擔

心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一旦你陷入了這個

陷阱裡，你就會活在別人的世界裡，而不

是自己想要過的世界。太過在意別人的想

法，通常會阻礙我們做出正確的事情，它

讓我們裹足不前，卻又無法好好做自己。

4、沒有克服問題的勇氣

問題之所以無法克服，通常來自於自

己的不足，能力不足、經驗不足，所以不

是問題大，而是我們還不夠強大，還不夠

強大到足以克服問題。

5、以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

許多人有個壞毛病，那就是想掌控周

遭的一切，但實情是，很多事情我們無法

掌控，我們唯一能好好掌控的，就是自己

的想法與行動。

當我們想改變周遭的一切時，我們第

一個先該改變的就是改變自己。

6、太多負面想法

「當你的想法都是負面想法時，你的正

向力就會受到影響。」Lolly Daskal 建議，

我們應該多往好的一面看，正向態度是一

種選擇，而要成功則有賴於我們的想法。

7、拘泥於過去，耿耿於懷

有種東西你絕對無法改變，那就是過

去，因此，拘泥於過去一點用也沒有，我

們唯一能把握住的只有現在。

無論你犯了什麼錯、有過什麼樣的失

敗，都已無法改變，我們唯一能創造改變

的時刻，就是此刻。

10個 阻礙成功的想法

疫情期間加國工作求學須知疫情期間加國工作求學須知

1.申請EI或CERB會影響 
移民申請嗎？

首先，對於擔保人來說，申請社會補

助（social assistant）的加拿大永久居民

或者公民不具備擔保人資格。但是 EI 和
CERB 不算 social assistant 不影響擔保人

資格。

其次，對於 EE 或省提名的申請人，

申請 EI 或 CERB 代表疫情期間失業了，

這樣不利於滿足工作經驗的要求，EE 和

亞省省提名沒有對工作經驗連續的要求，

所以只會延長滿足申請條件的時間，但是

對申請人資格並不影響。對於已經遞交了

省提名和 EE 的朋友，你已經滿足了工作

經驗的要求，也可以申請。

2.我是一名留學生，目前在加拿

大境外，travel ban下，我能

前往加拿大嗎？
如果你是在校的學生，持有有效的學

生簽證屬於 essential travel，所以准許進

入加拿大。如果你不是在校學生，學簽在

2020 年 3 月 18 日前批准的，能夠持有學

簽信進入加拿大在邊境換學生簽證。未成

年留學生的父母、監護人或家教如果可以

證明是陪同未成年學簽持有者在加拿大居

住的可以允許進入。

3.我準備以工簽身份進入加拿大

工作或半工作半旅遊，是否可以入

境加拿大？
已經持有有效工簽的外籍勞工可以憑

有效工簽進入加拿大。如果是新的工簽申

請人，工簽是 2020 年 3 月 18 日前批准

的也可以進入。但是對於後者，如果目前

沒有一份工作在過關的時候可能會被邊境

警官認為是不必要的旅行。這個對於臺灣

和香港持旅遊工簽的客人來說有可能不能

入境。

4.我的永久居民申請批了， 
可以入境加拿大嗎？

如果你的永久居民是 3 月 18 日前批

的，可以向航空公司和入境處出示你的永

久居民簽證。如果你來自免簽國家，可

以向航空公司和入境處出示 COPR 文件

(Confirmation of Permanent Residence)。

5.家人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民，

我可以持有效簽證進入加拿大嗎？

加拿大允許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民的

直系親屬在 travel ban 期間進入加拿大。

直系親屬包括配偶、同居伴侶、孩子、配

偶或同居伴侶的孩子、父母、繼父母、

父母或繼父母的配偶、監護人、家教。直

系親屬要證明他們不是來加拿大旅遊觀光

的。監護人和家教有關係的永久居民或公

民必須是未成年人。在入境的時候要出示

永久居民或公民的護照、居民卡、公民證

還有旅行者與居民和公民的關係證明，比

如說：出生證、結婚證等。文件可以是電

子版或複印件。

6.我的直系親屬在加拿大學習和

工作、但不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

民，我可以與他們團聚嗎？
首先直系親屬在新冠期間旅遊的定義

與第五點相同。如果你的直系親屬在加拿

大學習、訪問或工作在經過加拿大外交部

（Global Affairs Canada(GAC)consular 
officer）書面允許的情況下，持有效旅

行證件可以到加拿大與親屬團聚。入關

的時候要向邊境警官（CBSA）證明你的

旅遊是 non-discretional 的。這跟之前的

essential travel 標準有所放鬆。

Melanie Wen

專業移民顧問

ICCRC 理事

8、被挫折擊倒

Lolly Daskal 認為，任何的挫折都是

為了使我們更聰明、更強大，因此，不要

被任何挫折給擊倒，但要讓挫折使我們成

為一個更好的人。

9、太過在意自己沒有的

人們總是太容易不滿意自己、不滿足

現況，我們在乎自己不夠好、不夠漂亮，

我們在乎別人擁有我們沒有的東西，一旦

我們陷入這種想法，就容易產生負面思考。

Lolly Daskal 建議，如果你這麼想，

不妨想想，這世界上有很多人無法擁有你

現在擁有的東西。

10、常感到失落，找不到自我

也許你曾經陷入一種困惑，那就是不

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喜歡做什麼、能做什

麼。Lolly Daskal 認為，人們多少都曾經

這樣過，但這能夠幫助我們找到自己真正

想要的。

我們採取的每一個行動，皆是

根據自我的想法，是自我的想

法塑造了自己的人生；若不先

改變想法，那人生也不會有任

何改變。Lead From Within

的總裁暨執行長Lolly Daskal

在《Inc.》雜誌網站上列出了10

條阻礙人們邁向成功的想法。

體驗至上！
時尚「浿機」網站 
不同社群需導流回到網站

（接 C1）累積至今，PUPUPEPE 共

有約 5,700 萬人次瀏覽，日瀏覽次數約

6,000 至 8,000 次。對浿機而言，網站

是重要的資產。她同時經營臉書、IG、

YouTube，因為社群演算法時常改變，

最重要的資源還是要在網站上累積，所以

社群都以連結回網站為目的。目前網站的

流量來源，六成來自臉書，約兩成是網站

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網 站

管理者可以把網頁內容傳給訂閱戶），另

外兩成來自 IG 連結。IG 目前追蹤人數超

過 17 萬，每則貼文約有 2 萬人瀏覽。

浿機分析道，YouTube 受眾最年輕，

目前影片多拍居家風格、room tour 類型，

包括改造房間、收納技巧等；IG 年齡層

則再上升兩、三歲，男性粉絲比例提高達

三成；臉書受眾的年齡層又再高兩、三

歲，只有一成是男性，九成為女性。

雖然想用不同媒介吸引不同受眾，最

終目的還是希望可以整合起來，打造品牌

網站，讓大家記得 PUPUPEPE。浿機始終

認為要長久經營就靠內容，笑稱「好的自

媒體經營者要一直用腦」，堅信文字可以

做深度的溝通。PUPUPEPE 網站的文章大

多上達千字，從標題到內容都經過規劃設

計，更經常看到她背著單眼相機穿梭各種

時尚場合的照片，在部落客中獨樹一格。

經營SEO標題嵌入關鍵字

和「路老闆」合作之後，浿機意識到

SEO（搜尋引擎優化）的重要，在內容

的規劃上，更關注讀者喜歡甚麼。「在設

定內容之前，我們會去 Google Trends 搜
尋，找到一般人最喜歡的關鍵字，把關鍵

字埋在標題裡。」

去年結婚的浿機，因為婚禮辦在戶

外，與讀者分享的婚禮場地文，點擊率

創新高。她將標題寫成〈婚禮，要辦成自

己最喜歡的樣子：8 個我研究過的夢幻

戶外婚禮場地，不出國也可以〉，特別加

上「婚禮，要辦成自己最喜歡的樣子」一

句，營造讀者的共鳴感，也塑造出品牌獨

立、有想法的個性，寫出內容上的差異。

浿機強調，「要把讀者帶入某個情

境，不是自己在說自己想講的話。」將熱

門關鍵字埋入標題，打造文字的情境，可

讓讀者看到真正有興趣的內容，也可增加

SEO 的排名。她總結道：「好的網站，就

是要讓使用者有一個好的體驗。」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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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歷來重視道德修養，把誠信作為

人道德修養最基本的內容，作為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的最基本的道德規範。

古人從天地生養萬物的過程中，看到

了天地真實無妄、自強不息的特徵，就把

這種特徵稱作「誠」。並由此推出人的

行為準則：「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

者，人之道也」，指出了人應思誠而與天

道相通。「信」從造字結構看，「人言為

信」， 關於信的論述有「一諾千金」、「言

必信，行必果」、「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等。古人為人誠實、恪守諾言的例子比比

皆是：

例如孔子教育他的學生對待學習的態

度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知

道的就說知道，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這

才是真正的知，不自以為是，要虛心。說

話辦事要言行一致，「君子恥其言而過其

行」。孔子在《論語》中談個人修養和待

人之道時多次說到「信」：「為人謀而不

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人

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

軏，其何以行之哉？」人無信則無以立，

無以行。孔子在談到治理國家大事時說：

「民無信不立」，認為「信」比軍隊、糧

食還要重要。

北宋的范仲淹青年時在睢陽讀書，認

識了一位姓李的術士。一天，那個術士得

了重病，請人找來范仲淹說：「我這裡有

一個煉金秘方，我的兒子年紀小，不能

把點金術給他，現在我把這秘方交託給

你。」術士把秘方和煉成的一斤白金封好

交給范仲淹，就病故了。幾年後，范仲淹

當了諫官，他找到那個術士的兒子，對他

說：「你的父親會使用神奇的點金術，當

年他過世的時候，因為你年紀還小，所以

就托我先保管秘方，如今你已長大，應當

把這個東西還給你。」於是就拿出那個秘

方還有白金一起交給術士之子，那個密封

的記號還保存完好，沒有被打開過。

范仲淹之子范純仁秉承父志，在洛陽

為官時以誠信造福於民，當地路不拾遺、

夜不閉戶。一次在白司馬坡，有位老人坐

◎文：白雲飛

植牙

口腔手術

牙病治療
各種

去智齒

牙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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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供供全全全面面面牙牙牙科科科服服服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免費

諮詢

免費
諮詢

2008 年畢業於
UBC

粵、英語

陳守誠 醫生
DMD

2001 年畢業於
亞省大學

英語

Richard Krim 醫生

DDS

2012 年畢業於
UBC

1992 年畢業於
華西醫科大學

國、英語

劉青青 醫生
DMD

務務務

考慮矯牙或植牙？歡迎來免費諮詢
Horizon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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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orizondentalgroup.ca

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
接受多種保險

專業嚴謹 嶄新設備 舒適環境 地點方便

掃碼加微信

Ancient Chinese people emphasized 
moral cultivation, and they considered 

moral integrity and trust as the most funda-
mental elements of self-cultivation, raising 
a family, governing a nation and bringing 
peace to the world.

  From the process of heaven and earth 
having given birth and nurtured all things,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have seen the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 of truthfulness and 
non-deception. They called this charac-
teristic "integrity." They stressed that hu-
man beings should pursue moral integrity 
and be in accord with heavenly principles. 
From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harac-
ter, "trust" (pronounced as "xin"), one can 
see that this character is a combination of 
two characters, "human" (pronounced as 
"ren") and "human's words" (pronounced 
as "yan"). Therefore, the Chinese character 
"trust" means, "human's words are trustwor-
thy." As a result, in Chinese culture there 
are the following sayings about "trust": "A 
promise is worth one thousand ounces of 
gold;" "Promises must be kept, and actions 
must be resolute;" and "A promise cannot 
be taken back once it is made;" and so on. 
There are many stories about ancient Chi-
nese people being honest, trustworthy and 

keeping their promises.

