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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最高衛生官員 處理疫情引爭議
Top NA Health Officials Face Increasing 
Scrutiny Over Handling of Novel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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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stralia’s Daily Telegraph pub-
lished a 15-page dossier collected 
by Five Eyes, an intelligence alli-
ance between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us-
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e dos-
sier call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cover-up an “attack 
on international transparency”. 

Findings
  The Five Eyes report takes par-
ticular note of Beijing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initial denial 
of the virus’s ability to transmit per-
son-to-person, the “disappearance” 
of whistleblowers, and destruction 
of evidence in laboratories. The dos-
sier states that starting December 31, 
Beijing began censoring news about 
the virus on search engines through 
keywords such as “SARS mutation” 
and “Wuhan Seafood Market”. 
  The Daily Telegraph article also 
stated that as part of a collaborative 
project, key personnel of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had previously 
conducted research at an Australian 
government laboratory on patho-
gens found in bats. The team’s work 
in Wuhan involved synthesizing an 
incurable coronavirus derived from 
both bats and a coronavirus sample 
found in a cave in Yunnan province. 

Disagreement within  
Five Eyes

   Australia believes the virus orig-
inated from the Wuhan seafood 
market, while Fox News reported 
on April 15 that the US is more 
confident that the virus originated 
from the Wuhan laborator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on 
April 30 that he had seen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the virus came 
from a lab.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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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TIME BEING, WE’VE GONE DIGITAL.
For the safety of you and our staff, we’re transitioning to a fully digital sales office. We 
understand that finding a home is still a priority for you, and we’re doing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help you start your next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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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here for you. mattamyho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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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當前形勢，我們已轉型數字化。
為了你和我們員工的安全，我們正在向全數字化銷售中心過渡。我們理解找房對你

來說仍是首要任務，我們將盡一切努力幫你開啟新的生活篇章。

我們亞省各地的銷售顧問都可以通過電子郵件、電話或視頻會議聯繫。你也可以訪

問我們的網站，在網上參觀樣房和特定戶型。

我們以客戶為先。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

合報導】澳洲《每日電訊

報》5月2日公布了一份由

五眼聯盟蒐集的長達15

頁的「檔案」，被國際媒體

廣泛引用。外界注意到，

五眼聯盟報告釋放的信

息，不僅僅事關情報。

五眼聯盟是美國、加拿大、

英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情報聯

盟。據《每日電訊報》報導，五

眼聯盟這份檔案稱北京的隱瞞

行為相當於「對國際透明度的攻

擊」。此新聞隨後被各大媒體

採用，包括在《福克斯新聞》中

播出。

檔案內容

這份檔案披露的內容包括：

北京當局最初否認病毒可能在人

與人之間傳播、試圖發聲的醫生

被壓制或被「失蹤」、在實驗室

銷毀證據以及拒絕向研究疫苗的

各國科學家提供活體樣本等。

具體來說，該文件指出，北

京從 12 月 31 日開始在搜索引

擎上審查有關該病毒的新聞，刪

除了包括「SARS 變異、」「武

漢海鮮市場」和「武漢不明原因

肺炎」在內的詞彙。三天後的 1
月 3 日，中國國家衛健委，下

令將病毒樣本轉移到指定的檢測

機構或銷毀，同時執行與該病毒

相關的「禁播令」。

檔案中說，北京當局直到 1
月 20 日才承認病毒可能在人與

人之間傳播，「儘管有證據表明

從 12 月初開始就有人與人之間

的傳播」。檔案對世界衛生組織

也同樣予以了批評，稱其在人與

人之間的傳播問題上，儘管有來

自臺灣和香港研究界的提醒，「但

它還是堅持了北京當局的立場」。

檔案指出，整個 2 月份北

京 [ 迫使 ] 美國、義大利、印

度、澳大利亞、東南亞鄰國和其

他國家不要通過限制旅行來保護

各自國民，即使 [ 中國 ] 在國內

已經實行了嚴格的限制。同時，

該文件還指出「數百萬武漢人在

武漢市疫情爆發後和 1 月 23 日

封鎖前離開了武漢。」

《每日電訊報》報導還說，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關鍵人物此前

曾在澳大利亞政府實驗室工作或

接受過培訓，他們在那裡進行了

活體蝙蝠的病原體研究，這也是

與中國科學院進行的合作項目的

一部分。檔案資料顯示，該團隊

在武漢實驗室的工作涉及了在雲

南一個山洞內發現的冠狀病毒樣

本，併合成了從蝙蝠衍生出的無

葯可治的冠狀病毒。

五眼聯盟的分歧點

五眼聯盟之間也存在一個分

歧點。澳大利亞認為病毒很可能

起源於武漢海鮮市場，病毒從實

驗室意外泄露的概率為「5%」，而

美國看法完全不同。（下轉A2）

Five Eyes Investigates  Five Eyes Investigates  
Origin of COVID-19Origin of COVID-19

五眼聯盟 五眼聯盟 
查病毒起源查病毒起源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2 看時事 News 第105期     2020年 5月7日—5月13日    

（接 A1）《福克斯新聞》4
月 15 日報導稱，美國情報官員

越來越有信心，認為冠狀病毒很

可能起源於武漢的實驗室，因為

中國試圖證明其在識別和打擊病

毒方面的努力與美國的能力相當

或超過美國的能力。

美國總統川普 4 月 30 日

表示，他看到了表明病毒來自

實驗室的證據，讓他有信心認

為疫情爆發源於武漢病毒研究

所。在 5 月 6 日的推文中，川

普說武漢肺炎對美國的衝擊，

比珍珠港或世貿中心遭恐襲事

件都更為嚴重。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5 月 3
日也表示有「大量證據」顯示新

冠病毒起源於中國大陸湖北武漢

一間研究實驗室，但他並未進

一步說明或出示這些證據。在 5
月 6 日國務院主持新聞發布會

時，他首次提及中共衛健委下令

銷毀武漢肺炎病毒樣本，「其國

家衛健委在 1 月 3 日下令銷毀

病毒樣本，讓勇於發出警告的中

國公民『失蹤』， 利用宣傳機構

譴責那些要求透明的人。」呼應

了《每日電訊報》 的報導內容。

情報先行 外交跟進
外界分析，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是中情局局長出身，情報是其

的老本行，情報部門先行、外交

跟進，是蓬佩奧得力的工作方式；

美國總統、國務卿聲稱掌握了證

據的同時，美國、澳洲以及全球

各大媒體獲得了報告文件或部分

內容，這顯然是一種有意的安排。

此前圍堵具有中國黨政背

景的華為公司，採用的方式就是

「五眼聯盟」先調查，再積極外

交遊說行動後續跟進；預計針對

此次武漢肺炎大流行，美國也同

樣會遊說盟國加入追責和調查。

澳洲控制住疫情

澳洲無疑已經成為了美國

在此方面堅定的盟友。路透社報

導，自從澳大利亞政府 4 月中旬

開始討論，並支持對新冠病毒疫

情起源進行國際調查後，澳大利

亞和中國的關係趨於緊張。中國

駐澳大使成競業表示：如果澳大

利亞政府繼續推動獨立調查，中

國公眾可能會抵制澳大利亞產品

或決定未來不訪問澳大利亞。澳

洲上至總理、內閣，下至普通民

眾都明確表態：拒絕接受脅迫。

澳大利亞財政部長弗萊登柏

格（Josh Frydenberg）指責北

京當局的言論「荒唐」，強調澳

洲政府不會向中共的經濟脅迫

「低頭」。無論是「左派」還是

「右派」媒體，均不再避諱在疫

情報導中談及中共，呼籲追究中

共罪責和調查病毒源頭的新聞不

斷出現在各大媒體的報導中。 4
月 28 日，《悉尼晨鋒報》發長文

列舉了駐澳大使成競業的「三個

愚蠢」。

截至 5 月 5 日，澳洲確診

人數為 6893 人，死亡 97 人。

這個數字遠遠低於美國和歐洲一

些國家的確診和死亡病例，也遠

遠低於澳洲各界的預計。 3 月

12 日澳大利亞新州首席衛生官

查安特博士（Dr Kerry Chant）
曾經建立數據模型，預測全澳將

有 340 萬人感染。

對澳洲奇蹟般地控制住了疫

情，有海外華文報紙認為，是澳

洲政府選擇遠離中共致使疫情出

現了拐點。

歐洲風向悄然轉變

2020 年是中歐外交年。

按計畫，德國總理默克爾將於

9 月 14 日在德國城市萊比錫

（Leipzig）主持歐中峰會，歐盟

領導人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

參加，峰會旨在在 2020 年加強

歐中的經濟和戰略關係。

在疫情發生前，歐中貿易流

量每天超過 16 億美元，德國的

汽車製造商、法國農產品和許多

產業都嚴重依賴對中國的出口。

在中美兩個超級大國的對立中，

歐洲仍然在觀望，宣稱支持多邊

主義，似在期望在全球事務中發

揮第三極作用。相比於美國、澳

洲政府明確的表態，長期以來，

歐洲官員一般都不願意公開指責

北京的紅色政權。

但這一小小的看不見的病

毒，正在深刻地改變著歐中關係。

在媒體釋放了五眼聯盟的

報告後，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表示：「全世界都對澄

清病毒的確切來源感興趣。……

中國在此可以證明自己在應對

這一病毒方面實際上有多透

明。」此前德國首相默克爾在

4 月 20 日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

也要求中方能透明地面對病毒

源頭的問題。法國總統馬克龍

近期在接受採訪時公開宣稱，

北京「處理疫情存在『灰色地

帶』，西方不要過分幼稚。」

義大利的執政黨最為親北

京。但北京一度透過官媒放送

「病毒源頭可能來自義大利」的

說法後，激怒了義大利朝野上

下。近日義大利的倫巴底大區

打算追隨美國的腳步，對北京

當局索賠 200 億歐元。

不過，北京依舊不願意接

受國際調查。北京方面一再強

調，在疫情防控問題上秉持公

開、透明，並第一時間向世衛

組織報告疫情，同世界各國分

享病毒基因序列。

BBC 中文網 5 月 5 日刊文

《肺炎疫情中激化的中美矛盾與

倍增的歐洲選邊站隊壓力》，文

章認為：儘管歐洲在是否與中

國脫鉤的問題上與美國的立場

有差距，但是在維護經濟安全

方面，很多歐盟成員國已經在

執行減少依賴中國，防範中國

投資併購的政策。

  
Australia contains 

COVID-19
  Reuters reported that since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upported 
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 of the coronavirus, rela-
tions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have become tense. The CCP’s  
ambassador to Australia, Cheng 
Jingye, threatened that if the Aus-
tralian government continues with 
its investigations, China may boy-
cott Australian products or suspend 
tourism to Australia. However, in 
response, the Australian govern-
ment and citizens expressed their 
resolve to not succumb to economic 
coercion. 
  As of May 5, Australia has only 
6893 COVID-19 cases with 97 
deaths. Some journalists believe that 
it was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distance the country’s 
policies from CCP pressure and 
influence that helped Australia con-
tain the viru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pandemic. 

The shift in Europe
  Before the pandemic, European 
officials have generally been reluc-
tant to criticize the CCP since many 
European industries rely heavily on 
exports to China. But the corona-
virus is now profoundly changing 
Europe-China relations.
   Recently, German Chancellor An-
gela Merkel raised questions on the 
virus’s origin, while French Presi-
dent Emmanuel Macron called 
the notion that China had handled 
the pandemic well “naive”. Italy’s 
ruling party has been primarily 
pro-CCP, but after Beijing released 
a claim that “the virus may have 
originated in Italy,” the regime’s 
accusation angered both the Italian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Beijing refuses to conduct an in-
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despite 
repeatedly emphasizing that it 
will be open and transparent in the 
prevention and share the genetic  
sequence of the viru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a result of the CCP’s conduct 
during this pandemic, European 
Union member-countries have al-
ready begun implementing policies 
that reduce dependence on China 
and prevent Chinese investments 
and mergers from infiltrating their 
economies. 

五眼聯盟 查病毒起源

▲澳大利亞財政部長弗萊登柏格（左）及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 
（右）（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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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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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8,900

Huntington Hills �中�街 Super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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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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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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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Panorama Hills Walkout 土庫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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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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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雙拼屋 (Duplex)1033 呎 , 建於 2016
年 , �屋一樣 , 光猛開陽 , 開放式設計 , 主
層��合�� , 不�鋼� ,3 �� ,1.5 浴廁 ,
�點一� , 步行至學校 , �� , �場 , �車
站 , 南卡城�院 ,
�勿錯� ! $359,900

東南 Auburn Bay  建於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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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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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900

東北 Coventry Hills �小學�初中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1203 呎 , 土庫�部完成,光猛開
陽 , 主層��上�較��合��,廚��較
�不�鋼煮⻝�爐 ,3 �� ,1.5 浴廁 , ��學
校 , ����車站�

�大 1275 呎�式栢文�� , 建於 2005 年 , 開放式設計 ,
客���層高�� ,2 �� + 書� ,1.5 浴廁 , ��一� ,
包一�下停車位 , �點一� , 步行至 Superstore 超市 ,
�書� , 泳� , �院 , �場� 301 �車站只須 5 �鐘 ,
�合四十歲�上人仕
居住 , �勿錯� ! $338,800 $319,900

西北 Hidden Valley 土庫完成 東北 Country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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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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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賓州一名華裔醫

學研究人員劉兵（Bing Liu，音譯）週

六（5 月 2 日）在匹茲堡地區家中被

槍殺，他所服務的匹茲堡大學醫學院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chool of 
Medicine）表示，劉兵對新冠狀病毒

（COVID-19）的研究接近「非常重大發

現」。

綜合媒體報導，37 歲的匹茲堡大學

研究助理教授劉兵，週六中午左右在賓州

羅斯鎮（Ross Township）連排別墅家中

被槍殺。據消息稱，頭部、頸部、胸部和

軀體都有槍傷。

調查人員表示，兇手在槍殺劉兵後從

他的家中離開，並回到其停在 100 碼外

的車中自殺身亡。當地警方相信，兇手和

受害人之間互相認識，辦案的科赫普警探

（Detective Sgt.Brian Kohlhepp）強調，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劉兵的被害跟他是華

裔有關」。

據《匹茲堡郵報》引述警方消息，兇

手是一名叫顧浩（Gu Hao 音譯）的 46
歲男子，他在一間美國上市的跨國能源管

理公司工作逾 16 年，於賓夕法尼亞州分

部擔任軟件部門高層。據悉顧與劉互相認

識，兩人均非美國公民。但警方仍未查清

作案動機。據悉，劉兵被殺時，他的聯排

別墅的前後露台門都打開了。槍擊案發生

時，他的妻子不在家。這對夫妻沒有孩

子，他的父母都住在中國，劉兵是獨子。

匹茲堡大學醫學院的計算和系統生物

學系主任艾維 · 巴哈爾（Ivet Bahar）說：

「他（劉兵）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非

常有才智，而且努力工作。」

巴哈爾女士說，劉兵致力於化學研

究，「他一直為多個科學項目做出貢獻，

並在知名期刊上發表文章。他是我們所有

人都非常喜歡的一個人，他是一個非常溫

和，樂於助人，善良，慷慨的人。」

匹茲堡大學醫學院網站也顯示，「劉

彬在解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細胞機制及

併發症的細胞基礎研究，瀕臨非常重大發

現。我們將努力完成他的研究，以對他的

傑出科學表現致敬。」

劉從事疫苗關鍵研究

目前尚不清楚劉兵正進行何種研究

計畫。但該醫學院研究人員 4 月在同

行評審期刊 EBioMedicine 發表一篇

論文指出，一種可能的中共病毒疫苗

已經在老鼠實驗中證明有效。研究人

員還說，一旦獲聯邦政府核准，他們

打算就這款名為 PittCoVacc 疫苗展開

人體試驗。

據悉劉兵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獲

得計算機科學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此後

在卡耐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做博士後

研究，2014 年開始在匹茲堡大學工作。

他也曾在 SARS-CoV-2 感染的細胞機制

以及併發症的細胞基礎方面取得非常重要

的發現。

相關報道注意到，匹茨堡大學醫

學院上個月曾經在國際醫學期刊《柳葉

刀》發表論文稱，已經研發出一支新冠

肺炎候選疫苗，初步動物實驗證實能產

生足夠抗體，希望在幾個月後能啟動臨

床試驗。

【看中國訊】日前由國務院副總理孫

春蘭帶領的中央防疫指導組離鄂返回北京

不久，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向陽帶領的另

一個聯絡組再赴武漢，據悉「防止疫情反

彈」是這次赴鄂的主要任務之一。在武漢

已宣告患者數據「清零」的背景下，北京

再派小組坐鎮，引起輿論質疑。

陸媒報導，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新設立的一個聯絡組，已於 5 月 4 日下

午抵達武漢。該小組由國務院副秘書長丁

向陽任組長，中共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於學

軍任副組長。報導指該聯絡組派駐武漢

的主要任務是「調研重點場所疫情防控工

作」，「嚴防疫情出現反彈並兼顧瞭解復

工復產復學等情況」，以及「承擔領導交

辦的其他工作」。

4 月 30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

召開中央應對中共肺炎疫情工作相關會

議，那次會議曾提到國務院要設立聯絡組

和督導組。

公開資料顯示，現年 61 歲的丁向陽

早年曾先後在原煤炭部、原能源部、原國

家經貿委、國務院辦公廳、原北京市計

委、北京市發改委等單位工作，2006 年

10 月起任北京市副市長，2013 年 3 月獲

任國務院副秘書長，至今任該職已 7 年。

而在此前丁向陽參加了中央指導組的

工作。 2020 年 1 月 27 日，中共國務院

副總理孫春蘭率中央指導組抵達湖北省武

漢市。 1 月 28 日，丁向陽以中央指導組

成員身份出席會議。

而出任聯絡組副組長于學軍此前也是

中央指導組成員。今年 56 歲的于學軍，

吉林柳河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畢

業，法學博士，現任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副主任、黨組成員、直屬機關黨委書記。

早前由孫春蘭率領的中央指導組已經

於 4 月 27 日離鄂返京。與此同時，北京

官方已對外宣稱，除了所謂「無症狀感染

者」外，整個湖北省的中共肺炎患者已經

全部「清零」。

不過最近大陸有一類患者引起關注。

日前金銀潭醫院一位醫生向《財新網》表

示，醫院內目前還有核酸檢測為陽性的患

者，但他們已不屬於確診患者，在醫院綜

合評估後，這些患者會陸續出院轉入社區

隔離點。

此次國務院就再設立新的聯絡小組坐

鎮武漢，令市民及新聞界引起很多疑慮。

有媒體質疑武漢的病患「清零」是作假；

也有輿論懷疑武漢疫情可能又發生了新的

變化。

【看中國訊】美國白宮副

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星期一在中國五四

運動 101 週年之際，用流利

的中文，回顧中國五四運動精

神，藉古喻今，並展望美中未

來關係。這是首次有美國的政

策制定者，以流利中文在白宮

發表演講。 
4 日，在弗吉尼亞大學主

辦、討論美中關係的線上活動

中，博明發表了長約 20 分鐘的

預先錄製講話，隨後參加了直播

的問答環節。博明透露，他以英

文寫作演講稿，再與幾個朋友合

作，將文稿翻譯為中文。他表

示，之所以選擇以中文演講，是

因為中國如今缺乏多元的聲音，

他希望與「在中國的朋友展開對

話」。

博明在演講中闡述了五四精

神，並特別提到胡適和張彭春兩

個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他說，

前者領導了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

動，繼而推動了「平民主義」，

而後者則幫助制定了具有普世價

值的《世界人權宣言》。

博明在演講中說，像李文亮

醫生這樣的具有公民意識的中國

人才是五四精神的繼承人，最近

幾個月以來，許許多多的中國人

表現出了道德和行動上的勇氣。

這些人都在追求一個世紀前五四

運動的領軍人物胡適、張彭春以

及後幾代人的共同理想。他也列

出了一小部分人的名單，包括許

章潤、任志強、許志永、伊利哈

木、方方以及數百萬為了追求法

治而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

博明也提及，但是，現在

「五四」的核心思想每次都會被

北京的審查抹掉。今天主張五四

精神的中國人，卻被政府指責為

「不愛國、親美和有顛覆性」。

他呼籲「少一些民粹主義，多一

些平民主義」，將兩者區分開

來，如同胡適在五四時期領導的

白話文運動，讓語言不再只是被

精英和權貴掌控，讓老百姓參與

到國家的前途和選擇中來。他也

提到，「現在的台灣就是華人社

會民主實踐的鮮活證據」。

美國之音事後採訪了美國

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基

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主任戴博

（Robert Daly）。他認為博明的

演說非常重要且具意義，「最近

中國老是覺得來自於美國的國務

卿、來自白宮其他高級官員的話

都有一點信口開河、甚至有些粗

魯。那樣是不尊重中國，是攻擊

中國。 我覺得博明這次講話顯

示，他是非常懂得中國的歷史， 
也非常尊重中國的文化、中國的

傳統和中國的語言。」

美國著名的漢學家林培瑞

(Perry Link) 是加州大學河濱分

校的特聘教授，也是博明的中文

老師，他認為「博明的演講把重

點放在老百姓，一般人嚮往的地

方。他腦子裡的中美關係絕對不

是習近平和特朗普以及兩個大國

間的關係。我個人覺得中國老百

姓和美國老百姓之間，在價值上

沒有隔閡。」

博明的中文演講在各大傳統

媒體和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從

網友評論可以看出，博明的演講

震撼了許多華人，不少人大讚其

演說很有啟蒙意義，讓中國人重

新認識了「五四」。

至截稿時間，中國官方還沒

有對博明的講話作出任何反應。

自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大陸

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武統台灣的呼聲此起

彼落，大陸軍方在台海的活動也見頻繁。

不過被視為軍方鷹派代表人物的喬良日前

轉調，指中方如對台灣動武，美國不會等

閒視之。 
曾與人合著軍事著作《超限戰》的喬

良5月4日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表示，

「台灣問題本質上仍然是中美問題，解決

台灣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解決台獨勢力，而

是先解決中美實力對比。」

他也承認，如果中方向台灣動武，美

國有干涉實力，並反對有人提出的「趁疫

情期間美國手忙腳亂時，貌似出現了武力

解決台灣問題的短暫視窗期」。他判斷

如果台海之戰爆發，「美軍應不是直接對

陸開戰，而是聯合西方國家封鎖制裁大

陸，特別是用其海空優勢，掐斷大陸海

上生命線，使大陸製造業所需資源無法

輸入，所產商品無法輸出，同時通過紐

約、倫敦兩大金融中心，掐斷大陸的資本

鏈。」

這位一直以強硬立場著稱的退役少

將，同日還在「中美印象」網站發表題

為《台灣問題攸關國運不可輕率急進》一

文，分析眼下台灣情勢，「文統無望，只

能武統」，並稱美國的確有實力干涉兩岸

一旦爆發的戰爭。

【看中國訊】中國湖北省荊門

市人權活動人士劉艷麗近日被當

地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 4 年有

期徒刑。法庭判決書稱：案件所

牽涉的網上言論攻擊、侮辱黨和

國家領導人，有損政府形象。

美國之音報導，法院判決書

寫道，劉艷麗「長期在信息網絡

上編造虛假信息攻擊中國共產

黨、辱罵國家領導人。在重大突

發事件、社會熱門事件期間，在

信息網絡上編造、散佈對國家機

關產生不良影響的虛假信息。其

行為已構成尋釁滋事罪」，落款

日期為 2020 年 4 月 24 日，並

提及如需上訴可在接到判決書的

第二日起十日內提出上訴。

劉艷麗的親屬和辯護律師

表示，劉艷麗案的一審判決與

文革文字獄相似，因為案件涉

及的都是網上發表或者轉發的

言論，純屬應受憲法保護的言

論自由范疇，不構成犯罪。今

年一月下旬湖北封省以來，家

屬和律師都不能前往看守所會

見劉艷麗，目前他們還在努力

設法及時上訴，並堅信劉會堅

持自己無罪並提出上訴。

劉的二姐劉月華說：「我們

現在寄希望於劉艷麗在裡面只要

沒有被折磨傻，如果沒變傻，她

一定會上訴。只要判有罪，即

使判兩年也要上訴，何況判四

年。」

5 月 3 日，劉艷麗的辯護人

之一、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的

馬綱權律師發表聲明指出，上述

法院判決書給律師的無罪辯護

觀點中憑空添加了劉艷麗「有明

顯的悔罪表現」的說法。聲明指

出，東寶區檢方的《起訴書》不

符合法定格式要求，指控劉艷麗

涉嫌尋釁滋事罪的事實不清、證

據不足；同時，該案適用法律錯

誤，且程序違法，劉艷麗依法不

構成犯罪。

1975 年出生的劉艷麗是荊

門市中國建設銀行荊門分行的職

員，網絡博客寫手（網名「拽拽

重出江湖」），也是獨立中文筆

會會員。她從 2012 年開始因組

織關愛抗戰老兵活動、2015 年

參加了武漢異議人士秦永敏發起

的「和平轉型」、註冊「中國人

權觀察」、以及發表關於民主自

由言論而被警方重點看管，多次

被傳喚、騷擾，並抄走電腦。

2019 年 1 月 30 日是劉艷

麗最後一次在法庭上露面為自己

辯護，她說，「在今天我能站在

這裡，因網絡言論被審判，我就

明白我必須得有罪。我若無罪，

以前各個環節上的公職人員就有

罪了，是尊重我的言論自由，維

護憲法尊嚴，還是犧牲我一個，

保全一大串，我相信結果並無懸

念 ...... 法庭判蘇格拉底有罪，

歷史卻宣告他無罪。人類文明正

是基於這樣的正義和公理不滅而

砥礪前行。」

研疫苗美華裔科學家遇害身亡

美外交代表「流利中文」闡述五四精神

遇害的華裔病毒學家劉兵（網絡圖片）

北京設立新抗疫小組再赴武漢

曾「辱罵」中共 劉艷麗被判入獄4年

大陸軍方鷹派轉調：
武統台灣代價巨大

4月8日武漢解封，民眾排隊前往漢

口火車站。（Getty Images）

美國白宮副國家

安全顧問博明以

流利的中文演講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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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尋】5 月 5 日（週二），加

拿大統計局發布消息稱，受武漢肺炎疫情

的影響，3 月份，加拿大貿易逆差增至逾

14 億元，進出口商品總值均創多年來同

期最低水平。

3 月份，加拿大出口商品總值 463 億

元，為 2018 年 1 月以來的最低水平。同

時，進口額下降至 477 億元，為 2017 年

10 月以來的最低水平。這兩個數字都比

去年 3 月下降了近 10%。

許多核心產品貿易額減少，包括汽車

及零部件下降 14%，航空產品（含飛機）

下降 25%，原油下降近 8%。

同時，服務業進出口總額也大幅下

降，其中出口下降了 7.2%，至 $104 億

元。 3 月份，進口額 114 億元，降幅

11.5%。

但農產品，漁業和中間食品的出口增

長了 12% 以上。上升原因是 3 月初解除

鐵路封鎖後，清理了被積壓的產品。

加元匯率 3 月份下跌了 3.6 美分，創

5 年多來新低。

加拿大統計局稱，因為美加匯率的影

響及 4 月份整個月限制活動，預計對貿

易的影響更大。停產延伸到 5 月份。因

此，在恢復生產之前，預期這些產品的進

出口量都會較低。

【看中國訊】加拿大政府宣布，從 4
月 30 日起，永久居留權申請費（right of 
permanent residence fee）增至 500 元，

但保姆移民例外。

2022 年開始，經濟類移民、家庭團

聚、難民在內的所有類別的申請費，都將

根據通貨膨脹幅度每兩年自動調整一次。

移民申請者支付永久居留權費之後，

才能成為永久居民。申請者可在遞交移民

申請時支付費用，也可申請獲批後付款。

如申請遭拒，或撤回申請，移民部將

退還費用。主申請人的子女、被收養的孩

子、受政府保護的難民等無需付費。

需要支付永久居留權費的移民申請

者，可登錄移民部官網 www.cic.gc.ca/
english/information/fees 查詢。

【看中國訊】週二（5 月 5 日），加聯

邦政府宣布撥款 2.52 億元，幫助農民和

農業食品行業應對 COVID-19（武漢肺

炎）大流行帶來的衝擊。其中 7,750 萬

元資助食品加工業主，為工人購買個人防

護設備，以提升食品的產量；剩下的 1.25
億元用於幫助被迫加長牲畜飼養時間、導

致成本增加的業主。

不過，加農業聯合會（CFA）呼籲

聯邦政府提供 26 億元的緊急基金援助，

以避免大部分食品服務行業倒閉和供應鏈

的中斷。而對這 2.52 億的撥款，農業聯

合會會長魯濱遜（Mary Robinson）說，

它無異於杯水車薪，希望看到政府出臺更

有意義的舉措。

【看中國訊】5 月 1 日（週五）上

午，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發布了多達 1500
種槍支的禁令。「立即生效，不再允許在

這個國家購買、銷售、運輸、進口或使用

軍事級突擊武器。」特魯多說。

週六，在多倫多女王公園數百人參

加了抗議，其中一名抗議者手舉牌子上

寫道「不自由，毋寧死」（Live Free or 
Die），他表示擁有槍支是上帝賦予的權

利，並提到前不久新斯科舍的悲劇中，罪

犯早已被禁槍，使用的是否非法槍支。

亞省省長康尼在一份聲明中說：「我

們的政府正在積極考慮任命亞省自己的首

席槍械官（CFO）來取代渥太華任命的

CFO。」康尼表示，渥太華的禁令沒有針

對犯罪份子，相反針對的卻是合法購買自

己財產的、守法的加拿大人。……我們知

道，在加拿大犯罪份子使用的槍支絕大多

數都是從美國非法走私進來的。」

即 將 卸 任 的 保 守 黨 領 袖 謝 爾

（Andrew Scheer）在聲明中指責特魯多

「利用當前的疫情和新斯克舍省的悲劇情

緒」。謝爾批評特魯多沒有等到下議院

的辯論。

保守黨的四位領袖候選人也都發表

了反對自由黨槍支限制的言論，彼得．

麥凱說，作為新斯科舍省人，他認為這

個時機是「粗暴的和非常過分的」，Erin 
O'Toole 發誓要廢除他這個「出於政治動

機的禁令」。

美國非牟利組織「司法觀

察」4 日代表每日電訊報基金會

依《信息自由法》起訴美國衛生

及公共服務部，要求國立過敏性

疾病及傳染病所長福奇和副所長

連恩公開與世衛組織有關肺炎疫

情的任何報告及記錄。

司法觀察此舉是因為美國衛

生部至截止日期 4 月 1 日仍未

回應每日電訊報基金會的查詢，

該基金會在此前曾透過電郵、備

忘錄、報告及多種渠道嘗試聯繫

福奇、連恩和世衛官員。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起訴針

對要求公開福奇、連恩、加拿大

籍的前世衛高官艾沃德、世衛總

幹事譚德塞及中共政權之間的聯

繫檔案和紀錄。

今年 3 月，福奇曾公開讚

揚譚德塞，稱他「是個非常優秀

的人，我的意思是，這麼多年大

家都看到世衛有一些不盡人意的

地方，但我認為在譚德塞的領導

下，世衛現在做得很好。」

每日電訊報基金會創辦人及

副主席、前副總統首席政策顧問

帕特爾認為，這次起訴緊急且必

要，「這個病毒已經殺死了數以

十萬計的人、令整個世界都受

害，我們知道中國和世衛曾經能

做很多事情來阻止這場災難。所

以我們現在合理及迫切地要求這

些美國官員公開與世衛之間的聯

繫，我們呼籲相關機構停止拖

延，並按信息自由法律公開這些

資訊。」

4 日福奇接受國家地理雜誌

訪問時，再度強調武漢肺炎病毒

是「在蝙蝠中自然產生而不是實

驗室製造的」。他聲稱，「如果

你看看病毒在蝙蝠體內的進化和

現在人類中的（進化），（科學

證據）是很傾向這不是人造或

改造的 ...... 這一步步的進化證

實這個病毒是自然演化並跨物種

傳播。」

福奇的言論與美國總統川普

4 月 30 日發表的聲明相左，當

時川普表示，美方已經有「有力

證據」證明病毒來自武漢 P4 實

驗室。此外，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 3 日接受美國國家電台採訪

時也表示：「有巨大的證據顯示

病毒來源，我們一開始就說了，

病毒來自中國武漢，我們為此承

受了極大傷痛，我想全世界都能

看到真相了。」

早前，前世衛高官艾沃德在

接受香港電台採訪時被問及台灣

的一系列怪異行為引起廣泛譴

責，世衛隨後從官網中移除了他

的相關資訊，並稱是艾沃德的下

屬傳達的要求。目前艾沃德也因

一直沒有出席及拒絕國會強制性

傳召，而被國際社會、加拿大及

美國各界輪番砲轟。

NDP 衛生評論家戴維斯 4
月 30 日告訴《國家郵報》：「我

想說明的是，艾沃德曾接受過媒

體採訪。世衛願意讓艾沃德回答

媒體問題，所以我不知道他們有

甚麼原因，不讓艾沃德出席國會

的傳召。」

首席公共衛生官譚麗君作為

世衛監督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也

同樣面臨壓力。早在 1 月 29 日

加國邊境關閉前，她在推特上聲

稱：「我關注越來越多的種族主

義和歧視，社交媒體上出現針對

華裔和亞裔的汙衊性評論 ......預
防病毒人人都有責任。」

亞省省長康尼 4 月 13 日接

受採訪時表示，「你知道，譚醫

生在告訴我們不應關閉邊境的同

時，也告訴我們，中國說病毒不

會人傳人。」

在譚不斷批評亞省檢測不力

的同時，右翼媒體 Rebel News
也建立了 www.FireTam.com，

徵集民眾聯署要求免去譚的職

務，截至目前，參與聯署人數已

超過 45,000。

雙語報導
Bilingual News
Report

看

  The suit seeks to obtain communi-
cations of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i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Director Anthony Fauci regarding 
the CCP-friendl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Novel Cor-
onavirus.

