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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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

報導】北京在4月份宣布全國

疫情已經基本得到了控制，

疫情最嚴重的湖北省和武漢

市先後解除了封城。但5月11

日武漢政府緊急通知，要求

全市展開病毒核酸篩查；擁

有440多萬人口的吉林市13

日宣布封城；綏芬河、哈爾

濱、以及上海、北京、廣東等

城市陸續恢復了嚴格的疫情

管制措施。這些跡象都令外

界猜測，大陸是否爆發了第

二波疫情？

目前大陸各地政府按照北京

的命令開始推動復工復產。但由

於政府信息不透明，人們對中國

真實疫情存在廣泛的懷疑。

武漢十天大會戰

路透社報導稱，武漢於 11
日發布《關於開展全市新冠病毒

核酸篩查的緊急通知》，將在全

市範圍內展開「十天大會戰」，

要求各區按 10 日期限提出轄區

內的全員核酸篩檢計畫。此後

《澎湃新聞》證實此消息屬實。

武漢市統計局官方數據顯

示，2018 年武漢市常住人口為

1108.1 萬。截至 4 月 29 日，武

漢市累計展開核酸檢測 103.44
萬人次。如果全員核酸檢測要求

10 天內完成，對武漢市核酸檢

測能力將是一次考驗。

讓人擔憂的是，中國自 5
月開始已擴大解封，各種觀

光、人流開始重現常態。同

時，武漢篩檢政策沒有相應配

合停班停課或交通人流管制，

因此短時間的大規模篩檢，會

否造成更多不必要的人流接觸

與錯誤通報？

此前中央社報導，在武漢

市衛健委 5 月 10 日通報東西湖

區長青街三民小區確診 6 例病

例後，東西湖區委長青街工委

書記張宇新於 11 日遭到免職。

而在 5 月初中國國務院新設

「聯防聯控機制聯絡組」赴武漢

市，督導防控措施落實情況，

令外界猜測，武漢當前疫情不

容樂觀。

網路流傳出消息，湖北省

眾多快遞業務再度停止。自媒

體《冷眼財經》節目出示了申通

快遞公司在上海發給客戶的告知

書。告知書顯示湖北省委通知，

武漢市的東西花區等 8 個區以

及湖北省部分地區，從 5 月 12
日起暫停快遞的攬派業務。節目

認為，快遞行業的停運說明當地

疫情的嚴重。（下轉 A2）

Second Wave of Outbreaks in ChinaSecond Wave of Outbreaks in China
大陸疫情二波爆發大陸疫情二波爆發

武漢全市大篩檢武漢全市大篩檢 吉林市封城吉林市封城 黑龍江嚴管黑龍江嚴管

  Beijing announced in  April that 
the coronavirus had been largely 
contained, with the worst-hit 
Hubei province lifting their lock-
down measures and governments 
across China beginning to resume 
businesses and production. How-
ever the city of Jilin, with a popu-
lation of more than 4.4 million, 
announced a citywide lockdown 
on the 13th; Harbin, Shanghai, 
Beijing, and other cities suc-
cessively resumed strict control 
measures. These signs have led to 
speculation as to whether there is 
a second wave of outbreaks in the 
mainland.
Wuhan’s Ten Day Battle

  Reuters reported that Wuhan is-
sued an urgent notice on the 11th, 
requiring each district to propose 
a plan for coronavirus nucleic 
acid testing within 10 days. Of-
ficial data shows that Wuhan’s 
population was 11.081 million in 
2018. If full testing is required to 
be completed within 10 days, it 
will naturally pose difficulties to 
Wuhan’s testing capabilities. 
  What is concerning is that China 
has eased restrictions since May, 
and tourism has begun to return 
to normal. Wuhan’s screening 
policy does not correspond to the 
closure of classes or traffic flow 
control, so will mass screening 
actually increase chances of fur-
ther transmission?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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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封城

（接 A1） 吉 林 市 為 吉 林

省第二大城市。《美國之音》

報導吉林市政府 5 月 13 日宣

布全面封城，部分邊界關閉，

嚴禁人員隨意出入；城區以居

民小區為單位，鄉村以自然屯

為單位，全面實行封閉管理。

管控措施規定，全市所有市內

景區、影劇院、歌舞廳、麻將

館等人員聚集場所一律停止營

業，人員聚集性活動一律暫停

舉辦。

外地人員需持 48 小時內自

費核酸檢測陰性報告，並嚴格

自我隔離後方可登記出城。發

熱人員引導至定點醫療機構發

熱門診就診，診所禁止接診發

熱病人，對違反規定的一律予

以關停。

吉林是中國各地推行復工

復產以來的第一個封城的地級

市。其副市長蓋東平當日表

示，目前疫情非常嚴峻，有進

一步擴散的重大風險。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自從

5 月 7 日吉林市下轄的一個縣

級市舒蘭市發現聚集性疫情以

來，有 22 人確診。舒蘭市已經

先於吉林市實施了封城。官方

宣布吉林市這次爆發的群聚感

染疫情，源頭是舒蘭市公安局

一名 45 歲的洗衣女工，這位女

工沒有省外居住史、活動史，

暫時也未發現境外、重點省份

返吉人員接觸史。

東北形勢嚴峻

4 月底黑龍江省也陸續傳

出群聚感染的案例。根據官方

數據，截至 4 月 29 日，黑龍江

省累計有 553 起確診案例。哈

爾濱、綏芬河、牡丹江等省內

幾大城市也開始施行嚴格的防

疫措施。《德國之聲》得到牡丹

江市政府 4 月 26 日緊急公告截

圖，截圖顯示，4 月 27 日起，

該市一律禁止外來車輛與外來

人員入市，各戶人員也一律不

准外出；除了醫藥店及證照齊

全的超市外，其他商店都關閉；

除了垃圾車與有證照的車外，

街上不准有任何車輛；居民各

戶派一人外出採買生活必需

品，該人員在完成採買後，必

須立即返家。

此外，東北的遼寧省瀋陽市

也傳出一家軍醫院突然封閉的

消息。網傳視頻顯示，瀋陽 463
醫院疑似 5 月 13 日被封，病人

不讓進，醫護也不讓出。早在 4
月下旬，網上就傳出大量消息

指，瀋陽市省人民醫院爆發疫

情，被警察全部封閉，需要檢測

人員高達 3 千多。

未解之疑

外界疑惑，這些新增病例是

如何被感染的？ 5 月 7 日央視

新聞宣稱全中國已經沒有中高風

險區。在 5 月 7 日之前，中國

保持連續 6 天無新增本土病例

的記錄；吉林省保持了「73 天

本土零新增」記錄。吉林市疫情

爆發的源頭據報是舒蘭市的一洗

衣女工，但這位女工近期一直待

在本地，並沒有去過省外，而且

暫時也沒有發現與境外、重點省

份返吉人員有過接觸。

在海外也如此。 5 月 6 日

紐約州州長表示，該州 66% 的

新住院的武漢肺炎患者，都是在

家以及沒有頻繁外出的情況下被

感染的。這違背了科學界對傳染

病的認知：公共場所人越多，被

感染的風險就越高。在家的人怎

麼被傳染的呢？

如何能避開瘟疫？傳統上

東方信奉天人合一：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正氣內存，外邪不

侵；西方宗教則認為：大瘟疫

到來，是神在懲罰人。海外還

有一種聲音認為，武漢肺炎的

病毒針對共產黨而來，這個紅

色政黨與人類普世價值觀背道

而馳且背負深重冤怨血債，從

精神上脫離它是抵禦瘟疫的靈

丹妙藥。此說法可信與否，見

仁見智。不過在當今的世界大

舞台上，紅色體制已被推送至

全球焦點，對共產極權的反思

和去除，已然成為了全球大

勢。病毒是否長了眼睛？此問

題本身值得生死之間的人們仔

細思量。

  
  Many express services in Hubei 
province are once again suspend-
ed which hints the severity of the 
outbreak. In early May, the Chi-
nese State Council set up a “new 
liaison group” to go to Wuhan to 
superv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leading to speculation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Wuhan is not 
optimistic.

Jilin City Lockdown
  Jilin is the first prefecture-level 
city in China to close down since 
production resumed. Prior to May 
7, the province reported 0 cases in 
73 days, however 22 people have 
tested positive since then, with the 
source of the outbreak reportedly 
being a worker who had no contact 
with out-of-province personnel. 
  On May 13, Voice of America 
reported that the Jilin municipal 
government announced a citywide 
lockdown, border closures, and lim-
its to traffic flow. Non-local person-
nel are required to both pay for and 
report a negative test result conduct-
ed within 48 hours and must self-
isolate before registering to leave 
town. Deputy mayor Dongping Gai 
stated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very severe and the coronavirus is 
liable to further spread. 

Grim Situation in the  
Northeast

  Heilongjiang province started re-
porting group infections at the end 
of April, and major cities like Har-
bin and Mudanjiang started imple-
menting strict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A screenshot of an April 
26 emergency announcement from 
the Mudanjiang city government 
indicated entrance to the city is 
prohibited; all shops are closed ex-
cept for medical stores and licensed 
supermarkets, and only one person 
from each household is permitted 
to leave to purchase necessities. 

How to Avoid the Virus?
  Traditionally, the East believes 
in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that internal righteousness 
thwarts external evils. Western 
religions believe that the plague 
is a punishment from G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oes 
against universal human values, 
so some believe that by rejecting 
the CCP, one can stay safe from 
the plague. 

大陸疫情二波爆發？

▲吉林市進入全面封成狀態，成為第一個復工復產後再度封城的地級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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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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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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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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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9,900

東北 Country Village

新
上
市

豪�獨立�式�層屋 2700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位
於專貴豪��段 , 建於 2002 年 , ��三車� , �屋頂 ,
中��� , 旋轉�梯 , 客��家庭���高 17 呎 ,4+1
�� , 主層書� ,3.5 浴廁 , 車��辦�室 ( �合 Home 
Offi  ce 或�容服� ), ��
高爾夫球場 , �勿錯� ! $928,800

�校� Hamptons  W/O 土庫 , ��向南

獨立�式假五層屋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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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雙拼屋 (Duplex)1786 呎 , 建於 2014 年 , �屋
一樣 , 光猛開陽 , 開放式設計 , 廚��高�不�鋼
家��石�檯面 ,3+1 �� ,3.5 浴廁 , �點一� , �
� Market Mall �場 , 卡城大學 (U of C), 山��兒
童�院 (Foothills&Children
Hospitals), �勿錯� !

$529,900

$61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44 呎 x211 呎�皮

西北  Montgomery  建於 2014 年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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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Varsity Estates  �學校
豪 � 獨 立 平 屋 1632 呎 , 土 庫 � 部 完 成
1157 呎 , 佔 � 9100 呎 , 主 層�翻 � � 磚
�� , 廚��高�不�鋼家��大理石檯
面 ,2+3 �� ,3.5 浴廁 , ��高爾夫球場�
學校�����車站 ,
�勿錯� ! $74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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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Heights  �大學��院

豪�高層 16 �,�大 1053 呎栢文��,�點一�,
西南 12 大�夾 5 街,��市中心�景,步行至市
中心只� 7 �鐘,建於 2008 年,2 ��,2 浴廁,
開放式設計,��一�,包一�下停車位,�中�
���健�室�訪客套�
�洗車設���勿錯� ! $528,900

西南 Beltline �市中心
獨 立 平 � 1075 呎 , � 市 中 心 R-C2 �
段 40 呎 X100 呎 , 位 於 寧 � � 街 , �
� � � � � 亞 � � 埸 , 學 校 , � 車
#2,#3,#300,#301 直�市中心 ,3 �� ,1.5
浴廁 , 主層�
實木��� $485,000

西北�市中心 Crescent Heights

�式�層城市屋 1504 呎 , ����向西南 ,
光猛開陽 , 主 層� �高 9 呎 , � 大客��
壁爐 , 廚��大理石檯面�實木�� ,3 �
� ,2.5 浴廁 , ��雙車� , ������車
站 , �理費 $275� $339,900

�校� Hamptons ����

武漢進行全市大篩檢。
（Getty Images）

https://www.calgaryhou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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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日

前，前白宮首席戰略顧問班農表

示，川普政府有一項可行的方

案，可在今年美國大選前，推倒

中共的網絡防火牆。防火牆被認

為是本次世界疫情中，北京掩蓋

真相並誤導世界的關鍵。

推倒防火牆 
已列入美國政府日程表

5 月 8 日，班農（Stephen 
Bannon）在《瘟疫作戰室》節目

中採訪了美國智庫「21 世紀創

新」的 CEO、美國前總統里根

的管理和預算辦公室總顧問邁克

爾（Michael Horowitz），並介

紹說邁克爾現在的工作是專注於

如何推倒中共網絡防火牆。

邁克爾表示，目前，他們已

經聯合了一些大學的信息科技和

電腦安全領域的專家，與包括國

務院在內的政府部門合作，專家

們認為，從技術上說，在 11 月

大選前推倒中共防火牆的可能性

很大，而且不會花很多錢。

班農在頻道中明確表示，推

倒中共防火牆的計畫，已經列在

美國政府日程表。

7050a條款 
提供30億美金

邁克爾提醒川普政府關注

7050a 條款，他說這是一個隱晦

的條款，可能國務卿和白宮的其

他高級官員都沒有注意到。邁克

爾指出，7050a 條款給了政府部

門更多權力去單獨行動。更酷的

是，裡面還說如果建立項目，可

以使用三個政府部門的資金，

總共 30 億。有一個「經濟支持

資金」，有 20 億，由國務卿支

配，可以用於任何目的，並且說

明可以用於推倒防火牆。

北京以防火牆隱瞞疫情

美國總統川普已經多次公開

譴責中共隱瞞疫情。而中共的防

火牆和網絡信息管控，被認為是

北京此次隱瞞疫情並誤導世界的

關鍵。

中共網絡防火牆於 2001 年

建立，最初是用來防止法輪功修

煉者講述他們受迫害的真相。隨

著中共對信息管控的逐步升級，

監控範圍擴大到中國境內其它團

體，以致世界。

班農在節目中表示，美國等

西方國家，早就知道中共防火牆

的危害，但都因為種種原因，始

終沒能採取切實的行動。他說，

那些華爾街代表的精英的手是張

開的，收了中共「三十塊銀條」

（聖經中猶大出賣耶穌的價錢）

而出賣了美國。

防火墻傷害了 
地球上的每個人

5 月 9 日，在《瘟疫作戰室》

節目中，主持人 Raheem 談起

Zoom 是收集情報的：「我覺得

不舒服的是每個人在家的電腦和

手機上裝 zoom 和抖音，它們逐

漸收集每個人的信息。」班農則

表示，zoom 和抖音這些公司都

是間諜，而華為是最惡劣的。

本期節目中，一位化名

Heisenberg 的嘉賓，曾經是電

訊巨頭華為的工程師，他介紹

說，華為設備的後門，完全是對

中共軍方及情報部門的監控開放

的，而華為用來建造防火牆的關

鍵技術，最初源自美國的思科

（Cisco）等公司。

Heisenberg 認為防火牆是

北京讓這次疫情毫不透明的最根

本原因，世界無法獲得大陸的真

實疫情資訊，導致如此多的人失

去生命。他強調，國際社會應該

嚴肅對待中共的防火牆，因為它

不僅傷害了中國人民，也傷害了

地球上的每一個人。

【看中國訊】美國共和黨

資深參議員琳賽 · 格雷厄姆

（Lindsey Graham）週二（5 月

12 日）與同事連署提出了一項

法案，即：如果北京當局拒絕與

國際合作調查武漢肺炎的起源、

傳播，該項法案將允許川普總統

對中國政府施加廣泛的制裁，包

括凍結資產。

據福克斯新聞網報導 , 格
雷厄姆在一份聲明中說 :「我堅

信，如果沒有中共的欺騙 , 該
病毒就不會在美國出現。」他表

示，北京當局「拒絕允許國際社

會進入武漢實驗室進行調查。 
他們拒絕讓調查人員研究這種爆

發是如何開始的。我堅信 , 除非

有條件，否則北京絕不會配合

嚴肅的調查。 這項法案將制裁

北京，直到他們與調查人員合

作。」

這一被稱為「COVID-19 問

責法」的法案約定，如果北京當

局拒絕與由美國、盟友或聯合國

機構牽頭的對病毒的國際調查合

作，川普總統將獲得國會授權對

北京實施一系列制裁，包括資產

凍結、旅行禁令、吊銷簽證、禁

止美國機構向中國企業提供貸

款，以及禁止中國公司在美國證

券交易所上市等等。

該法案是由 9 位參議員共

同發起的。

推倒防火牆 美國在行動

若拒調查 北京在美資產或被凍結

5 月 19 日， 加 拿 大 智 庫

MacDonald Laurier Institute
（MLI）發表了一份題為「華為

危機就是中國危機：為何加拿大

要禁止華為」的報告，深入分析

加拿大政府對禁止華為參與 5G
網絡建設的遲疑和反對。

該報告開篇就提出了核心

問題：「加拿大應否禁止華為的

5G 系統？」並給出了明確的答

案：「如果這個決定是關乎國家

基建，需要徵詢國民的意見而不

是只考慮商業計算的話，是。」

這份 46 頁的報告集中探討

了華為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以

及如果讓其扎根在加拿大 5G 網

絡的風險、透明度及可信度等。

事實上，5G 技術並不僅僅

是對上網需求量大的 Netflix、
YouTube、Twitch 用戶或直播

主的「升級」，而是「國家核心

基建的骨幹，從手機、到污水處

理、到導彈發射台、連接著整個

國家未來，更不用提國家政府及

私人機構內儲存的用戶個人訊

息。」

這篇報告也提及，雖然媒體

經常將華為問題簡單地看成是美

中貿易戰的一部分，但其實澳洲

是第一個提出華為有很高資訊風

險的五眼聯盟國，並非常果斷地

禁止了華為參與該國 5G 建設。

而加拿大則在此問題上出現

不同意見。報告引述加拿大安

全情報局（CSIS）傾向於全面

禁止華為，而加拿大安全機構

（CSE）則傾向一個所謂的「持

續測試及監察」措施，來減少華

為 5G 設備的風險。

MLI 的報告提出 2 點質疑

CSE 的措施：「首先，我們要問

自己，是否願意把國家基建項目

給華為，及它背後不斷壓迫加拿

大人的（中共）政府？」

「其次，華為的設備可能開

始時看起來比較便宜，但這不包

括以後額外的成本，更不用提

『持續測試及檢查』的成本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採用更

可信的供應商，如愛立信或諾

基亞，就不需要這些測試成本

了。」

報告也提及目前加拿大在華

為問題辯論上的另一個重點：禁

止華為將為 Telus 和 Bell 兩家

通訊公司帶來重大經濟損失，因

為這兩家公司已經購買了數百萬

加元的華為設備。

值得注意的是，這筆損失其

實是來自這兩家行業巨頭的商業

錯判，而且他們是絕對有能力吸

收損失的。報告中提到：「公眾

可能對 Telus 和 Bell 能吸收這

筆成本一無所知，事實是他們

每年穩定營利超過數十億（Bell
在 2018 年 營 利 30 億，Telus
則是 16 億），並每年增加股

東分紅（2008-2018 年 Bell 增
加 117% 分 紅，2012-2018 年

Telus 增加了 72% 分紅）。」

MLI 形容自己是「加拿大

唯一真正的國家公共政策智庫，

是獨立且與政黨無關」，這份報

告由蒙克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卡

爾加里大學政策研究員、多倫多

大學羅特曼學院國際稅務副總監

陳段潔（音譯）撰寫。

陳在報告中形容，華為表面

上的成功是一個經典的煙幕效

應，它背後是與中共的直接聯

繫，以及按照中共的政策從國際

偷取知識產權並進行間諜活動，

而不是一個私營科技企業。「粗

略估計，華為專利成本在 2003-
2012 年是 621,360 美元，它的

競爭對手諾基亞是 850萬美元，

2011-2014 年愛立信的成本是

330 萬美元。華為是怎麼做到

的？華為的『魔法』其實是『中

國模式』的縮影，這是一個結合

政府政治力量和隱性工業的政

策，我們必須視華為是中國對全

球的戰略工具，而不是不受中共

控制的民營企業。」

雙語報導
Bilingual News
Report

看

 The report opens decisively, ask-
ing the core question in its Execu-
tive Summary: “Should Canada 
ban Huawei from its 5G system?”

 The answer is clear.

 “Yes, if strategic decisions con-
cerning the safety of our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are to be informed by 
national interest rather than busi-
ness calculation alone.”

 The 46-page PDF focuses on Hua-
wei’s connection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risk, transparency, 
and trust if Canada lets Huawei lay 
down roots in our 5G network.

 5G technology isn’t just an up-
grade in download speeds for 
bandwidth-hungry Netflix watch-
ers, YouTube and Twitch stream-
ers, instead, 5G “will form the 
backbone of a country’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connecting every-
thing we do in the future, ranging 
from our cellphones to sewage to 
missile launch pads, not to mention 
personal data stored for govern-
ment and private services.”

 The MLI describes itself as “Cana-
da’s only truly national public pol-
icy think tank” and as “rigorously 
independent and non-partisa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al-
though the Huawei issue is often 
conflated in the media as being a 
simplistic issue of a trade-war spa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CP, it was actually Australia that 
first notified its partners in the 
Five Ey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bout the dangers of using high-
risk vendors.
 Australia also decisively banned 

Huawei from its 5G architecture. 
Canada, by contrast, appears to be 
split on how to handle Huawei.
The report state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Canadian Security Intel-
ligence Service (CSIS) prefers an 
outright ban on Huawei due to na-
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the Cana-
dian Security Establishment (CSE) 
prefers an approach of so-called 
“robust testing and monitoring” to 
mitigate the risk of Huawei’s 5G 
equipment.

 The report questions the CSE’s ap-
proach on two counts.

 “First, do we want to hand over 
any of our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o Huawei, whose govern-
ment is openly bullying and coerc-
ing a wide range of Canadians?”
 
 “Second, while Huawei’s equip-
ment might be initially cheaper, 
this does not account for other ad-
ditional costs – not least the costly 
and onerous burden of ‘testing and 
monitoring’ Huawei equipment.”

 “Importantly, such testing would 
not be necessary with more trust-
worthy vendors such as Ericsson 
and Nokia.”

 MLI’s analysis also notes that a 
core issue of debate in Canada is 
that a ban on Huawei gear would 
result in heavy financial losses for 
Bell and Telus.

 Such losses, which are reported to 
be in the range of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to north of one bil-
lion dollars, are a result of Bell and 
Telus having already purchased 
and imported large amounts of 
equipment from Huawei.

 However,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loss incurred to Bell and Telus by 

their own misjudgment is some-
th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 giants 
can most certainly bear.

 “Less known to the public is that 
Bell and Telus can potentially ab-
sorb such replacement costs, given 
their steady annual net profits in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e.g., $3 billion 
for Bell and $1.6 billion for Telus 
in 2018) and persistent annual in-
crease in shareholders’ dividends 
(e.g., a 117 percent increase from 
2008-2018 for Bell shareholders 
and 72 percent increase for Telus 
from 2012-2018).”

 The report is authored indepen-
dently by Duanjie Chen, a Munk 
Senior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with 
a PhD in Economics. She wa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Policy of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and also a Research 
Associate and Associate Director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ax Program 
at th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
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hen notes in her report that Hua-
wei’s perceived success is a classic 
case of smoke and mirrors result-
ing from Huawei being a direct ex-
tension of the CCP and its policies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
ty theft and espionage, rather than 
a privately owned technological 
innovator.

 “By the author’s static and rough 
estimate, Huawei’s cost per pat-
ent family for 2003-2012 is about 
US$621,360 compared to rival 
Nokia’s US$8.5 million; and for 
2011-2014, it is US$1.1 million 
compared to Ericsson’s US$3.3 
million.”

 “How do they do it? There is sig-
nificant evidence that the so-called 
Huawei magic is a miniature of the 

加國智庫呼籲禁止華為參與5G建設

On March 19, Canadian 
think tank MacDon-

ald Laurier Institute (MLI), 
published a report titled 
Huawei Risk is a China 
Risk: Why Canada Needs 
to Ban Huawei’s Involve-
ment in 5G, which delves 
into the Canadian govern-
ment’s peculiar aversion 
to banning Huawei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instal-
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ing fifth genera-
tion of wireless technol-
ogy in Canada.

MacDonald Laurier Institute Calls for Huawei’s Ban from 
Canada’s 5G Network Neil Campbell

so-called China model, which com-
bines the government’s command-
ing power and its stealth industrial 
policy. We must see Huawei as a 

tool of China’s global strategy as 
opposed to an ordinary commercial 
company separate from the Chi-
nese state.”

12 日，哈佛天體物理學家麥克

道威爾（Jonathan McDowell）在推

特表示，一個疑來自「長征五號 B」

的長 12 米金屬殘骸，12 日晚墜入非

洲國家科特迪瓦（Republic of Côte 
d'Ivoire）的一個村落。

面對外界質疑，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趙立堅 13 日主持例行記者會時表

示：「我不瞭解你說的情況，建議你

向主管部門詢問」。

疑似「長征五號B」殘骸現非洲

(@planet4589)

班農（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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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聯邦政

府繼續加大力度資助受疫情衝擊

的企業和個人，本週推出新舉

措。

加國補助長者 
最多500元

5月12日，加拿大總理特魯

多宣布，未來幾週內聯邦政府將

向長者發放補助，每位領取養老

金的老人最高獲得 500 元。

聯 邦 將 提 供 25 億 元 資

金，為領取老年金（Old Age 
Security，OAS）的長者發放

一次性免稅補貼，標準為每

人 300 元；有資格領取保障收

入 津 貼（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GIS）的長者可

獲得額外的 200 元補貼。有資

格同時領 OAS 和 GIS 的長者可

以獲得 500 元。正在領取 OAS
和 GIS 的長者，無需申請，會

自動收到補助款項。政府估算，

目前全國有 670 萬人有資格領

OAS，有 220 萬人有資格獲得

GIS 保障收入補助金。

聯 邦 撥 款 2000 萬 元

資 助 新 境 界 長 者 服 務 項 目

（New Horizons for Seniors 
Program），支持那些提高長者

生活水平的社區服務機構。

緊急工資補貼期限延長

總理特魯多 5 月 8 日表示，

將緊急工資補貼（CEWS）計

畫有效期延長至 6 月分以後，

以鼓勵更多僱主重新僱用員

工，幫助恢復加拿大的經濟。

具體延長到什麼時候等細節將

於近期公布。

按政府之前發出的通告，

CEWS 覆蓋僱員工資的 75%
（每週最高 847 元），適用於收

入受到疫情衝擊嚴重的僱主，標

準是總收入在 3 月份下降了至

少 15%，在 4 月和 5 月下降了

至少 30%。該計畫原來的有效

期是從今年 3 月 15 日至 6 月 6
日，為期 12 週。

自 4 月底推出緊急工資補

貼計畫以來，僱主已經為超過

200 萬名工人申請了 75% 的工

資補貼，預計企業在近日會收到

第一筆付款。

根據加拿大統計局數據，3
月以來，全國已失去 300 萬個

工作崗位，數以百萬計的加拿大

人收入急劇下降。

大企業救急貸款計畫

聯邦政府 5 月 11 日表示，

正在針對大公司制定一項新的救

急貸款計畫，救助受武漢肺炎衝

擊嚴重的企業。

聯邦政府的大型僱主緊急融

資平臺（LEEFF），將為年收入

超過 3 億元且常規融資無法滿

足其信貸需求的僱主提供支持。

該貸款旨在使大公司能獲得更多

流動資金，以保持其運營，避免

破產。

總理特魯多在週一的新聞會

上說，該計畫的細節仍在制定

中。該計畫提供的是支持企業度

過困境的過渡性貸款，不是「救

助」，政府的角色是貸款人。

慾申請該項貸款，企業必

須滿足三個條件：必須在尋求

6,000 萬元或以上的融資；在加

拿大有重要業務或大量僱員；不

能參與任何正在進行的破產程

序。

財長莫紐（Bill Morneau）
表示，該計畫旨在幫助在加拿大

有相當業務的公司渡過難關，而

不是為不需要它的公司提供低成

本的貸款，也不是要拯救在病毒

大流行之前已陷入財務困境的公

司。

該計畫對所有行業的大型企

業及某些非營利企業（如機場）

開放，但金融機構除外。不過，

該貸款帶有條件，比如要求獲得

貸款的公司披露其環境計畫。

5月15日始 
大學生可申領援助金

符合資格的高等院校學生，

5月 15 日（週五）可以開始申

領加拿大緊急學生福利（CESB）
補貼。已經在稅務局（CRA）

登記直接存款的學生，在申請

後 3 到 5 天內即可收到錢。還

沒有報過稅的學生，必須致電

CRA，註冊他們的社會保險號碼

（SIN，又稱工卡號），方可申請。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 13 日

簡報會上，確認這項旨在幫助學

生的 90 億元救助計畫，在本 15
日啟動。

根據 CESB，符合資格的高

校學生，如果其教育和工作前景

因疫情受阻，今年 5 月至 8 月

期間，每月可獲得 1,250 元補

貼；對於那些有殘疾或正在照顧

別人的學生，將可獲得 2,000 元

補貼。

政府宣布的學生領取援助

金資格是：在獲認可的學校已開

始高校課程（持續時間至少 12
週），完成課程後可獲得學位、

文憑或證書；在 2019 年 12月或

更晚的時候，已完成或結束了高

校課程；已完成或預期完成高中

教育，或已獲得或預期在 2020
年獲得高中學歷，並已申請高校

課程，該課程在 2021 年 2 月 1
日前開學。

切勿冒領緊急救助金

在 加 拿 大 聯 邦 政 府 4 月

份推出武漢肺炎緊急救助金

（CERB）項目後，截至目前已

有超過 760 萬人向 CRA 提出

超過 1100 萬次 CERB 申請，

CERB 的補助標準是每人每週

500 元（每 4 週為一個階段）。

CRA 工作人員表示，有很

多不符合申請資格的人士也申請

了 CERB，但上級的指示是先

發錢再說，對於冒領救濟金的核

查工作，推到以後進行。

在此提醒大家，在申請

CERB 時，一定要注意自己是

否符合申請條件，否則一旦經

CRA 發現，不但可能會楓葉卡

不保，還可能會背上犯罪記錄。

在申請過程中，申請人會多

次看到政府強調申請資格，並要

求籤署個人聲明，確保申請人符

合條件。這意味著如果申請人為

了冒領救助金而提供虛假信息，

以後不但要退還冒領金額，還可

能面臨坐牢。

聯邦財政部長曾強調：冒領

CERB 緊急救助金的人，會受

到冒領金額 225% 的罰款，還

將面臨最高 5 年的監禁。

對楓葉卡持有者來說，如果

有了刑事犯罪記錄，就很有可能

被取消永居資格。政府強硬警

告：那些冒領者，我們會找到

你，並收回這筆本不該屬於你的

錢。

加拿大聯邦政府已經發放了

$350 億加元的緊急福利金，這

些錢是用於幫助那些由於疫情被

迫失去工作和收入，可能面臨流

離失所的窘境的加拿大人，而不

是為了給那些沒有生活困難的人

增加收入的。

加國幾所重點大學近日公

布，秋季課程主要在網上授課。

據大學教師協會和加拿大學

生聯合會對 1000 多名准大學生

和返校生進行的調查，半數受訪

者表示，疫情讓他們更加難以負

擔學費和生活費。沒有經濟壓力

的學生，約 75% 的人擔心遠程

學習會造成不良的學習體驗。

週二（5 月 12 日），聯邦

政府下屬的國家科研理事會表

示，將與中國天津市 CanSino 
Biologics 公司合作，在加拿大

哈利法克斯市的志願者中，進行

COVID-19 病毒疫苗的臨床人

體試驗。

疫苗研發對疫情防控至關重

要，是全面恢復社會正常運行的

必要條件。

到今年 4月份為止，世界上

已經有 5 種針對武漢病毒的疫苗

進入臨床人體早期試驗階段。

加 外 交 部 長 Francois-
Philippe Champagne 表示，臺

灣在抗擊武漢肺炎疫情方面表現

出色，加拿大與澳大利亞、法

國、德國、紐西蘭、英國等駐日

內瓦的大使一道力挺，支持美、

日大使聯合牽頭提出讓臺灣以觀

察員的資格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的動議，要求世衛讓臺灣列席 5
月 18 日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

