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siontimescalgary.ca 聯繫電話:587-619-4229周四出版     卡爾加里版   

V I S I O N    T I M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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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7期     2020年5月21日—5月27日      庚子年四月廿九至閏四月初五

澳洲學生支持香港被威脅開除
Pro-Hong Kong  Student Threatened  
With Expulsion in Australia

A12自私固執要不得
The Predestined Nature of  Selfishness , 
Stubbornness, and Irresponsibility

川普政府反擊戰
弗林案始末

師楊 Yang Shi

微信：yangshi0323

從 心 出 發， 為 愛 築 家

403-390-7080

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yangshihomes.com

C3A4 小人曾真實存在B4雙語報導
Bilingual

Translated by:  
Grace Liu, C.Zhen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

報導】第15任中華民國總統

與副總統就職典禮備受國際

的關注。5月20日總統蔡英

文、副總統賴清德在總統府

就職。蔡的就職演說重申絕

不接受「一國兩制」矮化台

灣、破壞現狀的做法。美國

國務卿首次對中華民國總統

就職表示祝賀，此舉引發了

北京的不滿。外界密切關注

加劇的台海危機是否將成為

戰爭誘因。

蔡英文在今年 1 月總統大

選中以史上最高票 817 萬票連

任成功。 5 月 20 日的就職典禮

上，蔡高舉右手宣誓後，從立法

院長游錫堃手中接下了中華民國

之璽、榮典之璽。總統府外鳴放

21 響禮砲。蔡在職演說談到，

立法院將成立修憲委員會；預定

8 月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等。

蔡總統還表示，台灣將打

造 6 大核心戰略產業，成為未

來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這些

戰略產業包括：要持續強化資

訊及數位相關產業發展；台灣

要發展可以結合 5G 時代、數位

轉型、以及國家安全的資安產

業；打造接軌全球的生物及醫

療科技產業；要發展軍民整合

的國防及戰略產業；加速發展

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建構足

以確保關鍵物資供應的民生及

戰備產業。

台灣因為優異的抗疫成果

而贏得了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

尊重。日本《Yahoo.jp》報導蔡

的就職演說後，引起日本網友

狂讚，呼籲日本鄉民向首相安

倍晉三連署和台灣建交。

兩岸關係政策備受關注

臺灣《自由時報》引述中

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特聘教授林文程的話說，中共

涉臺研究機構近日透過國內學

者，探詢蔡英文演說可能的方

向與內容，以及蔡英文再當民

進黨主席後，臺灣政治情勢發

展。 15 日曾傳出總統府發生電

腦遭駭客入侵案，蔡英文與行

政院長蘇貞昌會面文件遭竄改

外流，目前調查局也已介入調

查。（下轉 A2）

Tsai Ing-wen Sworn into OfficeTsai Ing-wen Sworn into Office
蔡英文宣誓就職蔡英文宣誓就職  On May 20, the inauguration of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Vice President Lai Ching-te 
at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attract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sai Ing-
wen was re-elected in January with 
8.17 million votes, the highest in 
Taiwan’s history. Many European 
and foreign ambassadors expressed 
their congratulations during Tsai’s 
inauguration ceremony. US Secre-
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also for 
the first time publicly congratulated 
the Taiwanese leader, sparking Bei-
jing’s discontent. 

U.S. Congratulates
  Pompeo described Tsai’s cour-
age to lead Taiwan democracy as 
an inspiration to the world, and 
expressed that the US has long 
viewed Taiwan as a trusted partner 
in the world. Taiwan’s foreign min-
istry gave a statement of apprecia-
tion, reflecting a high level of mu-
tual trust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 stating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geth-
er. Taiwan has also won increasing 
respec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
munity in fight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her inaugural speech, Tsai said 
that Taiwan will build 6 core stra-
tegic industries in order to become 
a key force in the future global 
economy. There are also plans to 
set up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committee and a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Tsai also reit-
erated that she will never accept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odel. 
Lai also previously pointed out that 
Taiwan is already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ty with the name of Re-
public of China and does not need 
to declare Taiwan’s independence 
separately. (To Next Page)

美國務卿首次公開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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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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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佩奧

蔡英文賴清德

https://yangshihomes.com/
https://mattamyhomes.com/calgary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2 看時事 News 第107期     2020年 5月 21日—5月 27日    

（接 A1）蔡英文說：「我要

再次重申「和平、對等、民主、

對話」這八個字。我們不會接受

北京當局，以「一國兩制」矮化

台灣，破壞台海的現狀，這是我

們堅定不移的原則。」蔡英文在

就職演說中，形容兩岸情勢「複

雜多變」，過去四年已作出「最

大的努力」，未來會繼續努力，

願意跟對岸展開對話。

外界注意到蔡沒有提及國

民黨執政時與對岸政權達成的

「九二共識」四個字，也沒有提

到台灣獨立。有分析者認為，現

在的民進黨和初來台灣的國民黨

一樣，奉行反共和維護中華民國

主權的政策。

此 前 2019 年 3 月 21 日，

參加民進黨黨內初選的賴清德在

臉書指出，台灣已經是個主權獨

立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不

必另外宣布台灣獨立。

美國務卿首次祝賀 
台灣總統就職

蔡英文就職典禮現場，共

有 200 位國內、外貴賓與使節

出席。在典禮上，台灣當局還

播放了短片，邦交國元首、及

歐美官員和其他政界人士用視

頻表達祝福。

多位美國國會議員表達了祝

賀。美國白宮副安全顧問博明

（Matt Pottinger）以中文發表祝

賀，他讚揚了台灣的抗疫表現，

稱台灣向世界表明，自由民主的

精神決不僅僅是「美國」或「西

方」的，而且是普世的。

在蔡就職的前一天，美國在

台協會（AIT）發布了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的祝賀聲明，蓬佩奧形

容蔡英文帶領台灣民主的勇氣與

願景，鼓舞了地區及世界，美國

長期將台灣視為世界一股良善力

量和可信賴的夥伴，美台共享對

區域的願景，包括為所有人帶來

法治、透明、繁榮及安全。蓬佩

奧在聲明中稱呼蔡英文為「台灣

總統」，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

台灣外交部在感謝聲明中稱，蓬

佩奧的賀詞具有重大意義，充分

彰顯美國重視台美關係，反映台

美關係高度互信友好，台方將在

既有良好基礎上，與美國持續攜

手合作。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針對蔡英文就職講話表示，

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

識」，是「單方面破壞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

「美中台」三角連動

台海兩岸關係隨著民進黨贏

得大選勝利而日趨緊張。自今年

1 月下旬以來，中國軍方一再出

動多型軍機在台灣鄰近海域繞台

演訓，還曾短暫跨越台灣海峽中

線；4 月中國航母遼寧號帶著編

隊現身台海；在社會輿情上，台

灣「反共」情緒越來越濃厚，大

陸社交媒體上則呈現越來越多的

「仇台」情緒。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20 日

發表社評，批評蓬佩奧祝賀蔡

英文顯示「美國政府正在台灣問

題上開倒車」，同時宣稱北京有

「向台當局施壓、宣示對台主權

的無數手段」，強調無論是在軍

事、外交、經濟上都有辦法能把

握戰略主動權，稱中美關係和台

海局勢於衝撞「一中原則」的情

況下，勢必會做出調整，「大陸

玩得起長期遊戲」，「台海已越

來越握在我們手裏，民進黨當局

已是一隻籠中的鳥，我們會根據

需要和成本的計算平衡來決定怎

麼處置它」。

對此，挺台的美國重量級

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對《美國之

音》表示，北京經常性地對台灣

施加軍事壓力是不尋常的。「他

們（北京）已經很明確地表明，

如果可以的話，他們會以某種方

式武統台灣。」他說：「但是，

我希望這不是他們正在考慮要採

取的選項，因為這將是個災難性

事件，最終導致與美國發生武力

衝突，因為美國有承諾保障台灣

的國防安全。」

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

席的英霍夫（Jim Inhofe）表

示，他不擔心北京會有什麼軍

事行動，因為能做的事，中方

早已做了。換言之，他認為，

中方現在也使不出什麼招數了。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首

席民主黨成員梅嫩德斯（Bob 
Menendez）認為，中國沒有理

由升級台海兩岸的軍事關係，

「她（蔡英文）想要維持台灣

現有的基本架構，保持台灣自

治，這不應該成為中國加劇衝

突的原因。」

  

Cross-Strait Relations 
Policy Attracts Attention

  Taiwan’s Liberty Times sai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recently used 
domestic scholars to explore 
rec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Rumors of computers 
at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being 
hacked also spread on the 15th. 
  In her inaugural speech, Tsai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 “complicat-
ed and volatile”. She also noted 
that she had made “best efforts” 
in the past four years and would 
continue to do so, with Taiwan 
being willing to open a dialogue 
with the other side. 

US-China-Taiwan  
Relationship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tense after the Democratic Pro-
gressive Party won the election. 
Since January this year, the Peo-
ple’s Liberation Army has repeat-
edly deployed military aircraft to 
conduct training around Taiwan, 
and briefly crossed the Taiwan 
Strait centerline. Taiwan’s “anti-
communist” sentiment has be-
come increasingly stronger on-
line, while the mainland’s social 
media has shown more “Taiwan-
hating” sentiment.
  On May 20, the CCP’s official 
media, Global Times, published 
an editorial criticizing Pompeo 
for congratulating President Tsai 
and stated Beijing will “grasp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of the 
situation...and finally smash all 
attempts by the US and Taiwan” 
if the United States clashes with 
the “One-China principle.”
  In response, US Senator Marco 
Rubio, told the Voice of America 
that he hopes the CCP would not 
place military pressure on Tai-
wan because it would ultimately 
lead to an armed conflict with 
the US, who has a commitment 
to 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US 
Senator, Bob Menendez, also ar-
gued that Tsai Ing-wen’s wish to 
maintain Taiwan’s existing gov-
ernment structure and autonomy 
should not be a reason for China 
to escalate the conflict. 

蔡英文宣誓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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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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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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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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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層 屋 2170 呎 , 土 庫 � 部 完
成 � 獨 立 門 出 � , 現 � 理 � 裝 置�建 於
2007 年 , 光 猛 開 陽 , � � � � � � 氈�
3+1 � � ,3.5 浴 廁 , � � 學 校�� ��
Superstore �
#8 �車站� $52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土庫獨立門出�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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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19,900

西北  Montgomery  建於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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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Panorama Hills 十�元�裝�
豪�獨立�層屋 2872 呎 , 建於 2009 年 , �屋
十�元裝�,�屋一樣 , 光猛開陽 , 主層��高
9 呎 , �實木 � � , 廚��大理 石檯面 , 高�
JENN-AIR 天��煮⻝爐 ,3 �� , 主層書� ,2.5
浴廁 , ��小學 , �車
站 , �勿錯� ! $84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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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301 呎建於 2008 年 , ��向南光猛開陽 ,
��油漆 , 廚��較�高�不�鋼�櫃��爐 , 主層
��高 9 呎 , �實木�� , 客��壁爐 ,Bonus Room
�拱形天� , �大 3 ��設計 ,2.5 浴廁 , ���立學
校 ( 小學�初中 ), �車 #8
直�卡城大學 , �勿錯� ! $49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學校
獨立�層屋 2033 呎,土庫�部完成,
主層�層鋪實木��,開放式設計,�
大廚�,4 個��,3.5 浴廁,���車
站�大���場
�飛�場� $459,900

東北 Harvest Hills 

美國務卿首次公開祝賀

▲蔡英文宣誓就職。美國國務卿彭佩奧及白宮副安全顧問博明表達祝賀，並稱蔡英文為「台灣總統」。

視頻截圖蔡英文推特

https://www.calgaryhou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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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大會美高層發重話

中樂之旅:
從卡城到上海

皇家山大學音樂學院提供適合各年齡段、各級水平的中樂課程。

你能在這裡得到世界級導師的專業指導，助你培養興趣，或進一步邁向音樂之路！

來感受我們的私人中樂課程，包括二胡、笛子、古箏、聲樂等。

160國要求查病毒起源
一項由歐盟主導、澳洲修

訂的決議案在會上提出，決議

案要求世衛組織（WHO）實地

調查病毒源頭，並要求調查為

何 WHO 對大瘟疫的反應如此

遲鈍。

該決議案得到印度、日本、

英國、加拿大、新西蘭、印度尼

西亞、俄羅斯、墨西哥和南非等

116 個國家的支持。

澳洲政府因在今年 4 月提

議國際獨立調查本次疫情起源

等問題，遭到來自中方的經濟

報復， 澳洲總理莫里森回應稱，

澳洲堅守民主價值觀底線，不

做交易。

世衛14項行為 
導致疫情全球蔓延

會外，川普同日通過推特

公布了寫給 WHO 秘書長譚德

塞的信。他在信中按時間順序

列出了 14 項世衛未能正視警訊

的錯誤行為，導致疫情蔓延，

全球付出慘痛代價。例如，臺

灣官方在去年 12 月 31 日告知

世衛有關武漢地區出現人傳人

的新型病毒的信息，但世衛未

將這信息告知全球，他質疑這

背後有政治因素。

川普還提出，世衛「令人好

奇」地堅持表揚北京在防疫過程

中的透明性，但直到現在北京仍

拒絕共享準確及時的數據。

作為對比，川普表示，幾年

前，在前幾任總幹事的帶領下， 
WHO 曾向全球展現出它能提供

多大的幫 助：「2003 年 SARS 
於中國爆發期間，世衛前秘書長

布倫特蘭德勇敢地宣布 55 年來

首個緊急旅行警報，呼籲全球

不要前往疫情發源地（ 中國南

部），她亦毫不猶豫地批評中方

試圖隱瞞疫情，為全球健康帶來

風險。」

川普：限期世衛30天改革 
否則永久暫停資金援助

川普在信中說，世衛唯有獨

立行動於中共之外，才能前進。

他以美國總統身分告知世衛：美

方已與世衛就改革展開討論，若

世衛無法在 30 天內做出重大改

革，將永久暫停對其金援，並重

新考慮美國會員資格。

美 國 每 年 向 WHO 資 
助約 4.5 億 美 元， 在 2018 年 
和  2019 年，美國是世衛最大

的捐助國，分別捐助 5 億和 4 
億多美元，相當於該組織預算

的 15% ～ 20%。 2020 年度，

華府已向世衛支付了約 5800 
萬美元。

阿札爾：一個會員國 
把公開透明的責任當玩笑

當天，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

部長阿札爾在 WHA 會議中發

言時指出，世衛組織在疫情大流

行期間應對失敗，導致大量民眾

喪生。「我們必須坦言，疫情失

控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世衛組

織無法獲得全球所需的信息。」

阿札爾隱晦批評中方稱：

「至少有一個會員國明顯地試

圖隱瞞疫情，把公開透明的責

任當成玩笑，讓全世界付出重

大代價」，「我們見證了一件

事，那就是 WHO 在與成員國

分享信息和公開透明的核心工

作上失敗了，這絕對不能再發

生。」

蓬佩奧：世衛秘書長損害

了WHO的公信力與效能
同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

表聲明稱，儘管臺灣鄰近最早爆

發疫情的中國大陸，但臺灣迄今

已採取了全球最成功的辦法來遏

制病毒大流行。在世界繼續應對

病毒大流行時，WHO 需要履行

其使命並服務所有會員國的利益

服務，而不是在生命處於危急關

頭時，發揮政治作用。

蓬佩奧指出，譚德塞屈從中

華人民共和國，使臺灣噤聲，世

衛秘書長缺乏獨立性，剝奪了世

衛大會聽取臺灣應對傳染性疾病

領域的著名專業知識，在世界最

需要的時候，進一步損害了世衛

組織的公信力與效能。

3位聯邦眾議員： 
制裁10名中共官員
在世衛大會召開的當天，美

國 3 位聯邦眾議員，致信國務

卿蓬佩奧以及財政部長姆努欽，

敦促動用《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

問責法》，制裁 10 名中共官員。

被列入制裁名單的官員有： 
武漢市副市長陳邂馨、武漢市

公安局局長李義龍、公安局前

副局長夏建中、國家衛生健康

委員會主任馬曉偉、國家衛生

健康委員會副主任王賀勝、中

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中共

駐南非前大使林松添、和田工

業信息化局副局長張偉、中央

政治局委員陳全國、海康威視

董事長陳宗年。

信中指控這些官員打壓傳播

消息的醫生；拘留記者；散布虛

假和誤導性信息；誣衊美軍等。

信中說：「他們的行為嚴重損害

了全球經濟，導致無數美國人和

中國人失去生命。」

納瓦羅：中共幾乎控制了

聯合國所有的內部機構

對於 WHO 在此次疫情中

的失職，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在

接受福克斯採訪時說，過去 10 
年， 中共通過扶植聯合國內部組

織的領導人，包括世衛總幹事譚

德賽，幾乎控制了聯合國所有內

部機構。

聯合國有 15 個專門機構，

其中 4 個機構的領導是中共代

表。在聯合國其他實體以及國際

貿易和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有超過 
20 名中共代表擔任領導職務。

5月18日，為期兩天
的世衛大會（WHA）以
視訊方式召開。會上， 
100多國表態支持獨立
調查中共病毒（又稱武
漢肺炎病毒）起源。美國
總統川普拒絕了世衛的
演說邀請， 並致信譚德
塞， 列舉了世衛在此次
疫情中的14項應對失據
行為。會前，多國呼籲防
疫出色的臺灣參會， 但
臺灣最終未受邀請。

邢亞男綜合報導

奇」地堅持表揚中國在防疫過程

中的透明性，但直到現在中國仍

拒絕共享準確及時的數據。

作為對比，川普表示，幾年

前，在前幾任總幹事的帶領下，

WHO曾向全球展現出它能提供

多大的幫助：「2003 年 SARS

於中國爆發期間，世衛前秘書長

布倫特蘭德勇敢地宣布 55年來

首個緊急旅行警報，呼籲全球

不要前往疫情發源地（中國南

部），她亦毫不猶豫地批評中國

試圖隱瞞疫情，為全球健康帶來

風險。」

川普：限期世衛30天改革 
否則永久暫停資金援助

川普在信中說，世衛唯有獨

立行動於中國之外，才能前進。

他以美國總統身份告知世衛：美

方已與世衛就改革展開討論，若

世衛無法在 30天內做出重大改

革，將永久暫停對其金援，並重

新考慮美國會員資格。

美 國 每 年 向 WHO 資 助

約 4.5 億 美 元， 在 2018 年 和

2019年，美國是世衛最大的

捐助國，分別捐助 5億和 4億

多美元，相當於該組織預算的

15%∼ 20%。 2020年度，華府

已向世衛支付了約5800萬美元。

阿札爾：一個會員國把 
公開透明的責任當玩笑

當天，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

部長阿札爾在WHA會議中發言

時指出，世衛組織在疫情大流行

期間應對失敗，導致大量民眾喪

生。「我們必須坦言，疫情失控

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世衛組織

無法獲得全球所需的信息。」

阿札爾隱晦批評中方稱：「至

少有一個會員國明顯地試圖隱瞞

疫情，把公開透明的責任當成玩

笑，讓全世界付出重大代價」，

「我們見證了一件事，那就是

WHO在與成員國分享信息和公

開透明的核心工作上失敗了，這

絕對不能再發生。」

蓬佩奧：世衛秘書長損害
了WHO的公信力與效能
同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

表聲明稱，儘管臺灣鄰近最早爆

發疫情的中國武漢，但臺灣迄今

已採取了全球最成功的辦法來遏

制病毒大流行。在世界繼續應對

病毒大流行時，WHO需要履行

其使命並服務所有會員國的利益

服務，而不是在生命處於危急關

頭時，發揮政治作用。

蓬佩奧指出，譚德塞屈從中

華人民共和國，使臺灣噤聲，世

衛秘書長缺乏獨立性，剝奪了世

衛大會聽取臺灣應對傳染性疾病

領域的著名專業知識，在世界最

需要的時候，進一步損害了世衛

組織的公信力與效能。

3位聯邦眾議員： 
制裁10名中共官員
在世衛大會召開的當天，美

國 3位聯邦眾議員，致信國務卿

蓬佩奧以及財政部長梅努欽，敦

促動用《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

責法》，制裁 10名中共官員。

被列入制裁名單的官員有：

武漢市副市長陳邂馨、武漢市公

安局局長李義龍、公安局前副局

長夏建中、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主任馬曉偉、國家衛生健康委員

世衛大會美高層發重話
100多國要求調查病毒起源  臺灣未能分享經驗被噤聲

圖片來源：蓬佩奧：ANASTASIA VLASOVA/GETTY IMAGES；川普：MANDEL NGAN/AFP VIA GETTY IMAGES；阿扎爾：BRIAN ACH/GETTY IMAGES FOR TIME 100 HEALTH SUMMIT；華春瑩： LEO RAMIREZ/AFP/GETTY IMAGES

駐以大使離奇猝死 華春瑩悼念詞 一句三處錯誤
 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國駐以色列大使日前

在寓所床上離奇猝死。

北京可能不會派人到

以色列調查死因。中共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發推特悼念杜偉出現

罕見錯誤，在短短一句

話中打錯3個單詞，網
友稱事有蹊蹺。

據以色列媒體稱，以色列當

局正在調查其死因，尚未就此事

件發表評論。中方本打算 19日

派遣獨立調查團，但如今改口指

將不會派遣調查團到以色列。

以色列第十二頻道電視臺

說，一名匿名急救人員稱，初步

判斷杜偉是在睡夢中死亡。《以

色列國土報》報導說，發現杜偉

遺體的工作人員稱，在床上發現

杜偉遺體，現場並無暴力致死跡

象，死因疑似心臟問題。

從上述信息中，外界發現

杜偉之死存在三大疑點：一、中

共外交部並未透露真實死因，只

說「健康原因」；二、死在床上；

三、妻子不在身邊。

有評論稱：2月份剛上任，

上任前肯定是經過健康體檢的，

中共外交部這麼快就宣稱「因健

康原因猝死」倒是有點兒蹊蹺，

怎麼也應該等檢屍以後才能下結

論吧！如果真的是因健康原因，

有必要匆忙宣布嗎？是甚麼健康

原因也完全可以透露吧？！

中國駐以國大使館日前發布

一份聲明稱，根據初步檢查「杜

偉大使因健康原因猝死」，但具

體死因還需進一步調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

18日的記者會上也未回應是否會

派調查團。他說，初步診斷杜偉

「身體健康原因意外去世」，還

需進一步核實具體情況。

而另一位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在發推文悼念杜偉時罕見

但奇怪的是，她並沒有刪除

之前發錯的句子，仍讓其繼續保

留在推特上。有網友稱，華春瑩

可是英語系畢業西歐司出身，怎

麼可能犯這種低級的錯誤。

而中方突然改變主意，不再

派遣調查團赴以色列調查杜偉死

因，也引發輿論諸多猜測，有網

友認為可能其死亡不太「光彩」。

116國支持調查病毒起源
一項由歐盟主導、澳洲修訂

的決議案在會上提出，決議案

要求世衛組織（WHO）實地調

查病毒源頭，並要求調查為何

WHO對大瘟疫的反應如此遲鈍。

該決議案得到印度、日本、

英國、加拿大、新西蘭、印度尼

西亞、俄羅斯、墨西哥和南非等

116個國家的支持。

澳洲政府因在今年 4月提議

國際獨立調查本次疫情起源等問

題，遭到來自中方的經濟報復，

澳洲總理莫里森回應稱，澳洲堅

守民主價值觀底線，不做交易。

世衛14項行為 
導致疫情全球蔓延

會外，川普同日通過推特公

布了寫給WHO秘書長譚德塞

的信。他在信中按時間順序列出

了 14項世衛未能正視警訊的錯

誤行為，導致疫情蔓延，全球付

出慘痛代價。例如，臺灣官方在

去年 12月 31日告知世衛有關武

漢地區出現人傳人的新型病毒的

訊息，但世衛未將這信息告知全

球，他質疑這背後有政治因素。

川普還提出，世衛「令人好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5月18日，為期兩天的
世衛大會（WHA）以
視訊方式召開。會上，

100多國表態支持獨立
調查中共病毒（SARS-
CoV-2）起源；美國總
統川普拒絕了世衛的

演說邀請，並致信譚

德塞，列舉了世衛在

此次疫情中的14項應
對失據行為；會前，多

國呼籲防疫出色的臺

灣參會，但臺灣最終

未受邀請。

連打錯三個單詞，引起網友關注。

華春瑩在推文中用英文寫

道：「對我的同事駐以色列大

使杜偉致最深悼念」（Deepest 

condolences to my colleage 

Ambassador Du Wei to Isreal!）

有網友提醒：「Israel（以色

列）寫錯了」、「colleague（同

事）也寫錯了」、「condolences

的 對 象 好 像 也 不 太 合 適」

（condolence通常是對死者的親

友表示哀悼慰問）。

華春瑩隨後修改推文，還

用英文補上一句話：「抱歉串錯

字，謝謝指正，我現在改過來。」

（Sorry for the misspelling.