  Interestingly, the suit specifically 
seeks items relating to communi-
cation concerning Fauci and high- 
ranking Canadian WHO official 
Bruce Aylward, WHO Director 
General Tedro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n March, Fauci publicly praised 
Tedros saying “Tedros is really 
an outstanding person…I  mean, 
obviously, over the years anyone 
who says that the WHO has not 
had problems has not been watch-
ing the WHO. But I think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y’ve done very 
well.”  The same day, in an inter-
view with National Geographic, 
Fauci made strong assertions that 
the Novel Coronavirus originated 
naturally in bats and is not a prod-
uct of laboratory work.

  DCNF co-founder and Vice Presi-
dent Neil Patel, former chief policy 
adviser to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explained the urgency and 
need of their FOIA suit. “This virus 
has kill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turned the whole 
world upside down. We know that 
China and WHO could have done 
a lot more to prevent or reduce 
this catastrophe….demand that the 
agencies in question stop stalling 
and start following the law that en-
titles us to this vital information.”

  “If you look at the evolution of the 
virus in bats and what’s out there 
now,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is 
very, very strongly leaning toward 

this could not have been artificial-
ly or deliberately manipulated… 
Everything about the stepwise 
evolution over time strongly indi-
cates that [this virus] evolved in 
nature and then jumped species”, 
he claimed.

 Fauci’s words come in sharp 
contrast to US President Trump’s 
April 30 statements that he had 
seen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the 
Virus had originated in the Wuhan 
Level 4 Lab.  Fauci’s statements 
also directly contradict US Secre-
tary of State Pompeo’s statements 
in a May 3 interview with ABC.  
“There’s enormous evidence that 
that’s where this began. We’ve said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this was 
a virus that originated in Wuhan 
China. We took a lot of grief for 
that from the outset. But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can see now”, said 
Secretary Pompeo.

 Bruce Aylward, an apparent for-
mer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of 
the WHO, is a Canadian-born epi-
demiologist who achieved infamy 
during a cringe-worthy March 28 
interview with Hong Kong’s The 
Pulse, when he appeared to pretend 
his Skype call had crashed after be-
ing asked point-blank whether the 
WHO would reconsider Taiwan’s 
membership.

 Days later, the WHO awkwardly 
removed Aylward’s English biog-
raphy from the leadership sec-
tion of their web page. The WHO 
claims they were asked by Ayl-
ward’s staff to archive his status on 
their website. Aylward now finds 
himself under fire on the inter-

national, Canadian, and American 
fronts following a mandatory sum-
mons being issu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after repeatedly turning 
down requests by the House to ap-
pear before a parliamentary com-
mittee.

 NDP Health Critic Don Davies 
told National Post on April 30 “The 
WHO has been willing to make Dr. 
Aylward available to answer ques-
tions to the media, so I don’t see 
any principled reason why they 
would not make [him] available to 
this committee to answer similar 
questions.”

 Pressure also mounts domestic-
ally against Canada’s Chief Public 
Health Officer, Theresa Tam, for 
her involvement with the WHO as 
one of the seven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s Oversight Commit-
tee. 

 Tam was seemingly more interest-
ed in political correctness than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Canadians as 
far back as February 3, when she 
showed concern that a potential 
travel ban from mainland China 
would “...very negatively affect a 
certain country that’s trying very 
hard to do its best can impede 
whether this country in the future 
will ever share anything transpar-
ently with others...I think the idea 
is to support China.”

 Alberta Premier Jason Kenney 
also voiced his concerns about Tam 
during an April 13 interview with 
CBC. . “You know,” said Kenney, 
“this is the same Dr. Tam who was 
telling us that we shouldn’t close 

北美最高衛生官員 處理疫情引爭議

US-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Judicial 

Watch filed 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lawsuit on behalf of the 
Daily Caller News Founda-
tion (DCNF),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pecializing 
i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against the US Depart-
ment of Health and Hu-
man Services (HHS) on 
May 4.

Top North American Health Officials Face Increasing Scrutiny 
Over Handling of Novel Coronavirus

Canada's Chief Public Health Officer Theresa Tam 

Neil Campbell

3月份加國貿易逆差逾14億元 加食品行業
獲聯邦2.52億援助

4月30日起永久居留
申請費增至500元

特魯多宣布1500種槍支非法

our borders to countries with high 
levels of infection and who in Janu-
ary was repeating talking points 
out  of China about no evidence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he 
said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about 
Tam’s criticism of the quality of 
Alberta’s testing efforts.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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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一旦澳洲放寬

旅行禁令，中國投資者將湧入澳

洲搶購便宜房產。據中國房產公

司 Juwai IQI 表示，他們預計海

外買家將湧入澳洲首都，因為那

裡的房價預計將停滯不前，甚至

下跌。

中國房產公司 Juwai IQI 的
克米爾（Georg Chmiel）表示，

「至少到目前為止，澳洲已經很

好地控制住了這一流行病，且看

起來比過去更吸引海外買家。中

國的市場營銷人員正在利用澳洲

的良好表現，說服英美留學生的

家長將目光轉向澳洲。」這家海

外房產門戶網站的最新數據顯

示，儘管來自中國投資者的諮詢

量下降了 14%，但當地買家的

諮詢量降幅更大

根據外國投資法規定，海外

買家只能購買新房。

據 CoreLogic 的最新數據

顯示，悉尼及墨爾本恐面臨嚴重

低迷的「更高風險」。受旅行禁

令影響，2020 年的房產空置率

可能會進一步飆升，導致房價下

跌，同時公寓租金收益率可能

會降低，但專家勞倫森（James 
Laurenceson）表示，資金充裕

的房產投資者可能會繼續對澳洲

的公寓保持興趣。

儘管來自海外投資者的資本

流入可能是一件好事，或有助於

推動澳洲經濟復甦，但部分澳洲

政界人士已敲響警鐘。聯邦自

由黨後座議員哈斯特（Andrew 
haste）表示，外國投資審查委

員會需「保持警惕」。

【看中國苗青綜合報導】

亞省衛生部首席醫療官欣蕭

（Deena Hinshaw）5 月 6 日 表

示，亞省經濟重啟計畫正在分階

段進行，好消息是亞省在過去一

週內已經拉平了 COVID-19 的

曲線。不過公共衛生官員將密切

關注病例和住院人數是否保持穩

定或下降。

「我認為，我們已經在全省

範圍內總體上拉平了曲線，有些

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平緩，」欣蕭

在她最新的 COVID-19 更新報

告中說。她還說，工作人員正在

試圖平衡防止病毒傳播的需要，

以及人們對社會聯繫、就業和娛

樂機會的基本需求，這種平衡對

維護公眾健康也很重要。

亞省又報告了 6 例武漢肺

炎死亡病例，並新增 70 例確

診病例。這使得死亡病例總數

達到 112 例，全省病例總數達

到 5,963 例。近三天來，活躍

病例數穩步下降，週一為 2790

例，週二為 2568 例，週三為

2299 例。

亞省於 5 月 1 日起，逐步

取消公共衛生限制，車輛可進入

公園和公共區域的停車場，一些

船艇碼頭可開業；5 月 4 日起牙

科和其他醫療保健人員包括物理

治療師、社會工作者、職業治療

師等，可以開始提供服務。亞

省衛生廳也恢復一些非緊急手

術。開放高爾夫球場。 5 月 14
日起，聚會仍僅限於 15 人，但

作為第一階段，一些私營企業開

始開放。這些私營企業包括零售

商、髮型設計和理髮店等個人服

務；更多計畫的手術、牙科手

術、物理治療、整脊、驗光和類

似服務開放；沒有酒吧服務的咖

啡廳、餐廳以50％的席位開放。

亞省政府提到，經濟重啟的

第二階段將允許更多的企業開展

業務，也將允許一些較大型的聚

會；第三階段則將在一定的限制

下全面重新開放企業業務和商業

服務。

卡城一些超市也相應推出了

一些措施，比如大統華超市要求

5 月 11 日起，進入超市的顧客

需要戴口罩。

從全國範圍來看，薩省是全

國第一個公布重開計畫的省，分

5 個階段重啟經濟，包括第一階

段 5 月 4 日開始，將允許低風

險戶外休閑活動，包括釣魚、划

船、打高爾夫球和露營等；可以

開始使用某些醫療服務，例如牙

醫、眼科醫生或物理治療；聚會

人數不能超過 10 人。安省省長

福特將緊急狀態延長至 5 月中

旬。安省也發布了分階段解除限

制措施的指導方針，但沒有實施

時間表。亞省的鄰居卑詩省則未

公布經濟重啟計畫。

一旦旅行禁令放寬 
中國買家將湧入澳洲「撿漏」

【看中國鐘靈編譯】受疫情

影響，加拿大帝國銀行預料經濟

衝擊將持續到 2021 年，房產市

場也將持續受到影響。

加銀分析師 Benjamin Tal
及 Katherine Judge 在 1 日 發

表的報告中認為，「房產轉售市

場不會躲過未來幾個季度的整

體經濟波動，2021 年房產市場

本可以重回基本面，但一系列

因素導致市場持續走弱，房價

持續面臨下行壓力。房屋需求

也會因疲弱的勞動市場及投資

前景而減少，而且部分受經濟

壓力影響的業主會被迫轉售房

產，增加供應，令房價進一步

面臨下行壓力。」

報告指出，疫情陰霾過後，

加國房產總體平均價會下降

5-10%，其中高層公寓及豪宅的

價格下調會最為明顯。此外，人

們對社交距離政策的實踐也為房

地產行業帶來挑戰，許多房產經

濟被迫採用虛擬參觀的方法，但

礙於無法實地參觀，人們也沒有

足夠信心買房。

根據加拿大房產協會的數

據，今年 3 月全國房屋月銷售

率下降了 14.3%，但比去年同

期增加 7.8%，房屋基準價也比

2 月增加 0.8%，比去年同期增

加 6.9%，反映市場原本持續回

暖，房屋需求增加。

不過肺炎疫情的到來使房產

行業在 1 個月內出現劇烈變化，

加拿大房產協會高級經濟學家

Shaun Cathcart 早前撰文指，

2020 年 3 月的數字反映了兩極

變化，而加拿大再也回不到疫情

發生前的經濟環境了，目前轉售

市場「基本被凍結」，直到 4 月

中旬，多倫多的交易量和信掛牌

量同比下降了 69% 和 64%。」

分析指出，加拿大經濟復甦

可能要等到 2021 年才會出現。

目前加拿大失業率從疫情前的

5.5% 上升到 13% 以上。加銀

分析師認為，加國的經濟復甦將

很緩慢，「失業率上升很大程度

上只是暫時的，當經濟開始復

甦，就業情況也會改善，但一些

對整體經濟環境造成的破壞將持

續更長時間，我們認為明年的失

業率可能維持在 8% 左右。」

「雖然加拿大央行降低利率

和各項針對金融系統的救助措施

有利維持低房貸利率，但在市場

信心低迷、失業率上升和收入增

長放緩的情況下，低借貸成本也

對刺激房產市場成效有限。」

疫情將持續影響2021年市場加銀分析師：

卡城新建公寓（看中國資料室）

【看中國訊】4 月 30 日埃德

蒙頓市議會通過決議，減免企業

物業稅 2%，居民物業稅維持不

變。根據往年的預算調整，去年

12 月市議會決定所有物業稅總

額將增加 2.08%。居民物業稅

市稅部分增加 2.5%，不過增加

的這部分將被今年省教育稅部分

的大幅減少所抵消。

如 此 算 來， 一 棟 價 值

387,000 加元的典型獨立屋住

宅合計物業稅為 3,609 加元，

比 2019 年減少 28 加元，降幅

為 0.8%。如果居民擁有多套住

宅，其總體物業稅將有所上升。

比如，一位擁有四套以上住宅的

業主，其物業稅將上漲 6.3%。

企業物業稅減免所造成的市

財政收入缺口一定程度上轉移到

居民身上。居民獨立住宅平均將

多支付約 31 加元，多戶住宅將

多付 9 加元，而企業物業則平

均少付約 24 加元。埃德蒙頓所

有企業總共節省了 1,140 萬加元

物業稅。

埃德蒙頓商會（Edmonton 
Chamber of Commerce）首席

執行官里奧佩爾（Janet Riopel）
對市議會減免企業物業稅表示歡

迎。她在上週發布的一份聲明中

說：「COVID-19 病毒帶來了前

所未有的挑戰，在平衡幫助陷入

困境的企業和繼續提供埃德蒙頓

人必需的基本服務之間，市政府

做得很好。」

愛城商會上 4 月 30 日公布

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 26% 的

企業因資金不足無法支付下月租

金或抵押貸款。超過 61% 的企

業表示不得不解雇一些僱員。

【看中國訊】卡爾加里以及

周邊地區的後院花園今年的蔬

菜種植的種類多了很多。

環球新聞 (Global News)
報 導 說， 卡 城 西 北 部 的

Plantation Garden Centre
園藝中心經歷自 2002 年開

業以來最繁忙的春天，老闆

阿 特（Colin Atter） 表 示，

生意的增加很大一部分與

COVID-19 危機有關，現在

新的種子供應出現了困難，因

為顧客們都在大量購買種子。

「這已經造成了北美範圍內的

短缺，可能是全世界範圍內的

短缺。」阿特說。

「我要種更多的蔬菜，

比如豆子和生菜，」 卡城

居 民 霍 克 伍 德（Kathleen 
Hawkwood） 從 Plantation 
Garden Centre 購買了種子和

園藝工具，她說，「我還會嘗

試種植一些玉米。」園藝中心

的許多其他顧客都認為，種

植蔬菜以及其它園藝可以緩

解疫情帶來的壓力。「被隔

離了六個星期，我們需要一

些花，在室外花一些時間，

它能照亮我們一家人的一天」

一位園藝中心的陳姓（Chan 
Kawaguchi）顧客說。

愛城企業地稅減2% 居民地稅持平

卡城今春
後院蔬菜勝往年

亞省經濟重啟中 疫情曲線拉平

Deena Hinshaw（視頻截圖）

看地產
Real Estate

埃德蒙頓市區（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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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王璐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導致

不少中國民眾失業、企業倒

閉。如何應對大規模的金融

風險再次成為當局面臨的

一大難題。4月 29日，深圳
出臺的《個人破產條例》已

經提請市人大審議，標誌著

個人破產制度在深圳正式

「破冰」。

條例出臺背景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

雷的個人微信公眾號近日發文

說，因疫情中國新增失業人數可

能已經超過七千萬，失業率可能

超過百分之二十。儘管李迅雷事

後澄清這份報告並非他本人所

寫，而且只是在特定假設情境下

對失業率水平的估算，但中國近

期有大量人口失業顯然是個不爭

的事實。這也意味著，有不少人

陷入了個人現金斷流的困境。

Youtube《財經冷眼》節目

博主認為，政府每出臺一項法

律，背後都是有深意的。他認為

有四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疫情導

致今年第一季度，中國車貸、房

貸逾期創造了歷史性的新高，居

民槓桿率和債務壓力巨大，允許

個人破產能降低社會負債率，降

深圳出臺《個人破產條例》，已提請市人大審議。（Adobe stock）

低系統的金融風險；二是為未來

樓市擠泡沫作準備，防止債務違

約後可能發生極端情況；三是破

產法可以釋放那些無法正常還貸

的居民債務，刺激消費；四是能

給人重新開始的機會，鼓勵民眾

創業。

深圳財經評論人士鄒濤表

示，中國之所以到現在都還沒有

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是因為私人

財產權的概念在國內仍然相當模

糊。他舉例說，中國民用住宅有

七十年產權，耕地承包期是三十

年。與大多數西方國家不同，中

國沒有私有土地，這從某種程度

上體現了當局對私有財產的輕

視。

因此，中國企業能破產、個

人破不了產的局面也被一些學者

稱作「半部破產法」。中國最

高人民法院的數據顯示，截至 5
月 3 日，全國正在公布中的失

信被執行人已經超過 580 萬，

其中包括企業法人和自然人。

如今，深圳再推個人破產法

也是為了順應當地市場的需求。

《破產法》出臺引熱議

深圳或將對此立法的消息一

出，立即引髮網友熱議。字裡行

間中，不少人難掩個人破產法可

能會被濫用的擔憂。

考慮到這項法律試圖保障債

務人的權益，有網友反問說，誠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對經濟產生

衝擊。作為北京的「老朋友」，

伊朗被疫情拖垮，通脹高企並更

換了貨幣。

5 月 4 日，伊朗議會投票

通過《伊朗貨幣和銀行法》修

正案，將官方貨幣「里亞爾」

（Rial）改為「土曼」（Toman）。
據悉，貨幣換算方式將是原來的

1 萬里亞爾兌換新的 1 土曼。

修正案要求伊朗央行在考慮

貨幣儲備和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承諾的情況下，以「土曼」重新

計算匯率。該修正案還明確規

定，「里亞爾」將與「土曼」一

起保持兩年的信用。在兩年的時

間內，將逐步收集舊硬幣和鈔

票，並用新硬幣和鈔票代替。

近年來因美國重啟對伊朗經

濟制裁後，伊朗貨幣不斷走貶，

近 10 年來，伊朗里亞爾兌美元

貶值已超過 400%。特別是自

2018 年 5 月，美國總統川普宣

布退出伊核協議，並分階段重啟

了對伊朗的制裁以來，伊朗里亞

爾兌美元的貶值速度越來越快。

5 月 2 日，伊朗央行公布的

官方外匯價格是 1 美元兌 4.2 萬

伊朗里亞爾。然而，在非正規交

易平台上，美元對伊朗里亞爾的

匯率在 5 月 4 日則為 1 美元兌

15.6 萬伊朗里亞爾。

現在，疫情的蔓延又重創伊

朗經濟，因此推出新貨幣的形勢

更加緊迫。

伊朗貨幣貶值嚴重，導致伊

朗市場上的物價節節攀升，幾乎

翻番。除了土豆外，雞蛋、羊

肉、牛奶、果汁等居民家中常見

的食物價格早已翻倍外，伊朗家

庭必備的開心果等乾果的價格更

是飆到了每公斤 200 萬里亞爾

以上。

伊朗統計中心發布了城市

地區 3 月 20 日～ 4 月 19 日基

本食品通脹情況報告，這也是

被認定為受疫情影響的第 2 個

月。根據報告，在總共 24 種基

本食品中，有 21 種價格出現了

上漲。其中，以番茄、土豆和小

扁豆漲幅最高，環比分別上漲

35.3%、23.6% 和 19.5%。

有評論認為：每一個政權，

總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一定是伴

隨著惡性通貨膨脹，貨幣貶值，

造成不得不換幣。宣布舊貨幣作

廢，更換新貨幣常常是一個非常

時期的象徵。遠的有魏瑪政府時

期的德國、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

斯，近的有辛巴威、委內瑞拉等

國家，無一不是對民眾財富的赤

裸裸的打劫和剝奪。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銀行發布最新公告稱，原油

寶一事中客戶和銀行都蒙受損

失，穿倉造成的損失將由中行承

擔，即中行不追究欠款，另中行

願意補償客戶停止交易前持倉金

額的 20%，如客戶不選擇和解

可發起訴訟。對此，受損的投資

者們紛紛表示仍將集體訴訟。

自從 4 月 21 日 WTI 原油 5 
月 期 貨 合 約 出 現 歷 史 負 值

的 -37.63 美元 / 桶結算價，中

國銀行原油寶的投資者穿倉之

後，油價迎來大反彈。 5 月 6
日，6 月交割的 WTI 原油期貨

價格一度報 24.56 美元 / 桶，上

漲幅度近 280%。

但是，中國銀行原油寶投

資者的心情卻沒有好起來。連日

來，投資者們走上四處維權之

路。多地有散戶到當地中國銀行

或銀保監局維權投訴，還有投資

者致函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察

委等部門，要求徹查中國銀行工

作人員是否存在玩忽職守等行為。

5 月 4 日，中國國務院金融

穩定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金

融委）召開第 28 次會議。會議

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金融委主

任劉鶴主持，金融委各成員單位

及相關單位負責人參加會議。

據官媒《環球時報》報導，

會議提出，要高度重視當前國際

商品市場價格波動所帶來的部分

金融產品風險問題，提高風險意

識，強化風險管控。要控制外溢

性，把握適度性，提高專業性，

尊重契約，理清責任，保護投資

者合法利益。

報導稱，「金融委的上述表

態似乎對應了近日發生的中國銀

行原油寶穿倉事件。」

5 月 5 日深夜，中國銀行發

布公告回應原油寶產品客戶訴

求：已經研究提出了回應客戶訴

求的意見。目前中國銀行相關分

支機構正按意見積極與客戶溝

通，在自願平等基礎上協商和

解。如無法達成和解，雙方可通

過訴訟方式解決民事糾紛，中國

銀行將尊重最終司法判決。同

時，中國銀行保留依法向外部相

關機構追索的權利。

據大陸媒體報導，部分原

油寶投資者已經接到中國銀行

工作人員的電話，溝通的解決方

案是：穿倉部分的損失由中國銀

行來承擔；投資者保證金部分，

中國銀行以客戶 4 月 20 日晚上

22:00持倉金額的20%給予補償。

3 月份入場購買了原油寶產

品的張蘭（化名）就在 5 月 5
日晚間告訴網易財經，她還沒有

接到中國銀行的電話。不過她瞭

解到，確實已經有部分投資人接

到了中國銀行的聯繫電話，「現

在接到電話的好像多是本金 5
萬元以下。」

但是，也有投資者表示，中

國銀行電話聯繫未明確給出方

案，具體方案要去銀行詳談並簽

訂協議。

不過這一補償方案，在中國

銀行 5 月 5 日深夜發布的公告

中，並未提及。

5 月 6 日，北京威諾律師事

務所的主任楊兆全告訴網易財

經，「已經委託我們起訴的投資

者，對銀行提出的 20% 補償方

案，都不認可，要求繼續推進訴

訟。我們近期會向法院提交第一

批訴訟材料。」

目前有 100 餘投資人聯繫

過他，投資額在 20 萬 -50 萬的

較多。根據他的瞭解，大部分投

資者不願意接受 20% 的方案，

「他們希望的賠償比例在 60%-
80% 之間。」

中國民眾在微博上討論，認

為中國銀行「店大欺客」。

另外中國銀行的公告裡還有

向芝加哥交易所追責的意圖。

對於負價格成交，芝加

哥 交 易 所 集 團 (CME Group)
的 CEO Terry Duffy 在 接 受

CNBC 的電視採訪時曾回應表

示，「在我們宣布允許負價格交

易的兩週前，就與政府監管機構

開始進行合作了，這並不是秘

密。」達菲指出，期貨合約一直

被允許進行負向交易，使投資者

面臨無限的損失，而芝加哥商品

交易所並不試圖吸引那些可能不

知道規則的散戶投資者。

中國城鎮居民家庭戶 
均總資產317.9萬

4 月 24 日， 中 國 央 行 調

查統計司在《中國金融》發布

〈2019 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

產負債情況調查〉，調查顯示，

2019 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戶均

總資產 317.9 萬元（人民幣，

下同），家庭資產以實物資產為

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中國城鎮

居民家庭負債參與率為 56.5%；

家庭的負債來源以銀行貸款為

主，房貸是家庭負債的主要構

成，占家庭總負債的 75.9%。

除了房貸，家庭金融資產負債

率 為 44.6%， 其 中， 有 負 債

家庭的金融資產負債率均值為

85.3%，中位數為 117.3%，半

數以上的家庭金融資產負債率超

過了 100%。

調查報告認為，家庭金融資

產負債率較高，存在一定流動性

風險。同時，部分家庭債務風險

相對較高，部分低資產家庭存在

資不抵債，違約風險高的情況。

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表

示，中低收入群體在中國仍是大

多數。根據國家互聯網主管部門

統計數字，在中國有約 6.5 億網

民的月收入在 5000 元以下。

伊朗通脹高企  更換貨幣

【看中國訊】4 月份大陸玉

米價格大幅上漲，連續刷新近 5
年來歷史最高記錄。分析表示，

今年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多國

收緊糧食出口，加上大陸糧食產

區頻現天氣異象，以及多年來破

壞環境、減少耕地面積的惡果，

令今年大陸正面臨糧食危機。

5 月 6 日大陸媒體消息，

截至 4 月 30 日，大陸玉米均價

約為每噸 2097 元（人民幣，下

同），玉米澱粉價格至 2650 ～

2680 元 / 噸，月環比上漲分別

為 10.18% 和 9.70%。

玉米價格上漲最快的是產

區，包括山東在內的華北黃淮產

區，其次是東北產區。其中山東

企業玉米收購價最高達到每噸

2300 元。另外，港口和銷售地

區的玉米價格也正緊隨產區出現

不同程度的上漲。

玉米是飼料原料之王，佔比

約 62%。外界關注玉米價格的

上漲，將推升食物鏈的價格進

一步上漲。北京統計局近日發

布數據顯示，4 月份的市場食品

銷售價格同比去年平均漲幅是

18.3%。有分析認為，這些基本

食物上漲，預示著更多窮人沒能

力購買食物，如果疫情持續拖

延，境內貿易受到阻礙，食品價

格引發通脹危機正在顯現。

實守信的債權人的權益又該如

何保護呢？還有網友開玩笑說：

「房貸不還了，申請破產。」

深圳評論人士鄒濤指出，中

國多家 P2P 網貸平臺近年來頻

頻爆雷，就顯示出了個人破產制

度需要區別對待不同自然人的重

要性。國內 P2P 門戶網「網貸

天眼」此前根據其不完全統計報

導，截至去年年底，光是北京市

朝陽區就有48家P2P平臺失聯。

《財經冷眼》節目評論說，

申請破產了並不意味著你就完全

不用還債了，因為還有一個考驗

期，或者說觀察期，在這期間，

還是要還債的。而且政府和銀行

在徵信建設、個人財產登記以及

監督措施上將不斷健全，防止利

用破產法的漏洞，欺騙、隱瞞、

轉移財產等；其次破產法的保護

範圍也會嚴格界定，防止有人鑽

空子。

但他也認為，凡事都是雙刃

劍，個人破產法實施的同時，也

會面臨更多問題。債務可以轉

移，但是很難消失，個人或家庭

債務出清了，但是風險全部轉移

到了銀行等債權人的身上，而銀

行的爛攤子又要由清算公司、不

良資產管理公司來處理，必然增

加整體金融體系的風險。

個人破產制度「破冰」

中行有限兜底原油巨虧 部分投資者拒受

中行發布最新公告稱，如客戶不選擇

和解可發起訴訟。（Getty Images）

大陸玉米價格
漲至5年新高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美國白宮 5 月 4 日任命三名被

