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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

報導】5月27日，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在中國人大閉幕前一

天宣布美國對香港自治的評

估結果：香港不再從中國那

裡獲得自治權，香港不再獲

保證享有主權回歸前美國所

賦予的特殊待遇。中國兩會

於5月22日發布《國家安全

法》草案以來，引發香港和

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和強烈

反對。28日人大會議閉幕會

上該草案表決通過。

來自 23 個國家的超過 200
名資深外交政策立法者和資

深政治家警告說，這是中共對

香港的權利和自由的「全面攻

擊」，「是不能容忍的」。

此《國家安全法》被外界廣

泛稱為「港版國安法」，於 5 月

28 日人大會議閉幕會上，人大

代表表決通過。按照慣例，下次

人大常委會會議將於 6 月舉行。

5 月 22 日「港版國安法」

草案的發布，以及 5 月 27 日香

港立法會重啟爭議已久的「港版

國歌法」草案二讀程序，導近日

香港民眾的再一次抗爭大潮。

「國安法」葬送 
「一國兩制」

中英兩國於 1984 年發表

《中英聯合聲明》，承諾在「一

國兩制」下享有不同於中國內

地的自由與司法獨立；中方公

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簡稱《基本法》）以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憲制性文件，訂明「一國

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

治港」等重要理念。《基本法》

第 2 條規定香港享有行政管理

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

終審權。

此次中國人大會將《國安

法》直接納入香港《基本法》附

件三當中，即直接在港實施全

國性法律，而無需經過香港立

法會的程序。香港大律師公會

認為司法獨立是香港的基石，

不該被削弱動搖，《國安法》「理

應由香港在自治範圍內自行立

法，人大常委並沒有權利以《基

本法》第 18 條將《香港國安法》

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下

轉 A2）

Nations Condemn HK’s   Nations Condemn HK’s   
National Security LawNational Security Law

國際 國際 
發聲發聲

  On May 27, the day before the 
conclusion of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announced that Hong Kong no 
longer has the high degree of au-
tonomy and special trade and eco-
nomic relations that US law had 
given it before July 1997. 
  Since the release of the propos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on May 22, 
China has aroused much attention 
and opposi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ver 200 foreign policy legisla-
tors and senior politicians from 
23 countries warned that this is an 
“all-out assault” on Hong Kong’s 
rights and freedoms by the Chi-
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will not be tolerat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burie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Basic Law, a constitutional 
document of Hong Kong, sets out 
important concepts of “one coun-
try, two systems” and having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t 
states that Hong Kong shall have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ve and in-
dependent judicial powers. 
  The NPC will directly incorpo-
rate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to Annex III of the Basic Law, 
which means it will be directly 
implemented in Hong Kong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Beijing lawyer Zhang Qun said 
i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implemented, many activities 
like processions or demonstra-
tions, can be convicted and sub-
sequently punished for “violat-
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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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和經典中英文歌曲合唱體驗。

不論你技術水平如何，我們的世界級導師都能帶你超越障礙，

助你培養更濃厚的音樂興趣。

《國安法》《國安法》阻港阻港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美國助理國務卿史達偉 歐盟外交政策專員博雷爾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https://yangshihomes.com
https://www.mtroyal.ca/ProgramsCourses/FacultiesSchoolsCentres/TheConservatory/_pages/zhi-yin-choi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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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前哨》雜誌總編

輯劉達文指，1997 年以前，英

國人統治香港，香港是國際的間

諜中心，「為什麼那時中共沒有

說香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那麼嚴

重呢？英國人統治啊，外國間諜

橫行啊，為什麼那時沒有那個問

題呢？ 97 之後，主權收回給中

央，是自己的地盤了，也駐軍

了，外交部也在香港設立機構

了，牢牢控制住（香港），那還

有什麼國家安全（問題）呢？」

北京律師張群舉例說，如果

「港區國安法」實施，很多活動

都可被以違反「國安法」定罪：

「有任何的遊行示威，都可以抓

起來，由此香港這些民眾表達不

同的意願，……都可以入罪。」

一位熟悉北京高層內幕的前

中共官員透露，北京當局認為國

際環境日趨惡化，尤其美中關係

已不可能短期恢復，而與其它西

方國家的關係，也只能盡量維

持。香港則越來越可能成為西方

介入中國大陸事務的跳板，所以

中共認為必須盡快推出「港版國

安法」，否則後患無窮。

美國：認定香港不再 
高度自治

蓬佩奧國務卿 27 日宣布認

定香港已不再具有高度自治，無

依據繼續享有美國法律在 1997
年 7 月之前一直給予它的待遇。

蓬佩奧形容北京強推《港版國安

法》的決定是「災難性」的，他

痛心地做出了這一決定，並表

示，美國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1992 年生效的《香港政策

法》給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同

時要求美國國務院在香港主權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中國後對

其自治狀態予以認定。如果美國

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將對

美國與香港的經濟關係造成重大

衝擊。

華盛頓智庫的研究員方

（Ashley Feng）對《美國之音》

說，美國對香港採取的舉動也會

影響到中共權貴階層。「對於那

些把錢存在中國國內感到不安全

的中共權貴來說，香港也是這些

資本外流的一個主要出口。儘管

中國過去幾年收緊了對資本的控

制，但是香港仍然是一個很好的

樞紐。」

美國助理國務卿史達偉

(David Stilwell) 表示，美國將

盡其所能，使香港人民不會受到

這一決定的不利影響。「我們將

盡力確保香港人民不受負面影

響，盡我們所能。但我要提到，

這一決定是由北京政府而不是美

國做出的。」

之前，美國參議員提出了一

項兩黨議案，將對中共官員和機

構實施制裁，該議案還將懲罰與

這些機構有業務往來的銀行。

歐盟：中共影響 
全球秩序

歐盟外交政策專員博雷爾

（Josep Borrell） 於 5 月 26 日

致信歐盟 27 名外交部長，信

中說中國加強對香港控制的行

動，給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帶

來了威脅，「不僅影響我們在香

港的直接利益，而且還會影響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因為國

際秩序遵守對法律和政治的承

諾。」他呼籲歐盟成員國予以

「強力」回應。歐盟外長將於 29
日舉行視頻會議，討論與中國

的關係。

彭博社報導認為，美國正

在考慮制裁中國官員和公司，

如果香港的暴力升級，歐盟可

能會被迫效仿。

台灣：將出台 
人道救援方案

中華民國蔡英文總統 24 日

晚間在臉書上發文聲援港人，並

提及若港版國安法立法，對香

港可能部分或全部不再適用於

港澳條例。台灣國安高層 26 日

表示，蔡總統是正告北京政府

不要一意孤行，而非要「懲罰港

人」。蔡英文 27 日表示，行政

院將提出人道救援行動方案，台

灣要有專案處理香港人進入台灣

安置、就業等事宜，強調一定會

向港人提供必要協助。

英國：或制裁 
中共大外宣

5 月 26 日，英國通訊管理

局（Ofcom）發言人宣布去年

啟動一項調查的結論：中國國

際電視台（CGTN）「嚴重不遵

守英國相關法律。」「（CGTN）

對重大抗議活動、與當前公共

政策有關的重大事件、有關香

港抗議活動的各種新聞，沒有

進行適當的公正報導。」在英

國，對新聞機構最嚴重的違規

行為是處以罰款，對於屢犯或

特別嚴重的違規行為，將會吊

銷其營業執照。

外界注意到，該消息正發

布在倫敦和北京關係降溫之

際。英國政府譴責中共強加給

香港的「國安法」，並提出或在

三年之內把華為公司從 5G 建設

中剔除。

英國一家小報《每日快報》

報導，如果北京對香港有進一

步鎮壓行動，英國首相約翰遜

將實施秘密計畫，給予香港人

庇護，提供居英權。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Previously, US senators intro-
duced a bipartisan motion that 
would impose sanctions on CCP 
officials and institutions. Since 
Hong Kong is a major outlet for 
capital outflows for the CCP’s 
elites, if the US removes Hong 
Kong’s independent tariff sta-
tus, it will not only have a major 
impact on US-Hong Kong eco-
nomic relationships but also the 
CCP. 

       On May 26, European 
Unio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
fairs, Josep Borrell, sent a letter 
to 27 EU foreign ministers stat-
ing that China’s move to tighten 
its control over Hong Kong not 
only affects the EU’s interests 
but also poses a threat to inter-
national order. 
  Bloomberg reported that the 
US is considering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officials and 
companies and that the EU may 
be forced to follow suit if vio-
lence in Hong Kong escalates.

      On May 24th, 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wen sent a 
Facebook message in support of 
Hong Kongers, and mentioned 
that if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legislated, 
some or Hong Kong may not be 
eligible to the Hong Kong-Ma-
cau Regulations. Tsai Ing-wen 
said on the 27th that the Ex-
ecutive Yuan will put forward 
a proposal for a “humanitarian 
action plan” to handle the re-
settlement and employment of 
Hong Konger entering Taiwa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condemn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mposed by the 
CCP on Hong Kong, and has 
proposed for a full phase out of 
Huawei from Britain’s 5G net-
works within three years. The 
Daily Express reports that Brit-
ish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
son will implement a secret plan 
to grant asylum to Hong Kong 
people and provide them with 
the right of abode in the UK if 
Beijing increases its crackdown 
on Hong Kong. 

國際發聲 阻港《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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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英國國旗經常出現在香港抗議人潮中，期望引起美國注意北京不斷壓迫香港人的行為並採取行動。

（Stand with Hong Kong推特）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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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5 月 27 日溫哥