臺灣曾指責世衛聽命於北京

政府，無視臺灣發出的武漢肺炎

人傳人的疫情警告，錯過了寶貴

的早期防疫黃金時段。 【看中國訊】週二（5 月 12
日），卡城動物園發布消息說，

疫情期間由於國際航班的停飛，

導致動物園用來餵養兩隻大熊貓

的新鮮竹子較難運到，他們不得

不將兩隻大熊貓提前送回中國。

他們正在與中國和加拿大政府溝

通，以取得熊貓運輸許可。

動 物 園 園 長 Clement 
Lanthier 說：「我們的工作人員

一直在努力進口足夠的竹子，這

對我的團隊和大熊貓們來說，壓

力太大了。但在這種史無前例極

具挑戰性的情況下，二順和大毛

最好、最安全的地方是竹子豐富

的地方。」

5 月 13 日（週三），亞省

省長康尼宣布，亞省將於週四開

始重啟計畫的第一階段。

零售店，美髮館，博物館，

日托和日營地限制開放，餐廳和

咖啡廳容量不得超過 50%。

卡爾加里和布魯克斯的大部

分場所要到 5 月 25 日才開放，

禮拜堂和日營地要到 6 月 1 日。

至 13 日，亞省累計因武漢

肺炎死亡病例 120 例。活動病

例 為 1,211 例， 有 5,076 人 康

復，70 例住院，11 例住 ICU。

週二（5 月 12 日）晚間，

卡城市政府公布了綠線輕軌路線

更新計畫。該計畫是跨越弓河用

建一座橋樑來替代原來的地下隧

道，這樣成本可減少 10%。穿

過市中心的輕軌路線沒有變，但

應一些居民和商家要求，將在

Crescent Heights 社區的北第九

大道增加一個站點。該計畫還將

與 Eau Claire Market 的新開發

項目相結合。

市綠線委員會將在 6 月 1
日的會議上討論修改後的路線，

6 月 15 日將進行最後的投票。

【看中國訊】週三（5 月 13
日），加拿大政府消息靈通人

士表示，鑒於美加兩國的武漢

病毒（COVID-19）染疫病例

持續增加，兩國可能把即將於

5 月 21 日到期的邊境非必要旅

行禁令，延長至 6 月 21 日。

他說，現在取消該禁令為時過

早；兩國對此事的討論一直持

合作態度。加總理特魯多也表

示，對國際旅客將採取更強有

力的防疫措施，以確保加拿大

不會因為開放邊境再受到疫情

衝擊。但他未提供任何細節。

武漢病毒（COVID-19）令

國際禁足，但加拿大的移民計

畫卻依然活躍。據 CIC News
報導，加拿大的移民快速通道

系統在 4 月份邀請了 11,700
名候選人申請移民，3 月份邀

請了 7,800 人，2 月份邀請了

8,000 人。而澳洲的移民系統

SkillSelect 在 4 月份只邀請了

100 人申請移民。

從 5 月 8 日 起， 參 加 加

拿大國際體驗（IEC）計畫的

外籍人士，可獲得限制外國

人入境政策的豁免權。此類

計畫包括打工假期（Working 
Holiday）、 年 輕 專 業 人 員

（Young Professional）及國際

合作（International Co-op）。

【看中國訊】跨山石油出口

管道擴建項目的施工很快就會全

面展開，包括在 BC 省管道的建

設，而在那裡，反對該項目的聲

音最大。

這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項目

由聯邦政府擁有，將把石油從埃

德蒙頓輸送到溫哥華地區。幾年

來，缺乏新的出口管道一直困擾

著石油產區，也是限制亞省石油

產量的原因之一。

該管道項目在去年年底開始

在亞省開建，第一段在埃德蒙頓

附近的管道已完成 60%。目前，

該項目已經雇佣了 2900 多人。

施工人員正在進行短暫的

「春季休整」，因為此時地面太

過泥濘和鬆軟，無法移動重型設

備。到目前為止，大約有 42 公

里的管道已經入地，全部在亞

省。

下個月，該公司預計將沿著

1147 公里的路線破土動工，並

在 BC 省 Kamloops 附近開始管

道施工。據跨山管道公司的官方

預計，到今年年底前，管道線路

的所有分段的施工將全部開始。

在亞省埃德蒙頓以西的管

道分段處在地勢平坦的草原土

地上，而在 BC 省管道路段的施

工將面臨各種不同的挑戰，例如

需要穿越落基山脈、穿越弗雷澤

河，以及在低陸平原人口密集地

區施工等。

由於加拿大能源監管機構正

在對詳細的路線進行聽證，通過

溫哥華周圍的低陸平原地區的確

切路線可能仍會發生變化。這類

聽證會通常會處理具體的路線問

題，例如特定地區的樹木移除或

道路交叉口等。

「我們對目前的情況感到高

興，」發言人 Ali Hounsell 說。

「我們正在按計畫進行，這對每

個人來說都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

時期，但我們已經設法與我們的

承包商一道，確保我們能夠滿足

所有的健康和安全要求。」

「現在我們進入了執行階

段，這就是我們將所有這些計畫

和專業知識付諸實踐的地方。」

Hounsell 說。

Trans Mountain 並非加拿

大目前唯一的在建重大出口項

目。Enbridge 的 3 號線替換項

目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而

TC 能源公司的 Keystone XL
項目可能在今年夏天在美國破土

動工。這三個項目都還面臨著具

體的監管和法律挑戰。

【看中國訊】截至 5 月 13
日，加拿大全國武漢肺炎確診

病例達到 71548 例，亞省 6407
例，其中卡城 4375 例。

亞省健康局 11 日通知，出

門外出工作的卡城居民，即便無

肺炎症狀，仍可進行病毒檢測。

因為卡城區的總確診人數，在全

省最為集中，佔全省 68.3%。

亞省首席醫療官 Hinshaw
醫生說：「因為在卡城出現的病

例仍持續增加，所以需要在為卡

城居民提供更多的測試機會。我

們目前還不知道卡城究竟有多少

無症狀感染者，但他們可能成為

傳染源。」

大學遠程授課學生擔憂

跨山管道擴建項目將在BC省開工

加國疫情救助一週概覽

截至5月13日，各省確診武漢肺炎病例統計圖。（來源：政府網站）

外出工作的卡城居民
都可進行病毒檢測

綠線輕軌路線更新

加美邊境非必要旅行禁令或延至6月21日

卡城動物園大熊貓因疫情斷「糧」
 被迫提前回國

中加合作進行COVID-19
病毒疫苗臨床人體試驗 亞省自週四重新開放

加拿大支持美、日提議
臺灣加入世衛

4月份加國邀請逾萬候選人申請移民

訊息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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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鐘靈綜合報導】在

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

影響下，卡城房地產市場持續

慘淡，4 月房產總銷售量下降了

63%，創歷史新低；不過地產

經紀表示，在疫情中來看房的大

部分是比較認真的買家。

卡爾加里房產局（CREB）

最新統計顯示，4 月卡城僅售出

了 572 套房屋，對比去年同期

的 1544 套下降了 63%。此外

新掛牌量也下降 54%，綜合不

同類型房屋，房價平均價格下降

了 8% 以上。其中連排屋對比去

年同期的平均降價幅度最小，為

0.57%，公寓的平均降價幅度最

大，為 7.67%。

擁有一家大型房產仲介公

司 的 阿 弗 爾（Justin Havre）
說，「卡城的房地產市場如同整

個世界一樣，暫停了。」他提

到，目前許多房產經紀人不得

不作出改變，以適應疫情下的

環境，比如增加更多虛擬房屋

參觀和提供 3D 效果圖給客戶參

考。此外，目前仍沒有重新開

放參觀房產，亞省的經紀也必

須在現場看房時，嚴格遵守一

系列安全措施。

認真買家

阿弗爾說雖然市場冷淡，許

多人退出了交易，但他在這中也

看到一線希望，「現在來看我們

房源的都是比較認真的買家。」

以 3 月經阿弗爾出售房屋的屋

主迪克（Dueck）家可以證明這

一點，當肺炎疫情開始流行時，

他們卻以創記錄式的速度出售了

房屋。他們的房屋掛牌、經過

4、5 次參觀後，第五天就收到

了報價。

阿弗爾說，其實現在買房也

是有好處的，「你很可能在談判

中得到更好的價格、條款和條

件，也不會陷入競爭性報價中，

最終要支付超過要價的可能性也

更小。」他形容，現在是「買方

市場」，而賣家也能採取些行動

來爭取售出房屋的機會，「比如

你要現實一點，要有一雙能通過

買家眼睛看的能力，定價要符合

現實情況，因為你必須有競爭力

才能把房子賣掉。」

本月經濟開始復甦

根據 CREB 早前發表的報

告，肺炎疫情對卡城的經濟影響

巨大且將延續一段時間，工作崗

位的流失及高失業率將令卡城經

濟復甦緩慢，可能持續到 2021
年才能看到明顯的恢復。至於今

年的房產市場，將繼續面臨一系

列挑戰。

RE/MAX 12 日發表報告中

引述亞省省長康尼宣布，亞省將

分階段出臺解鎖計畫，包括各行

業最早可在 14 日開張營業。康

尼當時表示，計畫成功與否，將

視乎亞省人是否會繼續跟從公共

衛生部門提出的規則，包括社交

距離和限制聚集人數等。

報告形容，卡城的經濟和日

常生活在 5 月初開始出現復甦，

市場對此懷有很大希望，預料到

夏天，住房市場的需求將開始出

現攀升。卡城一直是加拿大 10
大最負擔得起的市場之一，相信

在疫情帶來的影響逐步減弱後，

卡城仍將持續吸引購房者。

【看中國訊】3 月中旬起，

加拿大各大銀行開始受理疫情期

間臨時斷供申請。加拿大銀行家

協會（CBA）數據顯示，3 月

第一週內就有 50 萬份按揭（相

當於 10%）推遲還款，再加上

利滾利，按揭債務總額一路飆

升，導致今年 3 月份未償按揭

債務總額再創新高，增幅也是多

年以來最高之一。

加國各大銀行對延期還款的

規定細節各不相同，通常來說，

房屋貸款延期還款不會取消或抹

去貸款人的房貸欠款；在約定的

日期後，貸款人可以恢復還款。

延期還款也不會影響貸款人的信

用評分。延期還款會在短期內增

加總利息成本，因為貸款人最終

還是會支付利息，但貸款人不會

因為延期還款而支付額外的利息。

銀行截至 5 月 1 日臨時斷

供申請總計 72 萬件，比 4 月份

上升 44%。也就是說，申請臨

時斷供的人還在不斷增加，按揭

債務是利滾利。這些都有可能影

響人們的買房活動。

許多人推遲按揭支付，新

債舊債相加，是導致未償按揭

債務總額上升原因之一。數據

顯示，今年 3 月全國未償按揭

債務破 1.64 萬億元，比上年升

0.49%，同比升 5.3%，創歷史

新高。這是自 2017 年 11 月以

來最高同比升幅。而鑑於 3 月

中疫情還處於開始爆發階段，之

後的 4 月份和 5 月份不容樂觀。

加國臨時斷供申請飆升
【看中國訊】看重美國教育

資源的中國家庭，沒有因疫情或

中美關係的波動而停止身份規

劃。數據顯示中國人對美國地產

的興趣度在提高。

據居外網報導，全美亞裔

地產協會前會長吳光慧（Tracy 
Wu）表示，「最近來找我諮詢

去美國買房的中國客戶增加了

50%，因為 offer 季到了。」找

她諮詢的，多是子女在美國留學

的中國父母。「最近很多中國學

生陸續收到了美國高校的錄取通

知書，而身在國內的父母就想盡

快給孩子在當地買房。」

吳光慧還表示，她的印象裡

以往孩子赴美留學，父母為其在

當地買房會用很長的時間來考慮

和權衡，但武漢肺炎疫情改變了

家長們的想法。隨著疫情在美國

蔓延，從 3 月開始，就陸續有高

校要求所有學生搬出學校宿舍。

美國當地學生可以打包回家，但

因航班叫停或安全考慮而無法回

國的留學生則面臨無家可歸的窘

迫。這讓在國內的家長們堅定了

為孩子買房的決心和行動。

數據也顯示，因疫情而驟然

收縮的美國房市逐漸出現回暖跡

象。根據全美線上看房服務平臺

Showingtime 收集的數據，3 月

中下旬，美國看房人數突然同比

下降 43%；但 4 月中旬前後，

該數據已回升 39%。另據居外

網的數據，2020 年一季度，中

國買家對美國的諮詢量同比增加

了 48%。

客戶除了戴口罩看房，利用

網路的線上雲看房也在此期間迅

速普及了開來。中美兩國被大洋

隔離的阻礙得以消除。全美地產

經紀商協會（NAR）近期調研

數據顯示，超過 25% 的房產經

紀人稱，自己的客戶僅通過雲看

房、在未實地看過房的情況下就

下單了，並通過線上技術完成了

幾乎所有的房產交易手續。

中國買家對美地產諮詢量上漲48%

銷售量新低認真買家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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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move-ins. Whether you’re relaxing on the couch or in bed — we make it 

easy to discover our traditional, inspired homes in Yorkville. 

Contact us by email, phone or face-to-face video conference to learn more 

about living in our established and vibrant Southwest Calgary community.

mattamyhomes.com/calgary 

Homes ar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ll illustrations are artist’s concept. All dimensions are approximate. 
Prices, specifi cations, terms and condition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O.E.

Urban Townhomes 
From The Low $300s

Duplexes From 
The Upper $300s

Single Family Homes From 
The Low $400s

403-471-1538

T:10"

T:9.57"

鑑於當前形勢，
我們已轉型數
字化。

現在你可以網上參觀 Yorkville 的 7 套展示屋，選擇你中意的快速入住新家。你

可以舒適地靠在家中沙發或床上，參觀我們位於 Yorkville，有著傳統外型、令

你眼前一亮的新房。

我們在卡城西南的社區成熟又充滿活力，欲知詳情，請通過電子郵件、電話或

面對面視訊會議與我們聯繫。

都市鎮屋 雙拼屋

更多信息請訪問

獨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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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售完即止。所有房屋圖片基於設計師的概念圖。所有尺寸為近似值。
房價、規格和條款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錯漏除外 (E.&O.E.)。

疫情中：

卡城新建社區（看中國資料室）

(網絡圖片)

https://mattamyhomes.com/calgary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6 看時事 News 第 106 期     2020 年 5 月14 日—5 月 20 日    

【看中國訊】在中國武漢肺炎疫情中

多次評論疫情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

最近一篇論文獲其母校愛丁堡大學頒獎，

因為這篇論文中，鐘南山提供了疫情數量

化的模型。中國如果提早多少天會減少多

少人感染，而追責賠償的最大難題正是損

失的數量化。

鐘南山團隊在世界著名的《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胸 腔 疾 病 雜

誌》第 12 卷 第 3 期 2020 年 3 月） 發

表 了 題 為《Modified SEIR and AI 
prediction of the epidemics trend of 
COVID-19 in China under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的文章，他提出了完整的

結論：

「如管控措施推遲 5 天實施，疫情規

模預估將擴大至 3 倍；

如管控措施提前 5 天實施，中國大

陸的疫情規模預估將減小至三分之一。 
如果 2020 年 1 月 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會會議，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提出要求之時，就實施管控措施，疫

情規模預估將減小至約三十分之一； 

如果 2020 年 1 月 3 日中方向美方通

報疫情時實施管控措施，疫情規模預估將

減小至約八十分之一； 
如果 2019 年 12 月 30 日李文亮醫生

吹響哨子時實施管控措施，疫情規模預估

將減小至約二百四十分之一。 」
鐘南山團隊提供數學模型，支持了世

界上其他國家科學家的預測模型的結果。

重點是，這是來自中國自己最高級的科學

專家團隊的科研結果，模型所使用的數

據，是來自最早發生疫情的中國。

英國愛丁堡大學官網上顯示，鐘南

山獲得 2 月 24 日至 3 月 4 日線上進行的

英國愛丁堡大學首個 2020 年傑出校友獎

（Being Edinburgh Award），得票率超

過 90%。

《北京之春》報導，中國科技界向來

都以在海外刊物上發文為榮，因為國內的

同類刊物沒有太大「含金量」，而這篇論

文恰好成為追責賠償的依據，覆水難收。

目前國際社會追責賠償的最大難題是損失

的數量化，鐘南山提供了數量化的模型。

英跨黨派智庫隨即提出索償

就在鐘南山獲頒傑出校友獎後的第二

天，4 月 4 日英國跨黨派智庫「亨利．傑

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發

文，指中國應該向英國支付 3,510 億鎊賠

償金，也應該向七國集團（G7）成員國

支付巨額賠償，以彌補因其瞞報疫情給各

國造成的損失。

據《今日印度》4 月 4 日晚間的報

導，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法學家委員會

日前召開發布會，稱已敦促聯合國人權

理事會，要求中國為其「嚴重危害人類

罪」支付「示範性損害賠償」。現任國際

法院主席阿格加瓦拉來自印度，他對記

者說：中方沒有採取行動阻止這種病毒

的傳播，已經導致世界範圍內的衰退，

令全球企業至少損失了數萬億美元，應

該為此負上責任。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近

日陸媒報導一名染疫病人不僅獲得中國

醫療團隊專門救護、使用葉克膜人工肺

（ECMO）62 天，甚至還安排了肺移

植手術。相關消息引起社會關注，質疑

此患者背景不簡單。

綜合《中國青年報》、《澎湃新聞》

等多家媒體報導，今年 2 月 7 日，65
歲的崔安（化名）確診感染武漢肺炎，

同月 17 日病情急速惡化，翌日緊急接

受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葉克膜治療。

從 3 月 18 日，崔安被轉到武漢大

學人民醫院東院華西醫院接管的病區，

4 月康復，但因肺炎導致他的雙肺纖維

化、呼吸衰竭，他始終無法脫離呼吸機

和人工肺輔助。之後，醫療團隊考慮為

他進行移植肺部。

4 月 20 日，崔安接受雙肺移植手

術。陳靜瑜任組長的肺移植國家專家組

團隊、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胸外科黃傑

教授團隊、心外科王志維教授團隊、麻

醉科夏中元教授團隊等多學科專家參與

了此次雙肺移植手術。 4 月 22 日，崔

安摘除輔助他呼吸 62 天的人工肺，4
月 29 日，院方指崔安疫情狀況已經控

制。

針對崔安依靠人工肺 62 天後，再

做雙肺移植手術的消息，引起民間關

注。有民眾提出質疑，在中國境內使用

人工肺每日成本約需 2 萬元人民幣，

即他最少已花掉 124 萬元，再加上其

可快速進行器官移植，此人背景肯定不

簡單。

 網友也紛紛議論說，「武漢成千上萬

患者被封堵在家中得不到救治，此人是

何背景，能得到堪比政治局常委的醫療

待遇？」也有網民質疑供體來源：「移

植肺 ? 就怕又有一個無辜的生命結束

了。 你懂的！」

先前曾有報導指出，肺移植在中國

器官移植手術中算是小眾的小眾，原因

是除了高昂的手術費和後期維護費不是

普通人所能負擔外；關鍵問題是，在大

陸想要得到一個健康的肺臟供體，相較

其他器官是更為困難。

【看中國訊】美國特斯拉公司（Tesla 
Inc）首席執行官埃隆 · 馬斯克（Elon 
Musk）早前為爭取工廠重啟，曾揚言要

提告縣政府、遷廠、即使坐牢也要開工，

引起美國輿論沸騰。目前他的努力取得成

效，加州地方當局已經同意這家電動車製

造商復工。

5 月 7 日，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宣布實施第二階段重啟，允許

低感染風險的行業恢復營業，包括部分零

售業和製造業。雖然特斯拉已擬定防疫措

施，但工廠所在的阿拉米達郡（Alameda 
County）衛生局官員仍以不符防疫標準

為由，禁止特斯拉復產。這令馬斯克大為

不滿，堅持復工，並考慮提告縣政府，引

起美國民眾廣大反響。不少支持復工、保

障經濟的民眾對馬斯克的決定表示支持。

馬斯克也表示，考慮將工廠撤出實施「居

家令」的加州。

自重啟事件傳出後，德克薩斯州、內

華達州、喬治亞州、猶他州和俄克拉荷馬

州等州的官員紛紛邀請馬斯克考慮去他們

各自州，以為該州提供更多工作機會和經

濟機遇。

在疫情流行期間各州經濟重啟速度不

同，而這成為公司執行官選址設廠的一個

考量因素。其中，喬治亞州及田納西州官

員受訪時直言希望特斯拉遷廠到該州，

「至少對某些企業的最高層來說，他們肯

定會注意到各州對疫情處理得如何。」

這次事件也引起美國政府和總統川普

的關注。川普在 12 日的推文中說：「加

州應該立刻就讓特斯拉和埃隆 · 馬斯克

重啟工廠。」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11 日也呼籲加州政府應盡一

切必要的努力，協助特斯拉重新開放唯一

位於美國本土的製造廠，將其留在加州。

可能迫於輿論壓力，阿拉米達郡衛生

局 13 日在推特上宣布，特斯拉位於加利

福尼亞州弗里蒙特（Fremont）的工廠本

週獲許在超出鎖定期間允許的所謂最低限

度基本運營下重啟，下週一可以開始汽車

生產，前提是只要該工廠給工人提供其同

意的安全預防措施。

【看中國訊】《環球郵報》報導，王

丕宏（Peter，Pihong Wang）和趙汝芹

（Ruqin Zhao）曾在中國當工程師。他們

在 2017 年回國探親時被當局以「叛逃罪」

拘捕，去年分別被判刑 3 年及 2 年。中

國官媒近日公布事件，並指是「中國偵查

美國間諜活動的勝利」。

報導說，王丕宏和趙汝芹移民加拿大

時，先到多倫多，後去了埃德蒙頓。王丕

宏在埃德蒙頓工作時的經理斯科特．米切

爾（Scott Mitchell）說，是他聘請王先

生到埃德蒙頓工作的，因為他有豐富的工

程師經驗。

米切爾表示，他的團隊幫助王先生

購買了他在加拿大的第一輛汽車：豐田

皇冠，並指導他適應加拿大的生活。作

為回報，王先生和趙女士「請我們過去用

餐——正宗的中餐」。

米切爾說，王先生從不談他在中國時

的工作。至於為什麼要來加拿大，王先生

的回答很簡單：「為了我的女兒」、「想

要給她更好的生活，希望她有自由。」

2017 年 3 月，王丕宏和趙汝芹參加

了在多倫多舉辦的一個（中國陝西）西

北工業大學校友活動，兩人都穿著中共軍

隊的服裝，並唱軍歌。米切爾說，王丕宏

從來不說對中國不好的話。

曾任國防企業工程師

報導指出，二人移民前都在中航工業

洛陽電光設備研究所（613 所）任職，

這是一家中共國防軍工企業。而王丕宏曾

任副總設計師，趙汝芹也曾是該所技術

人員。報導稱，2017
年王丕宏夫婦用外國

護照返回中國陝西探

親，同年 11 月在西

安咸陽被捕。而根據

上月央視的報導，河

南洛陽中級法院證實

兩名加拿大公民王丕

宏，趙汝芹 2019 年

11 月被以「叛逃罪」

判刑 3 年及 2 年。王

丕宏還在央視進行了「認罪」，說他「走

進了犯罪的深淵」。

中國官媒新華社在報導中稱王丕宏

夫婦被捕是「中國偵查美國間諜活動的勝

利」。洛陽市中級法院則指控他們私自

申領護照而移民。

加拿大全球事務部上週五對《環郵》

證實，這對夫婦是加拿大公民，並「一直

在密切關注王先生和趙女士的案子。加拿

大官員已經在向王先生和趙女士提供領事

訪問，正在提供領事協助。」

【看中國訊】社交媒體推特（Twitter）
11 日宣布委任現年 44 歲的華裔女 AI 科
學家李飛飛擔任獨立董事。李有與中國政

府深遠合作的背景。

《商業內幕網》（Business Insider）
報導，李飛飛加入推特後，是以獨立董事

身分「協助推特打擊，愈發難以管控的網

路假消息」。就在公司新聞稿出爐的同

時，推特新版人工智慧監測工具也開始了

進行最終測試，將針對持續延燒的新冠肺

炎疫情和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進行「真

假訊息的辨識和管理」。

根據網絡資料，李飛飛出生於 1976
年，16 歲隨父母移民美國。 1999 年她

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物理學學士後，突

然單獨返回中國一年，自稱在西藏研究

藏醫。回到美國後，她到加州理工學院

攻讀博士學位，選擇了人工智慧（AI）
和計算神經科學方向。 2005 年取得電

機工程博士後，分別在伊利諾伊大學電

機系和普林斯頓大學的計算機科學系擔

任助理教授，2009 年在斯坦福大學擔任

助理教授，2012 年獲任為終身副教授。

她也因創辦全球最大的圖像識別資料庫

ImageNet 而聞名 AI 界。

主力研究監控技術

2016 年 11 月，李飛飛作為雲首席

科學家主導谷歌雲端 AI 暨機器學習的中

國中心團隊。在帶領團隊「重返中國」的

同時，李飛飛負責的斯坦福大學視覺實驗

室也發表論文，聲稱已創建 AI 算法，可

通過分析指定社區的車輛信息，來判斷該

區居民的政治傾向。

她掌舵谷歌雲端人工智慧部門期間，

公開了谷歌與美國國防部合作的「Maven
計劃」，該計畫透過軍事人工智慧技術

幫助無人機精准攻擊目標，引發谷歌逾

4000 名員工抗議。《紐約時報》當時曝

光了李飛飛的內部郵件，她以反對者的態

度參與事件。 2018 年 8 月谷歌被迫停止

與美國國防部的合作。然而，這項技術其

後被發現應用在中國軍機及軍方系統上。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推特任命李飛飛

的消息傳出後，美國科技業內輿論分析，

推特此舉意在人工智慧方面與谷歌、臉書

加強競爭力，亦有輿論認為推特釋出利用

人工智慧進行資訊監管和「打假」的信號。

事實上，早在 2016 年 4 月，為開發

中國巨大的廣告市場，推特曾任命具有中

國軍方和公安背景的陳葵為推特大中華區

負責人，引發大批推特用戶擔憂推特「染

紅」並發起抗議，陳葵上馬 8 個月後黯然

離場。

此次李飛飛的任命也引發網友的質疑

和批評，推特活躍時評人「Life 視界」直

接稱李飛飛為「紅色專家」，質疑推特利

用李飛飛的人工智慧打假，「反會成為中

共五毛水軍的救星」。

法國時評人王龍蒙則提及，臉書、谷

歌相繼被曝出向北京屈服，但推特一直被

認為是少有沒有向中共低頭的社交媒體。

「李飛飛 2017 年在中國演講時，還說出

獨裁者習近平說出的『不忘初心』、幫助

中國發展人工智慧等。她對民主國家和獨

裁國家的雙重標準，令我對她進入推特的

前景嚴重懷疑，這是派狐狸守雞舍。」

鐘南山論文 意外提供索賠證據

人工肺加雙肺移植
患者背景成謎美國科技巨頭特斯拉獲準復工

華裔夫婦回國探親 被指「判逃」獲刑

華裔AI專家李飛飛任推特獨董 負責審查

鐘
南
山

(Getty Images)