提名人進入聯邦退休儲蓄投資委

員會，這或影響其投資策略。此

前在 4 月，美國政要力勸總統

川普中止聯邦退休基金投資中國

企業中興通訊及海康威視。

如果白宮的任命獲得參議院

的確認，這三人將成為聯邦退休

儲蓄投資委員會（FRTIB）的

成員。

白宮表示，這三人將加入由

五名成員組成的董事會，任期二

到四年。這三人分別是鄧列維

（Frank Dunlevy）、班克羅夫特

（Christopher Bancroft）和巴格

（John M. Barger），他們將接

替三名任期已屆滿的成員。

由於白宮自己任命的官員現

在占多數，白宮可能會逆轉該

委員會在 2017 年做出的一項決

定。該決定允許 TSP（節儉儲

蓄計畫）旗下一支規模為 500

億美元的國際基金追蹤一個將一

些中國公司股票納入其中的指

數。而這一計劃本週已經開始

對北京「新興市場」的投資準備

相關的文書工作。美國總統川

普向其高級助手指示，要迅速

收緊和控制聯邦養老基金機構

的舉措，以防止接下來半年其投

資組合的擴張，因為節儉儲蓄計

畫（TSP）在這個指數的成分股

之中，引起華府人士關注的中國

公司包括海康威視（海康威視

去年被美國列入貿易黑名單）。

TSP 追蹤該指數後，也就會投

資於電信設備公司中興通訊和中

國航空工業集團。

TSP 追蹤該指數的計畫原

定於 2020 年下半年生效，但在

4 月下旬，美國一些議員和官員

正在做出最後努力，說服美國政

府中止把聯邦雇員退休金投資於

中國企業的計畫，原因是這些企

業侵犯人權和威脅美國安全。

白宮任命FRTIB新官員 
或影響聯邦退休金投資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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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大陸央視新聞報導，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4 月 29
日召開會議，習近平稱各地要

加強「外防輸入、內防反彈」舉

措，除點名黑龍江外，也提到湖

北省和武漢市以及北京市要作為

重點防控。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中國的東北三省（黑龍江、吉

林、遼寧）因應俄羅斯與朝鮮

的疫情急劇惡化，中朝與中俄的

邊境近日情況異常緊張。有當地

居民表示，黑龍江基本封了省。

來自東北的袁女士稱，目前黑龍

江實際處於封省狀態，其中，哈

爾濱、綏芬河、佳木斯等地，都

屬於重點封鎖區域。此外，吉

林、遼寧的東部地區，則因為朝

鮮疑似出現疫情失控和政局動盪

而被嚴厲封禁。途經該區域的數

十班列車已停運。但官方的措施

大多祕而不宣，一度由鐵路部

門官網發布的停運通告也已經

刪除。

黑龍江省衛健委在響應外媒

採訪時則否認了全面封省的消

息，但表示，進出黑龍江必須要

有核酸檢測證明。他表示，目前

省上在衛健委抽調了人員到省防

疫指揮部，但指揮部在一家名為

展望大廈的賓館裏辦公，詳情只

有指揮部才清楚。

據展望大廈賓館的員工表

示，黑龍江省政府要求所有抵達

黑龍江的人員，無論是檢測還是

隔離、治療，都必須自費。而省

防疫指揮部從過年到現在 90 多

天裏，一直徵用整個酒店。該酒

店 80 多個客房，普通房間每天

價格 700 多元，僅這一項收入

就是 500 多萬元。

據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衛健

委 4 月 28 日發布的最新疫情通

報顯示，4 月 27 日新增的 3 宗

確診病例和 1 例無症狀感染者，

都與哈醫大一院的感染者有關

聯，之前患者已先後導致近 80
人受感染。

官方解釋傳染源頭系來自回

國的海外留學生，但也有人質

疑官方一直強調境外輸入有甩

鍋之嫌。

網路上流出視頻顯示，5 月

4 日下午，其它小區居民被 120
急救車送到黑龍江大慶市讓胡路

區的長青一區隔離，該小區居民

不願意，集體出來圍堵。視頻中

女士說：「急救 120 車出來了，

我看裡面就坐一個女的，不知道

是不是那個人。就一個人嗎？

還是一家人，咋回事兒啊？」一

個男士說：「要是的話，都傳染

了。」視頻顯示，居民與警察理

論，質問警察和被送來的人什麼

關係？很多居民在圍觀。

在另外一段視頻中，一位黑

龍江牡丹江女士含著淚說：「我

們現在想出去打工都打不了。出

去，需要被隔離。就是說，一聽

你是黑龍江的人，壓根兒就是不

用你，再個現在換季的溫差大，

我們都不敢生病，也生不起病

啊。」，「請善待黑龍江，我們

真的快支撐不下去了。」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報導】

繼美國國務卿彭佩奧之後，前

白宮首席策略師史蒂夫 ‧ 班農

（Steve Bannon）又成為了大陸

官媒強烈抨擊的對象。央視銳評

指責班農向中共追責索賠，「毫

無道德廉恥」；而班農 4 月下旬

在自媒體裡稱，武漢 P4 試驗室

的證人將浮出水面。面對央視的

斥責，班農對媒體建議，凍結中

共領導人在美國的數百億資產，

用以賠償這場全球瘟疫的死難

者。

班農稱，中共統治下的最大

受害者是中國人，這就是為何中

共對各國追責賠償反應如此瘋

狂，官媒央視做出如此瘋狂的報

導評論，並試圖告訴中國人：班

農就是要針對中國人的，對中國

抱有敵意。

對此班農說：「我一直都在

說，中共才是我們的敵人。中國

人民不是，中國也不是，而是中

國共產黨！它們就是一個黑社

會，儘管看起來精明。」班農認

為，當美國與西方國家為正義而

義憤填膺的時候，一切都將結

束。班農認為，這場全球瘟疫的

責任與中國人民無關，其責任在

中共。因此，病毒不應該稱為

「中國病毒」、「武漢病毒」、

「COVID-19」等，它的名字應

該是「中共病毒」。

此 外， 班 農 於 4 月 24 日

在自己的節目《戰情室》中透露

說，將有一個重要的證人，可

能會在幾天內，公開一些自己

所知道的武漢實驗室的一些內

幕。「現在要有實驗室內部的知

情人現身說法，相信很多人會相

當感興趣。現在就是等待，看相

關的研究員何時出來跟大家公布

了。」

流亡海外的富商郭文貴 5
月 2 日爆料說，去到歐洲後又

逃往美國的不是石正麗，是比石

正麗更為關鍵的「高級別人物」

帶著機密文件來到美國。此人已

經和歐洲一位現任元首、一位

卸任元首進行了視訊會議，「兩

個元首看到文件就嚇傻了」。

郭文貴 4 日更進一步爆料稱，

武漢 P4 實驗室已有 5 人外逃，

並暗示其中有外逃者是「肩上帶

星」。同時他否認逃亡人物是

曾任武漢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等

職務的現任中山大學醫學院院長

郭德銀，「郭德銀絕對是個關鍵

人物，但不是他。」郭還提到班

農已經和該人會談過。

【看中國訊】中國手機品牌

小米近日為宣傳旗下手機「快

充」功能拍攝形象廣告，結果公

開後被發現畫面影射 1945 年在

日本廣島投下的原子彈，引起

反彈。

氣炸的日本網友在推特上

把小米罵到上了推特即時熱搜

第一名；最終小米急轉彎道歉，

並將爭議廣告下架。

綜合媒體報導，這個「快

充」的形象廣告發布在小米的

推特和 Youtube 帳號，主要是

向中國以外市場進行宣傳，爭

議畫面長達 20 多秒。畫面中，

一名白人男子吃了日式壽司後

立刻充氣變胖，接著衝破屋頂

飛向空中，最後在東京上空爆

炸，然後以動畫方式呈現出蕈

狀雲與「FAST CHARGE（快

速充電）」的標語，還比了個讚。

影片中的壽司和東京都扯

上日本，日本又是史上唯一遭

受原子彈攻擊的國家，蕈狀雲

更是原子彈爆炸後的駭人景

象，由於當年美軍轟炸日本長

崎使用的原子彈被暱稱「Fat 
man（胖子）」，這則廣告片影

射的對象不言而喻，讓日本網

友認為小米這個廣告就是拿「長

崎原爆」的歷史傷口灑鹽，最後

小米為了平息眾怒，趕緊將爭

議廣告下架並道歉。

由於先前小米集團副總裁

常程在微博發文推廣自家手機

時，失言暗指可用小米手機「偷

拍女生宿舍」，在中國也引起網

友撻伐。這次海外爭議傳回中

國後，也讓不少中國網友懷疑

小米的管理是不是出了問題，

但也有網友繼續搧風點火，嘲

諷日本人玻璃心。

【看中國訊】北京當局面臨全

球索賠究責巨大壓力，有廣東網

友在網路上以反諷口吻表態，願

意「犧牲自己割讓給美國」。不

料，有山東、華中、香港網友接

力表態， 表示自己的省分也可

割讓。

一名署名「挪威小林翠子」

的網友在推特發文說，如果外

國為了疫情向中國索償，「我們

廣東願意犧牲自己，首先把自

己割給美國」，又以反諷口吻

說，「我們為了國家，甘願犧牲自

己，做殖民地，做亡國奴，請其

它省分的人，不要爭。儒家的文

化傳承就靠你們了。我們將會改

弦更張，穿胡服，吃胡餐，用胡

制。」。

這篇文章隨後引來不少中國

網友響應。有山東網友說，「割

山東，山東有經驗」；也有人說

「華中地區物資豐富，可以優先

拱讓」；有江蘇網友則表示「江

蘇不和大家搶美國歐盟了，我們

吃點虧願意犧牲自己，割讓給日

本就好了」。

有四川網友則說「美國有

川普，四川也有川普（四川普通

話），怎麼想也應該割四川！這

份屈辱讓偉大的四川人民來承受

吧」；另有人說「看到大家都願

意為國家犧牲，真的很感動」。

【看中國訊】5 月 5 日，橫

跨廣東珠江出海口的虎門大橋驚

現異常晃動，橋面上下起伏，如

波浪般晃動，嚇得駕駛驚呼連

連，隨後中國官方緊急關閉大

橋，並派橋樑專家出面闢謠，但

似乎並沒有說服力。隨著虎門大

橋晃動事件持續發酵，中紀委官

網於 6 日在要聞刊登文章《新聞

背後：造成虎門大橋異常抖動的

「渦激振動」現象》，有分析認

為，文章表面上是解釋大橋起波

浪原因，實際上反映出「新聞背

後」中紀委關注事件，暗示地方

當局徹查有否涉及貪腐。

黑龍江疑封省 民眾慌亂

班農：武漢實驗室證人將現身

廣告影射廣島原子彈爆炸 小米致歉

賠償美國？ 各省網友求割地

湖北一夜閃電14萬次

廣東虎門大橋 
 「波浪式」晃動

【看中國苗青綜合報

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4
月29日在政治局常委會議
上首次點名黑龍江省，要求

加強疫情防控。此舉引發了

外界的關注。有黑龍江當地

居民指，該省實際上已基本

封了省，而且涉隱瞞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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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火車站（圖片來源：看中國）

【看中國訊】湖北省從 5 月 4
日晚間 11 時開始遭到強烈對流

和暴雨襲擊，根據「湖北天氣」

官方微博公布的統計，湖北在

上述 12 小時內出現 14 萬次閃

電，其中正閃 11,235 次，負閃

32,992 次；「湖北天氣」特地強

調，這些數字是經監測電磁信號

記錄，經系統統計，不是眼睛監

測。面對如此詭異天氣，中國民

眾急忙上網宣泄及找答案，有網

友稱「一晚 14 萬次閃電，可見

怨念之多」、「氣候反常，疫病

流行，不是正常現象」。

（全部為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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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日，異議作家「老燈」

在推特貼出國內朋友轉來的習遠

平（習近平胞弟）的公開信截

圖，當中不乏為習近平集權和修

憲辯解，並稱大疫之後是體制改

良的機會云云。

這封信中還批評過去高層九

龍治水導致政令不出中南海，又

將問題歸因於下邊有人在搞高級

黑，而最近政法系有人落馬，

就是大清算的開始，「好戲在後

頭」；又提及武漢病毒所泄漏病

毒，不但造成了公共衛生危機，

還帶來外交風險。

信中最後強調，習近平是中

共最大開明派習仲勛的兒子，即

將在疫情重創經濟之後陸續啟

動政改，包括：新聞輿論開放、

市縣普選、司法半獨立云云。對

此，觀察人士認為這可能是某些

對當權者抱有幻想的人士杜撰。

也有人說：「習近平在十九

大之前左右搖擺。但十九大後參

拜上海紅船，左轉路線基本就定

了。習近平被王滬寧等人忽悠

了，王岐山就只好靠邊站了。」

同樣是 5 月 1 日，署名鄧

樸方的公開信也在網上流傳，信

是寫給兩會代表的。該信的大體

意思是：批評習近平當局大搞

「一尊」、搞「妄議中央罪」、

搞「煽顛罪」；拖延防控疫情的

時間、隱瞞疫情，致使疫情蔓延

到全世界；惡化了中美關係、破

壞了香港的「一國兩制」、令臺

灣與大陸漸行漸遠等等，習近平

當局應對這些承擔責任。

「紐約公民力量」負責人楊

建利博士也在推特轉發了這封公

開信，他在推文中說：「友人傳

來據說是鄧樸方寫給人大代表的

公開信，我本人分析覺得是假的

可能性很大，雖然信可能是假

的，但是它平鋪直敘、開門見山

地提出了許多真問題。這難道不

是有良知、負責任的人民代表應

該質問的問題嗎？三千號稱代表

人民的人竟無一人是男兒？」

此前已有紅二代加入了反習

近平的隊伍。同樣是紅二代的房

地產大老任志強，公開發文批評

當局隱瞞疫情等，並在文中暗諷

習近平是「想當皇帝的小丑」。

紅二代、現香港陽光衛視董事長

陳平也轉發了一封公開信，呼籲

當局召開緊急政治局擴大會議，

討論習近平的去留問題。

陳平轉發的這封有「逼宮」

之意的公開信，至今無人認領，

而任志強已因那篇反對習近平的

文章，被當局立案審查。

習遠平和鄧樸方? 對立的公開信

傳孟建柱被抓 有多處房產被抄

鄧樸方（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

導】近期北京政壇持續有「大地

震」消息，公安部副部長孫力

軍，突然在 4 月 19 日遭查。中

共前政法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孟

建柱早前已風傳被抓捕，政法

系統內部大批公安受牽連被帶

走。日前再有消息稱，孟建柱於

5 月 3 日中午被抓，上海多處房

產被抄。不過是否屬實仍有待官

媒證實。

據網紅蔣罔正在自媒體爆料

稱：「可靠消息：孟建柱 2020
年 5 月 3 日下午 13:00 被抓！

上海多處房產被抄家！一張紙

片都不剩。孟建柱是由中央警

衛局的中央警衛團政委鄒石龍

帶走」。

蔣罔正說，帶頭抄家的是一

個很奇怪的人物，這個人叫吳

捷，懷疑他也是出身於中央警衛

團。目前只能查到吳捷 1968 年

出生，1986 年工作。他原來是

上海公安局特警總隊副總隊長，

2017 年 6 月升為上海公安局特

警總隊黨委書記兼總隊長。

據稱，上海幾名正處級以上

的公安官員也被帶走，北京的也

被帶走一批。

此前，5 月 2 日，加拿大華

人作家李一平也在自媒體披露：

北京傳來消息，江派大員前政法

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孟建柱被

捕！另外，因孫力軍案、傅政華

案和孟建柱案，北京大批幹警

受牽連！僅朝陽區一個分局就

有 20 多人被捕，北京警界風聲

鶴唳！

李一平當時還稱，估計半月

內可以確證消息真假。

現年 72 歲的孟建柱被認為

是由江澤民和曾慶紅安插到政

法系統的，他於 2012 接替了周

永康，出任中共政法委書記。

2017 年 10 月，孟建柱卸任中

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政法委書

記職務後正式退休，由郭聲琨

接任。

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於 4
月 19 日晚被宣布落馬。而孫力

軍曾任孟建柱的大秘。在孟建柱

的大力提攜下，孫力軍 2013 年

升任公安部最為重要的一局局

長，再躋身部級官員。

公安部一局，又稱公安部國

內安全保衛局（以下簡稱「國

保局」），是公安部最重要的部

門，負責國內政治安全保衛工

作，包括：情報蒐集分析、事

件處理等，內設正處級 610 辦

公室。

流亡美國的大陸富商郭文貴

曾爆料說，孟建柱不僅幫助江澤

民的長子江綿恆多次換腎，而且

其母親亦幾次換腎。腎源由其心

腹孫力軍等從獄中尋找囚犯配

對，之後殺人取器官。在過程

中，還曾一度殺錯人，為掩蓋真

相，他們又將為孟建柱的母親做

手術者和知情者都滅口。

另有爆料稱，中央電視臺就

是政法委、公安部的後宮，孟建

柱、孫力軍的淫亂堪比周永康。

央視的一位董姓女主持就被孟建

柱建柱、孫力軍長期糟蹋。

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員劉銳紹

早前在受訪時表示：孟建柱雖已

退休，如果現在高層有另外政治

需要，同樣也會中槍，他認為孟

建柱手下有很多現在公安部的人

都是習近平要清洗的對象。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綜合

報導】在瘟疫未除而兩會

又即將召開之際，署名分

別是習遠平、鄧樸方的兩

封紅二代公開信近日在網

絡熱傳，分別支持習近平

和反對習近平，儘管外界

質疑真實性，但多認為這

種之前未有的現象反映出

高層內鬥激烈。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 
冀朝鑄去世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聯合國

前副秘書長冀朝鑄於 4 月 28 日在北京去

世，終年 90 歲。

冀朝鑄曾擔任毛澤東、鄧小平和周

恩來的翻譯。在冀朝鑄 44 年的外交生涯

中，靠的並非「戰狼式」辛辣言詞，而是

當時絕無僅有的中英翻譯能力。

冀朝鑄曾推出英文自傳體回憶錄，書

名是《The Man on Mao's Right》（站在

毛澤東右邊的人），文中披露了中南海與

中共外交部的權鬥內幕及中美關係秘辛，

也揭開江青與王海容惡鬥內情。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真是一塊

魔鬼的材料，像許多共產黨人那樣，是

「特殊材料做成的」，十二分的邪惡充滿

了他們的全部生命。

國際疫情追責 湖北處分三千黨官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這場世

紀大瘟疫給全球造成重大災難，中國民間

乃至於全球要求「追責」的聲音始終未間

斷，湖北官場，再現大震盪。

5 月 5 日，最新一期《中國紀檢監察》

雜誌刊發中共湖北省紀委監委葉志強的文

章稱，當地自爆發疫情至 4 月中，處分

了 3000 多名失職失責的黨員和幹部，其

中廳局級 10 多人，縣處級 100 多人。

文章形容問責規模空前、力度空前，

自吹「有力問責推動疫情防控責任有效落

實」。但至今尚未公布任何一名省部級

以上的官員因疫情而被處分。

有分析認為，如今，湖北處分了

3000 多名失職失責的黨官，也不排除為

了平息民憤和國際追責聲浪而作秀。

《美國之音》報導指出，中共當局至

今沒有解釋，為什麼在今年 1 月 1 日，

央視反覆播放武漢 8 名醫生散佈疫情謠

言而受到處罰的問題；同時，當局還刪除

了成千上萬的網民報告和評論疫情的帖

子；當局也一直沒有解釋為什麼疫情在武

漢急劇發展的時候，當局發布的確診感染

人數兩個星期保持靜止不動。

《美國之音》引述美國海軍戰爭學院

的國際法教授詹姆斯 • 卡拉斯卡（James 
Kraska）表示，向中共問責並不是因為

病毒在中國爆發，而是因為中共政府在早

期應對疫情時違反了《國際衛生條例》，

並沒有履行相關的法律義務。近日，國際

追責和索賠的聲浪越來越高漲。美國等一

些西方國家領導人一道呼籲就疫情在中國

的發生、發展並傳遍世界各國的問題進行

獨立調查。

李小琳又獲新身分露面

 習近平「摻沙子」 
操盤手賀榮

有消息說，賀榮、唐一軍、王小洪正

聯手對孟建柱、傅政華專案調查，在內外

壓力之下，習近平要加快清除政法系統的

「餘毒」。

賀榮是習近平器重的女官員，在徹查

秦嶺別墅案中立下首功，拿下趙樂際的大

管家——西安市委書記魏民洲，現在又被

派回到政法系「摻沙子」。

賀榮早在 2013 年 10 月，就任最高

法院副院長。 2017 年 3 月，突然轉任

陝西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 2018 年

3 月，升任陝西省委副書記。 2020 年 4
月，重回最高法院任黨組副書記、常務副

院長。港媒評論指，賀榮此番任命，與孫

力軍落馬、傅政華退位一樣，都是習近平

對政法系統「摻沙子」清洗的動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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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近日在北京舉

行的中國生命關懷協會的相關會

議上，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以

新身分亮相。

微信公號「行知絲路」消息

稱，4 月 30 日，行知絲路研究

院校長李小琳出席在北京舉行的

中國生命關懷協會 2020 年第一

次理事長工作會議。會議通過了

雷志勇理事長退出第三屆理事會

理事長職務的申請，李小琳擔任

協會代理事長。

資料顯示，中國生命關懷協

會 2006 年經國務院批准，民政

部註冊登記成立，其業務由國家

衛健委主管。

李小琳 1961 年出生於北

京，今年 59 歲，是前總理李鵬

之女，曾在中國電力系統身居要

職，有中國「電力一姐」之稱。

2018 年 5 月，中組部同意

了中國大唐集團公司時任副總經

理、黨組成員李小琳的退休申

請。至此，結束了「電力一姐」

近 35 年的電力生涯。從大唐集

團卸任後，李小琳常以昂貴名牌

著裝在公眾視野出現，一時間李

小琳甚至成為時尚風向標，經常

讓外界對她滿身的名牌品頭論

足。

自 2017 年以來，李小琳多

次以絲路規劃研究中心常務副

理事長的身分參加活動。 2018
年 4 月，在博鰲亞洲論壇上，

李小琳出席了「一帶一路」與健

康產業發展論壇。同年 11 月，

她出任陶行知國際教育基金管

理委員會主席、行知絲路研究

院校長。

2019 年 7 月，李鵬因病去

世，年 91 歲。在 1989 年六四

天安門事件中，以鄧小平和李鵬

為首的強硬派，下令軍隊以武力

鎮壓學生民主運動，李鵬從此被

外界稱之為「六四屠夫」。

李鵬去世後，趙紫陽秘書鮑

彤之子鮑樸對 BBC 中文說：「李

鵬是技術官僚，政治上不會別

的，只會聽從黨魁鄧小平，結果

鑄成 1989 年『六四』的悲劇。

他作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奇葩

之處就是，僅僅是平庸卻為中華

民族帶來了禍國殃民、遺害子孫

的千古奇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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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早上，香港工黨與社民

連發起遊行至政府總部請願，

抗議警方以「限聚令」為由反對

五一遊行舉行。工黨主席郭永

健、副主席麥德正、社民連主席

黃浩銘、副主席梁國雄、曾建成

等一行 8 人集合不久，港警即

警告他們違反「限聚令」，又不

准他們分成兩組遊行，稱他們因

共同目的聚集，同屬違法。十多

名警員在海富中心天橋將他們截

停，向他們發出二千元定額罰款

告票。工黨副主席麥德正拒絕出

示身份證，遭以「阻差辦公」拘

捕。政黨成員最終分批前往政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5月1日國際勞動節，
香港勞工團體每年舉辦的

「五一遊行」遭警方反對而

取消，民間團體改為發起在

全港遍地開花設街站呼籲市

民加入工會，並於5時01分全
港喊「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口號，延續反送中運動抗爭

精神。而香港警方派出5000
警力盤查打壓有關活動。

港五一遊行 五千警力出動

府總部遞交請願信，抗議「限聚

令」打壓公民社會，「只要不合

警方心意，就可肆意發出告票甚

至濫捕市民」。

由於一年一度的五一大遊行

無法按計劃舉行，主辦方職工盟

改為連同多個新工會在全港多區

設立逾 60 個街站，呼籲市民加

入及登記做選民。參與的六十多

個工會發表聲明，香港人絕不能

忍受無日無之的警暴，已將抗爭

精神嵌入日常生活之中，發展出

消費圈、社區、國際遊說、街頭

抗爭和工會等多條戰線，「『光

復』每一個領域，轉化為抗爭的

實力。」

聲明強調，疫情未止，中

共已急不及待進一步清算香港

人。政治檢控不息，由前線手足

到「和理非」的抗爭者「無一遺

漏」。中聯辦、港澳辦干預香

港立法會運作，隨時挪用法律，

對民主派議員羅織罪名。同時，

更突然宣布兩辦不受《基本法第

廿二條》規管，一手撕破「一國

兩制」的假面具。

香港 01 報導，港警當日稍

後派出逾 5,000 警力在各區「應

對突發情況」，令原本平靜的市

面添上緊張氣氛。中聯辦所在的

西環警力明顯加強，軍裝警、防

暴警及速龍小隊警員不時截停市

民查看身分證。

在觀塘，職工盟屬會建築地

盤職工總會在港鐵站外設街站派

發防疫物資，遭數十名全副武裝

的防暴警察截查，又拉起封鎖

線，不斷宣稱街站有多於四人，

警告票控他們。香港眾志黃之鋒

和觀塘區議員梁凱晴在場支援，

也一度被防暴警察包圍。旺角、

沙田等區商場也在晚間出現大批

防暴警員，大部份店舖被迫提早

關門。

反送中一週年將至

香港疫情緩和，截至 5 月 5
日，已是 10 天內 8 次錄得「零

確診」。不過港府決定將原本

5 月 7 日到期的「限聚令」等防

港台簡訊

世界衛生大會將開幕 全球籲台參與
【看中國記者許天樂

綜合報導】世界衛生大會

（WHA）將在本月18日舉
行，雖然台灣防疫措施獲世

界多國讚譽，但仍被世界衛

生組織（WHO)排除在外。

歐盟對外事務部（EEAS）
外交安全政策發言人巴圖 -
恩 利 克 森（Virginie Battu-
Henriksson）5 月 1 日指出，歐

盟在過去及當前爆疫情的特別情

勢下，都致力與合作夥伴討論並

尋求納入台灣的務實解決方案。

歐盟去年 9 月也曾表態說，

台灣以民主、法治及人權為治理

基礎，在許多方面與歐盟都是理

念相近的夥伴。

此 外， 美 國 在 台 協 會

（AIT）1 日表示，美國堅信台

灣在世界衛生扮演要角，應以觀

察員身分受邀參加 WHA，為聲

援台灣，AIT 將每天發布「世界

衛生大會倒數計時」系列貼文。

此前，美國衛生部長艾薩（Alex 
Azar）4 月 27 日與台灣衛福部

長陳時中舉行虛擬會議時，也表

示支持「台灣參與世衛」。

美國「外交政策」報導，同

時，美國白宮正與日本正連同澳

洲、英國、法國與德國等理念相

同國家，共同連署致函世衛秘書

長譚德塞，要求譚德塞邀請台灣

出席 5 月召開的 WHA 年會。

4 月 29 日，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也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明