華時間上午 11 時，加拿大 BC
省高等法院副首席法官希瑟．福

爾摩斯（Heather Holmes）對

中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首席財務

官孟晚舟引渡案是否構成「雙重

犯罪」作出關鍵性裁決。結果判

定孟晚舟在溫哥華被捕時被指控

的行為，符合在加拿大和美國同

時構成犯罪。

孟晚舟引渡案將繼續

孟晚舟引渡案將在 6 月進

入下一階段，爭論焦點在加拿大

官員在逮捕孟時是否遵守法律。

預計在 9 月的最後一週和 10 月

的第一週將有結案辯論。任何一

方的上訴過程都可能持續長達數

年之久。最終，孟晚舟是否要被

引渡到美國還將由加拿大司法部

長決定。

這一判決後，引渡案將繼

續進行，孟晚舟仍可以上訴。

2018 年 12 月孟晚舟在加拿大

機場被捕，她以 1000 萬加元保

釋在家拘留，並須佩戴衛星定位

追蹤器，如今將繼續在家拘留。

美國政府 2018 年指控孟晚

舟有銀行欺詐行為，並隱瞞華為

子公司天通科技（Skycom）和

伊朗有業務往來，要求加拿大協

助引渡她。此案一度使渥太華與

北京之間關係緊張。

27 日法院公布裁決時，眾

多支持民主運動人士在法院外抗

議，並拉起「釋放 300 萬新疆

維吾爾族人」、「停止中國欺凌

世界」、「釋放被囚中國的加拿

大人」等橫幅。

「雙重犯罪」

根據加拿大《引渡法》和美

加引渡協議，引渡人涉嫌的罪行

需兩國都認定為犯罪行為，才符

合引渡條件，即俗稱的「雙重犯

罪」（dual criminality）。
華為的法律團隊在一月份辯

稱，由於孟晚舟在被捕時，加拿

大還沒有對伊朗實施制裁，因此

孟晚舟的行為在加拿大並不是犯

罪。代表加拿大政府的檢察官則

提出反駁，認為孟晚舟謊言的本

身就是欺詐，無論是否存在制裁

的問題。而引渡聽證並非法庭審

判，不決定當事人是否有罪，只

會裁定案件是否符合引渡的條

件。

中國駐加使館 
提出嚴正交涉

孟晚舟被裁定為雙重犯罪

後，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發表聲

明表示強烈不滿以及堅決反對，

並已向加方提出嚴正交涉。

中國駐加使館發言人北京時

間 28 日凌晨在官方推特發表聲

明，抨擊美國和加拿大濫用雙邊

引渡條約，對孟晚舟採取任意地

強制措施，嚴重侵犯了她身為中

國公民的合法權益。

聲明稱，美國的目的就是要

瓦解華為和其他的中國高科技公

司，而加拿大在此過程中一直是

美國的「幫兇」。整個案件完全

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

聲明並稱，中國政府堅決保

護中國公民和公司的合法權益，

再次敦促加方認真對待中國的嚴

正立場和關切，立即釋放孟晚

舟，允許她可以安全地返回中

國，而不是繼續走錯誤的道路。

華為：對判決結果失望

綜合陸媒報導，對於孟晚

舟未能獲釋，華為發表聲明說：

「我們對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

法院的判決表示失望。我們一直

相信孟女士是清白的，我們也將

繼續支持孟女士尋求公正判決和

自由。」

聲明並表示：「我們希望加

拿大的司法體系最終能還孟女士

清白。孟女士的律師團隊將不懈

努力，確保正義得到伸張。」

疑似提前祝捷

5 月 23 日傍晚 7 時左右，

孟晚舟與華為副總裁彭博等多

名友人現身卑詩省最高法院門

外，笑容滿面的站在台階上，

豎起大拇指擺出勝利姿勢合

照。多家外媒報導此事，並分

析指，面對引渡裁決的孟晚

舟，如此高調的在公共場合拍

照的表現是很不尋常的。

孟案引發人質外交

法廣報導，26 日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趙立堅曾強硬要求加方

「立即釋放孟晚舟女士……以免

中加關係持續受到損害」。當

記者反問如果孟晚舟週三獲釋，

中方是否也會盡快釋放兩位加拿

大公民時，趙立堅的回答似是而

非，不知所云：「我已經非常明

確地闡明瞭中國政府在有關問題

上的立場」。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5 月 21
日則表示，中國不懂加拿大司

法體系是完全獨立的，繼續把

關押兩位加拿大公民與逮捕華

為一名高管聯繫在一起，「這一

點加拿大與中國完全不同。他

們不明白，我們既不可能，也

沒有願望去干預我們獨立的司

法體系」。

孟晚舟被捕後，中國拘留了

兩名加拿大公民，包括前外交官

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商

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
此舉被各國解讀為「人質外

交」，用以向加國施壓。如今兩

人仍被拘留在中國，不被允許

與律師與家人取得聯繫。今年 4
月，有加國媒體報導兩人每天要

接受 6 至 8 小時的審訊，有時

還要接受全天強光照射，疑似遭

酷刑虐待。

【看中國訊】隨著經濟重

啟，一些商家陸續開始營業。

Global News 報導，亞省和卑

詩省的一些商家開始對顧客收取

COVID-19 附加費。

有業主表示，受武漢肺炎疫

情衝擊，企業本就缺乏流動資

金，再加生意重開後，要遵循一

些防護規定，增加了運營成本。

比如，為員工提供個人防護裝備

（PPE），因為保持社交距離而

只能限制顧客數量，延長勞動時

間，消耗更多的消毒液和清潔品

等。如要使生意維持下去，只能

收取相關費用。

企業聯合會執行董事凱

利（Dan Kelly） 表 示， 雖

然可能不會有很多企業收取

COVID-19 附加費，但很多消

費者還是能理解小企業的艱辛。

有許多商戶會出於對顧客流失的

擔心而不收取這項附加費。是否

收取附加費，商戶將自行權衡。

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表示，

是否收取 COVID-19 附加費，

關鍵是要透明。如果商品和服務

增加了附加費，商戶應讓消費者

清楚地知道。在消費者同意購買

任何東西前，商戶需要確保消費

者知道賬單將含附加費，並知道

具體金額，這樣消費者可以決定

是否購買。

【看中國訊】加拿大稱移民

部表示，繼續接受國際學生的學

習許可和畢業後工作許可申請，

即使申請材料不完整，也不會關

閉他們的申請個案，直至收到相

關文件或採取了相關行動為止。

該措施適合於新冠狀病毒期

間，受到健康和社交疏遠措施影

響的如下：

1.那些無法提供生物識別，

體檢報告，原始旅行證件等的學

習許可申請人；

2. 一些畢業後無法從政府

指定的學習機構獲得結業證明或

最終成績單的工作許可申請人，

他們在等待申請處理時，可全職

工作。

3. 那些不得不中止學習，

或從全日制變成非全日制學習的

國際學生。如 2020 年冬季和夏

季學期的課程設置變化，導致國

際學生的身份從全日制變為兼職

學生，他們仍然有資格申請畢業

後工作許可。

【看中國訊】5 月 27 日（週

三），加拿大公園公布了 6 月 1
日重新開放的國家公園名單。

加拿大 48 個國家公園中有

29 個將開始運營。亞省有班夫

國家公園，賈斯珀國家公園，沃

特頓湖國家公園，麋鹿島國家公

園和伍德布法羅國家公園。

逐步開放的區域有日間區，

步道，海灘和綠地，以及一些休

閒划船和釣魚場所。

聯邦環境與氣候變化部長威

爾金森（Johnathan Wilkinson）
表示：「它實際上主要是為那

些住在公園附近的人們而設計

的。」

【看中國訊】魁省教育和高

等教育廳（MEES）表示，因武

漢肺炎（COVID-19）導致旅行

限制而被迫待在原籍國的國際留

學生，今年秋季新學期可在網上

繼續魁北克學業，同時擁有魁省

學生的待遇。

魁省每年接待的國際留學生

大約有 6 萬名之多。以往，國

際留學生必須到達魁省，學院才

能從省府獲得資助，學生才可上

課。

魁北克此做法旨在避免眾

多國際學生轉去世界其它地方

學習。

魁省移民廳也同意自動延

長留學生的臨時居民證（CAQ）

的期限。

【看中國訊】魁北克省宣

布，2021 年 4 月之前暫停受理

投資移民申請（QIIP）。魁省移

民廳規定，淨資產超過 200 萬

加元的個人，通過魁省政府批

准的金融中介機構投資至少 120
萬加元，可獲取永久居留權。

該計畫自推出以來，一直存

在爭議。支持者稱，這可以幫助

魁省獲得更多的財富。批評者

稱，儘管該移民計畫要求申請人

居住在魁省，但大多數人都是在

卑詩省或安省定居；另外，該計

畫像是允許人們「花錢買永久居

留權」。

近期來，武漢肺炎疫情造成

銀行利率大跌，許多人質疑：魁

省維持該移民計畫以刺激該省經

濟是否值得。

【看中國訊】隨著天氣開始

轉暖，居家令開始解除，不少市

民開始進行室外活動了。在加拿

大多倫多，很多市民選擇登山活

動，而在登山過程中，不少人看

到一種開得非常茂盛的純白色小

野花，純白色的三片花瓣中點綴

著小小的黃色花蕾，看起來非常

嬌嫩可愛。它就是白延齡草花，

不過在此要提醒大家，看到這種

花，可千萬不要隨意採摘。

白延齡草雖然在樹林裡常

見，但卻已經瀕臨絕種。因

此，在 2009 年，安省開始實

施 Ontario Trillium Protection 
Act《白延齡草保護法案》。該

法案指出，所有人都被禁止在任

何情況下，以任何方式破壞白延

齡草（挖掘、採摘都不可以），

否則將會面臨至少 500 加元的

罰款。

據英文媒體 kawarthaNOW
報導，如果採摘延齡草，這種植

物將很難存活。雖然延齡草是多

年生植物，但是它非常脆弱。

不僅如此，一株延齡草的種

子通常需要 2 年才能夠完全發

芽，而植物本身更是要 7 至 10
年的時間才能開出第一朵花。

如果大家以後在戶外看到這

種野花，靜靜觀賞就好，千萬不

要去摘它們哦。

【看中國訊】交通傷害研究

基金會（TIRF）發布道路安

全監控新報告，結果表明，駕

駛員開車發短信的比例有顯著

增加。

在加拿大，有 9.7% 的駕駛

員在 2019 年駕車時發短信。高

於 2018 年的 7.5%。與 2010 年

相比，增長了 102%。

駕駛時手動打電話的比

例 也 從 2018 年 的 9.3% 增 加

到 11.7%，免提通話的比例從

36.5% 下降至 32%。

隨著年齡每增加 10 年，

發短信的比率就會降低 44%，

使用手持電話的比率會降低

38%，使用免提電話的會降低

28%。男性打電話現象普遍高

於女性 50% 以上。

【看中國訊】薩斯喀徹溫

大學疫苗與傳染病組織 - 國際

疫 苗 中 心（VIDO-InterVac）
稱，其研製的針對武漢肺炎

（COVID-19）的疫苗，對動物

實驗已初見成效，並期待在初秋

進行臨床試驗。

負責人達裡爾．法薩拉諾

（Darryl Falzarano）說，他與

其團隊拿雪貂作實驗，對雪貂

每隔 28 天注射一次疫苗，共 2
次，再過 28 天，把半數雪貂

放入有病毒的環境中，結果發

現，這些動物形成了很強的免

疫反應，並產生了中和病毒的

抗體。

多大醫學系分子遺傳學教

授薩奇傑夫．西杜（Sachdev 
Sidhu）表示，他的團隊已經開

發出一種合成抗體，可以幫助武

漢肺炎確診患者抵禦染疫症狀。

當然，合成抗體與疫苗不

同，前者是幫助體弱人士，如老

年人、其他重病患者、免疫力低

下等人士獲得抗體。後者需在感

染前注射，使人體產生抗體來抵

抗疾。合成抗體可能在兩個月內

進行臨床試驗病。

孟晚舟被判雙重犯罪 引渡案繼續

更多商家重開業 或收肺炎附加費 薩省大學研製新冠疫苗 動物實驗初見成效

加拿大卑詩省最高法院27日裁決華為財務長孟晚舟（中）涉及犯行符合雙重犯

罪。圖為孟晚舟聽完宣判離開法院。（Getty Images）

上：雪貂（網絡圖片）

左：疫苗研究（Getty Images）

加國繼續接受學習和工作許可申請6月1日起開放29處國家公園

班夫國家公園

賈斯珀國家公園

魁省新政策：
留學生可在原籍國上課

開車發短信比例攀升在戶外見到這種野花 千萬別摘

延齡草（Pixabay)

魁省投資移民計畫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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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武

漢肺炎肆虐全球，圍繞著武漢病

毒所的爭議持續不斷。又正值北

京「兩會」召開期間，該所研究

員石正麗突然現身稱，她的團隊

目前發現的未知病毒只是「冰山

一角」，病毒存在於自然界，將

來可能還會有新病毒爆發。

中國環球電視網 5 月 26 日

發布了對石正麗的專訪。石正

麗表示，其團隊在 2019 年 12
月 30 日第一次接到新冠病毒樣

本，當時仍叫「不明原因肺炎病

毒」，後來在確定樣本裡有發現

新型的冠狀病毒，才將其命名為

「新型冠狀病毒」，也就是民間

俗稱的「武漢肺炎」。到今年 1
月 12 日，武漢病毒所向世界衛

生組織遞交了病毒的全基因組序

列。期間她不忘吹捧自己的團隊

「工作做的漂亮」、「沒有耽誤

一天的時間」。

但值得留意的是，石正麗提

到，其團隊目前發現的未知病毒

只是「冰山一角」，若要防止新

病毒再爆發，必須提前儲備藥物

和試劑。她還說，「這些病毒就

在自然界存在，你承認不承認他

們都存在。」

今年武漢肺炎在中國爆發後

迅速擴散全球，已有 34 萬人因

此喪生，也因此病毒來自於武漢

病毒研究所或武漢市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的質疑聲不斷，此前石正

麗雖已否認，但仍難說服外界。

此外，今年 5月初更傳出，

武漢病毒研究所副主任石正麗，

帶著全家人和「近千份秘密文件」

逃往歐洲，並尋求美國庇護。

但石正麗遭質疑涉嫌外泄武

漢肺炎的病毒，並非全然空穴來

風，因為石正麗曾向媒體坦承，

有懷疑過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

是否外泄病毒。

英媒《每日電訊報》也曾報

導，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

洲和紐西蘭組成的情報同盟「五

眼聯盟」（Five Eyes），正在調

查病毒源頭是否為武漢病毒研究

所或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而

武漢病毒所研究員石正麗及周鵬

更是重點追查對象。

面對近來歐美國家質疑病毒

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所長

王延軼近日接受大陸傳媒訪問

時，指「研究所洩漏」的說法完

全是無中生有。其言論遭到網友

們質疑，稱她受訪時「說話磕磕

巴巴，眼睛一直眨，心太虛。」

王延軼稱，去年 12 月底研

究所首次接觸病毒，當時仍是不

明原因肺炎的臨床樣本，後來通

過病原檢測工作，才發現樣本中

含有一種未知、全新的冠狀病

毒。由於此前完全沒有接觸過、

研究過或保存過此種病毒，實際

上研究所與民眾相同，均不知道

病毒存在，反問「沒有的東西你

怎麼去洩漏它呢 ?」。

2013 年 10 月 30 日，武漢

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在全球頂級的

科學雜誌《自然》(Nature) 雜誌

發表文章說，他們「分離和鑑定

薩斯樣的蝙蝠冠狀病毒，該病毒

應用於人類的 ACE2 受體」。

在文章摘要中，還聲稱蝙蝠來自

雲南，而 ACE2 來自人類，把

二者重組形成病毒；值得留意的

是，目前流行的武肺病毒正好是

直接攻擊人的 ACE2 受體。

【看中國訊】YouTube（油

管）週二（5 月 26 日）承認，

它已經刪除了一些評論，這些

評論中包含批評中國共產黨

（CCP，中共）的特定中文短

語。YouTube 稱其為一個「錯

誤」，正在調查中，但批評家們

不接受這種解釋。

YouTube 用戶日前表示，

在視頻下面發布的批評中共的某

些評論，例如「共產黨匪徒」和

「五毛黨」在幾秒鐘內已被迅速

刪除了。該消息最早由《邊緣》

（The Verge）媒體在週二早些

時候報導。

YouTube 發言人告訴《福

克斯新聞》：「這似乎是我們的

執法系統中的一個錯誤，我們正

在調查。」

有網友對此評論：「你認為

人們有多愚蠢？矽谷的審查制度

和偏見必須立即停止！！！」

「嘖嘖，偶然！」

北京官媒推石正麗專訪 動機耐人尋味

世界各國政府在武漢肺炎爆

發後一直努力試圖控制疫情，同

時對疫苗研發的激烈辯論也一直

存在。一些意見認為，應該避開

常規疫苗安全測試，儘早投入使

用控制疫情，也有一些意見反

對，因為放棄安全測試可能導致

不安全疫苗令疫情更加惡化。

儘管目前部分公司透露計

畫在今年內推出 COVID-19 疫

苗，但許多專家認為這並不可

行，因為安全疫苗需要 12 到

18 個月時間測試才能進入市

場。 全 球 健 康 智 庫 ACCESS 
Health International 主席兼總

裁 William A.Haseltine 在《科

學美國》雜誌上寫道：「治療藥

物一般根據病人需要來開藥，但

疫苗是給健康人群集體注射，對

住院的 COVID-19 肺炎患者進

行實驗性治療的科學家來說，需

要幾天時間來確定其安全性和療

效，但將這些疫苗注射到沒有患

病的人身上，則需要好幾年時間

才能確定。」

事實上，如果避開安全測

試，疫苗所針對的疾病可能會意

外引起集體抗體反應。例如最近

菲律賓爆發的登革熱中，一種疫

苗就引起了這樣的反應。此外，

1967 年曾有孩子接種梅毒疫苗

卻導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

1954 年有超過 100 萬美國學齡

兒童被注射了試驗性脊髓灰質炎

疫苗，而這種疫苗至今仍未達到

安全標準。

小兒麻痺症疫苗的起效，

緩和了美國各地逐漸失去呼吸

或行動能力的孩子們所帶來的

緊張情緒。但是 1967 年豬流感

疫苗的醜聞卻提醒了人們，未

經適當測試的疫苗可能導致危

險的結果。近 450 人最終換上

了罕見的神經系統疾病——吉

倫巴氏綜合症。

如果 COVID-19 病毒疫苗

令歷史重演呢？其實這種情況

很可能發生，據悉 COVID-19
病毒的一種變異就引起了免疫

反應，令患者病情更嚴重，還

可能提高死亡率。甚至感染率

回升，令醫療系統面臨壓力、

經濟蕭條、社會更加混亂。因

此，研發疫苗時還是應該把安

全性放在首位。

Moderna 公司是正在研發

對抗 COVID-19 疫苗的公司之

一，也是遵循安全協議的好例

子。該公司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

院位於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疫苗

研究中心贊助，其副主任巴尼表

示，只有在動物實驗和小規模人

體試驗後證實了疫苗安全後，才

會轉入更大規模人體研究。

雙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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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ugh some companies have re-
vealed that they plan on introduc-
ing a COVID-19 vaccine this year, 
many experts suggest that this 
might not be feasible since a safe 
vaccine can take anywhere from 
12 months to 18  months to reach 
the market. “Therapeutic drugs are 
generally prescribed to sick people 
as needed; vaccines are generally 
given to healthy people en masse. 
It takes a couple of days for sci-
entists administering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to hospitalized COV-
ID-19 patients to determine safety 
and efficacy; for those injecting 
vaccines into as yet unaffected test 
subjects, it could be years,” Wil-
liam A. Haseltine, Chair and Presi-
dent of the global health think tank 
ACCESS Health International, 
writes in Scientific American.

 If safety tests are circumvented, 
the disease targeted by the vaccine 

can actually become worse due to 
unexpected antibody responses. In 
a recent dengue virus incident in 
the Philippines, a vaccine apparent-
ly triggered such a response. Back 
in 1967, kids who were vaccinated 
against the syncytial respiratory 
virus ended up with an enhanced 
disease, with some even dying. 
In 1954, over a million American 
schoolchildren were given an ex-
perimental polio vaccine that was 
never subjected to the safety stan-
dards we follow today.

 When children all across the coun-
try started losing their ability to 
breathe or walk, tensions started 
sprouting up. Thankfully, the situ-
ation changed for the better as the 
polio vaccine worked. However, 
the 1967 Swine Flu vaccine scan-
dal is a grim reminder of the poten-
tially dangerous result of using a 
vaccine that has not been properly 
tested. Almost 450 people who got 
the vaccine shot came down with 
a rare neurological disorder called 
Guillain-Barre Syndrome (GBS).

 What if history were to repeat with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In fact, 
there is a good possibility of such 
a thing happening. A feline variant 
of the COVID-19 coronavirus is 
known to trigger immune respons-

es that make the infection much 
worse. A COVID-19 vaccine that 
triggers such responses not just 
risks worsening the condition of 
infected people, but can also raise 
the mortality rate.

 Even the infection rate might pick 
up. Such a development would 
stress out and break healthcare 
systems, depress economies even 
further, and create chaos in soci-
ety. As such, it might be prudent to 
prioritize safety when it comes to 
COVID-19 vaccine development.  

 A good example of following ade-
quate safety protocols in Moderna, 
one of the companies developing 
a potential vaccine against CO-
VID-19. Moderna trials are being 
sponsored by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Vac-
cine Research Center in Bethesda, 
Maryland. Barney Graham,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rganization, has 
stated that NIH will only move to 
bigger human studies when animal 
studies and small-scale human tri-
als confirm the safety of the vac-
cine.

 Moderna’s first human trials have 
yielded positive results. Eight par-
ticipants who received low and 
medium doses of the vaccine ended 

疫苗研發與安全的討論

As world governments 
struggle with manag-

ing their societies in the 
wake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there have been 
heated debates about 
developing vaccines to 
counter the infection. 
Some suggest that normal 
safety tests for vaccine de-
velopment should be cir-
cumvented so that there is 
a chance to bring the out-
break under control at the 
earliest. However, there 
has been strong oppos-
ition against this since sac-
rificing proper safety tests 
can lead to vaccines that 
might worsen the situa-
tion rather than resolve it.

Pandemic: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Safety Debates
up with antibody levels that were 
similar to or greater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ho had recovered from 
the coronavirus infection. The 
company’s stock price went up fol-

lowing the result of the trial. Pfizer 
recently started human trials on 
its COVID-19 vaccine developed 
jointly with German pharmaceuti-
cal company BioNTech.

(Adobe Stock)

jinfanhao@hotmail.com jinfanhao168

石正麗（來源：視頻截圖）

YouTube稱刪除批評
中共、五毛評論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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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苗青綜合報導】雖

然加拿大聯邦住房機構警告說，

未來 12 個月內平均房價可能會

下跌 18%，但是地產經紀公司

RE/MAX 卻認為，全國情況因

地而異。

2019 年年底，RE/MAX 預

計 2020 年加拿大房地產價格將

上漲 3.7%。短短的幾個月後，

武漢肺炎疫情把大家都嚇了一

跳。本週加拿大抵押貸款和住

房公司（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 CMHC） 甚 至

預測，受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

未來一年的平均房價可能會下降

9% 到 18% 之 間。CMHC 還

警告說，如果加拿大經濟不能

充分復甦，到 9 月時抵押貸款

的拖欠率可能會從 12% 上升到

20%，多達五分之一的抵押貸

款最終會被拖欠。

《環球郵報》最近發表文章

稱，帝國銀行（CIBC）表示，

與 2019 年相比，今年加拿大

房地產價格可能會下跌 5% 至

10%；加拿大皇家銀行 (RBC)
預測下跌 7%，而 BMO 銀行預

計下跌 5%。

RE/MAX 的報告則認為，

在目前的條件下，如果沒有任何

重大的意外情況，價格大幅下跌

的可能性不大。一切皆有可能，

但目前的市場狀況保持穩定，目

前待售房屋的庫存量仍供不應

求，即使在瘟疫流行期間，社會

採取社交距離疏遠措施以及經濟

下滑，房市也是如此。

在 RE/MAX 房地產報告中

分析了幾大區域，包括以下區

域：

安大略省

渥太華市場出現了房屋價格

的上漲和上市天數的減少的現

象，這兩個好的指標都表明住房

市場是穩定的，至少目前是穩定

的。目前的賣方市場的特點是房

屋供應量少，需求量大，繼續推

動房價上漲。事實上，在過去兩

週內，一個物業多個買家競爭的

情況屢見不鮮，房屋的售價也超

過了要價。

多倫多房地產在新房掛牌和

購房者的比例下降。但該地區的

房價並沒有出現任何下跌。多倫

多地區繼續經歷著多重出價的情

況，每一個掛牌房源都有兩到三

個出價買家。這些情況在 3 月

13 日停售前都是普遍存在的，

即使在疫情籠罩的情況下，這種

情況仍在繼續。多倫多的房屋供

應短缺仍在繼續，而需求量仍然

很高。

亞省

RE/MAX 的 報 告 表 示，

受油價的影響，埃德蒙頓房

地產繼續受到巨大衝擊，未

來最大的因素是就業不足。

COVID-19 的影響可能導致失

業率達到兩位數。在 2020 年

的前幾個月中，平均房價水平

與往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1.4%。

今年 3 月底平均房價比去年同

月下降了 3%。到 4 月份，住

宅的平均價格上漲了 2.8%，

為 353,577 元。儘管與去年 4
月相比，愛城平均房價下降了

3.29%，但住宅價格的上漲表

明房市有所改善。

【看 中 國 訊】Qualico 在

Chestermere 市 的 Dawson's 
Landing 的社區，是加拿大以

至 全 球 首 個 採 用 Stormwater 
Kidney ™技術的社區。這項技

術能將雨水帶入自然生態系統，

創造自然流水風光，並為植物及

水中生物提供營養，以天然方式

淨化雨水。

Qualico 與 Source2Source
公司（S2S）及 Magna 工程公

司合作，將這項技術實現在這個

社區，這反映了我們對可持續雨

水管理的承諾和要求，創造引人

入勝的自然風景供住戶探索。

Qualico 社區副總監 Clark 
Piechotta 解釋說：「持續流動的

水能給予視覺與聽覺上的獨特享

受，並保持供水，令環境在乾旱

時期也能保持綠化。」

Piechotta 也提到，如果不

是 Chestmere 市政府的支持，

也難以將技術實現在社區中，

「Chestmere 是一座依水靠水的

城市，沒有市政府的財政支持，

我們就不能實現這個系統。」

Stormwater Kidney ™ 技

術 由 S2S 的 Bernie Amell 及
Cory Albers 基於幾十年的研究

開發，這個系統有專門的沉澱物

移除技術（Nautilus Pond®）。

S2S 則是一家設立在卡爾加里

的工程實現公司，提供專業的

產品設計及技術設計服務。S2S

與 Magna 的合作中，前者負責

提供產品設計方向、總覽及成品

評估；後者負責細節處理及大部

分的工程設置。

Stormwater Kidney ™ 技

術能同時抵抗乾旱及洪水，能

夠在城市中提供高生物多樣性

的綠洲及鳥類棲息地。Nautilus 
Pond® 能在污水進入城市雨水

處理系統前，先移除所有會帶來

麻煩的沉澱物，令城市雨水處理

系統能更有效率處理其他污水。

S2S 聯 合 創 辦 人 Cory 
Albers 表示，「Qualico 這樣的

發展商能提出創新、可持續的、

美觀的雨水處理系統，與市政府

達成雙贏，那是很棒的。」

【看中國訊】受疫情衝擊後

的中國人對海外置業的熱情更為

高漲。為了防止財富受到預期的

通貨膨脹和人民幣貶值的影響，

海外的地產受到了越來越多中國

客戶的青睞。

「我們一直忙個不停，」澳大

利亞黑鑽石（Black Diamondz）
公司的創始人杜（Monika Tu）
說，該公司專門為中國買家提供

銷售豪宅的服務。自 3月以來，

杜已經售出了 8500 萬澳元的優

質房產，其中約有一半是身處澳

洲的中國客戶。這比今年早些時

候增長了 25%。

居外網報導，除了悉尼之

外，在另一個熱點新加坡，通過

網絡平臺的銷售活動也在回升。

房地產經紀公司 ERA 表示，本

月有三名中國客戶在虛擬看房的

情況下，購買了 6 套價值合計

2000 萬新元的公寓。另一位投

資者花了約 1200 萬新元購買了

同一開發項目中的三房單位。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香港。

香港一季度豪宅價格下跌了

4.5%，或因受到政治動盪影響。

居外網發布的數據顯示，

一季度中國買家對韓國房產的

查詢量較去年第四季度增加了

180%，對紐西蘭房屋的查詢量

也猛增了 75%。但對英國和美

國的查詢有所下降，分別下降了

32% 和 18%。

加國房地產價格不會出現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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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5 SHERIFF KING STREET SW

403-471-1538
SLS_YORKVILLE@MATTAMYCORP.COM

Explore traditional, inspired homes surrounded by natural beauty.
Today in Yorkville, explore our seven Showhomes and select quick move-ins 
virtually. Whether you’re relaxing on the couch or in bed — we make it easy to 
discover your dream home.