華裔夫婦王丕宏和趙汝芹（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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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王璐綜合報導

疫情重創全球性經濟，

全球各界越來越認識到過

度依賴大陸生產鏈帶來的

危機。而在金融領域，因避

險需求，世界出現了美元荒。

中美貿易局勢的不確定性，

也導致了人民幣再次承壓。

美元荒強化了美元的 
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5月9日，中科院學部委員、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

揚表示，疫情導致的經濟危機剛

開始時，世界出現了美元荒，「這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為歷史

上每次出現美元荒，都強化了美

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而在美元荒不久，9 國央行

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但不包括人

民幣。李陽認為這就是「去中國

化」，但外界解讀為是全球「去

中共化」。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後，美

聯儲也和其他國家簽過貨幣互換

協議，也不抱括中國。

時事評論員文昭認為：這裡

既有各個主要國家對人民幣的信

美元荒強化了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Adobe stock）

譽沒信心的問題，也有中國自己

的體制問題，中國對人民幣兌換

控制十分嚴格，中國人能帶出來

的錢、能兌換的外幣都嚴格受

控，導致人民幣流動性很差。當

然也不排除美聯儲施加了一定影

響力，不希望把中國央行包括在

內。不管是哪一種原因，對中共

政府都意味著：在貿易量縮減，

能通過貿易順差獲得美元減少的

時候，中國沒辦法以貨幣互換的

這種方式增加美元儲備。同時資

本在撤出，美元儲備還在流失。

當這個蹺蹺板資本流出的一頭超

過了美元流入的這一頭，對中共

就是個很嚴峻的問題。

武漢肺炎在全球爆發以後，

全球各界越來越認識到過度依賴

大陸生產鏈帶來的災難，而且，

中共不顧全球民眾生死掩蓋了疫

情真相，引發各國的撻伐及追

責，美國、日本等國家加速了鼓

勵並幫助本國企業離開中國、去

中國（中共）化的速度。

中美貿易局勢致 
人民幣承壓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隨

著川普總統再度警告或對中國加

征關稅，自 4 月末以來，人民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

導】疫情衝擊中國經濟，導致首

季物價暴漲，且需求停滯，訂單

取消，工業生產亦難以恢復，首

季 PPI 持續收縮。中國統計局

數據顯示 4 月 CPI 漲幅下降及

PPI 數值降幅擴大。

5 月 12 日，中國國家統計

局公布數據顯示，4 月分消費

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

3.3%，比 3 月回落 1.0 個百分

點，低於市場預期。 3 月 CPI 為
4.3%，同比漲幅從 2 月的 5.2%
回落，低於預期。 1 月 CPI 上漲

5.4%，創 2011 年 10 月以來最

高。

環比來看，4 月 CPI 環比下

降 0.9%，3 月環比下降 1.2%，

降幅收窄。食品價格上漲仍是推

動 CPI 上漲的主要部分。食品價

格上漲 14.8%，漲幅回落 3.5 個

百分點，影響 CPI 上漲約 2.98
個百分點。

豬肉價格是中國 CPI 籃子中

的關鍵消費產品，也是此前出現

通膨的主要因素，4 月豬肉價格

持續上漲，同比成長 96.9%，環

比漲幅回落 19.5 個百分點；牛

肉、羊肉、雞肉和鴨肉價格上漲

8.2% ～ 20.5%。 4 月，扣除食

品和能源價格後的核心 CPI 同
比增長 1.1%，較 3 月分的 1.2%
回落。彭博社表示，核心 CPI 疲
軟是國內需求仍然低迷的最新跡

象。

同時，中國國家統計局也公

布 4 月分生產者價格指數（PPI）
的數據，PPI 同比下降 3.1%，

創 2016 年 4 月以來最大跌幅。

此前 3 月 PPI 同比下降 1.5%。

從公布數據來看，4 月 PPI
環比下降 1.3%；此前 3 月 PPI
環比下跌 1.0%，降幅持續擴大。

1 ～ 4 月平均，PPI 比去年同期

下降 1.2%。 4 月 PPI 降幅大於

路透社調查預估的 2.6%。突顯疫

情令中國工業需求持續減弱。

受國際油價大跌影響，相

關行業產品價格降幅繼續擴大。

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價格下降

51.4%，降幅擴大 29.7 個百分

點；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業價格下降 19.8%，降幅擴大

9.2 個百分點。

彭博社引述野村經濟學家陸

挺預計，工業品價格通縮將是北

京決策者更大的擔憂。油價下跌

導致工業品價格下降，使公司難

以盈利或擴展業務；外部需求疲

軟令出口商前景堪憂。

【看中國訊】中國央行最新發

布的金融數據顯示，4 月份居民

存款減少近 8,000 億元人民幣。

這意味著在 4 月份，每天平均有

超過 266 億元的存款流出銀行。

住戶存款減少的同時，而個

人貸款則大幅增加。數據顯示，

4 月住戶部門貸款增加 6,669 億

元，其中，以個人消費貸款為主

的短期貸款增加 2,280 億元，以

個人按揭貸款為主的中長期貸款

增加 4,389 億元。

5 月 13 日，官媒《中國新聞

網》發文稱，「進入 4 月份，疫

情防控取得明顯的成效，復工復

產、復商復市有序推進，居民消

費也開始出現回升，特別是房地

產、汽車銷售方面，報復性買房

買車來了」。

但是，從多個渠道傳出的

信息來看，在疫情的影響下，史

無前例的失業大潮正在中國蔓

延。 2 月，中國官方城鎮調查失

業率飆升至 6.2%，外出農民工

減少超五千萬，這些農民工隱形

失業率並未體現出來。 3 月失業

率回落至 5.9%，但仍處高位。

不過，非官方的失業率估計約

為 20.5%，即有超過七千萬人失

業，遠遠高於官方數據。

幣兌美元匯率已跌 0.5%。不少

投資人認為，隨著中、美貿易談

判停滯，人民幣也將承壓，最終

影響到新興市場貨幣的穩定。

資產管理公司 Amundi SA
人的投資經理 Esther Law 預

計，人民幣將隨著日益緊張的

中、美關係而進一步走低，在未

來幾個月，估計人民幣會貶至

7.3 兌 1 美元，回到 2008 年初

的水平。進入 2020 年以來，人

民幣兌美元匯率已貶近 2%。

報導引述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首席亞洲經濟學

家威廉斯（Mark Williams）指

出，在美國 11 月大選前，川普

政府料將對中採取更強硬的立

場，可能再對中國產品祭出懲罰

性關稅，屆時人民幣勢必成為犧

牲品。

他還指出，若人民幣貶至

7.5 兌 1 美元，會引發全球新興

貨幣和股市拋售潮，令已受疫情

打擊的國家危機再度擴大。

報導指出，目前中國央行仍

嚴格控制人民幣走勢，如果川普

對貿易推出更大的限制對策，北

京很可能讓人民幣貶值以換取中

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疫情致全球再現美元荒    

陸4月通貨膨脹仍超警戒線

中國家庭存款
減少8000億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美國總統川普和勞工部 11
日指示負責監督數十億美元聯邦

退休金的董事會停止對中國企業

的投資。投資專家表示，此舉雖

然還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是已

朝著正確方向邁進了一步。

勞工部長尤金．斯卡利亞

（Eugene Scalia）警告說，聯邦

退休儲蓄投資委員會把聯邦退休

金投資到一些將「對美國國家安

全構成威脅」的公司。

CNBC 報導，川普白宮前

貿易顧問、華府艾金甘普律師事

務所 (Akin Gump) 合夥人威廉

姆 斯（Clete Willems） 表 示：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這個

問題引起很多關注。中國不允許

美國監管機構對其在美國交易所

上市的中國企業進行審計，這使

我們的投資者處於風險之中。」

勞工部長援引兩黨限制美國

投資中國股票的呼籲，並表示總

統反對董事會 2017 年允許其國

際基金投資中國股票的決定。

國會內的反對呼聲最初是由

對中國的鷹派議員發出，後來國

會兩黨都基於國家安全和保護美

國投資者的考量，反對董事會的

此項決定。

參 議 員 盧 比 奧（Marco 
Rubio）在去年 11 月的聲明中

說：「國會兩黨、兩院的議員

都不會袖手旁觀，也不會允許

TSP 委員會將美國軍人和聯邦

僱員的聯邦退休儲蓄投資給中國

共產黨。」

「美國的投資者的錢不應成

為讓北京崛起的資金來源，這還

要犧牲我們國家的未來繁榮，

TSP 董事會不應強迫美國軍人

和聯邦僱員在無意中破壞他們

每天都竭力保護的國家安全利

益。」盧比奧說。

盧比奧及其他議員斷言，美

國聯邦退休金不應支持為中共軍

隊提供物資的中國航空工業集

團。他們還聲稱，中國的財務制

度和審計政策有缺陷，致使像瑞

幸咖啡這樣的公司「編製」銷售

數據，欺騙美國投資者。

投資專家：正確的第一步

上市的中國企業存在很多嚴

重的問題。私人投資公司渾水研

究（Muddy Waters Research）
創始人布洛克（Carlson Block）
告訴 CNBC，雖然這還不能實質

性地解決根本問題，但這是朝正

確方向邁出的一步。儘管美國投

資者長期以來一直警告稱他們認

為中國的信息披露要求不高，但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在

4 月底發布的公告中卻對一些投

資者抱有希望。

SEC 主 席 傑 伊． 克 萊 頓

（Jay Clayton）在 4 月 21 日警

告說，中國公司的拒絕披露公

司財務報告的做法讓美國監管

機構感到失望，所有投資者計

畫投資此類股票時應格外小心

和慎重考慮。

美媒：川普這一決定與

疫情有關

美國福克斯電視臺財經頻道

週二報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

理奧布萊恩、國家經濟委員會主

席庫德洛致函勞工部長斯卡利

亞，白宮不希望聯邦政府僱員的

40 億美元的聯邦節儉儲蓄計畫

（TSP）投資中國企業的證券。

報導稱，川普總統的這一決

定與武漢肺炎疫情有關。川普曾

多次批評中國處理疫情的方式危

害全球。

聯邦節儉儲蓄計畫（Thrift 
Savings Plan,TSP）是聯邦僱

員和軍人的退休儲蓄基金。TSP
的一項聯邦投資基金 I 基金（I 
Fund）為聯邦僱員提供國際股

票市場投資管道，截至三月底為

止，I 基金擁有約 410 億美元的

資產，而 TSP 則擁有大約 5570
億美元資金。

聯邦退休基金撤出中國市場 
美專家：正確的第一步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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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之下頻頻出遊

據官媒報導，5 月 11 日傍

晚，習近平來到山西大同市武州

山南麓的雲岡石窟考察。他走進

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石窟仔細查看

雕塑、壁畫，詳細詢問石窟開鑿

歷史、藝術風格、文物保護等情

況，並同在場的「遊客」交流。

央視畫面顯示，習近平到訪

之際，現場「適時」走出一群明

顯是安排好的「群眾演員」，和

習近平一行人不期而遇，對習近

平熱烈揮手致意。

外界發現，習近平每到統治

出現危機之際，就有疑似藉出行

避風的舉動。去年夏天，北戴河

會議前後，在 8 月初隱身十多

天後，習近平首度露面在俗稱

「千佛洞」的甘肅莫高窟視察。

習近平 4 月曾視察陝西秦嶺，

因該地有「龍脈」之稱，也被分

析人士認為與習近平對政權危機

的隱憂有關。

現在，更是時局敏感期，兩

會將於 5 月下旬召開，維穩力

度空前加強。而當下中國疫情風

險遠未消停，政治氣氛更加詭

異，可謂真正的內憂外患。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明居正分析稱：就要看各國到底

有多生氣，如果真走上國際法

庭、沒收公債，真要跟中國脫

勾，就會很嚴重；而北京手中的

籌碼則是還有很多生產線和原料

都在中國手中。

黨內外暗流四起

同時，牽連中方國內政局的

多封公開信和各種流言在網絡頻

頻出現，無法證實，真假難辨。

有紅二代陳平轉發的「倒習

信」，有被認為是假冒習近平的

弟弟習遠平的挺習信，甚至還有

以習近平女兒習明澤名義寫的

信，也有鄧小平長子鄧樸方寫的

批評信。人們都在熱衷於評論這

些信件是真是假，作者是誰。

在知識界，繼學者許章潤和

許志永發聲之後，曾多次公開後

呼籲建立憲政的上海法學學者、

前律師張雪忠 5 月 10 日發表近

萬字的致全國人大公開信，呼籲

盡早啟動國民制憲程序，努力實

現政治和平轉型。

中國兩會前，反習、擁習假

信暗流湧，顯示出中共體制內的

不同聲音。而上海憲政學者張雪

忠發出公開信立即被抓，則表明

被中共體制所拋棄、排斥、打壓

的國人，對憲政民主轉型的不懈

努力和獻身精神。

旅美憲政學者王天成則指，

人們相信，張雪忠的呼籲會得到

回聲，就像 2011 年埃及的穆巴

拉克沒想到自己倒臺，突尼西亞

的本阿里沒料到阿拉伯之春，蘇

聯解體讓西方目瞪口呆，獨裁政

權往往潰於一夕之間。

時局敏感 習近平看雲岡石窟

原陝西書記趙正永受賄超七億

每到統治出現危機時，習近平就有疑似出行避風的舉動。 (Getty Image）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5 月 11 日，天津市第一中

級法院一審公開審理陝西省委原

書記趙正永受賄一案。趙正永

收受財物 7.17 億餘元。趙正永

的落馬被指牽涉「秦嶺別墅案」

和「陝西千億礦權案」兩宗陝西

大案。

檢 察 院 指 控：2003 年 至

2018 年，趙正永為有關單位和

個人在工程承攬、職務晉升、工

作調動、企業經營等事項上謀取

利益，單獨或者夥同其妻等人收

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 7.17
億餘元。

官媒微信公眾號「長安街知

事」文章稱，趙正永是典型的

「兩面人」、「兩面派」，大搞特

權活動；培植個人勢力，搞團團

伙伙等。

習近平自 2014 年以來曾六

次就「秦嶺違建」案做批示，但

時任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遲遲不

作為，甚至試圖上報虛假材料矇

混過關。

此外，他還涉嫌插手「陝西

千億礦權案」，該案當事人凱奇

萊的老闆、原告趙發琦曾實名舉

報。趙正永曾屢次要求陝西公安

部門對凱奇萊公司採取行動，以

使該公司的千億礦權合同無效。

趙正永落馬後其家族腐敗也

被曝光。據財新網 5 月 23 日報

導，趙正永的妻子、弟弟、女

兒等多名直系親屬，也被協助

調查。

其中，趙妻孫建輝是家族式

腐敗的重要角色。知情人士披

露，孫建輝在趙正永面前較為強

勢，「在外強勢的趙正永有懼內

的名聲」。而這與趙正永早期

仕途得益於其岳父及南下幹部圈

的照顧有關。

孫建輝與趙正永同為安徽馬

鞍山人，出身礦工家庭的趙正永

和幹部後代孫建輝的聯姻為早期

的趙正永提供了官場上的便利。

趙正永得勢後，孫建輝擅權干

政，喜歡差使趙正永的手下人，

染指陝西的能源、地產項目斂

財。趙家的數只「白手套」和代

理人都與孫建輝有聯繫，在陝西

官場有「陝西于姐」之稱。

據報導，趙正永的親弟弟趙

正發也在陝西利用趙正永的影響

力，承攬多項工程。

趙正永的獨女曾經在某全國

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陝西分行工

作，其工作是為銀行拉存款拿提

成，陝西某分行高管透露，提成

以績效工資加營銷費用的形式發

給趙女，數額總計在 2000 萬元

左右。

諷刺的是，趙正永 2016 年

從陝西省委書記退下時，《陝西

日報》大力讚美老書記趙正永，

稱趙正永所謂「立場堅定，領導

經驗豐富，作風務實正派」，

忠於黨和「對陝西人民情感深

厚」，還特別強調趙「貫徹中央

決策部署堅決有力」，有「擔

當」，陝西能有今天這樣好的發

展局面，趙正永「功不可沒」，

「全省人民不會忘記，陝西歷史

不會忘記」云云。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

報導】武漢肺炎爆發以

來，一方面北京當局因隱

瞞疫情受到國際追責索

賠，另一方面國內經濟陷

入危局，黨內權鬥加劇。

在此之際，習近平自 4 月

去陝西秦嶺拜「龍脈」

後，近日又突然到了山西

大同雲岡石窟。

首艘航母設計總指揮
深夜落馬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5 月 12
日深夜，原中共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董

事長、中共首艘國產航艦設計總監胡問

鳴，涉嫌重大違紀被當局調查。其下屬孫

波兩年前落馬。

胡問鳴參與研發首艘國產航母、殲

10、國產大飛機 C919 等項目。值得關

注的是，在胡問鳴擔任中船重工董事長

期間，當時的總經理是孫波。 2018 年 6
月，孫波任上被查。 2019 年 7 月，孫波

獲刑 12 年。官方指案涉國家秘密，未公

開審理。

也有媒體分析認為，孫波被逮捕應該

與國產航母質量問題有關。遼寧艦改造和

首艘國產航母設計建造均經孫波之手，但

兩航母均發現質量問題。

孟建柱公安部情人被抓
【看中國訊】前中共政治局委員、政

法委書記孟建柱早前傳出被抓捕，日前再

傳消息稱，孟建柱在公安部的情人郭林已

被帶走。

目前官方未對上述消息有任何回應。

公開資料顯示，郭林，女，四川合江人，

1981 年畢業於四川省瀘州師範，1981 年

起在四川省合江縣任小學教師。 1982 年

起在合江縣公安局、合江縣公安局法制

科、瀘州市公安局、公安部宣傳局新聞中

心工作。 1990 年畢業於四川省公安幹部

管理學院，1996 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警官

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班。現任公安部辦公廳

副主任、新聞中心主任、新聞發言人。

郭林公開簡歷中，未見其如何從四川

瀘州市公安局一躍進入公安部新聞中心的

說明。

今年即將滿 73 歲的孟建柱，早年在

上海官至市委副書記，2001 年 4 月轉任

中共江西省委書記，並在中共十六大上，

當選中央委員。 2007 年 10 月，孟建柱

被任命為公安部第十二任部長，還陸續兼

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書記、中央綜治委

副主任、武警部隊第一政治委員、國家

反恐怖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等職。 2008 年

3 月，晉升國務委員，2012 年 12 月卸

任公安部部長，2012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任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

權傾一時。和周永康一樣，孟建柱被認為

是由江澤民和曾慶紅安插到政法系統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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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曝陳良宇或出獄

崔永元：反腐先查 
紀檢監察部門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導】5 月

11 日，陝西省長趙正永在天津被審判涉

嫌受賄 7.17 億，當庭認罪。當天，崔永

元發布視頻，質疑整個中共體制中的漏

洞，並著重指出，要反腐，先從紀檢監察

部門查起，並呼籲財產公示。

崔永元在視頻中表示，習近平下大力

氣在整治這些貪官污吏，又打老虎、又拍

蒼蠅的，是拍不完的，這個土壤就滋生這

種老虎和蒼蠅。要整肅，就應該從這些檢

查機關、紀檢部門、公安局、法院、檢察

院，就是應該從他們那裡開始整肅。

公務員財產公示是國際慣例，是從政

的最基本要求，因為官員薪資來自人民稅

款，中國老百姓要求中共官員公示財產已

經喊了很多年，仍然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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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近日有消息稱，前中共政治

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已

出獄。但港媒《蘋果日報》引述

陳良宇家人指，陳出獄是謠言。

陳良宇出生於 1946 年，有

約 5 年時間負責上海市市長、市

委書記的工作。 2006 年 7 月，

涉案金額超百億人民幣的「上海

社保案」浮出水面。案發後，有

包括陳良宇等超過 30 名官員、

商人被立案查處，被稱改革開放

以來「上海第一案」。 2008 年

4 月，陳良宇因受賄罪、濫用職

權罪，被判刑 18 年。

海外媒體曾披露，陳良宇是

靠巴結江澤民老婆發跡的。江

澤民任上海市委書記後，將陳

良宇提拔為副市長。江澤民因

「六四」上位成為黨魁後，更將

陳良宇提為上海市長、上海市委

書記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六大

後，江澤民已有意將陳良宇作為

自己隔代接班人培養。

陳良宇當年的落馬，成為上

海幫重大折損。香港《開放》雜

誌曾披露，陳良宇之所以被胡錦

濤斬落馬下，根本原因是因為他

曾是江澤民選定的隔代接班人。

陳良宇案發後，其子陳維力

潛逃出境。 2008 年 7 月，中共

警方用陳維力女友為餌，誘捕了

由美國赴馬來西亞的陳維力，並

引渡回國，按當時官媒所列罪名

足以判死。

港媒報導說，陳良宇在獄中

驚悉兒子被抓後狂怒，大罵江澤

民，並警告說：「如果我兒子保

不住命，你兩個兒子一個也別

想活！」

結果 2008 年 8 月 3 日陳維

力案火速開審，陳維力被判處有

期徒刑 3 年，緩刑 4 年。

根據維基解密公布，一份

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 2006 年

12 月 14 日發往美國華府的密

電顯示，多個中國高層領導人

親屬都曾捲入「社保案」，其中

包括江澤民的兩個兒子江綿恆和

江綿康。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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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黑警長販毒

《自由亞洲》報導，被捕的

41 歲警署警長姓許，隸屬西九

龍總區反黑組。由於該案件性質

嚴重，港警 7 日早上出動緝毒

犬跟大批毒品調查科人員，搜查

警長位於西九龍總部反黑組的辦

公室。結果暫時未搜出毒品，亦

未發現有其他的警員涉案。港警

指，會全面檢視警長參與過的其

它案件。

7 日凌晨，旺角特別職務隊

探員依據情報持搜查令，搜查尖

東一家酒店兩間同層的房間。涉

案警長持著房卡進入內，隨即被

制服拘捕。該名警長身上被搜出

了約 2.1 公斤疑似冰毒及約 10
萬港元現金。

行動中還拘捕一名 43 歲男

子及一名 29 歲女子，並搜出一

批冰毒、可卡因和K仔等毒品。

該 2 人均有藏毒案底，而該女

子曾涉一宗「襲擊致造成身體傷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香港一名反黑組的警

署警長，7日涉嫌販毒被捕，
同案被捕女子更是一位通緝

犯，這已經是近日爆出的第4
宗警隊犯罪醜聞。

港警爆連環犯罪醜聞

害」案件，因棄保潛逃被通緝。

警察公共關係科的發言人

說，被捕警員已經被停職 正調

查毒品來源，是否和上月 28 日

一宗毒品案件有關。

4 月 28 日於油麻地一個空

置地鋪搗破一個毒品儲存倉，

並檢獲近 300 公斤冰毒，市值

大約 1 億 6000 萬元。而許姓被

捕的警署警長及其隊員曾經參

與該案，港警正調查他是否涉

及偷取證物轉售。該案中檢獲

的冰毒，數量是從 1991 年有記

錄以來之最。

港警曾被譽為亞洲最專業、

最精良的紀律部隊，然而在鎮壓

反送中運動中使用的暴力程度引

起國際關注，近日更接連有警

員涉及嚴重案件。如 4 月，新

界葵青警區一名警長涉嫌「自編

自導」，策劃汽油彈炸警署案被

捕。過去一週，又發生港警因虐

兒被捕，與警務處副處長陶輝涉

及僭建及無牌經營旅館等醜聞。

男子遭警壓頸死亡

7 日，香港一名南亞

裔男子在尖沙咀清真寺外

情緒不穩，大聲叫嚷，之

後被 3 名警員按在地上，

用膝壓向他的頸、背及手。

有警員用伸縮警棍打向男子的

雙手，並用膝壓住男子頸部大

約 5 至 7 分鐘，直到救護車到場

時，他已經失去知覺。結果，8
日下午該男子搶救無效死亡。

不 過， 據《立 場 新 聞》報

導，醫護人員根據醫管局紀錄發

現，從警員在 5 時 45 分發現傷

者在警車上不省人事，到救護人

員 6 時 4 分抵達時，傷者已無呼

吸及脈搏。而根據紀錄，救護員

到場前，警員沒有為傷者施行心

肺復甦。這意味著從男子不省人

事到救護員到場施救，中間相隔

達19分鐘，明顯錯失救治機會。

事件再度引起社會對警察濫

用暴力的關注，而警方發言人則

表示正在調查事件。

警務處處長回應引議

5 月 10 日母親節當天，全

港多區出現反送中抗議行動，港

警在旺角大舉拘捕了 230 名市

民，部分人士並非當日參與反送

中活動的人士。其中一名患有哮

喘病的 12 歲少女，

在與母親逛街

時被拘捕帶

走，該母親

其 後 40 多

個小時奔波

拘捕現場、

警署和醫院，

終於「救出」女

港台簡訊

日媒曝大陸8月演習奪台灣東沙島
【看中國記者盧乙新綜

合報導】近日有日本媒體報

導，中國大陸計劃8月在海
南島周遭的南海區域進行

奪島、大規模登陸演習，以

台灣東沙島作演習對象。對

此，台灣陸委會12日罕見以
強硬口吻回應事件。

日本《共同社》報導，大陸

傳出消息，8 月將會在靠近海南

島的南海海域舉行大規模的登

陸演習，並模擬奪取台灣的東

沙群島。至於該次演習是由負

責南方 8 省的南部戰區負責，

屆時將出動「陸戰隊」、「登陸

艦」與「氣墊船」，以及「直升

機」參與演習。如果日媒報導屬

實，將嚴重威脅台灣東沙島、

南沙太平島區域穩定。

台灣三立新聞報導，對

此，台灣陸委會表示，國防部

對大陸的相關動態皆能掌握，

基於國安，東沙及太平島在內

的外離島也都會強化戰備。「台

灣既為亞太區域負責任的一

方，將堅定捍衛主權及民主，

維護區域和平穩定」，同時也呼

兒的故事登上了港媒頭條，引起

社會廣大反響。

5 月 12 日警務處處長鄧炳

強 12 日出席元朗區議會時，被

鄺俊宇等民主派議員當面質問

10 日警方的大規模濫捕事件，

鄧宣稱，警方對任何暴力、何

種顏色衣服的人士都會徹查和

採取行動，又稱巿民希望區議

會為巿民做「實事」而不是作政

治表態，單方面的謾罵只會令

市民失望。

此外，議員提及一名少女

去年 10 月報警、指去年 9 月底

被捕後在荃灣警署內遭數名警察

強姦，並需到伊利沙伯醫院接受

墮胎手術一事。鄧炳強回應時透

露，警方會以「作假口供」罪拘

捕該名少女，但她已經潛逃，現

正通緝她。

元朗區議會主席黃偉賢再提

問，指不少人想知道鄧炳強是否

中國共產黨員。鄧炳強未有正面

回答，其後稱自己並非任何「本

地」或「海外」政治團體的成員。

對於近日警員連環犯罪醜

聞，鄧炳強說對警員被捕感到

「蒙羞和憤怒」，又稱警隊內少

數「害群之馬」令警方過去近一

年的「努力」幾近付諸流水。他

決定成立一個「誠信審核行動小

組」，由助理處長指揮，直接向

他報告。

籲北京當局切勿誤判情勢無端

升高緊張。

除此之外，國防部作戰計畫

室聯合作戰處長林文皇少將，

在 12 日的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

也強調，國軍是秉持不升高衝

突、不引發事端為原則。無論東

沙島、太平島的海巡官兵，皆是

由陸戰隊完成代訓，並且完成戰

備執勤、火炮射擊等驗證，戰力

同等於陸戰隊，為了確保島上安

全，國軍也能夠透過聯合情監偵

掌握動態並應處。

林文皇重申，基於國家安

全，包括東沙島與太平島在內的

外離島，也都會強化戰備整備工

作，不會停頓。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12日出席元朗區議會被議員質詢。（攝影：萊恩）