  For example, Confucius (551 – 479 BC) 
taught his students to hold such an attitude 
toward learning and knowledge, "What you 
know, you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That is, it is true knowledge 
when one acknowledges what one knows 
and admits what one does not know. One 
should not be presumptuous and should be 
modest. One should fit one's actions to the 
words, and "A gentleman takes it as a dis-
grace to let his words outstrip his deeds." 
According to Lun Yu (Analects of Confu-
cius), when Confucius talked about how a 
person cultivates himself or treats others, he 
repetitively mentioned "trust," "An individ-
ual cannot establish him- or herself without 
honesty and trust." When Confucius talked 
about governing a nation, he said, "People 
cannot be governed without trust." He be-
lieved that "trust" wa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ilitary or foo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en young 
Fan Zhongyan (989 – 1052 AD, a very fa-
mous scholar and prime minister in the 
Song Dynasty who had very high morality) 
was studying in Suiyang, he acquainted an 
alchemist. One day, the alchemist became 
seriously ill, and he asked someone to find 
Fan Zhongyan. He told Fan, "I have a secret 
alchemy recipe. My son is still young and I 
cannot teach him the secret skill. Now I will 
let you keep this secret recipe." The alche-
mist sealed, in a package, the secret recipe 
as well as one jin (about one pound) of plati-
num that he had made through alchemy, and 
he handed the package to Fan. He then died. 
Several years later Fan became an official 
whose role was to provide criticisms and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He found 

that alchemist's son and told him, "Your 
father had a magical secret skill. When he 
passed away, you were still very young, and 
he let me keep this secret recipe for you. 
Now that you have grown up, and I should 
hand it back to you." He then took out that 
package that contained the recipe and the 
platinum and handed it to the alchemist's 
son. The seal mark was still intact, proving 
that the package had never been opened.

 Fan Zhongyan's son, Fan Chunren (1027 
– 1101 AD), likewise followed his father's 
ideals. When he governed Luoyang City, he 
brought blessings to the local community 
through his moral integrity and honesty. 
Because of his governing, "no one pocketed 
anything found on the road, and no fami-
lies needed to bar their doors at night." One 
day in the region of Baisimapo, an old man 
sunbathed by a wall. Someone came to tell 
him, "Your yellow calf has been stolen." Af-
ter hearing the message, the old man still sat 
there; he did not move at all, nor did he say a 
word. A moment later, another person came 
and told him again about the loss of the calf. 
The old man peacefully told that person, 
"You do not need to look for it. It must be 
someone who wanted to make a joke and 
has hidden it." The passersby felt strange 
and they asked the man, "Sir, your family 
has lost a cow. Others told you this again 
and again, but why don't you care about it." 
The old man smiled, "Since Mr. Fan has 
lived here, who would want to become a 
thief? This is in no way possible." Shortly 
after, the calf came back as expected.

  There was another story about moral in-
tegrity and trust, which is called "Zhong 
Shiheng does not break his promise to the 
Qiang people." Zhong Shiheng (985 – 1045 

AD) was a famous genera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en he went to Qingjian 
City to guard the dynasty’s border, he vis-
ited the tribes of the Qiang people inside the 
border. Niujia Tribe leader Nu-E was stub-
born and conceited, and he never obeyed 
the local regulations of the Song Dynasty. 
Zhong Shiheng made an appointment with 
Nu-E; Zhong would visit the tribe to con-
vey greetings to the Qiang people. Then, 
unexpectedly, there was a big snowstorm 
in the evening, and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travel the next day. Furthermore, Nu-E's 
tribe was located in the remote mountains. 
Zhong's subordinates tried to persuade 
him to go there on another day. However, 
Zhong insisted on keeping his promise. 
Nu-E thought that Zhong would definitely 
not come in such conditions. Surprisingly, 
Zhong showed up, which made Nu-E ad-
mire Zhong very much. Nu-E quickly gath-
ered his people to come to listen to Zhong's 
words. Ever since then, various Qiang tribes 
continued to follow Zhong. Since Zhong's 
army had not caused trouble for the local 
people, his army had won their hearts and 
had gotten along very well with the Qiang. 
The Qiang people called the army "Zhong's 
Army." Later whenever the Xixia (a war-
ring state of the Song Dynasty) army came 
to invade the country, the Qiang people 
always immediately informed of the inva-
sion, and they exerted effort to help Zhong's 
army. Thus, Zhong's army won every battle, 
which brought peace to the border region.

  Integrity and trust ar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at one should follow when one 
conducts oneself and lives in society. It is a 
basic requirement of human nature, human 
values, as well as human responsibilities. It 
is a virtue. It is even more so a responsibil-
ity. Ancient Chinese people often used the 
criterion of "extreme honesty" to restrict 
themselves, manage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and improve the morality of society.

誠信與責任

種世衡畫像（網絡圖片）

Integrity and Responsibility

在牆邊晒太陽，有人來告訴老人說：「你

家黃牛犢被人偷了。」老人坐在那裡動都

不動一下，也不問一句話。過了一會，又有

人來告訴他牛犢丟失的事，老人臉色平靜

的對那人說：「你不要去找，一定是有人開

玩笑，把它藏起來了。」經過這裡的路人

感到奇怪，就走過去問他說：「老人家，

您家中丟失了牛犢，別人一再告訴您，您

為甚麼不管呢？」老人笑著說：「范大人住

在這裡，誰願意當小偷？這是絕不可能的

事。」不一會，牛犢果然回來了。

還有一個著名的誠信故事：「種世衡

不失信於羌人」。北宋名將種世衡到青

澗城戍邊時，巡視撫問境內羌族部落。牛

家族首領奴訛倔強自負，從不服從宋朝地

方管理。種世衡與他約定，次日到帳下慰

問部族。誰知當晚下起了大雪，次日道險

難行，而奴訛部落又處於偏僻的山溝，眾

官勸阻種世衡改天再去，種世衡堅意踐

約。奴訛以為大雪種世衡必不來，沒想到

他頂風冒雪而至，感服，急聚族人聽命。

此後，當地羌族相繼來歸。種世衡的軍隊

秋毫無犯，深得人心，與羌民和睦相處，

人稱「種家軍」。後來每當西夏軍犯宋，

羌民即先通報，並傾力相助，因此宋軍每

戰必勝，使邊境得安。

誠信是為人、處世之本，是對人的本

性、人的價值、人的使命提出的基本要

求，是一種美德，更是一種責任。古人常

用「至誠」的標準來規範自己，協調人與

人的關係，提高社會道德水準。

Fan Zhong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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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古
知今

◎ 文：初衷 

俗話說：「雁過留聲，人過留名。」誰都想青史留
美名，隨著道德潮流下滑的人們，很少有人去思考如
何做才能流芳千古。金錢、財富、權勢僅僅是一時一
世，有的甚至一生沒有走完，就被後起之秀取而代
之。研究古今中外的歷史都很容易得出結論：唯有
善舉才能青史留美名，才能流芳千古。

范仲淹為何能「富過三代」？

精美絕倫

中國人對范仲淹一點也不陌

生，他的一篇文章《岳陽樓記》

至今還是作為經典古文，選編在

初中的語文課本裡。他是北宋著

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

文學家，他在《岳陽樓記》裡表

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的精神至今還在為世

人傳頌。大陸一些研究傳統文化

的人，談論善舉對後世兒孫的影

響，都喜歡列舉范仲淹的事例。

有句話叫「富不過三代」，

范氏家族卻富了八代，直到今

天，還有范氏兒孫。范仲淹做了

什麼偉大的事，能讓後代子孫綿

延不絕呢，並且千古留美名呢？

唯有善舉才能留芳千古

天禧五年（1021 年），范

仲淹調任泰州西溪鹽倉監，負責

監督淮鹽貯運及轉銷。西溪瀕臨

黃海之濱，唐時李承修筑的舊海

堤因年久失修，多處潰決，海潮

倒灌、滷水充斥淹沒良田、毀壞

鹽灶，人民苦難深重。於是范仲

淹上書江淮漕運張綸，痛陳海堤

利害，建議沿海筑堤，重修捍海

堰。

天聖三年（1024 年），張

綸奏明朝廷，仁宗調范仲淹為興

化縣令，全面負責修堰工程。范

仲淹徵調民眾 4 萬多人，重修

捍海堰。新堤橫跨通、泰、楚三

州，全長約 200 華里，不僅當

時人民的生活、耕種和產鹽均有

了保障，還在後世「捍患御災」

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地人民將

所修之堤命名為「範公堤」，遺

址迄今猶存。

天聖五年（1027 年），范

仲淹為母守喪，居應天府。時晏

殊為南京留守、知應天府，聞范

仲淹有才名，就邀請他到府學任

職，執掌應天書院教席。范仲淹

主持教務期間勤勉督學、以身示

教、創導時事政論，每當談論天

下大事，輒奮不顧身、慷慨陳

詞，當時士大夫矯正世風、嚴以

律己、崇尚品德的節操，就是從

范仲淹倡導開始的，書院學風亦

為之煥然一新，范仲淹聲譽日

隆。范仲淹曾經用自己的俸祿供

被後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

兩浙職守，都依照這個模式去整

治水患。

范仲淹多次因諫被貶謫，

梅堯臣曾經作文《靈烏賦》力勸

范仲淹少說話、少管閑事、自

己逍遙就行。范仲淹回作《靈烏

賦》，強調自己「寧鳴而死，不

默而生」，盡顯為民請命的凜然

大節。范仲淹性情剛烈，但外表

溫和，本性十分孝敬。范仲淹雖

然做了大官，但家中用度十分節

儉，妻兒的衣服和飯食，僅僅只

能自己充飢、禦寒。

范仲淹對人好施予，在鄉族

中設置義莊，用以贍養族人。他

博愛善施，士大夫大多出自其門

下，即使是小巷之人，都能說出

他的名字。他死的那天，四面八

方凡是聽到這一消息的，都替他

嘆惜。范仲淹治理國家崇尚忠

厚，所至之處都恩愛百姓，邠、

慶二州的老百姓和眾多的羌部

族，都畫上他的像在其生前就來

祭祀他。等到他死時，羌部族的

首領數百人，像失去父親一樣痛

哭，並齋戒三日以後才離開。

縱觀范仲淹的一生，所作所

為都是為了百姓社稷，一生忠君

愛國愛民，都是順應天理的善

舉，所以才有如此大的福報，才

能青史留名，流芳千古。

鬼谷子的五句哲言

在古代，中國古人們也早

已認識到鹽的可貴，留下了「赤

米白鹽」、「吳鹽勝雪」等許多

關於「鹽」的美麗典故。

《尚書 • 說命》記載殷高宗

和賢臣傅說的一段對話中，就

有這樣的句子：「若濟巨川，用

汝作舟楫 ; 若歲大旱，用汝作

霖雨……若作酒醴，爾惟曲蘗；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如果

要渡大河，就用你作船和槳；

如果年歲大旱，就用你作霖

雨……比如做甜酒，你就是釀

酒的酒曲；如果做羹湯，你就

是調味的鹽和梅。）

漢朝的孔安國註解道：「鹽

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

鹽和梅都是烹飪必不可少的調

味料，比喻國家所需的治世賢

才。此後，「鹽梅相成」也被用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位
傳奇人物，精通於心理揣
摩，通曉縱橫捭闔之術，獨
具通天之智。他還是著名的
道家、思想家、謀略家、兵
家、陰陽家、外交家、法家、
名家、發明家、醫學家、教育
家，這樣的稱號在所有的
歷史人物中都很難找到第
二個人。