Starting now, our sales centres are open for in-person meetings by appointment. 
Of course, you can still connect with us online if it’s more comfortable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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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raditional, inspired homes surrounded by natural beauty.
Today in Yorkville, explore our seven Showhomes and select quick move-ins 
virtually. Whether you’re relaxing on the couch or in bed — we make it easy to 
discover your dream home.

Starting now, our sales centres are open for in-person meetings by appointment. 
Of course, you can still connect with us online if it’s more comfortable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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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中心

傳統的新屋，為美麗的自然風光所環繞，令人眼前一亮。

今天就可上網參觀位於 Yorkville 的 7 套展示屋，選擇你快速入住的新家。你可

以舒適地靠在家中沙發或床上——找到你夢中新居的過程輕鬆自然。

現在開始，通過預約我們的銷售中心接待上門探訪。當然你仍可與我們保持在

線聯繫，如果你覺得這樣更方便。

傳統
品質更高

RE/MAX：

多倫多市容鳥瞰（Getty Images）

中國買家海外置業熱度不減

環球地產：

Qualico對可持續性雨水管理的承諾

https://mattamyhomes.com/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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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美國商

務部日前宣布，已將 33 家中國企業和機

構列入黑名單，它們將與華為遭受同等

待遇。 其中 9 家實體涉及侵犯人權，另

外 24 家實體被指為中共軍方採購物資。 
這些實體位於中國、香港及開曼群島

（Cayman Islands）等地。

5 月 22 日，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

局（BIS）發表聲明：由於參與了中共當

局對新疆少數民族人權的侵犯，中國公安

部法醫研究所和八家中國公司，被列入制

裁黑名單（實體清單）。 其中，東方網

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為人權侵犯提供

了人工智慧以及面部識別等技術；中共公

安部法醫研究所及新疆紡織企業中國華孚

時尚股份公司，涉及從事侵犯人權和虐待

行為；雲從科技（CloudWalk）、烽火通

訊科技等六家科技公司涉及高科技監控。

美國商務部聲明認為：上述企業「在

中國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其他穆斯林

少數群體實施鎮壓、大規模任意拘留和

高科技監控，其行為已經侵犯和踐踏人

權。」美國商務部宣布，列入制裁黑名單

的中共公安部法醫研究所等這些中國公

司，將限制其獲取美國的商品和技術。

美國商務部還宣布，另外 24 家中共

機構和公司，由於為中共軍方採購物資等

行為，對這些實體進行出口管制。 其中包

括北京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哈爾濱工業

大學、奇虎 360、以及捷輝創（香港）科

技有限公司等。 其中奇虎 360 是「中國

最大的網絡和移動安全產品及服務提供

商」，2015 年在紐約納斯達克上市。 這
些企業及機構被美國政府部門被列入「實

體清單」後，美國政府即可根據《出口管理

條例》限制對這些機構出口、進口或轉口。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共和黨領

袖、眾議員麥考爾 (Michael McCaul) 在
聲明中表示：這些實體侵犯少數民族的權

利，用多重手段給他們製造苦難並從中牟

利，並利用美國的科技來增強中國共產黨

的軍事力量。 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懲罰

他們。 中共及其支持者在繼續侵犯人權，

全世界不能再視而不見了。

美國 2019 年 10 月已就同樣理由，

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局及其 19 個

下屬機構，以及 8 個中國公司列入「清

單」。 這些實體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制裁

黑名單的理由，同樣是參與了中共對維

吾爾人、哈薩克人等少數民族族群而實

施的壓迫、大規模任意拘押和高技術監

控等侵犯和踐踏人權的行為。 當時被列

入實體清單的，大都是人工智慧、視頻

監控公司；包括監控設備製造商海康威

視、人工智慧公司科大訊飛和大華技術

股份有限公司。 路透社報導稱，被列入

黑名單中國企業的遭遇與中國通訊巨頭

華為公司類似。 

美制裁名單添33家中企機構

【看中國記者鄭清綜合報導】英國官

方消息稱，可能計劃在 2023 年之前全面

移除 5G 網絡中的華為設備。 越來越多

的信息顯示，華為在全球的擴張不斷被

封禁。

英國《衛報》5 月 24 日援引英國政府

一名發言人的話說 :「在美國宣佈對華為

實施額外制裁之後，英國全國互聯網安全

中心 (NCSC) 正在仔細研究這些制裁可

能對英國互聯網造成的影響。 」此前美

國商務部 5 月 15 日公佈新規定，要求華

為的海外供應商知曉產品將發往華為及其

關聯公司，或者知曉相關晶片的設計用到

美國技術時，需要向商務部申請許可證。 
此舉旨在切斷華為與一些非美國公司之間

的聯繫。

《衛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話報導稱，

美國對華為的進一步限令幾乎肯定導致英

國做出對華為不利的安全風險評估，其中

一個重要原因是華為將不得不依賴於外界

不熟悉、未被廣為檢驗產品元件。此外，

英國議會中保守黨成員要求將英國互聯網

基礎設施中的華為設備組成比例降至零，

他們現在認為，目前有足夠的資訊來阻

止政府試圖對英國的華為設定 35% 的上

限。 據英國媒體報導，隨著疫情引發英

國政界中對中國不滿情緒增加，英國議會

對華為立場強硬派的議員對詹森首相構成

了實質壓力。

英國政府今年一月底決定，允許華

為有限度地參與該國 5G 通訊網絡「非核

心」、「外緣」的部分建設，包括基站、

天線等，但同時也把華為定性為「高風險

供應商」，並規定「高風險供應商」的市

場份額要限制在 35% 以內。 英國有限度

地接納華為的決定也引起川普 ( 特朗普 )
政府的強烈不滿。

5 月 15 日，美國政府宣布擴大對中

國企業華為（Huawei）的出口管制措

施，禁止任何企業在未獲美國政府的許可

下，出售採用了美國技術的產品及設備給

華為。新規定公佈之後，一些專家表示，

仔細研究了該規則後，發現半導體行業供

應鏈的中間環節眾多。 例如：供應商可

以辯稱他們不知道相關產品最終是否對華

為有利，從而設法繞開限制。 同時，該

規定只包括由華為設計的晶元，不包括直

接發給華為客戶的產品。 5 月 21 日，據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國務院官員福特

(Ford) 表示，監管機構將予以關注，並

「肯定會做出我們認為必要的任何改變。 
在過程中為我們提供大量的資訊，作為出

口管制決策的基礎，並試圖找到應對這些

挑戰的正確方法。 」
美國政府擴大對華為的出口管制措

施，令華為手機等設備的晶片供應面臨困

境。日前有消息指，華為正向南韓三星

公司（Samsung）購買用於智慧手機的

Exynos 晶片，但現有韓媒預估三星會拒

絕供應。

南韓媒體《中央日報日文版》報導，

受美國新禁令影響，華為智慧手機的處理

器晶片將面臨供應的不確定性。為了避免

美國新禁令的衝擊，華為正積極與聯發

科、展銳以及三星等公司接觸，希望採購

手機晶片。

報導指出，華為正試圖採購三星

的 Exynos 晶片，預估將於今年下半年

正式向三星提出供貨要求。但有業界人

士認為，雖然華為可能向三星提出購買

Exynos 晶片的要求，但三星或會拒絕。

因為對三星來說，若華為降低了其智能

手機和網絡設備的競爭力，三星由此得

獲利將會比增加對華為半導體銷售的利

潤更大。

也有業界人士透露，三星拒絕向華為

供應 Exynos 晶片的要求已並非第一次。

【看中國訊】美國眾議院 27 日傍晚以

壓倒性票數通過維吾爾人權法案，要求美

國總統點名、制裁負責虐待及監禁維吾爾

族人的中國官員。這項參議院已通過的法

案將送出國會，由總統簽署後生效。

美國眾議院今天以 413 票贊成、1
票反對，通過「2020 年維吾爾人權政策

法 案」（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20）。法案在共和黨籍參議員盧

比奧（Marco Rubio）5 月 14 日提出當

天，參議院就曾以一致同意（unanimous 
consent）方式加速通過。

美國立法程序規定，法案經參眾兩院

通過後，將送交總統簽署後生效。法案表

示，自 2014 年來，中國政府將超過 100
萬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

民族人監禁在集中營。根據遭監禁人士，

他們遭受虐待、虐打、強制灌輸政治理

念，並被剝奪宗教、文化及語言自由。

法案要求美國總統，在生效 180 天

內及往後至少每年，須點名負責虐待、不

人道對待或長期監禁維族人的中國官員等

外國人士，並透過凍結在美資產、拒絕入

境美國、拒發或取消簽證等措施予以制

裁。

此外，法案也要求總統譴責中國虐待

維族人士行徑，並要求北京立即關閉集中

營；國務卿則須向國會提交報告，詳述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權侵犯狀況。

盧比奧 2019 年 1 月 17 日也在參議

院提出類似法案，法案同年 9 月 11 日獲

參院一致同意通過。但眾議院隨後修改法

案內容，增添條文限制可能協助中國壓迫

維族人士的產品出口，並於 12 月 3 日以

407 票贊成、1 票反對通過。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報導，參議員原本希望去年底就能通過這

項法案，但共和黨議員對眾院增添部分條

文有意見。加上參院當時忙著處理美國總

統川普彈劾案，因此直到今年 5 月才再

通過自提法案的版本。

【看中國訊】美國亞利桑那州今天

針 對 Alphabet Inc 旗 下 的 谷 歌 公 司

（Google）欺騙消費者的行為提出詐欺

罪告訴，指控谷歌涉嫌以「欺騙」和「不

公平」作法取得用戶所在位置數據。 路
透社報導，亞利桑那州檢察長布諾維奇

（Mark Brnovich）今天推文指出，「谷歌

蒐集關於用戶的詳細資料，包括他們的所

在位置，以便針對用戶進行廣告宣傳。通

常，谷歌是在未經用戶許可或知曉的情況

下，從事這樣的行為。」 對於這起告訴置

評的要求，谷歌未立即回應。

【看中國記者天平綜合報導】黑龍江

省牡丹江的武漢肺炎疫情仍在持續。 5
月 27 日凌晨，當地有關部門突然宣布

牡丹江站所有火車全部停運。而此前 25
日，剛剛復課半日的牡丹江市高三學生也

再度停課。

根據黑龍江省衛健委 27 日的消息，

牡丹江市 15 日新增無症狀感染者 2 例，

26 日再度新增無症狀感染者 5 例，上述

病例均通過篩查發現。

5 月 27 日凌晨，牡丹江市公路客運

總站官方微信號發布消息稱，按照市政府

要求，牡丹江市公路客運總站自 27 日零

時起臨時關閉營運，恢復運營時間另行通

知。

通告顯示，因牡丹江站所有火車全部

停運，已購票旅客可到售票處辦理退票手

續。由於有大批旅客到火車站後才得悉停

運，「只能另外找車回家了」。另有民眾

抱怨說，停運通知發布太倉促，「當天發

布當天實施，事先都沒收到通知，行程完

全被打亂了」。

此前牡丹江市的高三學生在經過超

長寒假後，於 4 月 7 日迎來復課。但隨

著確診病例持續增多，該市高三學生於 4
月 20 日停課。及至 5 月 25 日上午，高

三年級學生再度復課，但當日下午再次停

課。有高三同學稱，返校做完核酸檢測後

就接到通知讓回家上網課。

最近一個多月來，中國大陸境內不斷

亮起紅燈。例如，黑龍江省綏芬河市、哈

爾濱、吉林省舒蘭市、吉林市，以及上

海、北京、廣東等地聚集感染病例連續發

生，其中又以中國東北地區最為嚴重。

中國國務院疫情聯防聯控機制 5 月 1
日曾通報稱，牡丹江市發生聚集性疫情，

其中包括牡丹江市康安醫院、牡丹江市北

方醫院數名醫務人員。

5 月 2 日晚間，黑龍江牡丹江官方發

布公告稱：5 月 3 日零時起，全市經營燒

烤、涮串、涮火鍋、鐵鍋燉等餐飲服務

單位暫停堂食，恢復時間視疫情變化另

行通知；對暫不復業的影劇院和納入負

面清單的棋牌室、遊藝廳、網吧、KTV
歌廳、酒吧、舞廳、公共浴池繼續暫緩

經營，等等。

27日凌晨，牡丹江市公路客運總站突然停運。示意圖。（Getty Images）

美國商務部（Adobe Stock）

牡丹江疫情加劇 火車全部停運

華為或遭英國封禁

美國會通過人權法案
制裁迫害維吾爾人的官員

亞利桑那州控告 Google
詐欺取得用戶位置數據

Mark Brnovich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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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

圍繞武漢肺炎來源、

貿易及「港版國安法」問題，

中、美關係日益緊張。近日，

風險事件接踵而來，香港的

抗議及抗爭活動頻繁，令市

場擔憂情緒上漲，人民幣價

格下跌至 9個月來新低，中
國央行亦調低人民幣中間

價格至 12年來最低。

5 月 27 日，香港政府啟動

「國歌法」二讀；5 月 28 日，北

京人大會議將就「港版國安法」

進行投票表決，風險事件密集發

生令市場憂慮情緒加重。境內外

人民幣價格於 5 月 27 日，亞洲

早盤時段擴大跌幅，交易時間內

一度跌破 7.15 和 7.17 關口，創

9 個月以來新低。

彭博社引述幾位交易員表

示，諸多風險事件令市場充滿不

穩定情緒，有：中資大行於早盤

時段購匯、受訪交易員未被授權

公開評論市場。

與此同時，香港股市在經歷

5 月 22 日大跌之後，近日亦出

現大量中資資金進場維穩。

報導引述 AxiCorp 全球首

美元荒強化了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Adobe stock）

席策略師 Stephen Innes 認為，

人民幣匯率僅是短期處於相對平

靜的水平，雖然全球經濟在重

啟，給市場帶來樂觀情緒，但中

美關係日益緊張增加了市場的風

險。如果北京採取更激進的措

施，「武器化」人民幣，而誘發

美國提高關稅，或會在短期內引

發全球市場的情緒崩潰。

5 月 26 日，中國央行將人

民幣兌美元的每日中間價設定為

7.1293，成為自 2008 年 2 月以

來，12 年最低水平。

此前，由於 2018 年開始

中、美兩國圍繞貿易問題，關係

持續緊張，人民幣價格在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大部分時間內也

持續走低。 2019 年 8 月，人民

幣一度跌破 7 元大關。但隨後

人民幣持續反彈直至 2020 年 1
月，中、美兩國簽署第一階段貿

易協議。

雖然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近日表示，要保持人民幣匯率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但經