Thanks for pointing it out.I 

correct it now.）

會副主任王賀勝、中共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中共駐南非前大使

林松添、和田工業信息化局副局

長張偉、中央政治局委員陳全

國、海康威視董事長陳宗年。

信中指控這些官員打壓傳播

消息的醫生；拘留記者；散布虛

假和誤導性信息；誣衊美軍等。

信中說：「他們的行為嚴重損害

了全球經濟，導致無數美國人和

中國人失去生命。」

納瓦羅：中共幾乎控制了 
聯合國所有的內部機構

對於WHO在此次疫情中的

失職，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在接

受福克斯採訪時說，過去10年，

中共通過扶植聯合國內部組織的

領導人，包括世衛總幹事譚德

賽，幾乎控制了聯合國所有內部

機構。

聯合國有 15個專門機構，

其中 4個機構的領導是中共代

表。在聯合國其他實體以及國際

貿易和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有超過 20

名中共代表擔任領導職務。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5月 17日早晨，中國駐以色

列大使杜偉被發現死於特拉維夫

北部的赫茲利亞市寓所的床上。

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阿札爾美國總統川普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世衛秘書長
損害了WHO
的公信力。

有一個會員
國明顯地試
圖隱瞞疫情。

限期世衛在
30天內做出
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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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聯邦政府為協

助受疫情影響企業提供的無上限

貸款計畫——大型雇主緊急融資

計畫（LEEFF），20 日開始接

受申請。

這項計畫提供沒有上限

的過橋貸款，在加拿大融資

6000 萬加元以上、年收入超

過 3 億加元、在加國擁有大量

業務或員工，及沒有捲入任何

破產程序的企業符合該計畫申

請資格，申請的企業也須向政

府披露有關環保方面的計畫。

一旦申請，政府會根據企業過

去 12 個月的現金流決定批出

的貸款額。

聯邦財政部部長莫諾（Bill 
Morneau）19 日表示，該計畫

目的在於幫助正經歷「極大壓

力」的大型企業應對武漢肺炎

（COVID-19）疫情帶來的經濟

衝擊，因為目前大型企業（除

金融企業外）一般無法通過傳

統融資方式得到貸款。「我們希

望確保雇主們能夠得到所需的支

持，更好地過渡這段時期，並保

護加拿大的就業。」

莫諾強調，這項計畫目的

不是在「救市」，是保障納稅人

的，因為政府會要求借錢的大公

司讓政府入股或提供相當於貸款

15% 的本金。政府也會保證不

會讓有逃稅行為的公司借到錢。

保守派國會下議院議員

Michelle Rempel Garner 分

析，申請貸款的大企業由聯邦工

業部門篩選，而不是由專責的機

構管理，是非常奇怪的做法，

「如果這個過程被政治化，我們

也不會知道，因為政府會要求公

司簽署保密協議，這是非常奇怪

的做法。」

保守黨領袖謝爾（Andrew 
Scheer）表示，這項計畫無法幫

助正處於重災區的加拿大石油和

能源行業，並呼籲政府制定具體

方案幫助能源行業。

此外，工資補貼計畫將延長

至 8 月底，申請成功的雇主可

獲高達 75% 工資補貼，每名員

工每周可獲最高 847 加元的工

資補貼。

【看中國訊】亞省省長康尼

（Jason Kenney）19 日 在 例 行

記者會上表示，美國民主黨總

統候選人喬 · 拜登（Joe Biden）
將難以向美國人解釋，為何要暫

停建設中的 Keystone XL 跨國

油管。他提到，亞省已經投資了

部分成本，「無論誰當總統，都

要面對這個事實」。

18 日拜登公開聲稱，如果

自己贏得大選，將取消去年美國

總統川普批准的 Keystone XL
跨國油管項目。康尼表示，如

果拜登取消該項目，必須要給

管道工程工會的工人們一個交

代。這個項目建成後，每天將從

亞省 Hardisty 運輸 80 萬桶油、

經 1,900 公里到美國內布州的

Steele City。
康尼說：「希望我們逐步

脫離疫情時，美國和加拿大人

民都將集中在尋找工作，這也

是為甚麼這個項目一定要進行

下去。最近北美能源行業遭到

OPEC 獨裁般的決定攻擊，

破壞了北美能源的獨立，這對

我們的生計及國家安全非常重

要。」

3 月時，康尼政府曾宣布

將 向 Keystone XL 項 目 投 資

15 億 加 元， 並 為 負 責 的 TC 
Energy 公司提供 60 億加元的

貸款，以爭取在 2021 年完成項

目並創造就業機會。他強調、

「我們已經進行充分的法律諮

詢，如果拜登中止項目，我們

會考慮貿易起訴。」

拜登的發言人 18 日回覆

CBC 查詢時稱，美國前總統奧

巴馬 2015 年時取消 Keystone 
XL 跨國油管是正確的決定，

所以現在也是對的決定。 2019

年 3月川普重新批准有關項目，

並授予總統中止、撤回或改變

項目內容的權力，任何改變也

無須賠償負責的 TC Energy
公司。

Enverus 高 級 分 析 師

Stephanie Kainz 認為，如果要

將加拿大原油輸出，至少要建成

TMX（跨山油管）或 KXL 或

Line 3 其中一條，如今 TMX
在建設當中，另外兩條都面對挑

戰，但如果能建成，將能進一步

降低亞省原油輸運成本，另其更

有競爭力。

【看中國訊】加國房貸及

房 產（CMHC） 主 席 Evan 
Siddall 18 日警告，疫情令加拿

大家庭負債率推至新高，房貸違

約金額可能達到 90 億加元，如

果情況不改善，多達 20% 房貸

將被拖欠。

根據該機構評估，加拿大

今年第三季家庭負債率可能達

GDP 的 130%，而疫情前的預

測為 99%。同時，債務佔可支

配收入比重也可能從 176% 上

升至 230%。

CMHC 指出，負債比率現

在遠遠超過 80% 的危險線，「國

家債務加劇將拖累國內生產總值

（GDP），家庭和政府債務槓桿

率越來越高的話，將把未來消費

增長轉化成還貸支出，大大影響

經濟前景。房貸債務增加、房價

下跌和失業率上升，將對加拿大

長期經濟穩定帶來風險。」

CMHC 估 計， 未 來 全 國

12 個月內房價 將下降 9% 到

18%，這與信用評級機構 DBRS 
Morningstar 早前的評估一致，

該機構評估 2022 年加國房屋平

均價格可能下降 10 到 15%。

4月通脹率為-0.2%
加國統計局 19 日表示，全

國 4 月通脹率下降至 -0.2%，主

要因為原油價格下跌，加上武漢

肺炎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導致。

Monex 外 匯 市 場 分 析 師

Simon Harvey 接受《卡城先鋒

報》訪問表示，「若經濟在封鎖

措施下停滯不前，通脹壓力收縮

就是必然的，剔除油價暴跌的影

響，通脹實際上是仍然存在的，

但市場還沒有太大反應，主要是

加拿大央行政策還沒有任何改

變。」

豐業銀行資本市場經濟部

副總裁 Derek Holt 表示，數據

其實並不令人意外，目前核心

通脹率仍保持在 1.8% 左右，供

應商仍持有定價權，目前食品

價格有所上漲，其他部分仍然

疲弱。他也認為，加拿大央行

短期內仍不會採取其他刺激經

濟的措施。

【看中國訊】5 月 15 日，加

拿大政府啟動了農業移民試點

項目（Agri-Food Pilot）。政府

表示，準備接受多達 2750 個申

請，申請截止時間為 2023 年 5
月 14 日。由於魁北克有自己的

經濟移民程序，因此該試點不適

用於魁北克。

農業移民試點項目適用的職

業包括：

肉製品製造，零售屠夫，工

業屠夫，農場主管和專業畜牧工

人，食品加工工人，溫室、苗圃

和花藝生產（包括蘑菇生產），

一般農場工人，收割工人，動物

生產（不包括水產養殖）。

名額分配：屠夫 1470 名；

食品加工員 730 名；收割人員

300 名；農場工人 200 名；農

場主或牲畜飼養員 50 名。

申請人須具有高中學歷，英

語水平達到 CLB4 級。

這項為期三年的農業食品

移民試點計畫最初於 2019 年 7
月宣布，旨在幫助肉類加工、

蘑菇和溫室生產以及家畜飼養

行業的僱主滿足全職常年僱員

的需求。

「吸引和留住熟練的工人，

對於發展經濟並改善加拿大人的

生活水平至關重要。該移民項目

將幫助那些有加拿大農產品行業

工作經驗，能滿足行業需求的，

並且願意繼續在加拿大從事農產

品行業的工作者獲得永久居留

權，」移民、難民和公民部長門

迪奇諾（Mendicino）於上星期

五（5 月 15 日）發布公告稱。

【看中國訊】據大紀元時報

消息，儘管武漢肺炎疫情嚴重，

加拿大仍對留學生敞開大門。今

年一季度，共有 7055 名中國人

獲得加拿大學生簽證，比去年

同期下降 51%。在今年 3 月，

1,905 名中國人獲得加拿大學生

簽證，比今年 1 月下降 41%。

受肺炎疫情影響，除了中國

留學生，香港與印度留學生數量

也相應減少。在今年 3 月，55
名香港公民獲得加拿大學生簽

證，比今年 1 月下降 74%。在

今年第一季度，345 名香港公民

獲得學生簽證，比去年同期下降

13%。

留學生人數下降的原因之一

是，許多英文考試在疫情下被推

遲或取消。打算留學的人很難在

截止日期之前，向大學遞交英文

成績。這使得他們無法獲得加拿

大大學發出的錄取通知書。

據雅思考試官網透露，中共

病毒疫情在社區蔓延後，多倫

多、密西沙加、溫哥華、蒙特利

爾的考場暫時關閉。在中國大

陸，北京、廣州、上海、重慶的

考場已關閉。這些地區的人要到

疫情較輕的國家或地區參加考

試。

【看 中 國 訊】據 加 拿 大

競 爭 局 發 布 的 消 息， 臉 書

（Facebook）被控泄露用戶的個

人隱私信息，已被責令繳納 900
萬加元罰金。

該決定是在對 2012 年至

2018 年間 Facebook 處理用戶

隱私調查後做出的。競爭局表

示，他們發現 Facebook 錯誤地

表述了用戶可以控制的信息。

競爭局局長馬修．博斯韋

爾（Matthew Boswell）在聲明

中寫道：「加拿大人期望並應獲

得真相，關於隱私的聲明也不例

外。」「對加拿大人關於其使用

個人數據的方式有虛假或誤導性

聲明的業務，競爭局都會毫不猶

豫地打擊。」

競爭局週二（5 月 19 日）

宣布臉書將支付罰款，「該公司

對加拿大人在臉書和（消息應

用程序）Messenger 上的個人

信息的隱私聲明虛假或有誤導

性」。

去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對 Facebook 處以 50 億美元的

罰款，這是該委員會有史以來

對科技公司的最高罰款。 2016
年，法國的隱私監管機構強迫

Facebook 更改其跟蹤政策。

【看中國訊】據自由亞洲電

台 20 日報導，加拿大近期一份

民調顯示，逾七成受訪者認為，

中國政府需對全球武漢肺炎疫情

負責。

加 拿 大 民 意 調 查 公 司

Research Co. 進行的一項全國

調查發現，有 72% 的受訪者

認為，中國政府應當對疫情負

責，比 3 月時的民調結果上升

了6%。有75%的受訪者認為，

不應該把 COVID-19 病毒稱為

「中國病毒」。顯然，多數加拿

大民眾將矛頭指向中國政府，而

不會將病毒問題聯繫到種族和人

民身上。

看著民意批評中國當局的聲

浪高漲，加國總理特魯多被問及

中國政府影響世界衛生組織的獨

立性問題，特魯多也說，中國需

要回答很多質疑。「很多對於中

國的質疑，在未來的時間內，中

國需要作出回應，加拿大將參與

各國的究責行動。加拿大會繼續

支持世衛組織，因為在這樣的全

球衛生危機之時，全球性的多邊

機構非常重要，當然，沒有制度

是完美的，我們需要讓它變得更

好。」

但加拿大最大反對黨 - 聯
邦 保 守 黨 黨 領 熙 爾 (Andrew 
Scheer) 指責特魯多在中國問題

上表現太軟弱，並要求特魯多對

世衛加強問責。他指特魯多長期

對中國示好忍讓，直到最近才稍

微提及會就疫情問題向中國究

責，但這只是虛晃一招，企圖愚

弄國民。「我們一直呼籲特魯多

政府要停止向中國領導的亞洲基

礎設施投資銀行提供資金，要對

中國非法拘留兩名加拿大人：康

明凱 (Michael Kovrig) 和斯帕

弗 (Michael Spavor) 做出報復

性措施，但特魯多拒絕這樣做。

最近在民意壓力下，他才改變了

口風，這並非出於真誠意願。」

熙爾批評中國的外交政策影

響世衛太深，導致臺灣被排拒在

外，這妨礙世衛成員國分享臺灣

成功抗疫的經驗。

【看中國訊】5 月 19 日（週

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宣布，

加美邊境對非必需旅行關閉的政

策將延續至 6 月 21 日。

不過，加拿大仍在處理永久

性和臨時性移民申請。對於美國

公民和持有美國簽證、身在美國

的外國公民來說，仍可以來加拿

大工作或與家人團聚。旅行者只

要證明自己的旅行是必需的，就

可入境加拿大。

必需的旅行包括：工作和學

習；重要基礎設施支持，包括對

保障加拿大人和政府健康和安全

必需的服務；經濟服務和供應

鏈；家庭團聚。

【看中國訊】2019 年，卡城

警方在遊樂場區的車輛超速罰單

超過 91,000 張。

與 2018 年相比，增長了

22%。但少於 2016 年的數量。

卡城警察局交通科的代理

督察埃萊夫森（Steve Ellefson）
表示，雷達攝像車輛的數量或執

法人員的數量沒有明顯變化。去

年罰單上漲的原因有多種。

儘管與前一年相比，罰單金

額增加了 160 萬。執法決策是

出於安全考慮而不是財務方面的

考慮。

但有人質疑，警方為僱用

24 名新警官而增加罰款收入。

也有人懷疑警方降低雷達預警的

門檻。

【看中國訊】去年美國名校

招生醜聞鬧得沸沸揚揚。其中

一名叫隋曉寧（Xiaoning Sui，
音譯）居住在加拿大卑詩省

Surrey 的華人女子，因為涉嫌

賄賂名校教練，去年 3 月被控，

9 月在西班牙被捕，羈留了 5 個

月後被引渡到美國。今年 5 月

18 日，美國聯邦法官裁定，判

刑 5 個月並罰款 25 萬美元。她

對檢方的指控認罪。

檢方說，隋向假冒慈善組織

的辛格支付 40 萬元，辛格與南

加州大學的前足球教練勞拉．

詹克將她的兒子包裝成足球特

長生，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錄取。但事實上他沒踢

過一場比賽。辛格和詹克也都表

示認罪。

受疫情衝擊大企業貸款申請已開放

Bill Morneau (Getty Images)

如拜登暫停KXL油管 難向美國人交代康尼：

CMHC：負債率恐拖累GDP

加國啟動
農民移民試點項目

逾七成加國人認為
中國要為疫情負責

一季度加國對華學生簽證降半

美加邊境

繼續封關一個月

卡爾加里遊樂場區
罰單上漲

花40萬送子入美國名校
母被判刑

洩用戶隱私 臉書被罰9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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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武漢當局 11
日發布通知，決定在武漢全市開展病毒篩

查「十天大會戰」。武漢當局為此動員了

幾乎所有的醫護力量，以完成 10 天檢測

完 1100 萬人的目標。然而，網傳消息顯

示，從 5 月 15 日開始，陸續有當地居民

接到通知，暫時取消核酸檢測。

一個微信聊天記錄截圖顯示，武漢湯

山村以「醫護人員穿防護服採樣有中暑現

象」為由，暫時取消核酸檢測。有的社區

則以「核酸試劑量調配出現障礙」為由，

停止核酸檢測。還有的社區直接通知，次

日的核酸檢測暫延，具體日期另行通知。

傳陽性率高達10%
前述部分社區通知暫停檢測的背後

是否另有原因，外界不得而知。不過網

友「月光博客」在推特分享信息稱，武鋼

總醫院最近檢測了 1402 人的冠狀病毒抗

體，結果顯示 SARS-CoV-2 IgG 抗體陽

性率大約是 10%。這一數字是此前《財新

網》報導的 5-6% 的陽性率的 2 倍。

《財新網》5 月 12 日曾報導稱，武

漢在 4 月份進行 1.1 萬人的血清流行病

學抽樣調查中，大約有 5-6% 的取樣者

出現抗體陽性，此比例高於預期。按照

《財新網》報導的抗體陽性率，武漢 1100
萬人中，或有 55 萬 -66 萬人已經感染。

而按照武鋼總醫院 10% 的比例，則有

110 萬人感染。目前，《財新網》的報導

由於受到外界的廣泛關注已經從其官網

刪除。

另一方面，各個檢測點亦存在管理混

亂的現象。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武

漢盛世東方小區的核酸檢測點，接受核酸

檢測的唾液樣本未獨立封存，而是把幾個

人的樣本共同存放在一個塑料瓶內。並且

所有的樣本上都沒有標籤，沒有編號，沒

有被檢測人的姓名，根本就分不出來是誰

的檢測結果。

網傳的一個視頻顯示，一位女士舉著

2 個裝滿檢測後試劑的瓶子，向大家展示

說：「在一個盒子裡面，沒有編號，全部

放在一個盒子裡面，誰是誰的，都不知

道。這種（測試）做了有什麼意義，裝

在一個瓶子裡，你們看一下。」

武漢某第三方檢測機構相關負責人接

受大陸《財經雜誌》採訪時也承認，「我們

現在一般會混合 5 人份樣本打包檢測，

先運行一下。各方面流程磨合好了以後，

會適當增加混合的樣本量。」

瀋陽排長隊就診

5 月 20 日在臉書上流出一段視頻：

遼寧省瀋陽醫大醫院門前預約排隊就診的

病人一眼望不到頭。前幾天出現瀋陽 463
軍隊醫院封閉。又出現遼寧省醫院封閉醫

院，說有醫生感染，3000 多人隔離。

近幾天吉林舒蘭、豐滿曝出群聚感染

封城。公安局人員及家屬全部隔離。上海

也曝疫情嚴重。不少網民在網上熱烈討論

事件，外界分析，疫情或給兩會人員造成

恐慌。

彭博：東北症狀與武漢不同

美國彭博社報導，目前在中國東北地

區出現的武漢肺炎疫情，與湖北武漢最初

爆發的疫情特點有所不同。除了需要更長

時間恢復健康之外，東北地區確診患者的

症狀也與武漢當地的患者不同。

報導引述一位名叫邱海波（Qiu 
Haibo）的東北醫生透露，病毒在東北地

區潛伏期超過 2 個週，這是目前疫情擴

散比較慢的原因之一。東北地區大多數患

者出現肺部損傷，而武漢的患者則是更多

出現心臟、腎臟和胃部的病變。這可能表

明病毒正在持續變異。

目前，吉林省吉林市、舒蘭市（是

吉林市轄管的縣級市）和瀋陽市至少出

現了 46 個病例，其中 26 人住院接受治

療。這些城市也都已再次實施所謂「封

城」防疫措施。

報導稱，4 月，位於中國杭州市的浙

江大學（Zhejiang University）一項科

學研究發現，武漢肺炎病毒已突變為至

少 30 種不同的基因版本。浙江大學這項

研究報告稱，武漢肺炎的藥物和疫苗開發

迫在眉睫，但也需要考慮到病毒出現的這

些不斷累積的突變，特別是奠基者突變

（The Founder mutation）的影響，以此

避免可能出現的潛在陷阱和誤區。

之所以東北地區疫情與武漢最初爆

發的疫情特點有所不同，可能是因為首

次爆發疫情時武漢公共醫療體系不堪重

負，當時只有病徵最重的患者才得到治

療，而現在醫生則可以在比較寬鬆的

情況下更註意觀察患者出現的症狀。而

且，東北地區受感染的患者因潛伏期較

長，無症狀的時間較長，從而造成了家

庭成員的群聚感染。

武漢全民檢測被緊急叫停

在武漢全民檢測開始不久，陸續有當地民眾接到通知，核算檢測全部暫停。（Getty Images）

【記者文可伊編譯報導】美國參議

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周一（18 日）

宣 布， 參 議 員 馬 可 · 盧 比 奧（Marco 
Antonio Rubio）將暫代參議院情報委員

會主席職位。

據美國政治新聞網 Politico 報導，原

任主席、來自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的參議

員理查 · 伯爾（Richard Burr），上周通

知參議院，他因面對聯邦調查局 (FBI) 對
其股票交易進行調查，因而辭去主席一

職。Politico 分析，這次的授命對 2016
年參加總統大選落敗後的盧比奧而言，是

個重要的「政治星途轉捩點。」

盧比奧一旦走馬上任後，就躋身成

為統稱「八人幫」的成員，將定期與國會

參、眾兩院的領導人以及兩黨的情報委員

會小組，聽取最敏感的機密簡報。

推選盧比奧出任代主席職位的麥康奈

爾，在一份聲明中說 :「參議員盧比奧在

相關問題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和領導能

力，是適合的人選。」

盧比奧在參議院頗引人關注，尤其是

在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問題上，積極將自

己定位為共和黨人的前鋒，為顯著的對俄

羅斯和中國議題的鷹派人士，預計他將會

繼續進行伯爾對俄國的調查。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中國駐

以色列大使杜偉 5 月 17 日在寓所床上離

奇猝死。引起猜測的是，北京稱可能不會

派人到以色列調查杜偉死因。北京外交部

發言人華春瑩發推特悼念杜偉也出現罕見

錯誤。

據以色列媒體稱，以色列當局正在

調查其死因，尚未就此事件發表評論。

中方本打算 19 日派遣獨立調查團，但如

今改口指將不會派遣調查團到以色列。

以色列第十二頻道電視臺說，一名匿名

急救人員稱，初步判斷杜偉是在睡夢中

死亡。外界發現杜偉之死存在三大疑點：

一、北京外交部並未透露真實死因，只

說「健康原因」，二、死在床上，三、妻

子不在身邊。

中國駐以國大使館日前發布一份聲明

稱，根據初步檢查「杜偉大使因健康原因

猝死」，但具體死因還需進一步調查。

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 18 日的

記者會上也未回應是否會派調查團。他

說，初步診斷杜偉「身體健康原因意外去

世」，還需進一步核實具體情況。

而另一位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發

推文悼念杜偉時罕見連打錯三個單詞，引

起網友關注。

華春瑩在推文中用英文寫道：「對我

的同事駐以色列大使杜偉致最深悼念」

（Deepest condolences to my colleage 
Ambassador Du Wei to Isreal!）

有網友提醒：「Israel（以色列）寫

錯 了」、「colleague（同 事） 也 寫 錯

了」、「condolences 的對象好像也不太

合適」（condolence 通常是對死者的親友

表示哀悼慰問）。

華春瑩隨後修改推文，還用英文補上

一句話：「抱歉串錯字，謝謝指正，我現

在改過來。」（Sorry for the misspelling.
Thanks for pointing it out.I correct it 
now.）她並沒有刪除之前發錯的句子，

仍讓其繼續保留在推特上。

而中方突然改變主意，不再派遣調

查團赴以色列調查杜偉死因，也引發輿

論諸多猜測，有網友認為可能其死亡不

太「光彩」，有人猜測，杜偉有可能因

感染肺炎猝死；也有網民則認為，杜偉

妻兒不在以色列境內，而且又是死在床

上，非常蹊蹺。

據悉，杜偉死前 4 天曾攻擊美國國

務卿彭佩奧（Mike Pompeo）。 5 月 13
日，蓬佩奧訪問以色列，並在記者會上批

評中共隱瞞疫情以及投資威脅等，並直言

病毒源自中國武漢。 14 日，中共駐以色

列大使館發文，將蓬佩奧批評中共政府的

言論形容為「政治病毒」。因此外界猜

測，不排除杜偉因壓力過大自殺的可能。

【看中國訊】臉書首席執行官馬克 · 朱
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週一與歐盟

官員線上直播對談時表示，目前中國的管

理模式（中共體制）與西方民主國家的

價值觀大相逕庭，並強調這種管理模式相

當危險。

據《美國之音》報導，朱克伯格 18 日

在與歐盟官員線上直播對談時提到，他認

為中國的管理模式相當危險，而且擔心會

有其他國家仿效，因此呼籲西方國家應該

採取民主方式與「中國模式」進行抗衡。

朱克伯格還談到，言論自由和安全應

該如何平衡確實是個意義重大的問題，他

認為問題不在管制與法規，而是何種框架

能在全球脫穎而出。

這並不是朱克伯格首次對中（共）

國的網路監控表示憂心，他曾經指出，近

來暴紅的中國短片平臺抖音同樣鉗制言論

自由，例如在反送中期間對「香港」等關

鍵字進行審查。

事實上，朱克伯格曾經一直努力希

望臉書能進入中國的巨大市場，並在過

去爆出許多迎合北京進行審查的醜聞，

而如今臉書評台的審查醜聞仍未平息。

不過，據悉最近他已放棄了進入中國市

場的計畫。

【看中國訊】日本軟銀集團 5 月 18 日

宣布，阿里巴巴聯合創始人馬雲將卸任軟

銀董事。並將在 6 月 25 日的年度股東大

會上提出三位新任命的董事會成員，包括

軟銀集團的 CFO 後籐芳光，益華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 CEO 陳立武和早稻田商學院

教授川本裕子。

此外，軟銀將於 2021 年 3 月份之前

再度斥資不少於 5,000 億日圓回購公司股

票，份額至多達公司股票的 6.7%。

3 月中旬，軟銀曾發布了一項同等規

模的回購計畫，截至 3 月 13 日以來已經

回購了 2,506 億日圓的股票。軟銀最新年

報顯示，由於在共享經濟領域初創公司的

投資出現失誤，其營業收入損失了 1.35
萬億日圓。

軟銀集團董事長孫正義在日前接受媒

體採訪時表示：「我認為馬雲仍將是一個

有遠見的人，幫助管理層當他們需要建議

時，他一直會在那裡。他是一位很棒的

人，很棒的朋友，很棒的搭檔。」

在 2007 年 5 月 8 日，軟銀發佈公告

稱 , 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兼 CEO 馬

雲將成為軟銀集團董事會成員，馬雲成為

軟銀集團的第 10 位董事，參與軟銀的重

大事件決策。

【看中國訊】英國政府應對疫情的金

融措施頻出，5 月 20 日首次發行負利率

債券，加入德國、日本等其他歐洲國家以

負利率出售政府債券的行列，而各界始終

存在負利率是否對經濟有幫助的爭論。據

CNBC 報導，英國債務管理辦公室 5 月

20 日發行了 37.5 億英鎊 2023 年到期的

債券，收益率為 -0.003%。此外，英國

貨幣市場也在押注英國央行將於 2021 年

6 月貨幣政策會議上正式推出負利率。

以負利率發債，意味著債券投資者

借錢給英國政府，還要付利息給英國，

且投資者持有債券到期，只能領回更低

的本金。

【看中國訊】美國國會議員布萊恩 ‧

菲茨派翠克（Brian Fitzpatrick）早前申

請 5 月 13 日在美國國會大樓升旗，當日

升旗後，兩面國旗被贈予大費城法輪大

法學會，以此褒獎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

先生和紀念 2020 年 5 月 13 日世界法輪

大法日。

菲茨派翠克在贈旗的褒獎狀種寫道：

「茲證明，應國會議員布萊恩菲茨派翠克

（Brian Fitzpatrick）的要求，這面美國

國旗於 2020 年 5 月 13 日，在美國國會

大廈上空飄揚過，以特別表彰法輪大法創

始人李洪志先生將法輪大法洪傳世界，並

傳播法輪大法的核心原則——真、善、

忍。您的教導，將繼續激勵世界未來的領

導人，給他們帶來信心。」

另一份褒獎狀則寫道：「茲證明，

應國會議員布萊恩菲茨派翠克（Brian 
Fitzpatrick）的要求， 這面美國國旗於

2020 年 5 月 13 日在美國國會大廈上空

飄揚過，以特別表彰大費城法輪大法學

會，紀念世界法輪大法日和法輪大法洪傳

28 周年。」

根據《美國國旗法》，美國國旗會在

元旦、感恩節、聖誕節、總統就職、憲法

日、國旗日、獨立日、林肯誕辰、國旗

日、各州加入聯邦紀念日、州立節日及退

伍軍人日等國家重要日子升旗。

盧比奧暫代參院情委會主席美國國會5.13升旗 並贈旗法輪功學會

美國國旗在國會大廈飄揚。（網絡圖片）

褒獎狀和贈予大費城法輪大法學會的美國國旗。

朱克伯格批評「中國模式」

北京駐以大使猝死 外交部反應惹議

史上第一次 英國發行負利率債券

馬雲將卸任日本軟銀董事 孫正義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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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共肺炎（又稱

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

對中國經濟衝擊愈發明顯，

累計已達 14.6萬億元人民
幣規模的住房公積金制度

存廢引發爭議。5月 18日
晚間，北京當局發布萬字文

件，談及此事。

三個月以來引發爭議的住房

公積金制度得到官方較為明確

的信息，港臺時間 5 月 18 日晚

間，北京當局發布〈關於新時代

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的意見〉。其中提到：「要加快

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

租購併舉的住房制度，改革住房

公積金制度。」

根據《華夏時報》5 月 19 日

報導，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

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說：「中央

明確了改革公積金的提法，首先

是對取消公積金的一個否定，同

時也明確要對目前公積金存在的

制度性問題進行進一步改革。」

對於未來公積金改革的方

向，倪鵬飛也提出了建議：首

先，針對「劫貧濟富」的問題實

行逆向補貼，工資高的人多繳，

工資低的人少繳，並且允許使用

公積金租房；其次，針對公積金

不能轉移和隨遷的問題，建議將

全國性的公積金金融機構，改革

成純粹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在金

融監管當局的監管下進行運作；

最後，針對公積金僅限於買房，

不能覆蓋養老、醫療等需求的問

題，也可以打通公積金和醫療保

障基金、養老基金之間的關係。

此前在 2 月 11 日，原全國

人大財經委副主任、中國國際經

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發表

文章，對疫情下中國經濟發展和

製造業復工提出幾點建議。針對

製造業復工、復產的困難，黃奇

帆提出加快四方面改革，其中之

一便是取消住房公積金制度。

這篇文章在學術界和民間掀

起了關於住房公積金制度存廢的

熱烈討論。

黃奇帆認為，住房公積金制

度是 1990 年代初從新加坡學來

的，現在中國房地產早已市場

化，商業銀行已成為提供房貸的

主體，住房公積金存在的意義已

經不大，將之取消可為企業和職

工直接降低 12% 的成本。

其實早在 2017 年 11 月，

東南大學經管學院名譽院長華生

建議普遍降低增值稅、所得稅主

要稅種的稅率，廢除住房公積金

制度；原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也

在 2018 年提出，建議逐步將強

制性住房公積金改為自願繳存。

不過，上述言論均是在討論

住房制度改革，而此次作為疫情

期間減輕企業負擔的措施，取消

公積金制度的建議在社會上引起

了更廣泛的關注與爭論。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院

長劉俏與該學院金融學系教授張

崢聯名發表署名文章反對取消住

房公積金，文章認為取消公積金

不能真正降低中小微企業的負

擔，還會對居民收入和消費產生

影響。

另有網絡媒體展開了一次網

絡問卷調查，超過 2000 位參與

者中，74.62% 不贊成取消。

2019 年 5月 31日，中國住

建部、財政部和央行聯合發布的

〈全國住房公積金 2018 年年度

報告〉（下稱〈公積金報告〉），截

至 2018 年末，繳納公積金的人

數僅為 1.4 億，繳納的住房公積

金總額為 14.6 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提取總額 8.8 萬億元，

繳存餘額多達 5.8 萬億元。

根據〈公積金報告〉數據顯

示，2018 年，支持貸款職工購建

住房面積 2.87 億平方米，占全國

商品住宅銷售面積的 19.42%。

2018 年末，個人住房公積金貸

款市場占有率 16.19%，遠低於

商業貸款占有率。

這也是當前視公積金貸款

為「雞肋」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深圳為例，個人公積金貸款

最高額度 50 萬，家庭為單位最

高額度 90 萬，相較於深圳主流

300 萬～ 800 萬的房價，公積

金貸款能解決的問題似乎是杯

水車薪。

公積金貸款占貸款比例雖然

不高，但是買房如果能用上公積

金，依然比銀行商業貸款划算。

目前貸款 5 年以上的公積

金利率為 3.25%（購買第二套

房是 3.75%）；商業貸款則為

4.85% 以上，在目前各地樓市

限購、限貸的政策下，實際首套

房貸款平均利率在 5.5% 左右。

假設貸款 100 萬元，30 年

期限，使用公積金貸款比商業貸

款節省的利息為 48 萬元。

另有財稅人士分析認為，站

在企業的角度來說，一旦取消了

住房公積金，對於企業來說，可

以省很大的資金成本。

在這方面可以通過住房公積

金的取消，讓企業的經營成本大

幅度降低。

所以，站在企業的角度來

說，取消住房公積金比不取消住

房公積金會好很多。

【看中國訊】疫情重創中國

經濟，大量企業因無法恢復正常

經營，而難以償付到期的銀行貸

款。疫情爆發之初，北京將部分

貸款減免延長至 6 月 30 日，然

而疫情持續數月，為了不讓鉅額

貸款成為壞帳，銀行期望北京再

予以新一輪減免延期。

彭博社 5 月 19 日引述知情

人士消息稱，北京監管機構已與

部分受疫情影響的貸款人討論了

將貸款減免延長至 6 月 30 日之

後。銀行家和分析師認為，如果

現在不採取一些措施，銀行下半

年的不良貸款將出現激增，並且

會削弱其保證信貸流動的能力。

中國銀保監會 5 月 18 日

稱：「適當延長延期還本付息政

策實施期限。」但並未提及這是

否針對 6 月 30 日第一輪減免延

長到期的貸款。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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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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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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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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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