於形容人的才能性情雖然各不

相同，卻可以像調味兼用鹽、

梅那樣和衷共濟。如《舊唐書 •
忠義傳 • 王義方》：「本欲水火

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鹹

熙，風雨交泰。」

這一段君臣對話，連用譬

喻、奇異瑰麗，讀來只覺古時

聖君對股肱之臣的殷殷寄望之

情躍然紙上，直欲噴湧而出。

想來歷朝的青衿學子研讀書

經，每每看到這一段時，也不

能不生出“三尺龍泉萬卷書，上

天生我意何如”的淩雲豪氣，又

感到“一肩擔盡古今愁”的  千
鈞重任吧。

而在以基督教為信仰背景

的西方文明中，《聖經》也記

載了耶穌基督教導門徒時說的

一 句 話：“Be the salt of the 
earth. （做 這 世 上 的 鹽）” 後
來， 英 語 中“the salt of the 
earth”一詞，就被用以形容誠實

善良者、社會的中流砥柱。

兩相對照，這種中西方文

化間近乎心有靈犀的相通之

處，常令我深思動容。或許橫

貫時間和空間，古今中外的聖

哲們皆是為教化天下蒼生而

來？即便所處的文化背景不

同，其主旨卻始終一脈貫穿、

相容相濟？

文天祥在「正氣歌」序中，

講述了他被囚獄中，如何以自

身正氣抵禦炎熱、疾病、汙穢

等「七氣」，並在長達兩年的時

間內保持身體無恙的經歷。「浩

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回顧

眼下：天網恢恢，大疫有眼。

如果人人皆能為這世上的鹽，

是否也可防止人心的腐化、養

人間浩然正氣，從而達到防菌

防疫的功效呢？

「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

養四方遊學之士，而自己的兒子

卻要輪換穿一件好衣服才能出

門，范仲淹卻始終泰然處之。

有一年發生了嚴重的蟲災和

旱災，江、淮、京東這些區域災

情尤其嚴重。范仲淹請求朝廷派

遣官員前往災區察看災情，沒有

得到答覆。

范仲淹於是就問仁宗說： 

「宮廷裡的人如果半天不吃

飯，情形會怎麼樣呢？」 

仁宗皇帝馬上顯得十分難過，

於是派遣范仲淹去安撫江、 

淮地區的災民。

景祐元年（1034 年），蘇

州久雨霖潦，江湖氾濫，積水不

能退，造成良田委棄，農耕失

收，黎民困苦，范仲淹出任蘇州

知州後，根據水性與地理環境，

提出開浚昆山、常熟間的「五

河」，將積水導流太湖，注入

於海的治水計畫。范仲淹以「修

圍、浚河、置閘」為主的治水經

畫，不但獲得時輿的讚揚，還澤 ”
鹽，飲食中不可缺乏

的調味品，具有防腐、殺
菌、解毒、除汙等多種功
能，被稱為「百藥之王」。

後人都說孔子有三千弟子

七十二賢人，而鬼谷子有蘇

秦、 張 儀、 孫 臏、 龐 涓、 商

鞅、呂不韋、白起、李牧、王

翦、甘茂、樂毅、毛遂等弟

子，這些人物在當年都是叱吒

風雲的人物。那麼鬼谷子是有

怎麼樣的智慧才能培育這麼多

優秀的人才？

今天就來說說鬼谷子的五

句話，學會這五句話，教會你

識遍天下人。

富看其所為

天下有錢的人很多，但是

善於用錢的人卻很少，一個

人有錢的時候就要看看他的

行為，對財富的處理可以看

出他的價值觀，總得來說就是

「君子仗義疏財，小人視財如

命」。畢竟錢財乃身外之物，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對待錢財

要有正確的價值觀。人一生不

能沒有錢，但是卻不能僅僅為

了錢。

窘看其所不為

有很多人在窘迫的時候都

會忘記自己的原則，如果這些

人能夠堅守自己的原則，那麼

也不會有這麼多貪官，會有這

麼多偷盜搶劫。另外，如果身

邊的一些朋友去做違法犯罪的

事情，經常忘記自己的原則，

就要減少與他們交往。

居看其所親

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非常

大，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好的環境會讓人向好的

一方面發展，而不好的環境會

讓人一步步墮落下去，在我國

古代最有名的環境影響人的事

情就是「孟母三遷」。孟母在

當時多看重環境對一個人的影

響。所以看到一個人的時候就

要看看他和甚麼人住在一起，

和甚麼樣的人經常來往。

貴看其所舉

當一個人當了大官，有了權

力的時候，就要看他推舉的是甚

麼人，如果他推舉的都是非常有

才能的，那麼這個人就是公平公

正的，如果一個人推舉的人都是

不務正業阿諛奉承的，說明這個

人不行，古代最有名的舉賢人就

是狄仁傑了，內舉不避親，外舉

不避仇。這樣的人讓人敬佩。

富看其所孝

在中國古代人們非常看重

孝，古有董永賣身葬父，子路

百里負米，黃香扇枕溫衾，一

個人在富有的時候看看他孝順

不孝順，如果一個人在非常富

有的時候不孝順，那麼這樣的

人不能深交。

Pexel
清 惲壽平 倣宋元山水圖 (Wikipedia)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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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陸文

關於左宗棠的神奇夢境     

在關於左宗棠的事蹟中，有

三個神奇真切的夢境，為大家簡

介如下：

夢見「牽牛星」 

左宗棠出生

據左宗棠之子左孝同在《先

考事略》中的記載，左宗棠出生

的那天，年近八旬的祖母楊老夫

人在夢中，突然清晰的看到一個

神人從天而降，落在自家的庭院

裡，自稱「牽牛星」。

老太太頓時從夢中驚醒了，

就在此時，隔壁房中傳來嬰兒響

亮的啼哭聲，家中又添了一個男

丁，這個新生的男嬰就是左宗

棠。楊老夫人心中明白這孩子來

歷不凡，慢慢的，左宗棠是「牽

牛星下凡」的傳說便流傳開來。

一生經歷之夢

晚清著名大臣薛福成（公

元 1838 ～ 1894 年）在《庸庵

筆記》中記載，左宗棠年輕時曾

做過一個奇夢。在夢中他參加科

舉考試，自覺文章不錯，卻始終

無法考中進士。

此時，正逢朝廷遭難，起義

干戈，擾亂天下，他便因此棄文

從武，後屢建戰功，獨當一面，

爵列五等。

轉戰數省之後，忽然調赴西

北作戰。在夢境中，左宗棠只覺

得往西北，一路上都是岩關、險

塞。他在西北領兵作戰，縱橫萬

里，長驅直入，擊敗敵寇，收復

疆土，功名日盛，朝廷封賞，榮

歸故里，這時夢就醒了。

左宗棠醒後，知道此夢非

凡。當年幾次科舉，他都沒有中

左宗棠（公元1812∼
1885年），晚清著名將
領、朝廷重臣，一生親歷

了討伐太平天國、洋務運

動、陝甘回變、新疆之役

等重要中國歷史事件。與

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

並稱為「晚清中興四大名

臣」，建立了許多功勳。

進士，便決定不再考了。後來投

入湖南巡撫張亮基、駱秉章門

下，成為其幕僚，各種建議都被

採納。後經推薦，成為浙江巡

撫，率領軍隊攻克杭州後，他來

到西湖上，恍然覺得像是到了一

個熟悉的地方，其實這些景象都

是他以前在夢中所見過。他後來

的經歷，全都印證從前的夢，

一一吻合。

當甘肅平定之後，朝廷中許

多人都認為新疆地勢遼闊而且偏

遠，對於進軍新疆抱有疑慮，而

左宗棠卻慷慨激昂地率軍遠征，

沒有任何顧慮，他知道必然會大

獲成功，因為在他以前的夢中就

到過新疆這地方。

記載此事的薛福成最後感

歎道：「凡人一金之獲，一第之

榮，莫非前定，而況奇勳偉業如

左公者乎！」

城隍點化滅狼災

在左宗棠西征路上，經過甘

肅一地時，他聽聞當地野狼成

群，禍害人畜，居民們深受其

害，他決定驅除狼患。由於狼群

行蹤不定，士兵們圍捕狼群無功

而返。有人心生退意，就對左宗

棠說，野狼之患是由城隍神管

的，靠人力無法驅除，意在讓左

宗棠停止捕獵狼群。

左宗棠說，既然這歸城隍神

管，那我就把城隍請出來。

於是，左宗棠帶兵來到了當

地的城隍廟，把泥塑的城隍像抬

瑞鶴圖、左宗棠：公有領域；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文：顏新整理

指甲上的 
運勢及健康   

非常多相書中都說到，從人

的頭髮、面相、手相、甚至是指

甲，都可用來推測一個人的家庭

出身、身體狀況，及運勢的好

壞。一般運勢好的人的指甲下

部，都有白色的月牙形，如果 5
個指頭都有月形，那是最佳的。

如果大拇指上沒有月形，那

就值得注意了。

沒有月形不好，月形過大也

不好。指甲太短，成四角形的女

性，會影響情感、婚姻，並因此

影響生育功能。

如果指甲突然斷裂，甚至還

出血，那麼，你一定要引起注

意，很可能你的霉運即將到來，

趕緊化解命理和位理為宜。

出來，擺在轅門外，左宗棠對神

像說：「狼群猖獗，危害百姓，

理應管束。若任其危害生靈，吾

將對您軍法處置，定不輕饒！」

本來，左宗棠，只是給手下

做做樣子，表示自己誓要驅除狼

患的決心，但沒想到，當天晚

上，他竟夢見了城隍神。

城隍神對他說，狼群為患，

不由我管，我也深受其害，雖然

我管不了，但我知道牠們的巢穴

在何處。

左宗棠醒來之後，按照城隍

神的指點，順利找到了狼窩，依

計而行，果然將群狼聚殲於某山

某洞，當地狼患從此得以消除。

左宗棠把城隍神的塑像，又

奉回原位，並叩頭謝恩不止。這

三個奇夢，對當今的人而言，意

義非凡。

在第一個夢中，左宗棠的祖

母看到他是天上牽牛星下凡而

來。也許當今世上，人的元神大

都是從天上來的，只是在人間輾

轉輪迴。

在第二個夢中，年輕的左宗

棠看見了他一生的大致經歷。誰

能料到，當時一個普通青年能建

立如此大的功勳呢？

可見人生的路都是神安排

的，都有定數。

◎文：陸文

命運天註定 惡言遭羞辱     

有人認為，命運是天註定

的，就不約束自己的行為；有人

認為，事在人為，就不相信命運

的安排。其實這兩種說法都是偏

激的。

包誼冒犯朝廷大臣

唐朝有個人叫包誼，很有文

才。因故誤了考期，同宗人唐佶

祭酒很替他惋惜，讓他暫住在自

己家裡。

包誼每天去佛寺遊玩，無意

中冒犯了中書舍人劉太真。劉太

真見他的穿戴舉止是個舉人，

便叫人詢問他。包誼大聲回說：

「進士包誼，素不相識，為甚麼

要問？」劉太真懷恨在心。唐佶

聽說包誼的無禮行為，也非常生

氣，將他趕到別處去了，包誼一

點也不感到慚愧。

命運天註定

第二年，劉太真主考，便想

報復包誼，使他放棄前程，故意

出了很難的文章，打算等到考試

結束，將包誼貶低一番後趕出

去。一會兒，他反悔了，心裡

想：此人得罪了我，我便報復

他，不是大丈夫所為。況且我能

永遠阻擋他的前程嗎？何必如此

呢！於是放過包誼，使他的試卷

合格。

劉太真在將要張榜公布考中

進士的名單之前，先將名單送給

宰相審閱。榜中有個姓朱的人，

宰相忌諱同朱泚同姓的人，不想

讓姓朱的中榜，要換一個人。劉

太真慌忙去找人，只記住了包誼

的名字，便將包誼換上，等包誼

進來謝恩，這時他才想起來，包

誼正是他所厭惡的人，所以他

說：「功名得失不由人，只是假

借人來完成罷了。」

無禮卻釀小波折

包誼得罪了劉太真，劉太真

最終卻沒有報復包誼，或許這就

是他的胸襟開闊，也為自己的

未來鋪平了路。因為既然相信命

運，坦蕩一點，命運就會好，也

是自然的。包誼雖然最後也進士

及第，卻非常波折。這與自己的

說話尖酸刻薄或許也是有關係

的。每個生命的所為會影響自己

的命運，這時毋庸置疑的，按照

古人的說法，前世決定今生，今

生決定來世。

包誼做官是前世的德行

所致，但受到的屈辱或許與

今生也有些關係了。

（出自《摭言》）

而且不同的手指的指甲也

有不同的含義。比如拇指，一

般代表長輩、父母，可以從這

裡看出他們的健康、事業、出

身情況等。

食指代表同輩中人，比

如：兄弟、朋友、合夥人等情

況。中指一般看自己。

無名指一般看配偶的情

況。小指一般就是代表子女的

情況。

所以，一旦你某個時候發

覺自己的指甲變色了，或是忽

然指甲變白色或乳白色了，要

留意血氣方面的毛病，必須引

起重視。

左宗棠

喀什噶爾

烏魯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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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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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