濟學家和分析師則認為，在中、

美對抗持續升溫之際，人民幣價

格或會繼續下探。

財經簡訊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

導】各界關注的數字人民幣有了

更多信息，中國央行行長易綱 5
月 26 日對此表態。此前有分析

指，數字人民幣對民眾不利。

5 月 26 日，中國央行旗下

的《金融時報》對易綱採訪的新

聞稿發布到央行官網。對於數字

人民幣，易綱回應稱：「目前的

試點測試，還只是研發過程中的

常規性工作，並不意味數字人民

幣正式落地發行，何時正式推出

尚沒有時間表。」

易綱表示，先行在深圳、蘇

州、雄安、成都及未來的冬奧會

場景進行內部封閉試點測試，

「以檢驗理論可靠性、系統穩定

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

場景適用性和風險可控性」。

媒體 4 月 16 日報導稱，數

字人民幣今年將推出。在江蘇省

蘇州市相城區，人們的部分工資

就將以數字貨幣的形式發放。

《每日經濟新聞》報導，中

國央行數字貨幣不計付利息，可

用於小額、零售、高頻的業務場

景。具有法償性，也就是說，

不能拒絕接受數字貨幣。 2 ～ 3
年內會有 30% 至 50% 的基礎

貨幣被央行數字貨幣替代，基本

實現央行數字貨幣全國範圍推

廣，平常的現金使用大部分會被

替代。

從已知信息可見，中國央行

要把相關的金融活動完全掌控。

另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

的數字貨幣是配合健康碼、數

字錢包、數字 ID、面部識別、

和 GPS 跟蹤定位等一系列的使

用，逐步達到個人資產全數字

化。所有交易記錄，任何類別和

數額，任何交易都會記錄在案，

並且包含時間、地點、人物、金

額、物品數量等。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的數字

貨幣將不會有真正的去中心化，

反而會進一步鞏固政府對金融領

域的整體管控。

【看中國訊】中國企業財務

造假的事件層出不窮，繼瑞幸咖

啡、「跟誰學」之後，中國電動

車電池供應商「天能動力」也被

爆財務造假。其股票價值「近乎

為零」，導致天能動力在港股價

5 月 27 日重跌 8.7%，並在上午

10 點 59 分停牌。

據《自由時報》報導，做空

機 構 CloudyThunder Research
發布報告，指天能動力誇大公司

利潤、平均售價及銷量，股票幾

乎無任何價值，呼籲監管機構對

其分拆業務上市進行仔細審查。

報告質疑，該公司經銷商返

利體系有著和龐氏騙局類似的特

徵。自 2017 年至 2019 三年期

間，天能動力虛構 20 億元以上

的利潤。

CloudyThunder Research
還表示，持有天能動力的空頭頭

寸，能在其股價下跌時獲得巨大

收益。

天能動力發言人則向彭博社

表示，CloudyThunder Research
的報告只是推測不可靠。

報導指出，在 5 月 27 日下

跌之前，天能動力股價自 3 月低

點以來已漲 1 倍以上，為恆生綜

合指數中表現最好的股票之一。

《華爾街日報》引述荷蘭安

智 銀 行（ING Bank N.V.） 駐

香港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彭藹

嬈（Iris Pang）認為，人民幣匯

率疲弱的一個原因是美元持續走

強所致，另一原因是投資者預計

兩國在貿易、科技等領域的摩擦

將進一步加劇。彭藹嬈預計，若

中、美貿易、科技戰等全面爆

發，人民幣兌美元價格將在今年

年底前跌至 7.30 的低點。

大和資本亞洲（不含日本）

首席經濟學家 Kevin Lai 表示，

北京面臨人民幣貶值壓力，預計

到 2020 年底，人民幣價格將會

跌至 7.60 水平。路透社引述瑞

穗銀行亞洲首席策略師張建泰

稱，由於港版國安法及美國制裁

措施的不確定性，預計未來幾天

人民幣將繼續承壓。

5 月 28 日，北京人大會議

將就「港版國安法」進行表決，

對此，川普在白宮回答記者相關

問題提問時表示：「我們正在採

取行動，我認為你們會覺得非常

有意思，但我今天不會談論此

事。」「你們在本週結束前，就

會知道我們採取了甚麼行動。我

認為是非常強而有力的行動。」

人民幣跌至9個月新低    

易綱表態數字人民幣進展

中國天能動力
被爆財務造假

以色列拒絕中企 
投資最大淡水廠

【看中國訊】據美國之音報

導，北京近年通過「一帶一路」

大舉對歐亞多國進行基礎設施投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

報導】疫情嚴重衝擊全球貿易

及供應鏈，荷蘭經濟政策分析

局（CPB）的「世界貿易監測」

（WTM）近日公布數據顯示，

今年 3 月，全球貿易量遭遇 10
多年來的最大降幅。全球供應鏈

弊端顯現，各國政府及企業重新

評估全球供應鏈策略。

世界貿易監測數據顯示，

3 月全球貿易量較去年同期下降

4.3%，創 2009 年全球金融危

機以來最大跌幅。 3 月貿易量

環比下降 1.4%，已連續三個月

出現收縮。

調查顯示，之後的全球經

濟及貿易正經歷更深的衰退。

CPB 預計 4 月和 5 月的貿易將

出現更大幅度的下滑。

疫情爆發之後，全球貿易戛

然而止並持續萎縮，多個行業均

不同程度出現全球範圍的供應鏈

斷裂情況，也令供應鏈上的國家

遭遇不同程度的打擊及損失。

《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

近年來，供應鏈全球化已成為世

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疫情暴

露了供應鏈全球化的弊端，其影

響促使各國政府和跨國公司重新

審視並塑造供應鏈。

報導引述達特茅斯學院經濟

學家 Davin Chor 認為，疫情已

促使企業重新評估其全球價值鏈

策略，特別是對中國供應鏈的依

賴程度。各國及企業在全球供應

鏈的布局也將隨著疫情和中、美

兩國之間可能長期存在的緊張關

係而改變。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拉里．庫

德洛（Larry Kudlow）27 日表

示，川普政府願意支付費用給美

國各大企業，以讓他們將中國的

供應鏈遷回美國。

據《澳洲人報》報導，英國智

囊亨利傑克遜協會在一份「打破

中國供應鏈：五眼如何擺脫戰略

依賴」的報告中討論並審視了全

球供應鏈對中國製造的依賴性。

報告指出，五眼聯盟國家

（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及

新西蘭）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來一直是超全球化的最重要倡導

者，但正是這個倡議，塑造了令

北京受益匪淺的國際體系。一部

份的原因是北京參與了全球貿易

的同時並未完全遵守全球化的國

際規則，卻收穫了全球化的成

果。疫情暴露出這個體系所存在

的危險性及不合理之處，推動了

五眼國家與北京「脫鉤」。

貿易量驟減 各國審視全球供應鏈

資。 5 月 26 日，以色列政府在

海水淡化處理場招標案上拒絕了

香港和記黃埔旗下的以色列和記

黃埔，而選擇以色列當地企業

「IDE 科技」來承建該項目。

中、美兩國因病毒來源、貿

易及香港局勢關係日益緊張。報

導指，此項工程背後隱藏著美中

角力。以色列和北京近年在高科

技等領域中有不少合作，美國敦

促以色列應限制北京在經濟戰略

領域的投資，因北京參與基建會

帶來國家安全隱憂，同時也可能

損害以色列與美國公司的利益。

Fed資金勢必流進市場 
學者：美股有望創新高

【看中國訊】CNBC 報導，

美聯儲（Fed）為應對疫情實施

寬鬆貨幣政策、調降基準利率趨

近於零，並投入大量資金救市。

沃頓商學院教授西格爾（Jeremy 
Siegel）表示，這些資金勢必流

進市場，美股有望再創新高。

西格爾表示，即便武漢肺炎

對經濟的衝擊仍未散去，但若不

爆發嚴重的第二波疫情 ( 只要發

現有效療法即可、不須全民接種

疫苗 )，美國股市今年確實有可

能再創新高。

他提到，美聯儲提供空前的

流動性，這也是 3 月份低點能

反彈的主要原因，他說明，這些

資金不會收回，未來勢必湧進股

市及整個經濟中，股市的復甦速

度會超越美國經濟基本面。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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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共新華社 27 日消息：

中共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閉

幕會舉行，李斌被「選舉」為政

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秘書長。

政協秘書長號稱這一機構

的「大管家」，此前由習近平的

親信夏寶龍兼任。 5 月 19 日，

夏寶龍卸任該職。上任港澳辦主

任後，夏寶龍一直行蹤不明，傳

還偷偷去深圳密會林鄭。而就在

兩會期間，中共當局突然宣布強

推港版國安法，引發香港社會震

動，國際譴責如潮。

1954 年 10 月生的李斌，

是遼寧撫順人，早期在吉林省長

春市任職，1994 年從教師轉入

政界，到 2001 年已升至吉林省

副省長的高位。

《明鏡郵報》曾報導，李最

初在吉林發跡，是因在江澤民視

察吉林時，得到江的歡心，由江

發話提拔。

李斌 2007 年任吉林省委常

委、副省長。同年，她進京任原

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黨

組書記、副主任，2008 年任主

任。 2011 年，李斌「空降」安

徽，任代省長，次年任省長。

2013 年，她再次進京擔任改組

後的首任國家衛生和計畫生育委

員會主任、黨組書記。

當時有消息說，李斌是前中

央辦公廳主任、時任全國政協副

主席兼統戰部長的令計畫的死

黨，兩人有「特殊曖昧關係」。

李在當時未落馬的令計畫授意

下，曾安排已經入獄的前中共重

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到醫院檢查，

以圖幫助薄獲得好的待遇。而李

斌出任衛計委主任，是令計畫在

落馬前的幕後運作，但李斌完全

不懂業務，曾被衛計委，尤其是

前衛生部官員嘲笑。

2016 年 9 月 23 日，《明鏡

郵報》還報導，李斌的目標是在

十九大上作為女性代表，替代時

任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劉延東的席位，至少成為國務

委員。

但李斌在中共十九大上並未

如願。到 2018 年 3 月，在全國

兩會換屆中，李斌擔任中共十三

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屬於閑職。

而國家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當

月即被撤裁改制為國家衛生健康

委員會。

據香港《明報》報導，2018
年 3 月政協會議「選」出的 24
名副主席中，前中共政治局委

員、前任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和稍

後被裁撤的衛計委的主任李斌，

都有 7 票反對，並列最多。

這次李斌兼任政協秘書長，

似乎顯示她再度獲得實權。 

李斌頂替夏寶龍 傳與令計劃有染

律師指最高法院報告是假話 
【看中國訊】中國人大 5 月

25 日開全會，人大委員長栗戰

書、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最高檢

察院檢察長張軍先後作工作報

告。

三份報告與上年相比皆縮

水，但吹捧習近平的部分不減。

其中周強的最高法院報告被維權

律師指是在說假話，有 709 律

師家屬怒斥法院草菅人命。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稱，

往年三份報告各長逾萬字，要兩

至三個小時才能讀完，今年縮減

五成，三官只用一個半小時就讀

完，宣告閉會。不過吹捧習近

平的部分不減，充斥著「強大引

領」、「卓越領導」等等讚頌之

詞。

其中最高法和最高檢的「兩

高」報告，不但不提近年風起雲

湧的維權運動及陷獄者家人的抗

爭，還聲稱「保障律師履職」。

周強聲稱，法院系統「加強

人權司法保障。堅持實事求是、

有錯必糾，堅持罪刑法定、疑罪

從無，堅持寬嚴相濟，保障律師

依法履職」。

北京前維權律師劉曉原曾因

介入維權事件被當局以各種藉口

吊銷律師證，他批評周強報告假

大空，「你們看我現在的遭遇就

很清楚，他說假話」。

維權律師余文生 2019 年 5
月 9 日被徐州市中級法院以「煽

顛罪」秘密開庭，至今未判；他

的妻子許艷一直不知丈夫被關在

哪裡？有無遭酷刑？許艷直斥：

「人民法院草菅人命，形同兒

戲，有何信譽可言。」

歷年官場反貪腐的部分，都

是「兩高」報告用來炫耀的，但

今年這個數字也縮水。去年周強

報告用近 300 字表述，稱 2018
年各級法院審結貪腐瀆職案 2.8
萬件，共合 3.3 萬人，其中省部

級以上 18 人，廳局級 339 人，

縣處級 1185 人；但今年報告有

關描述僅有一句：「審結貪汙賄

賂、瀆職等案 2.5 萬件 2.9 萬

人。」

而周強本身也是負面傳聞纏

身。 2018 年 12 月底，前央視

主持人崔永元與最高法院法官

王林清聯手，藉陝西「千億礦權

案」案卷在最高法院丟失的離奇

案件，踢爆最高法院院長周強

批示的「秘密文件」，涉干擾司

法。

不過在去年 2 月中共政法

委聯合調查組公布的調查結果

中，這件事情成了舉報者王林清

一手自編自導，從而使得周強暫

時平安。

然而，4 月 29 日賀榮被任

命為最高法院副院長。有消息

說，賀榮是習近平器重的女官

員，曾在調查秦嶺別墅案中立下

首功，幫助拿下了趙樂際的大管

家前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賀榮

現在又被習近平安排回到最高法

院「摻沙子」，這或許預示著醜

聞纏身的周強未來命運堪憂。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原來擔任中共全國

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的夏

寶龍，因已出任港澳辦主

任，早前卸任全國政協秘

書長。5 月 27 日，全國

政協會議閉幕，宣布李斌

接任政協秘書長職務。李

斌被指背靠江澤民發跡，

又傳與令計畫有染。

副部級移植操刀手出事
【看中國訊】副部級官員、全國政協

常委沈中陽日前被免去政協第十三屆常務

委員職務、撤銷其委員資格，消息指其已

「出事」。號稱是國內肝移植領域權威的

沈中陽，一直被國際組織追查其涉活摘器

官的罪行。

沈中陽現任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院

長。 1998 年他從日本學醫回國後歷任天

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移植學部部長、東方器

官移植研究所所長、武警總醫院器官移植

研究所所長等職。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表於

2014 年 10 月的報告稱，中共用活摘器

官的方式對法輪功人士進行群體滅絕。而

沈中陽所帶領的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和

武警總醫院移植團隊就完成過肝臟移植

6270 例。

2006 年 3 月 5 日《長春日報》報業集

團主辦的《影視圖書週報》的 19 版，刊登

一篇名為〈中國成全球器官移植中心〉的

文章，屬名記者為湛彥輝。該文說，僅近

三年就有三千多名韓國人赴大陸移植器

官，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中國大陸移植器

官的人數每年也在一千人以上。

該文寫道，在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做

完肝臟移植手術四天後的一名男性韓國人

對此文記者說：「在韓國尋求腦死亡者的

器官像摘取天上的星星一樣困難。」然而

至 2004 年底，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累計完

成肝移植 1500 例、腎移植近 800 例，同

時還有角膜移植，僅 2004 年就完成了近

900 例肝臟和腎臟移植手術。

此前大陸電影明星傅彪兩次換肝後死

亡，也是由沈中陽主刀。

人大代表對比憲政學者
【看中國訊】中共在北京開兩會，在

近 3000 名全國人大代表中，最奇葩的人

大代表就算是申紀蘭了。她從 18 歲少女

至九旬老嫗，13 次當選人大代表，也是

中國唯一連任 13 屆全國人大代表的人。

申紀蘭是山西「選出」的全國人大代

表。沒有什麼文化的她年輕時是農村「勞

動模範」，1954 年當上第一屆全國人大

代表，一直當到現在，前後 66 年，66 次

赴北京開會，堪稱奇蹟。

中共建政 70 餘年政治鬥爭慘烈，申

紀蘭也經歷了無數次運動，直到習近平所

謂新時代，經歷不少禍國殃民的表決。政

治翻復無常，但此人一直不倒。

中共的人大被稱「舉手機器」，而申

紀蘭更在 2010 年以「從不投反對票」名

揚天下，被稱為所謂人大「活化石」。

這時候我們的話題來個大轉折！原中

國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張雪忠，兩會前就

冒死給包括申紀蘭在內的人大代表發了一

封呼籲實行國民制憲的公開信。

張雪忠的近萬字致中共全國人大代表

公開信 , 呼籲國民制憲，實現中國政治和

平轉型。張雪忠認為，一黨永久專政和人

民主權根本是一個悖論。張雪忠並在信中

附上「中華統一共和國憲法草案（學者建

議稿）」。他隨後於 5 月 11 日被上海警

方帶走，約二十四小時後獲釋回家。

張雪忠身為學者、律師，常常為弱勢

群體免費打官司，甚至自己出車馬費、為

對方提供補助；學校把他從教師崗位丟到

退休人員服務中心做後勤，這樣的羞辱也

沒有絲毫磨損他的意志。他的朋友說，張

雪忠是一個只向真理低頭的人。

彭麗媛早與世衛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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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世界各國不滿世衛組織

（WHO）嚴重偏袒北京。有外

媒踢爆，WHO 早已任命中共國

家主席習近平之妻彭麗媛為親善

大使，但官網上卻未提及彭與習

的關係，僅稱她是一位歌星。

臺灣《自由時報》26 日引述

《每日郵報》報導，世界衛生組

織在 2011 年時，由時任中國籍

總幹事（秘書長）的陳馮富珍

任命彭麗媛為WHO親善大使，

繼任的譚德塞上任後也再授命該

職。

彭麗媛早在 1987 年就與習

近平結婚，當時習正擔任福建省

廈門市副市長，但 WHO 官網

上卻從未提及彭麗媛是中共高官

妻子。

2011 年時中國的當政者是

胡錦濤，習近平時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

記，兼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國

家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

WHO縂幹事譚德塞的前

任、陳馮富珍一直被指是中共地

下黨員。 2006 年世衛組織舉行

總幹事補選，中共買通非洲國

家，讓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總幹

事。由此，中共在世衛組織開始

大行其道。

2013 年，大陸爆發禽流

感，中共掩蓋致使疫情升溫，陳

馮富珍卻公開「稱讚」中共處理

疫情「透明」。在國際社會譴責

中共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

器官之際，陳馮富珍卻在 2016
年北京國際移植會議上為中共的

器官移植站臺。

陳馮富珍本人在卸任世衛職

務後，便獲中共封官全國政協常

委，又獲頒授所謂「改革先鋒」

獎章，並獲評「一帶一路」衛生

領域合作推動者。

而從世衛此次應對武漢肺炎

疫情的情形來看，世衛並沒有反

省和改變，儼然一副「跟黨走」

的架勢。外界認為，這與中共操

控陳馮富珍對世衛長達十餘年的

滲透，有著直接關係。 

中共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李斌（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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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網民發現青衣

已婚警察宿舍正迅

速加建磚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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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大強推「港版國安