導】圍繞病毒來源及貿易問題，

美中關係日益緊張，兩國在科技

和金融領域的行動也引發外界關

注。近日，有消息指納斯達克將

推出針對 IPO 的新規定，此舉

增加了中企赴美上市難度。

5 月 19 日，在美上市中企

瑞幸咖啡公告稱，已經收到納斯

達克交易所的退市通知。根據披

露的文件，SEC 上市資格委員

會做出摘牌的決定基於兩個理

由：根據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規

則 5101，瑞幸咖啡於 4 月 2 日

披露的虛假交易引發了公眾利益

的擔憂；根據上市規定 5250，
瑞幸咖啡在過去未能公開披露有

效信息，並通過此前的商業模式

進行了虛假交易。

週三（20 日），瑞幸咖啡

停牌六週後恢復交易，股價跌至

2.82 美元，較 4 月 6 日收盤價

大跌 36%，成交量巨大。

路透社 5 月 18 日引述消息

人士稱，納斯達克將推出針對首

次公開發行上市（IPO）的新規

定，這些新規定將增加部分中企

在其股票交易所上市的難度。

據消息人士稱，儘管納斯達

克不會在上市規則中特別提到中

資企業，但此舉主要是出於對一

些希望在其交易所進行 IPO 但

又缺乏會計透明度的中國公司，

以及與有權勢的內部人士關係密

切的擔憂。

消息人士稱，新規則將要求

企業通過 IPO 籌資規模須達到

2500 萬美元，或至少是上市後

市值的四分之一。新規則還將要

求審計公司須確保他們的國際特

許經營業務符合全球標準。

彭博社引述摩根大通策略師

朱海斌團隊認為，美中關係是

2020 年展望中最大的不確定因

素之一，其不確定性在於兩國交

鋒是僅停留在口頭上，還是會升

級為具體行動。可以明確的一點

是，兩國的雙邊對抗正從貿易領

域擴大到其他領域，包括科技及

金融等。

無獨有偶，在紐約證交所

上市的中資公司跟誰學（GSX.
US）近日被做空。《界面新聞》

報導，5 月 18 日渾水（Muddy 
Water Research）發布做空報

告，認為跟誰學的營收中至少有

80% 是假的。

報告研究了跟誰學自有用戶

及出勤數據，即通過 200 多個

付費 K12 課程下載了跟誰學的

數據，覆蓋了 54065 個獨立用

戶。報告發現，至少有 70% 的

用戶是機器人，因為出勤時間、

學生和老師的 IP 地址，以及爆

發湧入課堂的時間等信息都頗為

一致或反常。渾水認為，其用戶

造假比例應該與營收欺詐比例相

當，而跟誰學就是一家大規模虧

損的企業，幾乎是一個空盒子，

沒有用戶，也沒有收入。

渾水指出，跟誰學的長期投

資者可能面臨更大風險，因為跟

誰學董事長陳向東至少抵押了

3.18 億美元的公司股份，而借貸

方可能會大舉拋售股票，導致股

價暴跌。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分

股份的出借人是瑞士信貸，也是

瑞幸咖啡的重要保證金出借人。

至此，跟誰學今年已遭

4 家 機 構 的 6 次 做 空， 做 空

機 構 包 括 香 櫞 研 究（Citron 
Research）， 灰 熊（Grizzly 
Research）、天蠍創投（Scorpio 
VC），以及渾水。

北京對住房公積金最新表態

累計已達 14.6萬億元人民幣規模的住房公積金制度存廢引發爭議。

瑞幸咖啡遭退市  渾水做空跟誰學
中國企業停工

銀行犯難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5 月 18 日，北京當局授權官媒

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

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的意見〉，其中最令市場關注

的是財稅方面的表述。此次〈意

見〉著重與老百姓房子密切相關

的房地產稅立法。

官方財稅法專家表示，房

地產稅立法較為複雜，需要考

慮社會共識、納稅人承受能力

等多種因素擇時推出。房地產

稅如果開徵，將被定為地方政

府的稅種。

疫情肆虐令經濟陷入停擺，

經濟正面臨著需求端和供給端的

雙重困境，在一季度 GDP 同比

增長為負值之後，中國二季度的

經濟情況更令各界關注。

中國財政部數據顯示，1 ～

3 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

入同比下降 14.3%。其中，全

國稅收收入同比下降 16.4%。

而近年來地方政府財政赤

字愈發嚴重。 2019 年前 10 個

月，只有上海市財政收支略有盈

餘，其餘各省市均出現不同程度

赤字。其中，河南、四川兩省赤

字更是突破 5000 億元。 2020
年一季度，中方地方政府財政

收入不到 2.5 萬億元，同比下降

12.3%。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華盛頓

信息與戰略研究所所長李恆青認

為，房地產稅早在幾年前就被列

入了立法計畫，但遲遲沒有進

展。當局近期之所以重提這項立

法工作，是因為地方政府赤字已

經幾近失控了。「這是因為政府

沒錢了。中國房地產業按理說根

本不存在稅基。比如你收物業稅

的前提是甚麼？前提是這個物業

是有主的。那麼中國房地產的主

人是誰？人們持有的房產證不

是永久性的，只有幾十年的產

權。」李恆青表示，中國財政支

出不透明，納稅人常常被蒙在鼓

裡，這難免會引發他們的質疑和

反感。

北京再提房地產稅立法 背後有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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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春雷與令計畫家隱秘關係被曝光

胡春華密集外出調研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據中共官方報導，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 5
月 18 日現身北京和河北雄安新

區。新聞畫面顯示，胡春華在

河北和北京調研時，全程未戴

口罩。

此次調研，胡春華要求推進

雄安新區供水、防洪等基礎設施

建設，提升水安全保障水平、以

及華北地下水超採治理工作等。

報導稱，自 5 月以來，胡

春華已兩次外出調研。 5 月 8
日至 10 日，他在吉林調研督導

春耕和生豬生產工作；5 月 18
日，他在河北省和北京市調研。

胡春華從 4 月中旬開始，

由南向北先後去了廣東、湖南、

南疆、河南、山東和吉林六地。

在胡春華調研雄安之前，5
月 9 日，中國國家防總副總指

揮、水利部部長鄂竟平到雄安

新區。

承載著「千年大計」的雄安

新區開設已滿 3 週年。 2017 年

4 月 1 日 ，中共中央、中國國

務院決定在此設立國家級新區

後，這個被中共一號人物賦予

「千年大計」的「一號工程」，

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因未啟

動大規模建設而引髮質疑聲不

斷。

2019 年 1 月 16 日， 習 近

平在河北雄安新區考察調研時表

示不滿，稱雄安「這兩年，幾乎

沒有動一磚一瓦」。

2020 年 4 月 1 日，從中國

官媒《中新社》報導發布的多張

圖片可以看到，雄安新區現場的

建築仍未完成主體結構施工，周

邊還有大片的荒地。

中共兩會即將召開，北京高

層各方博弈激烈，紅二代任志強

發「倒習信」持續發酵之際，另

一名紅二代、陽光集團主席陳平

轉發了一份建議書，呼籲緊急召

開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習

近平是否適合繼續留任的問題。

海外社交媒體推特同期盛傳

中共元老逼宮，習近平不得不放

棄終身制，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已經內

定為接班人，在十九屆五中全會

增補入常，二十大將分別角逐總

書記和總理職位。

目前中共的接班團隊中，胡

春華仍然是二十大升任常委的最

熱門人選，而胡春華政治資歷在

60 後中獨佔翹楚，也是下一屆

中共領導人的有力人選。

對此，有網友評論，中國政

壇從來沒有泄露秘密的傳統，只

要是提前確認的關於領導人更迭

的消息，一定是假消息，當然這

些謠言恰恰說明了人心思變，這

才是這個政權最怕的事情。

《看中國》評論員鄭中原則

認為，中共政權處於內憂外患的

嚴重危機中，朝中無人，接下來

未必就有二十大了。前述傳言來

源不明，或許只是中共內鬥的一

樁放風消息，不能當真。

【看中國訊】中共公安部

副部長孫力軍 4 月 19 日

落馬之後，傳與孫力軍有

緋聞的央視女主持人董卿

及其上海富豪丈夫密春雷

被陸媒深挖。密春雷不僅

牽涉與令計畫家庭有密切

交集的曾顯波，神秘的幕

後勢力「瑞初基金」也漸

漸浮出水面。 

卸任司法部長 
傅政華轉為閒職

【看中國訊】卸任中共司法部部長的

傅政華，5 月 19 日獲全國政協增補為政

協委員、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傅政華長期在北京公安系統工作，中

共十八大前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

局長。其時一直被外界視為周永康的親

信。在習王反腐打擊周永康等人時，傅政

華被傳倒戈，投向習近平以求自保。

傅政華 2016 年 5 月任公安部常務副

部長，中央 610 辦公室主任。 2018 年 3
月至 2020 年 4 月，任司法部部長。此次

傅政華獲任的全國政協職位和全國人大一

樣，歷來被認為是官員「養老」之所。不

過，也有不少退休高官在這個位置被查，

如：蘇榮、令計劃、白恩培、秦光榮、王

�、王三運等。

最高檢二號人物被免職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大陸兩

會前夕，政法系統屢遭整肅。北京市檢察

院副檢察長焦慧強在 5 月 8 日落馬後，

再有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邱學強於 5 月

18 日被免職。官方未說明他被免職原

因，早前有傳聞指，他曾下令酷刑滅口央

視主播劉芳菲的丈夫、香港富商劉希泳。

今年 63 歲的邱學強，山東莘縣人，

曾長期任職青海省政法系統，後進入中央

政法系統，2001 年 6 月任最高檢察院副

檢察長，2002 年 9 月任最高檢察院黨組

副書記、副檢察長至今。

2017 年 3 月，央視主播劉芳菲的丈

夫、香港富商劉希泳在獄中被酷刑折磨致

死。

2017 年 7 月 10 日，有知情者對海

外中文網說，因為涉嫌導致劉希泳致死，

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檢察院副檢察長

趙伯忠，檢察員許學哲等 9 名檢察官被

刑拘。不過，檢察官的家屬喊冤說：真正

下令的黑手是邱學強。《明鏡郵報》曾引

述知情人的消息，邱學強背後還有更大的

黑手。

《內幕》雜誌曾報導稱，在劉希泳死

亡之前，他交代的材料其中一部分已經被

篡改或被消失。此案涉及到前任、現任政

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等一大批政法

系高官。

據港媒報導，劉希泳在被審問過程

中，他被各種虐待逼供，後搶救無效身

亡。

法廣曾援引中共高層知情人士的話披

露，劉希泳獄中死亡是因為他所知道的高

層黑幕太多。

29名代表委員 
將缺席中共兩會

返京後首次露面 
王志民滿頭白髮

【看中國訊】原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今年 1 月調返北京，擔任中央黨史和

文獻研究院副院長，保留正部級。王志民

近日公開露面，戴著口罩，不但消瘦了不

少，髮際線後移，頭髮也幾乎全白。

據《蘋果日報》報導，中央黨史和文

獻研究院 5 月 11 日在北京開會，討論今

年工作及紀律檢討的內容。王志民負責主

持會議。

這是王志民今年 1 月返回北京出任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後首次

公開露面。王志民離任後，由前山西省

委書記駱惠寧接任。王志民是在 2017 年

9 月接替張曉明出任中聯辦主任，任期僅

2 年 3 個月，是歷任香港中聯辦主任任期

最短的一人。

把ڳ熊㨀 
 㐀　㌀ⴀ㈀㔀㈀ⴀ㈀㔀㠀㘀 
㔀㠀㜀ⴀ㜀㤀ⴀ㤀㜀㠀㠀慓㹲ꁒ첑

  桳뙛ٴ  

㘀　ᩙ牫ꮑ硛婓쑻ꮑήꪊ祙⡵虎ူ一愀琀甀爀愀氀 䴀椀 夀猀 쵳톞瞋퍧獎ᄰ豎ࡧ豟幹䝙葶瞕祝虎N魎
톞ǿ䉦蒐讉䦋虎繞䵏ƀ멎彎ൎꙞᩙᩙᅜᅜ瞕祝虎끥葶톞Ȱꮑή梈㩹⽦며
ူ一愀琀甀爀愀氀 䴀椀 夀愀쵳톞瞋퍧獎ᄰ⽦ㅵ൩楲빼حملၢ䁢१瞋쩖쩓扠꥟쩖齒محل葶屏⡵Ȱ

匀漀礀戀攀愀渀  䠀攀渀渀愀

ⴀ ൩楲حمل酒豔䶑륥
ⴀ ⅱ獔ൎ⭔䱶楲
ⴀ ծ豟ⅱ顫奵ᙓ硛楲
ⴀ 絶İ쎞İ꽧榐⡵
ⴀ ί空Փⅼ깕륥뽏

g끥䡙獼聢厈΄홓⥙㙱൩楲빼癑ぽ깟䚘鉼محل며䁢
㡔㙥ಀൎ⽦蚉쮄⡗晽쁹g摜葶뱮偛豔

ઙ♎罏䭎쁹푧 텮ژ䥑ꑯ깎鞞

娀攀渀 ☀ 䄀挀挀攀猀猀漀爀椀攀猀꩹
ɞ䁓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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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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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因疫情推遲兩個多月的中共全國

政協和人大會議分別於 5 月 21
日和 5 月 22 日在北京舉行。共

7 名全國政協委員去職，將缺席

今年兩會。另外 22 名中共人大

代表去職，包括 4 名高級軍官，

也將缺席兩會。

據陸媒統計，自去年全國政

協會議閉幕以來，共有 7 名委

員去職，將缺席今年兩會。其中

有 3 人是被撤銷委員資格的，

包括哈爾濱市政協前主席姜國

文、天津市政協前副主席瀋中

陽、克拉瑪依市副市長阿不力克

木艾則孜；4 人請辭全國政協委

員，包括京東集團行政總裁劉強

東等。

全國政協十三屆常委會第十

次會議 5 月 19 日閉幕，會議決

定，接受相開進、臧紅辭去第

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相開進是

魯信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總經

理，臧紅曾任撫順市副市長。同

時免去瀋中陽第十三屆全國政協

委員常務委員的職務。

今年 58 歲的瀋中陽是一名

器官移植醫生，現任天津市政協

副主席，農工黨天津市委會主

委，市第一中心醫院院長。港媒

報導稱，瀋中陽已經「出事」。

姜國文則於去年 9 月 24 日

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他

曾任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政協主

席、黨組書記。

劉強東則因個人原因請辭，

他於 2018 年第一次當選全國政

協委員，同年 8 月涉嫌性侵案

曝光後，個人名譽跌至谷底。

據《財新網》報導，22 名去

職的全國人大代表中，至少有

17 人是因涉嫌「違紀違法」等

原因，被責令辭去代表職務的，

將缺席今年兩會。

孫力軍是「上海幫」在政法

系培植的「大將」。密春雷則是

在上海出生、上海發跡的神秘富

商。董卿是密春雷的妻子，被傳

是孫力軍的情人。

陸媒連發三文 
再起底密春雷

5 月 15 日，《中國經營報》

再發文「密春雷汽車『邊緣地

帶』」，揭示密春雷和其掌控的

覽海集團在汽

車行業的隱秘

關係網。福日

集團的全資子

公司青島福日

汽 車 集 團 有

限 公 司（簡

稱「福 日 汽

車」）、康順汽

車，都曾出現

在這個網中。

覽海集團還介

入到潤東汽車

的資本運作當中。

4 月 27 日，《中國經營報》

旗下的「等深線」發文「上海富

商密春雷‘秘史’」，聚焦覽海控

股、上海人壽以及覽海醫療的

實控人密春雷近年來的暴發式

發展，其神秘的資金來源備受

關注。

密春雷與曾顯波 
關係密切

陸媒最新的文章指，密春雷

和覽海集團曾經與「福日汽車」

關係密切，有著一樁「隱秘」交

易。 2018 年 8 月 17 日，福日

汽車通過愛建信託發行了一個 4

億元的信託計畫，

籌措資金。

該筆融資的連

帶責任擔保方為

覽海集團及密春雷

個人。同時作為擔

保，覽海集團將其

持有的曲靖商業銀

行 5.5% 股權收益

權質押給了該信託

計畫。

除了出手為福

日汽車擔保，密春

雷和福日集團實際控制人曾顯波

之間，還有另外一重關係，那就

是長江商學院的校友。 1967 年

出生於青島的曾顯波，是長江商

學院 EMBA09 期學員。曾顯波

在長江商學院畢業後曾擔任過青

島校友會會長。密春雷則是長江

商學院 EMBA07 期學員。

曾顯波與令計畫家族 
隱秘關係被揭

2014 年 12 月 22 日，令計

畫被宣布遭受調查，引起中共政

壇地震。陸媒報導說，因涉及相

關腐敗案件，福日集團實際控制

人曾顯波在 2014 年 12 月左右

被「帶走」配合調查。

失聯近一個月後，2015 年

1 月 24 日下午，曾顯波現身福

日勞斯萊斯首臺自主定製版幻影

新車交車儀式。

2015 年 1 月，上海報業集

團旗下《界面新聞》引述消息人

士透露，曾顯波被調查可能緣於

其幫助令計畫妻子谷麗萍試圖通

過海路逃亡日本。此前有報導

稱，谷麗萍 2014 年 12 月曾試

圖通過海路逃亡日本，最終在青

島被捕。

董卿和丈夫密春雷 (看中國合成）

https://epaper.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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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 香 港 連 續 第

5 日無本地感染個案。累積確

診數字維持在 1,056 宗，當中

657 宗屬輸入或相關個案，死

亡人數維持 4 人。港府官員今

日召開記者會，公佈新一輪防

疫措施調整。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引

用世界衛生組織的評估，稱病毒

會繼續在社會存在，考慮到專家

意見、5 月 27 日復課安排和正

準備進行大規模社區篩查，認為

現時並非放寬防疫措施的時機。

陳 肇 始 宣 佈， 原 訂 5 月

21 日屆滿的「限聚令」將會延

長 14 天， 生 效 至 6 月 4 日。

「六四」屬 1989 年北京天安門

鎮壓學運的敏感紀念日，過去

30 年來都有數以十萬港人出席

看中國記者李家宏綜合報導

香 港 的 武 漢 肺 炎

（COVID-19）疫情放緩，港
府宣佈如期復課、重開康樂

設施和豁免宗教聚會，惟不

准8人以上聚集的「限聚令」
延長至6月4日，意味著港人
堅持舉辦了30年的六四燭光
晚會，勢將被迫中止。

港府延長禁令 或影響六四晚會

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悼念晚會。

被問到政府決定延長限聚令時是

否有其它考慮時，陳肇始稱只考

慮到公共衛生問題。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被問

到會否租出場地予六四晚會，他

稱處理租場需時 20 多天，目前

已經是 5 月中旬，而康文署仍

未恢復租出場地的申請。

其它防疫措施方面，在崇拜

地點舉行的宗教活動可獲轄免

「限聚令」，人數上限是場地一

半容量，參加者需戴口罩及保持

社交距離，場內也不准飲食。 4
類早前被勒令停業的場所，包括

浴室、派對房間、夜店或夜總會

及卡啦 OK，則要關閉多 7 日至

5 月 28 日。

政府部份康樂設施將於 5
月 21 日重開，包括大部份公

眾游泳池、健身室、活動舞蹈

室、戶外活動攀登場、燒烤場

營地、水上活動中心及體育中

心等；15 個泳灘也將於 23 日

重開。

特首林鄭月娥 19 日早上出

席行政會議前，也否認是借「限

聚令」禁止「六四」晚會，稱決

定背後沒有政治考慮。她又引

述港府專家顧問團的意見，稱

傾向不作進一步放寬和收緊防

疫措施。

支聯會：堅持維園 
有燭光

主辦六四燭光晚會的支聯

會，19 日晚上開會後，決定繼

續申請紀念六四三十一週年的集

會及遊行，一旦無法在維園舉行

港台簡訊

港澳人士往台設籍創新高
【看中國記者盧乙新綜

合報導】港澳人士去年在台

灣設籍的人數創新高，台灣

的房仲業者對此分析，飲食

與文化相近、健保福利與自

由風氣都是吸引港澳人士來

台的原因，當中雙北地區工

作與就學機會多，對於港澳

人士設籍的吸引力強。

台灣房仲業者引用了中華民

國內政部港澳人士來台設籍統計

表示，2015 年設籍人數是 6193
人，來台設籍人數逐年攀升，到

2018 年 達 到 9549 人，2019 年

設籍人數則破萬名，到了 1 萬

1009 人，創下統計以來新高，年

增率達 15.3%。

設籍人數最多的為新北市，

共 2774 人；其次是台北市，達

2418 人；另外桃園、台中、高

雄去年設籍人數均破千人；至於

台南市設籍人數未達 500 人。

然而台中市去年設籍人數年增

22.3%，為六都中成長最多。依

大家房屋企劃研究室主任郎美囡

分析，台灣跟港澳文化背景、飲

食習慣相近，有不少來台灣就學

的僑生、商務人士都選擇在台灣

設籍，也有不少是因結婚。

還有健保也是吸引港澳人

士來台原因之一，郎美囡表示，

在台居留期間即可有健保福利，

另外，港澳投資移民台灣門檻為

600 萬元新台幣，遠低於外國人

1500 萬元，所以港澳人士移民台

灣的條件較外國人寬鬆許多了。

郎美囡認為，港澳人士設籍

地點以生活便利性高且工作機會

活動，會改為用「遍地開花」的

形式悼念這個日子。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說，無法

預計參與的市民會否因限聚令被

檢控，提醒參加者保持距離。而

5 月 24 日的「勿忘六四」長跑

也會如常舉行。

李卓人接受傳媒訪問時指

出，六四晚會在第 31 年受阻，

見證了香港的自由正在收緊。他

質疑港府一方面將防疫措施進一

步放寬，決定如期復課，唯獨不

容許舉辦集會，明顯是有政治考

慮、「趁疫打劫」，「林鄭說沒

有政治考慮，信她都傻。」

他又表示，當晚會堅持在維

園內有燭光，也希望悼念燭光能

「遍地開花」，以深入民間的方

式進行。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

也批評港府延長限聚令至 6 月 4
日是政治決定，「政府在醫學上

沒有原因延長限聚令，卻利用限

聚令打壓六四集會，並非根據

科學原則防疫，只是以政治為

先。」例如當局關閉部分場所的

措施只延長一周，但限聚令一定

要延長兩周，令人相當不解，有

雙重標準之嫌，明顯為阻止六四

集會進行。

多的區域為主。大台北地區的工

作、就學機會較多，而且大眾運

輸便利，設籍比例較高，新北市

因為房價較台北市低，設籍人數

位居六都之冠。至於台中市氣候

舒適、生活空間大，房價又低於

雙北，設籍人數大幅度增加。

住商不動產企劃研究室的經

理徐佳馨提醒，台灣社會風氣開

明自由，為許多港人嚮往之處。

除了依親、專業移民之外，還有

創業及投資移民。不過，投資移

民的門檻 600 萬元須設立公司及

稅籍、有經營的事實，並非在台

買房即可。

▲香港六四晚會已經連續舉辦了30年。（攝影：周秀文）

陸企接連收購港資企業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

重創全球經濟，香港更陷

入困境，傳陸資趁疫情拖

累市場之際，頻頻出手入主

港企。在近半個月內，包括

先施百貨、保獅龍和新渡輪

等著名港企，接連被陸資收

購，情況罕見。

《LTN》綜合媒體報導，短

期內接連發生的陸資收購案，包

括 bossini 的母公司堡獅龍易主

給李寧家族旗下的非凡中國；逾

120 年歷史的先施百貨則被偉祿

集團以 5 億元港元（大約 19.5

億台幣）提出收購，目前正在進

入雙方協商階段；還有新渡輪、

卓悅等公司亦如此。

報導引述財金人士分析，陸

資趁疫情搶入港企，預料餐飲股

將是重點的收購對象。據分析，

先施的買家偉祿集團主席林曉輝

現任深圳市的政協委員，主要在

深圳從事房地產，曾經被懷疑誇

大收購案市值。於 2007 年取得

香港戶籍，於 2014 年才借殼上

市改名，於 2019 年 9 月反送中

抗爭期間，發動了 2000 部計程

車掛中共五星旗遊街，目的就是

反制活動。

【看中國訊】香港唯一公共

廣播機構「香港電台」（港台）

自 1989 年啟播的長壽節目《頭

條新聞》，以諷刺方式針砭時

弊，深受港人歡迎。惟今年 2
月 14 日播出的一集「驚方訊

息」，諷刺港警在反送中示威和

抗疫中的表現，觸碰到政府敏感

神經，被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投

訴。港府 5 月 19 日裁定該節目

「污衊及侮辱警方」，向港台發

出警告，下令要懲處製作人員。

港台在壓力下向警察道歉，並宣

佈播完今季《頭條新聞》後會暫

停節目，復播無期。

 被指「辱警」 
 「頭條新聞」停播

jinfanhao@hotmail.com jinfanhao168

最近連番收購案有別於以

往的收購，被鎖定之目標都是高

知名度而且對香港經濟有一定貢

獻、員工幾百以上的企業，跟以

往陸資收購案最不想碰員工數多

或需大裁員的企業是截然不同

的，疑似目的是要提升在香港的

影響力。

香港零售業及餐飲業最近

同步走弱，疑市價低於 10 億港

元（大約 39 億台幣）以下的零

售業和餐飲業都可能成為陸資獵

物。《蘋果日報》報導，先施是

香港首間百貨公司，並於 1900
年集資 2.5 萬元由華僑馬應彪所

創立，至今已長達 120 年，為香

港歷史最悠久的百貨公司之一。

當年馬應彪在營銷手法亦打破

傳統，是頭間推行貨品「鐵價不

二」及向顧客發出收據的零售商。

1895 年辛亥革命之前，馬

加入興中會，以自己創立的金

融公司，協助國父孫中山籌措經

費。到了 1905 年加入同盟會，

並且任軍需庶務長，追隨孫為革

命事業奔走。到 1943 年日軍侵

華時，馬應彪逃離了香港，至國

民黨政府所在地重慶，翌年返

港，同年 7 月中風並逝世，享

年 84 歲。

【看中國訊】「台灣文學之

母」鍾肇政 16 日晚間 7 點溘然

辭世，享壽 96 歲。據悉鍾肇政

於睡夢中安詳離開。鍾肇政的知

名作品包括，發表於 1960 年的

首部長篇小說《魯冰花》、發表

於 1961 年的《濁流三部曲》、

發表於 1964 年的《台灣人三部

曲》等，獲獎無數。

「台灣文學之母」 
鍾肇政辭世

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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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重慶市武隆區