博斯騰湖

葉爾羌

塔 里 木 河

清軍第一次進軍路線

清軍次年進軍路線

阿古柏軍敗退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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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賽克湖

宋徽宗喜愛

作畫，《瑞

鶴》是作品 

之一。

◎編輯整理：峪川

赤氣亙天 兆示一朝國運

建中靖國是北宋徽宗

皇帝的第一個年號，意在

行大公至正之道，消除朋

黨。

宋徽宗即位時，自神宗朝以

來的新舊黨爭仍在持續。支持變

法的一方被稱為紹聖之臣，反對

變法的一方被稱為元祐之臣。宋

徽宗為了消除朋黨，決定元祐之

人與紹聖之人並用，並計畫將年

號定為建中靖國，意思是要行大

公至正之道，消除朋黨。

事與願違，消除朋黨的初衷

雖然是很好，但實際效果並不

佳，正如當時諫臣任伯雨所說：

「人才本不應分黨派，但是，自

古以來，沒有君子小人並用可以

達到天下大治的先例。這是因為

君子易退，小人難退，君子與小

人並用，最終的結果就是君子紛

紛離開，小人卻留在了朝中。」 
不過，宋徽宗沒有採納任伯雨的

建議，他不僅起用元祐之人，亦

進用紹聖之人。

公元 1101 年，宋徽宗改元

建中靖國。然而，改元的第一天

夜裡竟然出現了赤氣亙天的災異

之象。史載，建中靖國元年正月

初一（公元 1101 年 1 月 31 日）

夜，有赤氣出現在東北方，橫亙

至西南，中有白氣。氣將散時，

又有黑點出現在旁邊。

對於災異，諫臣任伯雨認

為「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是以

陰干陽之象。以一天而言，日為

陽，夜為陰。以方向而言，東南

為陽，西北為陰。以五色而言，

赤色為陽，黑白為陰。所以赤氣

出現在夜晚，且中含白氣，黑點

在旁，就是以陰干陽的不吉之

象。

對應於人事，任伯雨認為，

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

陽，外國為陰，君子為陽，小人

為陰。所以，赤氣出現在夜晚，

則是一個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起宮禁之謀以下干上的不吉之

象。同時，因赤氣後來散為白

氣，白氣主兵，所以這又是一個

夷狄進犯中原的刀兵之象。

任伯雨又以《洪範》中講到

的五事配五行的說法指出，視之

不明，則對應著出現赤眚、赤

祥，對應著視之不明，暗示宋徽

宗不能識人，用人不當。任伯雨

向宋徽宗進言說，天心仁愛，所

以才用災異之相來警戒世人。陛

下應當進用忠良，罷黜邪佞，正

名分，懲奸惡，使小人不能萌生

犯上作亂的念頭，那麼災異就可

以化為休祥了。

任伯雨根據災異所指出的時

政之弊，都是當時確實存在的問

題。如元祐名臣范純禮在災異

出現後不久去世，他所上的遺

表中也提到：「絕朋黨之論，察

正邪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

言官。」而從後來宋徽宗信用蔡

京、童貫等奸臣，以及聯金滅遼

引來金人兵禍這兩件事上看，與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初一的這場災

變完全相應。可見天人相應道理

不虛，一夜赤氣亙天，就已經兆

示了這一朝的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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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金谿縣，有個名字叫