確表示，他曾親口告訴過譚德

塞，希望台灣能參與 WHA 大

會，並強調病毒不分國界。

在澳洲，當地多家主流

媒體 1 號同時刊登題為「澳洲

支持台灣重返世界衛生組織」

（Australia to back Taiwan's 

疫措施，延長多 14 日至 5 月 21
日，學校從 5 月 27 日開始陸續

復課。

過去一段時間，港府的「限

聚令」等措施多次被港警用作驅

散反送中示威活動或針對「黃

店」。特首林鄭月娥 5 日稱，

延長限聚令絕無政治考慮。至於

反送中運動即將踏入一週年，

六四、「6.12」、「7.21」、「8.31」
等敏感紀念日接踵而至，限聚令

是否導致示威集會無法進行？林

鄭也沒有正面回應，僅稱當局做

決策時沒有任何政治考慮。但她

稱自己作為「責任的特首」，政

府決定政策時要考慮更多因素，

不單純考慮公共衛生。

另外，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5
日在立法會簡介去年香港治安

情況時透露，反送中運動自去

年 6 月至今年 4 月 15 日，共有

8,001 人被捕，當中有 3,286 人

是學生，佔 41%，其中大專生

佔六成。共有 1,365 人被起訴，

當中 566 人被控暴動，有 29 人

簽保守行為及 57 人被定罪，當

中 15 人被判監禁，刑期由 2 星

期至 14 個月不等。

return to the 世衛）的文章。

報導指出，澳洲外交暨貿易

部（DFAT）發言人在受訪時表

示，澳洲政府支持台灣參與世衛

的事務，「 武漢肺炎所帶來的挑

戰，需要一套果斷的、涉及全球

的應變措施。因此世衛與所有國

家的衛生部門之間，必須維持一

套緊密運作關係。澳洲支持台灣

以觀察員或來賓（observer or 
guest）的身分參與世衛。」

台英國會小組共同主席、

下 議 院 議 員 維 克 斯（Martin 
Vickers）1 日也在英國政治評

論 網 站 Comment Central 以

「為何台灣的成功已成為世衛的

難題」（Why Taiwan's success 
has become a problem for 世

衛）為題發表專文，文中讚揚

台灣防疫成就、以及對外人道捐

贈醫療口罩外，並呼籲應邀請台

灣參與世衛。

▲大批香港防暴警察在本屬於私人地方的商場內驅散市民。（Getty Images）

《海峽衛視》在台 
設演播室 違法招募
【看中國訊】中國官媒

《海峽衛視》未獲核准來台

駐點採訪，但在台灣聘用多

名台灣人擔任駐台記者，其

「今日海峽」節目設有「台

北演播室」。對此，台灣陸

委會表示，將洽請主管機關

文化部查明後，依法處理。

據「百度百科」資料顯示，

「海峽衛視」是中國福建省廣播

影視集團旗下的衛星頻道，新

聞節目內容主要圍繞福建和台

灣進行報導，背後是中共中央

及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

政府支持。

自由時報報導，「海峽衛

視」過去曾在節目中，公布 13
張所謂的「台獨份子」撲克牌，

包括總統蔡英文、前總統李登

輝與陳水扁等人，引發輿論。

去年 4 月，有民眾在台北西門

町及台師大附近還看見「海峽衛

視」記者在街頭做街訪，誘導民

眾回答問題。

報導稱，《海峽衛視》直接

聘僱台籍人士，去年 6 月，台

籍攝影記者還親赴「高雄旗津

溫州洞頭小三通首航典禮」採

訪，但主辦的上和海運公司早

就解散，首航兩艘船也未向航

港局申請航線，引爆「高雄小

三通」造假案，當時《海峽衛

視》營造「高雄發大財」假象，

引發輿論關注。

據報導稱，「今日海峽」節

目每集除了連線北京外，也會連

線「台北演播室」，邀請台灣名

嘴、政治人物、學者發表評論。

台灣陸委會早前表示，「海

峽衛視」是中國官媒，隸屬「福

建省廣播影視集團」，該集團為

中共福建省委批准設立的事業

單位。中國大陸新聞人員來台

採訪，應遵守「大陸地區人民進

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及「大陸

地區新聞人員進入台灣地區採

訪注意事項」等規定。

陸委會強調，台灣是民主自

由的社會，政府向來尊重新聞自

由並致力維護兩岸新聞正常交

流。惟社會公眾人物接受陸媒採

訪，發表對兩岸時政相關言論

時，應注意相關法律規範。

【看中國訊】壹傳媒集團創

辦人黎智英、工黨副主席李卓

人及民主黨前主席楊森，今年 2
月 28 日遭警方上門拘捕，指他

們涉於去年 8 月 31 日參與未經

批准集結，5 日提堂。他們在庭

上表示明白控罪，暫時毋須答

辯。由於他們連同其餘 12 名民

主派人士，於 4 月 18 日再一次

被上門拘捕，被控告參與去年

8 月及 10 月的未經批准遊行。

控方（港府）申請將本案押後

至 5 月 18 日與其它案件同時提

堂，獲得法官同意。此外， 控方

雖然不反對三人保釋，但臨開庭

前 5 分鐘改變主意，要求新增

不准離港、每周要到警署報到一

次等保釋條件，惟最終法官批准

他們以一千元保釋，毋需其他條

件。他們在庭外呼籲港人不要被

政府嚇怕，抗爭到底。

黎智英等民主派 
人士被捕提堂

港反送中被捕者曝 
獄中遭虐待

【看中國訊】反送中運

動被捕者多達七千人，部份

人被還押到懲教院所。香

港眾志4日發佈影片，當中
多名曾在壁屋懲教所還押

的抗爭者，講述在獄中曾遭

懲教職員虐打等經歷。眾

志秘書長黃之鋒表示，正研

究向聯合國反映人權被侵

蝕情況。

影片其中一名參與反送中運

動的抗爭者 Tom（化名）講述

還柙期間，有「深藍」懲教職員

一知道他是政治犯後，「二話不

說，先摑了我兩巴掌，然後很大

聲呼喝我」，他透露自己一星期

便會被打一至兩次。 
另一位受訪者更稱還柙頭幾

個星期，每星期都有四、五日被

虐打，試過被大力掌摑至失平衡

倒地，之後還被要求重新蹲起，

「繼續被他打。」

受訪者提到，除了掌摑、撞

牆，還有多種折磨方式，如「落

雞翼」（被懲教職員於背部以手

肘撞擊）、威脅不給飯吃，還有

一種稱為「抓板」的虐待方式，

就是用尺子或警棍打手掌或腳

板，但最扭曲的是每被打一下，

示威者就要講「thank you Sir 
1，thank you Sir 2」。被囚者

憶述，2 月份一位年輕示威者因

難耐虐打而自殘，也有人上吊自

殺失敗後再試圖以頭撞牆，事後

被懲教職員狠狠掌摑。

為了防止示威者將被虐情況

告知外界，每逢有立法會議員探

訪時，懲教保安組會約談提醒

他們不要將「無關的事」告訴議

員。而一旦將被打的情況告訴外

界或家人，他們事後都會再被打

被罰。有受訪者聽聞有人投訴受

虐後次日，被迫飲用洗地用的綠

水（清潔劑）。

香港眾志 5 月 5 日再召開

記者會說明事件。秘書長黃之鋒

本身也曾因為參與雨傘運動被關

押在壁屋懲教所。他說，抗爭者

所遭遇到的濫用私刑，已符合

《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中對「酷

刑」的定義，將向聯合國人權事

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反映。

【看中國訊】台灣行政院長

蘇貞昌 5 日在臉書上表示，在

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全球，並帶來

難以估計經濟衝擊的當下，「台

灣的經濟表現仍然穩健，這幾

天各國陸續公布第一季的 GDP
估值，台灣仍然是亞洲四小龍

第一。」蘇貞昌還特別提及「在

5/20 前，台商回流方案將會突

破一兆元（台幣，下同），帶來

超過八萬個就業機會，預計今年

就可以落實 3253 億元。」台灣

疫情指揮中心 6 日公布，新增

1 例境外移入肺炎病例，患者 4
月底從英國回台。台灣已連續

24 天沒有本土個案。目前全台

累計 439 例。

台灣首季GDP居亞
洲四小龍第一

直播截圖

視頻截圖

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總指揮陳時中（CNA）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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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苗青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大會將於5月
17～21日舉行，台灣雖防疫
成效卓著，卻屢屢因政治因

素不得其門而入。美國國務

院近期向全球號召，發起了

推文挺臺灣入WHA運動。
印度專業顧問透過大數據發

現，啟動鍵盤力量最挺臺灣

的卻不是美國，反而是奶茶

聯盟（Milk Tea Alliance)。

美國在臺協會稍早在臉書發

出貼文，分享美國國務院國際組

織局向全球發起的政治動作。該

文稱：距離世界衛生大會倒數

14 天！ WHACountdown! 即日

起至 WHA 召開，美國國務院

國際組織局每天都會分享貼文聲

援臺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並支

持臺灣擴大公衛領域等國際參

與。一天之後，任職於印度國關

雜誌的專欄作家及專業顧問辛哈

（Amal Sinha）下載數據分析發

現，49% 推文來自印度；19%

奶茶聯盟版圖擴張 印度成主力

來自美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以及德國各 4%；臺灣和泰國各

2%；香港 1%，總計各國聲援

數據，最挺臺的奶茶聯盟合計超

過半數。

對此，許多網民也發表對此

數據的看法，例如 :「印度拉茶

就是濃醇香」、「奶茶聯盟就是

威武」等語。

「奶茶聯盟」的發起，源於

一張有關中國領土主張的圖片，

圖片引發了中泰兩國網絡用戶間

的對壘。香港和臺灣等地的網民

隨後也加入了泰國網友，自發成

立「奶茶聯盟」，共同抗擊大陸

的網上義和團，反擊北京的專制

以及狂熱的民族主義者。與事件

相關的推特標籤 (#Nnevvy) 有
超過二百萬條推播，並且迅速成

為了全球的熱話。有人在臉書

上創建了關於這個議題，名為

#Nnevvy 的專頁，瞬間獲得超

過 63,000 人 追 隨。Nnevvy 是

泰國模特兒 Weeraya Sukaram
的社交媒體綽號。

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副教授吳崇涵認為，泰國網民近

【看中國理翱綜合報導】韓

國情報機構聲稱，在過去的幾週

裡，金正恩（Kim Jong Un）從

公眾視野中消失的原因是因為擔

心自己感染武漢肺炎而躲起來

了，並不是因為進行了任何與心

臟有關的手術。朝鮮境內的疫情

可能十分嚴重，而分析認為川普

總統對金正恩的情況應是瞭解的。

金正恩日前行蹤一度成謎，

消失長達 20 天。 5 月 1 日在朝

鮮首都平壤附近的一家化肥廠，

金正恩在消失了近三個星期後首

次公開露面。 5 月 6 日韓國國

家情報局向國會議員通報情況後

披露的。韓國國會情報委員會

成員金炳基（Kim Byung-kee）
的話說：「據國家情報局估計，

至少他沒有進行任何與心臟有

關的治療或手術。」「他通常在

公眾視線之外操控事情。」「至

少他沒有與心臟有關的健康問

題，」金補充說 ,「金正恩一直

致力於鞏固內部力量，例如軍隊

和黨國會議，而對病毒的擔憂進

一步限制了他的公開活動。」

美軍朝鮮區司令官艾布拉姆

斯（Robert Abrams）將軍在 3
月早些時候表示，他認為有跡象

表明朝鮮也遭受了病毒大流行疫

情的打擊，因為最近幾週朝鮮沒

有軍事活動。

當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被問

及金正恩最新出現的消息時，川

普總統只是說他「在適當的時候

對此有話要說。」

有分析指出美國情報界在金

正恩重新露面的一週前就已對金

正恩的位置和情況瞭如指掌。美

國之所以沒有像公眾預期的那樣

公開地說出來的原因，簡單來說

就是因為華盛頓方面不希望金正

恩隨時知道他的行蹤一直處於嚴

密的監視之下，而且對於他的情

況瞭解的很準確。這樣做可能會

破壞川普總統和金正恩之間的微

妙的關係，而這是美國戰略的 
關鍵。

儘管有了對朝鮮比較瞭解的

韓國情報界的斷言，但有關金正

恩的健康狀況的傳言仍在擴散。

由於朝鮮一直嚴格控制從其邊界

傳來的情報，因此在公開的權威

報告出來之前，金正恩的真實健

康狀況仍不清楚。

【看中國訊】北京時間 5 日

下午，中國在海南文昌航天發射

場用新研製的長征五號 B 運載

火箭，成功將新一代載人飛船試

驗船送入預定軌道。但火箭搭載

的中國首個柔性充氣式貨物返回

艙，返回地面時出現異常，當局

正查找原因。

據悉，這次試驗失敗的充氣

式返回艙，是一個小型的太空

貨物運輸器，直徑 1 米、高 1.5
米；用於返回地球時減慢下降速

度的充氣物（空氣熱盾）展開

後，直徑 3 米。

新華社引述中國載人航天工

程辦公室消息指，專家正在對相

關數據進行分析。但報導沒有透

露是失控飛向太空失蹤了？抑或

返回陸地途中在大氣層被燒燬？

據介紹，今次發射是中國為

建太空站的一次試驗。新一代

載人飛船試驗船搭載能力從「神

舟」最多 3 人提升至 6 至 7 人。

其中的返回艙不僅可重複使用，

外觀也改為倒錐形大直徑，且是

柔性充氣展開式。

有航天專家指，本次發射充

氣展開式返回艙驗證失敗，意味

並非完全成功。按原定飛行程

序，軌道艙完成在軌試驗後，計

畫於 8 日（週五）返回東風著

陸場，能否順利仍待觀察。

長征五號 B 運載火箭是目

前中國研製最大的火箭，是中

國太空站建設的主力。火箭全

長 53.7 米，芯一級直徑 5 米，

捆綁 4 個直徑 3.35 米助推器，

採用無毒無污染液氧、液氫和煤

油作為推進劑，起飛質量約 849
噸，近地軌道運載能力大於 22
噸，是目前中國近地軌道運載能

力最大的火箭。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歐盟執委會 5 月 6 日發布報告

認為，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歐元區今年經濟將創下 7.7% 的

史上最大記錄萎縮幅度。

歐盟執委會在春季經濟預測

報告中表示，擁有 27 個成員國

的歐盟今年經濟料萎縮 7.5%，

明年預計增長 6% 左右。而由

19 國組成的歐元區今年經濟將

破記錄萎縮 7.7%，明年成長

6.25%。

由於經濟今年陷於萎縮，歐

盟執委會預期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將接近停滯；預估歐元區

2020 年消費者物價漲幅將放緩

至 0.2%，2021 年加快至 1.1%；

今年投資將減少 13.3%。

今年歐元區的預算赤字總規

模提高至相當於GDP的8.5%，

去年為 0.6%，之後總赤字將在

2021 年縮小至 3.5%。

根據歐洲疾病預防管制中心

（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的統

計，歐洲感染病例超過 110 萬

人，死亡人數逾 13.7 萬人。

義大利、希臘、西班牙和

葡萄牙是受疫情打擊最重的國

家，盧森堡、馬爾他和奧地利

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希臘的

GDP 萎縮程度將最大，預計萎

縮 9.7%。義大利為第二嚴重，

萎縮 9.5%。西班牙萎縮 9.4%。

5 月 2 日，網友發布的視

頻顯示，尼日利亞一中共企業

拖欠工人的工資，工人討薪，

中共企業卻招募當地武裝分子

用鞭子毆打中國工人，而且還

拿著槍威脅工人。

視頻顯示，毆打中國工人

的事件就發生在工廠裡面的大

門口的位置，門柱上還寫著

「攜手共進」的大標語。中國

工人被迫站成一排，讓一個當

地武裝分子揮舞著長鞭，挨個

抽打著工人，一邊打還一邊叫

著。這個揮鞭子的當地人另一

隻手還拿著槍。挨著圍牆，站

著許多從當地招來的打手，都

拿著槍。

所有的工人都戴著口罩。

被打時，他們還不能躲，不能

跑，只能扭動一下身體，以避

免打到要害的部位。

類似的事件在許多國家都

發生過。 5 月 1 日，這也正

是中共國的勞動節，在印度尼

西亞承接一帶一路項目的中共

企業青山高鐵公司，招來當地

警察全副武裝，對要求回國躲

避疫情的中國工人進行鎮壓。

歐盟經濟大幅萎縮

◆烏茲別克薩爾多巴水庫於

5 月 1 日發生潰壩事故，導致數

以千計的民房被大水淹沒，烏茲

別克及哈薩克當局已撤離約 10
萬人。薩爾多巴水庫是 2010 年

在時任總理、現任總統米爾濟

約耶夫執掌下開始建造，於 2017
年完工，共耗時 7 年，然而完工

後僅 3 年就發生了潰堤。烏茲別

克與北京當局簽訂了一份 2300
萬美元的合約，準備在大壩上建

設水力發電廠，預定於 2022 年

完工。

◆美國官員表示，在疫情延

燒之際，北京和俄羅斯等競爭對

手，不斷透過各種方式測試美國

的防衛決心。因此，美國海軍 5

月 4 日派遣羅斯福號航母在內

的 4 艘軍艦前往俄羅斯北部的

巴倫支海 (Barents Sea) 展開北

極安全行動，英國皇家海軍也

派遣了一艘巡防艦參與，這是

近 30 年來美軍首次前往該地區

值勤。歐洲海軍則發布聲明表

示，行動的目的是「維護航行

自由」，並證明盟國之間的無

縫融合。

◆意大利因疫情蔓延而經濟

停擺，黑手黨則不斷對西西里島

民眾伸出金錢援手及提供協助，

趁疫情期間拉攏人心及圖利。前

黑手黨成員穆托洛表示，黑手黨

有大量可動用的資金，「能即時

幫助有需要的人，他們甚至比大

區政府還要有效率。」牛津大學

犯罪學教授瓦雷斯也表示，黑手

黨在西西里島提供金錢幫助是一

種常見的做法，「這現象提醒我

們，犯罪集團正利用危機期間賺

取珍貴的無形貨幣，那就是存在

的正當性及民眾的支持。」

◆韓國三星集團經營權繼承

及工會問題引發外界關注，三星

副會長李在鎔今天為此公開向

社會大眾鞠躬致歉，並表示不

會將經營權傳給自己的孩子。

李在鎔今天在媒體面前坦言，

「三星作為世界第一的企業，在

壯大的過程中有時無法順應國

民的期待，反而使國民失望、

憂心」，並反省「這都是因為沒

能嚴守法律及道德倫理」，並就

工會問題向受到傷害的人致歉。

金正恩神隱 川普知其行蹤

網絡圖片

幾年對中國的好感有所下降。他

告訴美國之音，2018 年的普吉

島遊船傾覆事件，過多中國遊客

赴泰旅遊，以及新冠疫情等原

因，似乎讓意識形態上的對抗在

今年蓄積到一定程度，造成了泰

國民眾與中國網民的網絡對抗。

「奶茶聯盟」甚至還開粉絲

專頁及舉行聚會，在四月底「奶

茶聯盟」臉書已經有超過 9 萬人

追隨。「奶茶聯盟」也開始在更

多的政治議題上聲討中共，把反

擊的戰場擴大到湄公河和南中國

海問題上，現在儼然成為了撐臺

主力軍。

中國的網軍，官方名稱是網

路評論員（俗稱「五毛」) 加之

中國大陸受極端民族主義或愛國

主義影響的網民，數量龐大。

《美國之音》以及其它多家媒體

認為，「奶茶聯盟」崛起，是反

擊中國網軍的重要力量。而「奶

茶聯盟」網友們則宣稱鍵盤大戰

促成多國友好，並自豪於一天比

一天壯闊，版圖不斷擴張。

長征五運載火箭
充氣返回艙試驗失敗

川普總統和金正恩在朝韓邊界會面(Getty Images)

尼日利亞中企工人討薪 
企業招武裝分子打人

長征五號火箭（左）及充氣返回

艙模擬圖（右）(網絡圖片)

尼日利亞的中企員工，被當地的武裝分

子當狗一樣抽打。(推特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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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五四運動到了，即是大陸的

「五四青年節」又到了。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學

生因抗議巴黎和會中列強把德國

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舉行

大型示威遊行，隨後得到廣大群

眾的支持，發展成一場聲勢浩大

的長期示威、遊行、請願、罷

課、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

式的愛國運動。一百年後，香港

2019 年 5 月開始的「反送中」

大型示威遊行，同樣得到了香港

各界民眾的支持，最終發展為示

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

暴力對抗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共中

央政府等多形式的爭取民主運

動。持續至今！

2001 年五四前夕，已有報

導指北京當局刻意強調五四運動

的愛國性質，在官方宣傳中特別

突出「愛國」和「科學」，民主

和進步卻不見了。一段時間以

來，「愛國」的陳詞濫調，充斥

大陸官方媒體，最後總要落實

到「團結於專制政權」、「團結

在以國家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周

圍」這個主題上。

2019 年 5 月 3 日， 五 四

運動一百週年前夕，有評論者

以 2018 年的「深圳佳士維權事

件」相比，《北大學生就「深圳

7． 27 維權工人被捕事件」的

聲援書》等同當年《北京學界全

體宣言》，帶出要紀念這場一百

年前舊中國的社會運動的原因：

「五四運動是活的歷史，因為它

的精神還活著，它所提出的目標

還沒有完全達到（在香港尤為

明顯），還有更年輕的人志願為

他而推動。自由、民主、人道、

科學，都是永遠不會完結的事

業。」

正如 2019 年香港爭取民主

運動至今，一直得到部分國內同

胞聲援與支持，部分更親身來

港，參與示威遊行，回國後，即

遭受國安和公安的盤問、起訴和

逼害。同樣，一百年前，香港人

也曾積極聲援和支持國內京兆地

區的五四運動。 2019 年 5 月 4
日，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就有論

者以「五四運動，關香港事！」

為題撰文，描述了這段歷史：

1919 年的五四運動席捲全國，

也波及香港；街上貼有反日、杯

葛日貨的傳單和標語，一群學生

從中環歌賦街出發，打著寫上

「國貨」字樣的油紙傘，經威靈

頓街、皇后大道及德輔道遊街，

結果在皇后大道與文咸街交界被

捕，最終被處罰款。其後，皇仁

書院、英皇書院、英華書院等校

學生響應，舉行集會，並決定成

立「學生聯合會」，港英政府當

局大為緊張，採取了一系列反制

措施。

2019 年 7 月 12 日， 有 論

者認為，跟 2019 年的香港爭取

民主運動比較，五四運動凶狠得

多：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大

學生三千人遊行，其中激進派

「火燒趙家樓！」，他們衝入高

官官邸（張建宗官邸）放火，

順手把當時到訪的高官（陳茂

波），打到腦震盪！論者質疑為

什麼香港建制派，不單止能夠接

受五四運動的殺人放火，還能歌

功頌德，但卻又不能夠接受相對

來說非常平和的香港民主運動？

五四運動的大學生沒有人被

捉去坐監，還有影像留下義士的

「英雄形象」，2019 年的香港爭

取民主運動，衝擊的後生仔義

士，也應該是特赦，也一定是英

雄。

臺灣（中華民國）的青年

節是 3月 29日，因為 1943年，

中國國民黨認為黃花崗烈士的事

跡更勝於五四運動，1948 年，

更公布此日為革命先烈紀念日。

也許香港也應該效法臺灣，把

329、612、721 或 831， 定 為

香港的青年節，並列為公眾假

期，除了可以頌揚曾經於 2019
年香港爭取民主運動中，自願付

出，甘願犧牲的年青人、義士和

烈士之外，還可以讓全港市民，

每年都有機會可以靜下來反思：

究竟五四、六四、辛亥革命、武

昌起義，社會運動和爭取民主，

是所為何事？

香港民主運動與北京「五四」運動

2019年8月23日，香港人參加「反送中」活動打出的口號「光復香港 時代

革命」。（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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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美俄總統發表的聯合聲明

惹人關注。面對此消息，中國外交部與宣

傳機器不再擺出一副一碰就跳起來咬人的

戰狼姿態，只有新華社發了一條「莫斯科

4 月 25 日電」談及此事，整篇文章將這一

聯合聲明純粹當作與目前國際局勢完全無

關的一條新聞處理。

中俄關係百年恩怨，經歷了「以俄為

師、以俄為敵、以俄為友」這三大階段的

變化。但連中國人自己都知道，現階段

的「以俄為友」實有點勉強，北京希望與

俄羅斯交好，共同對抗美國，扼制西方。

但俄羅斯對中國一直是表面如友，內裡冷

淡，隔幾年就在中國移民問題上發作一

次，中國只能裝聾作啞。川普本人對普京

一直持友好態度，只因美國國內反俄力

量太強，包括共和黨建制派在內也持此態

度，加上通俄門事件的影響，才不得不與

普京保持距離。如今兩國總統藉著紀念易

北河會師這一不能公開反對的理由，表達

了走近之意，如此動向，中國怎能不防？

俄中雙方之所以保持友好，政治上全

因美歐拒絕俄羅斯；經濟上，兩國之間有

石油這個因素羈絆。但這次疫情太過嚴

重，為中俄關係帶來變數。在中俄之間穿

梭行走的中國人，先為俄羅斯帶去疫情威

脅；俄羅斯疫情嚴重之後，這些人急欲回

國，又成為中國的境外病毒輸入者。

兩個月前，俄羅斯同樣把中國視為病

毒主要來源和威脅。這次疫情，儘管俄羅

斯從一開頭就採取了防堵策略，無奈在俄

華人太多，俄羅斯最終還是淪為疫情嚴重

之國。法國《世界報》地緣政治版刊出專欄

作家希爾薇．考夫曼的文章，說武漢肺炎

疫情毀了總統普京的所有大計畫：石油價

格暴跌，5 月俄羅斯疫情進入高峰，全民

公投修憲和愛國大遊行都被推遲。上述事

實，可以猜想普京有多恨中國這場疫情。

但普京儘管惱火，卻不得不忍著心頭怒

火，因為目前他還面臨另一場戰爭：石油

戰。在這場與 OPEC 的價格戰中，他需要

中國的幫助。

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進口

國，進口來源於世界大約 50 個國家和地

區。自 2016 以來，俄羅斯、安哥拉、沙

特穩居前三，且俄羅斯逐漸佔優。只有

2019 年，沙特對華出口石油總值略超俄

羅斯。石油對俄羅斯的經濟與財政極為重

要，佔俄羅斯 GDP 的比重為 15%，為美

國的兩倍。俄 GDP 與石油價格變化的關

聯度幾乎為 99%。這從近三年俄羅斯對

華出口石油總值可見：2017 年，183 億

美元；2018 年，323 億美元；2019 年，

317 億美元。

俄羅斯經濟嚴重依賴石油天然氣收

入。在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之前，俄羅斯的

經濟就已停滯不前。原油價格暴跌的前

景，對俄羅斯來說簡直就是災難。這就是

普京無論如何也不能與中國翻臉的原因。

美俄總統在紀念易北河會師 75 週年

那天發表聯合聲明，稱「『易北河精神』是

俄美摒棄分歧、建立信任和為實現共同目

標開展合作的典範」。歷經數十年風風雨

雨，中美關係又回到破冰之旅以前的敵對

狀態。此情此境，聽到這等語言，可想而

知中共內心有多麼不高興。但北京確實不

想再增加一位強敵，更何況中共還準備在

美國國內政治上再狠搏一次，寄希望於民

主黨拜登 2020 年大選獲勝。這就是中國

雖然對美俄總統 4 月 25 日的聯合聲明很

惱火，但卻未派出戰狼去咬普京的原因。

( 限於篇幅，原文有刪節 )

字幕組，曾被譽為大陸近幾十年最

出色的文化交流使者，讓無數影視發燒

友折腰。隨著版權保護的加強，字幕組

的風雲江湖日漸凋零。

2017 年我加入一家美劇字幕組，

每週特意抽出一天，坐在電腦前搞翻

譯。做自己喜歡的事，不受外界的紛紛

擾擾，成了那段時期最快樂的回憶。很

久以後我才知道，字幕組除了我這樣的

學生，半數都有工作，這些翻譯都是他

們在工作時間偷偷完成的。大家分工明

確，每週一午前，有人搞到資源和原字

幕，有人拆分字幕，有人整理志願翻譯

的名單，分發任務。下午一點多，報名

的翻譯在郵箱收到原片資源和原字幕文

檔，三點前，匯總給總監。

總監是一部劇的校對。和想像中不

同，校對才是字幕組翻譯的靈魂。他們

負責對所有翻譯查漏補缺、統一語言風

格，模擬劇中人物的口吻，這些都需要

功力和經驗，很多影視劇中的神翻譯，

都是校對的功勞。總監修改後，交給時

間軸和壓制，壓制字幕和原片資源，

加上一些字幕特效，到傍晚五六點鐘，

劇集就會出現在平台上，沿著無形的網

路，進入全國各地觀眾的視野。

整套流程，都是字幕組成員毫無報

酬，利用空閑時間默默完成的。

儘管滿腔熱情，自誕生起，字幕組

就遊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成員不會線

下見面，靠 QQ 群和郵箱聯絡，不暴露

真實姓名，片頭的昵稱是他們的面具。

這是一片隱者的江湖。可惜，江湖

的黃金時代早已逝去。

國內的字幕組，興起於 2001 年，

自一開始就有種打破文化高牆、分享交

流的網際網路精神。但在 2009 年，相

關規定出臺——未取得許可證的境內外

影視作品一律不得在網際網路上傳播。

2014 年，美國製片公司對未經授權的翻

譯行為大規模提起訴訟，美國電影協會

公布了一份全球範圍內的音像盜版調查

報告，列出一批提供影視盜版下載鏈接

的網站，其中就包括國內最大、也最具

代表性的人人影視字幕組。

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於

落了下來。直至今年許多字幕組解散，

只有少數仍在堅持，但他們的聲音也越

來越小。

版權時代本是進步的標誌，但正版

引進沒有解決大眾的觀影需求，其中原

因，恐怕不是國內影迷不願付費，每個

月為正版平臺貢獻一杯奶茶錢那麼簡

單。字幕組的存在，對於國內影迷意味

著什麼？

在高牆背後，字幕組一直充當著文

化搬運工的角色，讓國內網民和外國網

友幾乎同步地看到世界。有人稱字幕組

為普羅米修斯般的「盜火者」。字幕組

掌握著影視資源、翻譯、時間軸、壓制

的技術，卻並未壟斷、謀利，而是無償

分享給大眾。因為無所顧忌，不為酬勞

所工作，才能享受這份自由。在人人影

視宣布關停站點的微博下，留著一句拉

丁文「invictus maneo」，這句台詞出自

美劇《疑犯追蹤》，意思是「我們仍未被

征服」。

俄美走近
戰狼為何不敢向普京呲牙？

字幕組：隱者的江湖

◎文：何清漣

◎文：佚名

字幕組曾被譽
為近五十年
最出色的文化
交流使者（網
路）

美國總統川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 （EPA）



Auto & Travel
車行八方 

卡爾加里版

廣告洽詢專線：1-403-988-1836  Email: sales.calgary@visiontimes.com 投稿與反饋：editor.calgary@vision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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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7 日—5 月 13 日第 105 期 B 版