新建的「飛天之吻」，號稱中國

熱門的打卡景點。但不少網友認

為這雕塑設計實在「太醜」而吸

引大眾注意。

報導指出，「飛天之吻」的

設計靈感來自於當地民間故事，

東海龍王敖廣的兒子敖嘲風和七

仙女張天陽因戀愛而被打入凡

間，分隔在烏江兩岸，永遠無法

相聚。「飛天之吻」的兩個人像

在啟動時會各自旋轉，最後會

面。現在「飛天之吻」座落在海

拔 1000 多米高的懸崖上，高達

50 多米，民眾在搭乘時可從空

中俯瞰白馬山、烏江等美景。

然而，由於一男一女雕塑的

色彩鮮艷，表情、動作非常生

硬，引來許多網友熱議，甚至有

網友認為像兩個紙紮的「金童玉

女」，殊為詭異；也有網友認為

其新奇有趣。

【看中國記者向真報導】一

場疫情改變了世界，人類社會似

乎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樣子了。

比如疫情後乘飛機旅行，你會發

現機場也會和從前大不相同。

據美國媒體 MSN 報導，世

界航空業在重創之下開始慢慢復

航。為了確保機場員工和乘客的

安全，很多機場的「慣例」也在

悄悄改變，下面列出一些常見情

況。

1. 放私人物件的塑料盒不

見了。以前我們在過機場安檢時

用的塑料盒子被取消了，乘客只

能把自己的私人物件直接放在輸

送帶上。

2. 不會再有兒童遊樂區。

以前很多機場深受兒童和家長喜

愛的兒童遊樂區被關閉或取消。

3. 機場候機室不再擁擠。

機場為了讓乘客們保持相距六英

尺的社交距離，會使用三個專門

用於一次航班的候機室讓乘客候

機等待，以此代替疫情前擠滿了

乘客的一個候機室。

4. 不再有穿梭巴士。為了

確保社交疏遠措施，乘客們可能

不會看到很多酒店班車出入機

場，也不會有機場巴士接載乘客

到不同的候機樓或登機點。

5. 乘客排長隊登機的現象

不會再出現。管理者們會把乘客

按座位號分成好幾排隊伍，每位

乘客之間的距離保持在六英尺。

6. 一次性餐具捲土重來。

機場餐館將取消可重複使用的餐

具，使用可直接扔掉的一次性 
餐具。

7. 觸摸式的裝置將全部改

換。機場的洗手間將變得更加自

動化，所有需要用手接觸的公共

裝置都會被改變，比如洗手間內

的水龍頭開關，沖馬桶的按鈕

等，將全部改為熱感自動化開關。

大陸媒體《上觀新聞》稱，

5 月 18 日下午，記者來到了位

於上海漢中路 188 號的出入境

靜安受理點。工作人員首先否

認了停辦一事，明確告知「可以

辦」。只是在自助機器刷身份

證填表時，如果表格中勾選申領

原因為「旅遊」時，會導致無法

申領成功。

工作人員提醒記者，如果硬

是要現在申領普通護照，申領原

因中不要勾選旅遊即可。但工作

人員還是建議記者等疫情結束再

辦，「你現在辦出來也沒地方用

啊」。

各地網民紛紛留言似乎也驗

證了護照停辦一事：「我要換護

照，讓我疫情過後再來辦，我說

現在各個部門都已經預約工作

了，這算疫情過了還是沒過？」

5月18日，一則「全國
停辦因私護照」的消息廣
泛傳播，同時大陸多地網
友反映，自己省份護照已
經停辦。

網友稱大陸停辦因私護照

網傳大陸開始停止辦理護照業務，並收繳個人護照。（ Getty Images)

疫情改變機場的
七個慣例

澳洲昆士蘭大學的一名 20 歲學生德魯 ·
帕夫羅，因為去年參加了支持香港、聲討中共

的集會，而面臨被開除學籍。

澳媒 ABC 報導，該校指控帕夫羅違反

多項政策，並為此舉行了指控其不當行為的

內部會議，將指控列為一份長達 186 頁的文

件。帕夫羅說：「他把我對支持香港的行動、

對中共的批評及更多世俗的東西混雜一起，

比如說我在校園商店用了一下一枝筆，我沒

付錢並把筆放回架上。我認為他們把這些很

小的東西放在一起，就是為了掩蓋他們真正

的政治動機。」

其中一項指控是，帕夫羅穿著防護服站在

該校的孔子學院外擺動作，以及他參加了去

年與中國留學生的激烈網絡辯論，並被罵是

「狗」，而帕夫羅也用了侮辱性語言回擊。昆

士蘭大學學生會主席 Olivia Brumm 形容，校

方大部分指控是「微不足道的」，她相信帕夫

羅被盯上，是因為他是校方的「眼中釘」。

昆士蘭大學與北京的關係在過去一年受

到密切關注，包括中共至少資助了該校 4 門

課程，其中還有一門談及中國「人權」方面的

課程。該校副校長 Peter Hoj 此前還在漢辦擔

任顧問，在全球範圍內資助協辦孔子學院。

北京駐布里斯班總領事徐杰還在 2019 年獲聘

為該校兼職教授。徐稱支持香港的學生為「反

中分裂份子」，並大讚中國留學生的行為「愛

國」，引發風波。

在上述基礎上，帕夫羅被校方視為威脅也

不足為奇了。事實上，帕夫羅一直尋求以「和

平善行」解決問題，但仍被徐杰稱為「反中分

裂份子」。北京喉舌《環球時報》也曾刊文批

評他。帕夫羅也多次收到死亡威脅，包括威脅

他「你媽死了」，但帕夫羅仍持續揭露中共及

其惡行，在聽證會上，他堅持自己無罪。

中國正利用澳州留學學生群體向當地施

壓。在澳洲政府呼籲對武漢肺炎冠狀病毒來源

進行獨立調查後，北京就曾威脅說「此舉會導

致中國學生抵制澳州大學」。北京駐澳大使

鄭敬業曾說，中國家長會因為坎培拉與華盛頓

聯手發起針對中國的「政治運動」而憤怒。

中國留學生在澳洲國際學生中佔了很大部

分，如果北京限制他們赴澳，會對澳洲經濟帶

來損失。肺炎疫情已經使中國留學生人數減

少，也令澳洲幾所大學陷入財政困境，部份大

型院校今年虧損平均在 1.63 億美元左右。

如果減少對中國學生及中共經費的依

賴，大學就能重拾自由，讓師生在校園自由

表達意見，畢竟，如果大學並不自由，將影

響整個國家。

雙語報導
Bilingual News Report

看

The university has accused Pavlou of 
a number of policy breaches and will 
hold a private misconduct hearing this 
month. It has prepared a 186-page docu-
ment outlining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It mixes my activism for Hong Kong, 
and my criticism of the CCP, with more 
mundane stuff… Like, for example, I 
used a pen in a shop at the campus, and 
I didn’t pay for the pen — I put it back 
on the shelf… I think they’ve put the 
dumb, small stuff there alongside it to 
give cover to the fact that it’s really a 
politically-motivated sort of thing,” he 
said to ABC News.

One of the allegations leveled against 
Pavlou is that he posed outside the 
university’s Confucius Institute wear-
ing protective clothing. He was also 
involved in an intense online exchange 
with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ast 
year where he was called a “dog.” In re-
turn, Pavlou also used expletives in his 
messages. Olivia Brumm,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tudent 
Guild President, has termed most of the 
charges of misconduct as “trivial.” She 
believes that Pavlou is being targeted 
because he is a “thorn in the university’s 
si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
sity of Queensland and Beijing has 
been heavily scrutinized in the past year 
or s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known to have funded at least four 
courses in the university, including one 
that talks about China’s role in “human 
rights.” Vice-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
ty Peter Hoj was previously a consultant 
at Hanban, the organization that funds 
and runs Confucius Institutes around 
the world. Xu Jie, China’s Consul-
General in Brisbane, was appointed as 
an adjunct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in 

2019. Xu caused a storm when he called 
pro-Hong Kong supporters “anti-China 
separatists” while praising the activities 
of Chinese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as 
“patriotic.”

With such links between the univer-
sity and Beijing, it is little wonder that 
Pavlou is being seen as a threat. In fact, 
Pavlou has been seeking a “peace and 
good behavior order” against Xu, who 
had called him a separatist. The remarks 
were publish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s mouthpiece Global Times. He 
has also received several death threats. 
One such threat even instigated that his 
mother was dead. Despite all these chal-
lenges, Pavlou continues to expo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nefar-
ious activities. He will be pleading “not 
guilty” to every charge at the hearing.

China is using its student population in 
Australia to put pressure on the coun-
try. After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called for an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CCP coronavirus, Bei-
jing threatened that such a move would 
lead to a possible boycott of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by Chinese students. Cheng 
Jingye, China’s ambassador to Austra-
lia, warned that Chinese parents would 
be infuriated with Canberra for teaming 
up with Washington to unleash a “politi-
cal campaign” against China.

Chinese students form a major par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enrollments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If Beijing suc-
ceeds in restricting them, it will be a 
huge blow to the country’s economy. 
The outbreak of CCP coronavirus has 
already cut down Chinese enrollments, 
thereby putting several Australian uni-
versities in financial distress. Many ma-
jor institutions have projected losses for 
the year, with most forecasts averaging 
around US$163 million.

If they reduce dependence on Chinese 
students and CCP funds, the universi-
ties can regain some of their freedoms 
back, and allow students and faculty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freely on campus. 
After all, if one can’t be free on a uni-
versity campus, that reflects poorly on 
the entire country.

澳洲學生支持香港被威脅開除

Drew Pavlou is a 20-year-
old student from the Uni-

versity of Queensland who is 
facing expulsion from college. 
His crime — organizing a pro-
Hong Kong rally last year and 
being vocal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Pro-Hong Kong  Student Threatened With Expulsion in Australia

看中國訊

「雖然上海沒停，但是很多地方

停了！比如山東停了！」「武漢

不讓辦。」「大連停辦！」「湖

南也不給辦護照了，恢復時間未

知。」「湖南四線（城市）一個

月以前就停辦護照了。」「坐標

牆國（中國）西北一隅，家中

有親人護照到期去補辦，被告知

疫情期間無特殊原因，不予受

理。之前得知某大城市停辦護

照，現在看來是全國範圍內的事

情。」「昆明已明確因為疫情暫

時不能辦理因私護照。」還有一

名江西南昌網民也稱確有其事，

他已到期的護照目前無法換新。

4 月份就有推特網友發消息

說，有通知，非緊急的出入境業

務都緩辦。有些地方，除了醫護

人員出國抗疫就不辦理了。

除了停止辦護照，還有不

少網友說，各地正在收繳個人

護照。推特網友「周育田」4 月

12 日就曾發消息說，他之前就

收到了一則爆料信息：公安部出

入境管理局下發內部文件，按

省、直轄市，一、二、三縣市步

驟，逐步收回公民因私個人護

照，無法收回的情況按取締處

理，因公護照必須是省級外辦、

省外經委、國台辦、省公安聽、

國安局、國務院外事辦統一核

准。推文中還寫了個備註，說：

因私護照被收回範圍幾乎涵蓋社

會各層面。

5 月 8 日臺灣財訊網引述分

析表示，為應對外匯流出，中國

在疫情還沒有真正結束時就強行

復工，但是沒有訂單，接下來很

可能就是禁止大陸民眾出國。

另據《21 世紀經濟報導》5
月 19 日報導，該報獲得中國民

航局一份最新特急電報通知，要

求各地區民航管理局和航空公

司，提前一兩個月申請國際航班

預先飛行計畫，控制國際機票預

售數量，尚未復航的航空公司不

得在批准復航之前預售國際機

票。這意味著民航仍將繼續「五

個一」政策。「五個一」是指 3
月 29 日起實施的一航空公司、

一個國家、一條航線、一週、一

個航班的規定。報導說，很多家

長反映，他們提前預約的南航、

廈航、國航等 6 月的航班，近

兩日出現了被取消的情況。

重慶「飛天之吻」造型惹議
網絡圖片

澳洲昆士蘭大學學生帕夫洛（Drew Pavlou）(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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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台積電 15 日宣布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投資 3600 億

台幣，建設 5 奈米新廠，最快可

以在 2023 年底開始生產，估計

能創造 1600 多個工作機會。）

《日經新聞》5 月 18 號的消

息說，華為最大的晶元供應商台

積電已經停止接受華為的新訂

單，斷供了。但是已經簽的合

同，在生產過程中的晶元不受影

響，估計在 9 月中旬之前出貨。

去年《光大證券》有份報告，說

世界上大多數晶元製造商確實依

賴於美國產的設備，還有消息人

士對路透社說，這次修改規則就

是針對台積電給華為海思生產的

晶元，那台積電確實有必要遵守

美國的新規，美國政府在 15 號

升級了封殺華為的禁令，要求使

用美國的技術、軟體的半導體生

產商，在向華為供貨之前必須取

得美國的同意。

之前在美國國內的晶元廠商

已經被要求向華為供貨之前必須

申請美國商務部的許可證，但是

華為的應對辦法是委託那些使用

美國設備的、但在美國之外的半

導體廠商來供貨，在這些供貨商

當中台積電是主要的一家。台積

電斷供對華為打擊沈重。

美國爭取到台積電在美國設

廠，是在科技產業鏈上競爭的一

個重大進展，美國的新一代戰鬥

機 f-35 所用的晶元，台積電是生

產商之一。f-35 之所以是第五代

戰機裡的經濟型，就是因為它所

使用的晶元是商用比較高端的一

種，不像 f-22 是專門為軍用目

的研製的，所以能降低成本。那

麼台積電把廠設在美國，就是要

保障美國軍品供貨安全的必要措

施。要把廠設在中國，中共政府

說禁止晶元出關，那美國的 f-35
戰機製造都被卡住了當然不行。

還有中共獲得晶元技術的方

式，除了黑客手段之外，一個主

要方式是從大晶元廠商裡挖人。

像 2018 年那個美國司法部起訴

福建晉華和臺灣聯華電子的竊密

案。事情的過程是：美國美光公

司在臺灣分公司的一名骨幹員工

叫陳正坤的，跳槽到臺灣的華聯

電子，再遊說原來的兩位同事和

他一起跳槽，後面跳槽的人離開

美光的時候拷貝了大量技術資

料。然後那位陳正坤再通過台聯

電和福建晉華的技術合作關係，

轉到福建晉華公司當總經理，這

樣把機密轉到了中國的手上。

台積電也是中共獲得半導體人

才和情報的大戶。《日經新聞》

在去年 12 月份有篇報導，說從

2015 年起大陸總計從臺灣獲得

半導體人才 3000 多人，台積電

就是跳槽大戶。

美國把台積電納入自己的國

防產業鏈，是給了一個長期穩定

的大單，也就要求它在中美兩邊

選邊站。選這邊對於台積電來講

也未必有那麼難，也許華為的訂

單量比較大，一段時間能從它身

上賺些錢，但是也有自己的技

術、人才不斷向對方流失的危

險，你幫助它成長之後回過頭來

和你競爭。不如加入美國的產業

鏈更安全。

現在華為困難到了何種程

度，今天早上我看見在美國的韓

連潮博士發了條推特，說是「華

為榮耀」這個品牌的總裁，他女

兒在朋友圈的發言，意思是：華

為最多能撐到今年年底。華為可

用的晶元供貨只有四個地區能滿

足：日本、韓國、美國和臺灣，

都使用了美國的設計或者技術，

美國卡住說不准供貨了，就全線

斷供了，這是一條網路傳聞。《臺

灣經濟日報》馬上有條消息說，華

為馬上給台積電追加了 7 億美元

的訂單，想搶在新規則實施之前

生產出一批晶元。不過現實問題

是台積電現有的產能，能不能在

幾個月當中多趕出這麼大量的產

品。總之，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然後馬上傳出台積電要給華為斷

供，這對華為非常大的打擊。川

普上個星期四談切斷和中共的整

體聯繫後，馬上行動的就是科技

領域，這是中美競爭的最前端。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台積電赴美設廠重挫華為

台積電15日宣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投資3600億台幣，建設5奈米半導

體芯片廠。（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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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國湖北武漢因疫情封城

期間，女子李麗娜在住家陽臺以敲鑼方

式為染病母親呼救，當時曾獲作家方方

轉發聲援；但李麗娜近日因故在微博攻

擊方方而引起議論。）

武漢敲鑼女微博上反咬方方，大多

數人即便是唾棄之餘，可能在心底還是

很難接受。農夫與蛇的故事，受傷害最

大的並不是農夫，而是所有仰賴正常的

價值觀和道德感存活於世的普通人——

人心喪盡、獸性蔓延的那種末世崩塌

感，才是真正的致命一擊。

敲鑼女的算計當然不可謂不精明，

畢竟鑼已經敲過，母親業已平安，此處

劃清敵我界限、順勢加入討伐方方的正

能量大軍，正是利益最大化的選擇。中

國人在封閉環境下慢慢養成獨步天下的

「精緻利己主義」是不爭的事實。所謂

「精緻利己主義」，借用北大錢理群教授

的註釋就是：世俗、老道，很懂得配合、

表演，善於利用體制的力量，最大限度

地獲取自己的利益。

這種主義最明顯的特徵有三個。

第一就是完全以利益取捨來決定行

為方式。無論是坐在陽台上敲鑼為自己

公開鳴冤也好，站在紅旗叢中對恩公暗

地放箭也罷，所有的思維、行為的動機

都是從簡單的利己的本能出發。只要更

有利於自己的生存，那不會介意良知正

義的損害和毀滅。有一個清朝咸豐年間

的故事：不堪重稅的浙江鄞縣的民眾為

了抗稅，公推一個並不相干的讀書人周

祥千為首暴動，結果在達到目的後，為

了免責，他們又出賣周祥千，把他當做

背鍋俠推出去斬首。事前群情激昂，事

後刻薄算計，小人命長君子氣短成為一

種普遍的生存準則、利益導向。

第二就是價值取向牆頭草。安全的

重複就是他們的價值觀。很多人可能在

李醫生去世那一夜被無數的中國人的怒

吼所震撼，以為喝醉多年的人民終於醒

了。結果過了兩個月，在針對方方的討

伐中才發現，原來這幫人醉的比以前還

厲害。事實上，豬挨了鞭子，忍不住也

會叫喚兩聲，但並不代表那是覺醒。給

他點飼料，他還是會覺得豬圈是偉大的

所在。

第三就是底層互害。因為在階級固

化的社會中，底層社會包括某些自以為

良好的中產階層，利用才智創造財富渠

道已經堵死，只能在底層互害模式中完

成巧取豪奪。籠子裡的猴子知道不可能

奪取籠子外面的食物，只能在籠子裡面

不擇手段搶香蕉。所以每逢重大熱點事

件，你能看到的最激烈的互撕，一定是

最不堪的籠中斗——罵境外勢力，罵遞

刀子的……但籠子外面使壞的，誰也不

敢說。

精緻利己主義下的中國人貌似一如

既往的不負聰明，但這種聰明是以社會

基礎的垮塌為終極代價，善意總被羞

辱，良知盡被猥褻。所以事實上從長遠

看是極其愚蠢的自掘墳墓。這也是中國

歷史上聰明人遍地，卻距離現代文明越

來越遠的悲劇所在。動物性的撕咬再精

巧，也進化不出美麗新世界。這樣的民

族每年論文佔世界一大半，卻多是東拼

西湊的剽竊；專利佔世界一大半，卻盡

為拿不出手的玩笑。

但若單是說中國人自甘墮落也不

屬實——畢竟雖然稀少，但每每至暗

時刻，我們還是能夠見到勇敢吶喊的

人、為民請命的人、奮起反擊的人。

同樣的圈養，總能看出人性尚可期待 
之處。

《美國之音》近期刊登署名為金哲的

文章，感嘆中國網民們獨特的語言充滿了

典故和機鋒，「對報導中國新聞的記者來

說，向外國受眾解說這樣的評論是困難

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其中

含有太多的暗語、典故、嘲諷、挖苦、

縮略，為避免被封殺而採取的同音詞替

代。」

文中錄取了幾則網民的評論為例，當

然這些網民的評論目前已經在大陸相關

的網站上已經刪除了。轉載幾條，以饗讀

者：

——「80 鍋聯軍一下變 116 鍋」，

鍋 = 國；80 鍋聯軍，顯然是暗指 120
年前的歷史事件並以此諷刺今天的中國；

116 鍋，有新聞報導說，參加世界衛生大

會的國家有 116 國家共同提出決議案，

要求對起源於中國武漢的病毒疫情進行獨

立調查；

——「連譚書記都臨陣投敵」，譚

書記 =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許

多中國公眾和網民抱怨這位國際組織的總

幹事不認真看守世界公共衛生，而是說話

辦事像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手下的一

個中共黨支部書記；這裡所謂的「臨陣投

敵」顯然是指在眾多國家公開呼籲對起源

於中國武漢的病毒疫情進行調查之際，譚

德塞也一改跟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保

持一致的立場，轉而表示不再反對。

116 個國家聯合提出要求對武漢肺炎

疫情進行獨立調查的消息傳到中國，一些

中國網民以積極為黨（中國共產黨）為

國獻計獻策的口吻發表評論，諷刺中共當

局。一位中國網民寫道：「（調查就調查

啊，有什麼好怕的）如果調查出來還是

中國起源，反正還有牆啊，人家牆外調

查，牆內也可以啥都不知道。如果調查出

來是美國起源，那就賺大發了。可以說是

進可攻，退可守。」

另一位中國網民則以為黨為國總結經

驗教訓的口吻寫道：「當時中國矇混過去

就完了。非要滿世界嚷嚷源頭不是我，更

蠢的是，上面還發動一批粉紅和民族主義

者，將矛頭指向美國，在國內製造對美對

外仇恨，強行抵賴。這下好了，你騙了國

內一幫韭菜有什麼用，世界不認啊，這下

犯眾怒了。從上到下，一幫二百五。如果

全世界都針對你，是全世界都錯了，還是

自己有問題？」

在眾多國家發出呼籲要求對新冠病毒

疫情起源進行調查的消息傳到中國之際，

一位中國網民驚訝地（或假裝驚訝地）

發現，中國最重要的國際盟友和戰略夥伴

俄羅斯也名列其中。這位中國網民由此發

出「羅剎也在？」的疑問。

羅剎，英語「俄羅斯」Russia 的音

譯。與此同時，「羅剎」也是中文佛教典

籍中的詞語，指惡鬼，即食人肉之惡鬼。

許多中國人認為，在中國近代史和現

代史上，俄羅斯不但過去搶奪了中國數以

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向中國輸送了

一黨獨裁專制的體制，現在又向中國輸送

了豬瘟，導致中國豬肉價格大漲；在北京

急需盟友為自己站臺之際，習近平的好朋

友、俄羅斯總統普京公開聲言，中美貿易

戰與俄羅斯無關，俄羅斯願意像一隻聰明

的猴子一樣觀看兩隻老虎打架。

印度時報星期二（5 月 19 日）報導

說，「從星期一在日內瓦召開的為期兩天

的世界衛生大會迫使中國接受對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進行調查。」

在這一消息傳來之際，中國網民發表

了多種多樣的評論，比如「為什麼要求獨

立調查會受到中國的譴責啊？不是很多人

都覺得是美國搞出來的麼。正好調查調查

以正視聽？」「都是一些不幹正事的（註：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先前聲言國際間要求對

武漢肺炎疫情進行獨立調查的人都是不幹

正事。）」

中國網民的機鋒

◎文：佚名

◎文：苗青精緻利己主義
敲鑼女的反噬：

5月15日，武漢市的一條街道上居民們排隊
等候病毒篩檢（Getty Images）

戴着口罩的俄羅斯警察在莫斯科巡 。（美
國之音）

https://www.lsiin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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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林案始末
「5 月的美國，如果天空飄起了雨，

那一定有弗林委屈的眼淚。」一個新聞網

站這樣描述美國三星將軍弗林（Michael 
Flynn）的遭遇。

弗林將軍在 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8 月期間擔任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在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弗林支持唐納

德．川普，並擔任川普的競選軍事顧問。

殊不知，那時弗林的飛來橫禍已悄然

埋下了伏筆。

2017 年 1 月 2 日，弗林出任新總統

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24天後，

被迫辭職。弗林被指控在川普未上任前，

與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利亞克（Sergey 
Kislyak）秘密接觸，違反了《洛根法》

（the Logan Act））。《洛根法》1799 年

頒布，旨在防止個人向國外虛假聲稱自己

代表美國政府，但這部法規此前從未在刑

事訴訟中使用過。

令外界震驚的是，2017 年 12 月 1 日

弗林將軍表示認罪。他的罪名是在 1 月

24 日與向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調查

人員的面談中撒謊。FBI 認為，據奧巴馬

政府截獲弗林與基斯利亞克的通話筆錄顯

示，弗林討論了制裁問題；但 FBI 表示，

弗林對 FBI 說沒有討論制裁的問題。

蹊蹺的是，弗林案中，內含 FBI 特
工與弗林會面等材料的原始調查材料，代

號為「302」，目前已離奇失蹤。

2019年弗林更換了自己的法律團隊；

2020 年 1 月下旬，弗林正式要求法官允

許他撤回認罪，因為他發現了是 FBI 在
有意構陷他。

2020 年 4 月 29 日，FBI 前 高 層

2017 年的一份爆炸性文件被媒體曝光。

這份文件改變了弗林的命運。這份文件證

實 FBI 曾蓄意構陷弗林。

5 月 7 日，美國司法部提出動議，撤

銷對弗林將軍的訴訟。同時公布的一份文

件顯示，奧巴馬總統參與了對弗林的勾陷

謀劃，不過弗林顯然不只是這位前總統想

要對付的目標。奧巴馬的最終目標被認為

是現任川普總統。

5 月 11 日，憤怒的川普總統推文：

「他被抓住了，奧巴馬門」，隨後他在另

一則推文說，「希望你調查我時很開心。

現在輪到我了」。一天之內，川普為此

發出了 140 多條推文（原創 + 轉發）。

5 月 12 日美國一位聯邦法官表示，不

會立即批准司法部撤銷起訴的動議，但會

考慮徵詢涉事雙方外的其他各方的意見。

5 月 13 日另一份有關弗林案的解密

清單被公開，因為這份清單，在社交網

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綽號已由

「迷糊的拜登」改為「撒謊的拜登」。

「奧巴馬門，正在上演，與之相比，

水門事件就像停車罰單」？川普推文中

顯示的憤怒，似乎預示著真正的調查才剛

剛開始。

讓我們回到起點，看看這場被稱為

「駭人聽聞」的事件是從何處起始？又將

落向何方？

奧巴馬白宮的最後歲月

在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的

美國新舊政府交替時期。據四年後的兩份

文件顯示，這短短的兩個多月發生了不可

思議的事情。

第一份文件是 5 月 7 日司法部公布

的解密文件，此份文件呈現了最重要的兩

部分事實：

一、說明了 FBI 早在 2016 年 8 月就

開始對弗林展開反情報調查，其理由是：

弗林「2016 年 2 月被指定為川普（競選）

團隊的外交政策顧問；他與俄羅斯多個國

營實體有聯繫；他在 2015 年 12 月去過

俄羅斯。」

這些理由相當牽強，但 FBI 前特工

斯特佐克（Peter Strzok）還是批准了對

弗林啟動全面的國家安全調查。

二、文件披露了 2017 年 1 月 5 日，

即川普總統就職典禮前 15 天，美國司法

部副部長耶茨參加了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

舉行的一個簡報會。會議討論了俄羅斯對

美國大選的干擾。

會後，奧巴馬要求法部副部長耶茨和

FBI 局長科米（James Comey）「留下」，

說他已瞭解弗林與俄羅斯大使關於制裁的

通話。奧巴馬表示，「對此事他不想要任

何其他信息，但想知道白宮是否應根據所

掌握的信息對弗林進行任何不同的處理。」

文件顯示，「耶茨不清楚（奧巴馬）

總統最初是從哪裡得到消息的。」「她對

聽到的消息感到驚訝，以至於都不能同時

思考和傾聽對話。」耶茨後來說，她開始

擔心弗林將會受到勒索。

另一文件重創拜登

根據美國情報界的規矩，FBI 在監視

外國官員過程中，如有美國公民與外國官

員偶然有互動，但並未犯錯，在情報記錄

中該人只能被記錄為美國人甲、美國人乙

等，其身份是被保護的。當時 FBI 並不

認為弗林與基斯里亞克的通話有任何不

妥，更談不上犯罪行為。

但弗林的名字被奧巴馬政府官員要

求「解密」，之後被非法泄露給媒體。據

信，這次泄露最終導致弗林將軍就任國家

安全顧問僅 24 天後被解職。

5 月 13 日美國國家情報局代理局長

格倫內爾（Richard Grenell）向國會提

交的這份解密清單顯示，從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之間，一些白宮官員提

交了要求，要求知道與基斯利亞克通過電

話的美國公民的姓名。拜登的名字赫然出

現在這份清單上。

而在 24 小時之前，拜登接受 ABC
電視新聞採訪時，一口咬定說：「我跟弗

林被指控沒有任何關係……」。

FBI設局
FBI 內部的一份文件於 4 月 30 日曝

光。這份文件顯示 FBI 高層曾經討論過

關於 2017 年 1 月的白宮面談，提及調查

弗林將軍的動機，並公開談論 FBI 的「目

標」，目標包括讓弗林撒謊，從而起訴

他，或讓他被開除。

這是一份手寫的會議記錄，記錄人

是 FBI 前反情報負責人普里斯塔普（Bill 
Priestap）。出席會議的人包括當時的

FBI 局長科米和副局長麥凱布（Andrew 
McCabe）。「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會議