法」28 日於北京表決之際，備

受爭議的《國歌法》也將於 27 日

恢復二讀辯論，預計六四當天表

決。不過港人抗爭之心未泯，仍

踴躍走上街頭表達意見。

24 日拘捕超過 180 人

港民 24 日發起「反惡歌法

大遊行」，當日上午新民主同

盟、社民連及工黨等集合，並遊

行到中聯辦進行抗議。下午港島

有大批市民聚集，被港警指進行

未經批准的集結，參加者可能會

違反《公安條例》的「參與未經

批准集結罪」，與《預防及控制

疾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的

「進行受禁群組聚集罪」。

當日稍後，電台主持「快

必」譚得志在銅鑼灣派發防疫物

看中國記者綜合報導

《逃犯條例》修訂觸

發反送中運動一週年之際，

「國安法」、「國歌法」在北

京人大強推下也即將在香港

實施，港人自上週末連日發

起罷工罷課抗議活動，遭港

警總動員鎮壓，共近500人
被捕。

國歌國安 雙法壓境

資同時，高呼反對國安法及香港

國歌法口號，遭警方圍堵，並將

其拘捕。不久爆發警民衝突，港

警施放多枚催淚彈、胡椒彈等，

衝突持續至晚間，超過 180 人

被捕。

學生被截查逮捕

27 日立法會恢復有關「國

歌法」二讀辯論，建制派為保通

過通宵留守立法會。港民則自凌

晨開始發起包圍立法會行動。據

港媒報導，金鐘政府總部及立法

會一帶凌晨已被巨型水馬陣、鐵

欄等圍封，港警也「總動員」，

部署 3,500 防暴警力，並預告一

旦衝擊會果斷鎮壓。

當日上午多間中學學生早

上響應罷課，行動包括在校門

外靜坐、遊行、展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等，希望藉此

抗衡北京和港府強推港版《國安

法》與《國歌法》，強調惡法無

法令港人屈服。港警則在多區

大舉截查學生，有身穿校服的

學生被拘捕。

國歌法二讀 
港警總動員

《立場新聞》報導，立法會

所處金鐘一帶有大量港警嚴密佈

防。港島、九龍、沙田等多區都

有港民響應網絡號召，聚集在街

頭抗議，但隨著港警加緊巡邏佈

防，人群不久散去。

據理大編委報道，午飯時間

一度有逾百人從銅鑼灣，向金鐘

方向遊行。當隊伍到達駱克道街

市附近時，港警突然舉槍衝前，

有市民被用力推開，頭部撞到鐵

柱血流披面，現場遺留下一灘血

跡。中環午飯時間也一度有人聚

集，有人高舉五隻手指，象徵

「五大訴求」，與港警保持一段

距離。不過直播片段顯示，期間

港台簡訊

六四遊行上訴失敗 晚會或首度停辦
【看中國訊】香港支

聯會原計畫在本月31日舉行
「毋忘六四」大遊行，惟警

方以疫情和港府的「限聚

令」為由反對其申請，上訴

後仍被駁回。

警方宣稱，集會遊行屬

人多聚集的高危險活動，會

增加參與人士和市民感染病

毒的風險。支聯會質疑警方

藉疫情打壓港人集會自由，

表示當日將在港九新界擺街

站，「遍地開花」。

據港台報導，支聯會主席

李卓人質疑，政府已陸續重開

社區設施，學校可以開始復

課，而且支聯會也願意接受政

府防疫指引，因此警方的反對

和政府的放寬措施不對等，是

藉此打壓言論和集會自由。

此前，港府將「限聚令」延

長至 6 月 4 日，也未開放六四

集會場地——維園足球場的申

請，這意味著，31 年來每年舉

辦的「六四」維園燭光晚會，或

將面臨首度停辦。在《國安法》

的壓力之下，每年六四集會上

如繁星的點點燭光，和萬人齊

喊「平反六四」、「反對一黨專

政，建設民主中國」或成絕響。

台灣6.1 
解除口罩禁令

港警突然舉槍衝前，人群隨即四

散，港警仍不斷朝人們背部發射

胡椒彈，現場槍聲連連。

香港警方稱，截至 27 日

晚上 9 時 30 分，共拘捕逾 360
人，被捕者包括「涉嫌藏有攻擊

性武器、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

途、非法集結及參與未經批准的

集結」等。

美售台「重型魚雷」威力強大
【看中國訊】美國國

務院5月20日宣布售臺18枚
MK-48 Mod 6AT重型魚
雷，金額達1億8千萬美元。
台灣國防部軍官透露，一枚

重型魚雷就可擊沉敵方潛艦

或是大型水面軍艦。

美國務院早前表示，售臺

的 MK-48 Mod 6AT 重型魚雷

(MK-48 Mod 6AT HWT) 可裝

在潛艦上發射，由美國海軍現有

庫存供給。

《台海安全研析》主任梅

復興在臉書貼文披露，Mk 48 
Mod 6AT 最高時速達 55 節（每

節為時速 1.85 公里），最大續

航力 50 公里（時速 40 節時）。

極速時射程約 38 公里；作業深

限約 800 公尺。

梅 復 興 表 示，Mk 48 

Mod 6AT 尋標器蒐索範圍超

過每秒 16 億立方公尺，並對

低速、靜音、淺水區之水下目

標具良好偵測捕捉能力。國軍

現有 SUT 可對付的目標速度

上限僅 23 節，而 Mk 48 則可

有效追擊約 35 節目標，這對

擴大國軍水下作戰能力所能反

制的目標種類、等級與戰場環

境極有裨益。

《蘋果日報》引述國防部將

領透露，由於海軍所興建的原

型艦的魚雷口徑為 533mm，

因 此 美 軍 售 的 Mk 48 Mod 
6AT 主要是配合「潛艦國造」

原型艦測試使用，因此原型艦

在 2024 年下水戰測時，即會

發射此型魚雷，以驗證自製潛

艦的偵搜及戰力。

另一位國防部官員向《自由

【看中國訊】台灣總統蔡英

文 5 月 20 日進入第二任期，臺

灣民意基金會 26 日公布民調，

超過 7 成民眾肯定和支持蔡英

文處理國事方式，近 1 成 6 的

人不讚同；贊同的人比不讚同的

人多 55 個百分點，創任內歷史

新高。

另有 6 成 9 的人對於民進

黨未來執政有信心。

這次調查也透過「感情溫度

計」來測量選民冷熱度。結果顯

示，臺灣民眾對於疫情指揮官陳

時中的情感溫度高達 87.78 度，

賴清德的 68.1 度也比他接任行

政院長時調查的溫度更高，甚至

超越蔡英文。

最新民調：蔡英文 
支持度逾7成創新高

時報》透露，256 潛艦戰隊在過

去幾次的重要演習期間，至少 5
度以一枚魚雷擊沉靶艦，其中，

現任參謀總長黃曙光在擔任 256
戰隊長時期，就曾締造兩度領

軍、旗下潛艦以魚雷轟沉靶艦的

記錄。

據美國國防部「作戰測試與

評估委員會」(DOT&E) 官網

資料，MK-48 魚雷是美國潛艦

使用的唯一一款反潛及反水面

艦武器，系列型號包括 MK-48 
Mod 6、Mod 6ACOT 和 Mod 
7CBASS 等，可在所有海洋環

境摧毀水面艦艇和水下目標。

目前，MK-48 系列魚雷的

使用者包括澳洲、加拿大、巴

西、荷蘭等；除台灣外，使用

MK-48 Mod 6 AT 重型魚雷有

巴西、土耳其。

【看中國訊】北京政府戰

狼外交風波延燒到了南美洲的

巴西。日前巴西眾議員馬丁斯

（Paulo Eduardo Martins） 公

布了一封北京恐嚇信，要求議

員不准祝賀台灣總統蔡英文就

職，「必須保持沉默」。事件公

開後，有許多巴西網友在網路慶

祝蔡總統的就職，還有人痛批北

京在巴西派出一名「異常無恥的

大使」，更有人聲稱，希望台灣

在不久就能在巴西設立使館。此

外，不少網友惡搞這封信函，除

了在上面塗鴉之外，還有人直接

改圖成為衛生紙捲。巴西人不只

在社交媒體上瘋狂慶賀外，甚至

還將 #VivaTaiwan 刷上了推特

熱門趨勢。

北京外交再失利  
巴西喊「台灣萬歲」

港警總動員 港人抗議被鎮壓

疑「警二代」 販毒3公斤 港府撤控
【看中國訊】港警一個

月內爆出多宗知法犯法醜

聞，包括販毒、違建、虐兒、

偷竊等，27日再添一宗疑似
「警二代」販毒案，但港府

律政司堅持撤銷控訴，最終

被告無罪釋放。

涉事的 22 歲高姓女銷售

員，居於青衣已婚警員宿舍，涉

收取一個從法國送抵的包裹，內

藏近 3 公斤俗稱「K 仔」的氯胺

酮，被控一項危險藥物販運罪。

不過代表控方的律政司副刑事檢

控專員陳淑文 27 日親自上庭堅

持撤銷控罪，並推翻起訴的「專

業決定」，並稱「每宗案件不

同，現時難以提出證據令人信服

高可晴知悉包裹內物品類型」。

署理主任裁判官鄧少雄對此

表示質疑，指涉案的毒品估計市

值最少 200 萬元，並質疑高女

「不知悉」包裹內容的可能性，

不認同律政司撤控的理由。但律

政司代表堅持撤控，最終鄧少雄

拋下一句「隨便你啦」，批准撤

銷控罪。

事件令香港社會一片譁然，

除了質疑司法不公外，也引起對

警權及政治力量是否凌駕法治的

討論。民間更開始籌集資金準備

集體起訴高女。事實上，已婚警

員宿舍是一項針對警員的福利，

已婚並與未成年子女同住的警

察，可分配宿舍免費居住，僅允

許港警直屬親人居住。

【看中國訊】台灣官方表

示，台灣已經連續 44 天沒有

出現武漢肺炎確診病例，如果

一直維持到 6 月 7 日，將會

是第 4 個 14 天潛伏期零本土

病例了。

至於關於外界關心的口罩

禁令，最快在 6 月 1 日解除，

將能夠在國內自由販售。

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日前

表示，將要擴大開放台灣境內

民眾的正常生活，不需要等到

6 月 25 日的端午節，只是，

政府依然秉持著「邊境風險嚴

管，境內鬆綁」的原則，保護

人民健康。

李天正攝

 圖為2019年六四晚會（周秀文攝）

美國軍方模擬圖（美軍官網） 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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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日前，前央視主播崔永元槓

上《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貼

出一段題為「我沒談政治，我哪

敢談政治啊」的視頻，嘲諷胡錫

進說話就像狗叼雙向飛盤，一會

兒這邊，一會兒那邊，都能叼回

來，以及批評他的戰狼派言論。

崔永元發這段視頻的背景源

於北京當局隱瞞疫情造成全球大

災難，導致中美兩國在外交上衝

突不斷，官媒《環球時報》總編

胡錫進 5 月 8 日在微博聲稱，

中國需要在較短的時間裏將核彈

頭數量擴大到 1,000 枚，包括至

少要有 100 枚東風 -41 戰略導

彈，目的是「要有更大的核武庫

來抑制美國的戰略野心和對華衝

動」。胡還稱，「也許過不了多

久」就需要「應對挑戰」。

胡錫進的言論在社交媒體上

引發高度關注，眾人反應呈兩極

分化：一邊是中共五毛黨的高調

認同，另一邊是對該言論的炮轟

和嘲諷，認為胡錫進「是給戰狼

打雞血吹的」。

在強大的輿論下，胡錫進在

微博多次發帖文認慫：「這兩天

網上出了一些對老胡呼籲中國增

加核武器數量的批評文章，有的

措辭非常激烈。」「主張中國增

加核武器數量，這本身就是反和

平的。」「我們能淡化中西之間

的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彼此的共

同價值嗎？」胡錫進並表示，30
年沒打過仗的中國，不好鬥，沒

有攻擊性，也不要打仗。

崔永元 5 月 25 日發布一段

視頻：「我沒談政治，我哪敢談

政治啊」。他在視頻槓上了胡

錫進：「你看這兩天胡錫進就開

始說不打仗了。我就想問問這胡

錫進，你剛剛說不打了就不打

了，那核彈頭怎麼辦呢？造出來

了，放你們家啊？」

崔永元表示，中共外交部的

發言人、國防部的發言人，可不

要像胡錫進一樣，那真是禍國

殃民！

CNBC 引述川普的言論稱：

「我們將會『滅火』（抗擊疫

情），但不會關閉美國。」「我

們可以撲滅大火，無論它是餘燼

還是火焰，我們都會將其撲滅，

但是我們不會關閉國家。」

川普此前表示，今年美國可

能會面對第二波疫情，但他堅稱

必將疫情消除。

包括川普政府內部的各衛生

專家都表示，這種病毒很可能會

在秋冬季繼續傳播，一旦流感季

節開始，這種病毒可能變得更加

難以對抗。

川普說，這場疫情告訴了美

國一件事情：若美國要成為一個

強大的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製

造業大國。「我正努力地讓工作

機會從中國和許多其它國家回流

美國。」

福克斯新聞報導，川普在接

受保守黨電臺主持人巴克 ‧ 塞

克斯頓（Buck Sexton）採訪時

說：「我們不會為冬季可能發生

的第二波疫情實施任何封鎖措

施。」

為對抗疫情，美國各州政府

對當地居民和企業實施了嚴格的

限制，以試圖減緩病毒的傳播。

隨著疫情趨緩，美國的 50 個州

都已開始進行一定程度的重新

開放。

在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開始

從第一波疫情緩過來之際，俄國

和巴西等國家最近才面對第一波

疫情高峰，而且來勢洶洶。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

所所長、白宮冠狀病毒特別工作

組成員福西博士（Dr. Anthony 
Fauci）告訴《華盛頓郵報》，他

很肯定新一波疫情將會出現。

他說：「病毒不會消失。」

「這是一種具高度傳染性的病

毒。在某個特定時間、某個地

點，只要符合某種情況或條件，

就有再度爆發的危險。」

渥 太 華 醫 院 的 曼 紐 爾

（Doug Manuel）醫生表示，必

須當心無症和輕症感染者。以渥

太華為例，如果加上沒有查出來

的無症狀感染者和輕症患者，渥

太華市民當中可能有 1% 感染了

病毒。但當我們恢復正常生活的

時候，99% 的人口會暴露在病

毒的威脅之下。

曼紐爾說，我們必須萬分小

心，因為我們面對一個非常狡

猾、與眾不同的病毒，它讓攜帶

者在出現症狀以前就有很強的傳

染能力。

曼紐爾指出，傳染病的第二

波疫情通常比第一波更嚴重，也

更難預測。生活漸漸恢復正常，

出行增加。然後可能在我們不再

注意這件事的時候，第二波疫情

如海嘯般襲來。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 /
綜合報導】疫情之後，許多公司

將考量永久轉向遠程辦公。全球

最大社交網站臉書，社交媒體推

特和移動支付公司 Square 等都

作出了類似的宣布。

臉 書 執 行 長 扎 克 伯 格

（Mark Zuckerberg）表示，預

計在未來的 5 到 10 年內，臉書

公司將有約一半員工可以不需回

到辦公室，固定遠程工作。另一

社交媒體巨頭推特也推出類似的

政策，宣布大部分員工可能會無

限期地繼續遠程辦公。

此外，舊金山的移動支付公

司 Square 也宣布允許員工在防

疫隔離措施結束後，繼續在家工

作。Square 發言人表示，希望

員工能在他們認為最有創造力和

生產力的地方工作。未來可預見

有更多公司採取遠程方式工作。

其它一些科技公司也表示，

他們不希望在 2021 年前召喚大

多數員工回到辦公室工作。《華

爾街日報》報導，諮詢公司埃森

哲（Accenture PLC）首席技術

官 Paul Daugherty 說，這一轉

變將給整個職場系統造成衝擊。

據法新社報導，疫情使很多

人不得不遠程工作，而許多公司

也看到了遠程辦公的好處，決定

讓它繼續下去。遠程工作給公司

帶來新的契機，可以聘用在世界

各地的優秀員工，從而解決了通

勤以及必須居住在生活成本高昂

的科技城等問題。

扎克伯格在線上直播的員工

大會上，談到臉書將採取適應長

期遠程工作的運營措施。扎克伯

格說：「以我們的規模，我認為

臉書將成為遠程辦公方面的最

具前瞻性的公司。」扎克伯格表

示，初步階段，臉書將進行遠程

招聘。

據悉，約 95% 的臉書員工

目前都在遠程工作。過半臉書員

工表示，遠程工作不影響效率。

川普：我不會再封鎖全國

崔永元槓上胡錫進 

千顆核彈放你家
疫情改變職場文化

清華許章潤 
再發萬字長文

大陸頻發偷拍事件 
檔案量驚人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若有第二波疫情，將不會再實施居家令。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美國總

統川普日前在密歇根州參

觀福特工廠時表示，如果

美國爆發第二波疫情，他

將不會再實施封鎖令關閉

美國。

騎單車逾千里 
女載傷父返鄉
【看中國訊】疫情蔓延，

印度自 3 月底宣布封城，大

批失業勞工步行返鄉。少女

庫瑪瑞 10 天騎單車 1,200 公

里，載著腳傷的父親回家，孝

行感人。

中央社援引美聯社報

導，8 年級學生庫瑪瑞（Jyoti 
Kumari）為了照顧父親，今

年 1 月離鄉背井來到新德里近

郊的古爾岡市（Gurugram）。

她說，父親的腳受過傷，走路

不便，靠駕駛電動三輪車養家

活口，卻因政府的居家令丟了

飯碗。他們無錢付房租，面臨

被掃地出門的命運。

庫瑪瑞說，「我別無選

擇」，於是決定買輛自行車，

騎車載父親回家。路上兩人

靠著陌生人贈與的食物與水

苦撐。這對父女現在已抵達

比 哈 省（Bihar） 達 班 加 縣

（Darbhanga）的老家，與家

人團聚。

未來會有更多公司採取遠程方式工

作。（Adobe Stock）

中共前央視主播崔永元槓上了《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視頻截圖）

（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2 月初，中國著名法學家許章潤

教授發出〈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

懼〉一文，怒斥中共隱瞞疫情，

道德淪喪，之後遭警方軟禁，微

博、微信帳號被封殺。 5 月 21
日他再發萬字長文，痛批中共極

權式國家治理的荒謬與黑暗。

這篇長文題為〈世界文明大

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

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

論〉。長文開篇，許章潤開門見

山指出，疫情引發的全球厭華效

應正在發酵，對於共產極權體制

重新產生了警覺，這使得中共信

譽掃地，空前孤立於世界體系。

文章指出，疫情中，中共實

施消息封鎖，消滅民間追究疫情

責任的聲音，製造恐慌政治，然

後炮製烘雲托月般的領袖政治，

其實是一種對國家和人民的綁

架。而黨媒依靠封鎖疫情真相，

同時傳播虛假信息和強化輿論誘

導，「活生生將作孽者變成了拯

救者，令播散人禍、文過飾非的

惡棍，搖身一變而為救苦救難的

天使，進而，彷彿一時間消泯了

對於天災人禍根源之追根究底的

任何可能性，特別是就此斬斷了

最高政治責任的因果鏈條。」

文章還討論了疫情導致的

一個突出後果：中國的「去西方

化」與世界的「去中國化」同時

併進，而這一切正在修正國際體

系的基本架構與世界秩序。文

章進一步指出，實際上所謂「去

中國化」，主要是「去共產中國

化」或者「去中國共產化」，而

與華夏文明無冤無仇。

作者指出，現代政治是一種

可問責的公民政治，否則便是惡

政，國將不國，為防止悲劇重

演，呼籲還原歷史真相，查明病

毒流行原因與病毒源頭，特別查

明並公開真實病患數據，向全體

國民如實交代。徹底問責、釋放

被關押的公民記者、呼籲追究最

高層的政治責任。

英國《衛報》稱，前清華大

學教授許章潤被官方軟禁。報導

稱，許章潤家中的網路被切斷，

他個人的微信帳號也被凍結。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現在偷拍裝置已是愈來愈細

小、精密，杭州有一名女租客入

住一間出租屋已逾半年，近日卻

在睡房插電座內發現了針孔攝錄

機，裡面有 32GB 的 SD 卡，

裡頭則儲存了 3000 多個影片。

此外，微博上也出現一討論話題

「河南省實驗中學偷拍事件」，

內容提及河南省實驗中學有一名

高中學生在廁所偷拍女生 3000
多張照片與若干視頻，但傳出校

方不願正面處理，引發嘩然。

香港 01 報導，女租客小劉

於本月 12 日晚上發現事件，她

的朋友去關冷氣時，發現電源插

座上有圓孔和亮光，打開插座發

現還在運作的鏡頭。針孔攝像頭

讓小劉見狀後，感到不寒而慄，

隨即報警求助，隨後也聯繫了管

理出租的杭州一租科技有限公

司。當警方介入調查後，即發現

SD 卡內的 3000 多條片「視頻

很清晰，可以看到人像」。

小劉本來是簽租約一年，但

是現時已經搬出，她表示「住的

地方出現了針孔攝像頭，這件事

讓我感覺非常沒有安全感」。

因此，她希望公司能夠退還剩餘

租金、按金與誤工費等，若是平

臺否認責任，小劉會考慮從法律

途徑追討。

只是，根據杭州一租科技有

限公司表示，出租房出現了針孔

鏡頭的「責任在安裝方，並不在

我們平臺」。

由於小劉是該房屋的第一輪

租客，而業主亦否認了安裝鏡頭

一事，因此尚待警方調查，才會

再進一步談解約。

《圈內魚報》5 月 27 日晚間

報導，「河南省實驗中學偷拍事

件——河南省實驗中學高中一學

生廁所偷拍女生 3000 餘張照片

及若干視頻」，並問道說，「所

以這個事怎麼處理？」

有消息表示，河南省實驗中

學除了沒有正面回應偷拍事件，

還試圖掩蓋此事不願曝光，但目

前也有消息表示，偷拍者已被校

方做出停學處分，但是校方也試

圖壓制曝光偷拍事件者，引發眾

人憤怒。

微博上也出現一討論話題「河南省實

驗中學偷拍事件」

清華法學家許章潤教授

（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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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5 月 28 號是本屆人大三