方仲永的人，家裡世世代代都是

種田的。方仲永五歲時，還未嘗

見到紙、墨、筆、硯之類的文

具，有一天，他突然哭著要這些

東西，他的父親感到很奇怪，便

從鄰居家借來給了他。他馬上書

寫了一首四言詩，並且自己還定

了個題目。這首詩以奉養父母、

家庭和睦為主題，並且很快地被

同鄉的讀書人傳閱了一遍。自此

以後，只要指定題目，要他寫首

詩，他就可以立刻寫成，而且那

文采、構思都是相當不錯的。於

是，同縣的人都把他看作奇才。

漸漸地，人們也把他的父親當作

賓客來招待。有的人還拿出錢

幣，來接濟他們。他的父親覺得

這樣有利可圖，便每天牽著方仲

永，遍訪同縣之人，不再讓他學

習了。

我（本文原作者王安石的

自稱）聽說方仲永的事，已經

很久了。有一年，我隨父親同到

家鄉，在舅父的家中見到了方仲

永，他已經十二、三歲了。再叫

他作詩，但作出的詩與以前的名

聲，很不相稱。又過了七年，我

從揚州回家，又到舅父家中問

起此事，眾人都說：「方仲永才

智已經消失了，與眾人已差不 
多了。」

我認為：方仲永的才智、悟

性，是先天就有的，他從先天獲

得的東西，比起那些有才能的人

要多一些。但他最終變成了一個

普通人，則是因為他後天學習得

太少了。像方仲永這種人，從先

天獲得的東西如此之多，也如此

之聰慧，但在後天缺乏應有的培

養，尚且成了一個普通人。那

麼，現在那些天賦差，本來就是

普通智力的人，如果不注重後天

的學習，難道能趕得上一般人的

才能嗎 ?
（事據王安石〈傷仲永〉）

【讀書筆談】

方仲永不能不說是一個奇

才！憑著出眾的天資，他就可以

無師自通地擺弄起文房四寶，

作起令人稱讚的詩文來。這麼

一位天才，最終在其父「日扳仲

永環謁於邑人」的沒完沒了的應

酬中，變得平庸了，「令作詩，

不能稱前時之聞」，再過七年，

「泯然眾人矣」。一個天才，就

這樣到最後給毀掉了，著實發人

深思。試想一下，如果仲永之

父，當初不是整天拉著他出外應

酬賺錢，而是因勢利導，讓他充

分發揮先天的智力優勢，「使之

學」，那麼，方仲永最終會躋身

於「凡夫俗子」之列嗎 ? 當然不

會 !
看來，即使人擁有良好的先

天稟賦，但是缺乏後天必要的學

習，如果要想成大氣候，也始終

只能是一種夢想。

最近兒子很喜歡做模型，特

別是軍事系列模型，以及人物的

模型。這些模型除了需要組裝技

巧之外，也需要上色，才能讓模

型看起來栩栩如生。軍事模型如

坦克、卡車等車輛還算好上色，

但是人物，特別是人臉，就很難

畫到像真。

由於我小時候也很喜歡玩模

型，所以這陣子也陪兒子一起研

究與製作，除了是很好的親子共

同興趣之外，也一起切磋技術互

相指導。但是，對於畫好模型人

物的臉部，我跟兒子有一段時間

都遇上了瓶頸。

這天，兒子又為了畫不好人

物的臉而感到生氣，他把書拿起

來看了好幾遍，發現作者就是沒

有講到關鍵的細節，所以不管怎

麼學，畫起來就是不像，於是他

最後很生氣地說作者不負責任，

沒有講出秘訣，他再也不看這些

書了…等等。

我雖然也學不來，但總是先

前嘗試掌握了一些概念，於是我

一邊請他消消氣，一邊研究我自

己摸索出來的方法。大概過了一

小時之後，我驚喜地告訴兒子說

我成功了。我不但研究出畫好人

臉的技巧，而且這個技巧更簡

單、畫起來更像真。

當我把技巧教給兒子後，他

也很快就練習成功，當然就覺得

很有成就感。於是，我利用機會

跟兒子交流這件事。

我說，當他在那邊畫不出來

生氣的時候，其實我也不知道我

的方法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並沒

有採用生氣的方式，而是心平氣

和，自己慢慢摸索練習。然後，

最後讓我成功的方法，竟然是異

常的簡單，只是要無比的耐心與

毅力，去發現這個成功的方式。

我跟兒子說，這個過程，不

就像是修行一般嗎？首先，遇到

問題，不是責怪他人，而是回來

找自己，看自己哪裡沒做好。再

者，雖然技巧很簡單，但需要不

斷重複、重複、過程單調乏味，

但最後的成果卻特別美好，這不

也就是像真正的修行是至簡至

易，感覺平凡無奇卻得要能堅持

到底，中間過程你甚至會因為看

不到是否能成功而有所動搖或是

放棄，但只要能堅持到最後，當

成果出來時，那種成功的美好是

難以言喻的。

兒子聽了也很有同感，我

想，這不僅是讓他學會了一種技

巧，也讓他體悟了在做事中提高

的內涵。

（四）逢・幸

終於有一天，他突然要求與

象棋老人下一局，人們都熱心地

來這兒圍著觀看。

「紅先，紅先。」老人開場

白總是這一句，這是他下棋的

慣例。

日頭從東方轉向了南方，到

晌午了，有人給幫忙送來了吃

的，邊吃著、邊看棋。山裡小鎮

的這個角落，今天變得很安靜，

每個人都在深思。

不知不覺，日頭已經轉向了

西方，快要沉到山那邊去了。

年輕人並沒有吃老人幾個

棋子，但是老人的黑棋子卻被

紅子團團圍住了，老人沉思了

很久很久。

突然，年輕人流出了眼淚，

接著哭出了聲：「黑子苦啊！黑

子苦啊……」

老人也喃喃地說：「就這麼

破了，祖上傳下的迷就這麼破了

啊！祖上說了，只有大慈大悲

的人才能破了這迷啊！終於破

了……」老少兩人相對而坐，感

嘆不已。

圍觀的人們，根本聽不明白

兩人說些甚麼，就說：「哦！他

們瘋了……」

老人把那個紅木盒子放在年

輕人的手裡，要他一定回到家後

再打開看。

第二天，象棋老人沒有再

來，其實從那天之後，他再也

沒有來過，誰也不知道他的家

在哪裡。

等待觀棋的人看老人不來

了，剛剛想散去，那個年輕人急

匆匆地趕來，問：「那位象棋老

人去了哪兒了？」

人們說：「他沒有來，大概

以後也不會再來了。」

年輕人自語說：「那麼珍貴

的東西，我不能要啊……」邊

說、邊離開了人群，遠去了。

這麼多年過去了，人們還忘

不掉，尤其那「大慈大悲」四個

字，覺得意味是那麼的深長。

後來，人們說那個象棋老人

便是老智者的後代，又有人說這

個年輕人必將會是一個全島皆知

的法力極高的大人物。

又是幾年過去了，老人再也

沒有出現，年輕人也沒有出現。

人們又沉浸在自己的生活與奔忙

之中，沒有人再去思考那個「大

慈大悲」背後內涵是甚麼了。

為了自己的吃、穿、住、

行，人們絞盡了腦汁。如果說蒼

天賜給這世界的財富是一定量

的，那麼人要想自己擁有更多的

話，就只能從別人的手裡爭奪。

這些年來，島上的人已經習慣了

弱肉強食的爭奪，多年的勞心又

勞身，人的身體越來越差了。那

真是：睜開雙眼，莫名疲憊，內

心的深處，感覺活的好累……

有人躺在病榻上，提心吊膽

地回憶著一沓沓到過手邊又溜去

的鈔票。世界是很奇怪的，有的

人窮，但身體很健康，有的人

富，可是一身貴病；有的人病

了，到醫院一看就好，有的人怎

麼治也治不好，下半輩子病懨懨

的靠藥罐子餵著生活。人好像都

生活在不同程度的痛苦中，很多

人真的就成了藥罐子。

突然有一天，人們聽說有一

個年輕人免費給好多人過看病，

幾乎能讓人起死回生，而他為人

和善、知識淵博，沒有人能猜出

他到底有多大能力。這真是喜從

天降，久受病痛折磨的人紛紛前

去拜訪。

暴王也聽說了他，這些年

來，暴王靠吸人血維持生命，比

別人的壽命長了一些，但也免除

不了病痛。暴王想把他招到自己

身邊來，專門為自己治病。

剛要發這道命令時，突然手

下人跑來告訴說：「人家已經不

給任何人治病了，人家說了，人

得病是有原因的，人們跟著他鍛

鍊，一樣能達到身心健康，甚至

有的人還返老還童了！」暴王有

些惱火，但不敢去得罪這個有些

神秘的年輕人。

年輕人並不喜歡給人治病，

他給人們講了很多，他知道的真

是太多了，給人們講述了一個古

老的國度，講述了生命的來歷，

講述了島上現狀的原因……他還

一再的告訴人們，為甚麼要做一

個好人。沒有人講過這些，麻木

已久的人們突然覺得靈魂深處打

開了一扇天窗，安安靜靜地聽

著，聽得如痴如醉。

這正是人們從內心深處苦苦

追求、苦苦等待的聲音，人們表

面上是麻木的、愚鈍的，但是人

在內心深處有著難以忘懷的遙

遠記憶，而如今沉睡的記憶在 
甦醒。

人們忽然明白了多年前聽過

的那四個字「大慈大悲」，那是

從生命的根本上進行救度，人們

開始尊稱那個年輕人為師父。

很快，他們都變得身心健康

了，島上的風氣也好起來，這是

人們當初沒有料到的。而且，連

普通人都已經明確認識到，使人

身心健康才是最大、最好的禮

物。所以得了好處的人，也不忘

把師父所說的告訴親朋好友，讓

他們也感受一下絕處逢生的快

樂。

而為了討好暴王，手下也曾

勸說他去鍛鍊試試。暴王惱火

了，不准手下再提此事。

後來，人們看見好多神奇的

事。有一天，從血色圍牆外飛躍

入一個小孩子。那小孩本事真

大，不但沒有被食人獸吃掉，反

而還在獸背上頑皮地騎了一會，

狠狠地揪著牠的耳朵，食人獸氣

得哇哇怪叫了一整天。

小孩帶著一枚玉，去找到

了一個老人，那枚玉是當年送

給漂海老人的。小孩說要來島

上找一個高人，老人一驚，說：

「那高人是不是一個年輕人，我

幫你去請他？」小孩還挺倔，

說：「我已經學了很多本事，我

要自己去找。」

幾天後，清晨鍛鍊的人群

中多了一個長得像銀娃娃一樣

的小孩。

一部分尚在的老人，又回憶

起那個漂海老人的故事，而這小

孩是他的後代，他也成了同門中

人，人們敬佩著、欣喜著，幸福

地過了一天又一天。象棋老人也

在其中，他想起了自己聰明的先

祖，他要是還活著，就不會再絕

望了。這些事又傳入了暴王的耳

朵裡，他再也沉不住氣了。

一天，銀娃娃小孩的家族邀

請師父去做客，師父就應邀去

了。人們才發現，能越過這血色

圍牆的人，絕不止銀娃娃小孩 
一個。

他們剛剛越過血色圍牆，殘

暴的國王已經暴跳如雷，於是一

場攜沙塵捲烏雲的狂風從島上驟

然而起。（待續）

傷仲永

寓 言 故 事

孤島 中
本文圖片：ADOBE STOCK

不知甚麼時候，觀棋的人群中

多了一個年輕人。他只是靜靜

的看，從早看到晚，這樣過了

好多天。有人看他貌相中透著

精明，便請他跟老人下一局，

但他微笑著拒絕了。「不下

棋，那你天天來幹嘛 ?」那人

不高興了，年輕人微微一笑，

甚麼也沒有說，他還是天天來

看棋。

幾年過去了，人們又沉

浸在自己的生活與奔忙

中，為了吃穿住行，絞

盡了腦汁。

文 |王默安

文 |張季民

酌 古 鑒 今

日頭快要下山了。

年輕人並沒有吃老

人幾個棋子，但是

老人沉思了很久很

久。

王
安
石

生動的一課生動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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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你好：

我和相戀多年的男友都三十

多歲，預定今年結婚。這些年他

在南部，我在北部，而他因家中

關係，不能辭掉工作，所以婚後

我打算把台北工作辭掉到南部。

不過因為這樣，我家人覺得很擔

憂，認為在台北發展好好為何要

去台中。為此，我媽媽幫我在南

部購置房子，希望將來可以男友

在外面一起住，但被男友爸媽知

道後，他們很反對，覺得如果我

男友搬出去住，對男方很沒有面

子，而且也不能幫忙家裡，要求

我婚後要和他們一起住。我爸媽

知道後就覺得男方家很強勢，每

天都一直念我要放棄，同時不解

我到底是為了什麼如此執著，一

直說我嫁了後也不會快樂的，現

在我每天都很傷心，雙方家長都

有自己的堅持。我自己當然也想

要住外面，我只求婚後的兩人生

活，想要多點自己的自由空間，

但現在卻必須被迫和夫家一起

住，我真的好兩難，可以請你幫

幫我嗎？

煎熬的慧君

俗語「飯前不訓子，睡前不

訓妻」，是說：「作為父母，不能

做吃飯之前訓斥孩子」，「作為丈

夫，不能在睡覺之前訓斥妻子。」

看似很簡單、直白的話，裡面卻

蘊含了古人為人處世的智慧。

飯前不訓子

「飯前不訓子」，從字面上看

很好理解，意思是說，在吃飯前

不能訓斥孩子。這是為什麼呢？

孩子天性喜歡耍鬧、調皮，

無知也就無畏，常常做出一些令

父母感到頭疼的事情來。孩子做

錯了事情，如果在將要吃飯的時

候，責罵他會影響孩子的食慾。

父母的訓斥，讓孩子的心情

變得十分沮喪，胃口也變得很

差，孩子正處身體發育的關鍵時

期，屢屢如此，會影響到孩子的

成長；如果長久如此，孩子的心

裏也會逐漸形成陰影，對吃飯會

產生出一種抗拒的心理，影響到

身心的健康。所以，才會有「飯

前不訓子」的說法。

其實很多時候，孩子都是率

性而為，家長如果沒有馬上指出

他們的錯誤，事後再去糾正，孩

子可能會不以為然。即便是在飯

前指責他，也是收效不大的。

父母要在平時的生活中，

就教導孩子，引導孩子，隨時

提點，但盡量不要在吃飯前去教

育，更不能去訓斥，孩子正處於

長身體的階段，需要營養的供應

充足，吃飽飯是最大的關鍵。

飯前不訓子，其實就是說教

育孩子要把握尺度、把握時機，

不要做的太過於情緒化。

睡前不訓妻

「睡前不訓妻」，是說睡前

丈夫不要斥責妻子，就是夫妻千

萬不能吵架。這又是怎麼說呢？

臨睡前，夫妻拌嘴的機率比

較大。一天的煩勞結束了，兩個

人在就寢前會交流一下，談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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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聘華語銷售

慧君你好：

你說家人會不知你為什麼這

麼執著？其實我覺得你還是要先

問自己，對方能不能讓你依靠，

你願不願意和他共度一輩子？如

果我們將問題回歸婚姻的本身，

想要和對方共度一生的初衷，那

麼其實就能了解，伴隨這段婚姻

而來的，不會只有兩人世界，將

還有很多的責任了！

家人會擔心是因為看到了你

的徬徨，害怕你會吃苦，但其實

我相信主要的苦都是來自心中的

擔憂與壓力，如果你的心是肯定

的，是安心的，知道對方不管發

生什麼事情，他會為你扛著，不

管將來生活中發生什麼事情，他

都會站在你這邊，為妳擋，那麼

我想你的家人就不會再一直念妳

了。當然，這點你和男友都要有

所共識，男友也必須積極和妳父

母溝通，讓他們放心。

當你確定選擇了他，走上這

條路，就要接受他的一切，不可

能把他的原生家庭切割，也不可

能不管公婆的感受與你們之間的

關係。不然如果真搬出去住，但

和公婆關係不好的話，我想妳心

中也不好受。除非當你把這段婚

姻放在天平上衡量，覺得自己的

自由空間與家人的意見是更為

重要的話，那麼我會建議妳先把

這婚事緩一緩，讓雙方家人和你

們自己都能有時間空間再思考衡

量。帶著擔憂和心中的疙瘩結婚

我想對你們來說都不好。

如果你們都不想耽誤到結

婚，那麼雙方的矛盾真的就要趕

緊化解，妳對他的爸媽，他對妳

的父母都要去努力。雙方家長意

見固然重要，但你們心裡的想法

更需釐清才是。

婚姻生活的確不簡單，家庭

生活的重新組合要能融合在一

起，會有個過度期，過度期的長

短考驗著彼此的包容與真誠溝通

的態度。境隨心轉，心的容量大

了，干擾妳心情的因素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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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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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5月6日

臍橙

Zucchini Squash 意大利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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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nched Spinach 菠菜 Navel OrangesHead Lettuce 西生菜Jumbo Caulifl ower 大花椰菜

Seedless WatermelonsGala Apples 基拿蘋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無籽西瓜

$09898 lb

Pomegranates 石榴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3lb onion bag.and get a free 3lb onion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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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磅洋蔥。

$09898
lb

$1 2828
ea

$0 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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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98
ea

$29898
ea

$58888
ea

$$11383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曼麗小語：事情其實不困

難，但改變自己的心態才

是古往今來許多人最覺得

難的，也是最關鍵的因

素，有時一念之差， 進退

真是兩重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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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白天的見聞和經歷，交流的

過程中就可能會出現一些分歧，

會有摩擦、爭吵。

睡眠是十分重要的，如果

這時候爭吵，男方可能會比較粗

線條、吵完就忘了，轉身呼呼入

睡。但是對於心思細膩的女人來

說，就會反覆思考是自己哪裡做

錯了，還是丈夫做錯卻不改正？

輾轉反側，難以入眠，甚至起

床、打包、奔回娘家也說不定呢。

夫妻在生活中雖然難免摩

擦，但中國還有句古話叫做「床頭

吵架床尾和」，睡前吵架，肯定會

影響情緒，直接波及到睡眠的品

質，對第二天的生活和工作都不

利，因此才會說「睡

前不訓妻」。

夫妻之

間， 偶 爾

的小吵小

鬧是在所難

免的，常言道

「吵吵鬧鬧過到老」，但是凡事

有度，過度則會傷害夫妻感情。

如今很多年輕夫妻一旦發生

不愉快，就不分時間場合的大吵

大鬧，古人常說「百年修得同船

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結為夫

妻是緣分的牽引，彼此之間要彼

此體諒，好好的珍惜這份來之不

易的姻緣。

「飯前不訓子 睡前不訓妻」啥意思？「飯前不訓子 睡前不訓妻」啥意思？

矛盾自然也就煙消雲散了。加

油！事情其實不困難，但改變自

己的心態才是古往今來許多人最

覺得難的，也是最關鍵的因素，

有時一念之差， 進退真是兩重 
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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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後不想婚後不想
和公婆住和公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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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看中國訊】猶他爵士隊中鋒戈貝爾