記錄寫到，「說實話，承認或者讓他撒謊，

這樣，我們就可以起訴他或讓他被開除？」

弗林後來表示，他在 2017 年底之所

以認罪，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律師費迫使

他賣房子；而檢察官暗示：如果弗林認

罪，可以免除他根據外國代理人註冊法

（FARA）可能承擔的責任。

消失的「302」卷宗
有官員披露，自從 2017 年 1 月 FBI

特工設圈套與弗林會面並捏造了控告弗林

的材料後，原始的302調查報告就消失了。

聯邦眾議員努內斯（Devin Nunes）
曾閱讀過弗林案的 302 原始調查報告。

在 5 月 14 日努內斯接受採訪時確表示，

報告中清楚地總結說：「什麼也沒發現，

弗林並沒有撒謊。」「我在 2017 年初就

知道該報告並未證實弗林撒謊，而當我看

到弗林是因為對 FBI 撒謊而被捕時，我

感到非常震驚。」

2019 年 底， 弗 林 的 律 師 鮑 威 爾

（Sidney Powell）指出，302 報告中的內

容與特工斯特佐克的採訪筆記明顯對不

上號。

更多調查或剛剛開始

共和黨聯邦眾議員柯林斯（Doug 
Collins）發推文說：「如果他們能夠通過

對三星級將軍，再對總統候選人做這些事

情，那麼他們就可以對任何人做。」共和

黨聯邦眾議員比格斯（Andy Biggs）則表

示「這確實是一種陰謀，是美國歷史上從

未見過的事情，實際上是在發動政變。」

《政客》（Politico）雜誌報導說，參

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正在調查 2016 年

「通俄門」調查的來歷，預計將要求耶

茨和科米作證，但委員會主席格雷厄姆

（Lindsey Graham）尚未將奧巴馬列入證

人名單。

或非偶然，5 月 20 日，美國參議

院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主席約翰

【看中國記者路克綜合報導】

歐盟最首要政治聯盟領導人，歐

洲人民黨（European People's 
Party）議會領袖曼弗雷德．韋

伯（Manfred Weber） 表 示，

歐盟應暫時禁止中國收購目前因

新冠狀病毒危機而被低估或有業

務問題的歐洲公司。全球供應鏈

在疫情衝擊下，讓歐商開始將產

業移回歐洲，美國會與白宮也紛

啟更為務實的回流計畫。 

惡意購併敲警鐘

據 路 透 社 報 導， 韋 伯 5
月 16 日對德國《桑塔格雜誌》

（Welt Sonntag）表示，他贊成

宣布對想要購買歐洲公司的中國

投資者實行 12 個月禁令。

德國精密機械手臂大廠

KUKA 於 2016 年遭中資併購

後，原協議中的智慧財產權保

障協定也遭不保，無疑是為歐

盟各會員國普遍的輕忽與關鍵

技術的外流敲下了一記警鐘。

德國當局痛定思痛，終在 2019
年 11 月 29 日發布「國家工業

戰略 2030」最終版本，明定政

府可以通過合法途徑，迅速且

有效地出手干預外資的「敵意收

購」。該項規範隨後成功阻止

了中資電商購併德國電網運營

商 50Hertz 的企圖。

德國聯邦內閣今年 4 月決

定修改《對外貿易和支付法》，

藉以阻止遭受疫情打擊的德國

企業等被外資趁機收購。

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

代表波瑞爾 (Josep Borrell) 亦
敦促歐盟各會員國在面對中國

致力分化歐盟內部之時，應該

要維持「集體紀律」。

歐赴中製造業回流

在全球供應鏈飽受衝擊下，

歐洲製造業有離開中國、回流母

國的的趨勢。同時，疫情延燒，

歐洲各地出現口罩和藥物等防疫

物資告急的現象，讓各國政府警

覺到生產線外移到中國的風險，

目前德國正全力重建口罩生產

線；法國經濟財政部長日前也呼

籲雷諾（Renault）等法國汽車

製造商，在向政府申請金援度過

難關的同時，有必要考慮將生產

線移回母國。

而為降低生產成本以確保國

際競爭力，歐商回流將以東歐國

家為首選。其中塞爾維亞、波士

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北馬其頓等

未來將加入歐盟的巴爾幹半島國

家，對歐商來說特別有吸引力，

尤其是紡織、金屬和汽車零件

業。此外，地理位置接近歐盟、

勞動成本也有競爭力的土耳其和

烏克蘭，也都期盼搭上歐商回流

的順風車。

白宮擬「遷移基金」 
補貼回流

據中央社報導，美國兩黨

議員與白宮目前正草擬多項措施

與提案，計劃透過減稅、更新法

規，以及推出規模 250 億美元的

「遷移基金」補貼，促使美國企業

將業務或重要供應商撤出中國。

這其中包括美國總統川普

14 日簽署行政命令，賦予美國

國際開發金融公司新的權力，以

協助美國本土製造商優先生產美

國需要的東西，而後再出口到其

他國家；此外，美國共和黨議員

也紛就：減少美國對中國製產品

依賴、推動醫療供應鏈應包含美

國本土製造產品、大筆投資補貼

鼓勵多項商品及零件生產國產

化、禁止美國將部分敏感商品賣

給中國，並提高對美企在中國收

入課徵的稅賦等提出立法提案。

防併購分化促商回流 歐美紛立法 

遜（Ron Johnson）向藍星戰略公司發出

傳票，就其與烏克蘭能源公司布利斯瑪

（Burisma）及前副總統拜登兒子的關係

問題展開調查。

2016
弗林擔任川普的競選軍事顧問

2017~2018
1月2日，弗林出任新總統川普政府
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1月26日，弗林被指控在川普未上
任前，與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利亞
克（Sergey Kislyak）秘密接觸。

12月1日，弗林承認在與FBI面談時
撒謊，但FBI並沒有相關紀錄。

2019

弗林更換律師團隊，官司持續

2020

1月下旬，弗林正式要求法官允許
他撤回認罪，因為他發現了FBI在
有意构陷。

4月29日，FBI前高層2017年的一
份爆炸性文件被媒體曝光，證實
FBI有意构陷弗林。

5月7日，美國司法部提出動議，撤
銷對弗林的訴訟，同時公布文件顯
示奧巴馬參與了构陷計畫。

5月13日美國國家情報局代理局長
格倫內爾向國會提交一份解密清
單，顯示了從2016年11月至2017年
1月之間，拜登、科米、布倫南等
人曾要求解密當時與俄羅斯駐美國
大使基斯利亞克通過電話的美國公
民的姓名－－弗林。

文件披露，1月5日，川普就職典禮
前15天，前總統奧巴馬FBI局長科
米、前副總統拜登、前國家安全顧
問賴斯等官員開會。會後，奧巴馬
要求耶茨和科米「留下」，並說他
「已經瞭解了有關弗林的情況」，
拜登也在場。

美國媒體4月30日披露了FBI內部
的一份手寫的會議記錄 。顯示FBI
高層曾經討論過調查的「目標」包
括讓弗林撒謊，起訴他，或讓他被
開除。

川普政府反擊戰

【看中國訊】19 日，美國副

總統彭斯主持了太空項目的預

覽，該項目將於下週啟動。這是

自 2011 年上一次太空梭飛行以

來，首次從美國發送宇航員。

5 月 27 日，美國航空航天

局（NASA）的宇航員將乘坐私

人公司 SpaceX 的火箭從美國本

土升空進入軌道，這將是人類太

空飛行史上的第一次由私人公司

承擔發射任務。

SpaceX 計畫將兩名 NASA
宇航員羅伯特．本肯（Robert 
Behnken）和道格拉斯．赫利

（Douglas Hurley）送到國際空

間站。他們將乘坐由獵鷹 9 號

火箭搭載的 SpaceX 的「機組

龍」（Crew Dragon）飛船，從

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角升空。

自 2011 年 NASA 上 次 太

空梭飛行以來，宇航員還沒有從

美國進入過太空軌道。自那時以

來，俄羅斯聯盟號（Soyuz）太

空艙一直是宇航員往來空間站的

唯一途徑。

◎ 文：苗青

德國精密機械大廠KUKA(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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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 Images）

美下週啟動太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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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前20家公司 
結構對比

先來看中美兩國最賺錢的

前 20 家上市公司第一季度的利

潤情況，左邊是在 A 股上市的

最賺錢的前 20 名公司的情況，

概括來看，前 20 名有 13 家是

銀行。比如工商銀行利潤是 845
億人民幣，建設銀行 809 億，

農業銀行 642 億，中國銀行

526 億，招商銀行 278 億。即

工商銀行的一個季度，也就是

90 天，賺了 845 億，平均一天

是 9.3 億，可以說相當厲害了。

在 20 名中有 13 家銀行，還有 3
家保險公司：中國平安、中國人

壽和中國太保。還有兩家白酒：

貴州茅台和五糧液；最後有兩

家，一家是中國神華，一家是中

國建築。

從結構上分析就是20家里：

銀行和保險加起來 16 家，兩瓶

酒再加一個能源企業和一個建築

企業，這就是中國 A 股最賺錢

的前 20 家公司行業結構的一個

情況。 2019 年前三季度，A 股

的 34 家上市銀行的利潤，就佔

到 A 股 3700 多家上市公司利潤

的比例高達 51.72%，是相當高

的一個比例。整個上市公司的半

壁江山基本都被銀行轉走了。

再來看看美國最賺錢的

20 家公司，其中 5 家是互聯

網公司：微軟、蘋果、谷歌、

Facebook 和 ebay, 還有 5 家是

醫藥健康公司，美國的醫療健康

公司都很強，比如強生、艾伯維

亞輝瑞製藥、默克集團聯合健康

集團；還有兩家銀行：美國銀行

和維薩；兩家網絡公司就是英特

爾和思科；另外兩家電信公司

就是美國的 AT & T 和 Verizon 
電信；兩家消費品公司：可口可

樂和保洁；能源公司：雪佛龍和

工業企業通用電氣。

整體來看美國的上市公司比

較均勻一些，互聯網和醫療各佔

了10強，其它的分佈比較均勻。

公司不同的市值

接著我們再從市值的角度來

觀察，雖然中美兩國前 20 家上

市公司從利潤上猛一看，差距不

大。但如果從市值的角度再一個

比較，差距就非常非常明顯。主

要是因為中國 A 股給銀行的估

值普遍比較低，普遍也就是 5-8
倍的水平，尤其是中國的 4 大

銀行，「工農中建」基本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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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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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askFinance蒙面財經

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第 28 此

會議，制定中小銀行補充資本

的工作方案。

中國經濟非常依賴債務驅

動，所以不管是企業的資產負債

表還是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都受

不了收縮，而是需要不停的擴

張。如果收縮，中國經濟就會進

入嚴重的通縮蕭條狀態，企業破

產、銀行壞賬暴露各種問題就會

顯示出來，所以需要銀行不斷的

放水做大資產規模。這個過程就

需要銀行不斷的去補充資本金，

甚至有的時候需要央行不斷的降

準來彌補。

我們再分析一下中國銀行業的
經營模式的問題，本質上銀行
玩的是一個槓桿的遊戲，很多
人認為中國實體企業的槓桿
率很高，確實中國非金融企業
的槓桿率可以說是全球首屈
一指，高達160%，非常高。但
實際上，中國的各個經濟主體
玩槓桿玩的最高的是銀行，雖
然賺錢多，但經不起壞賬的侵
蝕。中國銀行業的總資產收益
率只有1%多一點。如果全部資
產製藥計提1%的壞賬，就可以
把銀行一年的利潤全部給侵
蝕掉。當然壞賬的計提和核銷
有中國特色的成分，對儘管很
多的貸款，人家心知肚明：可
能這輩子都收不回來了。但是
靠做大信貸規模，靠著借新債
還舊債，依然在維持。

中國金融業似蛋糕

我將中國的金融業比喻成

蛋糕，塗了一層又一層厚厚奶

油的蛋糕，里面的蛋糕可能有

點變質了，甚至味道有點不

對，但被一層又一層的奶油包

裹，人們就不容易知道里面的

蛋糕是好的還是壞的。並且在

奶油的包裹之下，中國經濟的

蛋糕看上去更大更香甜。這一

層層奶油是什麼？其實就是銀

行的信貸，也就是一層層的債

務的展期和借新還舊。所以，

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在不斷

地膨脹，不斷變大，很多殭屍

企業它信用評級還是挺高，依

然是 AAA 。但是從銀行角度

看，貸款依然也沒有變成壞

賬，似乎各方皆大歡喜。只要

這種做大資產規模的遊戲能維

是給 5 倍左右的估值，非常低。

招商銀行稍微好一些，估值在

7.7 倍。

為什麼中國銀行估值這麼

低？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簡

單來說，銀行本身在全球的估

值都不高。美國的美國銀、紐

約梅隆銀行這些大銀行，在美

股大跌之前也只是 13-14 倍的

估值，跌下來現在也是 7 倍左

右；另一方面，中國銀行估值

低與中國經濟的特色有一定關

係，常年的信貸放水導致市場

對這里隱含的壞賬風險比較擔

心，所以給它估值比較低。

通過分析我們看到，乍一

眼看上去相似的企業，其中暗

含的國民經濟的結構是不一樣

的，市值方面存在巨大的差

異。當然中國最賺錢的公司，

在中國除了 A 股上市的公司，

還有 4 家未在 A 股上市的公

司，其中有三家在美國和港股

上市： 中國移動、阿里巴巴和

騰訊科技，還有一家是一直不

太願意上市的但影響力巨大的

華為。這 4 家一季度淨利潤情

況是什麼樣？中國移動賺了 235
億，阿里巴巴賺了 212 億，騰

訊科技賺了 209 億，華為 133
億。如果把這 4 家也放到 A 股

里面，那麼最賺錢的公司他們

大概可以排在第 7、8、9 名，

仍然排在銀行的後面，也就是

說中國最賺錢的公司也賺不過

大銀行。

銀行賺的錢去哪裡了？

可以說，中國的銀行業是

躺著都能贏，那麼中國銀行賺

了那麼多前都去哪裡了？中國

銀行已經賺了那麼多錢，為什

麼現在還在不斷地融資？比如

說去年銀行發行了 5000 多億

的永續債，目的就是給銀行補

血，補充資金。為什麼銀行賺

了那麼多錢還缺錢呢？因為，

實質上，銀行賺的錢都是「紙

上富貴」。大部分利潤都去補

充銀行的資本金去了。統計數

據表明，A 股上市，銀行近三

年的，商業銀行利潤的 17%
用於繳納所得稅，23% 用於

普通股的股利分配，剩餘的

60% 全部用於補充核心一級資

本。因為近些年來銀行不停地

進行信貸擴張，不斷地做大資

產負債表的規模，也就是俗稱

的放水。在不斷的放水的過程

中，銀行是需要不斷地補充資

本金的。所以我們看到，一方

面銀行賺的錢越來越多，利潤

年年上漲；一方面銀行越來越

飢渴，越來越缺錢，缺少資本

金，尤其是中心銀行。 5 月 4
日，副總理劉鶴主持召開國務

本期論壇先分析第一

季度中美兩國賺錢最多的

前20家上市公司，對比一
下中美兩國這20家公司所
在的不同行業和結構，再

引申分析一下中國天量放

水背後的一些秘密。如果

能理解中國特色的這種放

水模式和體制的慣性，讀

者或能就理解中國經濟當

前的一些特點，並有可能

進而認清中國經濟未來的

走向。

持下去，奶油蛋糕看上去就沒

有什麼問題。如果哪天就是沒

有原料了，就沒有辦法再為蛋

糕塗奶油了，馬上蛋糕已經變

質的問題就會暴露出來。

我們經常聽說「銀行支持實

體經濟的發展」，它究竟是怎

麼支持的？實質就是不停進行

這種滾動貸款，不停地進行放

水，做大資產負債表，一層一

層的奶油塗上去以後，企業就

看不到有違約的問題了，銀行

也看不到有壞賬的問題；但如

果哪天看到社會融資規模和二

廣義貨幣 M2 這兩個數字停下

來了，增速變慢了，或甚至負

增長，就要非常小心。

在政府文件包括中央政治

局的會議里面，還有央行的文

件里，人們會頻繁地看到這句

話：“保持廣義貨幣 M2 社會融

資規模增速與名義 GDP 增速相

匹配”。很多人可能不理解這句

話，其實這句話確實是點出了

中國經濟模式的核心特徵，尤

其是 2008 年以後這種，債務驅

動經濟增長這種模式。

三個字的重大意義

最新的政府文件中的表述

又增加了幾個字：「保持 M2 和
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名義 GDP
增速基本匹配並略高」，增加了

三個字：「並略高」。不要小看

這三個字。 2020 年 1 月到 4 月

的社會融資規模和 M2 創下了

歷史的天量的放水，天量的融

資數據背後反映的恰恰就是這

三個字。如果還是按照以往的

融資增速，奶油的蛋糕可能就

塗抹不下去了。全社會的資金

鏈就有斷裂的可能性。

我們看到第一季度的 GDP 
數據非常差，-6.8%，此時不增

加全社會的融資額度，增加廣

義貨幣 M2，居民、企業、政府

三個主體的資金鍊就會岌岌可

危。所以，每次經濟越困難的

時候，就越會看到社融的增速

和 M2 的增速越快，確實需要

維持債務鏈條不斷裂，需要更

多的債務去覆蓋之前的債務，

並結餘出一點點資金再去維持

企業也好，或居民或政府也好

的基本生存。中國的經濟其實

大部分時間都在專注在奶油塗

層上，怎麼加奶油，怎麼去修

補；但真正的涉及到蛋糕本質

層面的經濟改革和制度性改革

做得太少。

中國式放水 本質是甚麼？中國式放水 本質是甚麼？財經 
評析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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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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等事

王華雖然沒有完全繼承祖先

的風骨，但是王家濃厚的文化底

蘊在他身上充分得到了體現。成

化十七年，王華中了狀元，進

了明帝國「皇家科學院」（翰林

院），十歲的王守仁也隨著搬到

了北京。王狀元一心希望自己的

兒子將來也能作狀元，交了大筆

學費，把王守仁送進了師資力量

雄厚的北京某重點中學讀書。但

是，王守仁好像沒有理解老爸的

用意，放了學就和鄰居家的孩子

們一起，玩排兵佈陣的戰爭遊

戲，還特別喜歡下象棋。王華對

此很是惱火，於是父子間有了

這樣一段對 話：「咱家代代都是

讀書的，怎麼出了你這麼個孩

子？」，「讀書有啥用？」，「讀

書像你爸爸我這樣中狀元」，

「爹中了狀元，兒子孫子還是狀

元嗎？」，「當然不是，你要中

狀元，還得自己讀書」，王守

仁一樂：「那沒意思，這樣的狀

元不稀罕。」王華一聽，啥？不

稀罕？小時候沒給你喝「三鹿」

啊，怎麼腦殘了？於是「父益怒

撲責之」，無辜的象棋也被送進

河裡泡澡去了，王守仁因此以諸

葛孔明自喻，作詩一首：

象棋終日樂悠悠， 

苦被嚴親一旦丟。

兵卒墜河皆不救， 

將軍溺水一齊休。

馬行千里隨波去， 

像入三川逐浪游。

炮響一聲天地震， 

忽然驚起臥龍愁。

從此，王守仁讀書更刻苦了

些，但是他讀書的目地卻與父親

大人的希望不同。十二歲那年，

王守仁曾經問過老師一個深刻的

問題：「何為第一等事？」其實

這也是千百年來，無數智者都問

過的問題－－人生的價值是甚

麼？然而，這個問題出自一個小

小少年之口，則突顯出王守仁的

與眾不同。無奈那個老師是個有

知無識的人，也只能給出個庸俗

的答案：「就是讀書當官（唯讀

書登第耳）。」王守仁搖搖腦袋：

「最重要的大概不是當官，而是

學聖賢。」

一個孩子，思想咋這麼深刻

呢？原來此前有個小插曲，有一

回，王陽明和幾個同學出去逛

街，路邊一個相面先生追著要給

他看相，說他的相貌難得一見，

恐怕是萬裏挑不出一。

近幾十年來，很多國人對

相面算卦等預測的學問嗤之以

鼻，並人云亦云的稱為「封建迷

信」，其實，有句老話叫「醫卜

借用說書先生的常用手

法－－「花開兩朵，各表一

枝」，他媳婦家裏可亂了套了，

新姑爺還沒洞房就失蹤了，不會

被綁架到山西挖窯去了吧。大伙

正亂著，新郎自己蹓躂回來了，

還在琢磨他的心得呢。

老丈人這份急－－我的姑

爺，你跑哪去了，全家找你都找

瘋了。

找我？幹啥？哎呀，昨天我

結婚哪，和鐵柱宮的道士聊了一

宿，給忘了。娘子啊，都是我的

錯，我可不是故意的。

大概因為新婚之夜鬧出的

烏龍，陽明先生一生對夫人十

分疼愛，甚至後世有不明就裏

的人以為他有俄國名－－「怕

妻懦夫」。

老丈人一想，可別隔三岔五

的再演這出兒，到我的辦公室上

班去吧，我看著你。於是，王守

仁每天準時報到，幫著處理公

文。金子到哪都是金子，別人半

天才能幹完的活，他一個小時就

解決了，剩餘的時間，他就在老

丈人的辦公室裡練字，不過陽明

先生這字沒白練 –「吾始學書，

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

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

久之始通其法。」並從中悟到：

「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

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格竹致知

過了段日子，王守仁要帶著

夫人回余姚，路過上饒時，他

專程去拜會了名儒婁諒（字一

齋）。這位婁伯伯也不是凡品，

老爺子少年時的志向也是做聖

賢，他不屑於應試教育的「舉子

學」，而是遍訪名師，尋求能提

高修為的「身心學」，後來果然

有些成就。

明 英 宗 天 順 七 年（1463
年），婁一齋去北京參加會試，

走到杭州，突然向後轉了。大伙

問他咋不去考試了，他說：「去

了要倒霉。（「此行非為不第，

且有危禍」）」果然，那年會試的

考場起火了，裡邊的舉子死的

死，傷的傷，黃宗羲說這是他

「靜久而明」有了神術。

和婁伯伯一番長談讓王守仁

收益良多，尤其婁老的一句「聖

賢必可學而至」，正點在王守仁

的心坎上，這位大儒和我英雄所

見略同啊，看來讀書作聖賢這條

路走的通。

然而，既然朱元璋把朱熹

「品」的《四書》作為明帝國教育

部頒布的考試大綱，那麼「海內

之士」只好「非程朱之書不讀，

非程朱之學不講」，在這種「此

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明

儒學案》) 的學術環境下，王守

仁要讀書做聖賢自然繞不開朱熹

學派了。

朱熹說一草一木皆含至理，

這話本身倒也沒錯，但是，當朱

熹學派的學者們誘導大家－－

「今 日 格 一 件， 明 日 又 格 一

件」－－向身外求理的時候，

問題就大了。

中華文化歷來講向內求，道家

的「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儒家的「故遠人不

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都是

這種主旨的體現，老子、孔子

被後世很多人視為哲學家。可

是，與西方絕大多數的哲學家

不同，我們的先聖先賢講出的

「道」理沒有推導的過程，而

是「悟」出來的，然而，這一

「悟道」，讓後世學者莫不心

悅誠服。歐洲文化重推理，哲

學如此，其哲學思想指導下的

西方科學自然也是如此，這正

是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的最大

差別。

朱熹學派的「格物」路子

已經偏離了中華文化向內求的

原則。這就像射擊，槍口處只

要偏一點，到遠處，就不知要

偏離幾十、幾百米了。現當代

很多國人有個誤區，總以為中

華文化不如歐洲文化，所以導

致近代中國落後於歐美。其實

不然，幾千年來，中國始終是

世人仰慕的天朝大國，用孫中

山先生的話說：「我們知道中國

幾千年來是世界上頭一等的強

國，我們的文明、進步比各國

都是領先的。當中國頂強盛時

代，正所謂千邦進貢、萬國來

朝。那個時候，這個文明，在

世界上就是第一的，中國是世

界上頭一等的強國。到了現在

怎麼樣呢？現在這個時代，我

們中國就是世界上頂弱、頂貧

的國家。」然而，自明朝中葉，

歐洲興起，中國國勢由盛而

衰，船堅炮利只是表面現象，

更深層的原因，恰恰是因為我

們悖離了中華文化的主旨，與

「道」漸行漸遠，這不能不說是

我們民族的遺憾。

書 歸 正 傳， 既 然「教 科

書」上說要這麼「格物」，那

就「格」一下吧，可是「格」

甚麼呢？爺爺在後院種了不少

竹子，就它了，王天敘的竹子

就這樣載入史冊了。一個人搞

「科學研究」太枯燥，王守仁找

了個姓錢的同學來作伴，於是

兩個大小伙子每天對著竹子默

默無言，眼珠也不敢錯一下，

到了第三天，那個小錢體力不

支，撐不住了，王守仁還不太

厚道的笑話了錢同學一下，他

本著把科研進行到底的精神，

繼續對著竹子送秋波，可是，

到了第七天，王才子自己也病

倒了，心裏嘀咕，原來不是小

錢太面，這種「科研」就不是

人能幹的。格竹不成反被竹子

給「格」了，王守仁只好感歎，

大概不是甚麼人都能成聖賢吧

（「自委聖賢有分」）。於是，遭

受打擊的王守仁掉頭「隨世就辭

章之學」－－準備科考。（未

完待續）

的先賢，也是他的榜樣，就

像他後來吟誦的「孤吟動《梁

甫》，何處臥龍崗 ?」（《春晴散

步》）。孔明有隆中對，三分天

下之策，王守仁也屢屢想上書

朝廷，獻上自己的「平安策」，

這時，他只有十五歲，王華斥

責他太狂妄，其實，從王守仁

提出那個何為第一等事的問題

起，王華就始終覺的自己這個

兒子不著調，這個狀元老子

還曾嘲笑兒子：「你這個小樣

兒，還想做聖賢（「汝欲做聖賢

耶 !」）？」他卻不知道，若沒有

這個兒子，後人早就不記得王

華狀元是何許人了。但是，王

守仁的爺爺－－王天敘老爺子

卻堅持認為，自己這個孫子將

來必成大器，之後的歷史似乎

也是要向後人宣示，王老爺子

的那份淡泊，比起他狀元兒子

那份對讀書登第的熱衷，要高

明的多。

洞房花燭

轉眼到了弘治朝，十七歲的

王守仁到南方成親去了，未來的

岳父大人叫諸介庵，是江西一個

廳局級幹部（布政司參議），也

是他狀元老爹的至交好友。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

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

時」，一般人眼裡的人生四喜，

對王守仁似乎都沒啥吸引力，新

婚之夜王守仁沒去陪新娘子，老

哥兒一個跑到外邊思考人生去

了。自從十三歲那年生母去世，

王守仁對人生價值的思考更深刻

了，生與死之間原來不過是一步

之遙，既然如此，世間的功名利

祿似乎沒甚麼可追求的了，那

麼，人生到底是為啥呢？邊走邊

想，猛一抬頭，只見一塊匾，刻

著三字兒－－「鐵柱宮」。喲，

道觀，進去瞅瞅吧。裡面一個道

士正在打坐，兩人一嘮嗑，這道

士原來懂長生之道，是個高人

啊，王守仁當即虛心求教，相談

甚歡，既然有明師指點，豈能不

立刻實踐，於是，他與道士相對

靜坐，直到東方既白。臨走時，

道士還對他說，二十年後我們海

上見。從此以後，王守仁對修佛

修道的法門也開始感興趣了。

插圖：Alin

（二）

不分家」，只不過醫生是看病

的，占卜者是看命的，就像不

能因為有庸醫害人就否定醫學

一樣，也不能因為占卜者中混

雜著賣狗皮膏藥的，就把預測

之術一概封殺。

這個相面先生還真不是

賣大力丸的，他叮囑王守仁

記住：「當你的鬍子長到衣領

時，你就入了聖境；鬍子長到

心口窩時，你就結聖胎了；鬍

子長到丹田（小腹處）時，你

就聖果圓滿了。(「須拂領，

其時入聖境；須至上丹台，其

時結聖胎；須至下丹田，其時

聖果圓。」)」這幾句話精煉的

概括了陽明先生的一生，也開

啟了他智慧的大門。

俠客之夢

在北京住的日子久了，王

守仁對北京的人文掌故，風土

人情也有了相當瞭解。其時距

離土木堡之變不過三十幾年，

于謙保衛北京的故事在民間流

傳甚廣，也讓少年王守仁心馳

神往，他感佩于謙「要留清白

在人間」的氣節，在其祠堂前

留下這樣一幅聯：

赤手挽銀河， 

公自大名垂宇宙。

青山埋忠骨， 

我來何處吊英賢。

千古文人俠客夢，十三歲的

王守仁不滿足於單單憑弔一下先

賢，他溜出學校，單槍匹馬來到

了居庸關。當年朱元璋擔心北

元賊心不死，撥出大筆「國防經

費」修建了「居庸關戰略防禦系

統」，足見此地之險要。這個膽

識過人的少年在居庸關附近「考

查」了一個多月，拜訪鄉村老

人，詢問北方少數民族的生活習

俗，思考御邊方策，「慨然有經

略四方之志」。

從居庸關回來沒多久，王

守仁夢見自己去拜謁漢朝伏波

將軍馬援的廟，他在夢裡還作

了一首詩：

捲甲歸來馬伏波，

早年兵法鬢毛皤。

雲埋銅柱雷轟折，

六字題文尚不磨。

這個夢似乎有些莫名其

妙，但是，四十年後，早已不

是少年的王守仁途經桂林，親

身到了伏波廟，發現周圍的情

境「宛然如夢中」，讓他不禁感

慨這一生都是冥冥中安排好的

局，這是此刻的他始料未及的。

諸葛亮始終是王守仁心儀

清 倣龔賢 十二月令山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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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Gou 
Jian, the King of Yue, had a diligent ser-

vant named Fan Li, who was from Chu. Un-
fortunately, during a battle at Guijishan, the 
King of Yue was defeated by Fu Chai, the 
King of Wu, and captured.