【看 中 國 訊】運 動 型 多 功 能 車

（SUV）以其實用、多樣化、新穎的特

點風靡汽車市場。汽車製造商們也在更

加積極的創新和研究。這裡是美國汽車

製造協會（AMA）的專家給讀者評出

的 10 款加拿大 SUV 市場上的佼佼者。

緊湊型SUV之冠 
豐田RAV4

RAV4 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在加拿

大最暢銷。最近又做了全面更新，操

控性能、內飾都有長足改進，增加了

混動型，而且採用了 Camry 的 2.5 升

4 缸發動機和 8 速自動變速箱，使其

可靠性和保值性更上一層樓。

中型SUV之冠 
豐田Highlander
Highlander 的 轉 售 價 值 和 可

靠性為同類產品之冠。可容 8 名乘

客，擁有巨大的行李空間，第二排座

椅可輕鬆滑動方便進入第三排座。

Highlander 採用 3.5 升 V6 發動機和

全輪驅動，還可以選擇混動型。

全尺寸SUV之冠 
雪佛蘭Tahoe

Tahoe 採用傳統的皮卡底盤，經

典的 SUV 設計使其更適合越野。它也

非常適合牽引：牽引力達 3,901 公斤。

豪華SUV之冠 
保時捷Cayenne

它的製造品質、內飾、操控性和

動力無與倫比。Cayenne 有三種動力

選擇，340 馬力的 V6 和 550 馬力渦

輪增壓 V8 發動機以及插電混動型。

雖然價格不菲，但是非常保值。

超值SUV之冠 
現代Kona

Kona 是 現 代 最 新 款 緊 湊 型

SUV。起價僅為 21,000 元，可容 5
名乘客，標配加熱前排座椅、倒車攝

像頭以及安卓蘋果兼容的信息娛樂系

統。動力選擇有 147 和 175 馬力以及

全輪驅動。

省油SUV之冠 
雪佛蘭Equinox

Equinox 為緊湊型 SUV，配備

柴油發動機。百公里油耗城市 / 高
速僅為 8.5/6.0 升，高速上比豐田的

RAV4 混動車更省油。

豪華省油SUV之冠 

凌志RX450h
RX450h 是混動型 SUV，城市 /

高速百公里油耗為 8.1L /8.4L。它還

有加長版，可容 7 名乘客。雖然價格

昂貴，但有無可挑剔的製造質量和精

緻的內飾艙，可靠性和轉售價極高。

大力士SUV 
福特Expedition
Expedition 是為牽引而打造的全

尺寸 8 座 SUV，渦輪增壓 V6 發動

機能提供 4,173 公斤牽引力。它的內

飾、操控和寧靜堪輿豪華車媲美。

越野SUV之冠 
吉普Wrangler

Wrangler 標配全驅，是最具能力

的越野 SUV，動力採用渦輪增壓 4 缸

發動機，可升級到 3.6 升 V6 或 3 升

V6 渦輪柴油發動機。

最酷SUV 
奔馳G級

奔馳 G 級的品牌影響力與高度

精緻的造型相結合，使其成為最酷的

SUV。它採用卡車底盤，無論在甚麼

路上都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表演者。

【看中國訊】檢查引擎（Check 
Engine）燈亮起來了，司機通常會很

緊張，不知如何是好。下面就給大家

講講檢查引擎燈亮是怎麼回事兒，應

該如何處理。

汽車的儀錶板上有許多警示

燈，如燃油、擦窗水等，它們都比

較直觀。檢查引擎燈在啟動汽車時

會亮約 6 秒鐘，然後熄滅，這是正

常情況。

和引擎燈有關的主要是一些感測

器或發動機運轉時所需要的一些參

數。引擎燈亮了後，可以通過專用的

儀器連接到汽車上的一個插座讀取故

障信息，進一步分析。引擎燈的主要

工作是讓駕駛員知道某個感測器出現

故障或汽車未正常運轉。

引擎燈可以是持續亮或閃爍亮。

如果是持續的，通常情況下，只要儀

錶板上沒有其它警告信號，發動機運

行平穩，您可以繼續開車，也許還能

開個幾百公里，但是要注意任何異常

並儘早解決，畢竟它表明有問題。

有些平時不注意的小動作也會引

起引擎燈亮，如油箱蓋沒有擰緊或者

老化了，自己做維護時好奇拔插了

某個零件等。只要糾正了，開個幾

百米，引擎燈就會熄滅。如果不是

這些，就可能是某個感測器出故障

了。雖然車還能開，效率會下降，還

可能導致更大的故障，所以要儘早 
修理。

如果引擎燈閃爍，那表示有嚴重

問題，應找個安全的地方停車，打電

話給修車行，請他們來檢查或拖到車

行修理。引擎燈閃爍時的一個常見故

障是催化轉換器，如果不及時停車，

會很快導致催化轉換器失效。催化轉

換器的價格約為 500 至 1,000 元，所

以不要因小失大，因為還能繼續開就

罔顧引擎燈閃爍的信號。

引擎燈亮過後有時會自動熄滅，

有時又會亮起來。不管哪種情況，都

應該到車行去請技師檢查一下。

【看中國訊】讀者譚雅問：我看了

一些人開車時錄製的 Facebook 實時

視頻。但是想知道這種實時直播是否

屬於分心駕駛。

專家奇爾（Jason Tchir）展示了

一段視頻：2017 年一名加州婦女因一

次酒後駕駛，導致其 14 歲的妹妹喪

生。她被判處 26 個月監禁。她在撞

車之前、之中和之後都在進行實時流

媒體播放。

溫哥華警方發言人羅德（Aaron 
Roed）中士說：「如果您在開車時手

持手機，那是違法的。您如果實在想

自拍，可在開始駕駛之前把電話或視

頻設備安裝在固定位置上。」

在卑詩省，即使將手機安裝在支

架上，駕駛時也不允許觸摸它。這意

味著除非停車，否則您無法開始或停

止錄製。同樣的規則也適用於自照。

如果被發現違反這項規定，將被罰款

368 元，記 6 分，並由政府經營的保

險公司收取 175 元的費用。即使在您

錄製時沒有被警察抓住，他們也可能

在觀看視頻後開罰單。「警察甚至可

以使用提供給他們的視頻進行調查，」

羅德說。

規則因省而異。但是通常來說，

當您開車時，如果您將手機放在座

位、膝上或杯託中，則無法在握住方

向盤同時使用手機並注視前方。即使

安裝了免提電話，大多數省份（包

括魁省和安省）都禁止出於任何與

駕駛無關的目的使用手機。因此，

您可以看 GPS 地圖，但不允許查看

Facebook 評論等視頻。

如果您的乘客接電話或拍攝視頻

什麼的是允許的。但是，如果您凝

視著攝像機並偏離車道或導致撞車，

則可能會面臨包括分心駕駛在內的罰

單。根據《刑法》，您還可能被控以危

險駕駛罪名，可能會導致長達五年的

監禁。

交通傷害研究基金會（TIRF）發

言人鮑曼（Karen Bowman）說：「當

駕駛員在駕駛過程中執行非駕駛任務

時，例如進行自拍照（免提或其他方

式）或實時流式傳輸，大腦將無法處

理重要信息。」換句話說，駕駛員好

像在看路，但實際上並沒有看到將要

發生什麼。

鮑曼說：「司機需要牢記的是，

道路環境每秒鐘都會發生變化，所以

在開車時必須專注於道路上，以便應

對意外情況。」

FACEBOOK

 汽車保養
(整版圖片來源：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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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大鱷孫宏斌旗下的

融創中國是典型的有背景的頂

級財閥，這些年接連接盤了萬

達的文旅板塊、泛海集團的地

產板塊，收購環球世紀的股

權，個個都是大手筆的收購。

像孫宏斌孫老闆這麼出手闊綽

了，現在就連這樣的頂級財閥

都開始謹慎了，開始收縮了。

（編者註：今年 3 月 27 日記業

績發布會上，孫宏斌告訴投資

者，融創今年要做三件事中包

括處置一些持有資產等。）中國

的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也該有所

警醒？

此刻一些大陸媒體、中介

人員又來炒作房地產的搶購

潮，只能說明房地產行業的現

金流比我們外部人想像的還要

緊張。中資房企美元債的發行

在 3 月份大幅減少，3 月份由於

海外債券市場拋售中資房企的

美元債，導致這些債券暴跌，

加劇了投資人對中資房企現金

流的擔憂。

中國老百姓資產的 70%
左右都在房地產上，對中國經

濟、政治、乃至社會制度都會

產生巨大影響的一個行業。所

以分析中國房地產，視角要足

夠寬廣、深刻，才能洞悉它的

過去、今生和來世。

下面我就分三點闡述，第

一談中國房地產發展到今天的

時代背景；第二 2 點談中國房

地產行業牽連著哪些領域，為

什麼說它舉足輕重，甚至一定

程度已經綁架國運。第 3 點談

我的判斷和結論，房地產最後

會崩潰，但是這個崩潰會發生

在企業破產、失業蔓延、金融

危機之後。也就是房地產會是

最後一個倒下的。

首先第一點，中國在1999年
以前是不存在商品房的，都
是單位分房。1999年以後才
有了商品房制度，房地產行
業可以說是從無到有的一個
過程。短短20年的發展到了
今天。那中國房地產行業之
所以能發展成一個年銷售額
15萬億人民幣，整個上下游
佔中國GDP30%左右的一個
產業，是有深刻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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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kFinance蒙面財經

開放商、銀行已經成為利益共

同體。開放商鏈接著實體經

濟，銀行鏈接著金融系統，地

方政府連接著土地財政，開發

商、銀行、地方政府這三者可

以說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而廣大購房者，則他們的交
易對手方，打個不恰當的比
方就是：地方政府、開發商、
銀行這三者利益同盟就是大
莊家，普通老百姓就是普通
散戶，韭菜。

我總結為以下 
幾個因素：

第一，契合了中國融入全

球經濟的浪潮，有中國經濟蒸

蒸日上的這個大背景、大環境；

第二，有人類歷史上到目

前為止最大的人口規模，14 億

人口有著海量的需求；

第三，文化習俗、社會制

度使得買房和婚姻大事和子女

教育乃至和一個人的社會地位

相掛鉤。

第四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點，也是會產生泡沫的根源，
就是長期的順週期發展過
程中，中國人產生了房價永
遠漲的信仰。因為近20年來
中國房地產可以說沒有真
正的大幅下跌過。每次經濟
小週期的下跌，比如2008
年、2014年，伴隨著中國的
刺激經濟政策，都會迎來報
復性上漲，更加強化了人們
房價永遠漲，政府不會讓房
價跌的信仰。

大家看看這張圖，就知道

中國的房地產業可以說是宇宙

第一大行業，全球排名前十的

房地產大亨、家族，中國佔了 8
席，美國有一席，英國有一席。

接下來談第二點：現在中

國房地產業變得舉足輕重，它

關聯了三個方面：

首先，實體產業層面。

房地產是國民經濟領域最大

的基礎建設，全中國社會權重最

大的產業，它會拉動經濟領域除

了農業以外的幾乎所有行業同步

發展擴張，比如鋼鐵、水泥、煤

炭、建築、裝飾，工程機械，乃

至家用電器，汽車這些產業。這

實體層面，房地產行業上下游帶

動影響的方方面面，相信不用多

說，大家也明白。

第二層面，金融層面， 
主要是銀行層面。

房地產作為銀行的核心抵

押物而帶來的信用放大器作

用，也就是說我們平時所說的

放水，它離不開房地產這個銀

行的核心抵押物。只有房地產

在價和量兩方面的擴張才能帶

來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大擴張，

帶來貨幣的大擴張。可以說每

一次的房地產大漲，都是一次

貨幣寬鬆的盛宴。

相信大家都聽說過一句話：

房地產不能跌，政府也不會讓

它跌，因為跌了銀行也就完蛋

了。這句話好多人是認可的，

其實這背後就是反應了房地產

和銀行深度綁定的一個現狀。

第三個層面， 
土地財政層面。

現在賣地收入一年 7 萬多

億，是一筆非常大的收入，地

方政府還有一個收入來源，就

是發債，那之所以地方政府債

券能賣的出去，重要原因也是

投資人相信你手裡有地，不行

就賣幾塊地來還債。所以說房

地產早已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

錢袋子。

通過這三角度，我們可以

看到房地產行業牽連之廣，都

是國之命脈。有了這個認識以

後，我們就能明白：地方政府、

最近我看很多媒體，

尤其是跟房地產利益綁得

比較深的一些媒體，在渲

染搶房潮。疫情中的中國，

危機現在還在不斷深化，

每個人都有切身體會，工

作的人擔心失業降薪，做

企業的擔心現金流斷裂，

地方政府擔心財政收支壓

力。大陸的朋友注意臨街

的一些商鋪，應該可以看

到很多轉租的告示。但是

比較有意思的是這些告

示有時候會被城管都撕下

來，不讓你看到鋪面的這

種蕭條。

現在很多地產商都是國資背

景，拿地非常積極，其實地方政

府、開放商、銀行，他們三家坐

下來一談就能確定這塊地要不要

賣，要賣多少價格，哪是什麼掛

牌決定，所以你經常看到地王的

出現，尤其是最近，經濟情況這

麼差，還能不斷拍出地王，那其

實是給大眾看的，告訴你地皮還

是很貴，不要指望房價會降，強

化你房價永遠漲這種預期。

未來房地產怎麼走，我們在

下期再跟大家繼續解析。

中國房地產的終極宿命 中國房地產的終極宿命 
比想像中更殘酷比想像中更殘酷（上）（上）

 

 

排名 姓名 財富（億人民幣） 財富變化 公司 年齡 居住國 

1 許家印 2,310 -11% 恆大 62 中國 

2 李嘉誠 2,000 -3% 長江實業 92 中國 

3 楊惠妍家 1,890 17% 碧桂園 39 中國 

3 李兆基 1,890 0% 恆基兆業 92 中國 

5 劉鑾雄家 1,190 6% 華人置業 69 中國 

5 唐納德·布 1,190 0% 歐文公司 87 美國 

5 鄭家純 1,190 0% 周大福 72 中國 

5 休·葛洛夫 1,190 0% 葛洛夫納 29 英國 

5 王建林家 1,190 0% 萬達 66 中國 

10 姚振華 1,120 14% 寶能 50 中國 

 

（本文節選自《MaskFinance蒙面財經》youtube.com/c/maskfinance）

財經 
評析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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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隱寓恬淡之心，以草色入

帘青的生機盎然點明恬淡中充

滿生機的狀態。交朋識友，皆

是同道高潔之士，撫琴研經，

遠離嘈雜的音樂，遠離傷神的

公務，這種既像隱士，又存在

塵世的生活方式，是道德高尚

之士羨慕的，也是凡夫俗子們

嚮往的。

「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諸葛亮是閑居隆中草廬以待

明主出山；而揚雄呢？是淡薄

於功名富貴，潛心修學之士，

雖官至上品，然他寵辱不驚，

卻是後世的典範。劉禹錫表達

的是：處變不驚、處危不屈、

堅守節操、榮辱從容的意思。

既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又想

逢明主一展抱負，若無明主，

也甘於平淡的那種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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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
之謎

◎ 文：雲天月

一般認為，木蘭的形象和事跡可能存在民間原型，但木蘭
的真實名字早在唐朝前已不清楚。《木蘭詩》所講人、事，當是在民
間原型故事基礎上，為塑造木蘭英雄形象又進行過文學加工。

千古奇女子 木蘭不姓「花」

「木蘭」不姓「花」，這點是

比較肯定的。迪士尼影片英文名

《MULAN》，當譯作《木蘭》，

譯作《花木蘭》其實是不對的。樂

府《木蘭詩》中，四次提及主人翁

只稱「木蘭」。北宋郭茂倩在詩

題敘錄中轉引陳代智匠《古今樂

錄》中的記載說：「木蘭，不知

名。」可見，南朝人智匠對木蘭

的身世已經不清楚。郭茂倩對木

蘭生平也無任何補充，足見態度

之審慎。

木蘭故事在唐代十分盛行。

李冗《獨異志》記載：「古有女木

蘭者，代其父從征，身備戎裝，

凡十三年，同夥之卒，不知其

是女兒。」與樂府《木蘭詩》內容

基本相同。但唐代民間卻有超

出《木蘭詩》文本信息的其他說

法。據《舊唐書》卷四十、《新唐

書》卷四十一「黃州」條下記載，

唐初黃州曾下領「木蘭縣」，其

地又有「木蘭山」。晚唐會昌

年間，出任黃州刺史的杜牧作

《題木蘭廟》一詩，可知當地還

有祭祀木蘭的廟宇。但黃州的木

蘭，並不姓花，而是姓朱。清

康熙年間所修《黃陂（pí）縣誌》

說：「木蘭，本縣朱氏女，生於

唐初……假男子代父從軍……至

今其家猶在木蘭山下。」但隋唐

文獻中並沒有記載木蘭縣、木蘭

山得名的原因，其縣及山是否因

「木蘭」得名，難以確證。

「花木蘭」這個名字，是明

代文學家徐渭起的。徐渭的戲劇

《雌木蘭替父從軍》，開首即言：

「妾身姓花名木蘭……世住河北

魏郡。俺父親名弧，字桑之，平

生好武能文，舊時也做一個有名

的千夫長。娶過俺母親賈氏，生

下妾身，今年才一十七歲。」如

此詳細的身世介紹，只能是藝術

家的師心獨造，不能當作史實。

明清時期大量記載木蘭事跡的方

志、野史，內容大多靠不住。各

地木蘭廟、孝烈將軍廟，皆源於

木蘭名聲，主動附會其鄉籍所

立。元代侯有造《孝烈將軍祠像

辨正記》，說木蘭為魏姓女子，

替父從軍，返鄉後天子欲納木

蘭，木蘭以死相拒。此碑文、碑

石現存河南商丘虞城縣周莊木蘭

祠前，是目前國內發現最早的記

載木蘭生平的石刻文獻。但唐宋

以來，木蘭廟、木蘭祠在全國不

止一處。凡木蘭廟所在地區，都

會竭力證明木蘭為本地人。木蘭

到底是何方女子？如今恐怕難說

清楚了。

對於《古今樂錄》所說「木

蘭，不知名」，應該這樣理解：

「木蘭」只是複姓，名字卻不

知道了。木蘭生活的北魏時

期，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

立的政權，鮮卑族本多複

姓。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

後，施行漢化，許多雙字

南北朝時期，北方本不乏武

藝高強的女子。如北朝民歌稱頌

的李雍容，是與木蘭時代相近的

另一女性豪傑。當時民間流行的

《李波小妹歌》，就是歌頌李雍容

的，歌辭裡說：「李波小妹字雍

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

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

逢？」（見《魏書》卷五十三）至

於女扮男裝混於軍營，後世也有

仿效木蘭的奇女子。《明史》卷

三百一《韓貞女傳》記載了一位叫

韓貞女的女性，「元末明玉珍據

蜀，貞女慮見掠，偽為男子服，

混跡民間。既而被驅入伍，轉戰

七年，人莫知其處女也。後從玉

珍破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

都，始改裝而行，同時從軍者

莫不驚異。」我們從韓貞

女身上，再次看到木蘭的身影。

有些改編木蘭故事的影片

中，說周圍夥伴甚至天子早知此

事，卻秘而不宣。首先這肯定不

是《木蘭詩》的原意。如果這樣

敘事，在結尾處木蘭也不會那般

神氣了：「安能辨我是雄雌」。

《木蘭詩》具有民間故事的基礎，

無論講述者還是聽眾，都有一定

獵奇心理。為了「傳」其「奇」，

對人物拔高一點，細節之處略加

虛構，也未為不可。今天聽故事

的人，大沒必要在那些「傳奇」

的地方，非得考究一下真假。

「易俗去虎」的奇蹟

宋均字叔庠，是南陽安
眾人。在漢武帝建武初年，他
父親宋伯任宮中要職的五官
中郎將，宋均因為父親的緣
故在十五歲時就任郎職。宋
均非常勤學，尤其好研讀經
書，每逢休假日，就跟著五經
博士學習，通詩禮二經，善于
思考論證疑難問題。

或三字姓都進行了簡化。北魏

前期兵役制度主要為世兵制，作

戰部隊是以鮮卑人為主體，漢人

僅負責「服勤農桑，以供軍國」

（《魏書．劉潔傳》），一般不服兵

役。根據《木蘭詩》反映的時代和

地理環境分析，木蘭很可能是一

位鮮卑族姑娘。智匠說「木蘭，

不知名」。但詩中四次提到「木

蘭」都是人稱代詞。對此，比較

合理的解釋是，「木蘭」為姓氏，

其名已不可考。

事實上，現在蒙古族名字

叫木蘭的人很多，正如居住蒙古

當地的漢族也會跟蒙古族一樣稱

「野百合」為「山丹」，木蘭這

個名字也很可能從當地發源。北

魏都城是在現在內蒙古「和林格

爾」一帶，或許那裡就是木蘭的

故鄉。

至於木蘭是如何在軍中隱藏

她的女兒身的？坦白說，誰也不

知道。《木蘭詩》明確告訴我們，

「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

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木蘭也自述「安能辨我是雄雌？」

如果硬要問木蘭是怎麼做到的？

只能從木蘭的身形長相上猜測一

下。原詩沒有交待木蘭的身形面

容，只說她能征善戰。木蘭能女

扮男裝混入軍中，至少不會是

弱柳拂風類型的女子。

二十多歲時，他出任辰陽

長。當地有崇拜巫鬼的習俗，為

山鬼娶親，宋均為當地設立學校

讓人民受教育，禁絕淫祀，讓人

民走上正道，過著安心的生活。

後來他出任九江太守、河內太守

等官職，以德行政，老百姓很感

念他的德澤教化和寬厚恩惠，地

方變得純樸安和。

在當九江太守前，武陵蠻人

造反，宋均受詔傳令發救兵。援

兵伏波將軍馬援雖然來到前線，

阻擋了賊兵的前進，卻死於軍

中。軍隊失去將帥，很多軍士又

患了溫濕瘴癘，死了大半。那時

身為隨師監軍的宋均展現超常的

智謀和勇氣。軍在外，他臨危矯

制假詔書，以漢廷恩威震攝蠻

夷，讓蠻夷斬將投降。

宋均入賊營解散蠻兵，遣返

歸鄉，漢軍得以不戰而勝班師

回朝。回朝前宋均先自

我彈劾矯制之罪，向朝

廷請罪。光武帝嘉獎他

的智勇和功勛，迎接他

返朝並賞賜了金帛，後

來每有四方諸侯國的異

議，也常常訪問宋均徵

詢意見。

宋均來到九江郡出

任太守時，九江郡頻頻

傳出老虎暴行的事故，

常常有百姓受害。

宋均到了九江，傳

下公文給所屬的縣官

說：「虎豹在山，黿鼉

在水，各有它們的棲息

地。九江在江淮竟然有

猛獸，是異常的現象。

老虎危害地方的人民，過失在

於殘暴禍害人民的苛刻官吏，

所以說勞師動眾設置柵欄陷阱

捕虎，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

務必根除那些官吏貪心殘忍、

邪惡激亂的過失，轉向忠誠、

善良上下功夫才行。現在，可

以除去全部柵欄陷阱，並且除

去對百姓的剝削苛法。」

在宋均以仁政治理九江之

後，傳說老虎一隻隻東遊渡江而

去，離開了九江郡。中元元年

（公元 56 年），山陽、楚、沛等

地有多起蝗災，那些蝗蟲飛到了

九江邊界，則各自往東、西散

去，都不飛入九江郡。這些治理

地方的奇蹟，讓宋均遠近馳名。

老虎吃人，人會本能的害

怕，從而想去採取人中的辦法，

設置各種柵欄或陷阱等各種措

施，卻仍然解決不了虎患問題。

宋均從道德入手，實行仁政，教

化民眾，善心化民，虎患不治而

癒。措施只能治標，而提高人的

道德，使人心向善，可以從根本

上改變社會，才能免受災禍。

網絡圖片

《陋室銘》

賞析：文章區區八十一字，節

奏分明、音韻和諧，讀來抑揚

頓挫，和諧悅耳，金石擲地又

自然流暢，一曲既終，猶餘音

繞樑，文章一韻到底。

作者在文中不是以「君子」自

我標榜，而是以君子的敬德修

業律已，表現為一種對人生失

意與仕途坎坷的超然豁達和樂

觀開朗的人生態度。

《陋室銘》開篇以山水起興，

引入正題。山可以不在高低，

水可以不在深淺，只要有了仙

龍就可以出名，那麼居處雖

簡，因主人的有「德」而「

馨」，說陋室因為有道德品質

高尚的人存在當然也能出名。

作者匠心獨具，構思奇妙。

文章以苔痕上階綠的淡雅之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

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帘青。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 

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詩詞
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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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國有個寶貝，叫作岑鼎。這只岑鼎

形體巨大，氣勢宏偉雄壯，鼎身上鑄上了

精緻美麗的花紋，讓人看了讚歎不已。魯

國的國君把它看作鎮國之寶。

某年，齊國向魯國發起了聲勢浩大的

進攻。魯國勢弱兵敗。魯國國君只得派出

使者向齊國求和。齊國有個條件：要求魯

國獻上岑鼎以表誠意。魯國的國君很著

急，不獻，齊國不願講和；獻，又實在捨

不得。如何是好呢？左右為難之際，魯國

大臣出了個主意：「大王，齊人從未見過

岑鼎，我們何不另獻一只鼎去，這樣既

能簽訂和約，又能保住鎮國之寶。」「妙

啊！」魯國國君欣然接受。

於是，魯國悄悄地換了一只鼎獻給了

齊國的國君。齊國國君左看右看，總覺得

這只鼎雖也稱得上巧奪天工，似乎還是不

如傳說中那樣好，再加上魯國答應得這樣

爽快，便懷疑這只鼎的真假。然而如何

才能驗證它的真偽呢？一位聰明的大臣

建議：「聽說魯國有個叫柳季（ 柳下惠）

的人，是魯國最講信用的人，畢生沒有說

過半句謊話。我們把柳季找來。」齊王同

意了這個建議， 於是派人把這個意思傳達

給了魯國國君。

魯國國君沒有別的路可走，只得把

柳季請來，對他把情況講明，然後央求

他說：「就請先生破例說一次假話，以保

全寶物。」柳季沉思了半晌，嚴肅地回答

道：「您把岑鼎當作最重要的東西，而我

則把信用看得最為重要，它是我立身處世

的根本，是我用一輩子的努力信守的東

西。現在大王想要微臣破壞自己做人的根

本，來換取您的寶物，恕臣無法辦到。」

魯國國君聽了這一番義正辭嚴的話，知道

再說下去也沒有用了，就將真的岑鼎獻給

了齊國，簽訂了停戰和約。

柳季在利益衝突、生死關鍵仍能堅守

做人的底線——誠實， 實在難能可貴。他

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無論在何種情況

下，我們都不能放棄做人的根本。柳季確

實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賢者。

克爾曾經是一家報社的職員。他剛到

報社當廣告業務員時，對自己很有信心，

他給經理提出不要薪水，只按廣告費抽取

佣金。經理答應了他的請求。

於是，他列出一份名單，準備去拜訪

一些很特別的客戶。公司裡的業務員都認

為那些客戶是不可能與他們合作的。

在去拜訪這些客戶前，克爾把自己

關在屋裡，站在鏡子前， 把名單上的客戶

唸了 10 遍，然後對自己說：「在本月之

前，你們將向我購買廣告版面。」

他懷著堅定的信心去拜訪客戶，第

一天，他和 20 個「不可能的」客戶中的 
3 個談成了交易； 在第一個星期的另外

幾天，他又成交了兩筆交易；到第一個

月的月底，20 個客戶只有一個還不買他

的廣告。

在第二個月裡，克爾沒有去拜訪新

客戶，每天早晨，那拒絕買他的廣告的

客戶的商店一開門，他就進去，請這個

商人買廣告，而每天早晨，這位商人卻

回答說：「不！」每一次，當這位商人說

「不」時，克爾就假裝沒聽到，然後繼續

前去拜訪。到那個月的最後一天，對麥

克已經連著說了 30 天「不」的商人說：

「你已經浪費了一個月的時間來請求我買

你的廣告，我現在想知道的是，你為何

要堅持這樣做。」

克爾說：「我並沒浪費時間， 我等於

在上學，而你就是我的老師，我一直在訓

練自己在逆境中的堅持精神。」

那位商人點點頭，接著克爾的話說：

「我也要向你承認，我也等於在上學，而

你就是我的老師。你已經教會了我堅持到

底這一課，對我來說，這比金錢更有價

值，為了向你表示我的感激， 我要買你的

一個廣告版面，當作我付給你的學費。」

《說文解字》中說：「信，誠也，從

人，從言。」也就是說，「人言成信」，

「誠從成言而得」。要做到「信」，必須

說話誠實，言出必踐。對於誠信，古人

留下了許多至理名言，如「輕諾必寡信」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無信，不

知其可也」「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

期約，時刻不易」「誠則是人，偽則是禽

獸」等等。三國時期統一北方的魏武帝曹

操就是這樣一個「以信待人」之人，天下

英雄因而多歸附他。

善待陳宮家人

《三國誌》記載，陳宮，三國時知名的

謀士，在曹操擔任東郡太守時，陳宮成為

他的部下。在曹操討伐青州黃巾軍時，陳

宮積極為其謀劃，使其入主兗州。之後，

曹操和平收降青州兵，陳宮也都參與出謀

劃策。可以說，當時二人關係十分密切，

陳宮亦希望與曹操共同成就霸業。

其後，因自疑，陳宮趁曹操東征之

機，背叛曹操，投奔了呂布。公元198年，

在呂布被曹操大軍圍困幾個月後，呂布投

降。當時劉備提醒曹操不能留下呂布，因

為他「是個反覆無常之輩，此時不殺，日

後必生災禍」。曹操決意殺掉呂布。

對於一同被俘的陳宮，曹操問他該

怎麼辦，陳宮回答說：「我作為人臣卻不

忠，作為人子卻不孝，理應奔赴刑場。」

曹操惋惜道：「你死了，你老母親怎麼辦

呢？」陳宮長長地嘆了口氣，說：「我聽

說打算以孝治天下的人，是不會害死他人

的父母的，我老母親是死是活，只能由你

來決定，已經不是我所能決定的了 !」曹

操又問：「那麼，你的妻子、兒女怎麼辦

呢？」陳宮回答說：「我聽說打算施仁政

的人，是不會加害別人的妻子兒女、殺

絕別人的後代的。我的妻子和孩子是死

是活，同樣也只能由你來決定。」曹操聽

了，沒有說話。

過了一會兒，陳宮要求道：「請把我

拉出去處死，以彰明軍法！」說完自己就

往外走，士卒怎麼攔也攔不住。曹操無計

可施，只得抱拳說道：「你放心，你的老

母親就如我的母親，我一定替你為她養老

送終！」曹操流著眼淚在後面送行，陳宮

這時卻頭也不回。

陳宮死後，曹操沒有忘記自己的承

諾，特地將他的老母親接來奉養，直到去

世；其女兒長大後，又為她操辦婚事。曹

操對陳宮家人的關心、照顧，比當初陳宮

在世時還要週到。

赤誠之心待關羽

《三國演義》中描寫關羽為了保護兩

位嫂子，不得已投降了曹操，但與曹操約

定，一旦得知大哥劉備的下落後，馬上離

去。愛惜人才、喜愛關羽的曹操答應了他

的要求。在關羽歸降後，崇尚節儉的曹操

為了收服關羽的心，不僅送江南美女、送

美酒佳餚、送金銀綢緞，還送所有愛將都

想得到的原呂布坐騎赤兔馬，並請獻帝下

令封關羽為漢壽亭侯。

而《三國誌》的記載是：「曹公禽羽以

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後人有猜

測關羽降曹是以為劉備死於亂軍中，但當

他聽說劉備在袁紹軍中時，就義無反顧地

決意離開曹操。《三國誌 · 關羽傳》上記

載，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

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

而遼以問羽，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

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

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

去。」

張遼將關羽的話告訴曹操後，曹操認

為關羽忠義可嘉。在關羽殺了袁紹的大將

顏良、報了曹操的恩遇後，曹操知道他一

定離去，就重加賞賜。不久，關羽將所有

的賞賜封存，留書告辭。曹操的手下想要

追趕關羽，曹操沒有同意，認為「彼各為

其主，勿追也。」

註釋《三國誌》的裴松之在這段史料

之後不禁感嘆道：「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

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

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實曹公之休美。」

無疑，曹操禮遇忠義的關羽，對他守信重

諾，天下人都看在眼中，英雄豪傑自是來

歸附。

用人不疑

曹操在以誠信待人的同時，對謀臣、

將領也是非常信任、寬容，即用人不疑。

如在官渡之戰時，曹操以弱勝強，大敗袁

紹後，在整理袁紹的信件時，發現自己軍

中有一些謀臣，在戰前與袁紹通信。於是

他說：「自己都沒把握贏，這些謀臣為自

己的後路打算是情有可原的。」還當眾把

信件燒燬，這使得那些謀臣內心非常感激

他。而這也充分體現了曹操寬廣的胸襟。

以信待人、待人慷慨的曹操，天下信

之，也因此身邊聚集了天下眾多的英才，

輔佐他完成霸業。後來，曹操去世的消息

在朝堂上發布後，群臣相聚哭作一團，連

上朝的行列也無法保持。這樣真情實感的

流露，不正是對以信待人、以誠待人的曹

操的最好讚詞嗎？

The state of Lu is home to a great trea-
sure, known as the Tripod Cen. The 

tripod is huge and magnificent, with a deli-
cate and beautiful pattern cast on the sur-
face, which looks marvellous. The king of 
Lu regarded the tripod as the country’s most 
valuable item.