世衛稱「無政治共識」
拒邀台灣

【看中國訊】世界衛生

大會（WHO）18日將以視
訊會議方式舉行，全球13個
國家提案邀請台灣參與，但

世衛秘書處12日卻表示，會
員國之間對於台灣能否參

與意見分歧，秘書長譚德塞

「無此授權」發出邀請。對

此，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

秘書處不該屈從中國無理

施壓。

本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將在 5 月 18
日、19 日在線上舉

行，日前已有 13
個會員國向 WHO
祕書長譚德塞提

案，邀請台灣以觀

察員的方式參與，美

日等主要國家也多次表態

力挺台灣參與。

在 11 日 的 WHO 記 者 會

上，譚德塞被問到此事時一語不

發，改由法律顧問索羅門回應。

索羅門則宣稱，祕書長無權決定

台灣是否能參與 WHA 大會，

只有會員國才能決定。他並稱，

台灣過去以「中華台北」名義受

邀，是因為有政治共識。

對此，台外交部發言人歐

江安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根

據WHO議事規則與過去慣例，

台灣出席方式有二種：一是大

會決議，另一個則是秘書長邀

請，台灣在 2009 年到 2016 年

出席，就是秘書長邀請。

歐江安批評，WHO 現在

說沒有政治共識不能邀請，正

反映了「WHO 現在真的是被單

一會員國宰制，完全聽憑中國

意思」，更僵化思考多次引用聯

合國 2758 號決議與 WHA 大會

25.1 號決議。她指出，

這兩項決議只處理中

國代表權問題，沒

有提到台灣、更

沒有賦予中國政

府代表台灣人民

的法律基礎，「中

國無權代表台灣，我

們也不需要他們假意代

勞」，目前兩岸完全是不同的國

家，中華民國在台灣和中華人

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只有民選

政府能夠代表台灣2300萬人民。

歐江安也提到，WHO 與中

國 2005年曾簽訂「秘密備忘錄」

（MOU），限制台灣參與需經過

中國，我國曾多次抗議此秘密

備忘錄，由 WHO 秘密和中方

簽署，台灣從來沒有參與，且

內容損及台灣利益極大。

程翔：北京已作最壞打算

【看中國記者梁路思

採訪報導】香港資深媒體

人時事評論員程翔接受《看

中國》採訪時表示，全球索

賠是天文數字，北京很大可

能「死都不會認帳的。」話

雖如此，索償會讓全世界知

道，由於北京體制的陋習令

全世界受害。

程翔特別提到，北京實際上

在 2003 年 SARS 後，成立了 2
個流行病傳染病預警機制，北京

還曾宣稱此為全球最龐大的預警

機制。按照規定，若爆發疫情，

需要 4 小時內上報北京。但奇

怪的是，北京去年 12 月底承認

疫情發生時，按其統計有 27 宗

病例。但《南華早報》引述其看

到的北京官方文件顯示，12 月

底已有百多宗。

另外，程翔言及，從新華社

公佈的時間線來看，隻字不提武

漢當局封鎖消息傳播，也絲毫未

提及包括對醫生李文亮的警告和

懲處。 此外，國家衛健委還下

了「3 號檔」，要求所有的關於

病毒的測試工作及科研單位的基

因檢測停止，即使已做，資料要

就地銷毀，「這是匪而所思的」。

程翔還提到一件事，就是

2003 年 SARS 爆發時，當時的

世衛還不像今天，但就在世衛調

查當日，北京竟然將患者全部帶

上救護車，在市內兜了一整天才

讓病人回醫院，這個當時是個巨

大的醜聞。

程翔總結，面對各國的索

賠，北京面對內憂外困，實際上

已作了最壞打算。他指出，最近

北京似乎正頻密備戰，除了在南

海遼寧號包圍美國一艘戰艦，顯

示北京不會屈服於美國軍事威脅

之外。另一方面，習近平最近視

察秦嶺，也暗藏兵戎相見的資

訊。 因習近平表面是視察生態

保護，但誰都不會相信這個講

法。 因秦嶺是北京第三線軍工

工業的重要基地，相信他更重要

的是視察重要的軍事專案。

【看中國訊】台灣在南美洲唯

一的邦交國巴拉圭，參議院於 4
月 17 日舉行會議，提出是否改

變外交策略，希望能與台灣斷交

轉向中國，盼望藉此在武漢肺炎

疫情中，能夠換取更多的防疫物

資與資金援助。不過，台灣當時

的回應是加強對巴拉圭的醫療援

助，因此，在這個「敦促總統轉

向中國」的參院表決中，結果為

反對 25 票，贊成 16 票，否決。

如今巴拉圭是全南美洲唯一承認

台灣的國家地位，並與台灣保持

外交關係的國家，全世界跟台灣

維持邦交的國家如今也只剩下

15 國。台灣政大名譽教授丁樹

范分析，美國今年 3 月正式簽署

了《台北法案》，支持台灣跟其

它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並表示針

對損害台灣外交關係的國家，美

方將會採取行動，當中包括考慮

降低對其經濟或是外交的來往。

巴拉圭否決 
與台斷交

Getty Images

圖為國軍F-16戰機監控

大陸軍機轟6（CNA）

【看中國訊】早前罷免高雄

市長韓國瑜提案達到法定提議

人數，正式進入程序。韓國瑜 8
日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停止

執行暫時狀態的處分，並聲明

「原處分於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

終結前，停止執行」，不過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沒有急迫到

非得要跳過訴願先行程序，而立

即為暫時性保護措施之必要性，

於 4 月 17 日裁定聲請駁回。韓

國瑜對此不服，提起抗告，由最

高行政法院審理。 7 日，最高

行政法院也駁回聲請。 韓國瑜

罷免案將於 6 月 6 日進行投票。

韓國瑜申請 
停止罷免被駁回

▼港警以同樣方法
   壓制示威者

（Getty Images）

蔡英文總統與巴拉圭總統阿布鐸（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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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據美國之音報導，加拿大多

倫多大學網絡研究機構「公民實

驗室」（Citizen Lab）5 月 7 日

發表長達 60 頁的名為《你聊天

他們在看，微信國際用戶如何

不經意加強中國審查制度》的報

告。

該報告指出在完全沒有與中

國用戶交流的情況下，北京會對

外國微信用戶上傳的文件及圖像

進行審查，若屬於當局認定的

「敏感內容」，該用戶會被拉入

黑名單，同時相關文件或圖片的

記錄也會被存入資料庫，日後再

有相同信息傳送中國用戶時將不

能發送。

這顯示北京的

管控之手，已從過

去僅監控國內用戶

延伸至國外用戶。

報告指出，目

前尚不清楚微信母

公司騰訊如何對外

國註冊用戶的數據

進行攔截，亦沒有

解釋為何國際用戶

內容會受到北京監

視。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報告作

者之一、公民實驗室主任戴伯

特（Ron Deibert）的話指出，

微信在谷歌（Google）和蘋果

（Apple）上架，卻未向用戶說

明微信對國際客戶存在監視和政

治審核行為，這可能已違反了應

用程式商店的服務條款。他建議

谷歌和蘋果下架微信。

《華爾街日報》則援引美國

隱私倡議團體「電子邊疆基金

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
dation）網絡安全主管蓋伯林

（Eva Galperin）的話提醒用戶，

在敏感領域工作的組織若使用微

信應該三思而後行。

【看中國記者理翺綜合報導】

美國大學、製藥公司和其它醫療

保健公司正受到北京當局和伊朗

黑客的激增的大規模網絡攻擊。

這種攻擊除了試圖竊取他們的勞

動成果，亦會對他們所付出的努

力產生阻礙，延緩疫苗研發。

《華爾街日報》5 月 13 日的

報導，美國官員們說，至少從 1
月 3 日開始，中國和伊朗這兩

個國家就以美國大學、製藥公司

和其它醫療保健公司為目標，對

一系列美國公司和機構進行了網

絡攻擊。

這些公司和機構目前正在努

力研發用於抗擊引發武漢肺炎的

病毒的疫苗。因為可能竊取有關

疫苗的關鍵數據，以及損害、拖

延疫苗的開發，網絡攻擊的侵略

性使得某些美國官員將其視為等

同於戰爭。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預

計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

主管網絡部門的網絡安全與基礎

設施安全局將發布有關北京當局

的「公共服務公告」。

美國國土安全部網絡安全

和基礎設施安全局局長克里斯

托弗．克雷布斯（Christopher 
Krebs）告訴《紐約時報》：「中

國長期以來在網絡空間中不良行

為的歷史惡名卓著，因此，他們

追尋美國參與應對武漢肺炎大流

行的關鍵組織，任何人都不會

感到驚訝。」他還說，該機構將

「積極捍衛我們（美國）的利

益」。對中國國家黑客團隊提

出具體指控，這屬於一項全面威

懾戰略的一部分。美國網絡司令

部和國家安全局（NSA）也參

與其中。

目前還不清楚是否美國已經

採取了行動、向中國黑客組織發

出了什麼樣的警告。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稱在

中國黑客發動網絡攻擊的同時，

伊朗被懷疑亦針對某些相同的美

國設施實施了攻擊。

【看中國訊】繼回國的中國

留學生私人物品遭酒店銷毀後，

又有留學生曝出回國後被送到了

「噁心的隔離酒店」，多名留學

生入住僅三小時就全身紅腫。

據公眾號《INSIGHT 視界》

消息，當地時間 5 月 1 日，一

群中國留學生從阿姆斯特丹乘坐

南航 CZ308 轉機回國，5 月 2
日上午 10 點多落地廣州。由於

該航班出現了無症狀感染者，導

致前後三排的乘客都被轉移到密

切接觸者指定酒店。

一群中國留學生在 5 月 4
日下午 2 點左右，被送到了廣

州花都區東方景觀酒店，卻被酒

店髒亂差的衛生條件震驚了。L
同學稱，聞到了一股很明顯的異

味，整個房間都很昏暗，牆壁多

處發霉，天花板甚至脫落，想要

開窗通風卻發現窗戶根本無法打

開，而且玻璃上還有很長的一條

裂縫。

因為 L 同學對灰塵過敏，

在進入該房間不到一小時後，胳

膊開始起紅包。截至目前，至少

有 10 名同學不同程度的過敏。

Z 同學表示，房間混著霉味

和煙味，床墊長期未更換，有工

作人員親口承認床墊發了霉。

不僅如此，衛生間馬桶年久

失修，部分嚴重損壞，水箱漏

水、馬桶圈又髒又黑。除此之

外，還有同學的床上粘著不明污

漬，四件套一看就是未經清洗消

毒；送餐衛生標準極低，食物中

多次出現毛髮等異物，還有同學

吃早飯的時候發現房間裡的蟲子

在旁邊爬來爬去……

有留學生想要喝口水，卻發

現水壺裡還有上一個密切接觸者

燒了一半的水。據工作人員稱，

這家酒店自今年 1 月起就作為

密接者指定酒店。

有留學生家長稱，下午女兒

打電話說酒店很髒，以為是她嬌

氣矯情，還訓斥了她一番。但看

到照片後才敢相信 300 塊錢一

天的酒店衛生條件，居然會如此

不達標。

小凡同學表示：「我們要求

真的不高，只希望能有一個滿足

基本衛生條件的住處安分度過隔

離期。」

留學生們甚至表示，不要求

每天都更換床單，僅僅是一客一

換，不睡上個隔離人留下的髒床

單就滿足了。

近日，北京大學在官方網站

發出一則《關於 2020 年留學生

本科生入學考試項目考試方案調

整的通知》，聲稱受疫情影響，

決定取消 2020 年留學生本科生

入學考試項目筆試環節，學校將

對符合報考條件的考生進行遠程

面試。

也就是說，外國留學生只要

通過北京大學的面試，就可以進

入北京大學就讀。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北京另

一所名牌學府清華大學也曾明確

「外籍學生申請清華大學本科學

位實行申請 - 審核制」，外籍學

生只需通過審核，無需專業水平

考核。而當時中國尚未爆發武漢

肺炎。

目前，清華大學、北京大

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

學等名校，都已取消了今年外籍

學生入學考試，改為面試審核。

對此，大陸民間質疑為何中

國孩子高考這麼嚴格，而國外學

生想上中國好大學卻如此容易？

也有學生家長直言，「北大

對國外學生免試，這對中國孩子

非常不公平，那些苦讀 10 年寒

窗的孩子會怎麼想？這是一件非

常悲哀的事。作為中國名牌大學

就應該優先培養中國的孩子，這

樣做是中國人的恥辱。」

蘭州大學退休教授蔡先生則

指出，吸引外國學生到中國上

學，這可能是北京的一項戰略措

施，它要讓極權主義意識根植於

西方年輕人的心中。他說，中共

當局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留學生提供在華的舒適環境和資

助，再「通過這種方式為未來培

養一代親中（共）的人士，」可

以說，為與這些國家發展友好關

係，北京在教育層面不惜代價。

【看中國訊】亞省服務部收

到的在疫情期間哄抬物價的投訴

激增。其中一家華人公司——

中 加 美 物 流（CCA Logistics 
Ltd.）就在其中。

據加拿大媒體日前報導，

截至 5 月 8 日，亞省調查人員

證實已收到 458 項投訴，其中

351 項將進行進一步的調查。其

中投訴最多的商品包括洗手液、

消毒濕巾、衛生紙、口罩、一次

性手套等。首個被起訴的公司

是家華人公司，名叫「中加美物

流」（CCA Logistics Ltd.）。
4 月 1 日亞省服務部派出一

名調查人員，前往被匿名舉報的

中加美物流公司，發現幾類商

品「以嚴重超出正常售價的價格

出售」，包括：3M 口罩 –$120
（加價 400%）；消毒洗手液 –$39
（加價 200%）；兩瓶裝維生素

C–$30（加價 100%）；普通洗

手液 –$10（加價 300%）；消毒

噴霧 –$25（加價 250%）

4 月 15 日，亞省服務部下

令該公司停止對以上幾類商品使

用如此高的價格，但該公司對警

告視而不見。報導稱，該家華人

公司的老闆名叫 Yan Gong，在

接受 GLOBAL NEWS 採訪時

他拒絕露面。他承認自己是該公

司的所有者，他反問記者，如果

自己的定價不合理，為什麼還有

別人向他購買？「事實上，供

應鏈緊缺問題才是加劇價格上漲

的主要因素。」

據亞省服務部的報告，在艱

難的時期，加拿大絕大多數企業

都在竭盡全力為民眾提供服務，

但也有一部分人趁機撈錢。亞

省服務部部長 Nate Glubish 在

聲明中表示，「在疫情大流行期

間，通過哄抬物價的手段賺取民

眾的錢，是絕對不能接受，且應

該受到譴責的行為。民眾需要

一個能夠讓他們安心消費的環

境。」

亞省省長 Jason Kenney 也

表示：「如果你認為可以利用疫

情，以可笑的漲價行為坑騙其他

人，那你要小心了，我們將通過

法律讓你受到應有的懲罰，保護

消費者免受價格欺詐的影響。」

對於省長的這番話，中加美

物流的老闆 Yan Gong 回應，

這番話對他來說毫無意義，他

並沒有做壞事，「我想站在法庭

上，對法官大聲說出情況，讓

他教教我應該怎麼做。」對此，

亞省政府也「成全」了他。Yan 
Gong 將於今年 8 月 19 日在卡

爾加里省級法院出庭。如果被判

有罪，將面臨最高 300 萬加元

的罰款。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國旅歐男中音演唱家劉克清，

去年 9 月開始使用抖音，教網

友如何美聲演唱。然而因為長相

太像習近平，他的抖音賬號已經

3 次被封號。官方解釋為「形象

違規」。

近日劉克清在抖音發文說，

他的頭像又因「違規」被舉報後

封號了，而且是實名舉報，他只

好再一次提供個人證明資料，目

前正在等待審核，這已經是他第

三次「長相違規」被封賬號。

劉克清去年 9 月開始使用

抖音帳號，發表美聲演唱的教

學影片，並在短時間內獲得超

過 37 萬人點讚。不過，劉克清

並非「唱得好」而受到歡迎，而

是因長相太像跟習近平而吸引網

友。因為有太多留言提到習近

平，導致影片成為「敏感話題」

被屏蔽。

劉克清跟大家說抱歉，還問

大家說「有什麼辦法可以通過申

訴，快點解封嗎？」網友紛紛留

言調侃：「長得有點尋釁滋事…」

公開資料資料顯示，劉克

清 1978 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歌

劇表演系，他還創立文化經貿公

司，2003 年製作超大型景觀歌

劇《阿依達》，受到各國關注。

進大陸名校 外籍生免考

被隔離留學生再曝 酒店噁心 全身紅腫

卡城華商口罩加價400% 被起訴

微信審查中國國外用戶 中伊黑客瞄準美疫苗庫

長相太像習近平
歌唱家 
3次被封號

北大、清華、交大等大陸名校取消外籍生考試 (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黎小

葵綜合報導】近日北京大

學、人民大學、上海交大

等多所知名大學宣布，取

消今年外籍本科生入學考

試，引發外界關注。

入住隔離酒店身體過敏（社交媒體）

微信不僅監控中國用戶，也監控國外用戶。 
（Adobe stock）

（Storyblock）

 作家杜導斌 
被威脅「關到死」 

影視業入寒冬 
演員送外賣

【看中國訊】在官方宣布疫

情減緩後，曾批評政府的人們遭

遇「秋後算賬」，其中湖北作家

杜導斌更遭受軟禁和死亡威脅。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湖北異

見作家杜導斌曾在武漢疫情嚴峻

時堅持發聲，揭露事實真相，並

批評當局的失當做為，結果於上

月起遭到法律嚴格管控，維穩部

門甚至嗆聲要「關他到死」。

杜導斌的好友說，杜已被湖

北應城市非法軟禁在家 10 天，

維穩人員還派人強制居住杜宅貼

身看守，吃喝玩樂等一切費用則

都要杜導斌買單。該名友人表

示，杜導斌家住 4 樓，監控人

員為避免他跳樓，用鐵絲網將

他家窗戶封堵起，並揚言「關到

他死」，甚至如此，政府人員還

恐嚇杜導斌妻子，稱不准對外張

揚，否則就把杜拖到山裡埋掉。

據瞭解，現年 56 歲的杜導

斌曾於湖北政府出任要職，在經

歷六四事件後，其思想轉變，常

在網絡上發表與政府不同的見

解，2004 年被孝感市中級法院

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

監 3 年。

【看中國訊】中國的影視產

業 2019 年就已經步入寒冬，而

疫情更為影視產業帶來持續的重

創與挑戰。在號稱中國好萊塢的

「橫店影視城」，有上百名臨時

演員因為面臨劇組停工、無戲可

演的窘境，最後紛紛轉做外賣。

訂餐平臺「餓了麼」橫店物

流站長汪林園說，如今在橫店送

外賣的藍騎士，基本上都是從臨

演轉過來的。

原來是一名特約演員的李瑞

豐，因為遲遲等不到新戲開拍，

於一個月前就轉型做起了外賣騎

手。另一名馬術演員李海山也於

3 月初入職「餓了麼」，當起了

外送騎手。

劉克清（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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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澳大利亞幾個主要穀物生產

商在 10 日發了一條聲明說，據

他們瞭解，中方將對從澳大利

亞進口的大麥征高達 73.6% 的

反傾銷稅和 6.9% 的反補貼稅。

加起來超過 80%，據路透社報

導，澳大利亞的穀物生產商是從

中國商務部獲得這些信息的，暫

時還沒有得到中方官方的正式宣

布。

澳 洲 總 理 莫 裡 森（Scott 
John Morrison）對這事的反應

還很謹慎：說希望不要拿反傾銷

調查來打擊澳大利亞呼籲調查病

源的要求，但是澳洲的前副總理

Barnaby Joyce 已經直接在說這

就是報復了。澳大利亞對來自中

國的鋼鐵這類產品的反傾銷調查

早已有之，中共要報復這件事早

在一年半以前就該做了，這個時

候突然對穀物加征關稅，很明確

地就是打擊澳大利呼籲獨立調查

病源的要求。

在過去的幾天，北京那邊出

現了一個應對追責的新姿態，就

是主動出擊。與其坐等追責聲浪

高漲、80 國聯軍形成，不如逆

襲，把對手唬住。中共已經感受

到了各國隨著疫情高峰的過去問

責索賠的聲浪也會起來，現在想

搶在 80 國聯軍形成之前行動。

先槍打出頭鳥、柿子挑軟的捏，

看能不能阻止這方面的國際合

作，各個擊破。

這就好像一個人踢翻了一鍋

開水，圍坐的一群人都被潑灑出

的開水濺著了。人們的第一反應

先跳起來把被開水濺濕的衣服脫

下來查看一下自己被燙傷的情

況，再決定是僅僅把惹禍的人罵

兩句說算了，還是揍一頓才解

氣。等大夥把憤怒的眼光投過來

的時候，惹禍的人卻搶先發難，

沖那個眼光最憤怒、卻個頭最小

的那個人大發雷霆，嚷嚷：你去

年賣給我家的麥子坑了我！我決

定不再從你家買了，他顯得比受

害者更憤怒，反而別人都被唬住

了。這是中國人吵架裡常用的一

招，現在中共把它也用到國際場

合了。

中共挑僅次於美國追責聲音

最大的澳大利亞，下手制裁。歐

洲國家疫情高峰過後經濟復甦是

個艱難過程，也就是想拿澳洲樹

個靶子威脅其他國家，不要跟著

美國喊追責！上個星期中國當代

國際關係研究所給高層提了份報

告：說中共正面臨比八九六四更

惡劣的國際環境。那麼中共對此

的因應策略就是上面這一幕，先

發制人、主動出機，在各國發飆

之前，我更飆！先拿對中國貿易

依賴度比較大的澳大利亞下手，

2018 年澳大利亞出口的 1/3 都

是發往中國，這超過了接下來四

個主要貿易夥伴日本、韓國、美

國和印度出口的總和。

聯邦調查局研究共產主義

運動的專家斯考森（W.Cleon 
Skousen）的書《赤裸裸的共產

黨》裡，有一些非常有遠見的看

法，第一次出版在上世紀 50 年

代。這本書提到了一個從當時流

行到現在的觀點，也就是共產黨

長期刻意宣傳所製造出的一個印

象：人類為了免於共同毀滅，需

要把共產主義當成另一種不同的

觀點加以包容。

作者認為除了共存之外有一

個好得多的選擇，就是「共同抵

抗」。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是

沒有必要加以容忍的，因為共產

黨不論在道德、政治、和經濟上

都沒有存在的理由，這造成個什

麼效果呢？就是在正常社會可以

不動干戈，好好說話都能解決的

問題，它都必須用非常激烈的手

段反應，它對本國人民這樣，對

外也這樣。

考爾森認為根本到不了用核

武那一步，只要自由的國家在道

德、經濟和政治上能共同抵抗，

就足夠讓共產黨崩潰了。蘇聯邪

惡帝國的崩潰證明考爾森的這個

判斷是完全正確的，自由世界有

足夠的資源和手段以戰爭之外的

手段推倒紅牆，時代所需要的是

道德上的覺醒，意識到自身力

量、也意識到自己有好得多的選

擇。

(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習近平逆襲「80國聯軍」

北京擬對澳洲徵收大麥進口關稅。（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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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7 日，「七〇九事件」

最後一人王全璋終於回家和妻兒團聚，

為了這一刻，妻子李文足奔走、呼號了將

近五年。結婚十一年，分離五年，一路走

來，滄海桑田，靦腆的家庭主婦變成「持

劍的美人魚」，很難找到比這更感人的愛

情故事。

原本是景區導遊的李文足在和王全璋

結婚生子後專心當起了全職太太，和其他

家庭主婦一樣喜歡上網、購物、買衣，很

少關注外部世界。 2013 年 4 月，王全璋

為朱亞年作無罪辯護時，因庭上遞交材

料時用手機拍照備查，手機被當庭沒收，

人也被拽出法庭拘押，心急如焚的李文足

開通微博關注此事，添加了同道律師和公

民朋友後，她才知道原來中國社會這麼黑

暗，丈夫所從事的工作如此危險。

此後情勢步步滑坡，2014 年「建三

江事件」中，王全璋被打得得了腦震盪；

2015 年 7 月，在對人權律師專項抓捕

行動中，王全璋被北京警方以「尋釁滋

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兩罪帶走，

遭到「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之後的小

半年，李文足幾乎每日以淚洗面，獨自面

對著生活節奏的扭轉。丈夫被帶走之後，

她和丈夫原來的同事與助手交談，才知道

丈夫為追求公義受過太多的苦。一次他曾

因為在法庭上堅持發言，惹怒法警，法警

威脅說一句話就扇他一耳光，最後庭審結

束王全璋居然被扇了一百多個耳光，這些

加深了李文足對丈夫事業的認識，丈夫事

業的危險和不安之外亦有感動與光榮。

中國當局對「危害國家安全」類案

件，如同敵我矛盾般調動一切可能的資源

全盤壓制，如不准許律師會見，家屬聘請

的律師們紛紛遭遇解聘；全程閉門審理，

開庭當日家屬無法出庭乃至出門；從逮

捕到入獄，期間形形色色的「軟暴力」和

「硬暴力」；超期羈押，既不審判又不放

人；家屬查詢案件進展百般阻撓，有的得

知她們的身份後就關上了接待窗口，投訴

也從來沒有收過回覆。

人權律師的家屬也被定義為另一種政

治犯，面臨體制對「國家敵人」的種種壓

制與刁難。便衣警察不時如鬼魅般的跟蹤

李文足，對其子泉泉入學的種種刁難，鄰

居高聲叫罵她是「吃裡爬外」的賣國賊。

王全璋自 2015 年 7 月被帶走，直到

2019 年六月，李文足才在丈夫服刑的山

東臨沂監獄首次獲准探望。這四年李文足

往來跋涉京津兩地法院詢問與投訴多達

二十八次，透過律師傳言推斷出丈夫「還

活著」成為這四年唯一的「喜訊」。李文

足自 2016 年 1 月收到丈夫的逮捕通知書

後，面對國家暴力，她沒有繼續消沉、坐

以待斃，而是「離開梳妝打流氓」，她和

其他「七〇九」家屬一道透過社群傳播和

國際遊說愚公移山似的推進案件。

五年來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刻發生在

跟隨著歌頌盛世年青人的《後浪》

短片的走紅，「前浪」一詞也橫空出

世。作家六神磊磊，分析了《天龍八

部》小說裡的五個爹。

六神磊磊說，第一個爹是慕容博。

他的致命毛病在什麼上呢？權力。他代

表了那一代人對「權」的極度狂熱和痴

迷，天好地好不如有點權好，揣著玉璽

到處跑。其實大燕亡國好幾百年了，哪

裡還有什麼玉璽，那就是個石頭，早該

去潘家園了。慕容家的孩子，都像是一

代又一代複製的殭屍。慕容復二十七八

歲，小小年紀就打著官腔，隨時準備登

大寶接班的模樣。所以說慕容家根本就

沒有年輕人，只有三十年一個輪迴的複

製品。

第二個爹，蕭遠山。他迷戀什麼

呢？鬥爭。他靠仇恨活著，與天斗

與人鬥。蕭遠山這朵前浪，代表了

一代人對鬥爭的狂熱。在他們眼裡世

上只有兩種人：現在的敵人和潛在的

敵人，有敵人就鬥敵人，沒有敵人就

創造敵人，然後再去鬥敵人。他的兒

子蕭峰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和平主義

者。可是父親拒絕為他創造一個好的

環境，而是替兒子殺父、殺師，不斷

給兒子樹敵，逼迫兒子去鬥爭。讓兒

子重複自己的命運，直至鬥到與全江

湖為敵，他便可以滿意地對兒子說：

看吧看吧，我就說敵人一直想滅亡我

們來著，這不是證明了麼。

第三個爹，是段正淳。他代表什

麼，淫蕩。這個不用多說，幾乎沒有

任何證據證明他操心公事，他的時間

都忙於搞女人，然後就是處理各種爭

風吃醋打架。他身邊的四大護衛都是

公職，可大部分時間都忙於為他搞女

人的事滅火擦屁股。

第四個爹是玄慈，玄慈的特點是

避責。什麼叫避責？打死不面對過往

的責任，不肯承認錯誤。他是雁門關

事件的「帶頭大哥」，因為年輕衝動，

殺了喬峰無辜的娘，這是重大惡行，

他卻死不承認。玄慈這個前浪，他們

沒有面對錯誤的基因，只要能避責，

他們不惜找盡世上一切藉口。

第五個爹，是游坦之的爹，叫做

游驥。他是大名鼎鼎的那個聚賢莊的

莊主。他的特點是什麼呢，是反智。

他帶著一乾熱血無腦的江湖人士，圍

剿一個無辜之人，為了一個「胡漢恩

仇」的空頭概念打得昏天黑地，自己

也死了，卻從頭到尾也沒有思考一下：

蕭峰到底是不是有罪？是不是該死？

這個五朵「前浪」，綜合起來，活

脫脫就是那個爹親娘親不如誰親的那

個誰。

《天龍八部》裡的五個前浪
柔弱即強大

──李文足的尋夫之路
◎文：秦膽

◎文：苗青

擬對澳洲征關稅

歷 經 千 難 萬
險，中國維權
律師王全璋分
離五年後終於
回家和妻子李
文足和兒子團
聚 （ 圖 片 來
源：李文足推
特）

2018年的 4月，丈夫失蹤一千天之際，

李文足徒步赴天津法院千里尋夫，在第

六天時被「警總」強行送回，軟禁在北

京的家中。李文足透過推特發出了她被

圍困在家的消息，聽到消息的朋友前去

探望，竟在門下被「警總」和便衣爪牙

攔截、推搡和毆打。如此情勢，迫使

平日靦腆的李文足爬上陽台上憤怒地吶

喊：「無賴！你們在幹什麼呢？！老娘

的老公是律師，平時就是替普通老百姓

打官司的，現在被抓了一千多天了，三

年來，我天天在替我老公呼籲，我老公

就是個好人，朋友來看我怎麼了？！你

們就是一群走狗，知道嗎？！」

「七〇九」改變了李文足，讓她從

政治冷漠的弱女子成長為勇於和國家暴

力交手的巾幗英雄。「那美好的仗我已

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

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僅以提摩太后書

獻給這些柔弱又強大的女子。

（編者按：709 事件——2015 年 7
月 9 日，中共在 20 多個省市，抓捕維

權律師、家屬、維權公民，人數高達

320 多人。其中的許多律師曾為大量法

輪功案做無罪辯護，代理農民土地案、

基督徒案、公民維權案等，因而遭受當

局酷刑、判監、家屬連坐以及被吊銷律

師執照等迫害。）

https://www.lsiin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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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即時數據顯示，俄國的武