  Both Gou Jian and his servant Fan Li were 
taken to Wu where the King of Wu sent 
Gou Jian to live in a shabby stone house 
and ordered him to raise horses for the royal 
stables. Gou Jian pretended to be loyal to Fu 
Chai but secretly plotted his revenge.

  A few years later, Gou Jian was set free 
and went back to his own state. To remind 
himself to not forget his humiliation, Gou 
Jian relived his experiences by sleeping on 
firewood and ate a gallbladder before going 
to bed every night to keep his hatred alive.

 Twenty years later, Gou Jian overthrew 
the Wu state and became the overlord. His 
former servant Fan Li was appointed as a 
senior general. Fan Li realized that Gou Jian 
could only be trusted in times of trouble and 
could not share his success with others.

  Fan Li decided not to serve under Gou 
Jian. He took his family members and ser-
vants to Qi. He changed his name publicly 
to Chiyizipi. Fan Li and his sons took on 
farming and business and became so suc-
cessful that they earned a fortune.

  The King of Qi learned of the talents of Fan 
Li and sent a messenger to invite him to be 
prime minister. Fan Li said: “I manage my 
family to create so much fortune and I used 
to be a prime minister, so I think I reached 
the ultimate peak of my life. If I promise to 

be prime minister, such an honorable action 
will probably bring me bad luck.” So he de-
clined. After sharing his belongings with his 
relatives and friends, he quietly left Qi and 
settled in Tao.

  Fan Li and his sons cooperated to run a 
business again, and again they made a lot 
of money. People called him Tao Zhugong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Zhugong). Fan Li 
had three sons. His second son committed 
murder and was imprisoned in Chu.

  Initially, Fan Li wanted to send his young-
est son with 2,000 taels of gold (one tael 
equals approximately 1. 2 troy ounces) to 
deal with his second son’s trouble. When it 
was time to leave, the eldest son asked Fan 
Li to swap him with the youngest son.

  The son said: “I am the eldest son in the 
family. If I am not sent by my father to save 
my middle brother and my youngest brother 
goes, everyone will think that I am incom-
petent. If so, I would rather die.” Fan Li had 
no choice but to agree with him.

  Fan Li wrote a letter to his best friend in 
Chu, Mr. Zhuang, asking for his help, and 
told his eldest son: “When you get there, 
give Mr. Zhuang the 2,000 taels of gold and 
let him arrange everything from there on his 
own. Remember, never interfere with him.”
After the eldest son left for Chu, he secretly 
stole some of the gold for his own use. Once 
he reached Chu, he did as his father asked 
and gave Mr. Zhuang the letter and the re-
maining gold.

  Mr. Zhuang told the eldest son to leave 
immediately and never asked if his brother 

was released. The eldest son stayed on and 
bribed the officials quietly. Mr. Zhuang, 
who was honest and upright, had a substan-
tial reputation in Chu and was respected by 
everyone. Fan Li had sent the gold, which 
Mr. Zhuang did not intend to accept. He 
only wanted to return it to Fan Li after the 
matter was solved and asked his wife to 
keep it safe.

  Mr. Zhuang went to the royal palace and 
told the King of Chu that a disaster would 
descend from Heaven to Chu and it could 
only be alleviated by the King’s goodwill 
toward the second son. The King of Chu 
promised him it would be taken care of. The 
Chu aristocracy received the news and told 
the eldest son.

  The eldest son thought that his brother 
would be released because of the amnesty 
and so did not need Mr. Zhuang’s assistance 
anymore. He went to Mr. Zhuang’s home, 
pretending to say goodbye but intending to 
get back the gold. After the eldest son left, 
Mr. Zhuang was enraged because he could 
see that the eldest son was dishonest. So he 
went to tell the king of Chu that Fan Li had 
spent a lot of money to bribe the officials 
and that the amnesty he had asked was actu-
ally for Fan Li’s second son. The King of 
Chu was furious and ordered the execution 
of the second son.

  The eldest son had no choice but to return 
home with his younger brother’s dead body 
and the gold. His mother and his neighbors 
were very sad. Fan Li said very seriously: 
“In fact, what has happened was what I was 
expecting. The eldest son loves his brothers, 
but he has a strong attachment to money.

  When the eldest son was growing up, he 
understood the livelihood of our family was 
not easy, which led him to treasure money 
too much. When the third son was born,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of the family had 
improved. So, he only knew driving good 
carriages, riding fine horses, traveling, and 
spending money generously.

  With his open-handed character, I ini-
tially wanted him to deal with his second 
brother’s troubles. In the end, the eldest son 
failed to solve the matter and my second son 
was executed.

  That’s the reasoning behind what trans-
pired and there’s nothing to be sad about. I 
think it’s all predest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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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私固執要不得

 The  Prede s tined  Nature  of  Se l f ishne s s , Stubbornnes s , 
and Irrespons ibility

酌古鑒今
春秋時，楚人范蠡，侍奉越王勾踐，

勤奮竭力，和勾踐臥薪嘗膽二十多年，終

於滅了吳國，報了「會稽之恥」。勾踐做

了霸主，范蠡稱為上將軍。

范蠡深知勾踐的為人——可共患難，

不可共安樂，於是上書辭去官職。他收拾

珠寶，帶著家眷和僕人，乘船從海路來到

齊國，改名換姓，自稱鴟夷子皮。

范蠡帶著他的兒子們在海邊結廬而

居。戮力墾荒耕作，兼營副業並經商，不

久，積累財富數千萬。

齊王得知范蠡的才能，請他出任相

位。范蠡嘆息道：「居官致於卿相，治家

能致千金；對於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

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

吉祥的徵兆。」於是，才三年，他退還了

相國的印綬，把家產分贈親友，悄悄離開

齊國，到陶地定居。

父子一同經營。不久，又有成千上萬

的資產，天下人稱他為陶朱公（以下簡

稱朱公）。朱公有三個兒子。二兒子因殺

人被囚禁在楚國。他派小兒子，帶黃金千

鎰，去找楚國大臣莊生幫忙勸說楚王。正

要上路時，長子堅決要去，朱公不允。長

子說：「我是家裡的長子。如果不是父親

送我去救二弟，而我最小的弟弟去了，每

個人都認為我無能。如果是這樣，我寧願

去死。」說著要自殺。其母又替他求情，

朱公不得已，派長子前往。

朱公寫了一封信，給摯友莊先生，請

求他的幫助，又囑咐長子說：「你到了那

裡，把千鎰黃金，送到莊先生那裡，隨他

去辦，千萬不要干涉他辦事。」

長子走時，又私下帶了幾百金子。他

到楚國，按照父親的囑咐，拿出書信，送

上千金。

莊先生要他趕快離開，千萬不要停

留，即使弟弟被釋放，也不要問。但他卻

暗自停留下來，用私自帶來的黃金，送給

當權的貴官。莊先生居陋巷，廉潔正直，

在楚國有聲望，上下都敬奉他為尊長。朱

公送他的金子，他並非有意接受，只想在

事成之後，再歸還給他，便叫妻子妥為保

管。

莊先生進宮見楚王，以星象有害楚

國，需要楚王行德政為由，遊說楚王實行

大赦，以樹立恩德，楚王欣然同意。楚國

貴族得到消息，告訴朱公長子。他以為大

赦，二弟會被釋放，而不知道是莊生出的

力，只覺得這麼多的賄款太浪費，便重返

莊生家。

當莊生知道朱公長子的來意後，於是

讓朱公長子進房內去取回金子。此事讓莊

生認為自己受辱而感到憤怒。於是他再見

楚王，言朱公用重金收買大王左右，大赦

是為朱公兒子的緣故。楚王大怒，下令殺

死朱公二兒子。

朱公長子最終只能帶著二弟的屍首和

千鎰黃金，回家了。母親和鄉鄰，都十分

悲痛，只有朱公（就是范蠡）笑道：「我

早料到他，去會送掉老二性命的。他不是

不愛他的弟弟，但是他有忍耐不住的地

方。他自幼和我一起，過分的愛惜金錢，

知道生計艱難，所以看重錢財。

至於三兒子，生下來就富有，只知道

駕好車、騎駿馬到處遊玩，隨便花錢，毫

不吝惜。原來叫老三去，就為了他捨得花

錢的緣故。大兒子辦不到，送掉了他弟弟

的命，事情就是這樣，沒有甚麼可悲痛

的。我日夜就等著他，帶回凶訊。果然如

此，也是命定。」

（據司馬遷《史記 • 越王勾踐世家》）

范
蠡
畫
像

(Adobe Stock)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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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宇

航員回到地

面後，大腦

質量增加了

高達6%。

柏林大學的法蘭茲博士在調

查墨西哥中部附近的洞窟時，挖

掘出一些生活用品和裝飾品，讓

他奇怪的是這些物品都是小小

的，看起來就像玩具一樣。再挖

下去，一具小人的骸骨出現了。

這一具約 12 公分高的骸骨，經

科學家研究，這是一個成人的骨

骼，其年代約在五千年前。

前些年，由澳大利亞、印

尼、美國、加拿大等國際科學家

的合作，重新分析了印尼的史前

小矮人，認為他們消失年代大約

在 6 萬年前，這和以前估計的

1.2 萬年有很大差異。

該研究發表於《自然》期

刊。研究者認為，小矮人消失的

時間越早，越說明和現代人的關

係不大，而是另外一個人種導致

他們的滅絕。

也有學者認為，結論下得有

些早。加拿大人類學學者陶鍥立

（Tocheri）博士說：「我們只是

站在冰山之頂。」因為出土小人

  
小人曾真實存在   

化石的洞穴尚有四分之三未挖

掘，不知道是否其它地區也有小

人化石。

這種小人的化石，是澳大

利亞和印度尼西亞的科學家於

2003 年在印度尼西亞的弗洛勒

斯島地區發現的。當時，科學家

在該島的梁布亞（Liang Bua）
洞穴發現一個體型相當於現代人

三歲嬰兒的人化石，其頭骨、骨

盆、股骨等部位幾乎是現代骨骼

的縮小版，經判斷那是一個成年

女性小矮人的化石。

此後，科學家還發現更多小

矮人化石。科學家意識到，小矮

人化石印證了印尼弗洛瑞斯島上

一個古老傳說的真實性。

據傳說，這個地方以前住著

一種身材矮小的人，走路左搖右

擺，貪吃，喜歡喃喃自語。當

地人稱這些小矮人「ebu gogo」
（意思是「什麼都吃的姥姥」），

一直到十九世紀還看到他們在雨

林中出現過。

宋《太平廣記》記載，在西

北海戌亥地方，有個鶴民國，國

中之人身高三寸，卻具異能，步

履如飛，可日行千里，但因身形

微小常被海鶴吞食。

鶴民大多數都在山澗溪岸

邊，鑿洞建築城池，春夏以草籽

為食，秋冬囤草根作糧。穿草編

衣服，懂養生之法。

《山海經海經新釋卷一》記

載，「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

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

著白圭之袍。」佐證了小人被鳥

吞食的說法。

許多書中都有對小人國的記

載：《山海經》〈大荒南經〉與〈大

荒東經〉中都記載了小人國。

〈大荒南經〉也說：「 有小人，

名曰焦僥之國」。〈大荒東經〉

說：「 有小人國，名靖人。」

又寫道：「有小人，名曰菌

人。」說明當時的小人國並非只

有一個。且《山海經 ‧ 海外南

經》記載：「周饒國在東，其為

人短小，冠帶。」

漢朝郭憲的《別國洞冥記》

中說：「勒畢國人長三寸，有

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

常群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

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日初出有

露計如珠也。」

《搜神記》卷十二記載：「王

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

英國作家喬納森 ·斯威夫
特的《格列佛遊記》中，

寫了大人國、小人國的奇

遇。現代考古學也發現巨

人骨骼與小人骨骼，而在

多個中國古籍中，都曾有

過對小人的目擊記錄。這

些證據證明了小矮人不是

傳說，而是真實存在的。

◎ 文：青蓮   圖:公有領域

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

萬物，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

止。」並同時記載有一種小人叫

「慶忌」，寫道：「慶忌」者，其

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

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

馳。清朝大學士紀曉嵐在《閱微

草堂筆記》卷三《灤陽消夏錄三》

中描述，在新彊首府烏魯木齊，

經常看到身高只有尺許的小人，

男女老幼都有。

小人喜歡將榴枝編成小圈戴

在頭上，成群結隊唱歌跳舞，聲

音細如鹿鳴，悠揚婉轉。

當地朝廷駐軍常常會抓到偷

竊食物的小人，被抓後小人就跪

在地上哭泣。若被捆綁則絕食而

死。若放了他們，則慢慢走數尺

遠，回過頭來看看，到了差不多

追不上的距離時，就迅速遁入深

山中。清軍稱之為「紅榴娃」。

當時丘縣（今河南省輝縣）

丞天錦，奉派巡視牧場，曾抓到

一個小人，將他帶回去，仔細端

詳，他們的鬍鬚和毛髮都和我們

平常人一樣，可見不是木魅或山

魈之類的妖怪。

清代詩人袁枚在《新齊諧》

第九卷記載：「乾隆四年，山西

蒲州修城，掘河灘土，得一棺，

方扁如箱。啟之，中有九槅，一

槅藏二人，各長尺許，老幼男婦

如生，不知何怪。」

到了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還

有人見過小人。

◎ 文：蘭心 

近日，根據歐洲航天局哥

白尼哨兵5P衛星的最新
數據顯示，北極上空出現

了一個可能是有史以來面

積最大的臭氧空洞，大約

相當於三個格陵蘭島。

格陵蘭島是世界上最大的

島嶼，面積達 216.6 萬平方公

里。科學家猜測，這個超大臭

氧空洞形成的原因，可能是北

極地區平流層異常低溫，導致

臭氧含量暴跌。

一般情況下，南極上空會

在每年秋季出現地球大氣臭氧

空洞，而北極卻很少出現。只

在 2011 年出現過一個面積小得

多的大氣臭氧空洞。有科學家認

為，這甚至可能是有史以來出現

在北極上空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

的臭氧空洞。

臭氧能吸收紫外線，從而在

地球大氣平流層中自然形成保護

層，防止過量的紫外線導致人類

罹患皮膚癌和白內障。

北極現史上最大臭氧空洞
◎ 文：天羽

太空改變宇航員大腦 
一份新研究顯示，宇航員

回到地面後，大腦質量增

加了高達6%，而且不會
再恢復。科學家認為，這

並不是一種好的變化。

研究人員對 11 名在國際太

空站（ISS）工作了 170 天後返

回地面的宇航員進行檢查。

發現他們的大腦白質平均增

加了約 6%。研究人員在他們升

空前和返回地面的 1天、 30天、

90 天、180 天和 360 天後，對

其進行核磁共振掃描檢查，得出

這個結果。

這份研究主要作者克萊默

（Larry A. Kramer）認為，造

成宇航員腦白質增加的原因，可

能是微重力環境導致腦白質裡面

的空穴增大，更多腦液流入導

致。「液體流向大腦可能是導致

宇航員出現視力和顱內問題的原

因之一。」

研究者認為，不管宇航員回

到地面多長時間，可能都不會恢

復。因為一年以後，這份研究調

查宇航員的大腦仍和剛回到地面

時的情況一樣。

但目前看起來，這些宇航員

並沒有出現任何健康問題。

美國宇航局（NASA）和其

他太空機構都在研究如何減小太

空環境對人體的影響，這類的調

查非常重要。

喬
納
森
·
斯
威
夫
特

一名來自美國內華達州的網

友利用 Google Earth 在尋找地

球上的人造物體時，意外在內華

達州的沙漠中發現一個不尋常的

三角形結構。當他在網上讀到

一篇關於內華達州發生的一起

UFO 墜毀事件時，令他大感驚

訝，他相信兩者之間必有關聯。

據他的估算，這個等邊三角

形的結構每一邊約有 1069 米。

他將這一發現向 MUFON（美

國最大的民間 UFO 研究機構）

提報，資料庫編號為 95617。
經 過 一 個 月 的 研 究 之

後，他說：「一切都指向伊利

（Ely,Nevada）的墜毀事件。」

1952 年 8 月 14 日， 一 艘

UFO 在伊利附近墜毀，發現了

16 具屍體。當時的媒體都做了

報導，在三個不同的圖書館中查

詢 1952 年 8 月的伊利時報（Ely 
Times）縮微膠卷都具有相同的

結果。但是從 8 月 15 日開始，

報導此事件的內容全都消失了。

《國際商務時報》報導，

根 據 一 個 YouTube 頻 道

Paranormal Crucible 的推測，

內華達沙漠中發現的三角形結構

可能是一個墜毀的外星母艦，從

深空到達地球。也有人相信，墜

落的物體可能是一艘秘密的飛行

器，可能是俗稱 TR-3B 的反重

力三角飛行器。TR-3B 是美國

空軍在附近的 51 區開發的先進

武器，可能在飛行測試時墜毀。

另一部分觀點認為，這個神

秘三角形是個二

戰時期的空軍基

地的殘骸。也有

人猜測它是「51
區」地下基地的

頂端。

神秘的「51 區」，是位於美

國內華達州南部林肯郡的一個區

域，距離拉斯維加斯市中心西北

方 150 公里。這裡有一個空軍基

地，此區被認為是美國用來秘密

進行新的空軍飛行器開發和測試

的地方。這個地區因經常出現不

明飛行物和外星人而聞名於世。

這個神秘的三角形物體究

竟是什麼，眾說紛紜，未有定

論，有待人們進一步探索。

（選自看中國網）

沙漠驚現「神秘三角形」疑是墜毀宇宙飛船 

Adobe Stock

Adobe Stock

Adobe Stock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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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太平

算術 古代數學家的驚人絕學   
我們知道今天的學

科中有數學，也有人稱

為算術，與古代的算術，

內涵差之千里。

古代的算術不僅僅有祖沖之

那樣的像圓周率一樣的計算，還

包括一些術類的東西。而術類的

東西就非常複雜了，裡面有法術

的內涵，甚至可以算出生死。算

命其實也包括在裡面了。

漢朝時的真玄兔精通算術，

是漢成帝時期的人。

一次，真玄兔計算出他的年

壽是七十三歲，應當在綏和元年

正月二十五日申時死去，他將這

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然後，他再用周易為張鷟

卜算，得卦為「觀」與「渙」。

「觀」主驚恐，「渙」即「散」，

後為風行水上，災禍才消去。

後來，他又讓安國觀裡的另

一個李姓道士再給張鷟推算一

下，不告訴他姓名。推算之後，

李道士說：「這個人今年關在天

牢，身遭死罪，才可以免去他的

大災。不然，就會有病死去，沒

有挽救的辦法」。

後來，張鷟果然被御史李全

交彈劾，皇上下令處死他。

而刑部尚書李日知、左丞相

張庭珪、崔玄升、侍郎程行謀都

為他求情。這才免去死罪，改為

發配嶺南。這兩位道士的話，得

到了驗證。

兩眼果然重見光明

唐太宗貞觀年間，定州鼓城

縣有個叫魏全的富戶，他母親忽

個日子記錄在屋裡的牆壁。到了

綏和元年正月二十四日申時時，

真玄兔提前一天死去。

臨死前，他的妻子告訴他：

「當年你計算死去的日期時間

時，我看見你向下多撥下一個籌

碼。當時我還以為你是故意這樣

做的，是想逃脫掉死亡呢！因此

沒有告訴你。現在，你的死期果

然早了一天。」

真玄兔對他的妻子說：「北

邙山上有墳墓。墳墓旁邊長著一

株楸樹。在楸樹西側四丈遠的地

方，往下挖七尺深，我死以後就

將我埋葬在那裡吧！」待到真玄

兔死後，家人按照他指示的方向

位置去挖，挖到七尺深時，發現

有一具古時的空槨，就將他下葬

在這具空槨裡了。

他的妻子也懂算術，說明算

術是可以學習的。只不過一般不

輕易傳人而已。

袁弘御計算桐樹葉子

據《太平廣記》記載，後唐

袁弘御官任雲中從事，尤其精通

算術。同府的同事讓他計算一下

院子裡一株桐樹有多少片葉子。

他立即丈量桐樹，在離桐樹七尺

遠之處，圍樹畫一個圓，量取圓

的直徑的尺寸進行運算。過了許

久，說：「約有若干片樹葉。」

同事們沒法查核，讓人撼掉

二十二片葉子，又叫他算。袁弘

御說：「照比剛才少了二十一片

樹葉。」檢查一下，掉落的葉中

有兩片略小點，當成一葉了。

節度使張敬達有兩只玉碗，

袁弘御量了一下碗的深度與寬

度，運算之後說：「這兩只碗明

年五月十六日巳時一定會碎裂

的。」張敬達聽了後說：「我將

它們小心地藏起來，看它們還能

破碎嗎？」

隨即讓人將兩只玉碗用衣絮

等物包裹好，裝在一個大竹籠裡

面，放在庫房中。到了來年五月

十六日巳時，庫房的屋梁突然折

斷了，掉下來，剛好壓在藏碗的

竹籠上，兩梁玉碗都被砸碎了。

太僕少卿薛文美同在府中，親眼

見到這件事情。

（據《西京雜記》）

以下在《定命錄》和《朝野僉

載》中，所記載的幾個事例便說

明了這一點。

準確預言進士的官運

華陰人車三擅長占卜相面。

有個叫李蒙的人，參加了科舉考

試後中了進士，進京去聽候任命

官職。到了華陰縣，縣令讓車三

給李蒙相一面，並且騙車三說他

叫李益。

車三相完面後說：「從一開

始就見不到你能享受到朝廷的

俸祿。」周圍的官員們說：「大

概是沒有說出真實姓名，所以

沒有相對。這位叫李蒙，是『宏

詞』進士，正要進京聽候任命官

職。你看看他能被任命個甚麼官

職？」

車三問李蒙：「你想擔任

甚麼官職？」李蒙說：「我喜歡

到華陰縣來任職。」車三說：

「你這次一定會被安排在華陰縣

的。只是從你的面相上看，你

沒有在華陰作官的命，那你又

能如何呢？」眾人都不相信車三 
的話。

待到李蒙到京後，果然授任

華陰縣尉，諸位同事在曲江船上

設宴為他祝賀。同事們讓李蒙作

序記載曲江遊宴這件事。到傍晚

了，序寫出來了。

史翽先起來，從李蒙手中拿

過序來拜讀。後來，裴士南等十

多人爭搶著看序，使船偏向一

邊，於是翻了船。李蒙、裴士南

等落水淹死了。

預言官運 結果絲毫不差

唐玄宗開元二年，梁州道

士梁虛舟用「九宮」之法為曾擔

任過唐朝的御史和都尉的張鷟

推算，說：「五鬼侵凌，天罡臨

命，今年是你一生中的一個大災

年。」

古時的占卜相面之

士，在占卜相面時都能心

誠意靜，因而往往能比

較準確地預言當事人的

官運，而道士通過他們

在修煉中獲得的功能，

也能預測事情的結果。

◎文：溫迪

◎文：宗家秀

人間虧損 天有補償

當今社會的人們，在物慾橫流的現

實中，把「一切向錢看」當作人生追尋的

目標，一夜暴富是許多人的夢想。

殊不知，生死有命，富貴在

天。人的一生中，福、祿、財、

壽運數早已前定。唯有心無所

求，重德為善，才能改變它。

古代社會，人的財產是私有

的，也是上天根據人的前世因緣

既定安排給人的。

宋代洛陽城的地底下，有很

多前人埋藏的金銀財寶，所以宋

代房產交易時，如果房子底下沒

挖掘過的，買房者照例要多付一

筆挖掘費。 
左丞相張觀為奉養父親，花

預言運勢的占卜術

在風水上，但凡住宅位

於多叉路口的外部，普通是

Ｙ形路口構成的銳角處，這

種Ｙ形路口，不光指立體上

的，如兩條高架橋一上一

下，也能構成平面的剪刀

煞。假如房子恰恰處在三

角地帶，兩側有路斜穿而

過，形似剪刀狀，就會犯剪

刀煞。自古以來，官方就

有「路剪房，見傷亡」的說

法，可見，寓居在這種地理

位置的人，容易遭到剪刀煞

的影響，而蒙受嚴重傷亡、

招惹不測災害、染上疾病和

血光之災等。

尤其是寓居在「剪刀

口」的人，會首當其衝遭到

災難，並且經常是厄運連

連，禍不單行，且隨著剪刀

漸漸剪上去，其他的人也會

遭到煞氣的影響。依照風水

來說，解決之道可使用凹凸

透鏡、山海鎮、八卦鏡等具

有反射作用的器具，且一般

山海鎮、八卦鏡必須經由風

水老師開光、加持，才能發

揮功效。也可於陽臺處，面

對岔路口的位置，擺放紅竹

或大小適當的石頭，並用

紅顏料寫上「石敢當」3 大

字，一併解決煞氣。

一般來說，剪刀口（兩

路匯集處尖端）若不正朝

東方，應無沖煞問題，有人

認為，在剪刀口處的房子

開店做生意，若經營打鐵

店、鑰匙店就不會受沖煞

影響，因為會造成沖煞的

氣屬「木」，而打鐵店等屬

「金」，可以克「木」，這

種說法符合風水上的認知。

至於開設在 T 字形和

Y 字形路口的店鋪門入口，

最好改由側進，以擋住和避

開迎大路而來的風塵，契

合風水中的「忌直衝，喜盤

旋」。

店前最好栽種樹木和花

草，這樣不但可以添加店前

的生氣，也可消弭塵埃，另

外，也要勤於店前衛生的打

掃和店面門窗的擦洗，以肅

清堆積的塵土。

化解風水中的

剪刀煞
◎文：雅雯整理

然雙眼失明，到占卜人王子貞那

兒去問卜。王子貞為魏全母親卜

算一卦，說：「明年三月一日，

有個穿青衣的人從東邊來，讓他

給治療，一定能治癒。」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一日，魏

全果然等到一個身穿粗綢青衣短

衫的人。於是邀請這個人到家

裡，用好酒、好菜招待他，請他

給母親治眼疾。這個人說：「我

不懂得醫道，我只會做犁啊！我

就為你做一張吧！」說著，這個

人手拿斧子，繞著房舍周圍，找

能夠做犁轅的材料，看見一株彎

曲的桑樹枝幹遮臨井上，就將它

砍下來。就在這時，魏全母親的

兩眼突然重見光明。原來是這株

彎曲的桑樹枝幹上的葉子將井蓋

住，而導致了魏全母親雙眼失

明。

（出《朝野僉載》）

了幾百萬買了洛陽城中的一座豪

宅，本來已經談好，房主突然提

出要另付很高的挖掘費，多次加

碼，挖掘費抬到了一百多萬錢才

肯出手。張觀一心要得房子，所

以沒有講價，就付了錢。很多人

認為張觀虧大了。

翻新房屋時，地下挖出一個

石製匣子，不大，但非常精巧美

觀，上面鏤刻雕有各種花鳥圖

案，盒蓋上還有二十幾個篆字，

書法非常古怪，沒人能認識。從

文字圖畫看，絕不是近古的東

西。 打開石匣一看，裡面竟有

數百兩黃金。張家把黃金賣了，

所得錢兩正好是買房所花的全

款，其中包括附加的挖掘費，分

毫不差。不失不得！看來運數早

已前定，人間的虧損，天有補

償。虧或不虧，也都是一回事。

事據：《夢溪筆談‧無妄費

亦無得》

袁弘御量玉

碗說：「明

年五月十六

日 巳 時 一

定 會 碎 裂

的。」

   宅地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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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私