次會議表決《香港國安法》的日

子。兩天前的 5 月 26 日，路透

社有條重要消息，獨家披露了香

港國安法的兩項關鍵內容：

（一）取消外籍法官審理國

安案件的權力；（二）香港警察

和大陸公安、和國安會就所謂國

安問題「聯合執法」。

透露消息的人說具體內容可

能還有變化，沒有說最後會在什

麼時候完成。但是根據路透社從

消息源和人大代表那邊得到的信

息是會在今年 9 月份之前。就

是在立法會改選之前。

《國安法》與 
香港立法會改選

分析香港形勢的突變，須抓

住兩大關鍵時間點：去年 11 月

和今年 9 月。而它是衝著香港

立法會改選來的。習近平決不容

忍去年 11 月香港區議會選舉的

慘敗今年 9 月再重演，這是他

現在出手的關鍵原因。

香港雖然立法會有一半議席

是由功能組別小圈子選出來的，

但小圈子和小圈子也不一樣。現

有 28 個功能組別有 18 是投公

司票、團體票的。也就是：不是

這個職業的所有從業者都是選

民，是一個公司、一個團體算一

票，相當於老闆投票，這部分選

票一共有大約 1 萬 5 千張，這

部分是中共好控制的，不會出意

外的。但另外 10 個界別就是本

行業的從業者都可以成為選民。

比如會計界別，就是香港註冊會

計師都可以成為選民。那這部分

就是民主派能用心的地方，要知

道以前很多功能界別的選民不關

心政治，就沒有去進行選民登

記，反送中成為香港全民覺醒運

動，很多從業者就會去選民登

記，那就會選出中共害怕結果。

這半年香港的民意越來越清晰，

出現這種結果的可能性也越來越

大。

香港立法會民主派過半會有

什麼結果，不僅 23 條、送中條

例這種法律未來四年不可能在香

港通過，還可以通過否決政府預

算案的方式，癱瘓行區政府——

不准你花錢了。可以把警察的預

算給砍掉，警察迫害香港人，議

會以不給錢的方式事實上解散警

隊。按《基本法》第五十條，特

首可以解散立法會重選。但是特

首的任期內只能解散一次立法

會。再選出來的立法會若否決了

政府的預算，只有特首辭職了。

怎麼不讓這一系列情況發生？只

有立法會不讓民主派勝出，怎麼

不讓民主派勝出？就是不讓民主

派的候選人有參選的機會。就搞

23 條，把民主派打成危害國家

安全的分子。

香港為何取消 
外籍法官？

香港怎麼會有外籍法官呢？

香港的宗主國是英國，英國遵循

的法律體系是判例法（也叫「海

洋法體系」）。後輩的法官要依

據現實條件的變化、社會風氣和

道德的變化、再根據前輩判例裡

所體現的法律原則和精神，做出

決定。而判例法，則是要求法官

從良心出發，綜合考慮現實和傳

統的各種因素做出判決。對法官

的束縛少，讓法官能與行政、和

立法兩權相抗。這是三權分立的

需要。必須學習大量的判例才能

勝任法官，培養一個法官就太

難。這也是香港一直缺少華人法

官的原因，因為它所實施的法律

體系，繁重的學習過程，同時還

牽扯文化的背景，華人比較難完

成。

華人自己去競爭法官的積極

性也不高，當律師的收入比法官

要高。因為這一系列歷史的原

因，直到今天，香港的最高法院

（也就是香港的終審法院，官司

打到這兒到頂了，不能再上訴

了）一共 23 名法官裡，15 名

是外籍法官。來自於英國、加拿

大和澳大利亞，都是英式法律體

系的國家。而這 15 人都要被排

除在涉及國安案件的審理之外。

金融和民事案件還可以審。

但你怎麼知道金融案件不屬於國

安呢？某大陸來香港的上市公

司財務不透明，造成投資人損

失（比如某網際網路巨頭），苦

主告到法院，審查這個案子的時

候，北京傳來二指寬的條子，說

這個公司的情況事關國家安全，

不算金融案件。外籍法官也不便

於審理。此例一開香港司法獨立

的環境也就喪失了。司法的公信

力喪失，就不可能再成為金融中

心了，這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必備

條件。

《國安法》不僅是宣判了一

國兩制、香港自治的死刑，而且

是香港的經濟死刑書，是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死刑書。

香港與大陸 
「聯合執法」

國安在香港建立直屬機構，

港警和大陸公安和國安「聯合執

法」的問題，一開始可能是針對

個別人，個別案件。但不用多

久，也最終就會發展到「公眾控

制」的那一步，公安和港警就是

一起上街鎮壓街頭運動。就算之

前已經有大陸的公安和武警混雜

進了香港警察在街頭鎮壓，但還

得藏著掖著不敢見人，被人發現

了蛛絲馬跡還有很惡劣的國際影

響。這回乾脆立個法，大陸公安

就亮明正身地上街了。

習近平對「法治」的理解是

極其膚淺，他頭腦中的「法律」

是一聖誕節的萬能包裝紙，不管

什麼品質低劣的東西，經過人大

一唱票一表決，就改頭換面變成

了可以風光顯擺、可以大方示人

的東西。

世界上最不一樣的 
《國安法》

各路官媒、網評員、大小外

宣都端出了一腔調，為什麼美國

所有國家都有《國安法》，我們

制定出來的法條都一樣，憑什麼

中國不能給香港定個國安法？其

他國家都有《國安法》，其他國

家有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嗎；有

承諾五十年不變嗎？中共說自己

是學別人的《國安法》，那人家

還有民主和人權呢；還有三權分

立呢；還有地方自治呢；還有言

論自由呢。人家的《國安法》不

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孤零零的

獨苗，是在這一整套社會制度、

尊重個人自由的土壤中生長起來

的，是和其他法律、制度彼此制

約、又彼此支撐的。你怎麼不一

起學一學呢？

香港： 
1936年的萊茵蘭
有網友說，此時出臺針對

香港的《國安法》，不就是 1936
年希特勒進軍萊茵蘭非軍事區那

一幕重演嗎？萊茵蘭就是德國

西部萊茵河兩岸的一片土地，

1919 年《凡和賽和約》把它規定

為非軍事區。雖然那是德國的土

地，但你不能在那駐軍，是在法

國、德國之間，多延伸出去一

塊緩衝區。你可以把它視為一

個「特區」，是德國的地，但德

國不能駐軍，只能行使有限的主

權，當然是特區。國際條約規定

的，你簽字畫押認賬了，就得 
遵守。

希特勒一想，1936 年 3 月

就重新派德軍進駐萊茵蘭。事後

希特勒回憶說：「在進軍萊茵蘭

的 48 小時之內，是我一生中最

緊張的時刻。」那時候德國的擴

軍才重新開始，英法很容易就制

止他。希特勒給進軍萊茵蘭的德

軍將領下了密令，法軍一出動你

就給我馬上跑回來。結果，英、

法沉默以對，希特勒冒險成功

了。碰上這麼一群對手真是燒

了高香了。所以今天這個香港

《國安法》就是 2020 版的「萊茵

蘭」。習近平把它做成了，他

會視之為一個巨大成功，進一步

刺激中共冒險的衝動。

如何應對？

我作為一個公開的平臺，肯

定不能鼓吹暴力的方案，也不能

鼓勵以破壞公物、損壞公共和私

人財產的方式來抗爭。我認為在

現有的體制內部，逐房、逐屋的

爭奪戰、游擊戰、創新的打法是

有可能的。比如那個《國安法》

不就是想把民主派候選人扣上危

害國家安全的帽子，不讓他們參

加立法會選舉嗎？避免立法會出

現民主派過半的情況，那現在各

民主派政黨就需要全面推出新面

孔、素人，不在黑名單上、老共

不熟悉的人。甚至脫離現在的政

黨、以獨立身份參選。他是哪個

黨的不要緊，只要市民理解這個

背景，明白他們不是中共的人就

行，明白他是去為市民而戰的就

行。把他們選進立法會，同樣也

是民主力量。只要立法會一天不

關門，中共一天不取消選舉，這

個議會鬥爭版的打游擊、坑道戰

跟你打下去。這樣選進去的人照

樣可能構成立法會的過半多數，

照樣能否決港府提出的預算案，

照樣能癱瘓政府。

任何管制，都有個成本收益

的問題，哪怕是獨裁政體，都有

成本太高崩潰的時候。比如：抓

十個人製造的恐懼還不夠，我就

抓 50 個。人們的恐懼感擴大了

五倍，但我投入的成本也增加了

五倍，警察要加班、關押場所要

擴建…。還不能維穩，我抓一百

個，人們的恐懼感又擴大了一

倍。可能還不能達到維穩，我再

抓 200 個。但是一過 200 個這

個數，你再多抓人，能增加恐

懼感就只增加一點點了，這曲

線越走越平了，200 就是政府維

穩「邊際利潤」為零的轉折點，

而過了這個點政府的成本越來越

高，收益就越來越小，鎮壓就變

成一件虧本不划算的事。

而是過程中許多因素都在動

態中變化：企業大批撤離，科技

公司去臺灣、金融和貿易公司去

新加坡；中共的倒行逆施帶來更

多的制裁，更多人財產被凍結，

銀行也被從美元結算體系裡踢出

去。制裁帶動整個中國處境的變

化，經濟蕭條、財政也無錢可

花，維穩人員也失業…它像一

塊磁鐵，讓對手無法抽身，在

堅守的過程中，一切因素在動

態中變化，直到天平逆轉的那 
一刻。

在香港得手，會被習近平視

作是勝利，他下一步很可能會謀

取臺灣。別的國家不能為香港而

出兵，但需要讓習近平明白撕毀

一國兩制是一件代價極其高昂的

事，高到他現在已經無法承受。

不要懷疑中共想吞噬自由的

強烈衝動，一定不要高估其的自

製力和理智。只能以堅定的決

定、果斷的行動來面對它。全世

界都到了該選擇的時刻。這個時

刻港人、華人、一切想讓中國人

獲得自由和尊嚴的人都再無可

退，我們都必須和香港站在一

起。

（本文節選自《文昭談古論

今 Youtube 節目》）

再無可退
我們必須和香港站在一起

港警對群眾發射催淚瓦斯與水砲，試圖驅離上街抗議「港版國安法」、「國歌法」的數以千計香港民眾。

(圖片來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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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00 am - 5:00pm; 星期六須預約Unit 420, 1110 Centre ST NE地址 : https://WWW.LSIINS.INFO網址：403-474-3700電話：

5月27日，香港人響應網上號召上街反對「港版國安法」與「國歌

法」，再遭港警大舉圍捕。（圖片來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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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川普政府決定退出