漢肺炎病例數已經超越英

國和西班牙，成為全球確診

病例第2多國家，僅次於美
國。俄羅斯總理也證實自己

出現陽性反應，不過普京仍

然宣布要逐步解封，普京的

聲望也跌至21年來新低。

寰宇新聞

輕忽釀災 確診三級跳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5 月

12 日報導指出，俄國的疫情防

控指揮部表示，在過去 24 小時

內，境內的肺炎感染人數增長

了 4.9％，也就是 1 萬 899 人，

其中有 4707 人並沒有症狀，

迄今全國確診病例上升至 23 萬

2243 例；死亡人數也再添 107
人，累計共 2116 人病故。

俄國於疫情爆發之初對防疫

態度十分輕忽，今年初除了援助

中國之外，在歐洲疫情爆發之

際，俄方持續進行援外工作，並

有多架次專機多次運送防疫物資

至意大利，一度讓人認為俄羅斯

的疫情輕微。普京在 3 月 25 日

俄國疫情躍升 確診世界第二

高調貼出自己穿全身黃的隔離衣

前往醫院視察的照片，他還大讚

僅有中國領導人與他關心病患的

情況，可是卻遭普京的親信、

莫斯科市長的索比亞寧（Sergei 
Sob-yanin）炮轟，批指官方的

數字低估了實際疫情，甚至醫療

系統也可能崩潰，未料卻一語成

讖。

從 5 月 3 日以來，俄羅斯

單日新增確診人數皆破萬人，

10 日官方總數在全球還排名第

5，但隔天就已超越了英國與意

大利，到 13 日又超過西班牙，

目前感染人數已躍居世界第 2，

僅次於美國而已。而疫情不長

眼，就連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也證

實自己經檢測後，結果出現陽性

反應，目前正在進行自我隔離

中，其職務將由俄羅斯第一副總

理暫時接替。之後，該國的建設

和住房公用事業部的部長及副部

長亦傳出確診。

不過確實的感染數字依舊無

法被證實。據中央社報導，莫斯

科衛生局官員 7 日表示，俄羅

斯各地所使用的檢測工具所得結

果，通常並不正確。索比亞寧在

同一天也說，實際的感染人數應

該是官方數字 3 倍以上。這讓

俄國官方統計數據的真實性，遭

受到更多的質疑。

經濟或疫情不得兼                  
普京有限解封

連續 3 週的 4 萬多宗確診

數據，終讓普京不得不在近日方

才改口表示情勢嚴峻，同時還祭

出地方官員做為替高層卸責墊背

的替罪羊。但日趨低迷的經濟與

快速增長的失業率，也讓普京

顧不得飆升的疫情，在 11 日宣

布全國性統一休假結束，並將

從 12 日起逐步開始解除限制措

施，宣稱俄國抗擊疫情進入新階

段，以提振受重創的經濟，但各

地區要根據各自的情況採取抗疫

措施。普京表示，俄羅斯當前的

首要任務，就是降低失業率。目

前俄國官方登記失業人數是 140
萬人，比 4 月初已經增長了 1
倍，所以必須優先實施能促進經

濟發展的措施，並讓企業穩定運

營。他同時宣布，將發放補貼給

有孩子的家庭、醫療人員和社會

機構工作人員。不過他也特別指

出，自 12 日起，全國各行各業

所實施的不工作，但繼續拿薪酬

的時期將結束。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美國代理情報總監理查德．

格倫內爾（Richard Grenell）已

決定解密奧巴馬政府背後揭露

（Unmasking）前白宮國家安全顧

問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
的官員信息。消息人士證實，他

們的名字可能很快就會公開。

福克斯新聞證實，隨著上週

關於「通俄門」調查的文件被公

布，預計還有一批機密文件被公

布，尤其是和弗林有關的文件。

福克斯新聞（Fox News）
獲悉，這批文件記錄的是有關

2016 年 11 月大選期間至 2017
年總統就職日之間發生的事件。

當時奧巴馬政府的官員們承

認，他們在情報報告中「揭露」

了一些美國人的身份，但堅持認

為他們的理由是合法的。根據美

國廣播公司新聞，奧巴馬前國

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Susan 
Rice）說，她曾在政府過渡時期

揭露了川普政府官員的身份，但

她否認她是出於政治動機而揭露

他們的身份。

外界非常關注代理總監格倫

內爾接下來的解密行為。另一名

消息人士告訴福克斯新聞，格林

內爾計畫分階段解密幾部分的情

報，這是其中的一部分。當被問

及前總統奧巴馬的名字是否在涉

及揭露弗林的名單上時，消息人

士沒有直接回答，但強調名單會

引起轟動。

《華爾街日報》援引一位高

級政府官員的話稱，格倫內爾的

舉動是史無前例的。

此前，川普在白宮玫瑰園舉

行記者會時，指稱前任總統奧巴

馬犯下罪行，在他卸任前的一段

時間內，竭力破壞新政府執政。

惟當《華盛頓郵報》記者追

問奧巴馬的罪行細節時，川普回

答「奧巴馬門」（Obamagate），
「已進行很長一段時間了，從我

當選前就開始運作了。真是可

恥。」他補充說：「你現在可以

查看所有正在發布的信息。據我

瞭解，這僅僅是個開始。」

政論家史密夫（Lee Smith）
也轉推了一篇文章稱，聯邦調查

局最新揭秘的文件，讓外界質疑

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國家情報總

監科勒普（James Clapper）證

詞的真實性。他在國會作證時

說，他從未向奧巴馬介紹弗林和

俄國外交官基斯里亞克（Sergei 
Kislyak）的電話通話。

據美國網站《華盛頓自由燈

塔》在 2017 年 2 月報導，來自

白宮的多位消息人士稱，當時仍

是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弗林突然請

辭，是時任總統奧巴馬政府前心

腹工作人員長達數月秘密運作的

結果，旨在阻礙即將接任的川普

總統的國家安全機構，以及保持

伊朗核協議。

2017 年底，弗林曾在白宮

與 FBI 特工的約談中認罪。但

他的律師團隊以 FBI 存在「嚴

重的」不當行為為由，上訴要求

撤回對弗林的指控。幾天前，司

法部決定撤銷弗林的案子。美國

司法部長巴爾認為撤銷對弗林指

控的決定是維護了美國法治。巴

爾說：「我認為，公正的歷史會

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決定，因為

它堅持了（美國）法治。」

◆伊朗軍方 5 月 11 日證

實，一艘伊朗軍艦在阿曼灣進行

軍事演習時，被另外一艘伊朗軍

艦發射的導彈意外擊中，伊朗軍

方稱此次事故造成 19 人死亡，

15 人受傷。 5 月 10 日下午，伊

朗海軍在阿曼灣的賈斯克港口附

近舉行演習時，參加演習的伊朗

海軍 447 噸的「科納拉克」號支

援艦被另一艘伊朗巡防艦「賈馬

朗」發射的導彈擊中。支援艦負

責在水中投放靶標，供其他演習

艦船射擊，由於離靶過近，再加

上「賈馬朗」號過早發射而導致

這場悲劇。

◆西非國家加納靠大西洋的

城市特馬的一間魚品加工廠，

爆發 1 人感染 533 名員工的群

聚感染案例。迦納總統於 10 日

晚間表示，病例最早可追溯至 4
月 26 日，但該國衛生部直到 5
月 8 日才通報，進而導致這場

離譜的感染局面。加納自 3 月

中旬疫情爆發以來，至今已有

5408 例確診，其中 24 人死亡，

成為西非地區確診數最多的國

家。此外，一如非洲其他國家，

加納遭受疫情威脅的同時，也背

負著積欠中共的沉重債務負擔。

西方主要國家雖已發起對非洲減

債運動，但中共直到目前為止，

仍未表態。加納財長指出，如果

在疫情之下中共不減債，那簡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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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情報總監將公布揭露弗林的
奧巴馬政府官員姓名

能源劇跌 財政失衡
分析指出，普京的宣示，意

味著這個出口額的三分之二及政

府收入的一半，來自於能源產業

的國家，已經無法因應因疫情

所導致油價持續探底所引發的

沉重社會負擔，也讓普京的聲

望因此跌至 21 年來的新低。根

據俄羅斯列瓦達民意調查中心

（Levada-Center）7 日出爐的民

調顯示，普京的支持率自 3 月

的 63%，跌到 4 月為 59%，這

是列瓦達歷來的民調中，普京從

1999 年 9 月以來的最慘紀錄。

列瓦達總監指出，影響民調

結果的主要因素並非疫情，而是

經濟問題，失業、工薪酬被削減

和生活水平下降等，才是民眾最

為擔心的。在愈來愈多不確定因

素之下，人民的不滿將隨著經濟

問題俱增，也將讓普京 2024 年

再次競選連任的企圖面臨考驗。

至於人民對疫情更為悲觀

發展的看法，則早已顯示在早

先的民調中，有近六成的民

眾，都相信疫情最糟糕的情況

還沒有到來，百姓對政府的信

心已完全崩盤。

昔日摩肩擦踵的莫斯科地鐵，在疫情飆升下一片死寂。（AFP）

Michael Flynn(維基百科)

就是末日。

◆國際特赦組織 5 月 11 日

指出，已經記錄到了過去一年來

敘利亞政權和俄羅斯部隊，針對

敘利亞西北部反抗軍據點的醫療

設施及學校展開達 18 次襲擊，

而大量證據顯示出俄國飛機直接

參與了轟炸平民區的事件。這些

襲擊涉及了對國際人道主義極

大數量的嚴重違犯，已經構成

了「戰爭罪」。從 2019 年 4 月

下旬以來，由俄國所支持的敘利

亞政府軍部隊，對於敘利亞最

後一個主要叛軍的堡壘伊德利

布（Idlib），發動了二次致命的

軍事行動。伊德利布居民大約有

300 萬人。雖然從 3 月初以來，

停火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維持，可

是仍有數十萬人流離失所，且也

需要高度依賴援助。

◆拉丁美洲大國巴西自 4
月末以來，確診病例數爆發性

增長，約兩週時間內增加了近

10 萬例，死亡人數也超過 1 萬

人。 5 月 14 日發布的最新資料

顯示，巴西已經累計確診 18 萬

9157 例，確診總數位居全球第

八。 5 月 5 日至 14 日期間，巴

西單日新增數均在萬例左右，多

個城市也從 5 日開始「封城」。

巴西各州大多都採取了限制經濟

活動的措施。另巴西於 5 月 11
日發起了一項軍事部署，並加配

防疫化學戰專家，以應對今年森

林砍伐激增、森林大火旺季臨近

的情況，保護亞馬遜的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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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開始論述大陸房地產

的終極宿命，結論有三點：

第一，中國房地產泡沫一

定會破，而且破了以後就是山

崩地裂，地動山搖。這個總市

值 400 萬億體量的巨型泡沫，

破裂後將不單單對中國經濟、

政治、社會產生巨大影響，而

且世界經濟也會被拉下水。

第二點，中國房地產崩潰會

發生在中國所有危機之後，發生

在企業倒閉、員工失業、債務違

約、股市暴跌、匯率貶值，甚至

是銀行破產之後，這個房地產的

鐵錘是最後落下來的。

第三點，就是房地產崩潰

之後，面臨如何解決超級大量

的買房貸款人債務問題。

伴隨著房地產領域廣泛的

加槓桿，其他領域的需求受到

擠壓在萎縮。觀察了房地產和

手機這兩個產業近兩年需求的

下降情況，他們的需求下降都

是在 2018 年就開始發生了，但

此時房地產依然在高歌猛進，

並於 2018 年當年突破 15 萬億

銷售大關。

整個經濟領域、各類主

體，居民、房地產企業、銀行

都在房地產這個領域瘋狂加槓

桿，最後擠壓了其他領域的需

求，其他領域的需求就會逐漸

下降，最後來到一個臨界點，

就是需求萎靡到一個程度。這

時居民、企業的現金流不足以

償還債務的利息，此時全社會

就會來到一個臨界點，這個臨

界點就是周小川行長所說的明

斯基時刻，即資產價格坍塌，

房地產泡沫破裂，進入大通縮 /
大蕭條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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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國房地產的 
結局是：

在大部分的實體企業破產，
失業情況大規模蔓延後，房
地產再無新鮮血液、新鮮資
金供給了，它會轟然倒下。倒
下的同時還會再把一些健康
的產業同時帶下去，因為房
地產的倒下會產生大蕭條般
的通縮效應，加劇需求的萎
縮和消費的低迷。
中國選擇了這一條時間換空
間的道路，是選擇了一條萬
劫不復的不歸路。實體企業、
世界工廠才是中國真正應該
保護和珍惜的東西，結果中
國選擇了維護房地產泡沫，
最終可能會導致中國積累30
餘年的世界工廠地位毀於
一旦。

詭異的搶房潮和地王潮

最近關於各地搶房的新聞開

始多起來了。從 3 月 24 號左右

許多媒體開始報導搶房潮，比

如：「60 秒吸金 12 億，7 分鐘

搶光 288 套房」、「疫情還在，

萬萬沒想到的是，報復性買房

卻提前到來了」。央視財經評

論員馬光遠出來說：「首套房要

趕緊上車，今年是買房的好時

候」。這個訪談迅速在各個主

流媒體，官方媒體、核心媒體同

步報導。在疫情剛剛控制住，大

家開始復工上班的時候。這些標

題就很讓人們焦慮，感覺再不買

房，房子就要被買光了；復不復

工無所謂，重要的是應該趕快去

搶房。頭腦一熱，是不是趕緊

「為國接盤」？

再看「地王潮」。我們來看

看最近報導的地王：成都土拍，

實際價格已超 2019 年地王；徐

州土拍，溢價率 48%；甚至連

還沒有完全解封的武漢，都出現

了一天成交 100億的土拍盛況。

根據估算，這些地王拍下後，未

來根本不可能賺錢，麵粉比麵包

貴。但不賺錢為啥還要拍地呢？

就是告訴大眾，未來房子只會更

貴，趕緊買房。

有三個問題大家可以思考：

地方政府不賣地行不行？第二誰

有人還盼著房價跌，房價

跌了好抄底。但真的房價跌的

那一天，大部分人已經失去了

工作，整個社會體系早已地動

山搖，大家到時候想的更多是

如何活下去，而不是房價跌不

跌，買不買房這種事情。

為什麼中國房地產泡沫

的破滅跟其他國家 
不一樣？

各國歷史上房地產發生泡

沫並且破滅的例子非常多，比

如日本和美國。對 80 年代末

日本的房地產泡沫，日本央行

連續加息；對美國次貸危機前

房地產的泡沫，美聯儲主席格

林斯潘一陣操作猛如虎，2004
年開始連續 17 次加息給刺破

了。這兩個國家都主動把房地

產泡沫給刺破了，沒讓它發展

到大而不能倒甚至影響國運的

東西，而且最關鍵的是他們保

護了實體經濟、實體企業這個

根基。

但中國選擇了一條拖延路

線，政府絕不會主動拉爆房地

產，因為代價沒有哪屆政府承

受的起，它選擇了一條所謂「用

時間換空間」的路：通過 GDP
的增長，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

高，居民收入的增長，來緩解

這個泡沫，讓房地產軟著陸。

但房地產的畸形快速發

展，擠壓了其他領域的需求，

非但沒有做到「用時間換空

間」，由於其他領域需求的萎

縮，反而居民收入的增長跟不

上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普通人

尤其是年輕人反而離購房夢想

越來越遠了。

值得重視的是，房地產對

社會資金有個吸虹效應，你就

理解成吸星大法好了，就是把

全社會的資金都吸到他那去

了，而且這資金成本還非常便

宜。隨著房地產泡沫變得越來

越龐大，經濟中所有的養分

都被房地產這個巨獸吸走了。

比如說信貸資源，大量的貸款

給到了房地產企業以及它的上

下游產業，房地產企業境內發

債、境外發債、銀行貸款、信

託貸款，這些管道源源不斷給

房地產行業輸入資金血液。

截至 2018 年底，社會融

資規存量約為 200 萬億，其中

房地產融資規模達到了 75 萬億

左右，佔據了社會融資規模總

額的 35% 以上。房地產融資路

徑包括銀行信貸、境內發債、

境外發債、信託融資，股票融

資，ABS 等等，可以說沒有哪

個行業的融資通道有房地產這

麼廣了，無數的毛細血管通向

房地產，給房地產提供源源不

斷的新鮮血液。而

其他行業尤其是民

營中小企業，常年

資金飢渴，很難拿

到低成本的資金，

尤其是如果私營企

業把房地產作為核

心抵押物的話，可

能根本貸不到款，

只能走民間借貸這

條路。

再說老百姓的

收入和儲蓄，絕大

部分老百姓在生活

中都很節儉，不捨

得花錢，寧可把

一生儲蓄存下來買一套房。老

百姓的儲蓄和按揭貸款，耗盡

了錢包來買首付加上透支未來

二十年到三十年的現金流，最

終也流向了房地產。

也就是，房地產業不僅從

金融機構那裡吸走信貸資源，

也從老百姓手裡吸儲蓄和未來

現金流。

造成的嚴重影響是，房地

產對實體行業的擠出效應。房

地產帶來了服務業的高成本，

高人工，對實體企業的擠壓體

現在方方面面。

（承上期）最近我看

很多媒體，尤其是跟房地

產利益綁的比較深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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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買地？第三賣地的錢從哪來？

全國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一年高

達 7 萬億，這 7 萬億是地方政

府的重要收入來源。今年第一季

度，大部分省份的財政收入都大

幅下滑，急需資金補血，所以土

地拍賣勢在必行。就是明天地球

要爆炸，地方政府也得盡快啟動

土拍市場，迅速賣地，獲得土地

出讓金收入。拍地的地產商基本

都是國企，買地的價格高低是其

次，政治站位、政治意識是第一

位。拍地就是保政府運轉，就是

保穩定，賺不賺錢是其次，而且

這錢也基本要麼從銀行借來的，

要麼發債募集來的。地方政府、

開放商、銀行早已成為利益共同

體，本質是一家人。一塊地拍多

少錢，他們三家坐一塊就可以定

了，招標拍地挂牌只是個形式。

龍頭房企裁員

同一時間的新聞是，最近龍

頭房地產企業的裁員包括華夏幸

福、恆大、碧桂園。

華夏幸福是排名前 50 的地

產商，某些板塊裁員 2/3，恆

大、碧桂園是中國排名前三的

地產商，19 年銷售額都在 5000
億以上。這兩家一裁員，整個地

產界都地動山搖，有句玩笑話說

是整個珠三角地產圈上空漂浮的

全是恆大碧桂園離職員工的簡

歷。這兩家的裁員比例據說在

30%，35% 左右。

第二件事實就是房地產銷售

額第一季度普遍慘淡。

4 月 2 日上海易居房地產研

究院的數據顯示，一季度 13 城

二手房成交量同比降三成，3 月

份同比也是下降 28.6%。這個

易居研究院監測的 13 個城市，

是有代表性的核心城市，包括深

圳、南京、蘇州，無錫、杭州、

青島等。

以上一季度新房的銷售情

況，來自國內一家券商的數據，

券商因為有跟蹤每個行業的研究

員，地產的新房銷售數據他們都

有渠道獲取。中國前 50 名的地

產商，整體上一季度銷售額同比

去年下降了 19%，3 月銷售額

同比去年下降了 14%。

大陸房地產企業在一季度銷

售下滑與官方媒體報導的搶房

潮、地王潮很違和、很矛盾。

（下轉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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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

財經 
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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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劉翰青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大明王朝的一代鴻儒，曾築室 

陽明洞，自號陽明子，世人呼之為陽明先生。

不一樣的王陽明

其人學識淵博，而且深諳

武事，有「大明軍神」之美譽，

稱得上「文可提筆安天下，武能

上馬定乾坤」，他開創的「陽明

心學」，更是打破了自明帝國洪

武年始，朱熹學派獨霸天下的局

面。然而後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

在他的事功（如平定「宸濠之

亂」），卻忽略了陽明先生一生

追尋的做聖賢理想，以及他為求

此「道」而走過的 心路歷程。

彬彬三代

如同一夜暴富的土財主不

能稱為貴族一樣，「彬彬三代」

方可稱為世家，王陽明恰恰出

生在這樣一個「精神貴族」的

家庭。

王 陽 明 的 六 祖 王 綱（字

性常），與兩個弟弟秉常、敬

常，一併以文章名於元末，而

且這位王綱老先生是個文武全

才，尤其擅長相人，還曾向終

南山道家高人趙緣督學過卜筮

之法（ 就是預測學之類的高深

學問），可以說頗有點通天徹

地的本事，通常這種人對世間

的榮華都沒甚麼興趣。

有句成語－－「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王綱老先生年輕

時與大明國師劉伯溫交情不

淺，他曾對還未出山的劉伯溫

說：「我喜歡住在山裡清靜的地

方，你以後作了官，千萬別拖

我一起去，那就最好了。」（「老

夫性在丘壑， 異時得志，幸勿

以世緣見累，則善矣。」）但是

元滅明興時，劉伯溫還是向朱

元璋舉薦了王綱，時年王已經

七十歲了，礙於老友的面子只

得出山。

朱元璋見他「齒髮精神如

少壯」，頗為驚奇，知道這人

有些道行，又親自策問治國之

道，王綱的回答也讓朱十分滿

意，於是讓他做了兵部郎中。

後來，據說王綱在平息潮

州變亂後，回京覆命的路上，

被海盜殺害，他兒子王彥達沒

錢給買棺材，只能縫羊皮包裹

父親遺體歸葬於鄉。不過，鑒

於王綱是被逼為官的，加上他

一身非同凡常的本事，老先生

詐死以求隱居的可能性還是很

大的。

氏，在龍泉山北麓的小樓上生下

一個男孩，他就是後來的一代大

儒王陽明。對於這孩子的出生， 
《明史》上寫的太簡略，只說「守

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

雲中送兒下，因名雲」。《瑞

雲樓記》裡則比較詳細的記述了

這件事：

陽明的奶奶岑氏夢見一位

身穿紅袍、佩戴寶玉的神仙，

在漫天瑞雪籠罩和鼓樂鳴奏聲

中（看來王陽明待遇不低），

從雲間緩緩降臨，抱了一個嬰

兒交給她。岑氏說：我已經有

兒子了，我兒媳婦對我很孝

敬，能不能讓這孩子作我孫

子，神仙很爽快的答應了，此

時，一陣喧嘩把岑太夫人從夢

中驚醒，原來是懷孕十四個月

的兒媳鄭氏終於正式當媽了，

那個小樓 後來被叫做「瑞雲

樓」。大概因為一墜地就帶來

了神異的夢兆，陽明先生一生

與夢結下了不解之緣。

天降麟兒，王家上下都很

高興，為了紀念這個神奇的

夢，王天敘還給孫子取名王

雲。可是這個神仙送來的孩子

一直不會說話，實在是個愁人

的事兒。直到王雲 5 歲那年，

有一天，他正在路邊玩耍，一

個路過的遊方僧人走了過來，

摸了摸他的腦袋感歎道：「好

個孩兒，可惜（來歷被）道破

（了）。」王雲的祖父恰好在旁

邊，聽到這句話恍然大悟，於

是給孫子改名為「守仁」。說

來也奇，改了名字勝過靈丹妙

藥，王守仁會說話了，而且一

張口就是「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

始…」這類名句，家裏人大驚，

問他從哪學來的，他說聽爺爺

朗讀過，就記下來了，眾人無

不歎服他記憶力之強。

此時，王守仁的父親王華

正忙著準備「公務員考試」呢。

自王綱那一代開始，王守仁的

祖先幾乎都有幾分仙風道骨，

王華稍有例外，與淡泊明志的

先人們略有不同，王華有些看

重世間的功名。這倒不是因為

王華發生了甚麼基因突變，而

是社會風氣使然，就像王陽明

悟道後所說的──「良知天然現

成，卻被聞見習氣給遮蔽了」。

當年孔老夫子帶著門人，

不辭辛苦的到外國講學，寧肯

挨餓，也不降低道德標準，希

望大伙按照仁義忠恕之道向聖

賢靠攏，千百年間，還真的教

導出不少賢德之士。然而到宋

朝出了一個朱熹，這位老兄喜

歡「品」古典名著（這種不良的

風氣一直延續到當代），他按自

己的想法給《論語》、《孟子》等

書加了不少評注，但是，因為

「品」名著的人和原作者不在一

個檔次，結果這些經典被「品」

的變了味，如同珍珠外表包裹

了厚厚的爛泥，反倒讓人更難

看懂原著了， 就像後來顏李學派

提出的「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

分孔孟」。

這間接導致了元朝非著名作

家－－無名氏在《馬陵道》裡，

公然「教唆」廣大知識份子，要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但是，朱熹同學的論文在趙宋年

間並沒有形成太大的氣候，甚至

還有一些同年級和低年級的校友

們說他是「偽道學」。可是，到

了大明洪武二年 （1369 年），

朱熹同學的文章成了範文，參加

科考的人看儒家經典，得以朱熹

「品」出的結論為準。在這樣的

社會環境下，王華的行為也就不

足為怪了。（未完待續）

腹經綸，卻不願作官，當了一 
輩子「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最可貴者，乃是他的「容人之

美」，天敘的母親性格嚴厲，又

偏愛他的弟弟，但天敘像舜一樣

照樣孝敬母親、愛護弟弟。

這種秉持仁義之道的涵養，

正是中華文化推崇的君子之風，

對王陽明的成長起到了潛移默化

的巨大影響。

這個家族本身已經充滿了傳

奇色彩，而王陽明的出現在傳奇

之外又增加了幾分神秘。

從雲中來

成化八年（1472 年）九月

三十日亥時，余姚王家的媳婦鄭

氏，在龍泉山北麓的小樓上生下

一個男孩，他就是後來的一代大

儒王陽明。對於這孩子的出生， 
《明史》上寫的太簡略，只說「守

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

雲中送兒下，因名雲」。

成化八年（1472 年）九月

三十日亥時，余姚王家的媳婦鄭

誰是房地產鏈條裡 
最脆弱的一環？

（接 B1）2015 年以後各地

房價基本都上漲了一倍不止。

這 與 2006 年 -2007 年、2009
年 -2010 年的一倍有著很大的

差異。有數據統計，2015 年之

後的這波漲幅在絕對額上相當於

2005 年到 2015 年這 10 年的絕

對額。北京上海 2015 年後從 3
萬漲到 6 萬，雖然倍數隻漲了 1
倍，但是絕對額相當於過去 10
年的漲幅。

在 2015 年之後買房的人壓

力就會相當大，身上揹負的貸

款絕對額也更高。比如說在北

京、上海買 600 萬的房子，這

樣普通的房子，普通人也得貸

款貸 300 萬左右。那他每月的

按揭還貸就是 1 萬 8 左右，壓

力非常大。

所以未來房地產鏈條上最

脆弱的一環就在這批人，人年

齡主要分布在 1985-1992 年，

也就是中國第二波嬰兒潮時期

出生的人，他們在 2015 年時正

值 23 歲到 30 歲之間，正好是

談婚論嫁，成立家庭的階段。

這批人承擔了最高代價來買

房，他們在經濟下行時的抗風

險能力是最差的，未來決定中

國房地產命運的就是這批人。

房地產是邊際定價的產

物，就是你這小區 500 套房

子，真正決定定價的是產生交

易的那 5 到 10 套房子，所以真

正決定房價漲跌的也是邊際上

參與交易的那一部分人。

未來真正壓力在於，當經

濟下行、失業蔓延時，槓桿最

大、負債最多的這批人，它承

受的壓力可能是最大的，當現

金流斷裂時，將被迫不得不處

置房產，那就是房地產真正壓

力來臨的時刻。

插圖：Alin

（一）

可是，朱元璋對此事的處理

極其不妥，人家一把年紀不在家

養老，出來幫老朱幹活，最後還

因公殉職，朱領袖對此竟然漠不

關心。因而，無論王綱之死是真

是假，王家的人都寒了心了，王

彥達回了老家余姚，在秘圖湖邊

蓋了間小房，自在逍遙去了，還

有個雅號－－秘湖漁隱。

王彥達留下遺言，要子孫

世代以耕讀為業，不去作官，

他臨終前把祖上留下來的書都

傳給兒子王與准，並囑咐兒子： 
「（給你這些）只為別荒廢了

祖宗傳下來的東 西，不是指

望你去當官。」（”但毋廢先

業而已 , 不以仕進望爾也。”） 
王彥達這個決定，使王氏幾代都

不求聞達，而致力讀書，為王家

奠定了濃厚的文化底蘊。

王與准恪守父訓，閉門讀

書，學識淵深，再加上他繼承了

家傳的卜筮絕學，為人占卜百測

百靈，想不出名都不行。中國的

老人常說「人生在世命由天」，

有人削尖腦袋想作官卻怎麼也作

不了，王與准不想作官，卻躲不

開。永樂大帝登基後，為了探

訪道家一代宗師－－張三豐 , 派
官員到處搜尋人才（「督有司訪

求遺逸甚嚴」）， 王與准逃進深

山，避而不見，不小心從石崖上

掉下去，摔傷了腳，於是給自己

起了個號叫「遁石翁」。徵召王

與准的使者見他受了傷，於是改

征他的次子王世傑，無奈之下，

王與准只好讓二兒子當了領取

「助學金」的秀才。

王世傑「年十四，盡通《四

書》《五經》宋大儒之說」，果然

是王家又一才子。後來趕上大考

之年，按規定，為防止作弊，考

生得散發脫衣，接受檢查，世傑

覺的是侮辱，連考場也沒進，轉

身就走，這氣節頗有乃祖風範。

王世傑有個兒子叫王倫（可

不是梁山上被林沖砍了那位），

字天敘，也就是王陽明的祖父。

王天敘喜歡竹子，在自己住的小

屋周圍還種了不少，因此得了個

雅號「竹軒先生」。

王天敘也是大器早成的人，

剛一成年，浙東的名門望族就爭

著聘請他作家庭教師，但他承繼

了祖先淡泊名利的品性，雖然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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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類人在房地產鏈條