人感激地說：「是誰啊？謝

謝您啊！」這時空中有一個聲音

答到：「我是神啊！我現在賜你

衣衫，我還要賜你一把種子，一

個犁。你要去幫助遠方的一群和

你一樣的人，幫他們把種子種

上，幫他們犁地，到了秋天和他

們一起分享收穫的果實。你要記

住啊！這一切都是我給予你的，

你要像我一樣，用這一切去給予

他人，記住了嗎？」人無限感激

地說：「記住了！」於是他便按

照神的話，找到那群人，幫他們

犁地，幫他們種上了種子。

神看到人按照他的話去幫助

別人，很高興，看到人犁地時滿

頭大汗，心生慈悲，於是又賜給

了人一匹馬。人用馬去犁地可省

勁多了，人充滿了對神的感激，

不敢絲毫怠慢，盡自己的所能去

幫助別人。到了秋天，人就把收

穫的果實和眾人分享，眾人感激

不盡，都齊聲稱頌人的功績，人

十分慚愧地說：「不要這麼說，

這都是神的所賜啊！我原來一無

所有，我能做甚麼啊？」又一個

秋天，收穫的果實多得搬不過

來，人於是對神說：「神啊！您

能幫我想想辦法嗎？」神於是又

賜給人一套馬車，這樣搬東西就

快了很多，眾人又齊聲讚頌人的

功德，人謙虛的說：「這一切都

是神的恩賜啊！神給了我這些，

是為了讓我能更好的幫助你們，

我只是又把神的恩賜給了你們，

我有甚麼呢？」

不知過了多少年，人漸漸的

在別人的稱讚聲中自滿起來，也

覺得自己功高蓋世，為別人做了

那麼多，不都是自己的功勞嗎？

人也厭煩了走路，就把馬拉的車

改成了自己的座車，看張三的對

自己的讚揚多，就多幫張三點，

瞧李四不順眼，乾脆就不理他

了，任其苦苦哀求。人又在眾人

面前開始炫耀自己的本事，讓人

多多的對自己歌功頌德，讓人們

感激他給予眾人的一切，並開始

和眾人討價還價，讓眾人給自己

建起了一座美麗的莊園。

神對這一切看在眼裡，急在

心上，就規勸他。但是，人對

神卻不像以前那麼尊敬了，說：

「只有我才能為眾人做這麼多的

事情，你只是給了我工具而已，

沒有我，你能做甚麼呢？」

由於人的自私，那匹馬開始

不願為他服務了，幹活也越來越

慢，而且犁也開始上鏽了。人一

看馬不愛幹活，就濫用以前神給

予的智慧造了一把鞭子，狠力地

抽打馬。過不久，馬就被折磨死

了，犁也被地裡的一塊石頭硌斷

了。人開始埋怨神，為甚麼給了

自己一匹不聽話的馬和一個不好

使的犁呢？神聽了，無限惋惜與

難過。於是在一個暴風雨的夜

裡，一個閃電把人的莊園打得著

了火，人甚麼也沒顧上穿，就從

莊園裡逃了出來，而莊園卻在大

火中化為灰燼了。

人赤條條地站在曠野上，在

寒風中瑟瑟發抖，這時他才發現

自己一無所有了，他雖然悲痛欲

絕，但是仍然埋怨上天為甚麼對

自己這麼不公平。

一陣涼風吹醒了他塵封的記

憶，他開始想起了自己剛來到世

上的情景，想起了神的囑託和神

賜給的東西。他終於醒悟過來，

羞愧不已，心中充滿悔恨，泣不

成聲的對空中說：「神啊！我簡

直無顏求得您的原諒，我的一切

都是您賜給我的，為的是讓我像

您一樣去利益眾生。您賜給我無

數的東西，為的是讓我能為更多

的眾生服務，為更多的眾生負

責，而我卻背離了您的旨意，我

把您賜給我的能力當做我個人的

資本，當做高人一等的本錢，當

做為自己謀私利的工具了。我本

來一無所有，是您賜給了我一

切，為了能利益眾生，我才有了

更好的一切。然而我現在背離了

您的教誨，背離了利益眾生的根

本，我現在真的是一無所有了

啊！我真是悔恨不已，求您大發

慈悲，再賜給我一次機會吧！我

將盡我所能為眾生造福，實現您

的旨意，像您那樣慈悲眾生。」

說完長跪不起。然而神並沒有出

現，只有寒風瑟瑟，人悲痛欲

絕，深悔自己的過錯難以原諒，

昏死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人甦醒

過來，眼前一亮，只見滿山的牛

羊，遍地的莊稼，成群的駿馬，

萬花爭豔，百鳥鳴唱，風和日

麗，祥雲飛舞，眾生歡呼歌唱，

齊讚神的偉大、神的慈悲，人發

現自己和眾生又擁有了更加美好

的一切，不禁無比感激與欣喜，

淚流滿面……

【原文】

曆日是神農所為，甲子乃大

撓所作。算數作於隸首，律呂造

自伶倫。甲冑、舟車，系軒轅之

創始；權量衡度，亦軒轅之立

規。

【字詞義解釋】

（1）曆日：即曆法。推演

天象以紀年、月、日的方法。

（2）神農：即炎帝，五帝之一。

（3）甲子：甲為十天干之首，

子為十二地支之首。天干和地支

依次相配，由甲子起始，主要用

以紀年，一輪六十年，統稱為甲

子。（4）乃：是。（5）大撓：

黃帝的史官。（6）算數：計數。

（7）隸首：黃帝的臣子，為隸

姓之祖。（8）律呂：「六律」、

「六呂」的合稱，古時正樂音

之器。（9）伶倫：黃帝樂師。

（10）甲冑：古代戰士用的鎧甲

和頭盔。（11）系：是。（12）
軒轅：即黃帝。（13）權：秤

錘，也指秤。（14）量：計算容

量的器具。古有合、升、斗、斛

等。（15）衡：秤桿，也指秤。

（16）度：量長短的標準，如：

分、寸、尺、丈等。

【譯文參考】

曆法是炎帝所創造的，大撓

將天干地支相配創作甲子紀年的

方法。算數是隸首所創，六呂六

律是伶倫所造。頭盔、鎧甲、車

船為黃帝所創始，權量衡度也是

由黃帝制定的標準。

【讀書筆談】

黃帝創建人文根基

中國人自古稱為炎黃子孫，

這一課就直接講到了中華民族的

人文始祖炎帝和黃帝，給人類從

治國到規整百姓的生活留下了各

方面具體的文化。如果說三皇遠

古的人類始祖女媧、伏羲時代，

開創的是天人合一的神傳文化的

特點和本質，令一切文化都可以

找到它的源頭，通過伏羲先天易

理通曉天地陰陽五行之道，定下

中華文化的源頭，那麼到了五帝

時代的黃帝時代，則在這個源頭

的基礎上，開始系統打下一個從

治國到生活所需的各種層次的文

化基礎。各種具體的技術和規範

制度也由此而定下，加上先前炎

帝為保證基本生存打下的農業基

礎，中藥學（《神農本草經》）和

茶道等文化的基礎，因此炎黃二

帝成為中華人文的始祖。

也就是說，炎黃二帝，尤其

是黃帝，從制定井田鄉里制度，

劃分九州都城，制定官員體制，

記錄君王言行、政令、歷史事

件、觀察天象的史官制度就是由

黃帝制定的。治國是以德為核心

的理念，黃帝注重以德治國，設

立了九德之官，以九行教化百

姓，即：孝、慈、文、信、言、

忠、恭、勇、義。孝在第一位，

可見以孝治國的源頭是黃帝，而

舜帝是親身實踐孝道的典範，可

見儒家思想來自黃帝留下的文

化、音樂等，與治國相關的文化

體系，到交通工具的車船，經濟

交易、工程等方面需要的算數與

度量衡等技術規制，衣裳製作和

規制（漢服的創建），以及中醫

醫療（《黃帝內經》成為中醫鼻

祖）的開創等等，幾乎一切有

形的文化體系，都是在黃帝時

期，打下了一個基本的框架。也

就是將伏羲時代前後來自神授的

八掛、易經文化進一步具體化，

成了人們能夠認識和運用的各種

人文體制和技術知識。

不僅如此，黃帝從以德治國

漸漸昇華到無為而治的以道治

國，他因夢見神國世界華胥國，

從而悟道，提升治國境界，實現

了天下大同，達到了幾乎感覺不

到有君王和朝廷存在的地步，人

們夜不閉戶，德行高尚，處於半

神狀態，能跟天神溝通，黃帝在

位百年，後與群臣乘龍登天而

去，華胥國的神話與修煉的文化

因此流傳至今。黃帝作有〈華胥

引〉古曲，作為他以道治國，見

證修道大志的明證。

少數民族同是炎黃子孫

五帝時期，不僅文化都與

黃帝有關，連後來的顓頊（黃

帝之孫 ) 一直到舜帝（顓頊的後

代），整個從黃帝到舜帝的五帝

時代的全部帝王，儘管都是禪讓

為主題，選賢能有德者傳帝位，

大多不直接傳給自己的兒子，但

中國古人對教育的重視，不

是只在讀書上，他們更注重的是

道德教化，並兼顧培養實踐能

力，比如：北宋元祐年間，曾詔

舉「經明行修」之士。「經明」

是指通曉儒家經典，「行修」是

指實踐修為。就是說，這種人才

不是通過科舉考試選出，而是由

官員舉薦，條件是通曉經典，又

有修為的人。這樣做一方面可以

網羅天下人才，另一方面也讓天

下人知道，朝廷取士並不只考察

才學，更注重德行。這就可促使

人們重視道德修養，而不只是一

味的讀書，對於整個社會的風氣

也十分有好處。 

又如：北宋元祐年間，還設

有「十科舉士法」。這十科的名

字是：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

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智勇過

人，可備將帥科；公正聰明，可

備監司科；經術精通，可備講讀

科；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文

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善聽獄訟

盡公，得實科；善治財賦公私，

俱便科；練習法令能斷，請讞

科。意思是：要選拔德行高尚的

人才；可以進諫忠言的人才；可

為將帥的軍事人才；負責督察官

員的監察人才；通經術可以做講

師的人才；學問廣博可以做顧問

的人才；文采好可以從事寫作的

人才；善於調查案件的人才；善

於理財的經濟人才；熟悉法令可

以做出判決的人才。從這些名字

中我們可以看出，朝廷在選拔人

才時，重視實際能力，並且人才

之選涉及各個方面 。
根據十科舉士法，負責舉薦

人才的官員們，每年要於十科內

舉薦三人，每位被舉薦者都被登

記在冊。朝廷有事需要人才時，

執政官按所舉科對被舉薦者予以

試用，試用有效的人，則被授予

相應的官職。 
此外為了保證舉薦質量，防

止為完成任務而不負責任的舉

薦，或是徇私濫舉之類的事情發

生，還採取了一種措施叫「結罪

保舉」，意思是，被舉薦者日後

如有罪錯時，舉薦者也要一同承

擔責任。這樣官員在選拔人才向

朝廷舉薦時，就會慎之又慎，不

會輕易妄舉了。 
古時的取士，對道德水準與

實踐能力都很重視，所以相應的

人才之培養，也必然是以此為重

點。所以，古時的讀書人，並

不是讀死書，萬事不關心。相

反，在現代的應試教育下，高智

商低情商，或是高分低能的現

象，卻屢見不鮮。古人的教育方

法與取士標準，才更加值得我 
們學習。

不知何年何月，在茫茫大地上誕生了一個生命，

名字叫「人」。人剛到地上時一絲不掛，甚麼都

沒有。一陣涼風吹來，人感到有點冷，於是空中

落下一套衣衫穿在了人的身上。

滿 山 的 牛

羊，遍地的

莊稼，成群

的駿馬，萬

花爭豔……

一切都是神

賜予的。

寓言故事

人終於醒悟

過來，對於

自己的自私

羞愧不已，

心中充滿悔

恨，泣不成

聲。

甚麼樣的人才 能在古代職場中勝出？ 文 |軼飛

《幼學瓊林》筆談： 炎黃二帝 開五千文明
就家譜，其實都是黃帝的血脈子

孫，當然，後來發展到家天下，

夏商周三代，也都是黃帝的子

孫後代。據《山海經》記載，犬

戎、北狄等蠻夷民族也都是黃帝

的後裔。

除了黃帝後人，剩下的就基

本上來自神農炎帝了，包括蚩尤 
的後人，蚩尤本姓姜，是炎帝的 
後裔。黃帝殺了蚩尤後，將九黎

部落中善良的人，遷居到鄒屠這

個地方，將凶殘暴惡者遷到北方

寒冷之地。這些就是今天漢族中

鄒姓、屠姓、蚩姓、黎姓等姓氏

先祖。

其餘的蚩尤殘部，四處流

散，演變為後來的三苗。後因作

亂，被大禹所滅，其殘部成為後

來的羌族。另有一部分往南遷

徙，成為今天中國南方苗瑤等族

的先祖，所以今天的苗民一直將

蚩尤作為他們的祖先來祭拜。據

《史記》記載：黃帝將作亂的蠻

族葷粥驅逐到最北方後，發展成

為日後的匈奴部落。

因此，中華大地上各個民

族，究其祖宗源頭，都是炎黃二

帝的血脈，無論是漢族，還是炎

帝和五帝時期無德的帝王子孫形

成的邊疆少數民族，其實都是同

樣的祖先，都是炎黃子孫，統稱

中華民族，也叫華夏民族。

黃帝畫像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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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誠聘：
惠食街

車型 發動機 功率
（馬力）

扭矩
（磅尺）

最高時速
（英里/小時）

0-60英里/小時

Limousine 35 TDI S tronic

直列四缸發動機 150

265.5

144.2 8.4秒Limousine 35 TFSI
184.4

Limousine 35 TFSI S tronic

性能參數

除了汽缸按需技術外，動力總

成與 S Tronic 雙離合變速器結合使

用 48 伏輕度混合動力系統。它可

以在減速過程中恢復動力，在起步

時以高達 36.9 磅尺的扭矩支撐發

A3設計特點

可以說，全新 A3 將全面開啟奧迪

家族 DNA 的變形時代！眾所周知，在過

去的幾代車型中，奧迪的設計風格一直

給人以圓潤飽滿的流線型印象，而新款

A3 將完全顛覆這個傳統。可以說設計者

從外形到內飾，都充分地將幾何形的直

線設計應用於車體的各個細節中，甚至

連輪轂都充滿几何線條感。整體設計在

視覺上更為犀利，而且更加充滿運動感。

車頭前部，正中間是帶有蜂巢式格

2021 Audi          
SEDAN A3

A3媒體交互

2021 奧 迪 A3 信 息 娛 樂 系 統 MMI 

Navigation plus 使用第三代模塊化信息

娛樂平臺（MIB 3）。MIB 3 的計算能力

比以前的型號高出十倍，可通過 LTE 

Advanced 迅速鏈接汽車，並通過 Wi-Fi 熱

點將乘客的智能手機鏈接到互聯網。MMI 

Navigation plus 提供了許多 Audi Connect 服

務，包括在線交通信息、新聞以及景點照

片、開放時間和用戶評論等信息。

A3 轎車也可以通過移動設備介

面鏈接到智能手機，該介面將 iOS 和

Android 手 機 與 MMI 中 的 Apple Car 

Play 和 Android Auto 集成在一起。此

外，奧迪電話盒可以將設備鏈接到汽車

天線並可以感應充電。更重要的是，

動機，並在發動機低速行駛時加

速，在許多情況下允許 A3 轎車在

發動機關閉的情況下滑行。在日常

駕駛中，每 100 英里最多可減少

0.17 加侖的耗油量。

新款 A3 轎車的懸架經過調

整，比以前的車型更為精確，具有

運動感和協調感。這種精度和反應

A3
安全配置

得益於緊密的網絡鏈

接，駕駛員輔助系統也得

到了進一步的提升。在奧

迪「預感前」系統中，後

視鏡內部的攝像頭與「前

雷達預測」可減輕事故、

甚至防止事故的發生。防

【看中國訊】4月20日，

奧迪（Audi）發布了第二代

A3轎車。緊湊的四門車型從

信息娛樂到輔助系統功能，

都通過數字方式完全鏈接。

在優雅的車身下方，新的驅

動器和精緻的懸架調節既

確保了高效，又增加了動態

的駕駛體驗。不僅如此，全

新的設計風格將改變您對

奧迪的傳統印象！2021款A3

將於今年年底在北美上市！

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中央動

態處理系統，該系統可確保與橫向

動力學相關的所有組件之間實現最

佳交互。作為標準設置的替代方

案，有運動型懸架和帶受控阻尼器

的懸架，後者在高度舒適的側傾運

動和敏捷處理之間提供了廣闊的空

間。奧迪駕駛選擇動態操縱系統還

撞輔助系統也使用了來自

該感測器系統的數據。自

適應巡航輔助系統則是一

項創新功能，該系統可為

駕駛員提供縱向和橫向引

導，通過評估包括導航數

據在內的信息，提醒駕駛

員鬆開油門，以提升效

率。此外，出口警告、交

叉路口輔助和環視攝像頭

在城市導致道路中也會起

到重要的作用。

使駕駛員能夠在其 A3 轎車中體驗

不同級別的懸架調節，從舒適性到

動態特性，以及尤為出眾的節油

性。

柵的大型 Singleframe。兩側是醒目的

梯形大燈，並在車燈外側裝備向下傾斜

的梯形角。在採用 Matrix LED 技術的

頂級型號中，這是新的數字日間行車燈

所在的位置，它們由一個像素陣列組

成。從門檻上方延伸而出的車身線條在

到達後輪弧線之前朝著尾燈升起，從而

突出了較短的後端。此外，轎車上的車

身線條一直延伸到後保險槓，显得更為

運動矫健。

在內部設計中，2021 奧迪 A3 沒

有使用傳統的奧迪設計風格，但同樣讓

人賞心悅目。從中控臺到出風口，整個

儀表板，甚至是門把手的設計都能給人

帶來煥然一新的體驗。除了精緻的做工

和出色的設計，A3 轎車駕駛艙的細節

更加專注於提升駕駛員體驗。帶有中央

MMI 觸摸顯示屏的儀表板會稍微向駕

駛員傾斜。它有一個 10.1 英寸高清控

制屏，包括手寫檢測以及語言控制等標

配功能，操作直觀，而且可以選擇使用

更多雲端功能。方向盤後面是 10.25 英

寸的數顯儀表盤，如果升級到奧迪虛擬

座艙 Plus，它的尺寸將擴展到 12.3 英

寸，並提供三種不同的視圖效果，包括

帶有傾斜數字的運動圖形和特別的動態

布局。

A3 轎車可以通過帶有 Audi Connect 鍵

的 Android 智能手機進行鎖定和解鎖以

及啟動。個性化設置允许首選設置存儲

在最多 6 個人的配置文件中，包括座

椅、氣候控制和媒體配置文件。DAB+

數字廣播則可以提供在線廣播和混合廣

播，它們可以根據電臺的信號強度在

FM、DAB 和在線流之間自動切換，從

而確保最佳的接收效果。

A3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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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大師」出局
【看中國訊】有「少女飛

魚」之稱的日本 19 歲美少女

泳將池江璃花子，去年 2 月

被診斷出患有白血病，原本肩

負東京奧運獎牌希望的她，即

時終止訓練，接受癌症治療，

經過長時間的住院治療，於去

年底才出院返家，目前正在休

養。近日，池江璃花子被日

本 SK-II 邀請拍攝廣告形象，

她昨在個人 IG 上傳出「平頭

照」，並表示：「今天我首次

披露自己這個樣子，沒有頭髮

並不是丟臉的事，我依然為自

己感到自豪。」

知名保養品 SK-II 表示，

與池江是在去年 11 月簽約，

因為池江堅強抗癌的精神，及

面對困難時展現不放棄的勇

氣，與品牌信念一致，亦符合

品牌強調女性開創自我命運的

精神。

呼籲大家關注健康 
做好武漢肺炎的防疫

經歷 365 日治療，抗癌路

途艱難，池江明白健康更為重

要，加上近日武漢肺炎肆虐全

球，她不忘提醒大家要小心身

體：「武漢肺炎在日本和世界

流行，我都要做好預防感染的

措施，希望盡快控制疫情。」

年紀輕輕的池江璃花子

被診斷出罹患白血病之前曾囊

括多項大獎，去年在雅加達亞

運就斬獲 6 金 2 銀，更榮膺

大會最有價值運動員，被視為

日本東奧奪金希望，然而天意

弄人，原本一片希望的游泳生

涯，卻因病被迫暫停。

抗癌路途艱難 
奧會主席加油打氣

璃花子就曾公開表示抗癌

過程有「數千倍」的痛苦，最

後還是靠著毅力跟耐心克服。

璃花子的毅力與鬥志感動了

國際奧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近期借由奧林匹克官

方推特向璃花子喊話，鼓勵她

「繼續追尋自己的夢想」，並

表示「整個奧會都會是她的後

盾」。

【看中國訊】68 歲的「混元

形意太極」掌門人馬保國，5 月

17 日對陣 50 歲的業餘搏擊愛好

者王慶民，兩人進行擂臺交戰，

結果交手 10 秒，馬保國就連續

被擊倒 3 次，最後一次倒地後長

時間沒有起來，被 KO 出局，比

賽就此結束。

馬保國說自己是渾元形意

太極門的創始人，也是太極拳大

師，最輝煌的戰績是在英國打敗

了 MMA 的世界冠軍皮特歐文，

他的三名徒弟還獲得了英國自由

搏擊的冠軍。

中國武術是中國傳統文化

的重要一環，教化人心，被視

為中國文化之精粹，故又稱「國

粹」。然而，近年來，一些經過

改良的新武術，屢屢冒充傳統武

術，強調技巧招式，卻沒有承載

傳統武術深邃的道德內涵。

馬保國事件再次引起關心，

他之前吹噓打敗 MMA 的世界冠

軍皮特 - 歐文的一段視頻被證明

作假，甚至連當事人皮特 - 歐文

都主動出來澄清了。

皮特 - 歐文表示，自己在

2017 年的時候拍了這段與馬國保

對打的視頻。他在發文中說道：

「也許 MMA 挑戰中國武術，讓

他感覺不安，他決定發布這個短

片，證明他在比賽中贏了我。但

是我覺得這有些荒謬和可笑，我

為他感到可悲。這段視頻讓我和

他都非常的尷尬，馬保國只是個

老年人，我不能真的去打他，我

建議採訪過我的中國記者，我可

以帶領柔術和 MMA 運動員去挑

戰中國的門派，我甚至可以通過

不打傷馬保國的方式把他絞暈，

有人可以給我提供一下聯繫方式

嗎？」表明想真的打一場。

【看中國訊】16 歲的加拿

大童星洛根．威廉斯 (Logan 
Williams)，4 月 2 日 突 然 離

世，其母當時未對外公布死

因。 5 月 17 日他的死因終於

曝光，屍體驗出過量的芬太尼

(Fentanyl)，其實他過去 3 年來

一直有藥物成癮的問題。

洛根．威廉姆斯於 2003 年

4 月 9 日出生於溫哥華市，並在

高貴林市長大。去世前，他就

讀於高貴林港地區的特里．福

克斯中學。

在 2014 年 到 2015 年 期

間，洛根在 CW 電視網的電

視劇《閃電俠》中飾演了葛蘭

特．格斯汀版閃電俠的少年

時代。得知他的離世消息，劇

組夥伴及不少影迷都感到相當 
悲痛！

洛 根 的 媽 媽 瑪 莉 絲

(Marlyse Williams) 向《紐約郵

報》表示，洛根威廉斯死於過量

芬太尼，讓她決心提高大眾對

鴉片類藥物氾濫的認識。醫學

報告顯示，2018 年有 6.7 萬人

死於鴉片類藥物過量，她說：

「他的死不會白費，他將幫助更

多人。」

至於芬太尼過量的原因，

母親瑪莉絲表示：「他真的非常

喜歡演戲 !」但是他面對試鏡壓

力太大，她在兒子 13 歲時發現

他使用大麻，連帶開始接觸其

他藥物，不過她不清楚兒子何

時開始用芬太尼。

為解決兒子藥物成癮的問

題，母親瑪莉絲幾乎花光所有

精力，還要謹慎做好保密工

作。她坦言，「我們不希望人們

知道他的症狀，因為不希望被

別人批評，也避免尷尬，我們

希望這些事不要發生。」

這位母親也向世界喊話，

希望他兒子的悲劇能讓世人更

為關注毒癮的帶來的危害。

【看中國訊】隋棠和老公

Tony 結婚至今 5 年，兩人育

有 2 子一女，一家五口幸福

模樣令外界稱羨，稍早隋棠

在臉書分享問兒子 Max「胎

內記憶」的經驗，沒想到兒

子竟回說：「老爺爺把我放你

肚子」，貼文曝光後也立即

引起網民熱議。

隋棠表示為了親身見證

「胎內記憶」此都市傳說，在

Max 兩歲便問了：「寶貝，

你還記得以前是住在媽媽肚

子裡面嗎？」沒想到得到的

是 Max 冗長的靜默。等到

Max 約 3 歲時，竟主動跟她

說：「媽媽，我夢到我還住

在你的肚子裡面」，讓隋棠

忍不住追問：「那你還記得

以前住在媽媽肚子裡的事情

嗎？」Max 回說：「記得啊，

我一直游泳，還有睡覺，好

無聊，然後我看到一個洞！

好多水從那裡噴出去，然後

好多好多血噴出去，我就從

那個洞出去」，讓隋棠嚇的

目瞪口呆。

隋棠持續追問幾個問題

後，直接切入重點：「那你

怎會選擇我當你媽媽呢」，

Max 強調自己沒有選，是一

個老爺爺覺得隋棠很漂亮，

便將他放進隋棠肚子裡，才

說完 Max 就表示要上廁所，

讓隋棠無法繼續追問。她表

示，雖不是兒子欽點的媽

媽，難免感到有點失落，不

過卻覺得神奇又感動。

「沒頭髮並不丟臉」

MMA冠軍披露其造假內幕

泳壇美少女公開化療平頭照

隋棠被兒子的胎內記憶驚呆

好萊塢童星洛根．威廉斯（Logan Williams），曾於DC超級英雄電視

劇《閃電俠》中飾演童年時期的閃電俠，因吸芬太尼去世（網圖）。

因化療剃了平頭的日本泳壇美

少女池江璃花子提醒大家要保

重身體。（IG截圖）

隋棠的兒子Max說：「老爺爺

把我放你肚子」。（網圖）

「老爺爺把我放你肚子」

池江璃花子在

Instagram貼

出兩張相片，

希望回到朝思

暮想的泳池，

她難掩喜悅。

（IG截圖）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加拿大童星早逝

 母親喊話希望警醒世人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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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C3看佳餚2020年 5月 21日—5月 27日    第1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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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5月27日