與俄羅斯簽訂的《開放天

空條約》（O p e n  Sk i e s 
Treaty），原因是俄羅斯多
次違反條約的規定。臺灣智

庫認為，劍指北京或是川普

退群因素之一。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5 月

24 日主持了勞動黨中央軍委會

第四次擴大會議，並提出強化核

威懾與戰略武器方針。對此，南

韓軍方指出，朝鮮所說的主要

戰力，就是新型洲際彈道導彈

（ICBM）與可搭載 3 枚潛射彈

道導彈（SLBM）的 3000 噸級

新型潛艇，寬約 7 公尺、長 80
公尺，目前正在咸鏡南道新浦造

船廠建造之中，已經接近完工。

有可能於未來 1 到 2 個月之內

公開亮相。美國國安顧問歐布萊

恩再度呼籲朝鮮政府，若想要擁

有偉大的經濟，就一定要須放棄

【看中國訊】5 月初中印發

生了邊境衝突，雙方談判破裂後

互相在邊境增兵。 27 日，美國

總統川普表示，他願意出面調解

印度和中國在喜馬拉雅山一帶邊

界發生的對峙。

川普發推文說：「我們已經

通知印度和中國，美國可以、願

意、也能夠調解或仲裁他們之間

日趨激烈的邊界爭端。」

川普的表態被認為與他一向

不喜歡介入國際爭端的作風形成

了鮮明的對比。

5 月 5 日，中國和印度的士

兵在人煙稀少的拉達克高原的班

公錯湖岸邊對峙，互相指責對方

侵入了己方領土。

爭執過程中，雙方士兵拳腳

相向、投擲石塊，發生了大規模

肢體衝突。 5 月 9 日，北錫金

地區也發生了類似事件。

印度觀察家週二表示，隨著

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實

施，印度與中國在數十個參與一

帶一路項目的國家中就基礎設施

和投資項目相互競爭。

印度時報說，印度聯盟部部

長拉維．香卡．普拉薩德在記者

會上表示，在莫迪總理領導下，

任何國家都不能蔑視印度。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上

週警告新德里方面不要「採取任

何可能導致局勢複雜化的單方面

行動」。他警告印度，中國邊

防部隊將「堅決應對」印方的任

何越境企圖。

有消息說，雙方的軍隊目前

都在挖防禦工事，中方的卡車把

設備運進這個區域。人們擔心雙

方的軍事對峙將會持續下去。

印度官員週一在簡報會上

表示，中國已經搭建了約 80 至

100 頂帳篷，印方搭建了約 60
頂帳篷，供士兵住宿。

印度總理莫迪日前表示，印

方將向邊境增兵，維持現狀，但

同時也將通過政治外交渠道尋求

解決危機。

近年來，中印之間曾多次發

生邊界摩擦。 2017 年兩國軍人

就在拉達克附近發生類似事件。

同年，兩國軍隊又在與不丹接壤

的洞朗地區發生長達兩個月的嚴

重對峙。

【看中國訊】24 日，非洲國

家讚比亞發生一起涉華搶劫殺人

案，有 3 名華裔女子被殺害且

遭焚屍。中國駐讚比亞大使館被

指反應遲緩。有輿論批指，中共

官方的反應，是擔憂此事件若發

酵，將會破壞北京與非洲國家政

府之間所謂的「友誼」。

在當地時間 5 月 24 日中

午，非洲中南部讚比亞國的盧薩

卡市，有一家中國公司倉庫發生

一起慘烈的刑事案件。這家華

人倉庫遭 2 男 1 女闖入進行搶

劫，且殺害當時在倉庫中工作的

3 位中國公民，隨後放火焚燒倉

庫，企圖毀屍滅跡。

最初讚比亞警方是接獲火警

訊息之後，才趕抵現場的，卻發

現倉庫主人並不在場，警方立即

搜索倉庫後面的房屋，竟在房間

內床邊的地板上，尋獲一把帶血

的砍刀，就意識到可能發生了謀

殺案件。隨後警方也在火災現

場，找到了一具已燒焦的中國女

性公民的屍體。

經警方進一步調查及檢驗之

後，證實是這個倉庫的工作人員

曹某的遺體，也得知事發之時，

在倉庫內的另外兩名中國籍女

子，猜測都已經受害了，目前這

兩名女子的遺體仍在搜尋中。

在案發當天，警方經調查

並釐清案情，而迅速將兩名男

性凶嫌逮捕，但仍有

一位女性嫌犯在逃，

警方已在進行搜捕中。

事件發生之後，

雖 然 中 國 駐 讚 比 亞

大使館在當天派出工

作人員至現場瞭解案

情，只向警方表達對

此案件「強烈關切」

之意。一直至 5 月 25
日，駐讚比亞大使李

傑才以大使館名義，對讚比亞

外交部長馬蘭吉提出「交涉」，

並對此起惡性暴力事件，表示

「強烈譴責」，且要求讚方必須

採取措施，以維護在讚國的中

國公民的生命安全云云。

當此起殘忍事件於網路上

曝光之後，引發海外華人的廣

泛的關注。有華人網友對於中

共駐讚國大使館於事發當天只

表示「關切」之意表示憤怒，甚

至懷疑中共大使在第一時間的

反應，竟是「忍氣吞聲」，而等

到海外華人圈出現輿論反彈之

後，才於隔天對讚比亞外交部

發表了套話式樣的聲明，這恐

怕是他們首先擔憂的是，害怕

若此事件發酵，將會破壞中共

政府與讚比亞政府之間的所謂

「友誼」，而並非對華人女子在

異國他鄉慘被殺害而感到痛心。

有網民指稱，近期於非洲

一些國家出現「排華」、「仇華」

現象，並非偶然的，這恐與今

年 4 月，中共官方曾針對在華

非裔人士，採行非常苛刻的「防

疫」手段，而引發認為「歧視非

洲人」的輿論風波有關，當時就

有非洲多個國家政府或外交部

門，對於北京提出譴責，甚至

還一度演變成政府與政府間的

外交風波，而在非洲本土則引

起了排華風潮。

核計畫。

◆英國首相約翰遜提出了代

號為「保衛項目」(Project De-
fend) 的計畫，內容包括評估英

國面對潛在敵對外國政府時的主

要經濟弱點。英國已經在該項目

的框架下成立了兩個工作小組。

視評估結果而定，英國政府可能

會選擇把製藥等關鍵製造業移回

本國，讓英國擺脫重要醫療物資

及其他關鍵領域依賴中國進口的

情況，同時還將考察依賴國外零

部件來製造成品的重要供應鏈，

使供應渠道多樣化，從而讓英國

將不再依賴於個別國家提供非糧

食必需品。

◆美國太平洋艦隊 5 月 22
日通過推特透露稱，美海軍兩棲

運輸艦「波特蘭號」（USS Por-
tland）16 日在海上首次測試新

型高能激光武器，並成功擊落一

架無人機。這款武器是由美國

海軍和諾斯羅普 ‧ 格魯曼公司

（North-rup Grumman） 所 研

製。美太平洋艦隊指，該新式武

器「重新定義海戰」。此外，近

來受武漢肺炎疫情困擾的「羅斯

福」號航空母艦於當地時間 21
日離開關島海軍基地，重返印太

地區執行任務。目前全艦將近 4
千名官兵都離艦進行了檢疫，航

母也進行了徹底的消毒。

◆德國 25 日決定砸下 90
億歐元紓困漢莎航空（Lufthan-
sa），但仍須獲得歐盟執行委員會

批准與漢莎股東同意。這是自

2019 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德國

最大規模的企業紓困案，目的是

為保住近 10 萬個工作機會，同

時避免遭外國併購。依照協議，

政府將取得 20% 股權，倘若公

司未來面臨惡意收購，柏林當局

握有否決權。當局同時也承諾，

會在2023年底前出售漢莎持股。

俄國違規 川普再退國際群組

據美國之音報導，媒體 5
月 21 日援引政府資深官員提供

的消息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已經

決定退出《開放天空條約》，並

將此決定通知俄羅斯。

條約減少軍事誤判                
涉及35國

《開放天空條約》是由美國

前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於 1955 年提出，

美國前總統老布什與國務卿貝克

（James Baker）1992 年在前蘇

聯解體後與俄羅斯談判並簽訂

的，是歐洲在冷戰後加強互信的

措施之一。 2002 年生效後，締

約國可互相在對方領土進行非武

裝空中偵察，檢查其執行國際武

器控制條約的情況，以增強軍事

透明度，減少誤判。根據協議規

定，締約國必須在擬退出前至少

6 個月通知其他國家，同時在正

式退出該條約後，還需要在 60
天內與俄羅斯和條約其他的簽約

國開會討論。目前，包括俄羅

斯、美國和歐洲多國在內，共有

35 個國家簽署了這一條約，這

其中包括了歐盟 27 個成員國。

俄拒開放敏感區領空

報導稱，美國政府官員過去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川普總統過去一年

來多次表示，除非將北京納入談

判中，以避免其不受任何控制地

擴張核武，否則美國不會延長明

年 2 月到期的《新削減戰略武器

條約》。

如同退出《中程導彈條約》

與對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

約》興趣欠缺的背後原因，退出

《開放天空條約》固然有俄方的

因素，但背後也同樣有著川普對

北京方面不受節制的核武擴張政

策的不滿與反制意味。

據中央社報導，臺灣智庫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資源與產

業研究所」所長蘇紫雲認為，對

美國而言，俄羅斯是敵意國家，

但實際威脅不大，因此尚可訴諸

外交手段；反觀中共挾經濟和軍

事實力，並快速發展核武，才是

大敵當前，這也是美軍機艦近期

在南海和西太平洋地區動作頻頻

的原因之一。

他指出，根據美國國防部

「2018 核武態勢評估」報告，北

京正在發展新式洲際飛彈、中程

飛彈，以及潛射彈道飛彈。其

主要核兵力已由以往的「嚇阻」

轉為「攻勢」性質，具體例證包

括：新式東風 -41 型洲際彈道飛

彈、東風 -17 極音速飛彈等投射

載具快速增加，以及 094 型戰

略核潛艦增加至 6 艘並持續建

造，都讓美方高度警覺。美國也

懷疑北京和俄羅斯持續違反國際

協定，秘密進行低當量或地下核

子測試；美國數度嘗試將中國納

入美方 2010 年與俄羅斯簽署的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但未成功。

川普考慮重啟核試爆

據華盛頓郵報 23 日報導指

出，川普已在考慮重新啟動 1992
年終止的核子試爆，白宮官員對

此表示，核試爆有助向北京施

壓、促成美中俄三方核協商。

蘇紫雲認為，繼 2019 年 8
月 2 日美方正式退出《中程導彈

條約》，接著擬於 6 個月後退出

《開放天空條約》，主要目的就

是解除美國的核子手銬，以防備

未受相關條約限制，甚至可能暗

中與莫斯科合作的北京，並壓制

北京的核威脅。

由於《開放天空條約》涉及

歐美 35 個國家，長期以來對北

半球的和平貢獻頗深，如今勢必

因美國的退出而弱化。德國外長

除了力勸美方勿輕言退出外，

也呼籲俄羅斯恢復條約的全面

執行。該條約於 2002 年生效以

來，締約國已進行了 1500 多次

觀察飛行。

繼2019年退出《中程導彈條約》後   美國或再退出《開放天空條約》
已多次批評俄羅斯不允許美國等

西方國家的飛機飛越俄羅斯境內

的卡列寧格勒（Kaliningrad），
據信，俄羅斯正在這個城市部署

可以打到歐洲的核武器，也不允

許美國飛機穿越俄羅斯主要軍事

演習的空域。

美國官員還指出，俄羅斯一

架飛機 2017 年直接飛越美國新

澤西州的領空。美國國防和情報

機構也指出，俄羅斯的偵察飛機

在飛越美國境內時，對美國重要

基礎設施進行定位，以供網絡攻

擊使用。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則表

示，俄方屢次違反《開放天空條

約》，利用該條約實現擴張目

的，包括拒絕其他成員國飛越

俄羅斯控制的阿布哈茲和南奧

塞梯上空，並對克里米亞空域

實施控制。在此情形下，美方

作為條約成員國繼續履約，不

符合美國利益。

事猶有轉圜

美國總統川普 5 月 21 日在

白宮對記者說，俄羅斯沒有遵守

條約規定，因此在俄羅斯遵守規

定之前，美國會退出。但雙方很

可能會達成一項新的協議，或者

採取措施讓該協議重新生效。

川普總統軍控問題特使比林

斯利亞表示：「如果俄羅斯可以

違背條約而不受懲罰，美國就無

法繼續遵守這個條約。」

川普政府官員告訴媒體，

退出條約的決定是在美國經過 6
個月的審查之後做出的，審查發

現俄羅斯一再拒絕遵守條約。根

據該條約的撤回條款，退出程序

也將有 6 個月的時間，如果俄

羅斯未積極改進並遵守條約的規

定，美國將在 6 個月之後正式

退出條約。

不過蓬佩奧對此還是留下了

轉圜的空間。他在 5 月 21 日表

示，如果俄羅斯從現在開始完全

遵守條約，美國可能會重新考

慮。蓬佩奧指出，《開放天空條

約》並非俄羅斯唯一不遵守規定

的條約，一直以來，俄羅斯都在

違反很多應盡的軍備控制義務和

承諾。據悉，美國已於 2019 年

正式退出了與俄羅斯簽訂的《中

程導彈條約》，原因同樣是俄羅

斯長期違反條約規定。

蓬佩奧還在推特發文指出，

該條約旨在促進國際安全，但俄

羅斯的行為嚴重破壞了條約建立

信任與透明度措施的本意。

美憂北京核武擴張無上限

報導分析，美國宣布退出

《開放天空條約》，顯示川普政

府也將不會延長與俄羅斯簽署的

美國空軍OC-135B 開放天空偵察機，在海地上空執行任務時的內部

控制室場景。（美國國防部）

中印邊境衝突 川普發聲願調解

中國軍人與印度軍人在中印邊境

的乃堆拉過境點。（美國之音）

讚比亞3名中國人遇害 
大使館被批反映遲緩

讚比亞盧薩卡的盧布爾馬折扣市場（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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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 2019 年和 2020 年政

府工作報告的要點，主要的有

三點變化：

1. 第一個變化就是不再提

中國經濟增長的具體目標，這

是歷年政府工作報告歷史上頭

一次。

2. 第二個大的變化就是不

再提廣義貨幣 M2（編者註：

通常指社會流通貨幣總量加上

活期存款以及定期存款與儲蓄

存款）與名義 GDP 增速相匹

配，社融餘額同比與名義 GDP
增速相匹配，以及宏觀槓桿率

基本穩定。

3. 第三個大的變化不提人

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

基本穩定。

這是最重要的三點，其他

的 CPI3.5% 啊，城鎮 新增就

業、失業率都沒什麼好看的。

面對已經達到 100 萬億人民幣

GDP 體量的一個經濟體，報告

提到的特別國債、專項債救助

措施，都是杯水車薪，不會有

太大的刺激效果，這與 2008 年

當時的刺激政策對應的經濟體

量，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政府報告 
三點意味深長

第一點說明中國貨幣政策

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已達極限：

不再強調廣義貨幣 M2 和社融

餘額與名義 GDP 增速相匹配，

也不再提宏觀槓桿率基本穩

定，說明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推

動作用已達極限，未來貨幣政

策不會在考慮名義 GDP 增速的

事情，它唯一考慮的就是全社

會資金鏈不斷裂，不發生「明斯

基時刻」的問題。

我們從中國今年 1 到 4 月

天量的社會融資規模和 M2 已

經看到，中國央行已經拼盡全

力，三次降准，法定存款準備

金已經進入低水位區域，法定

存款準備金率加上超額存款準

備金率已經低於大多數國家，

商業銀行風險開始逐步暴露，

央行此時已經到了一個危險的

臨界點：救助實體經濟，則金

融風險大增；不救實體經濟，

最終實體經濟風險傳導到金融

機構，金融風險亦大增，這是

一個兩難局面。

第二點不提 GDP 增長目

標，暗示了 2020 年是中國轉折

點。以前有人說了句玩笑話，

說 2019 年是過去十年最差的一

年，但卻是未來十年最好的一

年，這話最後可能不幸一語成

讖。中國的發展狀況會充滿跌

宕起伏，甚至某一年某幾年出

現 GDP 的負增長都會變得很常

見，大家要做好這個心理準備。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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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文：MaskFinance蒙面財經

出香港，進而引發香港金融市

場的海嘯。很明顯，香港已經

成為中美貿易戰、中美科技戰

以外的又一對抗焦點和戰場，

香港的命運不可避免的受到中

美對抗的歷史大環境、大氣候

的影響。

美國證監會 
加強監管中概股

現在很多中概股都在考慮

從美股退市，就是面臨著美國

證監會越來越強的監管壓力。

美國時間 5 月 20 日，美國參議

院一致通過了《外國公司擔責法

案》，要求特定證券發行人證明

其不受外國政府擁有或控制。

法案同時要求能夠檢查在美上

市公司的審計機構，說白了就

是能審查上市公司的審計底

稿，這個法案眾議院通過後，

總統簽署後就會生效。

5 月 19 日， 納 斯 達 克 針

對部分國家公司修訂上市規

則，主要有三大要點，最重要

的還是第一點：對限制性地域

公司的審計質量、審計機構資

格的要求。這裡限制性地域指

的是，由於法律制度安排等因

素，使得美國上市公司監管機

構在獲取上市公司信息方面存

在障礙的國家或地區。那這個

明顯包括中國，因為中國這邊

的法律規定，跨境證券監管事

宜要通過中國證監會進行，現

場檢查要以中國監管機構為主

進行，或者依賴中國監管機構

的檢查結果。這個就符合他那

各限制性地域的定義。

可以看到美國監管機構對

外國公司來美國上市要求是越

來越高，審查力度是越來越嚴

格，尤其是像除了瑞幸咖啡造

第三點是不提人民幣幣值

的基本穩定，預估隨著下半年

經濟金融風險的增大，包括人

民幣累計的貶值壓力，估計在

下半年會有一個很大的釋放，

再疊加下半年的國際環節和外

部壓力，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不

可小覷，過了 7.2 以後向著 1：
8 的位置而去，這很有可能。

香港金融中心的重要性

香港和紐約倫敦並稱為全

球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一天 24
小時，全世界實行 8 小時工作

制，全球 3 個時區各設一個金

融中心，正好可以保證全球 24
小時金融交易不間斷。我們再

來看幾個數據：

1.  2018年，香港作為全球
投資接受地位金額為全球第
二（19,972億美元），僅次於
美國。

2.   2018年，香港吸納的直
接外來投資是1,157億美金，
全球第三，僅次中國大陸。

3.   2018年，香港的全球人
民幣業務佔全球人民幣支付
交易的79%。

4. 2017年國際資本通過香
港 在 大 陸 設 立 的 企 業 高 達
50.7%。

5.   大陸通過香港吸引的外
資投資達72% ，是大陸最重
要的外資來源地。

6.   香港是中國大陸最大的
轉口貿易地，總當量1.1萬億
美金，該 數 據為中美進出貿
易的總和的1.73倍。僅香港與
中國大陸一地的貿易總額，
就基本與中美兩個大國的貿
易總和相當。

通過這些數據，我們可以

看到雖然香港地方很小，但是

這個資金的活躍程度、資金的

交易量、資金在這裡的聚集，

是亞洲任何一個城市比擬不了

的，它是中國資本走向海外的

橋頭堡。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就是全球天量資本的聚集中

心，有著對全球資本的強力控

制和支配的巨大權力。

國家安全法衝擊香港

5 月 21 日中國開兩會，人

大會議和政協會議，大家都知

道有有一個草案，全稱叫《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被簡稱為香港國家安全法。這

個草案準備在 5 月 28 日提請

全國人大審議，香港金融市場

對這個消息的反應，恆生指數

下跌了 5.56%，但有意思的是

國內市場分析師全部失聲，沒

人敢分析香港市場為啥跌了這

麼多。那很明顯，金融市場對

這個法案通過後有很大擔憂和

顧慮。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建

立，不光是因為香港擁有金融

機構、金融人才，更關鍵的是

香港擁有的法治環境。這個穩

定成熟法治環境吸引了資本，

最後就是資本流向。

未來究竟會演進到什麼程

度，主要看這三個因素：第一

個是香港本身會不會再有大的

動盪，會不會激起新一輪更大

的示威遊行。第二個因素是歐

美的反應，尤其是美國的反

應。川普最近表示如果中國通

過香港國家安全法，將會作出

強烈反應。第三個就是資本的

態度，資本向來厭惡風險，自

去年香港反送中風波以來，資

本的不安全感越來越強烈，未

來隨著中美對抗的大趨勢愈演

愈烈，如果一旦進入趨勢轉折

臨界點，資本就有可能持續流

5月23日中國今年的
政府工作報告出爐，有哪

些獨特的地方？最近關於

香港問題激盪紛紜，那香

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是否會

受到影響？會受到多大的

影響？

價這種類似事件，監管就越來

越嚴格，不光是形式上符合美

國上市信息披露規則，同時實

質上也要能對審計底稿檢查。

正 是 因 為 美 國 證 券 監 管 機
構的這種壓力，在美上市的
中概股開始在香港二次上市
潮，最早的踐行者當然是阿
里巴巴 。2 019 年11月，中概
股市價最高的阿里巴巴率先
選 擇在港交 所二次上市，變
成在美國和香港兩地上市的
公司。然後 是 最 近傳言的京
東，已經確定將於6月18日正
式在香港 掛牌上市，網易也
通過秘密方式向港交所遞交
了上市申請，最快將在6月底
掛牌上市，估計後續百度、攜
程、愛奇藝這些網際 網路 公
司都 有可能陸 續 推 動「回港
上市」進程。

香港金融市場變動盪

但是我們也看到了隨著中

美對抗的激烈，香港金融市場

越來越動盪。也有人說這是個

回歸港股的好時候，因為估值

低的不能再低了，目前恆生指

數是市盈率中位數 9.69 倍，回

顧過去 40 年的歷史，比當前估

值更低的情形只出現過 4 次。

如果看市淨率，恆生指數市淨

率已經破 1，意思就是整體的市

值目前比整體的會計上的淨資

產還要低，這是恆生指數有史

以來第三次破淨。前兩次分別

是 1998 年金融危機和 2016 年

初的時候。是好機會還是面臨

巨大風險？這個仁者見仁智者

見智，很多時候回顧歷史比照

估值，只是在看著後視鏡開車

罷了。

說到於風險傳遞問題，這

次我比較擔心的是香港金融風

險的可能率先爆發，風險由外

而內向境內金融市場傳染。香

港現在已經變成了中美之間對

壘的一個前陣，資本流出香港

這個是非之地的風險越來越

大，到時一旦成規模流出，就

可能變成引發金融動盪的那雙

蝴蝶的翅膀。

從兩會報告看中國經濟大變從兩會報告看中國經濟大變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會動搖嗎？

財經 
評析

Adobe Stock

港交所。（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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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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出茅廬