上也比較薄弱的就是中小企業

主，他們普遍現金流短缺，經

營壓力較大，可能急需賣房套

取現金的，挽救企業於危亡。

或許有人會提到國家的限

購政策。其實這幾年，除了北

京上海這兩個頂級核心城市以

外，各地通過放鬆戶籍限制，

人才引進等方法早就變相繞過

了限購政策，西安是在人才引

進方面做得最早的，也是最徹

底的，有句玩笑話說：建國以

來的戶籍政策，被房地產打破

了。

那既然限購政策早就被人

才引進所變相繞開，為什麼各

地想放開限購，中央政府還是

不允許呢？因為限購這是維持

房地產價格和預期的一個重要

信號，如果一旦放開限購，如

果房價不漲呢，居民購買力不

足以帶來新一輪價格上漲呢，

那就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下

跌。你若能站在中央政府的角

度，就明白現在穩住大眾的預

期，而不是貿然放開限購。

現在政府已經騎虎難下，房

地產漲也不行，跌也不行，甚至

連橫盤都不行。現在走在一根脆

弱的平衡木上，不知何時就會摔

下深淵。

（本文節選自《M a s k F i n a n c e
蒙面財經》y o u t u b e . c o m / c /
maskfinance）

煙霧迷漫的廣州。（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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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布與丁固原來都是項羽手下的戰

將，在楚漢戰爭中，他們都與劉邦狹路相

逢，後又都投奔劉邦，結果是季布被赦免

重用，丁固被當眾斬首，這裡對我們有沒

有正面的歷史教益呢？

話說劉邦彭城戰敗後，倉皇逃竄。劉

邦正欲停下歇息，忽又見後邊塵土飛揚。

楚軍首將季布追擊上來。劉邦走一程，季

布追一程。季布窮追不捨，沒有追上，才

班師回營。

劉邦稱帝后，曾通緝季布。夏侯嬰

勸劉邦道：「人臣各為其主。季布前為楚

將，難道不應為項羽效力嗎？這是他的職

責所在啊 ! 不效才是不忠。陛下剛得到天

下，獨以自己之私怨追殺一人，這表示出

漢朝天下是多麼狹隘啊！懇請陛下三思

呀 !」夏侯嬰最終說服了劉邦。

後來，劉邦不但赦免了季布的死罪，

還委任了官職。楚人有「得黃金百斤，不

如得季布一諾」的諺語。季布以信守諾言

而流傳後世。

再說在劉邦彭城敗走之時，楚軍追

擊首領是丁固。劉邦哀求放其逃生。丁

固認為，劉邦志向遠大，自己今日如

果放劉邦逃生，將來後者會顧念這個人

情。遂因私收兵回營，而劉邦則因此得

以逃生。

劉邦登基後，丁固聽說季布遇赦封官

了，想到自己對劉邦有救命之恩，就去拜

見。結果劉邦把丁固帶到軍隊中游行示

眾，說：「讓項羽失去天下的人，就是丁

公。」丁固的人頭落地。

在傳統文化中，衡量一個人的標準常

用「仁義」二字。季布一諾這個故事中，

大家看重的是信義，因此在當初的環境中

得到了認可。

中國自古就是禮儀之邦，所以中國人

不可以不懂禮。禮不只是禮貌禮節，禮是

一種修行，可以使生命的品質與境界獲得

提升。所以人生在世，要學禮，而學禮

者，最重要的是敬。

《曲禮》中開篇就講道：「毋不敬，儼

若思，安定辭，安民哉！」什麼是敬呢，

現代人說敬，會想到尊敬，這個敬，是一

種尊重的態度。古人說的敬比這個尊敬要

深刻得多。所謂敬，是專心於一件事。比

如敬神，就是專一於信仰，而沒有不虔誠

的念頭。又如敬業，就是專心於工作，盡

職盡責。而古人學禮就是要求自己時時事

事都能盡量保持一種專心的態度，也就是

「毋不敬」。

人的心中有了敬，人的行為就會莊

重，叫「儼若思」，人的言語就會從容，

叫「安定辭」，做起事來，值得人依賴，

這就是「安民哉」。

換一個角度講，禮是用以節制情的。

任何事都要講究個度，過度就不好。人不

能沒有情，沒有情的人，不成神，既成

魔，反正不是人。但情對人的作用又不能

過大，人過度被情帶動就會成為沒有理

性，行為極端的人。所以人可以有情，

但卻需要加以節制，禮就是用以節制情

的。讓情恰到好處的發揮正面作用，減少

情的負面作用。情的表現無處不在，《曲

禮》中講：「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

可滿，樂不可極。」正是從傲、欲、志、

樂幾個方面闡述禮對情的節制。傲慢會使

人狂妄，狂妄則使人敗亡，所以，一個人

首先要警惕任何傲慢的念頭。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historian Tan Qian,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painstaking efforts in writing, 
finally completed the Ming Dynasty chron-
icle Guoque. The joy of Tan Qian can only 
be imagined as he gazed at such a great 
work that could be passed down through 
history. 

 However, one night, a thief entered his 
house to steal. On finding  nothing valuable 

he thought that the manuscript of Guoque 
locked in a bamboo box might be high-
priced and took it away. From then on, no-
body knew the whereabouts of the draft. 
More than 20 years of tireless work had 
turned into nothingness, which was really 
a relentless blow, particularly for a man 
who was over 60 and whose hair had turned 
white.

 Tan Qian soon rose from pain and deter-

Ji Bu and Ding Gu were both big generals 
under Xiang Yu’s command.However, 

when Xiang Yu lost to Liu Bang, Ji Bu was 
pardoned and put into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Ding Gu was beheaded in the public. 
This left us a question: is there a positive 
historical lesson here for us?

 Actually, in one battle, after one temporary 
defeat, Liu Bang was fleeing in panic. Ev-
ery time when he wanted to stop, he saw 
Ji Bu was chasing after him closely. This 
left Liu Bang no time to rest, and he was 
really tired and exhausted when he finally 
ran back to his camp.

  This incident made Liu Bang remembered 
Ji Bu even after he became the emperor. 
Initially, Liu Bang wanted to execute Ji Bu 
because he was being placed in such a hu-
miliating position before by Ji Bu. Howev-
er, one of his confidants advised Liu Bang 
not to do so because Ji Bu was just serving 
his masters before, and his action of chas-

ing Liu Bang harshly was rather an action 
out of loyalty. There was a saying among 
the people: “Better to get a promise from Ji 
Bu than getting a hundred jin(a traditional 
Chinese measurement) of gold”. Ji Bu was 
remembered for keeping his promise. Upon 
hearing this, Liu Bang pardoned Ji Bu and 
decided to recruit Ji Bu into his bureaucracy 
as well.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during Liu 
Bang’s escape, Ding Gu, the other general 
has let Liu Bang flee under his eyes because 
he believed that Liu Bang is an ambition 
and competent person, and by letting Liu 
Bang go could earn a favor for himself in 
the future. However, this has only made 
Ding Gu a disloyal and tricky person in Liu 
Bang's eyes.

  This historical story tells us that integrity 
is the most basic quality of a person and 
that cunning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treat 
others.

3D 掃描 激光治療儀
3D 印模

激光治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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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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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admin@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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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應診。

激光設備

治療牙周病

植牙材料使用瑞士品牌

Straumann
提供牙骨牙齦

再生手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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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餘平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接受所有保險

治療牙周病及植牙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6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因受疫情影響，本診所將暫時停

業。如有緊急情況，可致電黎醫生

403-803-6386。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歇業通知

彈性營業時間，接受新症及急症

季布一諾 The Importance of Loyalty

明朝末年，史學家談遷經過 20 多

年嘔心瀝血的寫作，終於完成明朝編年

史《國榷》。面對這部可以流傳千古的鉅

著，談遷心中的喜悅可想而知。

然而一天夜裡，小偷進他家偷東西，

見到家徒四壁，無物可偷，以為鎖在竹箱

裡的《國榷》原稿是值錢的財物，就把整

個竹箱偷走了。從此，這些珍貴的稿子下

落不明。 20 多年的心血轉眼之間化為烏

有，對年過六旬，兩鬢已開始花白的談遷

來說，是一個無情的重創。

可是談遷很快從痛苦中崛起，下定決

心再次從頭撰寫這部史書。談遷繼續奮鬥

十年後，又一部《國榷》誕生了。新寫的

《國榷》共 104 卷，500 萬字，內容比原

先的那部更翔實精彩。談遷也因此名留青

史、永垂不朽。

英國史學家卡萊爾也遭遇了類似厄

運。卡萊爾經過多年的艱辛耕耘，終於完

成了《法國大革命史》的全部文稿。他將

這本鉅著的底稿全部托付給自己最信賴的

朋友米爾，請米爾提出寶貴的意見，以求

文稿的進一步完善。

隔了幾天，米爾臉色蒼白、上氣不接

下氣的跑來，萬般無奈地向卡萊爾說出一

個悲慘的消息：《法國大革命史》的底稿，

除了少數幾張散頁外，已經全被他家裡的

女傭當作廢紙，丟進火爐裡燒為灰燼了。

卡萊爾在突如其來的打擊面前異常沮喪。

當初他每寫完一章，便隨手把原來的筆

記、草稿撕得粉碎。他嘔心瀝血撰寫的這

部《法國大革命史》，竟沒有留下任何可

以挽回的紀錄。

但是，卡萊爾還是重新振作起來。他

平靜地說：「這一切就像我把筆記簿拿給

小學老師批改時，老師對我說：『不行！

孩子，你一定要寫得更好些！』」他又買

了一大沓稿紙，開始了又一次嘔心瀝血

的寫作。我們現在讀到的《法國大革命

史》，便是卡萊爾第二次寫作的成果。

感悟：所有的努力付諸東流，是最令

人絕望的事情，但只要你能夠從頭開始，

生命中就不存在絕望。

浴火重生的史詩鉅著

An Epic Masterpiece  Reborn 
mined to write the chronicle again from the 
beginning. With ten years’ arduous efforts, 
another Guoque was born. The newly writ-
ten Guoque, which became a total of 104 
volumes and 5 million words, which was 
more informative and complete than the 
previous version, and enabled Tan Qian to 
leave a name in history forever.

 British historian Thomas Carlyle also suf-
fered similar challenges. After some years 
of strenuous efforts, Carlyle finally com-
pleted the manuscript of The French Revo-
lution. He decided to consult his most trust-
ed friend, John Stuart Mill, on the draft so 
Carlyle lent it to him.

 A few days later, Mill ran pale, breathlessly, 
and desperately to tell Carlyle that the draf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xcept for a few 
scattered pages, had been burned as waste 
papers by his maid. Carlyle was extremely 
frustrated at hearing such bad news. 

 However, Carlyle soon revived his spirits. 
He bought a large amount of manuscript pa-
per and diligently write it once aga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at we currently read is 
Carlyle's second effort.

 It would be terrible if all our efforts count 
for nothing, but as long as we can start 
again, there will be no despair in our lives.

季
布

◎文：白雲飛

淺說禮 ◎文：軼飛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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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絕倫

◎ 文：藍月

◎ 圖：Adobe Stock

ί 捫 ൩ 楲 ❠ ≯ 륥 빼 ΄      捰 حمل ₐ   콫 퉶 㔀 　 最  把ڳ熊㨀  㐀　㌀ⴀ㈀㔀㈀ⴀ㈀㔀㠀㘀

 慓㹲ꁒ첑桳뙛ٴ   

㈀　㈀㈀　　 䈀愀爀挀氀愀礀 倀愀爀愀搀攀 匀圀⠀䔀愀甀 䌀氀愀椀爀攀 䴀愀爀欀攀琀⤀ ⼀ 唀渀椀琀 䨀㈀Ⰰ ㈀㘀　㌀　　 圀爀椀琀椀渀最 䌀爀攀攀欀 䌀爀攀猀挀攀渀琀Ⰰ 䈀愀氀稀愀挀 ⠀ 一攀眀 䠀漀爀椀稀漀渀 䴀愀氀氀 ⤀

뭓撖奲첃酥İꉗİ陔慕İ㚃İ
鑩犂⁽İ쒞톞罧奲İŭ奲
蹿絶ᾐ䡥⥮豔ൎ큳մ⢍ʐࡔ
羕ὧ罏⡵

娀攀渀 ☀ 䄀挀挀攀猀猀漀爀椀攀猀꩹

䠀攀愀氀琀栀 䌀愀渀愀搀愀 䌀漀猀洀椀挀 一甀洀戀攀爀  ⌀　㈀㔀㌀　㐀㈀  ⌀　㈀㔀㈀㐀㘀㔀

現代科學已經認識到，在我

們這個空間之外，還存在著另外

空間——微觀空間。而這些概

念，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被傳統

中醫所認識。傳統中醫治療疾病

的方法，很多都是從微觀或另外

空間入手，醫學大家具備的功能

令今人無法理解。

《後漢書》中，記載了一個

華佗治病的神奇案例：

漢朝李將軍的妻子身體不

適，將軍便請華佗診治。華佗替

李妻診脈後，對李將軍說，夫人

是由於懷孕期間身體受傷而胎兒

未掉造成的病。李將軍說，夫人

在孕期確實受過傷，但當時胎兒

已經墜落。華佗說，胎兒並沒有

墜落。李將軍不以為然。

大約又過了百餘日，李妻病

勢轉重，將軍再次請來華佗為妻

子治病。華佗說診脈後，脈相如

前，如果當時胎兒已然墜落，必

是雙胎。墜落的那一個胎兒使母

體流血過多，後一個不能產出。

現在這胎兒已死，燥縮附在母脊

背上。於是華佗先給李妻扎針，

然後進湯藥。一會，婦人覺得腹

  
傳統中醫  不一樣的科學  

痛要產，但又產不下。華佗說，

這是死胎枯萎，不能自己生產，

必須由人探取。隨後李府找來產

婆，華佗告訴婦人探取之法，果

然從李夫人腹中取出死胎。

在這個病例中，華佗真的是

靠診脈就知道李夫人腹中胎兒未

曾墜落的嗎？其實不是，華佗是

看見了。他看到了李夫人腹中的

胎兒，診脈不過是治病的過程而

已。尤其是第二次診脈，他連胎

兒在哪裡都看得清清楚楚。

能透視人體內部的不僅是華

佗，中國古代的中醫大家，幾乎

都具備這樣的功能。還有一些神

奇的中醫術，例如中醫第十三科

的祝由術，就是從另外空間入

手，達到治病的目的。

民國時的著名文學家、翻譯

家、教育家施蟄存先生，曾經記

述了他親眼目睹的一個祝由術治

病的故事。

施先生認識的一位德國醫

生，是一家教會醫院的院長，在

中國行醫治病的同時宣揚基督

教。 1912 年，某一天，這位德

國醫生突然發現背上起了個癤

瘡，越長越大，而且開始潰爛發

炎，打針吃藥都不能治好。只有

一條路，就是回國去動手術。

但回德國，必須穿越中緬邊

境荒無人煙的熱帶雨林，到達印

度後再乘船回國。他擔心日漸嚴

重的背瘡在長途跋涉的過程中會

迅速惡化，可能撐不到德國就會

危及生命。為此，德國醫生焦慮

萬分。

施先生知道後，就向他推薦

了中醫祝由師。德國醫生從內心

裡不相信中醫，更別提祝由這種

類似於巫術的方法。但活命要

緊，所以他答應試一試。

武漢肺炎席捲全球，北京

為政治需要打出中醫這張

牌，再度引發中醫偽科學

之爭。當今的中醫飽受詬

病，但毀掉中醫的並非中

醫本身，而是幾十年來打

著科學旗號滅盡中醫精華

的人。

祝由師讓這個德國人面朝

東、閉著眼睛對著一顆樹，拿了

支毛筆，蘸了朱砂在樹上畫了一

個圓圈。然後站在德國人背後，

嘴裡念念有詞，一邊念一邊拿朱

砂筆在那個癤瘡上畫圈，越畫越

小，最後畫到中心用筆一點，嘴

裡再念叨幾句說聲「好了」。

奇蹟發生了：德國人說背不

痛了，再摸摸癤瘡不見了！他納

悶地問：大癤瘡哪裡去了？祝由

師說：你往樹上看！只見方才在

平整的樹上畫的那個圓圈裡，鼓

起了一個包，形狀與德國人背上

原來的大癤瘡幾乎一模一樣，中

間也是發黑的。

祝由師說，你背上的癤瘡已

經轉移到這棵樹上了！儘管德國

人想破腦袋也無法相信祝由師是

怎麼做到的，但自己身上發生的

奇蹟，又讓他不能不信。

◎ 文：青蓮

◎ 文：天羽    ◎ 圖：Adobe Stock

這些暗物質也主導了宇宙結

構的形成，其總質量是普通物質

的 6.3 倍，能量密度極大，並使

各類星體和星系彙集成形。意味

著宇宙並非只有我們眼見的這個

時空，可能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另

外空間。

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博士海．

艾福雷特 1957 年提出「平行世

界理論」，就認為有無窮多的宇

宙，每一宇宙和我們這個宇宙平

行，而每一物體都在每一宇宙中

存在，有些宇宙中的時空結構可

能與我們宇宙非常相近，有些卻

大相逕庭。

中國古人一直認為，人體就

是一個小宇宙，它和外在大宇宙

有著對應關係。

人體存在著莫大的潛能，隱

藏著更高級的生命狀態。有現代

學者認為，宇宙中存在兩個時空

體系，即兩個世界。

顯性世界與隱性世界 
科學家證實，宇宙中約85％是某種形式的神
祕物質，統稱「暗物質」。它的存在是根據引

力作用而判定，但迄今沒有觀察到。

一個是我們看得到、摸得

到，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世界（稱

為顯性世界）；另一個是一般人

（除特異功能者）憑現在的技術

達不到的隱性世界。

在隱性世界中時間可以變慢

或停止，甚至倒流，而且可以使

人具有一些在顯性世界沒有的特

異功能。

兩個世界是平行的，它們之

間好像有一層無縫的「天衣」，

但是它也不完全是緻密的，在比

較稀薄的地方物體可以穿越，就

有了時光穿梭現象。

清朝人張培仁在《妙香室叢

話》卷 14 中也記載了一個神奇

的治病案例：

舊時大庸 ( 即今天湖南張家

界市 ) 縣志上曾說，當地有個名

叫「金鉤李鬍子」的人，善於治

療傷痛。有一次，一位婦女患了

乳癰。因不方便觸碰婦女的乳

房，「金鉤李鬍子」便使出祝由

之術，將該婦女的乳癰轉移到屋

裡的一根中柱上，然後在中柱上

將乳癰割下，中柱上膿血直流，

而婦女卻毫無感覺。不幾日婦女

的傷口就好了。

縱觀中國傳統文化史，實際

上是一部對宇宙、對生命透過表

象看本質的探索史，與今天的實

證科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方向，

對事物的認知也遠遠超過現代人

的認識。

而傳統中醫正是中國傳統文

化中最珍貴、最璀璨的明珠。實

證科學認為，看不到的就不存

在。比如中醫的經絡學說，因為

解剖學中找不到的，肉眼看不

見。但是，如果我們擠壓一下中

醫所說的那些穴位，仔細體會一

下，則人人都可以感知這些穴位

帶給我們的神奇感覺。看不見便

否定其存在的事實，是實證科學

阻礙人們進一步認識世界的最大

屏障。

今天的中醫與氣功一樣，可

謂聲名狼藉，常常與騙子劃等

號。其實中醫從上古流傳了幾千

年，成就了無數大德名醫，一直

到民國，仍有中醫大家。

幾十年前，中醫最精華的部

分變成了「封建迷信」被徹底拋

棄了，剩下的只有一個名稱和一

堆藥方。

中藥也從天然野生變成人工

種植，藥效大打折扣。利益的驅

使，讓越來越多的道德墮落者打

著中醫的名號販賣假藥，更加速

了中醫的沒落。

現代科學培養出來的科學家

越來越陷入尷尬，因為發生的很

多奇特現象，書本上找不到，導

師也說不清。例如，英國有一則

消息，說英國肯特郡一名男子賴

特在中風後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

人，除了看上去還是這個人，但

一天抽 30 根煙的嗜好消失了，

還從一個不會作畫的人，變成一

位畫家，他的畫作每幅竟然可賣

50 英鎊。

報導稱，62 歲的約翰．賴

特因中風而陷入昏迷，在醒來並

從醫院回家後，看到家裡擺放的

中風清醒後突成搶手畫家 
◎ 文：紫雲

金納米粒子專攻癌細胞 

一種簡單方式合成的水溶

性金納米顆粒，結合綠色鐳射

加熱，可選擇性針對癌細胞，

利用熱療殺死癌細胞。

紐約大學阿布達比分校

（NYUAD）的研究者稱，把

三苯膦金氯化鹽水溶液在微波

輻射下進行加熱，得到一種具

有三苯膦功能的金納米顆粒。

這種外面由三苯膦分子包裹的

金納米粒子，具有選擇性滲透

癌細胞的功能。

研究者發現，向癌細胞照

射綠色鐳射，實現納米粒子療

法與熱療的結合，效果提升顯

著。這種結合療法有針對性地

使局部組織升溫，並釋放殺死

癌細胞的藥物，而不會傷害周

圍健康的組織細胞。從而減少

藥物的副作用，改善癌症病人

的生活質量。

研 究 者 之 一、NYUAD
的特拉博西（Ali Trabolsi）
說：「除了環保和經濟外，這

種新方法還展示了未來開發全

新的膦功能化納米顆粒的各種

可能性。」「這種即用型水溶

性納米顆粒具有可編程的抗癌

藥物釋放能力，和酸鹼度 / 光
熱雙重相應的特點，使它們不

會傷害健康細胞。」

◎ 圖：Adobe Stock

香菸，竟問：「這是誰的？」讓每

個人都瞪大了眼睛。

家裡人認為他的腦筋發生了

問題，於是，為了幫丈夫康復，

妻子克莉絲特地買了一套畫具，

供他塗抹。更令人驚奇的事情發

生了，僅僅上了幾週的繪畫課，

賴特就能畫出相當不錯的風景

畫，而且居然有買家，一幅可以

賣到 50 英鎊。

過去，賴特酗煙，讓家人非

常不快，說他不但污染自己還污

染空氣，至於酗酒，也只好由他

去了。但是現在，賴特完全改變

了，他會趴在桌子上畫一整晚也

不休息，連老婆克莉絲特都心疼

了，對他說：不要再畫啦，去酒

吧喝喝酒吧！

一次達到瀕死程度的中風經

歷，竟然改變了一個人的惡習，

還造就了一位藝術家，實在令人

稱奇！

這是怎麼回事呢？到目前為

止，醫學家只能記錄下這個現

象，但還無法找到答案。人們往

往對自己不知道的、沒看見的，

就認為不存在，這也許是禁錮人

類思維的一種謬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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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學上講，人有長壽眉

並不表示一定長壽，那麼，

甚麼時候長才是關鍵呢？

60歲以後 

出現「長壽眉」

中醫認為，眉毛和脾胃息息

相關。一個人眉毛長，表示他的

脾胃很好，消化能力不錯，其能

量不只能維持正常的活動，還有

富餘的能量可以供給眉毛生長。

所以說「眉上一根長，能抵萬擔

糧」，如果一個人眉毛出現一根

或者是多根眉毛變長的跡象，代

表是好事，抵得上萬擔糧。

一般而言，60 歲以後，本身

能量已經大不如前了，如果出現

幾根長眉毛，證明脾胃極佳，身

體機能旺盛，因此，古人把眉毛

稱為「長壽宮」，眉毛長的人氣

血足、身體好，自然就容易健康

長壽了。

中、青年有「長壽眉」  

並非吉兆

根據一些臨床觀察發現，眉

毛和身體其他毛髮一樣，其生長

都離不開雄性激素的作用。對中

年男性來說，雄性激素分泌過

盛，毛囊對養分的吸收速度更

快，眉毛就會突然間長很長。

然而雄性激素過盛，會讓人

脾氣暴躁上火，身體調節能力也

隨之變弱，所以並不是好事。相

同的道理，如果女性體內雄激素

偏高，也會出現「壽眉」或嘴唇

上長出小鬍子、腿毛變長等等，

都有可能，這些特徵都是男性化

的體現，多半會讓人煩惱。因

此，如果不到 60 歲就出現個別、

叢狀、束狀的眉毛，建議您做體

檢，及時發現造成的原因，以便

及早治療調理。

面相不能獨斷，因此僅從眉

毛的長短並不能判斷壽命，但可

以做為參考。

長壽眉

劉秀：公有領域;其他圖片：ADOBE STOCK

觀額頭 看前途運勢     

頭圓額高富貴相

    所謂的額頭，是從髮際到

眼睛的這一塊範圍。

面相學從人面的中線，由

上至下分為十三部，其中天

中、天庭、司空、中正和印堂

在額頭上。除此之外，面相

十二宮中的命宮、官祿宮、福

德宮、兄弟宮和遷移宮也都在

這兒，它們的形貌暗示著一個

人的運勢。

    普遍來說，頭形要圓，頭

頂要高，額頭方正廣闊，就是

好相格。古籍云：「頭方者頂

高，則為居尊天子；額方者頂

起，則為輔佐良臣。」

頭圓者，富而有壽；頭扁

者，早年命運艱困。額頭廣闊

是貴相，反之額塌之人，少年

虛耗；額低之人，命中將有不

吉或相害之處，且性格多愚昧

無知。

天庭豐備得乎天

   額頭近中央位置是「天

庭」，高聳，少年富貴可期；有

詩作「天庭矗矗豎奇峰，穩步蟾

宮拜九重，功名若也分高下，

地閣蘭廷放不鬆。」一個人的天

庭豐滿明潤，象徵此人田宅、

資產能有所進益。如果天庭又

矗豎「隆」起 ( 非凸起 )，代表

少年運勢極佳，在事業上能一

帆風順，官運亨通。

    「天庭主上公，大丞相之

氣」，它的左右兩邊又有所謂

的「日角」和「月角」，這兩

角如果有骨隆起，在古代可位

極人臣，在今日可貴為元首或

總理。比如說中興漢朝帝業的

東漢光武帝劉秀，生得大口，

隆準 ( 高鼻 )，日角突出──

「日角，主公侯之坐」。再有

東漢順帝的皇后梁妠，生得異

相「日角偃月」，其左額隆起如

日狀，稱日角，右額隆起如月

牙，稱偃月；這是富貴至極的

相格，無怪臨朝聽政長達十九

年。

    日、月角除了與帝王之

相或公侯之坐有關之外，也被

稱為父母宮。兩角高聳明淨，

則父母長壽安寧，反之形貌低

塌，則幼失雙親。倘若兩角色

澤暗昧，就要擔心雙親有病災

發生。

印堂明闊公卿相

    「印堂」位在兩眉之間，一

面之中，此位最關禍福，面相

十二宮中的「命宮」也在這裡，

故印堂即命宮。

命宮論：印堂明潤，主壽

長久。流年識限歌有一句「火

星百歲印堂添」，是甚麼意思

呢？面相學將臉面分為三停，

大致來說額頭稱上停，看早年

運勢；眼睛到鼻端稱中停，看

中年運勢；鼻端到下巴稱下停，

看晚年運勢。人若超過七十三

歲，就從下巴又看回到額頭，

故云：「 火星百歲印堂添。」

( 天庭為額，火星也）。

    印堂是祖德、智慧及心性

的總匯之處，光明如鏡，則學

問通達；詩曰：「眉眼中央是命

宮，光明瑩淨學須通，若還紋

理多迍滯，破盡家財及祖宗。」 
印堂開闊平正的人，智慧高、

為人豁達，為官平生安穩。若

不幸在印堂處有兩眉相連，或

是雜眉多，導致印堂狹窄；有

這種表徵的人，心胸狹窄，不

利官途，破財、破祖又離鄉。

如果印堂不平正，上頭有一

道豎紋，此為「懸針紋」，主剋

妻害子之命；倘若有三道豎紋，

稱為「川字紋」，則為將相，卻

是吉相。話說回來，印堂的寬窄

如何界定？把食指與中指併攏，

打直放在眉心，如果還有空位，

屬於印堂開闊；如果小於一根手

指，就是印堂狹窄。

「蓋人頭為一身之主，四肢之元」，以整顆頭來說，

額頭是很重要的部位，關係著人早年的運勢，自身的心

性、智慧、婚姻，以及事業。

中興漢朝帝業的東漢光武帝劉秀，生得大口，隆準（高鼻），日角突出── 

「日角，主公侯之坐」。

◎編輯整理：史為成

◎文：秀秀幼兒「抓周」測未來 
「抓周」，起源於中

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

種小孩周歲時以各種物

品預卜嬰兒前途的習俗。

一直到現在，各地都還保

留著這樣的風俗。

一般來說，「抓周」時擺的

物品各有象徵意義：紙、筆、

硯、書籍為儒生的兆頭；官帽、

誥敕、印章等為做官的兆頭；

刀、劍、戈、矛等兵器為武夫的

兆頭；金銀、珠寶等為富人的兆

頭；算盤、升斗等為商人的兆

頭；刀剪、針線、農具等為農工

的兆頭……

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

中記載：當孩子長到一周歲時，

為其沐浴，穿新衣，然後在男孩

子面前擺上弓、箭、紙、筆；在

女孩子面前擺上刀、尺、針、縷

衣，外加食物和珍寶等，讓孩子

隨意抓取，以此預測孩子將來是

否貪婪、廉潔、愚鈍、聰明等。

「抓周」在唐宋時期，已經

成為漢族人生禮俗中的一個重

要儀式。宋代吳自牧《夢粱錄‧

育子》中記述了當時富貴人家小

兒「抓周」時賓朋滿座的熱鬧場

面：「（小兒）至來歲得周，名

曰『周』，其家羅列錦席於堂，

燒香炳燭，頓果兒飲食，及父祖

誥敕、金銀七寶玩具、文房書

籍、道釋經卷、秤尺刀剪、升

斗、綵緞花朵，女工針線，應用

物件，並兒戲物，卻置得小兒於

中座，觀其先拈者何物。其日

諸親饋送，開筵以待親朋。」古

人認為，人生下來都是歸神靈

管的，人的一生都是有定數的，

通過「抓周」可以預測一個人的 
將來。

據說三國時期，吳國孫權稱

帝未久，太子孫登就病死了，孫

權只能在其他兒子中選太子。西

湖布衣景養求見孫權，稱他可以

預測哪個皇孫有天賦，孫權聞言

便命景養擇一吉日測試各皇孫。

那一日，景養準備了一個裝

滿珠貝、象牙、犀角等物的盤

子，各皇子將自己的兒子抱進宮

來，景養讓小皇孫們任意抓取盤

中之物。皇孫們或抓翡翠、或取

犀角，惟有孫和之子孫皓，一手

抓起簡冊、一手抓起綬帶。孫

權見之大喜，遂冊立孫和為太

子。但其他皇子不服，明爭暗

鬥，最後迫使孫權廢黜孫和另立 
孫亮。

孫權死後，孫亮繼位，但僅

七年後便被推翻，改由孫休為

帝。孫休死時，眾皇子中只有孫

皓年過二十，大臣們都希望推戴

一位年紀稍長的皇子為帝，孫

皓便被選中。一些老臣想起之

前景養採用的選嗣方式，紛紛 
稱奇。

另佛教故事中也有一段記

載：南宋的鉤指和尚教亨在

「抓周」時，對所有俗世玩物均

無興趣，卻只將一本佛經抓在 
手中。

教亨生來還有一奇，自出娘

胎就不沾葷腥。稍有年紀每每看

到僧侶，便十分親近。七歲時出

家做了沙彌，十三歲正式受戒。

他聰慧勤奮，領悟佛理悟性很

高。十五歲時，教亨開始出門雲

遊，後在鄭州跟從師父寶和尚繼

續修行，最終成為高僧。

看相入門

◎文：行深

「抓周」習俗，起源於

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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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牽馬飲水渡過了那大河，水