西生菜

 Yellow Peaches 黃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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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rosia Apples 聖芳蘋果 Head LettuceSeedless Watermelons 無籽西瓜Celery 西芹

Satsuma MandarinsGreen Onions 青蔥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蜜橘

$19898 lb

Local Mini Cucumbers 本地小黃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Jumbo and get a free Jumbo 
Caulifl ower.Caulifl ower.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1 顆大花椰菜。

$09898
ea

$4 8888
ea

$0 989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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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68
lb

$14848
ea

$12828
lb

$$00888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獲得 1 顆大花椰菜。

◎ 文 :李芬芳

家常菜是甚麼？是家的味道，或是平凡食材的變身創意，或

是新手也行的簡單步驟，都是家常菜不可抗拒的魅力。

蔥
烤
大
排

食材

大排骨：3塊
雞蛋：1  個
蔥：3 根

調料

生抽：3 匙
老抽：1 匙
蠔油：1 匙
料酒：1 匙
菱粉：1 匙
鹽：少許

糖：3 匙

五
香
燻
魚

食材

魚：500克
香菜：少許

生薑：6 片

醃料

胡椒粉：1 匙
醬油：1 匙
料酒：1 匙

調料

五香粉：1 匙
醬油：5 匙
蠔油：1 匙
醋：少許

糖：3 匙

3
鍋內加調料，加1杯
水，大火煮開。放入

煎好的魚塊，燒約  2
分鐘，入味可起鍋。

1
魚切成  1.5公分寬，
放入醃料，抓勻，醃

製30分鐘。

2
熱油鍋，油多些，放

入魚塊，煎至兩面都

變焦黃色，魚肉酥

脆，即可取出。

3
鍋內加料酒、老抽、生抽、

糖、水，蓋過排骨。大火燒

滾，轉小火燜煮  5分鐘，排
骨翻面，再燜煮  5分鐘。最
後大火收汁，即可熄火盛盤。

1
刀背敲排骨兩面，切斷排骨

的筋。加料酒、鹽、生抽、雞

蛋、菱粉，抓勻，醃半小時。

2
熱油鍋，油稍微多些，放入

排骨，煎至兩面都變色，即

可取出。原鍋放入蔥段，煸

香後，放入排骨。

上海菜屬淮揚菜系，以地利

之便，吸收了江浙周邊許多菜系

的菁華，又融合西方料理作法，

形成了自成一格的上海菜風貌。

傳統上海菜要求原汁原味、鹹甜

適度、清淡爽口；上海家常菜豐

富多樣，傳承了上海人對吃的講

究，代代相傳延續著。

燻魚是上海經典家常菜，上

海人習慣用新鮮草魚做燻魚，

各家調味作法或許不一，相同的

是魚塊外酥內嫩、醬味鹹甘，熱

食、冷吃都美味，讓人忍不住一

口接一口。蔥烤料理不難，卻滋

味十足，火候掌握到位，燒到味

濃汁稠，食材自然回饋好滋味。

盛盤時可
灑上白芝
麻，配一
些香菜。美味秘訣

煎魚前用廚房
紙巾吸乾水分，

避免油濺出。

如果擔心煎魚
的油飛濺出來，

可以在烤盤和魚

塊上刷油，烤箱

預熱350°C 後，
放入烤箱烤1小
時左右，直至魚

肉完全酥脆。

美味秘訣

排骨放雞蛋會
嫩一些，放菱粉

可鎖住水分。

蔥段先放入蔥
白，再放蔥綠，

煸出香氣，是成

功關鍵。

大火收汁不要
太乾，留一些湯

汁可以拌飯。

熏
魚
、
排
骨
成
品

和
製
作
過
程：

WINNIE WANG；其他圖片：ADOBE STOCK

家常菜上
海

蔥燒大排，永遠的上海經典。蔥香伴著醬油煮

的大排肉香，是上海弄堂裡最常聞到的菜香

味，是每一個上海人永遠不變的記憶。上海的大小麵館裡那

一碗帶著湯汁的大排面，是多少人的最愛啊！曾幾何時大排

做的好不好，是衡量一個上海家庭主婦和燒飯阿姨的標準

啊！兒時的回憶，老上海的味道，阿娘外婆最疼孫兒孫女們

的必做菜餚，上得廳堂下得街邊的老上海經典菜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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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健康新理念30貼士保健
常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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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譯：高新宇

現代人疑難雜症多 預防醫學 vs.養生之道2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在好發感冒和流感的季節，

有時候家長以為孩子只是輕微的

感冒，只要多喝水、多休息，自

然會好轉，結果症狀急速加重，

當孩子送醫時，已經出現肺炎或

腦炎等嚴重的併發症，危及性命。

因為不容易直接從症狀來判

斷，因此，為了避免風險，臺灣

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同時也是

臺大小兒部主任的黃立民醫師提

醒大家：「千萬不要懷疑，就醫

就對了！」

流感和感冒的差別

流感和一般感冒的病原不

同，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

的，嚴重時恐致命，而感冒則主

要是由鼻病毒、腺病毒、冠狀病

毒等病毒或細菌所引起。

感冒的症狀主要是流鼻水、

鼻塞和喉嚨痛、咳嗽等一般的呼

吸道症狀，而且除了 3 歲以下

幼童以外，不太會有發燒的現

象，也比較少引起全身性症狀。

至於流感的特異性症狀，發

作得很突然，初期會發燒（39℃
以上）、劇烈頭痛、喉嚨痛，大

約有 7 至 8 成的患者出現咳嗽

症狀。最大的差別是全身肌肉痠

感冒和流感有很

多症狀非常類似，因

此當患者出現咳嗽、

打噴嚏等輕微的症狀

時，往往分不清楚自

己是得了「感冒」，

或是「流感」。的

確，有時候連醫師也

無法依照症狀分析確

定，但是如果把此二

者混為一談，錯過早

期治療的機會，後果

可是非常嚴重的。

如何分清流感或感冒？醫師
告訴您

除幼童外，感冒一般不會發燒。

治療流感，即時服藥效果較好。

八、吃有機食品

❶ 選擇有機食品可以減少

攝入與癌症、兒童智商受損和神

經行為發育受損，以及其他健康

問題相關的農藥。

❷ 有機食品是在沒有被轉

基因（GMOs）的情況下生長

的，而且禁止使用預防性抗生

素，這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都有重

大益處。

❸ 與傳統種植的食物相

比，有機種植的食物含有更高水

準的抗氧化劑和健康脂肪。

❹ 美國現在已經有近 2 萬

家天然食品商店出售有機產品，

而且有 3/4 的傳統雜貨店也出售

有機食品。

九、將纖維作為基本食物

1.高纖維飲食有助於控制

體重。以植物纖維為食的細菌產

生的短鏈脂肪酸，可以預防許多

慢性病。

2.高纖維飲食有助於降低

因為任何原因導致的過早死亡風

險。

3.增加纖維攝入量的重點

是多吃蔬菜、堅果和種子，而不

是穀物，因為穀物會促進胰島素

和瘦素的抵抗。

4. 纖 維 食 物 必 須 是 未

加 工 的。 有 機 全 殼 亞 麻 籽

（psyllium）、 嘉（chia） 種

子、 向 日 葵 芽（sunflower 
sprouts）、蘑菇和發酵蔬菜，都

是優質纖維的來源。

5.三種類型的纖維：可溶

性纖維、不溶性纖維和抗消化性

澱粉，後者與不溶性纖維不同，

因為它對人體的許多益處來自其

在大腸內的發酵。

高纖維飲食有助於控制體重。

看現代醫學的發達，讓人崇拜現

代科技之賜予我長壽無疆，但它

實在消耗太多的資源，讓國家的

財務吃緊。

那中醫能代替西醫嗎？我想

現階段還是不能，因為現代社會

的形式就是這樣。中、西醫是在

不同的層面思考問題，中醫還在

道德層面上，要求人精神層次的

提升，才能真正達到預防疾病，

《黃帝內經》都一直在講「余聞上

古之人……」，上古之人道德美

好，所以犯大病的機會較少。

西醫屬於實證醫學

再拿現代人治療癌症的方

法看，就是：（1）手術切除法；

（2）化學治療法；（3）放射線

治療法；（4）標靶治療法。但

化療與放療就是同歸於盡、兩敗

俱傷，對身體造成極大的傷害。

西方有個笑話，給牛安樂死的劑

量就是化療劑量，但有時真不是

開玩笑，因為毒性副作用常讓病

人中途夭折。

再繼續替癌症治療找出路，

現在基因療法流行，就想到癌症

基因引發癌患。但早有癌症治療

專家說，癌症基因並不存在，或

即使存在，也對癌症的產生沒甚

麼影響。但科學家們確知癌症與

環境、飲食，以及生活習慣都有

相當大的關係。所以歸根結柢，

癌症仍是預防重於治療，大部分

的癌症病患治療後都死了，治好

的不能說是僥倖，的確不容易。

此時或許可說中醫「養生之道」

值得重視。

哥倫比亞大學曾經做過研

究，將來美國 2% 的癌症可能

是由現今電腦斷層攝影（CT 
scan）的輻射所造成。當人們開

發先進的科學儀器時，並沒有想

到其帶給人類的危害。現代科學

儀器，如：Ｘ光機、超音波、核

磁共振、電子顯微鏡等，雖然也

都能看到人體內的情況，但卻看

不到人為甚麼不舒服，很多時候

病人很難受，卻查不出病來，而

且儀器使用多了，弊反而大於

利。

中醫屬於神傳醫學

中醫的經絡、穴位、陰陽學

說，治好許多西方醫學束手無策

的疑難雜症，現代醫學否認經絡

學說，但更先進的電子顯微鏡卻

證實了經絡的真實存在。道家醫

術由來已久，怎麼可能被否定

呢？

西醫屬於「實證醫學」，研

究「有形」的人體，而中醫屬

於「神傳醫學」，是神所傳，

如：黃帝、岐伯、「神醫」扁

鵲、華佗等，「醫道」的傳人有

神通「天目」的功能，具備透視

能力，能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

「無形」部分，例如：經絡的存

在、神、魂、命門等。

中醫源於道，懂得道的人，

會按照道去修煉，而修煉人所獲

得的能量，來自更高層次，層次

越高，能量越長久。

人體能獲得高層次的能量，

不僅能使身體健康不壞，而且可

以使生命長久。

現代人的人心不純、壓

力大，精神官能症、亞斯伯

格症候群、焦慮症、失眠、

躁鬱等等，多到好像變成了

普通疾病；甲狀腺亢進、憂

鬱症等與精神情緒有關的疾

病也多了起來。

中醫的醫療自然，強調身、

心、靈的治療，整合性強，可以

針對病因治療，連精神官能疾病

都可切入緩解；中醫醫療費用永

遠不漲價，沒有檢查，只有望、

聞、問、切，藥物純天然，可減

輕國家財政負擔，讓人民醫療給

付減輕；中醫著重預防醫學，醫

療多在平衡陰陽、調整體質。若

◎  文：鄧正梁（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師

講堂

◎  文：辛明

痛、肢體疼痛、明顯的倦怠、全

身極度不舒服，根本無力起身工

作，倘若症狀嚴重的話，有可能

需要幾個星期才能夠完全康復。

黃醫師說，一旦發現自己罹

患流感，務必馬上戴口罩，因為

流感的潛伏期很短暫，而且一開

始的傳染力就非常強，當你咳

嗽、打噴嚏時，隨之噴發出去的

病毒會很多，沒戴口罩的話，一

定會傳染給其他人，迅速傳播。

流感的治療

如果你已經被醫師確診得了

流感，醫師會立即投藥治療，目

前流感的抗病毒藥物治療常見

的有 Oseltamivir（克流感）和 
Zanamivir（瑞樂沙）。克流感

以口服為主，而瑞樂沙則以吸入

的方式服藥。

流感的藥物治療要把握黃金

時間，染病第一天就吃藥，病毒

還沒擴散就被消滅了，如果來不

及，服藥時間最好也不要超過染

病的 48 小時，效果比較顯著，

否則，流感病毒在感染時會侵入

細胞中繁殖，等到繁殖很大量的

時候，又會感染其他細胞，擴散

速度極快，服藥的效果就很差

了。服藥也有一些常見的副作

用，如：頭暈、噁心、胃痛感、

腸胃不適等。

除了藥物治療以外，還有一

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避免傳

染給其他人」。

建議盡可能減少戶外活動，

充分休息，如果必須外出也務必

戴上口罩，不僅保護自己，更是

保護別人。

還應該補充足夠的水分，尤

其發燒的時候，身體需要的喝水

量會更多，最好能做到至少 3 ～

5 小時解尿一次。

流感最怕併發重症

臺灣感染症醫學會秘書長、

臺大醫院感染科的謝思民醫師

說：「流感最可怕的就是『併發重

症』，像是去年 12 月，藝人郭彥

甫因為流感併發心內膜炎，搭機

赴美國時，心臟莫名劇烈絞痛，

在當地就醫時，醫師告知，如果

再晚 2小時治療就可能死亡。」

謝醫師指出：「小孩的併發

症多半是腦炎，成年人就是心肌

炎、心包膜炎，而老人家主要是

肺炎，只要病毒多，就很有可能

會造成併發感染。」

避免染上流感的方法

根據臺灣衛福部疾管署的統

計資料指出，爆發流感時，重症

和死亡者多是嬰幼兒、老年人和

罹患心、肺、腎臟，以及代謝性

疾病、貧血或免疫功能不全者。

預防流感併發症最有效的方法就

是定期接種流感疫苗。

不過，流感疫苗並不是打了

就不會得，其實打過疫苗的人大

約還是有一半左右可能得到流

感，但症狀會比較輕微。打過流

感疫苗的人，如果出現一些感冒

不舒服的現象，還是要注意是否

是流感的症狀，及早就醫，不可

輕忽。

此外，平日生活中要注意均

衡飲食、正常作息、維持運動的

習慣，也可以練氣功、打坐等，

來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降低慢性

和代謝疾病可能造成的影響，才

是避免流感找上門的積極方法。

易患流感的人群

●處在孕期任何階段的孕

婦；

● 5 歲以下兒童；

●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

●愛滋病毒 / 愛滋病、哮

喘、心臟和肺部疾病以及糖尿病

等慢性病患者；

●流感接觸風險較高的人

群，其中包括衛生保健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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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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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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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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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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麗夫人好：

我已在今年結婚，和太太一

起住在家裡，家中除了我爸媽之

外，還有一個自私的弟弟。他已

經快三十歲了，卻還遊手好閒沒

有工作，常常在外面賭博，欠了

債就會低聲下氣來跟家人求錢。

不給他他就說我們都想讓他去

死，給了他三令五申要他不要再

去賭，結果還是照樣去外面賭。

而且請他幫忙做點家事，還要看

他心情，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

去年父親生病住院，他不關

心父親只關心分家產的問題，之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後分家產又一直說父親對他不公

平。一直在外面說我們家人對他

怎麼樣，但是做任何事情只想到

自己，卻從不主動為家裡作些

事。還有太多的事情不勝枚舉，

我真的對我有這樣的弟弟覺得可

恥，有時甚至希望他犯案去坐牢

算了。有時如果沒有太太在旁邊

一直安撫我，我可能就直接打他

了。我曾經試著把他當成是有血

緣關係的親人想要好好對他，可

是他自私自利的無情行為，讓我

無法忍受！！我寫這封信其實我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只是知道

我的情緒到了臨界點，有時都很

想動手。

大哥

大哥你好：

遇到這樣的弟弟的確是一件

傷透腦筋的事，但這畢竟是無法

改變的事實，他的種種行徑讓你

看在眼裡惱怒在心裡，但他依然

曼麗小語：我們不擔心塵

世間沒有恩怨，只擔心沒

有超越恩怨的智慧；請試

著以一顆平常心對待弟

弟，給他一分祝福，盡力作

好一個哥哥的本分，但求

問心無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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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弟弟忍無可忍
是一位跟你有血緣關係的手足，

就算你動手打他也不能改變這樣

的事實。更重要的是打人對弟弟

的行為與你們的關係根本沒有正

面的意義，非但解決不了問題，

還會使父母傷心，甚至可能觸犯

法律，也許還會使親兄弟反目成

仇。所以，千萬不要動手打人，

而如何調整自己的情緒反而成為

你重要的功課。

弟弟之所以有今天的表現，

必然是從小慢慢養成的，父母的

教育方式 ,、他本人的個性都有

很大的影響，想在短時期內徹底

改變，恐非易事。現在，既然他

都三十歲了，況且也分了家產，

也許今後牽扯會少一點，相安無

事就好。

相信你已經做到仁至義盡，

而他卻依然故我，這時候讓我們

學習一分坦然。同時在心裡做好

準備，沒有洗心革面的話，日後

他依舊會做出種種讓你頭疼傷腦

筋的事，就把他當作生活中必然

會降臨的風暴，一種無法預期的

颱風驟雨一般，只能兵來將擋，

水來土掩、甚至可以先想好所有

可能的最壞結果，那麼當事件的

發生已經在你預料之中，就不會

有正面的衝擊，傷害也會比較輕

一些。

從另一方面看，人與人都是

有深厚因緣關係的，更何況是自

己的同胞手足。所以可以和父母

一起設法幫助他，逐步化解生活

中的矛盾衝突。我們不擔心塵世

間沒有恩怨，只擔心沒有超越恩

怨的智慧；請試著以一顆平常心

對待弟弟，給他一分祝福，盡力

作好一個哥哥的本分，但求問心

無愧。多一分包容就少一分不

平，多一分坦然就少一分對立；

你將會發現自己的心態改變後，

將會是海闊天空。

黃瓜面膜
  夏季的高溫總是會帶走肌

膚的水分，讓肌膚看起來粗糙

有細紋，所以保濕在這個季節

就非常重要。我們可以運用黃

瓜來自製天然面膜，黃瓜的清

爽可以緩和被太陽晒傷的肌膚。

作法：將黃瓜切片直接敷在

臉上，或是將黃瓜打成泥狀塗抹

於臉上，等 15 至 20 分鐘用溫水

洗淨後，肌膚會變得清爽舒服。

◎ 文：黃詩錚     圖：Adobe Stock

大家在抗疫期間除了在家讀書、靜坐或是種植果蔬花

卉外，也可以試試手作面膜，不僅可以節省荷包，也

能避免使用到有含有防腐劑的巿售面膜，可謂是一舉

數得。所有材料皆來自於天然的食物，只要在廚房把

它們混合搗好，就可以使用。既方便又能達到美白效

果，讓自己在居家禁足期間也能保持亮麗，何樂而不

為?下面教大家幾種面膜製作的方法。

木瓜面膜
    木瓜在 2020 年榮登為超級

食物，它除了能提升人體免疫力

外，還可以消水腫，可謂一舉數

得。它除了富含豐富的維他命

A，還能去除老化的角質細胞，

除此之外，它富含維生素 C 及

纖維質，也能幫助皮膚細胞的毒

素排出。將木瓜、牛奶、蜂蜜製

成面膜，能有效清除毛孔中的雜

質，還能達到美白、提高膚色的

功效。

作法：1. 先將木瓜去皮去

籽，搗成泥後，與少許的蜂蜜、

薄荷充分攪拌均勻後，塗抹在臉

上，10 分鐘後用溫水洗淨。

2. 將木瓜果肉搗成泥後與

蜂蜜、少許鮮奶攪拌成糊狀，再

均勻塗抹在臉上，10 至 15 分鐘

後用溫水洗淨。

酪梨面膜
    酪梨富含優質的健康脂

肪，俗稱牛油果，它本身含有許

多營養素。與蘋果汁混合，再加 
入糙米粉末製成的面膜，能替肌

膚帶來滋潤的深層保濕，於肌膚

表皮達到鎖水效果，敷上 10 分

鐘便能喚醒肌膚活力與光采。

作法：將 1 湯匙的蘋果汁、

半顆的酪梨，及 1 湯匙的糙米

粉末混合攪拌均勻，即可完成。

玫瑰面膜
  玫瑰不管是外敷或是內服都

有不錯的功效，人們喜歡把它用

在花草茶上，它能幫助女性朋友

調理月事、養顏、除皺等。同時

也常常被運用在美容保養品中，

與其他花種相比，玫瑰對肌膚更

有全面性的幫助。

作法：將 1 茶匙的玫瑰水、

1 滴玫瑰精油，及 1 湯匙的希臘

優格混合攪拌均勻，即可完成。

可可粉面膜
   可可粉含有豐富的多酚及類

黃酮，比綠茶和紅酒還多。裡面

的黃酮醇可以避免肌膚受到陽光

的傷害。而海鹽能幫助深層清潔

毛孔，並能平衡毛孔油脂分泌。

兩者與中間介質的橄欖油混合，

能成為延緩肌膚老化的保養品。

作法：4 茶匙的可可粉加上

2 茶匙的橄欖油，再加上 1 茶匙

的海鹽，混合攪拌均勻即可。

酪梨面膜為肌膚深層保濕。可可粉中含有可可多酚及類黃酮。

蘆薈面膜
蘆薈有驚人的修復能力，對

於肌膚的任何事都能派上用場。

在菲律賓，蘆薈常常是女孩們在

家裡的必備盆栽，對肌膚保濕、

發炎、滋潤都有很大功效。蘆薈

面膜能有效的為肌膚補水及提供

營養，而且能持久保濕。蘆薈

還可以抑制多餘的油脂分泌，

促進肌膚的水油平衡。所以無

論是油性肌膚或是乾性肌膚，

蘆薈面膜都能達到滋潤效果。

作法：將蘆薈洗淨去皮後，

將蘆薈浸水十分鐘左右，讓裡面

的黃色汁液流出（這是蘆薈中

的大黃素，會造成肌膚過敏反

應）。用水將黃色汁液沖走，將

中間果肉取出，用冷壓果汁機打

成蘆薈膠，也可與一湯匙蜂蜜混

合使用，即完成蘆薈面膜。

自己動手作面膜

玫瑰面膜能改善肌膚色素暗沉 。

www.pnbfasterheating.com
www.higgertylaw.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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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英語 找靜安！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求職（Job Grant）或亞省工作（Alberta 
Works）計畫資助。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ESL課程：說、讀、寫；全 / 兼讀均可
ESL 課程：短期 / 長期課程；
初 / 中 / 高級班。無論基礎鈞被錄用。

口音矯正一對一課程：靈活安排

9週兼讀課程：根據需求靈活安排。矯正口音，
有助職場溝通。

定制的一對一課程：為專業人士、商務、
提升印象等量身定制。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求職（Job Grant）或亞省工作（Alberta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school@equilibrium.ab.ca
707-14th St NW
403.283.1111

靜安學校

恒昌冷恒昌冷恒昌冷暖氣暖氣暖氣工程工程工程
專業維修、安裝、保養
政府專業持牌技師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為您提供專業可靠的

Melanie Wen

403.889.5575

國/粵/英語服務

ICCRC 理事

加拿大留學移民方案

地址：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Sunridge Superstore 彩票店內 )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
國家和地區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支票兌現

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35 149

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看中國

發行點

#312, 5149 Country Hills Blvd. NW

403.286.6824
403.288.9677 info@calgaryregistry.com

calgaryregistry.com

車牌
駕照
實習駕照
交罰款
駕照路考
留置權搜索

出生證
結婚證
註冊公司

宣誓公證人
健康卡
地產證

週一至週五：9 am - 6 pm 週六：9 am - 5 pm 週日：休息

Calgary

RegistryRegistry
ServicesServices

政府授權
註冊機構

Country Hills Blvd. NW
Registry

Crowchild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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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store

STAMPEDE 豐田車行

誠聘華語汽車銷售
要求：會英語、國語或 / 和粵

語，勤奮，努力，熱情充滿活力，
有汽車銷售經驗者為佳。

福利：底薪 + 提成，每月和年

度獎，牙醫和健康保險，眼科
保險等。

Lucas Chui，銷售經理

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研究表明，戴口罩除了能有效阻擋外

來的病毒，對他人也具有保護的作用。

芬蘭日前就有研究人員將研究結果製

作成 3D 影片，影片中的武漢肺炎確診患

者，若在一個密閉空間中咳嗽一次，那麼

病毒飛沫可以擴散到 2 條超市過道的距

離，而在室內漂浮的時間可達 6 分鐘之

久！因此研究團隊建議民眾，少去人多的

地方，這樣能夠降低近距離的飛沫傳染。

這個研究結果，分別是由芬蘭的阿爾

託大學、芬蘭氣象研究所（FMI），還有

芬蘭 VTT 技術研究中心，以及赫爾辛基

大學共同提出。考量到通風問題模擬場

景，研究人員分別在相同的起始條件下進

行研究，最後則將場景設定在超市內，然

後以 3D 動畫呈現出患者咳嗽時的飛沫傳

染路徑。從影片中可以看出，確診患者只

要咳嗽、打噴嚏或是講話，那麼飛沫中

帶有病毒的氣溶膠雲擴散距離能夠達到 2
個走道那麼遠。

阿爾託大學助理教授沃里寧並強調，

就算患者離開現場，但留在原地的病毒氣

溶膠粒子時間會長達 6 分鐘之久。在這

段時間內，這些微小的粒子最後可能會藉

由其他人的談話或呼吸，進入到呼吸道

內。加上乾咳所產生的粒子通常會小於

15 微米，而這樣大小的粒子將會隨著空

氣流動，或是停留在原來的地方，致使周

遭人的感染風險提高。 
不只芬蘭，日前美國也有研究指出，

若患者在不通風的環境咳嗽時，噴出的飛

沫不易揮發，且速度高達每秒 30 公尺，

就像「超級跑車」，距離則有 8 公尺遠，

因此在場的人都將難以閃避。

這種時候，口罩的重要性就不言可

喻，因為戴了口罩的患者在咳嗽時，也能

降低感染他人的風險。在這部分，德國一

家粒子成像測速儀器公司也在 3 月底透

過自家產品，實際測試「戴口罩」與「沒

戴口罩」的氣流變化，從影片中也不難看

出，口罩戴與不戴真的差很多！

這間德國粒子成像測速儀器公司名

為「LaVision」， 他 們 在 3 月 31 日 於

公司官網上傳一部以「紋影顯像技術」

（Schlieren）實測「戴口罩」與「沒戴口

罩」氣流變化的影片。在影片中可以明顯

看到，不管是呼吸、說話以及用手肘遮住

口鼻咳嗽，若沒戴口罩的話，氣流都會出

現劇烈變化，但戴上口罩後，就幾乎不會

對氣流產生影響。這也證明戴口罩確實能

有效減少氣流影響的範圍、有效降低感染

風險。 

患者「咳」一下 病毒會飄多遠？

開
卷
有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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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病毒流行期間，成年人和孩子都花更

長的時間觀看手機或者電腦屏幕。這會導

致視力模糊、眼睛乾澀或發炎和頭痛。美

國眼科學院視網膜專家馬圖裡醫生稱這些

症狀為「數字視覺綜合症」。

他和英國孟菲爾德眼科醫院的醫生一

起建議採用 20-20-20 的方法：即看屏幕

20 分鐘，休息一下，看遠處 20 英尺（6
米）外的地方 20 秒。他提醒人們別忘了

眨眼，因看著明亮的設備可以使人眨眼更

少，從而造成眼睛乾澀。如果已經患有眼

睛乾澀，他建議使用人造眼淚。孟菲爾德

眼科醫院還建議使用加濕器，計算機屏幕

的頂部應與眼睛對齊，並且距座位的距離

約 18 至 30 英吋，並稍微向後傾斜，還

應該將周圍的燈光調暗。

另外，數字設備發出的「藍光」會影

響人們的生物鐘，可能會延遲人快速入睡

的能力。如果條件許可，父母應鼓勵孩子

們盡量在戶外活動，以避免近視。

長時間看電腦屏幕 
如何保護眼睛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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