（Rudy Gobert）確診武漢肺炎後，NBA 隨

即於 3 月 12 日宣布停賽至今。勇士一哥

柯瑞（Stephen Curry）近日和妻子艾莎還

有退役球星魏德（Dwyane Wade）進行直

播，談起自己養傷期間的心路歷程，他表

示，因為這段期間，讓他成為更好的人。

據《自由時報》報導，柯瑞在去年開季

10 月底和太陽一戰，不慎摔斷左手掌，經

過兩次手術，休養到今年 3 月才復出，但

沒想到又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停賽。回憶這

段過程，柯瑞說：「這個賽季大家都說我們

是重建年，我準備好要去證明這些人是錯

的，但打了 4 場比賽後就被迫休息，我真

的感到很沮喪、痛苦。」

柯瑞提到，受傷的期間他一度不想要

待在家人、朋友身邊，「因為我不得不暫時

告別籃球。」但妻子艾莎仍選擇默默地陪伴

他度過這段難熬的時光，艾莎也說：「這讓

他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柯瑞的妻子是艾莎．柯瑞，他們是在

雙方父母都參與的教會活動中認識的。儘

管在高中畢業後兩人走的道路不同，艾莎

前往洛杉磯去圓自己的演藝夢，而柯瑞則

選擇了打籃球，不過分隔兩地的戀情並沒

有因此終止。在 2011 年 7 月 30 日，柯瑞

和女友艾莎完婚，目前育有兩女一子。

【看中國訊】大陸網紅周揚青，23 日

一早在微博投下震撼彈，爆出與其交往九

年的臺灣藝人羅志祥（小豬）私生活混

亂，兩人已經分手。一發文就快速登上熱

搜冠軍。羅志祥除了代言廣告被急下架，

原計畫由他擔任導師的幾檔大陸綜藝節目

的近億人民幣酬金或化為泡影。

周揚青以 1200 多字的長文親自證實

兩人已經分手一陣子，只是因為武漢肺炎

疫情不想佔用公用資源才一直沒有出面說

話，文中坦言：傳言不只是傳言，不只說

明兩人已分手，更控訴小豬花心，表示要

一次說清楚，「因為我知道現在包括以後，

還會有很多很多的女生在同時被你騙著。」

並強調：自己寫這篇文章絕不是因為剛分

手的一時衝動或是不冷靜下的報復心態。

羅志祥幾次發文向周揚青道歉，承認

自己「犯了很多錯誤」並對「欺騙過以及

不尊重過的所有女性道歉」，但網路掀起

一片躂伐聲浪：「渣男坐實。」「不能原

諒。」「羅志祥應該離開娛樂圈。」

羅志祥在大陸市場經營多年，在大陸

代言的品牌橫跨食品、護膚品、服飾等多

個領域。由於分手醜聞，更有人認為，他

的演藝事業或宣告終結。

【看中國訊】2011 年朱之文

參加山東電視臺的一檔選秀節

目，以一首《滾滾長江東逝水》震

撼全場，他樸實無華的形象和嘹

亮動聽的歌聲，受到了全國人民

的喜愛，人們親切的稱他為「大

衣哥」。

朱之文火了，一夜之間成了

名利雙收的大明星，他的收入與

生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可當他演出完，再回到村

子裡時，發現身邊的人都變了。

家裡被一堆莫名其妙的人擠滿，

八竿子都打不著的親戚排隊過來

借錢，就連老婆孩子都像換了個

人 ......
最讓他受不了的，是村民們

刻薄的冷言冷語：這窮小子長這

樣也能出名，就唱幾首破歌也能

掙大錢。更有村民大言不慚的說：

要想俺們說他好，俺莊上一人給

俺買個小轎車，一人給一萬塊錢。

他前前後後借出去一百多

萬，欠條塞滿了一抽屜，可沒有

一個人還過。

可笑的是，也沒有人打算還。

這兩年，村民們發現了致

富的新大陸。那就是拍攝朱之文

的短視頻，或者搞直播。他們發

現，這比種地賺錢又輕鬆多了。

小到 7 歲、大到 74 歲，紛紛拿起

手機對準朱之文。高貴是朱之文

的鄰居，靠拍朱之文，他的賬號

有了一百多萬粉絲。去年，他把

賬號賣給了一家公司，一下賺到

了 60 萬元。除了村民，還有全國

各地的網友蜂擁而至，他們打著

看望「大衣哥」的旗號，實則騷擾

加利用，讓朱之文全家不堪其擾。

他家成了不收門票的「景

區」，朱之文則成了人們圍觀的

「熊貓」。每天早上，就有人開始

砸門、呼喊他的名字：大衣哥，

我們代表全國人民來看你，你不

能不見我們啊！朱家的門一開，

這些人就魚貫而入，擠滿了整個

院子。只要在家，朱之文的日常

就是配合他們拍攝，甚至連上廁

【看中國訊】51 歲的理查

德．哈克是紐約公共廣播電視

臺王牌主持人之一，曾報導

過 911、大停電、超級風暴等

著名事件，在業界有很高的聲

譽。作為晨間廣播的主持人已

經近 30 年，很多紐約人都已

經習慣聽他的聲音起床上班，

沒想到 4 月 27 日外媒卻報導

了他去世的消息。

同事表示，理查德．哈克

生前一直都很努力工作，才能

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著這個位

置，大家都尊稱他為「堅如磐

石的主持人」。由於他非常

喜歡這個節目，幾乎把自己一

生都投入到這上面，到去世時

依然單身沒有孩子。

由於疫情在紐約很嚴重的

緣故，整個廣播電視臺都不得

不停止了工作，不過理查德．

哈克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敬業，

把整套播音設備都搬回了家，

並且親切的稱呼是自己的「工

作室」。

從當時晒出的時間上來看

已經是凌晨 3 點了，但是理

查德．哈克仍然在非常忙碌的

準備著自己早上播出的廣播

稿。直到去世前最後一刻，理

查德．哈克依然投身在自己熱

愛的工作當中。

根據官方公布的公告中，

圖上所在的公寓房間，也是他

去世被發現的現場。目前具體

去世原因仍在調查當中，官

方只給出了「非外力的自然去

世」原因，排除了患武漢肺炎

去世的可能。這個消息也讓很

多紐約觀眾都感到心碎。

苦惱的「大衣哥」朱之文

成名之後，家成了不收門票的「景區」，

朱之文則成了人們圍觀的「熊貓」。

51歲著名主持人家中猝死

柯瑞談養傷歷程「受傷讓我更成長」

米蘭時裝週並未中止，但大幅縮水，有的

改為網絡直播。

最後一刻仍在工作

所都有人尾隨。

朱之文都忍了。他的心太軟，他總是不忍

心拒絕任何人，也不敢擺出任何臉色。因為會

被說耍大牌和架子大。

有人說，為什麼他不走呢？憑他現在的條

件，他完全可以去個大城市生活啊！可對朱之

文而言，他已經 50 歲了，在這裡生活了半輩

子，他的根深深駐紮在這片土地。他捨不得離

開這裡，他也無處可去。而最讓他傷心的，則

是妻子和兒女的改變。

妻子化濃妝、開直播，她成了拍視頻裡最

積極的那個人。兒女也雙雙輟學在家，不願打

工也不願學技術，每天都宅在家不學無術。原

本幸福和諧的一家人，卻變成了誰也不認識的

樣子。

9 年來，朱之文沒有過過一個清淨日子。

從成名的那一刻起，他早已不屬於自己。在流

量至上的年代，一切都讓人啼笑皆非。

名人萬花筒

羅志祥分手醜聞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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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石蔬果店
重磅重磅 折扣，每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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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4 月 27 日起營業時間調整為： 週一至週五：早 9:30- 晚 6:00     週六：早 10:00- 晚 6:00    週日：早 10:00- 晚 5:00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更
多
商
品

◆ 一週七天營業
◆ 取消使用現金

敬請留意

2020 年 3 月 31 日 特價商品展示

讓我們一起努力，控制病毒傳播。

綠葡萄 菠蘿 木瓜 甜椒 小黃瓜
Green Grapes Pineapple Papaya Red Pepper Mini Cucumber

$    .49/ 磅 $    .99/ 磅 $    .99/ 磅 $    .99/ 磅$    .00/2個0 0 0 03

2020 年 4 月 29 日 特價商品展示

 意大利麵的型態百百種

在意大利，人們用 Pasta
來稱呼各種由麵粉及水，或加入

雞蛋做成的麵食。

意大利南北狹長，各地域

間風土氣候差異不小，麵食傳統

也因此各有特色。

隨著麵食特性不同，意大

利各地煮意大利麵的手法與搭配

醬汁也隨之不同。

怎麼煮意大利麵條

用深鍋煮麵，鍋子夠大，

麵條被煮膨漲後，才有舒展空

間。

水完全沸騰後加鹽、放麵

條。道地的意大利麵煮法——麵

心還有點硬，帶嚼勁。

麵起鍋後，麵體容易黏

結，須盡快與醬拌合，加點兒煮

麵水，更加好拌。

◎ 文 :邊吉

品味意大利麵從形狀、粗細開始，找到自己最喜歡的麵條，週末就來煮個意大利麵吧！

意大利麵 
的美味世界

2
就像中國麵食種類繁多，

意大利人針對意大利麵的

作法亦投注了各種巧思。

Capellini在意大利文有頭

髮之意，最細的髮絲麵被

稱為「天使的髮絲」，口

感柔軟爽口。

由於髮絲麵容易斷裂，因

此一般都是捲成鳥巢的形

狀風乾來運送。髮絲麵吸

醬汁迅速，濃稠的醬汁會

使麵糊掉，搭配清爽的蔬

菜、海鮮醬汁，反而相得

益彰。

Capellini 
天使髮絲麵

番茄天使冷麵

作法

備料：洋蔥、香草、黑橄欖切
碎末；檸檬擠汁。

番茄去蒂頭，在頭部劃十字，
放入熱水中煮5分鐘熄火，放涼
去皮、去籽，切小丁。

混合所有配料與調料，攪拌均
勻。

依據麵條的包裝說明，將細麵
煮好，冰鎮瀝乾，拌入作法即
可。

天使髮絲麵2人份、大番茄2個、
小番茄數個。

調料：洋蔥 1/2個、羅勒葉 1把、
檸檬 1個、黑橄欖 6個、橄欖油
3大匙、鹽 1/2小匙、砂糖 1/2大
匙、黑胡椒 1/4小匙。

食材

托斯卡尼的特色是莊園與

大自然風光，該地區麵食

以樸實的美味知名。披奇

麵出自托斯卡尼區的西恩

納古城，只用麵粉和水，

手工揉製出粗細不一的麵

條，口感飽滿有嚼勁。

不加雞蛋和橄欖油的披奇

麵，簡單的口味剛好可以

襯托屬於斯卡尼，充滿田

園風味的大蒜番茄醬汁，

或是香濃厚重的起司及肉

醬，也是披奇麵的最佳搭

檔。

Pici 
披奇麵3

番茄醬披奇麵

作法

將材料A切碎；番茄去皮、去
籽，切小丁備用。

混合材料A、番茄、調料，開
中火，煮滾後轉小火，一邊攪

拌，一邊燉煮約30分鐘。降溫
後，用食物調理機打成泥備用。

用橄欖油炒香大蒜，倒入作
法，翻炒出香氣；加入煮好的
披奇麵，充分攪拌均勻。

食用之前撒上帕瑪森起司，風
味更加美妙。

披奇麵2人份、番茄4個、大蒜3
瓣。

材料A：洋蔥1個、西芹200g、
蘿勒葉 1小把、大蒜 10g。
調料：鹽、黑胡椒適量。

食材

作法

洋蔥、培根切丁，用橄欖油炒
香；彎管麵煮軟備用。

小火融化黃油，加麵粉攪拌至
無粉粒，持續加熱至麵粉糊化。

續加入鮮奶油，小火煮滾，
煮至濃稠，加切達起司，攪拌均

勻。

混合所有食材與調料，裝入烤
盤，表面均勻撒上帕瑪森乾酪，

送入預熱好的烤箱，烤至表面

金黃酥脆即可。

彎管麵 4人份、培根 100g、無
鹽黃油、洋蔥 1個。
起司：切達 150g、帕瑪乾酪
50g。
調料：意式香料、豆蔻粉、鹽、

黑胡椒適量。

食材

起司通心麵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1
意大利麵可分為長、短兩種。

短意大利麵造型特別，容易

烹調入味；彎管麵是通心麵的

一種，也是屬於短意大利麵。

彎管麵呈管狀彎曲，通透的空

心能將醬汁包覆其中。

彎管麵因麵體薄軟小巧，也是

小朋友喜愛的麵種。除了搭配

一般麵醬，彎管麵也適合做

湯品和焗烤。充滿濃濃起司

鹹香的起司通心麵，是屬於冬

季的暖心美食。

Macaroni 
彎管麵

造型獨特的

意大利麵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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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健康新理念30貼士保健
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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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譯：高新宇