寒刺骨秋風如劍如刀。

沙場廣袤夕陽尚未下落，昏

暗中看見遙遠的臨洮。

當年長城曾經一次鏖戰，都

說戍邊戰士的意氣高。

自古以來這裡黃塵迷漫，遍

地白骨零亂夾著野草。

註釋

1. 飲（yìn）馬：給馬喝水。

2. 平沙：廣漠的沙原。

3. 黯（àn）黯：昏暗模糊

的樣子。臨洮：古縣名，秦置，

治所在今甘肅岷縣，以臨近洮水

得名。秦筑長城，西起於此，故

有「昔日長城戰」之語。

4. 蓬蒿：蓬草蒿草類雜草。

賞析

此詩在構思上的特點，是用

側面描寫來表現主題。詩中並沒

具體描寫戰爭，而是通過對塞外

景物和昔日戰爭遺蹟的描繪，來

表達詩人對戰爭的看法。開頭四

句是從軍士飲馬渡河的所見所

感，描繪了塞外枯曠苦寒景象。

詩人把描寫的時間選在深秋的黃

昏，這樣更有利於表現所寫的內

容。寫苦寒，只選擇了水和風這

兩種最能表現環境特徵的景物，

筆墨簡潔，又能收到很好的藝術

效果。

這首詩著重表現軍旅生活的

艱辛及戰爭的殘酷，其中蘊含了

詩人對黷武戰爭的反對情緒。

荊楚一帶，盛行祭祀的風

氣，已是很久了。有一個巫師，

在鄉里頗有名氣。起初，他為人

祭祀，只是要求以平常的筵席款

待。這樣，他用歌舞來迎神送

神，但祈求他治病的患者，都能

夠馬上恢復健康；祈求年成好的

農民，也可以獲得豐收。

後來，他為人祭祀，要人給

他吃鮮肥的豬羊，喝滿杯的美

酒，但祈求治病的患者，反而死

去；祈求年成好的農家，反而挨

飢受餓。鄉里人對此十分不滿，

但想不出這是甚麼原因？

正好有人議論起此事，說：

「我過去曾到這個巫師家去玩，

他家裡沒有甚麼令他牽掛的，所

以為人祭祀時，誠意都全發自內

心，神的福佑也就相應的降臨；

祭祀用過的物品，也都要散發給

眾人。後來，他家生養的子女多

了起來，衣食用度，也需要得多

一些。因此，他替人祭祀時，不

能用盡內心的虔誠，而神靈也就

不再來親近、保佑了。敬神用過

的祭品，也都被他拿回了家。這

個巫師，並不是從前聖明、後來

愚蠢，而是私慾牽掛於心，沒有

聚精會神的專致祈禱，心裡總是

想到別的地方去了。」

一個巫師祈神，也要用心精

誠，何況其他的人呢！

（事據羅隱《讒書》）

【讀書筆談】

這巫師起初沒有家庭牽累，

辦事認真虔誠，所以心誠則靈。

後來兒女們多了，時常想著家裡

的柴、米、油、鹽、醬、醋、茶，

所以心不誠，祈神也不靈了。可

見，私心是盡職盡責者的災星，

雜念是盡心盡力者的敵人。

早在數百年前，古人就說

過：「情緒不好，是智慧不夠。」

父母也不能以成人的標準去

要求孩子，畢竟孩子讀過的書，

走過的路都有限，但身為父母，

就有責任教導小孩，協助他們培

養出控制情緒的「智慧」。

那麼該如何教育小孩呢？父

母不妨使用以下 5 種方式。

1.穩： 
父母要穩

佛家常說：怒者，心之奴。

想要孩子不發脾氣，首先父母行

為、心態要穩住，做孩子的表

率。無論是日常生活中，還是別

人對自己發脾氣時，都不要當情

緒的奴隸。

2.聽： 
父母要仔細傾聽
孩子通常不會無緣無故發脾

氣，所以父母應該要學會仔細傾

聽孩子訴說，這樣才能搞清楚發

脾氣的原因，更進一步靠近孩

子。

3.靜： 
等孩子靜下來

《道 德 經》提 到「靜 為 躁

君」。靜能克服人身上急躁的

脾氣，讓人及時恢復理智。

因為在孩子發脾氣時，想跟

他講道理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這

個時候，不妨先讓他把脾氣發

完，等孩子的情緒過去了，再給

他一段時間，讓他安靜的自我反

省。之後再跟孩子溝通時，孩子

也比較能聽得進去。

4.不教： 
父母先別急著說教
試想一下，如果你遇到些麻

煩，才剛剛冷靜下來，馬上就有

個人在身邊不停講道理，你會覺

得舒服嗎？

相信大多數人都不會覺得舒

服，反而會認為對方是站在道德

的制高點指責我們。這時他說的

話，我們當然也很難聽進去。

所以想要和孩子溝通時，要

先製造彼此的共通點，例如我們

可以說：

「我小時候也和你一樣，有

一次因為一個玩具……」

「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也曾

經……」

要能適時讓孩子發泄，並認

可孩子的情緒，這樣會讓孩子感

覺我們並沒有站在他的對立面。

之後再循序漸進地說出自己的建

議，會讓孩子更容易聽進去。

5.狠： 
對孩子過度的慾望要狠

人和動物最大的區別，就是

人會克制自己的慾望。

而在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上，

父母要能「狠」下心來，無論如

何都不能讓步。並且要從小教孩

子多反省，體會別人的感受。這

樣才能適時克制自己的慾望，不

能為所欲為。例如有時上街，小

孩硬是要買玩具，父母親不能為

了安撫孩子，選擇妥協。

這也是讓孩子瞭解父母想傳

遞的信息：很多事情哭鬧是沒有

用的。如此一來，孩子將來才不

會動輒哭鬧，只為了滿足自己無

止盡的慾望。

每個孩子的個性不一樣，當

他們使性子的時候，父母要進行

的方法多少會有所不同，但最重

要的基礎就是—耐心，要能夠耐

心地觀察分析他們哭鬧的原因，

耐心地回應。

當然，這個過程可能很漫

長，有時家長們也許會忍不住失

去耐心。只是和孩子一起成長，

也是父母需要修的一門課程。

孩子是父母的擺渡人，而在

此之前，每個父母，也都是孩子

的引路人。祝每個孩子都能得到

父母適當的教導，平安健康的成

長茁壯。

（文章來源：看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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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方法讓孩子學會控制情緒

兩個國王
「迷」和「明」的國家都是

窮國，「迷」發誓要找到治理國

家的好辦法。他苦苦尋覓，雖

然一無所獲，但皇天不負有心

人。一天，「迷」偶然在一個書

齋裡發現了一本聖賢的書，那裡

面全是治國修身的道理，「迷」

如獲至寶，又抄了一本送給了

「明」，於是兄弟倆決定按照聖

賢的教導去治理國家。

「迷」和「明」遵從聖賢的

教導治國之後，都逐步建立起了

龐大的王國，並用聖賢的教誨教

導國民，百姓們人心向善，安居

樂業，豐衣足食。「迷」的心中

對聖賢感激不已，就把書中聖賢

的畫像供在了自己的殿堂之上。

在一個小山坳裡，住著一個

自稱智者的人，叫「離」。他看

到「迷」和「明」的王國日益強

大，心生嫉妒，於是決定下山

迷惑他們，不讓他們再看聖賢 
的書。

「離」先找到了國王「明」，

可是還沒說幾句話，就被「明」

趕了出來。「離」於是決定加大

力氣去迷惑國王「迷」，他來

到「迷」的面前，先吹捧了一通

「迷」的豐功偉績，聽得「迷」

心花怒放。

「離」說：「『迷』啊，你才

是真正的大王，你要比你的兄弟

強多了，你看你統一了五個國

家，『明』才統一了一個國家。

你的百姓也比『明』的百姓富

裕，你的土地也比『明』的土地

肥沃，你的軍隊也比『明』的軍

隊強大，你的賢德也比『明』高

百倍啊！你才是真正的實現了聖

賢的教誨啊！」

國王「迷」覺得「離」說的

很有道理，正和自己的心意，忙

把「離」扶到上座，說：「你真

是個智者，你對我還有甚麼啟示 
的嗎？」

「離」看到時機成熟，說到：

「『迷』啊，你想沒想過再提高一

步呢？你已經完全實現了聖賢的

教導，不用再看聖賢的書了。你

要把書燒掉，聖賢的書也不是叫

那些小民看的。『明』比你差多

了，還誤在書裡，層次太低了。

另外，你把聖賢的畫像擺在殿堂

之上，那不是情嗎？聖賢要你放

下人的情，你要把對聖賢的情也

放下，把畫像也燒掉，並且完全

符合人的狀態，放下原來的一

切，這才是提高啊，才是更高 
境界。」

「迷」覺得「離」說得太對

了，於是把聖賢的書與畫像都燒

了，開始吃喝玩樂，認為這是徹

底放下執著，與民同樂，層次極

高無比。慢慢的，「迷」的王國

日益衰敗，「迷」的身體由於縱

慾過度也開始虛弱，甚至一病不

起，可是「迷」仍然固執己見，

認為這才是更高。而「明」的王

國卻日益強大，更加富裕起來。

「明」一直沒有忘記他的兄

弟，看到「迷」的王國日益衰

敗，又聽說「迷」病了，趕快來

就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看到聖

賢，我就有了更加精進的動力。

我對聖賢的敬仰，完全是我的本

性對最高至善標準的嚮往與回歸

啊！這怎麼能是人的情呢？你現

在已經完全背離了聖賢的教導，

背離了自己的根本，陷在不存在

的自我標榜中不能自拔了，危險

啊！我的兄弟啊！」

「迷」聽到「明」的一席

肺腑之言，像一塊明鏡照見自

己，羞愧得無地自容，大哭了

三天三夜。在第三天夜裡，

「迷」忽然看見天空霞光萬道，

龍鳳飛舞，空中現出一個高大

無比的金身，發出萬道金光。

「迷」覺得自己沐浴在那無比

慈悲的佛光之中，心中充滿無

限的美好與安享，那金光照見

自己的一切骯髒，「迷」無地

自容，匍匐在地，泣不成聲， 
他隱約感到那高大的金身就是聖

賢，因為沒有人會發出那麼大

的慈悲。「迷」心中羞愧地說：

「偉大的聖賢啊！我背叛了你，

我是罪人啊！不要拋棄我啊！」

這時那光芒萬丈的金身似

乎聽到了「迷」心中的話，發出

了「迷」永生難忘的慈悲無比的

話語：「徒兒啊！我從來都沒有

拋棄過你啊！」那聲音是那麼的

溫暖和祥，沒有一絲責怪，沒有

一絲批評，只有無盡的慈悲。

「迷」就像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

中一樣，欣喜得淚如泉湧，心中

生起了無限的感激與敬仰，他發

誓從今以後將永遠按照聖賢的教

導去做，永生永世……

從此，「迷」把自己更名為

「醒」，重新按照聖賢的教導去

治理他的王國，使他的王國更加

繁榮昌盛，並且時刻不忘牢記自

己的教訓，時時警策自己，並諄

諄教導自己的國民要永遠牢記自

己的教訓，永生永世都不要背離

聖賢的教導。

從前有一個國王，他的名字叫「迷」，和鄰國

的國王「明」是兄弟。

看「迷」。當看到「迷」那衰老

的樣子，「明」止不住地淚流滿

面，說：「兄弟啊，你怎麼變成

這個樣子了？」「迷」吃力地說：

「你的情太重了，層次太低啊！

應該提高了。」

「明」說：「兄弟啊，你都

這個樣子了，竟然還這麼說，我

是在為你背離了聖賢的教導而哭

泣啊！那是我們的根本啊！我現

在每天都在按照聖賢的教導去

做，按照聖賢的教誨去教導我的

國民，可是我認為即使我做得再

好，也沒有實現聖賢教導的萬分

之一啊！聖賢的教導如同大海，

而我做到的只是一滴水而已，恐

怕我們永生永世都無法達到聖賢

所要求的標準啊！你怎麼還能把

聖賢的書燒掉呢？我們之所以當

王，是因為我們的道德高於我們

的臣民，是因為我們更能按照聖

賢的教導去做，我們應該是做臣

民的樣榜啊！而你現在的所作所

為，完全是你的臣民中最敗壞、

最不好的行為，你是與惡民同

樂，連個善民都不如啊！你還有

甚麼資格統治這個國家，還有甚

麼資格教導你的臣民呢？我把聖

賢的畫像供在我的殿堂之上，是

我對聖賢無比偉大的崇敬與敬

仰，是我的本性對至真至善的回

歸啊！我每天都把聖賢作為我的

神聖的榜樣，看到聖賢，我就看

到了自己的卑微；看到聖賢，我

(Adobe Stock)

詩 
詞 
賞 
析

塞下曲·飲馬渡秋水
唐/王昌齡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

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洮。

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

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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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彭博社引述一位知

情人士稱，蘋果iCar研發團隊實際有

大約200人，蘋果公司已給汽車團隊

確定了生產汽車的時間，即最早2020

年投產。蘋果分析師Gene Munster也

將2020年定為蘋果iCar的發布日期。
美國蘋

果公司（Apple）

在電腦、智能手機

市 場 上 獲 得 顯 著 成 績

後，一直有消息指該公司接

下來會進軍電動車市場。盡管蘋

果公司至今仍未公布其造車計劃，

但外媒披露，該公司正在開發一種

適用於蘋果汽車的三相交流感

應電動機，並與特

斯拉（Tesla）

汽 車 上

的「感應

電 動 機」 具

有相似的設計。

據 Apple Insider 報

道，蘋果公司選擇的是與

特斯拉相似的鼠籠式異步電動

機技術。

電動車采用的電機分為感應電

動機（異步電動機）和永磁同步電

動機兩種。而蘋果公司選擇的這種

電動機，加速性能強勁，抗高溫震

動，在崎嶇的地形上也很受用，而

且價格更低。該種電動機的壽命也

更長，需要的維護也更少。不過，

感應電動機需要復雜的控制系統，

但蘋果公司如何處理控制系統還不

得而知。

除了此次曝光的電動機外，蘋

果公司早前還曾申請其他有關汽車

的專利，包括汽車座椅、汽車照明

燈、車輛地板等。雖然蘋果仍然未

證實其是否正在研發完整的汽車，

但其申請的諸多專利也讓外界相

信，該公司不止於開發自動駕駛技

術，而是有意研發一款整車。

其實，早在 2015 年就有消息

指蘋果公司正在開發一款汽車，準

備與特斯拉競爭。當時商業內幕

（Business 

Insider） 引 述

蘋果公司知情員

工稱，他們了解這個

項目。

美國華爾街日報也曾援引

多名消息人士披露，蘋果公司已經

成立一個秘密研發中心，致力於

自主研發一款「蘋果」牌電動汽車

iCar，項目的名字叫 Titan，有數百

名蘋果公司的員工參與了該項目。

2017 年 6 月，彭博社采訪蘋

果公司總裁 Tim Cook 時，他暗示

蘋果正在開發自動駕駛平台。隨後

同年 11 月，兩名蘋果計算機科學

家發表論文，談到一個偵測系統，

該系統可以幫助汽車有效地避開行

人、自行車騎手。

彭博社引述一位知情人士稱，

蘋果 iCar 研發團隊實際有大約 200

人，蘋果公司已給汽車團隊確定

了生產汽車的時間，即最早 2020

年投產。另外，蘋果分析師 Gene 

Munster 也將 2020 年定為蘋果 iCar

的發布日期。但也有報道表明，蘋

果公司的自動駕駛汽車項目將於

2021 年啟動。

此外，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

業頻道（CNBC）2019 年 1 月的一

份報告顯示，蘋果自動駕駛系統部

門的 200 名員工被解雇。專門關註

蘋果公司產品的網站 Macworld 報

道稱，這表明蘋果 iCar 可能已經被

擱置了。

報道稱，這款 icar 與蘋果的許

多其他項目一樣，在它正式公布之

前，產品的細節流出很少。

【看中國訊】交通罰單是導致保險

費上升的最常見的原因之一。使你被

開罰單的駕駛習慣不僅昂貴，也很危

險。 在開車時，只要稍加小心和注意

就可以避免最常見的罰單。只要放棄

這些不良的駕駛習慣，就可以避免保

費增加和昂貴的罰款，並減少發生交

通事故的可能性。

超速行駛

超速行駛是最常見的交通違章

行為，每年都有很多司機因此被罰，

並且是使保費增加的最常見原因。超

速駕駛是非常危險的，它不僅是撞車

的一個原因，也會增加撞車的嚴重 
程度。

遵守限速規則是避免收到超速罰

單的最簡單方法。請務必注意變速限

制，特別是從高速公路進入城鎮或開

車經過居民區時一定要注意。要養成

一個在限速範圍內駕駛的好習慣，而

且在駕駛時要隨時留意速度表。

闖紅燈或停牌

現在每個人都在趕時間，但闖紅

燈或停牌並不是一個能使你節省時間

的好方法。一張闖紅燈或停牌的交通

罰單就可能導致保費增加，同時也增

加事故的風險，後者也將影響你的保

費。

在停牌處要完全停止，而且在接

近十字路口時要特別注意。綠燈變黃

時要減速。抵制在看到黃燈時加速的

衝動可以有效降低事故率和抵制保費

上漲。

轉彎不當

轉彎不當這個因素不被大家所

重視，但卻是很常見的。很多方面不

注意都會收到交通罰單，包括從錯誤

的車道轉彎，它不但可以導致被開罰

單，也可使保險費增加，同時還潛在

地增加事故的危險。

請務必遵守車道使用法規，並安

全、小心地轉向。使用轉向燈，提醒

其他司機注意，以免發生意外。

未系安全帶

這是個很常見的被開罰單的原

因，是否會影響保險費率取決於保險

公司，但是它會導致巨額罰款。在加

拿大各個省都有立法，不系安全帶駕

駛是違法的。而且不只是司機，每個

在車上的人都必須系安全帶，司機

有責任看管同車的未成年人繫好安全

帶。

每次開車前都要繫好安全帶，並確

保車上的每個人都繫好安全帶。如一旦

發生事故，它能有效降低傷害，並避免

被開罰單。

普通罰單和保險

大多數的交通罰單都是可以避免

的，但是一旦它們出現在你的駕駛記

錄上就會增加你的保險費率，並且

從你被定罪那天起（而不是被開罰

單那天起）會影響你三年。在你以

後尋找保險公司時，罰單記錄會一

直跟隨著你。但由於每家公司費率

有所不同，即使是帶有罰單的司機也

可能找到一個提供合理費率的保險 
公司。

多數的交通罰

單都是可以避

免的，但是一

旦它們出現在

你的駕駛記錄

上就會增加你

的保險費率。

（網圖）

（本文圖來源：蘋果新聞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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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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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直播募款破 34 億
【看中國訊】為協助美國紐約慈

善機構對受武漢肺炎疫情衝擊的對

象伸出援手，由女星蒂娜費主持，

邀請眾多大咖歌手一同參與的線上

募款節目，12 日單日已募集到 1
億 1500 萬美元認捐善款。

據《中央社》引述《法新社》報

導，長達 1 小時的節目「紐約站

起來！」（Rise Up New York ！）

由蒂娜費（Tina Fey）主持，她在

節目尾聲揭曉募集總金額達到 1 億

1500 萬美元時，情緒相當激動。

對於各界湧入的善款，主持

人蒂娜費熱淚盈眶地表達感謝：「1
億 1500 萬美元，這是紐約多美好

的一天。感謝世界各地奉獻再奉獻

的每個人，還有好多事情要做。」

這個募款節目由網路電臺

iHeartRadio 媒體集團主辦，並

在幾個全國和地方電視臺、廣播

電臺播出。包括歌後瑪麗亞凱莉

（Mariah Carey）、 邦 喬 飛（Bon 

Jovi）、史汀（Sting）和比利喬（Billy 
Joel）等藝人都共同參與這場募款，

一同在家中直播演出，為這場活動盡

一分心力。瑪麗亞凱莉在直播中為大

家打氣道：「我知道我們夠堅強，能

撐過這段疫情。我們將再站起來，我

們能一起辦到。」

據瞭解，紐約有近 10% 的人

口登記失業，該場募款無疑是一

場及時雨，所有募得的所有款項

將送往羅賓漢協會（Robin Hood 
Association）。該協會與超過 250 個

協會合作，共同對抗飢餓，並幫助貧

戶尋找住所與就業機會。

【看中國訊】現年 39 歲的

港星阿嬌（鍾欣潼）5 月 8 日

驚傳與賴弘國離婚，結束了短

短 15 個月婚姻。據悉，離婚由

女方提出，更指舉行美國婚禮

後阿嬌已經後悔結婚。

2018 年 5 月鍾欣潼與小她

7歲的「臺灣醫界王陽明」賴弘

國在美國洛杉磯舉辦小型私人

婚宴低調完婚，婚姻維持不到

2年，有消息指兩人已於今年 3
月初辦理離婚手續。

其實離婚一事或許早已有

跡可尋，兩人婚後曾一同錄製

《花花萬物》，節目受訪時似乎

已感到夫妻之間默契欠佳。且

數月前已有媒體爆料稱：夫妻

二人現身時未再戴婚戒，並多

次傳出賴弘國婚後未有收歛，

遭爆料還繼續與網紅拈花惹

草。不過當時雙方都未對這些

傳聞做出回應。

離婚消息傳出後，有臺灣

媒體向賴弘國求證，他透露，

兩人已於今年 3 月 1 日辦妥離

婚手續，並指離婚是由女方提

出的。對於離婚的消息，阿嬌

則請經紀公司代為回應稱：「承

認雙方已經簽了分居協議，希

望能夠給雙方一個冷靜期。兩

個人相處是一個大學問，雙方

也不能對大家有甚麼怨言，這

始終是我和 Michael 之間的私

人事，只想講我們還是很尊重

對方的，其他都不再多說，以

後關於婚姻的問題，也不會再

回應，謝謝各位的關心。」

賴弘國稍早前也在 IG 發

表兩人的「分手信」，文末更說

「謝謝妳曾經給我的一切，如

果重來一次，我還是會跟妳求

婚，和妳結婚」。

阿嬌已簽分居協議阿嬌已簽分居協議

15個月短命婚姻告吹15個月短命婚姻告吹

現年39歲的港星阿嬌鍾欣潼今日（5月8日）驚傳與賴弘國離婚，早

於今年3月1日就已經辦好離婚手續。（IG截圖) 

女星蒂娜費（上圖）主持的線上募款節目，12日募集到1

億1500萬美元善款。史汀（Sting下左圖）和瑪麗亞凱

莉（Mariah Carey下右圖）也在家中直播演出，為這

場募款活動盡一分心力。(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有「郝大炮」之

稱的中國足壇名將郝海東，近

日因為武漢作家方方的話題，

對五毛小粉紅開炮並要求當局

對武漢肺炎給百姓一個交代，

吸引了大量網友圍觀和助戰。 5
月 9 日，他迎來五十歲生日。

在回應生日祝福時，他提到《孟

子》的「雖千萬人，吾往矣」，

以明其志。結合郝海東近日的

遭遇，此言頗耐人尋味。

這次爭議源於他日前轉載

了一篇關於林昭的文章，他留言

寫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

社會連說真話都要敢於了，是這

個民族的悲哀，是這個國家的悲

哀，是這個社會的悲哀，更是我

們每一個人的悲哀！」

當時武漢作家方方因為其

著作在海外發表，招致大批五

毛小粉紅的瘋狂圍攻。郝海東

的留言被解讀為挺方方，被

捲入這場輿論戰。郝海東招致

小粉紅的攻擊，其妻子，也是

羽毛球冠軍的葉釗穎也力挺丈

夫，加入輿論戰之中。

5 月 7 日，郝海東又轉發一

則微博，內容是諷刺當下一個

荒誕現象：作家方方以及大學

教授梁艷萍和王小妮因為說真

話被架到火上烤，而害死人的

武漢中心醫院書記蔡莉卻沒有

被調查。

5 月 11 日，他繼續發微博

寫道：「我不挺任何人，我也不

認識葉大鷹、方方，況且方方還

諷刺過我和中國足球。但一碼歸

一碼在追責這事上必須要有一個

真相和給老百姓一個交代。」

有網友質疑

他整天懟天懟地

的是不是生活不

如意，郝海東則

指自己是上市公

司股東，住 1 萬

平方豪宅，每天

睡到自然醒。有

人質疑他是否真

的有 1 萬平方米豪宅。

還有人質問郝海東 08 年汶

川地震有沒有捐錢。郝海東則

回應稱：「問到我心坎上了，捐

了 20 萬，不過紅十字會把這些

錢是給汶川賑災還是給郭美美

買包了，你一定幫我問問。」

對於郝海東的反擊行為，

一名媒體人在微博上評論道：

「他顛覆了 ' 四肢發達腦袋簡單

' 成見。他的言論在一些人看來

是『越位』『犯規』的，有人恨

不得用紅牌罰他出場，但那些

拿紅牌吹哨子的人在他面前卻

顯得猥瑣不堪。」

郝海東開砲  怒懟小粉紅

【看中國訊】5 月 10 日是母

親節，也恰巧是大陸女星章子怡

和歌手汪峰結婚 5 週年紀念，

今年年初迎來第二胎的她，雖然

忙於照顧 5 個月大的小兒子，

卻也不忘在結婚週年紀念日晒恩

愛，特地與夫婿汪峰在微博上

PO 出同一張合照慶祝。

照片中，穿著白色上衣、

淺色牛仔褲的章子怡把手摟住

汪峰的脖子上，小倆口互相依

偎的坐在草地的小毯子上，笑

得十分開心。

笑容可掬的章子怡在照片下

PO 文道：「結婚紀念日和母親

節在一天，我多麼幸福。謝謝老

公和孩子們！感恩，愛情與親情

一直守護著我們！」

2015 年，女星章子怡嫁給

歌手汪峰，早年因兩人名氣相差

懸殊，婚姻關係不被外界看好，

章子怡曾在受訪時透露，父母曾

反對她嫁汪峰，但勇敢追愛的

她「想為自己活一次」。且章子

怡對汪峰與前任生的女兒「小蘋

果」視如己出，兩人婚後幸福甜

蜜。

現年 40 歲的章子怡，四年

前在美國洛杉磯生下第一胎女兒

「醒 醒」，2020 年 1 月 1 日 她

二胎產子，湊成一個「好」字，

一家人幸福滿溢。章子怡這段勇

敢追愛的故事，當年還曾被英國

媒體 BBC 報導。

和章子怡一同攜手走過 5 年

的汪峰也感性發文道：「這其間

經歷的悲喜，伴隨的世間的風風

雨雨，讓我們懂得了更多感恩與

珍惜。感謝上蒼給我的眷顧，在

我生命裡遇到了你。我們就這樣

相守相依，也準備就這樣相互攙

扶著走向永遠。」

章子怡汪峰公開晒恩愛
結婚5週年巧遇母親節 

結婚5週年巧遇母親節，章子怡特地與夫婿汪峰在微博上PO出同一

張合照慶祝。（微博截圖）

為紐約受災戶打氣

前職業足球運動員郝海

東在自家豪宅的游泳池

邊。（郝海東微博）

https://visoi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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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肉除了方便地開罐即食，吃法也很多元，有煎、煮、炒等等美味料理。