  One year Qi launched a huge attack on Lu 
and Lu was defeated. The king of Lu sent an 
envoy to negotiate peace with Qi. Qi said: 
Lu’s sincerity can be demonstrated by dedi-
cating the Tripod Cen to Qi. The king of Lu 
was anxious. If he did not give the tripod 
to Qi, Qi would not make peace with Lu. If 
he accepted Qi’s demand, he would lose his 

most highly treasured possession. He was 
in a dilemma and didn’t know how to solve 
this problem.

  An official came up with an idea: “Your 
Majesty, Qi has never seen the tripod. Why 
don’t we offer Qi another tripod in place of 
the Tripod Cen? So, we can not only sign 
a peace agreement, but also retain the most 
valuable artefact in our country.” “Won-
derful!” the king of Lu accepted the sug-
gestion.

  So, Lu sent another tripod to Qi. Observ-
ing it carefully, the king of Qi felt that this 
tripod looked ingenious, but it seemed not 

to be as good as people said. Lu had sent 
this tripod to Qi so easily that he doubted 
whether it was the Tripod Cen. How could 
he check its authenticity?
 
 An official suggested: “I heard that Lu Jiu 
(namely Liu Xiahui) is the most credible 
person in Lu, who never lies. We can invite 
him to Lu and ask him the truth about the 
tripod.” The king of Qi agreed to this sug-
gestion and sent a messenger to tell the king 
of Lu this message.

  The king of Lu had no choice but to invite 
Liu Ji to the royal palace, explaining the 
situation to him, and begged him: “To keep 
the most valuable treasure in Lu, I beg you 
to tell a lie just this once.” After pondering 
for a while, Liu Ji replied seriously: “You 
regard the Tripod Cen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 take honesty as the most im-

portant thing. Honesty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hat I  deal with people, and I stick to 
it throughout my entire life. Now you want 
me to destroy 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be-
ing a human in exchange for your treasure. I 
beg your pardon. I cannot do it.” 

  After listening to the righteous words, the 
king of Lu realized that it would be useless to 
argue further. So, he dedicated the Tripod Cen 
to Qi and signed a peace treaty with the king.

  In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life and death, 
Liu Ji was able to adhere to the bottom line 
of being a person through honesty, which is 
an invaluable character. He also gave us a 
paradigm that no matter what the circum-
stances, we cannot give 
up our foundation of be-
ing a human. Liu Ji is in-
deed a veritable sage.

Ker used to work for a newspaper office. 
He was confident when he was hired as 

an advertising salesperson, claiming that he 
did not need a salary. He only charged the 
commission of the advertising income. His 
boss accepted his request.

  Ker created a list and prepared to visit 
some special clients. Other people in the 
sales team thought those clients were im-
possible to collaborate with.

  Before visiting the clients, Ker locked him-
self in a room, standing in front of a mirror, 
repeating the names on the client’s list and 
said to himself,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all of you will buy advertising from me.”
 
  He held great confidence when he visited 
the clients. On the first day, he concluded 
3 deals out of the 20 “impossible” clients 
list”. He concluded two more deals in the 
first week.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month, 
only one client out of the 20 had not bought 
his advertisement.

  In the second month, Ker did not visit any 

new clients. Instead, he went to visit the 
one who had rejected him. Every morning 
when he opened the shop, Ker went inside 
and promoted the advertising. However, the 
shop owner kept saying “No” to him. Ker 
pretended that he did not hear that and car-
ried on visiting him. On the last day of the 
month, the shop owner told Ker,
 
  “You have wasted one month requesting 
me to  buy your ads. I just want to know the 
reason. Why do you keep doing that?”

  Ker replied, “I did not waste time. I feel 
like I am taking a lesson and you are my 
teacher. I keep training myself to persevere 
in adversity.” The shop owner nodded and 
told Ker, “I have to confess that I am also 
learning from you. You are my teacher as 
well. You have taught me the lesson of per-
severance. This is more valuable than mon-
ey. To show my gratitude, I’d like to buy 
your ads as my tuition.”

柳季與岑鼎

鍥而不捨

魏武帝曹操 以信待人

柳季讀書畫像（網絡圖片）

Liu Ji and the Tripod Cen

Perseverance

◎文：白雲飛

◎文：司徒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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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絕倫

2018年，美國探險

家在百慕大三角深處尋

找古代沉船時，意外發

現了一艘外星沉船。科學

家認為，外星人或許幾

千年前就到訪過地球。

◎文：蘭心

一種新型「瞬間放射療

法」技術，可以成功殺滅癌細

胞，保證健康細胞不受損。

這種「瞬間放射療法」技術，

是將幾週內向患者照射的輻射

量，在幾百毫秒的瞬間一次性

照射在腫瘤上，達到阻止腫瘤

的生長，但周圍健康組織卻完

好無損的目標。目前對小鼠身

上較小的腫瘤實驗成功。

研究者之一賓州大學醫

院放射腫瘤學副教授辛格

（Keith Cengel）說，不同的

腫瘤類型都有針對治療的粒

子，比如質子可能對某些患者

比較適合。

Live  Sc ience 報 導

說， 瞬 間 放 療 技 術（Flash 
Radiotherapy）一般採用光子

或帶負電荷的電子束照射腫

瘤，這項研究加入了帶正電荷

的質子。

不過這項研究也有很多

局限性，真正實現臨床還有

一段距離。巴黎居里研究所

（Institut Curie）研究主任法

沃 頓（Vincent Favaudon）
認為，用於治療表層腫瘤的瞬

間放療有望在未來兩年內實

現；使用高能電子和質子束的

技術有望在未來 5 ～ 10 年內

實現。

「瞬間放射療法」

車里雅賓斯克州，因 2013
年發生神秘物擊碎隕石事件而廣

泛為人所知。

阿爾卡伊姆城受到關注，是

因為這是一個在地下沉睡了四千

年之久的古城。

在這裡，經常會出現一些詭

異的現象，手錶會失靈，手機會

  
神秘的「空間之門」  

失去信號，就連心跳、血壓、體

溫都會出現變化，地球的電磁場

也會莫名其妙地降低。

1987 年，前蘇聯政府在阿

爾卡伊姆盆地修建水庫時，在盆

地的中央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神奇

圓形建築群，就是今天的阿爾卡

伊姆城。

從高空拍攝的照片看，阿爾

卡伊姆城好像是由許多個同心圓

組成的圓盤，它們一層套一層就

像樹的年輪，中心部分是一個圓

切正方形的廣場。

有研究人員認為，整個城市

的建築構思恰如「天圓地方」的

宇宙天體的微縮景觀。也有人認

為，圓形酷似太陽的形狀，當時

的古城文明與崇拜太陽神有關。

這個古城堡建築層次分明，

20000 平方米的內外兩層圓形

的城牆包圍著城市，外圍還有 2

米深的護城河。這種結構以及

「天圓地方」的形狀，也被認為

方便於軍事防禦作戰，以抵禦外

敵入侵。令考古學家驚訝的是，

這座古城的設計非常現代化，完

全可與當今的科技媲美。

它的外部城牆厚度達 6 米，

由土壤填充木材修建而成，並用

黏土磚來加強。木製架構住宅的

木頭中浸漬了不怕火燒的化合

物。因此，該城歷史上從未發生

過水患或火災。

據考證，阿爾卡伊姆城總面

積約 20 萬平方米，而考古學者

發掘的面積已超過 8 千平方米。

城內共有 60 個民房，小圈有 25
個房間，而大圈則有 35 個，考

古學家現已對 29 個房間進行挖

掘。城中每一間住宅都有完善的

生活設施，如排水溝、水井、儲

藏室、爐灶等。尤其是水井處有

俄羅斯的車里雅賓

斯克州，有一座被考古

科學家認為是地球上最

神 秘 的古 城—— 阿爾

卡伊姆（Arkaim），這

裡經常會出現一些離奇

的詭異現象。傳說，這

裡有個通往另外空間的

「空間之門」。

兩條土製通風管道，一條通向爐

灶，使得居民生火時不用風箱，

也能煉製出青銅器；另一條通向

食物儲藏室，從井裡吹來的冷風

可使這裡的溫度比周圍低許多，

儲藏室就如同一個大冰箱。

阿爾卡伊姆城都是圓形的結

構，唯一的正方型就是中央廣

場，從廣場中有燒篝火的痕跡

看，像是用作宗教禮儀的場所。

古城的外形看起來很像天文

觀測臺，但有更多觀點認為，從

這裡的許多痕跡看，比如外圍前

後有許多大石擺成的直線，有如

飛機降落的指引等，阿爾卡伊姆

城極有可能是史前人類的航空中

心。有些 UFO 專家則認為，很

久以前這裡或許是外星人起降飛

碟的航太中心。阿爾卡伊姆在俄

文中的意思是「天地」，代表神

與人相會的地方。而居住在此地

的居民們相信，在阿爾卡伊姆區

域有個與另外空間連接的「空間

之門」。

據說，早年曾經居住在此地

的居民們不但見過外星人，甚至

還與外星人交談過。

據考古學家考證，阿爾卡伊

姆文明可追溯至西元前 20 世紀

甚至 17 世紀，與古埃及和古巴

比倫屬同一時期的文明，可能比

特洛伊和古羅馬要早得多。

有一種理論認為：阿爾卡

伊姆是古雅利安人中一個最古

老的印歐文明的分支，其中甚

至包括許多歐洲人的祖先，屬

於典型的辛塔什塔 - 彼得羅夫卡

（Sintashta-Petrovka）文化。

不過一切都只是猜測，到底

是誰在四千年前建立了這樣的文

明？而且這裡不斷發生的奇異事

件，也讓現代人充滿好奇。

阿爾卡伊姆古城每年都吸引

大批的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朝

聖者來到過這個傳奇的地方觀光

和考察，也吸引著無數的遊客來

此參觀。

◎文：青蓮

◎文：藍月

百慕大驚現「外星沉船」      

戴諾．米克羅斯（Darrell 
Miklos） 是 美 國 探 索 頻 道

（Discovery）的一名專業探險

家。他的已故好友、著名的美

國 NASA 宇 航 員 戈 登 · 庫 珀

（Gordon Cooper）曾經在上世

紀 60 年代繪製了一張加勒比海

域的秘密地圖，米克羅斯一直用

它來尋找該海域的沉船，並將他

的發現在探索頻道的系列紀錄

片《太空人的寶藏》（Cooper’s 
Treasure）中播出。

據《每日郵報》報導，米克

羅斯的團隊在拍攝探索頻道的最

新系列紀錄片時，在百慕大三角

海域的一個未知地點潛水調查，

偶然發現了一個令人驚訝的、無

法解釋的物體，處在地表以下

91 米處，潛水員必須使用特殊

的呼吸器和最先進的潛艇才能到

達。

根據庫珀的地圖，他原以為

那裡可能有一艘古代沉船的殘

骸。但讓他震驚的是，這個巨大

的不明沉沒物體呈圓頂狀，上面

有垂直的柱狀突出物，側面有

4663 米長的水準柱狀突出物，

不同於他曾經見過的任何沉船，

也完全不同於任何一種自然形成

物。米克洛斯相信，這個物體是

一艘外星人的太空船。

米克洛斯描述說：「幾乎就

像有 5 條手臂從陡峭的懸崖峭

壁中伸出來，每一條都和戰艦上

的槍一樣大。它們是巨大的……

總共有 15 個。」

他說：「在三個不同的區域

有相同的構造，它們看起來既不

像自然形成的，也不像是人造

的。我已經有多年的經驗，我們

也確認過多種不同類型的沉船材

料，但都與這個物體的材料不相

匹配，也不相似。」

他說，這個物體周圍還有其

他奇異且無法解釋的結構。而這

些奇怪的結構都被厚厚的珊瑚覆

蓋著。

該尋寶團隊的地球物理學家

表示，某些珊瑚看起來似乎已有

超過 5000 年的歷史。

由於該物體所在海域的水流

極度湍急，珊瑚連長大都幾乎不

可能，更別說存活 5000 年。

科學家認為，世界上任何地

方的珊瑚都不可能在這個地層中

自然生長，除非有一個能支撐珊

瑚生長的基礎結構。

戈登．庫珀是美國第一個在

太空睡覺的人，也是第一位兩次

飛往太空的人。米克羅斯表示，

庫珀曾經說親眼看到過 UFO，

也相信地球上有來自其他星球的

遊客。另外，他認為外星人的很

多東西都落在了這個世界的特定

地區，還提出地球上許多的先進

技術都是從外星傳來的。

米克羅斯用

戈 登 · 庫 珀

繪製的秘密

地圖，來尋

找沉船。

人類的交通、工業活動對地

球造成很大的震動。隨著疫情下

人群社交活動的減少，使得科學

儀器追蹤地

震 數 據、 火

山活動更加

容易。

比 利 時

天文臺的地

震學家萊科

克（Thomas 
Lecocq）說，

他發現由人類活動造成的地震噪

音驟降約三分之一。萊科克說，

噪音的減小，讓儀器能夠偵測到

和噪音相同頻率的震波，這些震

波平時混在噪音中而難以分辨。

或者說，現在地面的地震儀偵測

地震的靈敏度已經和以前埋在地

下百米深處的儀器相當。

華盛頓聯合地震研究所

的地震學家弗雷塞托（Andy 
Frassetto）也表示，如果未來幾

個月仍持續限制社交活動，世界

各地城市的地震儀都將能更好地

偵測餘震數據。

美國的克里福蘭市同伊利湖

（Lake Erie）對岸的加拿大相隔

大約 50 英里，科學家說湖兩岸

的人要用肉眼相望幾乎不可能。

但一些克里福蘭市民不同意此

說，他們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

天氣好的話，他們可以看到湖那

邊加拿大的樹和建築。這究竟是

怎麼回事？包括克勞斯在內的物

理學家認為，只有海市蜃樓才可

能產生這樣的效果。

最早的相關報導出現在

1906 年 的《老 實 人 報》（The 
Plain Dealer），報導曾引用一

位人士的話說，「湖對面遠處的

場景就像在 3 英里以外，一小

時後它們就消失了。」

他們認為如果湖面被一層冷

空氣罩住，上面又不斷有暖空氣

形成的話，來自湖邊物體的光線

碰到這些氣層就可能彎曲，像一

面鏡子一樣，把遠方的物體拉

近。但是要形成海市蜃樓，空氣

得非常穩定才行，否則會造成畫

面變形或被破壞掉。

基於這樣的解釋，科學家們

認為海市蜃樓是非常少見的，因

為條件似乎太苛刻。而當地的居

民似乎經常有「遙視」伊利湖對

岸的經歷。

安大略「查塔姆每日新聞」

（Chatham Daily News）的記者

保博伯父內（Bob Boughner），
架車行駛在湖邊同一條路上時，

曾經兩次看到湖對面的克里福

蘭，分別是在四年前和兩年前的

夏天，克里福蘭市出現在加拿大

的一側，像是一江之隔。

他感嘆道：「難以置信！你

能看見路上行駛的汽車和交通

燈，能分辨不同汽車的顏色，這

一現象持續了 2-3 分鐘。」

保博 90 歲的姨媽梅芭在伊

利湖畔住了一輩子。姨媽曾對他

說在伊利湖邊可以看到克里福蘭

市，一開始他不相信。「起初我

以為她在編故事，但我確實看見

了，當它出現時，你好像可以摸

到它一樣！」

伊利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

一，也是世界第十三大湖。伊利

湖的名字來源於原在南岸定居的

印地安伊利部落。伊利湖的面積

有 24,000 平方公里，平均深度

19 米，蓄水量 483 立方公里。

底特律河（Detroit River）將休

倫湖水導向這裡。湖的南岸是美

國的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和

紐約州，西岸是密西根州，北岸

是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地球最近安靜了 

武 漢 肺 炎 全 球 爆

發，現在世界上幾乎三

分之一的人口都處於某

種程度的社交限制中。

地震學家發現，這大幅

減小了地殼的震動。

治腫瘤   

◎圖：adobe stock

◎文：天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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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湖上的神奇現象：「遙視」湖對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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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曉

「唾面自乾」婁師德 因誤殺減壽十年

「唾面自乾」

一天，婁師德和另一位大

臣李昭德一起走路。因為身體

肥胖，婁師德行動不快。李昭

德嫌他走得慢，就生氣地說：

「我被鄉巴佬拖累！」婁師德笑

著說：「我不是鄉巴佬，又有

誰是呢？」由此可見其非凡的 
器量。

婁師德的弟弟被任命為代州

刺史。行前弟弟來向兄長辭行，

並詢問有什麼囑咐。婁師德告誡

弟弟道：「我已當了宰相，現在

你又要擔任一方大員，榮寵至

極，也因此必定有人嫉恨我們。

要免受其害，我們遇事一定要學

會忍耐。」弟弟請他放心，表示

「有人把痰吐在我臉上，我自己

把它擦乾淨就行了」。

然而，婁師德卻說：「別人

發怒後把唾沫吐在你的臉上，你

一擦了之，他的怒氣仍不會消，

一定繼續嫉恨你。要我看，別人

往你臉上吐唾沫，你自己不要擦

掉，應該讓它自然乾了才是。」

這就是成語「唾面自乾」的出處。

文武雙全

婁師德，字宗仁，二十歲便

考取了進士。最初任江都縣尉，

後因政績突出升遷至監察御史。

公元 677 年，位於青藏高原的

吐蕃派兵侵襲唐朝邊境，唐高宗

發詔書招募勇士。婁師德以文官

的身分報名參軍，跟隨被任命的

唐朝初期有一位青史

留名的文武雙全的宰相婁

師德。他身長八尺，嘴方，

嘴唇很寬厚。史書說他為

人深沉、有度量，有人觸

犯了他，他就謙虛退讓以

求得別人的原諒，而且不

在臉上流露出惱怒的樣

子。大家熟知的成語「唾

面自乾」就和他有關。

統領宰相李敬玄討伐吐蕃。

不料，李敬玄對戰事不通，

結果導致大敗，手下的大將也被

俘。在此危急時刻，婁師德整頓

殘存兵力，並與吐蕃和談，他陳

說利害關係，以自己的雄辯之才

說服了敵將，暫時解除了危機。

後來在吐蕃再一次侵犯河源

時，婁師德率軍在白水澗（今

青海湟源南部）八戰八捷，大

大遏制了吐蕃的攻勢，也展示了

他的帥才。唐高宗為此授予他武

職左驍騎郎將。

武則天改唐為周後，婁師

德出將入相，非常受重用，直

到 699 年去世，享年七十歲。

去世後，皇帝為表彰他卓越的功

績，追贈他為涼州都督，諡號為

「貞」。

婁師德是唐朝不可多得的文

武雙全的大臣。因為他為唐朝所

做出的突出貢獻，他被唐德宗列

入三十七個宰臣上等之一，與房

玄齡和杜如晦等名臣齊名。

臨終見異象 減壽十年

婁師德七十歲去世前，睡覺

和辦事都不安寧。身邊的人發

現他常常無緣無故就吃驚地說：

「誰在拍我的背？」服侍他的人

都說什麼也沒看見。

更為奇怪的是，身邊人發現

婁師德開始自言自語，好像在和

誰爭論什麼。他說：「我的壽命

應當是八十歲，現在就追著讓我

走是什麼原因？」一會兒，他又

自語說自己以前做官時曾經誤殺

了兩個人，所以被減壽十年。想

必婁師德見到了另外空間的生

命。而從語氣上聽，他似乎接受

了到壽的事實。不大會兒功夫，

婁師德就氣絕身亡。

讓人疑惑的是，婁師德又是

如何知道自己的壽命當是八十歲

呢？唐代傳奇小說集《宣室志》

有這樣的解釋。說婁師德還是平

民百姓時，時常生病。一天，他

夢見一個紫衣人來到自己的床前

說：「你的病可以治癒了，但需

要和我一同去一個地方。」

婁師德於是跟從紫衣人走了

（婁師德：公有領域；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文：黃麗娟

僧人兩世轉世 再續佛緣
清朝時有位讀書人，名叫王鼎實，浙江

錢塘縣人。他 16 歲時就考中舉人。然而，

之後三次未能考中進士，因此暫時投靠在京

城做官的親戚。

    沒多久，王鼎實的身體出了點問題。

他跟親戚說：「我上輩子是福建鏡山寺院中

的一位僧人，修行了數十年，幾乎將成大

道，只因我仍會羨慕年少就考中科舉的人，

也羨慕那些華富人家，因為這個緣故，我必

須經歷兩世輪迴。今生是第一世，數日之後

我將托生到順治門外的姚家。今日你留我在

京城中，想想也是命中注定的。」王鼎實又

說：「生死皆有定數，難以久留，只是難捨

父母的恩情。」於是要了紙來，寫下：「兒

子不幸客死異鄉，留下妻小讓父母操勞了。

然而我不是父母真正的孩子，弟弟才是王家

真正的血脈。父親還記得某年在一間茶肆與

淨山寺的一位僧人飲茶的事嗎？我就是那名

僧人。當時與父親相談甚歡，感慕父親的忠

誠謹厚，心想怎麼上天怎不給父親留個後代

呢？就這一念，我竟成了您的兒子。兒子的

媳婦也因著幼時的善緣與我相聚，然而這一

切都是鏡花水月，如何能長久。所以請父親

不要把我當作真正的兒子看待，切斷牽掛之

情，庶免兒子的罪失。」

    親戚問：「何時投生到姚家？」王鼎實

說：「我這一生沒有罪過，所以這裡一死，

就轉生到那兒，不須輪迴。」三天之後的上

午，王鼎實將自己梳洗一番，盤著腿坐在胡

床上，如同往常一樣的跟他談笑。王鼎實

問：「正中午了嗎？」親戚說：「正午了。」

時候到了，王鼎實向親戚拱手告別後王鼎實

就長逝了。

    後來親戚拜訪姚家，確認在王鼎實去

世的那天，姚家也產下一名男嬰。姚家經營

騾馬行，是大富人家。(《子不語》)

數里路，來到了陰曹地府的大門

外。他驚呼道：「為何地府的大

門在人間？」紫衣人回道：「冥

道本來就是與人間相連的，只是

人不知道罷了。」

兩人進了地府後，吏卒退

下，他們來到了「主世人祿命之

籍」的司命署。紫衣人在婁師德

的請求下拿出了他的祿籍，上邊

記載了他加官進爵的時間，而且

壽命是八十五歲。看完後，婁師

德心中竊喜，說道：「某一布衣

耳，無飢凍足矣。又安敢有他望

乎？」

話音未落，天鼓巨聲響起，

婁師德從夢中驚醒。此時附近的

佛寺鐘聲響起，與夢中天鼓聲相

契合。當天，婁師德病情痊癒。

後來，他走入仕途，步步高升，

正像自己籍冊上所載的那樣。他

一直成為西京的大元帥。

忽然有一天，婁師德夢見

黃衣使者來到眼前說：「冥途

小吏，奉命請公。」婁師德說：

「我曾親自看過司命之籍，壽命

為八十五，為何現在就索命？」

黃衣人說：「你在任某官時，曾

經錯殺無辜之人，所以你的地位

與壽命都被削減。」說完，黃衣

人就不見了。此後，婁師德病

重，三天後就死了。

史書上對此評論說：「以婁

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為政得不

慎之歟！」大意是像婁公這樣明

達寬恕之人還難免犯錯誤，當政

的人還不應該更謹慎嗎？！

◎文：若水

淺說預言
歷史上比較著名的預言家有周文

王姬昌、周丞相姜子牙、三國諸葛

亮、唐李淳風、袁天罡、宋邵雍、明

劉伯溫，國外的不計。

中國古代預言的依據首先是八

卦，而八卦相傳為文王所創，根據記

載來看應該屬於史前文化，與河圖、

洛書類似。後來的預言家大都學八

卦，以八卦為基礎進行推算，得出自

己對未來的推算，也就是預言。最著

名的當屬《推背圖》就是李淳風通過

八卦演算而來。邵雍的《梅花詩》與

八卦淵源也很深。

歷史上的預言家一般首先是會算

卦，比如袁天罡及其叔父袁守誠、李

淳風，歷史上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誠為

龍王算卦的事跡在《西遊記》中有記

載；諸葛亮借東風，一說為借二說為

算，算準了東風會來；邵雍更是一位

算卦高手。算小的事情，個人的事

情，我們稱之為算卦；大的事情，朝

代的更替、天體的變化，我們往往稱

之為預言。這樣看預言和算卦的最大

區別是影響面的大小。

算卦也好，預言也好，都是在遵

循著一定天體的規律在做。舉個例

子。有的人大富大貴卻又有大災大

難，原因就是因為天體的一個規律，

象老子講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

之所伏」。淺顯來看就是人在富貴

時容易心生傲氣得罪人，還有人恃才

傲物，都會引來殺身之禍。

今天的事，是更大天體的規律，

影響的是一切生命。預言中有十戶留

一戶，千人留二三的說法，那是站在

一定的天體看問題得出的結論。更高

天體看問題則不同，所有的生命在今

天都有重新選擇未來的權利，但選不

好就會永遠沒有未來。不顛倒是非善

惡，堅持良知、善念，就是在選擇有

未來，反之則無未來。

婁師德（630年—699年），唐高宗、武則天當政時期的兩代重臣。

◎文：紫薇老師

生意囝歹生 ( 臺灣話)？
「生意囝（音：簡）

歹生」是常聽見的臺灣俚

語，意思是說：上一輩做生

意很成功，但想要生出一

個能夠接事業、會做生意

的小孩可沒有那麼容易。

這是去年一位來問兒子甚麼

時候會有姻緣的老爸所提出的疑

問，他為兒子 37 歲還找不到對

象結婚而著急著。

這是一段移民故事。案主是

國內中小企業老闆，已經 70 歲

了，在兒子讀國二時，全家移民

美國，當時妻子和一對兒女先去

美國，自己留在臺灣賺錢，供給

家人所需，成為空中飛人，三個

月就飛去美國一趟，那段日子真

的很難熬，除了工作辛苦之外，

還要承受家人相隔兩地，親情疏

離之苦，真的不簡單。

他說，都是為了給小孩更好

的未來，幸好兩個小孩在青少年

時期有母親辛苦的陪伴，所以沒

有行為偏差，都很爭氣，陸續讀

到碩士畢業。案主也在美國成立

分公司，培養兒子成為接班人，

兒子從大學時期就在公司打工學

習，等兒子可以獨當一面時，爸

爸就放手讓兒子去負責分公司，

兒子雖然讀書沒有很突出，但是

事業上有很多創新構想，也非常

勤勞，越做越順手，生意越做越

大，超過父親當時交給他的規

模，還得過國際海外青年創業有

成菁英獎，受到各大媒體報導，

他爸爸一輩子工作的財富，在他

手裡只花十年的時光就達到了，

真的很厲害！

怎樣的命格才能造就這般的

成果呢？

以前我曾說過，有一個文壇

才子，他是「機月同梁命格」，

三奇嘉會（祿、權、科星交會

在一起），這是一個思想高峰的

交會，能激盪出文學上的獨特

風格。案主的兒子是「殺破狼命

格」，祿、權、科、忌星因先、

後天的天干四化都聚集在一起，

代表商業思考敏銳、行動敏捷，

所以能創造出事業上不凡的成

果。但是忌星聚在一起也是一種

難解的徵兆，是出現在哪裡呢？

身體健康狀態上沒有大的毛病，

我追根究底的推敲，從遺傳學上

發現了，或許就是因為他忌星聚

集。原來他有遺傳到家族的雄性

禿，從青少年起，頭頂上毛髮

就稀少，到了成年後，就成為

「地中海」，直到現在。他曾自

嘲說，他戴上帽子像 18 歲高中

生，脫掉帽子像 50 歲糟老頭，

所以也因為這樣，在他尋找對象

時有一點阻礙。其實他也不是沒

有交到女朋友，只是因為他工作

忙，無暇陪伴女友，且女友無法

得到父母的認同，最後以分手收

場。

我告訴案主，他兒子的姻緣

有可能是朋友，或是本來就相識

之人，或是親朋好友介紹的，誰

知就在兒子去年跟女友分手後，

卻跟他的前秘書求婚成功，今年

6 月完成終生大事，一切太戲劇

化了。原來這位有為青年本來就

很欣賞他的前秘書，朝夕相處，

覺得她是好女孩，父母也很喜歡

她。奈何當時各自都有交往的對

象，且男生對自己的長相有點自

卑，不敢有所表示。就在去年，

兩人都恢復單身，男生終於鼓起

勇氣，問前秘書是否願意交往？

想不到她同意了，兩人就順利在

今年步入禮堂，他們兩人共事 6
年，都沒有迸出火花，就在前秘

書 2 年前辭職後，卻意外的重

逢，接起姻緣線，當在對的時間

愛情來臨時，就要當機立斷，把

握住，努力去爭取，才能成就好

姻緣。所謂「伊人遠在天邊，近

在眼前」，生意囝抱得美人歸，

傳為一段佳話，也了結兩老一樁

心事，皆大歡喜。

生意囝歹生？除了有好命格

外，也要自己肯努力，準備好，

等待天時、地利、人和，才能創

造出他的與眾不同，世間沒有十

全十美的人，對於自己的缺點，

需要用正向的態度去面對、解

決，到最後終究會找到屬於自己

的一片藍天。

（紫薇老師信箱：

gogo2531@yahoo.com.tw）

歷史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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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子（ 蘇東坡）夜裡坐在