據 Technavio 預估，全球

保健食品市場，2019 年規模可

達 1000 億美元，許多民眾每天

會吃些綜合維他命或 B 群等，

3C 產品看太多，還得補充葉黃

素，一天可能要吃上四、五種以

上營養補充品。

保健營養品如何選

有時民眾看廣告或親友介紹

一些營養補充品，總是「躍躍欲

試」，但自己本身並不見得有這

麼需要。臺灣食品藥物管理署建

議，選購健康食品時，應考量自

身需求，掌握「停」、「看」、

「聽」3 要訣。

1.「停」：冷靜思考是否確

實有需要，以及對健康是否真的

有幫助。

2.「看」：詳細閱讀產品包

裝上的標示，如：標章及核准字

號、警語、注意事項、建議攝取

量，以及產品「保健功效」的實

質意義。

3.「聽」：食用前可請教醫

護等專業人員，正確選購真正對

自身狀況有幫助的健康食品。

在選購時，切勿選擇超低價

在睡前補充，有助於肌肉放鬆，

進而改善睡眠質量，對於半夜容

易腳抽筋的人，也有改善作用。

保存和注意事項

保健食品的保存與藥品的存

放原則一樣，最好依照包裝上的

標示和儲存方法存放。以下為正

確的保存要點：

1.請存放於陰涼、乾燥處，

避免紫外線照射。

2. 如果家中溼度較高，可

使用防潮箱來存放，或是存放於

冰箱的冷藏庫中，請不要放在蔬

果保鮮盒內（濕度較高）。

3. 不應存放於浴室、廚房

瓦斯爐、水槽、或其它會產生熱

能的器具和窗戶附近。

4. 如果使用瓶蓋倒取保健

食品，瓶蓋蓋回前要記得清潔乾

淨並保持乾燥，特別要注意瓶蓋

內螺紋的清潔。建議可用容量相

當的小匙子，代替瓶蓋盛裝食品

取用。

5. 隨時保持瓶蓋密合，食

品使用完畢後請立刻將瓶蓋關

緊，防止溼氣進入。

6. 請置於高處，防止幼童

拿取。

除了正確存放外，也應注意

有效期限，一般開封後，在正常

保存下，大約有半年到 1 年的

有效期限，如保健食品外觀變

色，便不建議再服用。藥丸所含

的水分少，發霉、變質的機率

低，而膠囊類的保健食品較容易

發霉、變質，如果膠囊變色或黏

在一起，就可能已經變質，不建

議再服用。

古人云「是藥三分毒」，保

健食品也是同樣道理，多食無

益，反而增加身體負擔，平時應

多從日常飲食中補充維生素，規

律的作息，加上保有正向的心態

與運動，才是最好的保健。

保健食品「停看聽」
藥師：應該週休一日

現代人為了追求

健康，漸漸的從著重

疾病治療，走向了注

意如何預防保健，除

了 要 吃 得 營 養， 更

要吃得健康、漂亮，

「保健食品」應運而

生。

的營養補充品，有些未經適當監

管的保健食品，反而有危害健康

之虞。

多種類的 
保健營養品如何食用

美國骨科協會指出，有

86% 的美國人服用至少 1 種維

他命來保健，但保健食品可不是

吃了就能保住健康的，過量的補

充，反而可能加重肝臟及腎臟的

負擔。據 KingNet 國家網絡醫

藥網站報導，趙順榮藥師指出，

服用多種類的保健食品應該注意

以下 3 點：

1. 長期吃保健食品應週休

一日，讓腎臟及肝臟休息。

2. 保健產品一天切勿超過

4 種，應分開食用，以「早上 2
種、中午 2 種」的方式，並可於

飯後食用，較不容易忘記。

3. 幾乎所有保健產品都是

抗氧化劑，具提神效果，可能會

影響睡眠，盡量避免夜間食用。

一般營養補充品不適合睡前

服用，不過鎂和鈣的維他命可以

病因治療對於糾正

貧血、徹底治癒、防止

復發，都有重要意義。

缺鐵性貧血
如何治療？

治療缺鐵性貧血，首

先應去除病因，例如：驅

除鉤蟲、控制慢性出血、

治療月經過多、改變偏食

習慣等，病因治療對於糾

正貧血、徹底治癒、防止

復發，都有重要意義。

補充鐵劑，是治療缺

鐵性貧血的主要方法，

常用硫酸亞鐵或葡萄糖亞

鐵，1次 0.2∼ 0.3公克，

每日 3 次，飯後服用，

可減少對腸胃的刺激。液

體狀的，有 10%枸櫞酸

鐵 胺， 每 次 10ml，1 天

3次，副作用較小，若有

胃部不適、腹痛、腹瀉、

噁心嘔吐，需停藥數日，

待症狀消失後，再重新治

療。

服用鐵劑，要小劑量

開始，逐漸足量；飯後服

用，減少噁心嘔吐；服藥

前後，不要喝茶與咖啡，

防止形成不溶性鹽類，影

響吸收；服用抗生素四環

黴素時，不要服用鐵劑，

因會互相阻礙吸收；如有

胃潰瘍服用制酸劑時，

應與鐵劑錯開時間服用；

口服鐵劑因未充分吸

收，可致黑便，屬正常

現象。

口服鐵劑，一般貧血

可在 2個月內可恢復。血

紅素恢復正常後，仍可繼

續服用，補充存鐵量。

缺鐵性貧血也可用鐵

注射劑治療，但注射鐵劑

毒性反應多，甚至出現致

命性的過敏反應，因此凡

是可以口服治療的，不可

用鐵注射劑治療。

中醫治療缺鐵性貧

血，還是以血虛證對待，

輕微的補血即可，如：使

用當歸、川芎、白芍、熟

地等；較嚴重的要補血兼

補肝腎，因肝主血，腎藏

精，精血相生，補精即補

血，可用當歸、熟地、川

芎、阿膠、鹿角膠、杜

仲、山茱萸、何首烏等。

3

三、冥想可以使 
思想和身體連通

1. 證據表明，人的思想和

身體之間有錯綜複雜的聯繫，已

經發現數以千計的基因，似乎直

接受到主觀心理狀態的影響。

2. 除了吃健康的飲食、進

行各種運動和確保適當的睡眠之

外，冥想是強烈推薦的日常生活

實踐。

3. 冥想練習已被證明，可

通過降低血壓、皮質醇分泌和心

率，以及優化低密度脂蛋白膽固

對抗骨質疏鬆8種「存骨本」的最佳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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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療
養生

面介紹 Toby Amidor 營養師在

《Men's journal》分享的 8 種最

佳「存骨本」食物：

①牛奶
牛奶是維生素和營養素的極

佳來源。一杯牛奶可以提供每日

建議量的 30% 的鈣和 25% 的

維生素 D，幫助人們打造堅固

的骨骼。另外，如在運動後喝巧

克力牛奶，也可以促進肌肉恢

復。

②沙丁魚
沙丁魚和鮭魚中具有可食用

的小骨頭的魚，是鈣和維生素

D 的主要來源。沙丁魚也富含

Omega-3 脂肪酸，有益心臟健

康，平時可在蔬菜中加入沙丁魚

或鮭魚。

③豆腐
用硫酸鈣製成的豆腐，可以

提供每日建議鈣含量的 15%。

鈣的含量因品牌而異，可於購買

前閱讀營養成分表。料理時，可

將豆腐與青菜一起翻炒。

④番茄
新鮮或罐裝的番茄都富含鉀

元素，攝入足夠的鉀有助於骨骼

健康。一杯櫻桃番茄汁，可提供

每日建議鉀含量的 10%。

⑤杏仁
鎂在強化健康的骨骼中扮演

著重要角色。杏仁為攝取鎂的極

佳來源，1 盎司（約 23 顆）的

杏仁，可提供每日建議鎂攝取

量的 19%，同時杏仁提供的鈣

質，大約占每日推薦量的 7%。

⑥100%果汁
如果平常是不喝牛奶的人，

那麼可以飲用柳橙汁，來獲得足

夠的鈣質和維生素 D。果汁可

以幫助人們攝取到每日建議的水

果分量，但每天喝 1 杯便足夠。

⑦穀物早餐
小麥、玉米及燕麥等穀物，

多富含鈣和維生素 D，有助於

骨骼保持強健。早餐享用一碗穀

物牛奶，加上希臘優酪乳或乳

酪，可增加鈣和維生素 D 的攝

取量。

⑧乳酪
一杯低脂乳酪可提供每日建

議鈣含量的 14%，同時含有高

達 28 克的蛋白質，可幫助增

強肌肉。

除了增加「存骨本」食物

的攝取外，平時也可透過晒太

陽來增加體內維生素 D3 的轉

化，幫助人體從腸道中吸收鈣

質，讓攝取的食物養分得到最

好的吸收效果。而存好的「骨

本」，也要減少骨鈣流失、保

持適當體重與從事荷重運動、

戒菸及節制飲酒、避免熬夜

等，才不容易罹患骨質疏鬆

症。即使現在已經有骨質疏鬆

的情況，只要開始改變生活型

態及飲食，也可以讓骨骼更加

健康。

世界骨質疏鬆基金會指出，

在年輕時期如能多增加 10% 的

骨密度，便能延緩 13 年發生骨

質疏鬆症，可見「儲存骨本」，

要從年輕時就要開始補充鈣質。

負重運動有助於肌肉骨骼變得更

強壯，搭配適當的食物補充，可

以使骨骼和關節更加健康。下

隨著年紀增長，人體

骨骼的骨量也逐漸減少，

如果骨流失過多，便成了

「骨質疏鬆症」，其大多

沒有明顯的症狀，但不慎

跌倒時就容易造成骨折，

影響健康生活質量。

◎  編譯：林孟欣

醇，來降低患心臟病的風險，並

提高整體抗壓力水準。

4. 已證明，特定類型的冥

想，例如：那些專注於注意力控

制、情緒和心理的冥想，可以對

大腦產生積極影響。

四、一氧化氮轉儲鍛鍊

1. 一 氧 化 氮 轉 儲（Nitric 
Oxide Dump）鍛鍊可刺激身體

釋放一氧化氮（NO），改善線

粒體健康，減緩與年齡相關的肌

肉衰退，促進心臟健康。

2. 它只涉及四個動作：深

蹲、交替的手臂抬起、非跳躍

式千斤頂和肩部按壓，重複 10
套，每套 4 次。

3. 鍛鍊只需要 3 到 4 分鐘，

每天應重複 3 次，每次訓練之

間，至少要間隔 2 小時。

◎  文：張可雲

保健

常識

醫 師 講 堂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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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403-503-8888 | Toll Free: 1-866-699-7826

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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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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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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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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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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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太赫輻射，是頻率介於微波