午餐肉妙用

起源於1930年的午餐肉

午餐肉於 1937 年問世，發明者

是美國食品製造商傑伊．荷美爾，他

研發出豬肉、澱粉、鹽和香料混合製

成，並以硝酸鈉保存的粉紅色肉塊。

午餐肉盛行的時代背景是 1930 年經

濟大蕭條時期，一般人民買不起鮮

肉，這個打開即食的肉製品，幫助很

多人渡過難關。

午 餐 肉 廣 為 人 知 的 名 字 是

SPAM（世棒）午餐肉，值得一

提的是，午餐肉推出初期銷量並

不佳，後來廠商舉辦命名行銷活

動，提升銷量，並徵得 SPAM（世

棒）新名。SPAM 的意思是將香料

（Spices）加入火腿（Ham）而製成

的罐頭食物。

午餐肉溶入各地飲食傳統

由於午餐肉價格低廉，易於儲

藏，美國軍方大量採購作為其戰時肉

類供應來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午餐肉成了美國軍隊的伙食，並且隨

著美國軍隊落腳全球各地。

SPAM（世棒）結合各地飲食

傳統，成就許多著名的美食，例如：

韓國美食「部隊鍋」，其必備食材之

一就是午餐肉；而午餐肉料理方便，

變化多元，在夏威夷和沖繩都有特色

佳餚。日本人將午餐肉結合日本料

理，發展出多道日式美食。如今，午

餐肉被賦予多種特色風味，成為一種

日常肉類食品，在忙碌的工商業社會

中，成為方便的食物。

三
明
治

作法

雞蛋加調料，攪打均勻備用。
海苔片刷上適量香油、撒上薄鹽，
烘烤（烤箱以 180攝氏度預熱）10分
鐘左右。

熱油鍋，下蛋汁，煎成厚蛋餅；原
鍋下午餐肉，以中小火煎至二面金

黃焦香即可。 
海苔上均勻鋪上米飯，煎蛋、午餐
肉放在海苔一側，抹美乃滋，海苔另

一側拉起來蓋上，米飯包住餡料，完

成沖繩飯糰。

午餐肉切片 2片、雞蛋 2個、大片海
苔 1 片、米飯 1 碗、美乃滋適量。
調料：味醂 1/2大匙、白醬油1/2大匙。

食材

「去沖繩一定要吃飯糰！」去沖繩

回來的人都會這樣熱情推薦。沖

繩飯糰主料多元，不變的是都會

配上鹹香的午餐肉。

煎料理|沖繩午餐肉飯糰

作法

全部的山藥條用滾水汆燙 30秒，
撈起備用。

熱油鍋，下午餐肉條，表面煎至金
黃，先取出備用。

原鍋下山藥條，翻炒均勻，加入
100c.c.的熱水，蓋上鍋蓋燜5分鐘。
午餐肉倒回作法，翻炒均勻，加
調料，撒上芝麻。

美生菜鋪在盤裡，作法均勻鋪在
美生菜上，即可上菜。

午餐肉切粗條 200g、山藥 300g、
青蔥 2株、適量的白芝麻、適量的美
生菜。

調料：醬油 1大匙、香油 1/4大匙、白
胡椒粉適量。

食材

小炒很隨興，午餐肉可以搭配很

多食材隨興小炒，鹹香的午餐肉

炒苦瓜，或是午餐肉炒根莖類蔬

菜，口感美味，值得品嘗。

炒料理|午餐肉小炒

作法

番茄肉醬：熱油鍋，用中小火炒香
蒜末及蔬菜丁，續加入絞肉、月桂

葉、調料，拌炒均勻，然後燉煮約

20分鐘。
熱油鍋，放入午餐肉，小火煎至表
面金黃。

番茄肉醬鋪在白飯上面，頂部放
午餐肉。

烤箱先以 200攝氏度預熱 10分
鐘。最後灑起司，直至起司表面烤金

黃，即可出爐。

午餐肉切丁 1杯、細絞肉 300g、蒜
末 1大匙、洋蔥丁 1杯、番茄丁 2杯、
月桂葉 1片、披薩起司適量。
調料：意大利香料 1小匙、黑胡椒適
量、 鹽 1/2小匙。

食材

午餐肉和起司也是絕配，做成烤

飯或烤麵，輕鬆方便又營養均衡。

烤料理|午餐肉起司焗飯

香
菇
麵

油
煎
午
餐
肉

苦
瓜
炒
蛋

韓
國
部
隊
鍋

午
餐
肉
小
炒

午
餐
肉
起
司
焗
飯

沖
繩
午
餐
肉
飯
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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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特價
2020年5月14日∼5月20日

水晶梨

 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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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bo Caulifl ower 大花椰菜 Asian PearsCherry Tomatoes 聖女果Red Seedless Grapes 無籽紅提

Roma Tomatoes Zucchini Squash 意大利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羅馬蕃茄

$12828 lb

5lb Carrots 胡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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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3 顆羅馬生菜。

$09898
lb

$1 9898
ea

$0 787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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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98
ea

$09898
lb

$09898
lb

$$33989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5 磅裝

1.5 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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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健康新理念30貼士保健
常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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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章是由《紐約時報》暢銷書

作家 Mercola博士帶給您的，如
需更多有用的文章，可立即訪問

Mercola.com，並獲得免費的、可
控制您健康的電子書！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 師 講 堂 

◎  編譯：高新宇

在長期照護中，常有家屬遇

到壓傷（Pressure injury，原名

壓瘡，又稱褥瘡）的問題時，

感到手足無措，面對日益嚴重的

傷口更是驚恐，如果沒有妥善的

照護，傷口可能出現感染，導致

敗血症，甚至造成患者死亡等嚴

重問題。

何謂壓傷

壓傷原名為壓瘡，顧名思義

是「壓力」所造成的傷害，由於

人體局部承受過長時間之壓力，

會影響組織血液循環，造成皮層

的病理變化，產生病變損傷。

壓傷是老年人、慢性病病人

與臥床病人常見的慢性照護問

題，且後續照護的成本大，若沒

有改善，嚴重者可能造成細菌感

染，引發敗血症，導致病人死

亡。

其實不僅是慢性病病人，一

些急性期的患者，如手術後長時

間臥床不動，也容易出現壓傷的

問題，如能注意預防措施，就能

避免產生不必要的壓傷。

壓傷的高危險群

皮層皮膚受損，損及真皮，會出

現粉紅凹洞傷口，但沒有壞死組

織。也許出現未破損或是裂的水

泡。

照護方法：傷口消毒後，使

用敷料覆蓋，並加強翻身和合適

擺位，可改善傷口情況。

❸ 第 3 期壓傷：真皮層完

全受損，並可看到皮下脂肪組

織，但是不會看見筋膜、韌帶、

肌肉、軟骨及骨頭。

❹ 第 4 期壓傷：全層皮膚

缺損且傷口直接露出筋膜、韌

帶、肌肉、軟骨或骨頭。

❺ 無法分級：全層皮膚組

織缺損，但因為整個被腐肉或痂

皮覆蓋，導致其受傷的程度。一

般可由醫師評估後安排清瘡，但

在缺血的肢體或腳後跟上的穩定

痂皮（如：乾的、黏很緊的、

完整的、沒有發紅或摸起來沒有

水樣感覺的），則應禁止清瘡。

❻ 深層組織壓傷：持久且

給予指壓時不會消失的深紅、栗

療養

保健失能者常遇見的照護問題
對病人在日常照

護上，若能排除造成

壓傷的風險，就可以

預防壓傷產生。

壓傷除了常見於長期臥床

者，一些瘦弱、皮膚脆弱、體力

衰弱及營養不良的患者，也是壓

傷的高危險群。

照護過程中，若未注意患者

皮膚受壓時間，協助適時更換姿

勢，又不當的拉扯移動患者，或

者讓患者皮膚處於潮溼與不清潔

的狀態，也都容易出現壓傷。

壓傷的分類

壓傷並不一定有傷口，美國

國家壓瘡諮詢委員會（NPUAP）
2016 年公告，將壓傷分為下列

幾類：

❶ 第 1 期壓傷：皮膚即將

破損的前兆，完整的皮膚出現局

部發紅，施以指壓不會變白，但

這在皮膚較黑的患者身上，可能

會看不到變化。

照護方法：此期壓傷患者應

加強翻身，避免繼續受壓，可改

善。

❷ 第 2 期壓傷：部分表淺

色或紫色斑塊，或出現充血的水

泡。

以上壓傷分類，除了第 1 ～

2 期壓傷外，應盡速就醫診治，

妥善處理傷口。

如何預防壓傷

1.保持床單及身體下方被

褥平整及乾爽，避免皺摺、各種

管路造成皮膚壓迫。

2.協助移動身體時，應採

搬運，勿拖拉，避免摩擦造成皮

膚受損。

3.每天檢查全身皮膚是否

有紅腫或破皮，需特別注意易受

壓迫部位，找出原因，加以改

善。

4.保持皮膚的乾淨與乾

燥，盡量不使用尿布，改用看護

墊，若男性可使用尿套；使用紙

尿布者，宜每 2 小時巡視是否

須更換。

5.至少 1 ～ 2 小時翻身一

次，並用枕頭適當支托。

6.坐輪椅時，應每 15 ～

20 分鐘改變一次姿勢，如：身

體前傾或撐起身體 10～ 20秒。

7.協助按摩或關節運動，

促進血液循環，增強皮膚抵抗

力。

8.可使用減低壓力的床墊

和椅墊，如：氣墊床，可平衡身

體重量，避免壓力集中於骨頭突

出處。

9.無疾病特殊限制下，攝

取高蛋白質食物，如：奶、蛋、

魚、肉類等，同時注意維生素 C
及鋅的補充。

10.若皮膚出現異常，如：

紅、腫等，應即時就醫。而罹患

糖尿病或血液疾病患者，因傷口

癒合功能不佳，須特別小心皮膚

的照顧。

壓傷常見於失能患者，往

往照顧者對於壓傷的基本照護

知識並不瞭解，特別是外籍照

護者若無照護經驗、語言溝通

不良，甚至是照護患者工作以

外的家務過多，都容易造成患

者出現壓傷的問題。

壓傷的嚴重性在於照顧上

若未注意改善、預防，便容易

造成傷口惡化，且壓傷並不一

定會有傷口產生，造成家屬並

不瞭解其嚴重性，未能及時協

助就醫治療，結果令人遺憾。

提醒居家照護民眾，瞭解

失能患者的照護注意事項，提

供合宜的預防壓傷措施，便能

減少發生壓傷的風險與照護負

擔。

多攝取奶、蛋、魚、肉類等高蛋白
質食物，有助於預防壓傷。

六、限制凝集素的攝入

① 植物凝集素（lectins）
在動物體內是一種內在的防禦機

制，它通過觸發捕食者的負面反

應來確保生存，可是在人類中，

它們附著在細胞膜上，經常對健

康造成嚴重破壞。

② 許多凝集素可引起炎

症，損傷神經且殺死細胞，而一

些凝集素會增加血液黏度，干擾

基因表達並破壞內分泌功能。

③ 它們存在於無數食物

中，幾乎不可能完全避免。如果

您正在與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其他

慢性健康問題對抗，就要盡力限

制凝集素的食物。

④ 含有凝集素最多的食

物，包括：豆類、穀物、乾豆類

和茄屬植物（茄子、土豆和辣

椒等）。

⑤ 通過適當的浸泡和烹

飪，以及發酵和發芽，可以使高

凝集素食物安全食用，而使用高

壓鍋對豆類特別有益。

七、減少電磁場暴露

❶ 暴露於嬰兒監視器、手

機、無線電話、Wi-Fi 路由器、

智慧電表和其他無線設備微波輻

射中，會使身體產生大量的自由

基，導致嚴重的線粒體功能障

礙。

❷ 無線技術微波輻射引發

的過量自由基與焦慮、阿茲海默

病、孤獨症、心律失常、抑鬱症

和不孕症有關。

❸ 電磁場的負面影響對孕

婦特別有害，使她們的孩子面臨

ADHD 和孤獨症的風險，以及

行為、情緒和社會問題。

❹ 冰箱和家庭娛樂中心通

常是家中最大的磁場源。如果你

的臥室位於廚房或家庭影院旁

邊，請務必將床放在房間的對

豆類是含凝集素最多的食物之一。

越來越多不知道叫甚麼病，

在醫院救治不及，診斷都是心肺

衰竭，施打類固醇、升壓素，安

上呼吸器都無效後，宣告不治。

現代人所遭受的疾病痛苦並

不比前人少，雖然平均壽命拉高

了，這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公共

衛生的進步，傳染疾病減少了，

醫療水準提上去了。但是現代人

的精神壓力負擔還是很大，醫療

費用不斷的上漲，醫生診療的次

數越來越多，這是為何呢？現代

醫學難道不能讓人少進醫院嗎？

養生更重心靈的健康

首先，西方醫學是沒有養生

概念的，充其量也不過是預防醫

學的理念，還要多運動、吃維他

命、上健身房鍛鍊等，藉以維持

身強力壯。而中醫看人體是截然

不同的，中醫有一套完整的「天

人合一」系統理論，有系統的陰

陽思維哲辯，例如：中醫講生

命三寶「精」、「氣」、「神」，

「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

守」是養生的第一步，陰陽五行

維持著人與自然界的平衡。五行

不是孤立的，連倫理道德都與其

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如：五行

是土、金、木、火、水，連繫

脾、肺、肝、心、腎，連五常：

信、義﹑仁﹑智﹑禮，五竅：

口、鼻、目、舌、耳。如腎之

竅「耳」，聽了美好的聲音，自

然會通過腎，傳與其他四臟；肝

之竅「目」，看了優雅美好的景

象，也會與其他四臟分享。音、

色之中，若具有了倫理道德的內

涵，自然會通過五臟，喚醒人的

仁、義、禮、智、信，從而規範

人的言行、操守，因此身、心、

靈都在五行的涵養之中。養生也

不光是注重身體健康，心靈的健

康更是背後的主宰。

中醫：上工治未病

中醫著重養生預防，所謂

「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下

工治壞病」。上工就是高明的

醫生，要告訴你如何過健康的生

活，從內心到生活習慣都要符合

「道」；一般的醫生只是疾病發

生了，再去辨證論治；至於最差

的醫生，就是現代所謂專門治療

現代人疑難雜症多 預防醫學 vs.養生之道
癌症、心肌梗塞、中風等的，這

是亡羊補牢啊！所以中國人還有

一句話，就是「上醫醫國、中醫

醫人、下醫醫病」，從一個人的

疾病，到一個國家的疾病，通通

包括進去了。

中醫高明，那是否表示西醫

就比較差？究其實是因為立論基

點不同。到了現代，如果沒了西

醫，那麼長期依靠藥物控制的慢

性病人，是否坐以待斃？急救施

打升壓素、安呼吸器、氣管插

管，這些是西醫採用的手段，都

讓看重立即療效的現代人依賴日

深。很多人認為，沒病誰會想到

養生呢？

簡單的說，西醫屬於「實證

醫學」，對「有形」的東西掌握

得很好，恰好迎合信仰實證科學

的現代人所需。中醫著重無形的

境界，連醫病也要考慮相生相

克、氣血平衡的道理。（待續）

現代人疑難雜症多，

有很多是常見的免疫疾

病、感染疾病，有些是沒

見過的疑難雜症，或者可

說是文明病吧！

1

◎  文：于欣

面，以便建立安全距離。

❺ 解決的方法是多用有線

連接和多吃含鎂食物等。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照護方法：傷口消毒後用敷料覆
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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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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提交不完整申請的申請

人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1. 申請人滿足了 AOS 的申

請條件，但某些文件由於新冠未

能及時提供；

2. 提供解釋信說明為什麼

不能提供文件；

3. 提供證據證明申請人曾

向某些機構要求申請所需要的文

件但機構回覆由於新冠暫時不能

提供文件；

4. 對於 AOS 的申請人，如

果不能及時參加語言考試，可以

提供 2020 年 10 月 29 日前的報

名記錄來暫時代替語言成績；

5.EE 申請人則要提供語言

成績單和學歷證明（如果是海

外學歷的話）。

新的申請人如果遞交了不完

整的文件但不滿足上述條件的將

會被拒。

在 4 月 29 日已經遞交了申

請的申請人如果需要補材料卻沒

◎ 文：Melanie Wen

2020 年 4 月 29 日
亞省省提名辦公室宣布了

新冠期間暫時的審批辦法：

在新冠期間，申請仍然必

須通過郵寄方式遞交。省

提名辦公室對某些文件放

鬆要求並對在 4月 29號
之後申請的申請人，可以

接受不完整的申請材料。

有辦法提供某些文件的情況下：

1. 供解釋信說明為什麼不

能提供文件 ;
2. 提供證據證明申請人曾

向某些機構要求申請所需要的文

件但機構回覆由於新冠暫時不能

提供文件。

目前，省提名辦公室將會

對 4 月 29 日以後收到的申請進

行一個 60 天的等待期。申請人

可以在等待期期間去收集不完整

的申請資料。申請收到 45 天以

後，省提名辦公室會用電郵的方

式告訴申請人是否將給申請人另

外一個 60 天的等待期。等待期

也有可能是因為省提名辦公室由

於新冠沒有辦法確認一些申請人

已經提供了的信息。比如說學

歷，成績單，犯罪記錄等等。總

的等待期不會超過 6 個月。申

請遞交了六個月以後，省提名辦

公室將以目前收到的文件決定是

否批省提名。

在省提名審批的過程中，申

請人的雇佣關係、地址、郵箱、

電話號碼和家庭狀況如有變化都

必須及時與省提名辦公室聯繫。

新冠期間具體申請條件和審

批方式：

AOS亞省機會類
在新冠期間，不在商業場所

工作的申請人也將可能被批准省

提名，比如說由於新冠導致在家

上班的申請人。但是，該申請人

必須在新冠過後回到正常的工作

環境上班並持續滿足其他 AOS

的申請條件。

四月二十九日以前遞交的申

請人，如果由於新冠雇佣關係發

生了變化的話將有 60 天的時間

去重新滿足申請條件。這些情況

包括：

      ● 新冠期間失業了或沒有全

職工作；

      ● 在一個不滿足申請條件的

職業工作；

    ●  在一個與申請遞交時不同

的職業工作；

      ●  在一個與過去經驗不相同

的職業工作；

      ●  畢業後工簽持有人在一個

與其專業不相關的行業工作；

     ●  在加拿大工作但由於工作

職責、僱主、工作地點、工資等

發生變化已不再符合工簽要求。

或申請人：

    ●  為了維持工作，從符合

AINP 工 簽 要 求 換 到 不 符 合

AINP 要求的工簽；

    ●  在受管制的行業工作卻不

能取得省認可的行業證書。

    ●  語言成績超過有效期或語

言考試種類不符合要求。

亞省快速通道AINP EE
省提名辦公室會繼續從 EE

池子裡面抽符合省政府要求的

申請人。但目前，只有居住在

Alberta 並在 Alberta 工作的申

請人會被考慮。只有滿足以下條

件的申請人會被批：

    ●  亞省僱主是省、地方或聯

邦註冊的、有生產能力的、在亞

省有經營場所的公司

    ●  申請人目前必須在亞省工作

   ■ 滿足其餘申請條件但由於

新冠在家工作的申請人可能會收

到省提名；

■ 申請人的僱主只有一個

「Virtual」工作地點或申請人本

身在亞省以外通過電子方式為亞

省僱主提供服務的申請人將不會

滿足省提名申請條件。

   ●  申請人必須持有允許他們

在亞省本行業工作的工作簽證。

   ●  申請人必須滿足

   ■工作必須是：

◆ 帶薪，連續工作 12 個月；

◆ 全職，每週 30 小時以上；

◆工作狀況滿足省的基本要

求，工資水平達到省最低工

資，如果是持 LMIA 工簽的申

請人，其工資必須高於或等於

LMIA 設的工資要求；

◆ 在一個合資格的行業工作

（目前亞省合資格的行業將在下

期分享）；

■ 以下申請人不滿足申請要求：

◆ 申請人的 job offer 是一個

兼職、臨時的或季節性的。儘管

工作時間超過 30 小時一週

◆ 申 請 人 是 independent 
contractor， 企 業 主 或 通 過

Agency 雇佣的臨時員工。這包

括：Directors, 股東，或僱主在

Corporate Registry 系 統 上 的

Agent 等。

在 4 月 29 日遞交申請的

Alberta EE 申請人如果遇到以下

情況，其申請將會被放置 60 天

以讓申請人滿足申請條件：

    ●  申請人在新冠前在亞省工

作但由於新冠目前失業或暫時兼

職工作；

    ●  申請人在亞省一個受管制的

行業工作但未能滿足持牌要求。

在近期內沒有亞省工作申請

的 EE 申請人，其申請將暫時不

會被處理。這包括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前後收到 Notification of 
Interest Letter 的申請人。也包

括亞省辦公室已經收到 EE 省提

名申請的申請人。對於所有 EE
申請人，如果他們聯邦 EE 的

profile 過期了，省提名辦公室將

放棄其 EE 省提名的申請。如果

申請人重新入池，她 / 他必須要

重新滿足被省提名邀請的條件。

對於已經收到了 
省提名批准信的申請人

省提名辦公室與 IRCC 在

共同努力減低新冠對申請人的影

響。省提名辦公室要求申請人及

時向省提名辦公室報告在雇佣關

係、地址、郵箱、電話號碼還有

家庭狀況的變化。儘管在省提名

拿到以後，已經提交了聯邦永久

居民申請的時候還要繼續向省提

名辦公室報告。

由於新冠導致申請人雇佣狀

況發生變化的申請人將有 60 天

的時間去滿足雇佣條件。省提名

辦公室在新冠期間仍然繼續審批

申請，對於需要更多時間準備聯

邦申請材料的申請人，可以向省

提名辦公室要求延期提名信。

新冠期間臨時審批辦法

 AINP（亞省省提名移民項目）

曼麗夫人好：

我是一個未婚媽媽，雖然有

很多朋友鼓勵我很有勇氣，但事

實卻是相反，我還是受到很多異

樣的眼光。每天都會有許多人提

醒我，我是未婚媽媽。也有比較

熟的同事直接說如果人家笑你小

孩其實都是你的錯。我了解這是

我讓孩子沒有了爸爸，可是我依

然付出雙倍的關愛啊！有時我會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覺得很氣餒，我的家人、外婆等

等，有時談起都會講不好意思

啊，很丟臉啊！外人雖然會安慰

他們說沒有關係，現在單親家庭

很多，但其實最後都會談到孩子

的教育啊、 身心發展等等。

在感情方面，雖然我已經有

孩子，但若遇到愛我的孩子又合

適的人我並不排斥談戀愛，因為

我才 24 歲，我還是很希望有人

愛我愛孩子，但是我爸媽和我外

婆都很排斥我交男朋友，說我 
這樣對孩子不好。

也許是我不夠堅強，每次家

族鄰居閒話家常總會談到我身

上，每次聽到類似的話語總是忍

不住傷心。我不懂為什麼我那麼

努力付出， 很多人還要這樣有意

無意的攻擊我呢？可以告訴我怎

麼調適自己嗎？

琪

琪：

你好，感謝來信。很理解你

作為未婚媽媽的艱辛。但是一旦

決定了，只能往前走，過程的艱

辛或不被人理解的心酸，多半只

能往肚裡吞，因為這是自己年輕

沒看清、沒想清造下的苦果，但

是時間可以證明你可以將單親媽

的生活過得精采、充實，但是當

務之急，是要有信心、有決心。

當初選擇承擔下來，的確勇

氣可嘉，但是要如何將往後的生

活經營得好，才是重點。旁人看

熱鬧，偶爾丟來一句話，大可不

必理會。就讓時間去證明，自己

可以透過努力去彌補，做到了，

那麼，一旁說風良話的人自然減

少，甚至三緘其口了，做不到，

那就是稱了他們喜歡議論是非的

好事心了。

只要你願意將懊悔暫擱一 
旁，從零開始，單親媽也能教養

出健康的孩子，提早學習如何當

一位稱職的母親，除了自我謀生

能力的充實，也要學習漸漸能同

時扮演好嚴父慈母的角色。如果

有機會，可以加入單親媽媽俱樂

部之類的社團，讓自己單親媽媽

的能力，因為同伴的支持、協助

與鼓勵而更加厚實。

至於感情部分，因為受過

傷，應該更有一份從容與智慧來

等待或抉擇新的感情，讓這份不

可強求的緣分水道渠成的發生，

就容易被祝福。何以言之？當你

的生活都獨當一面，小孩教養得

健康有禮，這樣穩定的生活會帶

給你自信，有誰還會潑你冷水，

挖你瘡疤？當一個女人自信容光

煥發之際，自然會散發心引人的

光彩，那麼，緣分或許會悄然來

臨。因此，如果老天要你準備迎

接一段新的感情，你要問自己準

備好了沒？

曼麗小語：當你的生活都

獨當一面，小孩教養得健

康有禮，這樣穩定的生活

會帶給你自信，有誰還會

潑你冷水，挖你瘡 疤？當

一個女人自信容光煥發之

際，自然會散發心引人的

光彩，那麼，緣分或許會

悄然來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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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婚媽媽很傷心

https://higgertylaw.ca/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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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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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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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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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民眾為了避免感染武漢肺炎，也

更重視平常的衛生習慣。但防疫之餘，也

會擔心其他可能傳染的管道，例如身上的

衣物，甚至是郵箱裡的報紙或信件，是否

都有可能會感染中共病毒呢？

有鑑於此，傳染病專家、氣溶膠科學

家及微生物學家等，也列出以下幾個常見

的問題，協助民眾解惑。

Q1：回家後要立刻 
換衣服洗澡嗎？

A1：研究結果顯示，病毒跟小飛蟲

不同，不會在空中亂竄，也僅能在空氣中

飄浮約 30 分鐘，所以沾到衣服的可能性

並不高。如果民眾能盡量不外出，或者如

果真的需要外出，例如購物時，也能確實

保持社交距離的話，那麼回到家可以不用

馬上換衣服或洗澡。

但是無論如何一定要洗手，因為雙

手很可能會透過空氣沾染到感染者的飛

沫。

Q2：為何病毒通常 
不會沾到衣服？

A2：維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的氣溶膠科學家琳西 ‧ 馬爾

（Linsey Marr）對此解釋，主要的原因

就是人類對病毒來說體積太大，但人類移

動的速度跟病毒比起來，又相對緩慢。這

就好像除非車子開得快一點，小蟲子才會

被黏在擋風玻璃上是一樣的道理。

馬爾也補充說明，通常人類移動的速

度不會快到讓病毒黏在身上，因為氣流會

隨著人體的移動，把病毒從我們身上帶

走，只有像咳嗽時，因為範圍較大，才有

可能會沾在我們的衣服上。所以出門在外

時，若發現周遭有人對著我們咳嗽或打噴

嚏，那回家後就要立刻換衣服和洗澡。

Q3：頭髮或鬍子 
可能沾到病毒嗎？

A3：這跟上面的問題一樣，只要能

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就不用太過擔心。

華盛頓大學小兒科傳染病教授詹諾夫斯基

（Andrew Janowski）說：「要將病毒傳

染給對方，需要更大量的病毒，然後剛好

我們又觸摸到沾有病毒的毛髮處，然後再

去摸臉上其他部位，才有可能造成感染，

只是這機率又相對更小了。

Q4：甩衣服把病毒甩掉？ 
洗衣是否需要分類？

A4：如果只是一般的髒衣服，其

實不需要太過擔心或是特別分類。因

爲武漢肺炎病毒 ( 又稱新冠狀病毒，

COVID-19) 與諾羅病毒不同，它對肥皂

和洗衣精相對脆弱許多。所以只要能徹底

將衣服清洗淨的話，就能確保病毒不會

殘留。

但若處理的是已感染患著的衣物，那

就不能掉以輕心，一定要遵守聯邦疾病防

治中心（CDC）的建議，把衣服用最熱

的水徹底洗淨後，再完全烘乾。

Q5：郵件或包裹 
可能沾染任何病毒嗎？

A5：目前為止的案例，還沒有發現

經由包裹或信件傳染的，從理論上來看，

病毒要想透過信件傳播的可能性也非常

低。只是由於病毒在一些物質表面的存活

期長，所以專家也建議在取件後，不要忘

了洗手。

當然如果民眾還是不放心的話，那不

妨參考《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
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建議，在包

裹抵達後，先靜置 24 小時再取件就好。 

預防武漢肺炎的日常  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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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Storyblocks）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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