家中， 聽見有一隻老鼠正在咬東

西，蘇子拍打了一下床几，老鼠

停止了噬咬。但停了一會又咬了

起來，蘇子就叫童子拿出蠟燭照

了照，發現了一只空口袋，唧唧

吱吱的聲音就是從這口袋裡發出

的。

蘇子說：「哦！ 這老鼠原來

是閉在口袋裡不得逃脫呀！」

打開口袋看了看，裡面悄然

無聲，像沒有甚麼東西一樣，再

舉起蠟燭照著，搜了搜口袋，發

現裡面有一隻死老鼠。

童子驚訝地說：「它剛才還

在咬東西，怎麼這麼快就死了 ? 
剛才是甚麼聲音，難道是鬧鬼嗎 
?」

翻過口袋，把鼠倒了出來，

老鼠一落地就跑掉了。即使是手

腳極快的人， 也拿牠沒辦法。

蘇子感嘆道：「奇特呀！這

隻老鼠真夠狡猾的。」

（事據蘇軾《黠鼠賦》，黠：

音 xiá，聰明、機靈）

【讀書筆談】

這小小的老鼠，也是夠狡詐

的，身陷絕境之時，略施小計，

卻能乘人不備，而溜之大吉。

如果這蘇子和童子，平時在

生活中，對事物觀察得仔細深

刻，掌握了老鼠裝死騙人的習

性，也就不致於被老鼠

「遽死」的表象所迷惑。即

使那老鼠插上翅膀，想必也是難

以逃脫。

因此，蘇子反思此事，特把

「惟多學而識之」作為一條人生

經驗，寫出來警示後人。

據說，此文是蘇東坡少年時

代所寫的，一個涉世不深的少

年，能寫出這樣富於哲理與文采

的文字，確實不易。

每個家長都希望培養的孩子

將來獲得成功，其實只要五個日

常習慣，就可以讓他們脫穎而出。

1.保持對孩子的關注
這可能會令人筋疲力盡，有

時家長會覺得孩子把你的話當耳

旁風。但英國研究人員發現，表

達出很高期望的父母更有可能培

育出長大後更成功的孩子，當然

要避免一些關鍵陷阱。

英國有一項針對 15,000 名

女孩進行了 10 年的研究，跟蹤

她們從 13 ～ 14 歲至

23 ～ 24 歲的成長過

程。研究發現，父母

一直對其抱有很高期

望的孩子有以下特點：

（1）更有可能上

大學。

（2）青少年時期懷孕的可

能性較小。

（3）失業時間延長的可能

性較小。

（4）陷入低端低薪工作的

可能性較小。

關鍵是：孩子們不一定喜歡

聽到所有的「高期望」，他們也

不總是對此禮貌回應。但最終，

他們還是聽到了。

2.正確地稱讚
父母稱讚孩子的主要方式有

兩種：一種是稱讚他們的先天能

力；另一種是讚賞他們的努力。

比如：

稱讚天賦能力：幹得好！你

很聰明！

讚賞他們的努力：辛苦了！

終於搞出來了！

最重要的是：家長應稱讚孩

子的努力而不是能力。

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德沃

克（Carol Dweck）的大部分工

作都圍繞著教導成長思維與固定

思維之間的差異展開的。

德沃克的研究發現，當家長

稱讚孩子的天賦時，

他會有兩種想法：（1）
你在讚美與我的成就

無關的；（2）你在讚

美我無法通過自我提

升達到的。

而當家長稱讚孩

子的努力時，就是在鼓勵其鍛鍊

達到成功的能力。

3.戶外活動
天氣晴朗時，把孩子帶到戶

外，孩子和家長都高興。

歐洲的研究人員追蹤了 153
名 6 至 8 歲男孩每天的外部活

動量。相關性驚人：

「孩子們……坐下來的時間

越多，花在運動上的時間越少，

在接下來兩年中，閱讀所獲得的

收益就越少。（這）也對他們的

數學能力產生了負面影響。」

4.正確的閱讀
很小的時候就給孩子讀書的

父母將促成孩子今後的成功。

閱讀也有正確和錯誤之分。

如果僅僅當任務就是錯誤的。更

有效的方法是讓孩子在閱讀時參

與其中。比如，要求他們閱讀部

分內容，問他們認為接下來的情

節。如果他們還很小，可以請他

們幫忙翻頁。

5.讓孩子做家務
斯坦福大學新生系主任朱

莉 · 利思科特 · 海姆斯（Julie 
Lythcott-Haims）曾寫過暢銷書

How to Raise an Adult。在書

中，海姆斯引用了一項著名的哈

佛的研究，該研究已有 81 年之

久了，研究發現人們通常需要兩

件事才能成功：愛和職業道德。

通過洗碗、修剪草坪、倒

垃圾、遛狗、打掃房間等這些

孩子有可能討厭的家務，以及

父母必須經常嘮叨的事，讓孩

子意識到他必須做事，這是生

活的一部分。

開始的時候家長或許會覺

得，讓孩子做，還不如自己幹了

簡單，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

這是世界的一部分，人人都有一

份責任。等孩子長大了，也許他

會因此感激你。（文章來源：看

中國網）

（五）歷

如今孤島陷入了血腥恐怖的

魔難中，很多人卻沒有感覺到，

只有他們（師父和銀娃娃）強

烈的感受到了那場巨大的災難。

一群手無寸鐵的善良人，要

去面對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殘暴國

王，面對他所控制著的整個國度

的刑具。短短的時間裡，多少個

常帶笑容的面孔消失了，多少個

溫馨的家庭殘破了。

但他們甚麼錢權都不爭不

搶，在這個崇尚打架的地方，在

這種極不公的對待下，挨了打都

不還手。他們只是在講理，在這

個狂妄不講理的地方，給人們去

講理。「這樣的人，最傻、最懦

弱，是最好欺負的。」殘暴國王

一直這麼想。

「用強制手段嚇唬他們，不

讓他們再鍛鍊，他們也不會掀起

甚麼波瀾。」暴王的一個手下也

曾鍛鍊過，他身體是健康多了， 
但是人變得很天真，像個小孩子

似的了，暴王感到可笑。

暴王他還怕對付不了小孩？ 
編幾個謊話兒，哄一哄，不行就

嚇唬嚇唬，他們就乖乖地聽我的

了！講理 ? 他們嘴多，還是我

暴王嘴多？全國到處都是我的喉

舌！ 至於那些多年花大力氣培

養出來的順我之民，哼！他們當

然跟著我走，暴王笑得那麼冷，

彷彿千年屍井裡冒出的陰冷黑

氣。

災難，不只是一個詞彙，傷

亡也不只是數字，那是千千萬萬

具血肉之軀，是千千萬萬條生

命，是千千萬萬個家庭從此以後

長久的痛！誰都不願看到這樣的

事情發生，為了讓別人少一些痛

苦，很多人自己先挺身而出，為

了維護得之不易的真誠與善良， 
很多人義無反顧。

「你是否失去過摯愛親朋 / 
想像一下那會是怎樣的心情 / 在
這裡每時每刻都有生命消失 / 請
不要無動於衷 / 幸福記憶和美好

時光 / 願與他一生分享 / 可是突

然他消失了 / 你知道他還活著嗎 
/ 請不要無動於衷……」

「請不要無動於衷 / 這一切

在這裡發生 / 失去親人，你知道

那是怎樣的痛 / 失去家園，你懂

得那是多麼的冷……」

狂風呼嘯的日子裡，隱隱約

約傳來這樣的歌聲。日復一日，

歌者的聲音沙啞了，喉嚨出血

了……

終於有人流下了真誠的淚

水，在暴王喉舌叫囂的日子裡， 能
聽到這樣的歌聲是多麼的不易。

（六）搞不懂

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過

去了。暴王終於發現，他自己犯

了一個錯誤，但他怎麼也搞不

懂。沒有計謀、沒有血腥爭鬥，

也沒有錢財，只是用一顆和善的

心去勸善、去講道理。對這樣一

群人，經過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

打壓，怎麼會越來越頑強？

但現實就擺在眼前：好人越

打越多，順民越打越少。只可惜

愚蠢之民，連這個基本事實都不

能正視。

愚蠢之民在暴王的教育下長

大，失落而又狂熱地，按著暴王

的意思去行動著，還覺得自己光

榮，有前（ 錢）途。

（七）選擇

畢竟是花了那麼長久的時

間， 花了那麼鉅額的財產，用盡

心計培養出來的愚蠢之民，可不

是說變就變。愚蠢之民有些讓人

失望，可是他們確實是無辜之

人，明白人看到了愚蠢之民將要

給暴王陪葬，可是他們自己一點

也覺察不到。

善者亦勇，挺身而出，捨棄

自己的一切去爭取應有的天賦人

權。失去了家、業、名、逸，他

們在四處奔波，去啟迪愚蠢之

民。在這個可貴的孤島上，畢竟

多數是迷失的無辜者。善者、勇

者、智者都算人中的傑出者，傑

出之人總是少數。

大部分人，因為他們聽到的

勸善聲音，與自己的習慣、與自

己受到的教育有所不同，感到不

理解，便放肆地去嘲笑、去謾

罵，反正有暴王在後臺呢！欺負

別人快樂自己，給暴王低三下四

久了，也嘗嘗耀武揚威的味道。

但因為勇者的努力，更多的

勇者站了出來，風雨兼程，不分

晝夜。再巧妙的謊言也比不過樸

實的一句真話，背後所帶的震撼

人心的力量，權錢的利誘最終敵

不過一顆善良的心。

暴王終於有所怕，當初他覺

的自己的計謀是那麼的高明，而

如今已經出現了太多他沒有預料

到的事情。他狂一陣、怕一陣， 
兩個手下都看他的樣子了，後來

又有一個手下受夠了他，跑了。

暴王終於感覺到了恐慌，稍稍給

了島民一點本來就屬於他們的人

權。

生活多了一點自由，島民可

高興了，多謝皇恩，吾王越發英

明。勇者沒有安逸的生活，奔波

來人間依然艱苦。

勇者的努力使暴王有所怕， 

給島民帶來了好處。但島民不知

道自己的好處是勇者揭開了暴王

的老底才得來的，反而以為暴君

終於變好了，心中對他燃起了希

望，以為他會越來越好，繼而對

那些揭暴王老底、讓暴王不舒服

的勇者更加討厭。

有勇者被舉報，受盡折磨， 
亡身而去，但更多的勇者站了出

來。順民更加不理解，心中還產

生了一些無奈：這樣的生活不挺

好嗎？國王不是對我們已經變好

了嗎？那些勇者被折磨死，是真

事嗎？國王可是對我們好多了， 
以前有可能，現在還是這樣嗎？ 
為甚麼放下這好日子不過，去冒

險奔波呢？哦！他們勇者可能真

的是精神病了，可怎麼勇者還越

來越多了呢？

勇者確實越來越多了，暴王

更加害怕，無暇去控制全部的島

民，對島民的控制又放鬆了一

些。一次又一次，島民有了更多

自由與安逸享受，那是勇者用無

數苦難換來的。

但島民們仍然不理解這點， 
反而對暴王更加喜愛，以為他終

於變好了，出了善心了，這真是

太好了，島民們也要抓緊機會享

受享受了！

勇者讓島民們遠離暴王，迷

失了的島民們卻用異樣的眼光看

著勇者，接著破口大罵。

一個詩人是明白人，對著島

民說：「別看他們衣襟襤縷，別

看他們流離失所，他們的正行走

在這惡毒的世上，呼喚著良知未

泯的人……」沒等說完，島民就

把詩人推搡到一邊去了。

象棋老人也被舉報了，關在

監獄裡，傷痕累累。夜深了，望

著那血跡斑斑的鐵窗，他想起了

與食人獸同歸於盡的先祖智慧老

人。他終於明白了，先祖為甚麼

會那麼失望。唉！這一群執迷不

悟的人啊，為了自己那點好處， 
幹出違背良心的事來。但是他現

在一點也不失望，剛才暴王手下

教唆一個犯人去打他，經過他勸

善，那人猛然悔悟，蹲在地上哭

了起來。

勇者仍舊努力著，不分晝

夜。不明白的島民，依然死死地

跟著暴王，接受著暴王給予的這

些年來從沒有享受過的快樂。

終於有一天，一場巨大的天

災越來越近，但享受者就是不相

信災難會來臨。有人提醒了他

們，結果遲遲沒有來，喉舌藉機

誇張地批判一番，而他們就更加

不信了。

正狂妄的時候，該來的終究

來了。執迷不悟的享受者跟著暴

王陪葬，去了可怕的地獄。獄官

來叫他們的時候，他們還笑嘻

嘻地喊：「我不下地獄，誰下地

獄！」等真的去了地獄，他們再

也沒有了聲音。

對於艱苦了多年的勇者，終

於來臨的喜悅代替了突然而至的

悲傷，那將是無比美好的善果！ 
他們也為受神靈恩寵的古老國度

帶來了慰藉。哀悼、悲鳴、眼

淚、嗚咽、流血……一切之後，

那是無上的歡愉！

「古老的國度被極好的改

善，他們奔赴類似曼斐斯的大

地，海格立斯的聖墨丘利， 百
合花、大地、海洋、異國震

憾……」古國重新興盛起來，那

麼的祥和，那麼的美好。早已明

白、善良的人，終於有了真正的

美好生活，那是他們的選擇，他

們的福分。（ 完）

文 |劉長風

寓 言 故 事

孤島 下
本文圖片：ADOBE STOCK

孤島之所以稱得上孤島，更主

要的是島上的信息與世隔絕，

殘暴國王掌控著島上的一切，

大部分人聽到的只能是暴王的

聲音。

黠鼠
文 | 王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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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成功的孩子？ 每天要做五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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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好：

小弟我今年二十八，前年公

司外派我到大陸工作，在那邊也

認識了女友，原本想說如果可以

在大陸買個房子，也方便安定下

來，沒想到今年工作有了重大變

動。因為大陸生活環境實在不

好，不管是吃的還是一些醫療人

權方面的，同時工作負荷越來越

重，所以興起想要辭職的念頭，

因此決定回來台灣。因為我和女

友感情穩定，因此也想把她帶回

台灣，但我的家人並不同意，也

很生氣我之前竟然隱瞞。我替女

友說好話，父母親就更生氣，一

邊是家人，一邊是我深愛的人，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女友不是那種見錢眼開的女

人，她家並不富裕，人也不勢

利，表示只希望女兒幸福，希望

我能好好照顧她。但我的家庭卻

很反對，我覺得這很多都已經是

淺意識的民族情緒，我也擔心如

果把女友帶來台灣，是否會讓女

友被我親人另眼看待或冷眼冷

語。我台灣的朋友告訴我最好還

是放棄好了，可是我卻捨不得放

不要抱怨生活給予太多的磨

難，不必抱怨生命中有太多曲折。

有個小孩出生在紐約市貧

民區一所慈善醫院，由於難產，

醫生誤用助產鉗助產，造成他左

臉頰部分肌肉癱瘓，左眼瞼與左

邊嘴唇下垂，並口齒不清。童年

時他的父母離婚，在與父親生活

了 4 年後，15 歲的他跟隨母親搬

到了費城郊區。少年時他多次轉

學，十年級輟學後進入德弗魯．

馬諾高中，開始踢球，擲鐵餅，

並開始舉重。畢業時，獲得了

American College of Switzerland
提供的體育獎學金。在瑞士，他

成了一名女子體育教練。

1969 年，回到美國併進入邁

阿密大學學習戲劇。成年時他生

活的來源是打零工：在動物園清

洗獅子籠，送比薩餅，幫助別人

釣魚，在書店幫人照看書攤，也

在電影院當領座員並開始自己練

寫劇本。這些慘淡經歷，激勵年

近 30 歲的他奔赴好萊塢，立志

成為一名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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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聘華語銷售

手。女友願意跟我來台灣，但我

現在卻不敢，怕傷害了她，我應

如何做？

大刀

大刀好：

兩情相悅是可喜的，但是婚

姻卻不是只有兩個人的事情，何

況是異國婚姻，要適應的除了雙

方家庭的生活習慣，還有來自大

環境的陌生、工作、文化、語言

等考驗。你的第一步會受阻礙是

因為你沒有開始讓家人習慣你身

旁有一位大陸籍女友的事實，突

如其來的消息，對於家庭觀念重

的人而言，的確一時無法接受。

如果，父母有民族意識情懷

在作祟，你更要小心謹慎處理。

否則，在沒有考慮清楚的情況

下，你將對方帶來台灣，又讓她

無所依靠，那麼，恐難逃「台灣

負心漢」之 「末須有」罪名。所

以，三思而後行是必要的。

首先，你問自己：已經將對

方定位成你的終生伴侶了嗎？對

方的學歷，到台灣謀職容易嗎？ 
她是適應力強的女孩？還是依賴

性重的人？個性隨和或是內向？

還有，兩岸婚姻的細瑣條文你弄

清楚了嗎？她如果適應不佳，你

要分身照顧她，同時還要忙著穩

定工作，你確定可以勝任嗎？

如果，兩人並還沒有走到論

及婚嫁這一步，那更要考慮清楚，

她隻身來台，安身在何處？你可

以打點好她在適應期間的一切需

求而甘之如飴嗎？當對方和家人

的初相識的過程中有委屈、有挫

折，你們都準備好一起度過嗎？

以上的諸多問題，是你不可

迴避的，如果都一起考慮過、規

劃過了，加上兩個人情意甚篤，

不是時下所謂重享樂與情慾的速

食愛情，那麼，我相信真情可以

感動人，只要兩人同心，讓時間

證明，你們的相遇對彼此的人生

只有加分作用，那還有誰會阻止

你們？

只要遇到問題，是兩個人在

心靈相契、默契十足的情感基礎

下，我相信問題不過如烏雲一般，

終究會盼得晴空萬里的，也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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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291-3232
週一∼週五：9am-8pm        週六：9am-7pm      週日：10am-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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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蘭瓜

Seedless Watermelons 無籽西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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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lb Carrots 胡蘿蔔 Honeydew Melons Honeydew Melons Ambrosia Apples 聖芳蘋果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

Local Mini CukesSatsuma Mandarins 薩摩蜜橘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本地小黃瓜

$48888 ea

Bunched Spinach 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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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1 個菠蘿。

$248
ea

$0 6868
lb

$1 282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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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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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 1 個菠蘿。

4848$48888
ea

$12828
lb

$07878
lb

$$00989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5 磅裝

曼麗小語：真情可以感動

人，只要兩人同心，讓時

間證明，你們的相遇對彼

此的人生只有加分作用，

那還有誰會阻止你們？反

之，不如趁兩人尚未有婚

約的約定，再給彼此想清

楚的機會，才不會真正傷

害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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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好萊塢共有 500 家電

影公司，他根據自己排列好的名

單順序，帶著為自己量身訂做的

劇本前去拜訪。但第一遍拜訪下

來，沒有一家電影公司願意聘用

他。面對無情的拒絕，他沒有灰

心，從最後一家被拒絕的電影公

司出來後不久，他就又從第一家

開始他的第二輪拜訪。

第二輪拜訪、第三輪拜訪也

以失敗而告終，但他仍全心全意

地堅持著自己的演員夢。不久後

他又開始了第四輪拜訪。當拜訪

到第 350 家電影公司時，老闆

羅伯特和選角導演瓊斯商議後，

竟破天荒地讓他留下劇本。他欣

重啟人生的另一扇門重啟人生的另一扇門

到祝福；反之，上述的問題，你

越看越沉重，甚至完全沒想過，

不如趁兩人尚未有婚約的約定，

再給彼此想清楚的機會，才不會

真正傷害彼此。曼麗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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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若狂。幾天後，他獲得通知，

請他前去商談。就在這次商談

中，這家公司決定投資開拍這部

電影，並請他擔任自己所寫劇本

中的男主角。不久這部電影問世

了，名叫《洛基》。

相信到這裡，已經有不少讀

者猜到這位影星是誰。他就是西

爾維斯特．史特龍，他說：「當

陷落在最孤獨最無奈的逆境時，

我只想用自己的雙手重啟人生的

另一扇門。」

史特龍出身貧寒，但通過不

懈努力而成為一代動作巨星的奮

鬥經歷如同其代表作《洛基》系列

中主人翁一樣，是最勵志的「美

國夢」，是社會流變中不屈的平

民英雄代表，激勵著生活在磨難

中的人們勇敢前行。

該帶大陸女友該帶大陸女友
回台嗎？回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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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看中國訊】在大陸「五四」青

年節之前的 5 月 3 日晚，大陸視頻

網站 bilibili（B 站）推出的短片

《後浪》在央視黃金時段播出，隨後

引發刷屏。該片號稱是「bilibili 獻
給新一代的演講」，但播出後引發

巨大爭議。

與許多粗製濫造的宣傳品不

同，這個被稱為青年宣言片的《後

浪》，以演講為形式，時長不到 4
分鐘，文案只有 600 多字。畫面

精美，敘事場面宏大，言語混合著

溫情及激情，片子一經播出後，立

刻上了微博的熱搜榜。觀眾評價不

一，不同的理解、分化的評論，讓

此片引發了廣泛的網路討論。

短片中大陸知名演員何冰以一

位中年有為者的視角和口吻，熱情

洋溢地稱「人類積攢了幾千年的財

富，像是專門為你們準備的禮物。

科技繁榮、文化繁茂、城市繁華，

可以盡情地享用。」同時配以畫面

年輕人在東京銀座拍 vlog，在法國

埃菲爾鐵塔遊玩，在紐西蘭王后鎮

跳傘，以及在美國洛杉磯開型號為

羅賓遜 r44 的直升機等，概括起來

是「消費和享樂」。

「後浪」意喻「後浪推前浪」，

【看中國訊】有「兒童奧斯

卡」之稱的兒童娛樂界盛事「兒

童最愛獎」頒獎禮，今年因受到

疫情的影響延後 6 週，並以視

訊方式 5 月 2 日在網路上進行

頒獎典禮，由美國演歌雙棲的

女星維多利亞嘉絲蒂（Victoria 
Justice）擔任主持，得獎者在

各自家中線上領獎，「復仇者聯

盟」的 6 位元老成員更難得集結

一塊視訊領獎，成為疫情影響

下有趣的一面。

最愛電影由去年票房優異

的《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奪

得，其中「蜘蛛人」湯姆．霍蘭

德更意外的力壓其他復仇者，

獲選為最受歡迎超級英雄。在

疫情特殊時期，6 大復仇者元老

在「鋼鐵人」小勞勃道尼的帶領

下連線同框，包括「美國隊長」

克里斯伊凡、「黑寡婦」史嘉蕾

喬韓森、「浩克」馬克盧法洛、

「鷹眼」傑瑞米雷納、「雷神索

爾」克里斯漢斯沃。 6 位復仇

者英雄也藉此鼓勵小朋友要「保

持健康平安，團結一致共度難

關」。

電視獎項方面，Netflix 的

《怪奇物語》勇奪最受歡迎家庭

電視節目，而憑藉該劇走紅的

16 歲女主角「Eleven」米莉芭

比布朗（Millie Bobby Brown）
也因此獲最愛電視女演員獎的

肯定，她戴著眼鏡、素顏入鏡

領獎，致詞時還不忘感謝在第

一線辛苦工作的醫護人員。

音 樂 方 面， 韓 團「BTS」
防彈少年團、泰勒絲、亞莉安

娜、尚恩曼德斯與怪奇比莉等

皆獲獎青睞。其中韓團「BTS」
防彈少年團獲頒最愛音樂組合。

NBA 球星詹姆斯（Lebron 
James）獲得了 KCA2020 尼克

兒童選擇獎中的「改變一代人」

獎，以及最受歡迎男運動員這

兩大榮譽。

【看中國訊】臺灣藝人苗可

麗特別於母親節前夕，推出最

新台語單曲《心肝寶貝》, 身為

至善基金會愛心大使的她，不

僅唱出為人父母的心聲，更盼

能為偏遠地區的貧童發聲。

苗可麗巧緣開唱《心肝

寶貝》充滿愛與希望

苗可麗 15 歲以歌手身份出

道，早期曾演出多部戲劇中的

小角色，直到 2002 年因演出

《臺灣霹靂火》反派角色「李艷

萍」走紅。曾經獲得第 48 屆金

鐘戲劇女主角獎。如今睽違 30
年再度正式發片，苗可麗溫柔

美聲再度引發各界關注 !
《心肝寶貝》單曲原本被

製作人指定由許效舜演唱的歌

曲，但苗可麗笑稱 ,「全是命

中注定的巧合！這首歌是舜哥

推薦我唱的，他知道我一定會

點頭，這首歌，沒錢賺我也要

唱！」

她期待能透過這首歌，打

動大眾一起來關愛海內外貧

童，號召更多人投入善行。這

次她主唱單曲《心肝寶貝》音

樂 MV 即日起上線，5 月 8 日

將正式於 KKBOX、Spotify、
iTunes、LINE Music 等平臺數

位發行。

苗可麗自曝有6名領養子女
苗可麗在錄音當天特別帶

了女兒小時候的照片放在譜架

上，幫助自己快速進入狀態。

當天僅花了短短兩小時便完成

錄音。身為單親媽媽的苗可麗

曾在訪問中提到，「為了戲劇拍

攝的工作，從女兒出生滿月後

就交給媽媽帶，半年才看到女

兒一次。」

新歌發布當日，苗可麗在

臉書上高調自曝有 6 名領養子

女，引發各界關注。她表示這 6
個孩子是透過至善基金會認養

的海內外貧童。

青年宣傳片《後浪》引爭議

【看中國訊】第 39 屆香港電

影金像獎 6 日線上對外公布得獎

名單，臺灣實力派演員太保憑著

電影《叔．叔》奪得最佳男主角；

中國大陸演員周冬雨憑著電影

《少年的你》奪得最佳女主角，《少

年的你》成功抱走 8 項獎成為大

贏家，《葉問 4：完結篇》榮獲最

佳剪輯、動作設計、音響效果 3
獎緊追在後。

香港導演曾國祥同樣憑著

《少年的你》獲得最佳導演、最

佳電影、最佳新演員 v（易烊千

璽）、最佳編劇、最佳服裝造型

設計、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電影

歌曲等八項大獎，成為本屆香港

電影金像獎最大贏家。

最佳男主角由太保靠著電影

《叔．叔》打敗古天樂、郭富城、

朱栢康及易烊千璽奪下；2016年

曾以《七月與安生》奪下第 54 屆

金馬影后的周冬雨，今年再以

《少年的你》拿下金像獎影后；最

佳動作設計獎由武指大師袁和平

以《葉問 4》獲得；令粉絲扼腕的

是，6度入圍的鄭秀文今年以《花

椒之味》及《聖荷西謀殺案》雙入

圍，卻仍與影后寶座失之交臂。

本屆金像獎其他得獎名單包

括：最佳新晉導演黃綺琳（金

都）、最佳美術指導張兆康（花

椒之味）、最佳剪接張嘉輝（葉

問 4 完結篇）、最佳男配角張達

明（麥路人）、最佳女配角區嘉

雯（叔．叔）、最佳亞洲華語電

影《大象席地而坐》等。

意在鼓勵年輕人。有些網友認為此片

鼓舞人心，然而很多大陸年輕人看後表

示，裡面描述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生

活，大部分的青年人面臨更為沉重的生

活壓力。在大陸知乎網站上，網友評論

說「從這種視頻可以被作為五四獻禮就

可以看出，至少有相當一部分既得利益

者覺得他們的一切是理所當然的，已經

把沉默的多數忘得一乾二淨，開始肆意

張揚」，在網路上更有將年輕人比作被

收割的「後浪韭菜」一詞開始流行。

還有評論認為，五四精神代表著

對學問尊敬，對知識敬畏。真正的「後

浪」不是被消費主義所迷惑，而是不放

棄自己的良知，不為虛榮，不怕強權，

追求學問，對弱者懷有憐憫之心，對社

會抱有公義情懷，是世界和社會力量的

改變者。

復仇者元老成員「浩克」馬克盧法洛（上排左起）、「鋼鐵人」小勞勃道

尼、「黑寡婦」思嘉喬安森、「雷神」克里斯漢斯沃（下排左起）、「鷹

眼」傑瑞米雷納、「美國隊長」克里斯伊凡難得同框。（視頻截圖）

苗可麗（右二）認養偏鄉孩童。（自由時報）

大陸視頻網站bilibili（B站）推出的短片《後浪》在央

視黃金時段播出後，隨後引發熱議。（視頻截圖）

兒童奧斯卡誰是最強英雄復仇者聯盟
集結

《少年的你》奪8獎《少年的你》奪8獎《少年的你》奪8獎
香港金像獎揭曉香港金像獎揭曉

自曝有6子女沒上戶口

中國大陸演員周冬雨憑著電影《少年的你》奪得最佳女主角。台灣

實力派演員太保憑著電影《叔．叔》奪得最佳男主角。（網圖）

自曝有6子女沒上戶口
苗可麗演唱《心肝寶貝》 為偏遠地區的貧童發聲

【看中國訊】第 39 屆香港電

影金像獎 6 日線上對外公布得獎

名單，臺灣實力派演員太保憑著

電影《叔．叔》奪得最佳男主角；

中國大陸演員周冬雨憑著電影

《少年的你》奪得最佳女主角，《少

年的你》成功抱走 8 項獎成為大

贏家，《葉問 4：完結篇》榮獲最

佳剪輯、動作設計、音響效果 3
獎緊追在後。

香港導演曾國祥同樣憑著

《少年的你》獲得最佳導演、最

佳電影、最佳新演員（易烊千

璽）、最佳編劇、最佳服裝造型

設計、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電影

歌曲等八項大獎，成為本屆香港

電影金像獎最大贏家。

最佳男主角由太保靠著電影

《叔．叔》打敗古天樂、郭富城、

朱栢康及易烊千璽奪下；2016年

曾以《七月與安生》奪下第 54 屆

金馬影后的周冬雨，今年再以

《少年的你》拿下金像獎影后；最

佳動作設計獎由武指大師袁和平

以《葉問 4》獲得；令粉絲扼腕的

是，6度入圍的鄭秀文今年以《花

椒之味》及《聖荷西謀殺案》雙入

圍，卻仍與影后寶座失之交臂。

本屆金像獎其他得獎名單包

括：最佳新晉導演黃綺琳（金

都）、最佳美術指導張兆康（花

椒之味）、最佳剪接張嘉輝（葉

問 4 完結篇）、最佳男配角張達

明（麥路人）、最佳女配角區嘉

雯（叔．叔）、最佳亞洲華語電

影《大象席地而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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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麵餅