和紅外線之間的輻射波。這種輻

射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

在，包括 Wi-Fi 設備，甚至人

體都在發出太赫輻射。可是以

前，它們只是四散在空間中毫無

用處的能量，因為沒有技術可以

利用它們。

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科

學家們，找到了能把這些輻射集

中起來發電的技術，所產生的電

力水準幾乎可以為手機、移動電

子設備提供電能，還可以為人體

植入式醫療設備提供電力。

過去，科學家都是通過整流

器，把來自交流電的電磁波轉變

為直流電。這項新技術通過讓材

料內部的電子朝同一個方向流

動，引導收集而來的太赫波變成

直流電。

研究者稱，這項技術對材料

的純度要求高，雜質會起到阻擋

電子一致性流動的作用。研究人

員發現石墨烯是很好的起步材

料。但石墨烯材料自有的「對稱

性」會使內部電子產生對稱作用

力。若在石墨烯材料上加一層氮

化硼網格結構，就可以打破石墨

烯的對稱性，使得靠近硼原子的

電子得到一個方向的作用力，而

靠近氮原子的電子得到另一個方

向的作用力，其總體效果神奇地

使電子都朝一個方向運動。

研究組發現，收集的太赫波

能量越強，設備轉換電力的效率

越高。該研究組將這種設計名為

「高頻整流器」。

◎ 文：秀秀

無線電力新發明

瑪雅文明，是指曾經出現在

包括今天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島、

伯利茲、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和

薩爾瓦多西部的高度發達的人類

文明。沒有進化過程、沒有消亡

歷史，彷彿一夜而生、一夜而

滅，這段獨特而神奇的歷史成為

湮沒於叢林中的巨大謎團。

科學家們一直在探求，試圖

找出瑪雅文明來源的蹤跡。通過

長期的考證，一條與中國文化連

結的脈絡似乎逐漸清晰起來。有

研究者稱，瑪雅文明與華夏文明

源於一脈的重要證據，就是這兩

種文化之間有著相同的文字結

構。現存的瑪雅文字大多刻在石

碑上或金字塔的臺階上。據考

證，這些文字大約形成於西元之

前不久。因年代久遠及入侵者的

毀壞，已無人認識此種文字。

60 年代，蘇聯學者的研究

發現：瑪雅字既不是表意文字，

也不是表音文字，而是跟漢字類

型相同的表意兼表音的一種「意

  
瑪雅與華夏的文明淵源  

音文字」和「意形文字」。

瑪雅字中的基本符號大多能

用作音符，音符都是單音節的，

音節結構分為「母音、輔音加母

音、母音加輔音」等類。意符也

有一定數量，還有常常出現的定

符，所以說瑪雅文字又是「意音

文字」。意音和意形相結合的

文字，到現在仍在應用的只有漢

字。雖然瑪雅字看起來與漢字迥

然不同，可是它們的外形卻又如

此相像。瑪雅字看上去像一堆符

號，但就像漢字的方塊字一樣，

這些符號多數寫成方塊形，或者

用方框線條圍起來，跟漢字寫在

方格子裡相似。

中國人從古代起就有刻碑記

事的習慣；而在瑪雅文明中，也

有立柱記事的習慣。瑪雅人大約

每過 20 年就要在各個城市裡建

立起一根石柱，刻上這一段時間

內所發生的重要事件。這些矗立

的石柱，不但是城市的編年史，

也是一件件優美的藝術作品。

在對自然的認識方面，從瑪

雅文明中也可以找到中國古人思

想的影子。古代中國人把一切有

巨大力量的自然現象或自然力都

崇拜為神，如風婆、雷公、龍

王、山神等等，瑪雅人亦將這些

自然現象視為神的力量。

神的概念在瑪雅文化中十分

普遍，許多瑪雅雕刻繪畫中都有

神的形象，這些神像與中國許多

神像十分相似，如四大金剛、閻

王判官等都可以在瑪雅文化中找

到演繹的影子，因為瑪雅文化也

有天堂和地獄的說法。

有些瑪雅的壁畫或雕刻中，

神的形象與貴州的儺戲面具簡直

是一脈相承。研究者們認為，在

人種方面，瑪雅人應與中國人同

種，同屬蒙古利亞種。

許多去過瑪雅地區的人都看

到，瑪雅人的長相特徵酷似中國

人。瑪雅人生活在美洲。美洲的

原住民印第安人是從亞洲去的，

屬蒙古利亞種，已是世界人類學

家的共識。殷人東渡到達墨西哥

的說法，也已經找到了確鑿的證

瑪雅文明的出現和消

失，都在人類文明史上留

下了巨大的謎。現代研究

發現，瑪雅文化與源遠流

長的華夏文化有著驚人的

相似之處，瑪雅人也和蒙

古人種也有著千絲萬縷的

聯繫。

據。 1996 年 11 月 1 日，美國

紐約《世界日報》曾報導說：有

一位來自北京的甲骨文專家、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

人員陳漢平在華盛頓舉辦的一項

美洲奧爾梅克文明展覽中，發現

一件 1955 年墨西哥出土的拉文

塔第四號文物的玉圭。上面刻有

四個符號，是 3000 多年以前中

國商代的甲骨文。這位專家讀

出了這四個豎形排列的符號的

大意：「統治者和首領們建立了

王國的基礎。」美國俄克拉荷馬

中央州立大學的華裔教授許輝認

為：美洲文明之母「奧爾梅克文

明」和中國商代文化有著密不可

分的關聯。他尋覓到的 200 多

個奧爾梅克文明時期的玉圭、玉

琱，上面也刻有與甲骨文相同的

符號。這些玉器上的符號，被數

位中國甲骨文權威專家鑑定為

「屬於先秦文字字體」，並認為

這些大量的玉器文字充分說明，

殷商文化與中美洲之間存在著淵

源關係。

◎ 文：青蓮

瑪雅象形文字

◎ 文：紫雲  圖 :網絡圖片

英訓練小狗
篩檢武漢肺炎

據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網站報

導，該校與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的研究人員正在共

同進行一個訓練項目，利用小狗

靈敏的嗅覺，快速和正確地篩檢

武漢肺炎，其篩檢速率可能高達

每小時 250 人。

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疾

病控制學系系主任羅根（James 
Logan）說：「我們先前的研究

顯示，小狗可以偵測來自瘧疾病

患身上的氣味，而且準確率極

高，超過了世界衛生組織對於診

【看中國訊】從上世紀五十年

代起，當「超自然感知」剛被認

識時，美國中情局即投入巨資，

進行了多年的研究。近年來，美

國有關部門將部分資料解密後，

才讓外界看到了超感研究的冰山

一角。其中由中情局公開的「星

之門」計畫，向人們展示了情報

機構在超自然領域進行的研究。

根據已經公開的文件，即使

像理查德海爾姆斯（後成為中

情局首腦）這樣非常現實的決

策者，也對此項研究抱著積極的

態度。 1963 年，他任此計畫的

副主管。技術服務部設有專門的

小組，負責研究催眠術和心靈感

應在秘密行動中的運用。

「超感觀察」被列入研究計

畫始於 1972 年。當時，中情局

對海爾帕索夫在斯坦福研究院所

作的實驗報告非常感興趣，並很

快給斯坦福研究院撥款 5 萬美

元作深入研究。

兩年之後，斯坦福研究院得

到了蘇聯正在建造的一個重要設

施的地理坐標。這成了該項實驗

的一個轉折點。目標在今天的哈

薩克斯坦。雖然相關情報顯示該

設施非常重要，但是僅此而已。

一名超感觀察者根據「看」

到的內容：一些建築物和一個巨

大的起重機，「認出」那個大型

地下設施是用來存放導彈的。後

來，衛星照片證實了這份報告。

同樣超感試驗員也在馬里蘭

州米德基地看到中國的一幢低

矮、沒有窗戶的建築，帶有煙

囪。他還「看」到了重金屬設備

和裡面流動著熱氣的管道，也聞

到了「一股怪臭味」，好像是硫

磺和天然氣的混合物，好像還

有「熔煉或融化活動」，並有一

種「能量感」。當超感觀察者

將「看」到的情景大致地畫下來

後，情報機關證實描述的情景同

中國某處核設施非常吻合。

這些實驗只是美國國防情報

局和中情局 1971 年 1996 年進

行的一個研究項目的一小部分。

這一項目的主要目的，是將各種

超自然的感知同情報收集相印

證。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種被稱

為「超感觀察」的超自然現象。

超感觀察者的身份都不為外

人所知，因為他們超感觀察的，

都是關係國家安全的重要情況，

例如部署核武器的地點、伊朗人

質危機、1986 年美軍轟炸的黎

波里時卡扎菲的行蹤以及阿德里

奇間諜案等等。

斷結論的標準。」羅根表示，他

們還不清楚武漢肺炎是否有特定

的氣味，但他們知道，其他呼吸

道傳染病會改變人體的氣味，所

以中共肺炎也有可能會這樣。

這種新的診斷方法可能對武

漢肺炎的防疫工作帶來革命性的

改變。杜倫大學的林賽（Steve 
Lindsay）教授指出，如果這項

研究成功，人們可以利用小狗在

機場快速檢測感染武漢肺炎的

人，也可以部署在公共場所。

太赫波包含了頻率為0.3到3 THz

的電磁波。（維基百科）

美國「星之門」計畫的超自然領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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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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內3處病菌多 洗車別忘清潔消毒
武漢肺炎（COVID-19) 搞

得全球人心惶惶，除了專家建議

的勤洗手、戴口罩外，許多民眾

每天都會使用到的汽車。不管是

上班通勤或是假日出遊，由於都

會在車內待上不算短的時間，所

以車內是否有保持乾淨，也是很

重要的。因為透過清潔車室，

能減少病毒在車子裡滋生的可

能性。

美國曾有一項研究發現，

只有 3 成的駕駛者會定期清潔

車室。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

心也曾公布車內各地方的細菌數

量，以每平方厘米的平均細菌數

量（CFU）為單位計算，最高的是方向盤的 
629CFU，其次則是杯架的 506CFU，第三

名為安全帶的 403CFU，而這些地方，都是

很容易滋生細菌的部位。

CFU（菌落形成單位，colony-forming 

unit）：是計算細菌數量的一種方法，其值

越高表示樣品中所含的細菌越多。 

清潔方式

1、首先可以先使用吸塵器，把汽車座

椅縫隙、地毯、後行李箱等

處，進行吸塵的作業。在清

潔完畢後，立刻將吸塵器裡

的集塵收集盒倒進垃圾桶。

2、接下來可針對像是

方向盤、儀表板、排檔桿、

安全帶、影音按鍵等處進

行清潔。不妨從最常觸碰

到的部分開始，以濕布搭配

中性清潔劑方式處理。一

些細小的部位或縫隙，建

議可搭配乾淨的牙刷、棉花

棒、海綿等，再使用清潔液

來處理。 
最後也別忘了要清潔車

內的玻璃，因為雖然是在車內，但還是會有

灰塵附著。這些灰塵除了會影響開車視野

外，對於衛生上也會產生極大影響，可採取

沾濕的濕布擦拭車內玻璃，將灰塵、指紋

及細菌擦拭掉。 

不要忽視手機消毒

手機是一個潛在的感染媒介，疾病

防控中心建議每天都要對「經常接觸的表

面」進行清潔和消毒。

病毒在玻璃表面上穩定的時間長達

96 個小時（4 晝夜），因此外出公共場合

後要對手機進行消毒處理，然後再洗手，

否則再次接觸手機表面仍然會帶有感染

風險。

在外出場合，除了讓手不要接觸臉部

以外，如果手機可能被污染，還要注意避

免讓手機接觸臉部。如果你必須拿著手機

靠近臉部接聽電話，最好是保持手機的

清潔。

研究顯示，病毒在硬紙板上可活躍

24 小時，在銅質表面可存活 4 小時，甚

至以氣溶膠形式存續 3 小時。

病毒在技術上並不是「有生命的」，

所以說病毒在表面上「活」多久是不準確

的。我們說病毒是「活」的，是說其具有

傳染性。病毒暴露在空氣中足夠長的時間

後，病毒就會分解，無法感染人。

方向盤、杯架及安全帶，都是細菌最多的地方。（圖片來源：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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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和經典中英文歌曲合唱體驗。

不論你技術水平如何，我們的世界級導師都能帶你超越障礙，

助你培養更濃厚的音樂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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