碗中放入麵粉、酵母、

白糖和食用油，加入牛

奶，揉成一個光滑麵

團。蓋上蓋子，餳麵

20分鐘，讓麵糰慢慢

鬆弛。用擀麵棍將麵糰

擀成方形，同時排氣。

捲麵糰

麵糰掃上水，可使麵糰

捲得更緊密。用手指在

方形底部壓一下，幫助

收口。從方形頂部開

始，將麵糰緊密的捲起

來。兩手向外搓開，擠

出捲好麵糰內的空氣。

蒸饅頭

切去頭尾，將剩餘部分

切成 8等分。蒸籠底部

抹上油，將饅頭放入，

發酵大約1小時。冷水

下鍋，中大火，上汽

後，再蒸10分鐘，冷

卻後即可開蓋。

31 2濃濃
奶香

  

餳麵

麵粉倒入碗中，加鹽、

糖、65℃溫水，攪拌

均勻後加酵母、油，繼

續攪拌，成為一個光滑

麵糰，蓋上蓋子，餳麵

20分鐘。

擀麵

將麵糰揉成一條，切

成均勻的 3段。麵板表

面抹上適量油，取一

段麵糰，放在麵板上，

用擀麵棍擀成一張薄

薄的圓麵餅。

製餅

麵餅表面抹豬油、撒

鹽、加上蔥花，麵餅捲

成一條，再盤成一個

圓餅，鬆弛 20分鐘。

然後，用擀麵棍壓扁成

為一張薄薄大餅。

油煎

熱鍋加入油，小火煎，

餅皮外酥內多汁。煎至

一面金黃後，可以翻面

再煎。多翻幾次面，摔

打過程可以讓蔥油餅層

次更分明。

健康美麗食譜

盤點美麗營養素

人體攝取足夠的維生素才

能有效調節蛋白質、脂質和醣

類等原料營養素的代謝，身體

重要機能健康，美麗由內而外

看的見。同時，打造好氣色，

應適量補充鐵質，選擇吸收率

較高的食物，且避免同時食用

影響鐵質吸收的食物。值得一

提的是，適量地食用動物性膠

質補充膠原蛋白，對於肌膚彈

性幫助。

◎ 文 :邊吉

材料都是一樣的麵粉，做出來的麵糰與成品卻是變化萬千，添加創

意和巧思，麵糰會回饋更多驚喜。

新手
麵食麵糰創意

◎ 文 :米娜

很多食物都含有使皮

膚、髮質變好的營養

素，打造自己的美麗從

每日三餐開始。

營
養
素

維生素A 維生素E 維他命C 鐵質 膠原蛋白

主
要
功
效

給予肌膚水潤感，

令肌膚更有彈性

維持細胞膜健康， 
幫助滋潤肌膚

幫助製造膠原蛋白、 
鐵質吸收。

製造血球的元素， 
提供食皮膚細胞養分。

令皮膚保持彈性， 
運送水分到皮膚。

主
要
食
物

南瓜 
菠菜 
紅蘿蔔

杏仁 
腰果 
亞麻籽

橘子 
芭樂 
奇異果

紅肉 
豬肝 

深綠色蔬菜

豬腳 
鳳爪 
豬軟骨

經
典
菜
餚

奶 香 刀 切 饅 頭

蔥 油 餅

韭 菜 盒 子
鮮香
美味

蔥香
可口

食材：

中筋麵粉：500克

65℃溫水：400克

蔥：2根

調料：

鹽：10克

糖：10克

食材：

雞蛋：2個
蘑菇：5朵
韭菜：120克

中筋麵粉：200克

調料：

鹽：5克
蠔油：1匙
開水：60毫升

冷水：60毫升

胡椒粉：1小匙

食用油：30毫升

酵母：2克
油：10克

豬油：適量

1 2 3 4

  

揉麵糰

在麵粉中加鹽，一半加

開水和麵，一半加冷水

和麵，攪拌成絮狀。再

加入食用油，攪拌均勻

後，揉成一個麵糰，蓋

上蓋子餳麵。

拌餡料

雞蛋炒成細碎小塊；蘑

菇切碎翻炒；韭菜洗淨

後，切成碎粒，加食用

油拌勻。三種食材混合

後，加鹽、蠔油、胡椒

粉，攪拌均勻。

包餡料

將麵糰揉成長條，切成

大小均等的劑子，然後

用擀麵棍擀成薄薄的圓

麵皮，放入韭菜餡料，

麵皮兩邊捏住收口，再

做出均勻花邊。

油煎韭菜盒子

鍋內加適量油，加熱，

放入做好的韭菜盒子，

先用中小火煎至一面金

黃，然後翻個面，再煎

至兩面金黃，即可出鍋

裝盤。

1 2 3 4

食材：

全脂牛奶：120克

中筋麵粉：250克

調料：

酵母：3克
白糖：30克

食用油：5克

麵食成品和製作過程：WINNIE WANG；其他圖片：ADOBE STOCK

香料烤 
紅蘿蔔

腰果 
炒雞丁

奇異果 
三明治

烤里肌 
佐蔬菜

雞腳 
燉湯

愈吃愈美麗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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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防晒 經常護膚
有一位八十幾歲的老太太，

了，臉上皮膚仍然白嫩光滑，幾

乎沒有黑斑，她的女兒分享，母

親年輕時非常注重防晒和保養，

外出穿著長袖衣褲或撐傘，避免

直接在曝晒，平時經常使用雞蛋

加麵粉敷臉。

一位醫師也分享過類似的抗

皺護膚偏方：使用雞蛋黃、一

匙蜂蜜、一匙半麵粉和數滴橄

欖油，充分攪拌後敷在臉上，

10 ～ 15 分鐘後，再用溫水洗

凈。雞蛋清能使皮膚繃緊，而雞

蛋黃則能滋潤皮膚，每隔一天敷

臉，大約 3 ～ 4 個月後，臉部

便會顯得光滑，氣色更佳。

皮膚怕乾，也怕晒，長時間

曝晒在紫外線下，容易破壞皮膚

彈性纖維及膠原蛋白，而皮膚過

度乾燥則易產生皺紋，所以要做

好皮膚保養，預防皺紋產生，就

不能忽略防晒和護膚。

使用護膚保養品可以提高肌

膚保水性並減緩皺紋產生。如在

戶外活動時，可做些防晒措施，

像是抹上防晒乳、撐傘、戴帽子

或穿著長袖衣褲等，不僅預防晒

傷，也可預防皮膚長雀斑。

營養均衡 補鐵養血氣

群孩子，生活忙碌，但她的裝扮

從不馬虎，秀氣的捲曲長髮，淡

雅的妝容，落落大方的穿著，當

別人知道她是 5 個孩子的媽媽

時，總是驚呼連連。

有句名言說：「笑容是最好

的裝扮，謙虛是最好的首飾，自

信是最好的著裝。」在她身上，

十足的展現這些特點。愛自己不

僅要裝扮好外表，充滿自信，也

不忘與人為善，用「微笑」展現

自己獨特的美麗。

七是女人的天數，許多重要

的數都與七有關，上帝創造天地

花了七天、彩虹七道、北斗七

星、七夕節、印度脈有七輪、一

週七天、孕以週為數、往生要做

七、女性生長以七為期。

《黃帝內經》說：「女子七

歲，腎氣盛，齒更髮長。」女子

7 歲，比男子早 1 歲換牙，長恆

齒和頭髮；「二七，天癸至，任

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

故有子。」14 歲，青春期開始，

天癸腎精物質開始起作用，任脈

通了，太衝脈氣血足了，所以有

了月經，就具備了生育基本基

礎，比男孩早 2 年，但還不夠

成熟。

如果女孩太早破陰，處女膜

破裂，容易傷到血脈，以致影響

以後的經期、懷孕和更年期。太

早有性行為，反而不容易受孕，

而且第一個男子的精液會長久記

錄在子宮內，不可不慎！

「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

生而長極。」21 歲，腎氣增強，

智齒發育完全；古老傳統女子

二十而嫁。

「四七，筋骨堅，髮長極，

身體盛壯。」28 歲，此時心智、

身體最強健，是女人一生中最美

麗的時期，含苞怒放。女子在

25 ～ 28 歲所生的孩子，在各方

面都比較優秀、健康而長壽。

「五七，陽明脈衰，面始

焦，髮始墮。」女人的青春實在

是很短暫，35 歲左右就開始面

容衰，比男子 48 歲才面焦，提

早了 13 年，早熟就早衰。要養

顏美容就要從陽明脈上著手，顧

好腸胃才是真正美容養顏之道。

要孕育後代，最好在生理成熟巔

峰的 35 歲以前完成。

「六七，三陽脈衰於上，面

皆焦，髮始白。」42 歲，三陽

脈，頭面的經氣開始衰，臉失去

光澤，如果沒有保養，很快就會

變成黃臉婆，頭髮也漸白。比男

子 48 歲才發生同樣的狀況，差

了 6 歲，男女差距在縮小。

「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

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

壞而無子也。」49 歲，天癸漸

枯，任脈、衝脈都開始虛衰，形

體於是衰弱，所以停經不孕。臨

床上還是有見到 50 歲後生產的

特例。該停經而不停經，使用賀

爾蒙強迫月經來，違反自然，擾

亂生理機制，是要付出代價的，

癌變是其中之一。

現代人壓力大、晚睡、晚

婚，常見 40 歲左右就停經了，

還有因為子宮肌瘤，或嫌月經來

女人何時最美

保健

常識漂亮媽咪的抗老秘方
不少女性為人母

後，在蠟燭兩頭燒

的情況下，不知不

覺的讓「黃臉婆」

的稱號越來越近。

愛自己的最好方式

別無他法，從「心」

開始，同時透過日

常的保養，活出健

康美麗。

麻煩而把子宮切除，使天癸無從

運作，也是違反自然，會產生其

他內分泌失調的問題。

其實，老天對女性很厚愛，

為補償女性生兒育女的辛勞，在

更年期後，如果調養得當，會由

陰轉陽，反而生龍活虎，活蹦亂

跳的如同第二春。

不論任何年齡，讓丹田的

精，全身的氣，五臟的神，都能

保持一定的水準，內在的健康，

就會襯出外在的容光煥發，輕身

延年。

而相由心生，人往下走入

谷，重視物質外表，就會很

「俗」；人往上走上山，提高境

界，就會很「仙」。

不論何時，心地善良，永遠

是最美麗的。

營養均衡，才能夠給皮膚足

夠的養分，給身體帶來活力。蛋

白質配合維生素 C 攝取，有助

於體內膠原蛋白合成，多攝取抗

氧化成分、維生素與礦物質，則

可以對延緩衰老及減少皺紋的產

生。

女性因為每次經期耗損，容

易出現缺鐵性貧血，除了造成面

色蠟黃，也容易感到疲倦，可多

攝取一些富含鐵質的食物，如：

牛肉、豬肝、鮭魚、蛋黃、葡萄

乾、紅棗、櫻桃等。若是經期不

順，應就醫瞭解原因，或尋找中

醫調理，讓自己氣血充足，才能

天天擁有好氣色。

用心生活 微笑以對
一位有 5 個孩子的媽媽，

身材苗條，容貌就像個大學生一

樣，臉上總是掛著甜美的笑容，

為人謙和有禮。儘管每天要帶一

現代醫藥的辦法，第一要看

有無感染，會給女方 2 週紅黴

素之類的藥物，排除披衣菌的感

不孕症的調理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五、使用無
毒清潔劑

1.商業清潔劑會釋放

出有毒化學物質，可能導

致頭痛、呼吸困難、器官

損害和癌症。

2.可以使用小蘇打、

醋、椰子油、檸檬和卡

斯蒂利亞肥皂（castile 

soap）等天然成分，有效

安全地清潔居室。

3. 精 油（Essential 

oils）可以添加到所有清

潔用品和洗衣液中，以增

加抗菌能力。

4. 合成空氣清新劑

（Ditch synthetic air 

fresheners）和香薰蠟燭

（scented candles）， 味

道極佳，具有治療效果。

（轉載自《明慧診間―容光必照》/
博大出版）

女 性 健 康

不花時間養生，就要

花更多時間、金錢來治

病。《明慧診間》從針

灸、用藥、飲食起居注意

事項和保健方法，引領大

家認識中醫診療的觀念與

方法。

現代人不孕比率較

高，大約 7對新婚夫婦
就有 1對不孕，需要藉
助醫藥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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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健常識

現代健康新理念

30貼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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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控制您健康

的電子書 !

女性容易出

現缺鐵性貧

血，可以多

攝取富含鐵

質的食物。

雞蛋黃、蜂

蜜、麵粉和

橄欖油，可

以做成抗皺

護膚面膜。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 師 講 堂 

◎  文：蕭羽若

染；再來要看男方的精子有無異

常，精蟲數量過少、活動力過

差、畸形精子過多都不行。精子

活動力太差的要人工取精，注射

到卵子內當作受精卵，再種到子

宮中；精子濃度不夠的，濃縮了

之後，再打入陰道。

西方醫學最先進的就是製造

受精卵，無排卵的吃排卵藥，無

法受孕，再將卵取出，注入精子

成為受精卵，或將卵泡在精液

中，看有無受精卵，但最後還是

要將受精卵種到子宮中去。但很

多人的受精卵就是不會生長，或

一段時間就流掉了，會不會著

床？現代醫學尚無很好的辦法，

即使注射黃體素也無法解決大多

問題。

古人為提高受孕率，簡單的總

結了四個重點，稱為「種子四要」：

一、種子先調經：「……女

經調，有子之道也。」「經水不

調，不能成胎。」「女人無子，

多以經候不調。」這都是古人的

經驗之談。婦人以血為本，月經

失調，不論經期不定，或崩漏、

或閉經、或經期延長，都象徵著

體內腎、肝、脾的功能失調，造

成受精卵不易著床或不易受精。

二、助孕必治帶：女性下生

殖道是病原體、微生物孳生和繁

殖的溫床。不論是黃濁帶下或血

性白帶，都會影響精子在陰道的

生存和活動，膿性白血球、陰道

滴蟲等，還會吞噬精子。若炎症

侵犯了輸卵管內膜，會使輸卵管

黏連狹窄，或是內分泌失調引起

的異常帶下，都可以影響孕育。

三、配偶要精壯：古云：

「男精壯……有子之道也。」男

性不育約占不孕的 30% 左右。

男性不育，記有六病，即精虛、

氣衰、痰多、相火旺、精少、氣

鬱，可依具體情況，補腎壯陽、

滋腎填精、健脾益氣、清肝泄

熱、化瘀去濁等。

四、氤氳時交合：《女科經

綸》指出：「凡婦人一月經行一

度，必有一日氤氳之候……此的

候也……順而施之則成胎矣。」

此處的「的候」指的就是排卵期，

在兩次月經之間，此時會有黏性

白帶增多，或伴有下腹部微脹，

有求偶的感覺，若在此時交合，

則妊娠的機會大，要把握機會。

另外基礎體溫也要注意，這

是著床的關鍵，排卵後進入高溫

期，月經後進入低溫期，要有這

雙相體溫，受精卵才易生長茁

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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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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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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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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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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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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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過年前家人住院，我因此

觀察到很多醫院排班計程車駕

駛的行為。

醫院門口設有計程車招呼

站，旁邊的綠園道無論你隸屬

車隊與否都可以排班。病患或

家屬通常第一個選擇就是走到

招呼站，搭上依序而來的計程

車，另一個選擇是叫 55688（台

灣網絡計程車） 或 Uber。
很多司機在無客可載時總

會在路邊抽菸、抱怨甚至打

牌，不自覺把自己貼上「艱苦

人」的標籤，總是在怪油價、怪

度過景氣寒冬 正確的思考方向

政府、怪乘客，就是不思考自

己可以做出什麼改變，把自己

打造成一位「乘客下次想要指定

你」的司機。

一般駕駛可能覺得顧客不

就是剛好上車那個人，有什麼

差別？我不就提供一台車還有

什麼？我的價值就是從這裡載

到那裡，不就這樣？

我們先探討顧客。試問：

在醫院門口搭車的乘客跟在高

鐵搭車的乘客需求一樣嗎？

在醫院很有機會載到出院

病人，行李大包小包，坐輪椅

的病人也不在少數，另外一大

族群就是動作緩慢的老年重聽

病人，司機有沒有調適好自己

的心態來面對這些乘客，服務

品質就差很多。譬如遇到重聽

的老人家，因應方式應該是趨

前，而非放大自己的聲量，讓

不知情的旁人以為在吵架。

「明明是處理一樣的

工作、面對一樣的課題， 
為什麼有些人想法與眾不

同？關鍵就在提高思考的

品質，就能提升解決問題

的效益。」遇到問題時，

很多人把力氣花在抱怨，

而非面對解決。

再講事物，以駕駛來說就

是車子本身。

後車廂有沒有塞滿個人物

品，導致讓乘客的出院行李或輪

椅放不下，就是一個很簡單但很

多人不重視的問題。一位司機把

自己的後車廂保持零雜物、放上

保護墊，甚至是一些固定架 ( 得
以安置行李、輪椅 ) 才是展現專

業。閒置愈多個人物品，就表示

自己愈不看重自己的駕駛專業。

◎ 文：楊斯棓

避免蟎蟲的危害 
3 招消滅蟎蟲

我們以常見的塵蟎為

例。塵蟎生長繁殖和活動

的最佳溫度大約為 25℃，

最適宜的相對濕度大約為

75％。相對濕度低於 33%
可導致塵蟎成蟲死亡，

10℃以下塵蟎會停止發育

和活動。所以，殺滅蟎蟲

要從溫度、乾燥、除塵等

方面入手。

1、溫度，幾乎所有的 
蟎蟲都不耐高溫。

所 以， 大 家 只 要 用

55 ∼ 60℃以上的熱水浸泡衣

物和床上物品，在不降溫的情

況下，泡 10 分鐘之後再進行清

洗；或者用電（蒸汽）熨斗來

熨燙衣物；小件織物，比如毛巾

等，可以用開水燙煮。這些方法

都可以有效滅殺蟎蟲。建議每週

清洗一次。此外，患有塵蟎過敏

的人，臥室的溫度儘可能不要超

過 18℃，客廳的溫度不要超過

20℃。

1、虎尾蘭
虎尾蘭被公認為天然的「空

氣清道夫」，在約 3.3 坪大小的

房間內，能吸收空氣中 80％以

上的有害氣體（如苯、甲醛和

三氯乙烯）和重金屬微粒；夜

晚時吸收大量二氧化碳，釋放

氧氣，同時比一般植物高出 30
倍以上的負離子，能促進人體

的新陳代謝、活化細胞功能，

抑制細菌和黴菌的生長。虎尾

蘭極易栽種，耐旱、耐陰，生

命力強，無論在何種環境下皆

能生存，可以在室內長期生

長，它的葉子可以自己吸收空

氣中的水蒸氣。不過澆水的量

要適當，若澆太多水容易使根

部腐爛。

而且可以吸取空氣中的有

害氣體，還非常好養，是浴

室、浴室的理想選擇。

2、常春藤
可以淨化空氣、殺滅細

菌。清新雅緻，掛在浴室牆上

也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耐陰，

但是也需要隔一段時間拿出去

晒晒太陽，如果浴室陽光充足

就更好。維持適當的水份供應

對常春籐來說很重要，但在室

內環境絕不能過度澆水，否則

容易感染生病。

3、綠蘿

吸取空氣中的甲醛，一氧

化碳等有害氣體，而且非常耐

陰，喜歡潮濕的環境，放一

盆，太合適了。

4、吊蘭
吊蘭吸取有害氣體是很有

名的，而且耐陰，不怕潮濕，

但是要注意通風，隔一段時間

拿出去晒晒太陽，在陽光底下

吊蘭生長迅速，很快就能收穫

滿滿一盤。

5、薄荷
喜光又耐陰殺菌又消毒，

氣味濃烈，可以壓倒廁所的臭

氣，還可以驅除蚊子，而且非

常好養，隔段時間掐幾段枝條

就可以再長一大盆。放在浴

室，很顯生機。

再談價值。書上說：「思

考價值，可說是思考能助人、

令人開心、或是替人減低痛苦

的方法。」也就是說，駕駛的

角色遠遠不是從 A 地載到 B 地

而已，最理想的狀態是：他把

自己定位為乘客可以信任的家

人。讓其他家人想到他時的形

象是：「幫我們把家中生病的

人，從醫院安心的載回家。」如

果上述幾句話是某一個車隊的

slogan，他們的服務品質也的

確如此，你說他們在計程車業

界會不會異軍突起？

如果您是餐廳經營者，一樣

可以思考您的顧客、您端出的菜

色、您提供的價值，究竟跟其他

餐廳差別在哪？如果您是補習班

業者或診所經營者亦然。

許多人跟風喊著：「沒有不

景氣，只有不爭氣。」

其實，景氣確實會循環，大

環境總有不景氣的時候。但當我

們經常拆解問題，思考問題的核

心，予以因應，我們就是各行各

業能含水過冬的倖存者。 

適合浴室的盆栽
家中有異味的地方就

是浴室了，因為潮濕除了要

通風外，大家是否也想到

在浴室內放置幾盆的盆栽

不但賞心悅目又可以除濕

去味，那麼今天就給大家

分享一下，適合在家裡浴

室放的除濕去味的植物吧。

生活
妙招

Adobe Stock

Pixabay

圖：Wikipedia

2、濕度，所有的蟎蟲
都怕乾燥。

若想殺滅蟎蟲，室內環境保

持通風乾燥很有必要。可以使用

空調、電熱器、除濕器等家用電

器來降低空氣濕度，室內濕度不

要超過 60%；有條件的，要勤

曬被褥。

3、除塵
人身上的皮屑是塵蟎的食

物，因此斷絕塵蟎的食物來源是

減少塵蟎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可用真空吸塵器，定期對床

單、被褥、沙發、地毯、床墊、

櫃檯進行吸塵，清除灰塵雜物，

減少塵蟎及代謝物飛到空氣中被

人吸入的機會。

最後，不要直接使用新草

蓆、新竹蓆、新毛毯、新席夢思

等。使用前先用開水燙洗，或者

噴灑滅害靈、雷達、必撲、敵敵

涕等殺蟲劑，然後再太陽暴曬。

存放在潮濕處的舊草蓆、舊竹

蓆、舊毛毯、舊床墊等，使用前

也要按照上述方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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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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近 100 年來，科學界對病毒認知

的共識也一直在改變。從最早認為病毒是

一種毒物，然後是一種生命形式，接著又

改觀成一種生物化學物質。在現代人們都

將病毒歸類為無生命物質。

病毒是由複雜的生物化學物質組成，

但是卻缺乏表現生命的生物化學活性。這

讓病毒聽起來比較像是化學組件，而不像

生物。

然而，當病毒進入細胞後（細胞受

感染後即稱為宿主），就變得生龍活虎。

病毒會脫去外殼，讓基因裸露，誘導細胞

的複製機具生產病毒的 DNA 或 RNA，

並根據病毒核酸上的指令製造更多病毒蛋

白質。這些新出爐的病毒零件在組裝後，

就變出了更多的病毒，去感染其他細胞。

這些行為，也讓許多科學家認為病毒

生存於化學和生命的邊域。但不管如何，

面對武漢肺炎帶來的嚴峻疫情，我們日常

生活還是要注意以下 18 點，如此一來，

可以降低被感染的機率：

1、病毒還未接觸到人體時，只是被

脂質（脂肪）保護層覆蓋的蛋白質分子

（DNA），當被人的眼、鼻或頰黏膜細胞

吸收後，其遺傳密碼就會改變（變異），

並將其轉換為攻擊者和倍增細胞。

2、由於病毒不是活生物，而是一種

蛋白質分子，因此不會被殺死，只會自行

降解。解體的時間則取決於溫度、濕度和

依附材料的類型。

3、病毒非常脆弱，唯一能保護它的

是薄薄的脂肪外層。這也就是為什麼任何

肥皂或清潔劑都是最好的預防方法，因為

泡沫會割傷脂肪（這就是為什麼洗手時

必須摩擦 20 秒鐘或更長時間，才能產生

大量泡沫）。通過溶解脂肪層，蛋白質分

子會自行分散並分解。

4、熱可以融化脂肪。這就是為什麼

最好使用攝氏 25 度以上的水來洗手，洗

衣服和所有東西。此外，熱水會使泡沫更

多，從而使泡沫更加有用。

5、酒精或酒精含量超過 65％的任何

混合物均可溶解脂肪，尤其是病毒的外部

脂質層。

6、任何含有 1 份漂白劑和 5 份水的

混合物都可以直接溶解蛋白質，並從內部

分解蛋白質。

7、含氧水在肥皂、酒精和氯之後會

長期起作用，因為過氧化物會溶解病毒蛋

白，但是必須使用純淨的含氧水，否則會

傷害皮膚。

8、病毒不是像細菌那樣的生物，所

以無法使用抗生素來殺死這些沒有生命的

東西。但可以通過上面所說的一切方法，

迅速分解病毒結構。 
9、切勿抖動用過或未用過的衣服、

床單或布。當病毒黏在多孔表面上時，它

是非常惰性的。在織物和多孔表面，只能

存在 3 小時；但是如果抖動衣物或使用

雞毛撣子，那麼病毒就會在空氣中漂浮，

時間可長達 3 個小時，也會藉此進入我

們的呼吸道。

10、病毒在寒冷的外界，或是室內

及汽車的空調狀態中，能穩定存在。它們

也還需要黑暗和水分來保持穩定，因此除

濕、乾燥、溫暖和明亮的環境會使病毒更

快地降解。

11、在任何物體上照射紫外線，會

分解病毒蛋白，例如消毒和不重複使用口

罩是完美的選擇。但要注意，紫外線也會

分解皮膚中的膠原蛋白（蛋白質），最終

導致皺紋和皮膚癌。

12、病毒無法通過健康的皮膚。

13、醋沒有用，因為它無法破壞病

毒由脂肪構成的保護層。

14、喝酒不行，伏特加酒也不行。

因為最強的伏特加酒，也只有 40％的酒

精，但我們需要的是 65％的酒精。

15、可選擇市面上含 65％酒精的殺

菌漱口水。

16、空間越狹窄，病毒的濃度就越

高；開放通風的空間，病毒濃度就低。

17、在接觸食物、鎖、旋鈕、開

關、遙控器、手機、手錶、計算機、書

桌、電視等物品後，還有在使用廁所後，

都要記得洗手。

18、洗手時，務必用大量的水清

洗，因為分子會藏在皮膚縫隙間，洗完後

則要保持手部乾爽。同時指甲也要剪短，

可避免病毒藏在裡面。 

防範病毒的18個必知

不錯過
任何節拍
皇家山大學音樂學院提供網上私人樂器及聲樂課程。

你能在這裡得到世界級導師的專業指導，助你培養興趣，

或進一步邁向音樂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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