有連格七天竹子的勁頭，對

付「應試教育」自然不在話下，

二十一歲這年，王守仁順利中了

舉人。他注定一生都要與傳奇相

伴，那次鄉試考場，半夜裡來了

兩個巨人，穿著大紅大綠的衣

服，自言自語的叨咕「三人好作

事」，然後兩人就不見了，看到

這一幕的人吃了一驚，卻不明所

以。這一期鄉試，孫燧、胡世

寧（都是 《明史》上有傳的人物）

和王守仁同榜中舉。後來，寧王

反叛，胡發其奸，孫死其難，王

平其亂，世人方知根由。

可是，弘治六年（1493 年）

會試時，王守仁卻落榜了。許

多他父親的同僚和賞識他的人

來安慰他，首輔李東陽跟他開

玩笑：「你今年沒中沒關係，來

年一定中狀元，現在作一篇來

年的狀元文章吧。」這句話本來

只是要給王守仁解解心寬，沒

想到王才子「懸筆立就」，諸老

驚呼「天才！天才！」。其實王

守仁是頗有文采的，只是往往

被其事功、「心」學所掩蓋，後

世評價他「為文博大昌達，詩亦

秀逸有緻，不獨事功可稱，其

文章自足傳世也」(《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
然而，上天好像有意鍛練

他，不要他還未找到自己的路就

加入官僚隊伍，弘治九年（1496
年）會試，他又落榜了，中舉

五年了，這漫長的等待是殘酷

的。周圍的同學有因為落第而沒

臉見人的，豁達的王守仁卻說：

「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

動心為恥。」此時的王陽明已經

明瞭了「學文乃餘事」（《贈陳宗

魯》） 的道理，更加明確了「人

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的成聖

賢理想。陽明心學的端倪似乎已

經有所顯露了。

弘治十年（1497 年），王

守仁回到北京，自念「辭章藝能

不足以通至道」的他潛心佛道，

同時，為了成就「韜略統御之

才」，他還「留情武事，凡兵家

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嚐

聚果核列陣為戲」（《明史 ‧ 王

守仁傳》），因為，「兵者，國之

大事」，關係人民生死，不用正

義統帥只是殺人的「凶器」，這

也是王守仁晚年將其思想歸結為

「致良知」的原因。

弘治十二年（1499 年），

二十八歲的王守仁終於考中

進士，「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

人」，明清兩代，殿試錄取的考

生分三等（三甲）：一甲錄取三

人，依次是狀元、榜眼、探花，

異僧，「坐臥松毛，不火食」，

只吃點松子野果之類的東西。

這位異僧顯然不希望別人打擾

他修佛，住的那地方也夠絕，

王守仁在斷崖絕壁上爬了半天

才找到他，而他知道有人來，

就裝睡考驗來人的道行。王守

仁也不是俗人，不急不惱的坐

在旁邊，異僧覺的他不錯， 就
「醒」了，問道：「道這麼難走，

你來幹啥（路險何得至此）？」

王回答，想討教怎樣修煉最上

乘的功夫。異僧也看到了王放

不下功名，但是他比蔡道長多

個優點－－因材施教，於是對

王說：「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

兩個好秀才。」意思是，像我們

這樣修佛修道，你恐怕不行，

走儒家的路，你應該會有所得。

濂溪是周敦頤的號，詠蓮

的千古名句－－「出淤泥而不

染，濯青漣而不妖」－－就是

出自周老的手筆。但是散文只

是周老的業餘愛好，他的主要

作品是《通書》（又名《易通》）、

《太極圖說》等，都是易學名

著。另外那位程明道就是著名

的北宋二程中的大程－－程顥

（世稱明道先生），他和弟弟程

頤（世稱伊川先生）都是周老

的得意門生。周程師徒都是由

儒家悟道的，因而地藏洞異僧

把這二位端給了王守仁。

　　其實軒轅黃帝戰蚩尤，奠

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道家文

化－－也就是後人所說的黃（

黃帝）老（老子）之學，才是

中華文明的源頭，儒家其實和

道家是同源同宗的，或者可以

說儒家學說是由道家文化孕育

出來的，只不過，後世的儒家

學者更看重入世的學問。

　　因而，由儒悟道，對王

守仁目前的狀況，大概是最

合適的。十八年後，陽明先

生重遊九華山，卻無緣與指

點他的異僧再見，遂留下「

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

不記名」的遺憾。

不知是因為「格」竹不成

反被竹子「格」傷了身體，還

是因為專注「辭章之學」過度，

總之王守仁身體狀況不大好，

得了吐血症。弘治十五年秋

天，他給朝廷打報告要回家養

病去了。

他在會稽山的陽明洞蓋了

個小房子，摒棄一切雜務，專

心靜坐練導引術，「陽明先生」

的雅號正是由此而來。按照王

門弟子追記王陽明的自述，他

在打坐入靜中已經能返觀內照

自己的臟腑了。他天天在洞天

精廬打坐，「久之，遂先知。」

（《順生錄》）有一天，四個朋

友突然來訪，王陽明竟然派僕

人遠遠的迎了出來，僕人按照

他說的路線去接人，竟絲毫不

差，「眾驚異，以為得道。」

我們今天看來，這有點像

神話故事，其實，史書中記

載的類似事情俯仰皆是，漢

初三傑之一的張良就曾因為自

己「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

戶，位列侯」，認為「此布衣

之極，於良足矣」，因而「願

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

「乃學辟榖，導引輕身」（《史

記 ‧ 留侯世家》）。古人描述的

很多人體超常現象，也都已經

被現代科學證實並承認了。

但是王陽明沒有控制這種

感應外物的能力，這種感應反

倒成了一種干擾，過了段日

子，王陽明突然悟道：「此簸

弄精神，非道也。」，「又屏

去」。他屏去的只是這種「靜

極而明」時能感應外物的狀

態，每天的打坐入靜，他依然

要堅持，後來他給門人傳授心

學時，讓門人們也照此辦理。

他在這種靜心調息的狀態中嚐

到了甜頭，生出了遠離塵世的

念頭（「思離世遠去」），可是

又不忍心離開奶奶和父親，有

種「無後為大」的負罪感，因

此打消了這個念頭。於是，王

陽明銷了病假又回到滾滾紅塵

中去了。既然入了俗世，就免

不了俗事兒，回北京沒多久，

王陽明就被捲入了一場風暴。

弘治十八年 (1505 年 ) 五
月，明孝宗駕崩於乾清宮，

十五歲的明武宗朱厚照即位，

年號正德。這個朱厚照非但沒

有他老爹的厚道，而且是歷史

上知名的荒淫皇帝，尤其在玩

樂方面很有「創意」，他在奉

天殿，弄了隻猴子騎在狗背

上，然後突然點起鞭炮，一時

間猴跳狗走，他則在一旁拍手

跳腳。

奉天殿，清朝時稱太和

殿，皇帝登基、冊立皇后等重

大儀式都在此進行，朱厚照竟

然在此地耍猴兒，可見他不是

一般戰士。除此之外，明武宗

還有很多其他的特殊嗜好，

他不願住紫禁城， 就在皇城西

北修了個「私人動物園」（豹

房），連虎豹帶他自己一塊送

進去，而且每天廣招樂妓承

應，荒淫無度，總之是「很黃

很暴力」。

大概覺的皇帝這個工作幹

的不太過癮，他又利用職務之

便給自己封官玩兒，先封自

己為「威武大將軍」、「總兵

官」，後來又加封自己為「鎮

國公」、「太師」最後大概發現

升到頂兒還得當皇帝，才作罷。

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

這樣的「領袖」身邊，自然不

是甚麼好人能呆住的地方，於

是，繼王振之後，又一個禍國

殃民的「著名」太監－－劉瑾

登台亮相了。（未完待續）

南清吏司主事。名義雖然是雲南

司，但是他並不去雲南，只是在

北京的刑部份管來自雲南的案

件，此處的經歷讓他有一番感

慨：執法人的良知直接關乎執法

的質量，但不顧關係網、不怕自

己倒霉的大概只有聖人；一考慮

個人的風險就得損害理法。（「吾

以為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

有時而或擾。苟惟理法之求伸，

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

下，或有所不能也。」－－《送

方壽卿廣東僉憲序》）那麼做庸

人還是做聖人，關鍵問題繫於心

念怎麼動，王守仁對「心」的理

解更深刻了。

進刑部上班的第二年，他

終於可以實現自己的意志、有

權處理事情了。是年八月，王

守仁被派到直隸、淮安等府，

會同當地巡按御使審決重囚，

他的官職不高，但畢竟是「北

京派來的」，在審囚時有決議

權，初到刑部時的心得有了應

用的機會，因而「所錄囚多所平

反」（《順生錄》）。

由儒入道

弘 治 十 五 年（1502 年 ）

春，王守仁在淮北辦完公事

後，自費上了趟九華山。他沿

著羊腸小道進山涉險尋幽，探

奇攬勝，還專程去拜訪了在山

上修煉有成的道士蔡蓬頭，討

教修煉的功夫。

蔡在後堂見到他，只說了一

句：「尚未」，就起身去了後邊

一個小亭子，王守仁不甘心，

緊隨其後，蔡還是倆字 –「尚

未」。王守仁再三懇求，說我

大老遠的來了也不容易啊，道長

就給我指點指點吧。蔡見他情

辭懇切，對他說：「汝後堂後亭

禮雖隆，終不忘官相。」說完，

「一笑而別」。道長的意思是，

他的根基不錯，是個修仙修道的

材料，但是，當官的想法始終沒

徹底放下，放不下世間的功名，

如何能夠超脫凡俗。王守仁還是

不知「道」，因為「道」需要經

歷磨難才能得來。

從蔡道長那離開，他又去

了地藏洞，因為聽說那裏有個

插圖：Alin

（二）

稱為「進士及第」；二甲若干，

稱為「進士出身」；三甲稱為

「同進士出身」。二甲第七、

全國第十的王守仁被派到工部

實習（「觀政工部」）去了。

工部相當於今天的建設

部等幾個部委的綜合，主管

蓋個辦公樓、修個大劇院、

造個水庫甚麼的，反正是一

有工程就能撈錢。可是王守

仁一不缺錢，二不貪錢，而

且此時的明帝國朝廷，早就

沒有了永樂大帝時的勵精圖

治，一派死氣沉沉，在這裡

工作對他幾乎是摧殘。

但是該幹的活還得幹，王

守仁接到一個任務，為威寧伯

王越修墳，這不禁讓他想起中

進士前不久做的一個夢，在那

個夢裡，王伯爵送給他一把寶

劍，因而，他對這次的工程格

外留心。他用「什五法」組織

民工，勞逸結合，按時作息，

一副儒將風範，效果很好。

休息時他讓民工們演練「八陣

圖」，比之前的「聚果核列陣

為戲」直觀的多。威寧伯的家

屬對王守仁的工作相當滿意，

要送金錢答謝他，他堅辭不

受，於是，伯爵家屬拿出威寧

伯生前的寶劍相贈，王守仁暗吃

一驚，因為與夢境相符，他不敢

再推辭，只好收下了。

這次任務結束後，王守仁給

明孝宗上了一篇措辭激烈的〈陳

言邊務疏〉，內容就像一篇「假

如我是宰相」的徵文，他在文

中痛斥朝中官員「招權納賄」、

「互相為奸」，要求孝宗「痛革

弊源」，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明孝宗朱佑樘在歷史上的

名聲還不錯，《明史》上的評

價是「恭儉有制，勤政愛民」

。他最大的優點是厚道：奏本

中有錯字也不追究；經筵講官

失儀，孝宗還安慰幾句，讓他

別慌；大臣們上的奏章，哪怕

言辭激烈些，他的反應還是「

上嘉納之」；朱元璋發明的「

廷杖」，在弘治一朝也一直處

於「失業」狀態。但是，整個 

政治體制若是敗壞了，如果不

從根本上徹底改變，靠一兩個

「和藹可親」的國家領導人，

是於事無補的。

　　厚道的弘治皇帝不會把王守

仁打成「右派」，但是，他的奏

折如同泥牛入海，沒有回音。

實習結束後，按照慣例，王

守仁該擔任實職了，弘治十三

年（1500 年）六月，授刑部雲

清 倣龔賢 十二月令山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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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Taizong of Tang, also known 
by his original name of Li Shimin, dis-

cussed the lessons of the demise of the Sui 
Dynasty with his ministers. He believed that 
Emperor Yang of Sui brutally refused to ac-
cept the admonishment, which had the effect 
of terrifying his official.  They subsequently 
did not dar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Li Sh-
imin asked the ministers to consider the Sui’s 
demise, and promised them that he would not 
repeat the mistakes of Emperor Yang of Sui 
and Emperor Jing of Han, who mistakenly 
executed Chao Cu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Emperor Taizong ordered his citi-
zens to renovate the ruined Qianyuan Hall in 
Luoyang, so he could use it as an official pal-
ace when visiting the fields. However, Zhang 
Xuansu, a little known official, wrote a report 
which was presented to him: “As the Afang 
Palace was remodeled, the Qin Dynasty fell; 
as the Zhang Huatai was repaired, the Chu 

Kingdom collapsed; as the Qianyuan Hall 
was refurbished, the Sui Dynasty died. Now 
that the country has just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re are many things to do, how can the 
national power be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Sui 
Dynasty? Your Majesty ignores the peoples’ 
hardships and wants to spe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Kai Yuan Tong Bao on this mean-
ingless thing. Your Majesty does not inherit 
the emperors’ advantages of the previous dy-
nasties, but their disadvantages.”

 Emperor Taizong summoned Zhang Xuansu 
to see him and asked: “You said that I am not 
as good as Emperor Yang of Sui. Then, how 
do I compare with the King Jie of Xia and 
King Zhou of Shang?” Zhang Xuansu blunt-
ly said: “If your majesty really renovates the 
Qianyuan Hall, it will be as muddle-headed 
as Xia Jie and Shang Zhuo. After hearing 
this, Emperor Taizong was not angry, but 
deeply moved. He withdrew his order and 
stopped rebuilding the Qianyuan Hall. He 

praised Zhang Xuansu and rewarded him 
with 500 pieces of silk.

 One time, after fiercely arguing with Wei 
Zheng in the royal court, Emperor Taizong 
angrily walked away in the presence of his 
officials. When entering his harem, he yelled, 
“I will kill that idiot one day!” After finding 
out what had happened, Empress Zhangsun 
immediately stepped back, dressed in formal 
wear, and con-gratulated the emperor saying: 
“I heard that there will be loyal ministers un-
der virtuous emperors. Now Wei Zheng dares 
to admonish you because your Majesty is a 
virtuous emperor.” After hearing this, Em-
peror Taizong turned his anger into joy.

 Contrary to Emperor Taizong’s attitude, 
many people in history were unwilling to ac-
cept and correct their own mistakes, so they 
always received divine retribution in the end.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Zhou of Shang, the 
king ignored the state, indulged in wine and 

promiscuous behavior and pampered his con-
sort Daji, who was said to be possessed by 
a malevolent fox spirit. These bad things in-
curred the peoples’ resentment. Many times 
the prime minister Bi Gan tried to persuade 
King Zhou to correct his wrongdoings. How-
ever, not only did King Zhou not listen to, 
but also ruthlessly had him executed. In 
the end, King Zhou was defeated by King 
Wu of Zhou. Setting fire to his palace King 
Zhou committing suicide by leaping into the 
flames, swiftly receiving the punishment he 
deserved.

 “Accept and correct one’s own wrongdo-
ings” is the virt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
ture. Modern China under the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 (CCP) has been turned hostile 
by the government’s bad deeds, which under-
mines the traditional virtues. The gods will 
exact retribution eventually.

In the Qing Dynasty, Qin Dacheng, who 
lived in Jiading,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wed filial respect to his mother. 
When something made his mother unhappy, 
Dacheng always knelt to ask for her forgive-
ness. With a low family income, he ate fru-
gally to let his mother eat well. His filial piety 
moved many people around him.

 Later, after the death of his wife, Dacheng 
wanted to remarry. On the wedding night, the 
bride wept hard. Dacheng asked her the rea-
son and found that she had been engaged to a 
man who was in love with her but her parents 
thought her fiancé’s family was too poor and 
forced her to marry into the Qin family.

 After understanding the whole situation, 
Dacheng immediately contacted the man and 
asked them to get married that night. He gave 
all the items he bought for the marriage to 
the newly married couple. He also took the 
initiative to go to the bride’s family, told her 
parents what had happened, and asked them 
not to blame the new couple. The two fami-
lies’ parents were pleased with what he had 
done.

 In the twenty-eighth year of Qianlong, 
Dacheng passed the provincial exam. Dai 
Diyuan, who was the examiner, found 
Dacheng’s calligraphy that he had written in 
the exam papers was poor and told him: "The 
current level of your calligraphy can only get 
a third grade if you attend the hall test in the 

future. If you practice more, maybe you can 
get a second grade."

 After that, Dacheng diligently practiced cal-
ligraphy and made a lot of progress. Later, 
when he attended the hall exam, his callig-
raphy had definitely improved. Liu Tongxun,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coring the hall 
exam, was a righteous official. On the grad-
ing, Chu Tingzhang, who came from Chang-
zhou,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was ranked 
first, but Dacheng was number 11. When the 
top ten exam papers were prepared to send to 
the emperor for royal review and approval, a 
Chu Tingzhang’s fellow townsman, who was 
another examiner of the hall exam and had 
a personal grudge towards Chu Tingzhang, 
told the examiner Liu Tongxun: "The public 
know the top three candidates we rated and 
have been ready to welcome them." On hear-
ing the news, examiner Liu was irritated and 
said: "Do they think I have shown favoritism 
on scoring the hall exam?" So, examiner Liu 
replaced the exam papers of the top ten with 
those of ranking 11 -20 and submitted them 
to the emperor for review. Dacheng at num-
ber 11 thus became number 1 and took the 
first place in the hall exam.

 Later, people who knew the inside story ex-
claimed:  "The Heavens have spoken! Help-
ing Qin Dacheng, who was filial and thought-
ful, to be ranked first in the hall exam is the 
embodiment of Heaven’s righte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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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過不諱 聞過則喜
唐太宗李世民在同大臣們討論隋亡的

教訓時，認為隋煬帝殘暴拒諫，使得臣子

不敢忠言直諫。為此，他要求大臣們「為

朕思隋氏滅亡之事，朕為公等思晁錯之

誅」，保證不重蹈隋亡的覆轍，不犯漢景

帝殺晁錯那種錯誤。

開國之初，唐太宗下令把洛陽破敗了

的乾元殿修飾一番。然而，有一個叫張玄

素的小官，卻上了一道奏摺：「修了阿房

宮，秦朝倒了；修了章華臺，楚國崩了；

修了乾元殿，隋朝亡了。現在國家剛剛建

立，百廢待興，國力哪裡比得上當年的隋

朝？陛下在這樣的爛攤子上，不考慮老百

姓的疾苦，卻大興土木。沒有繼承前代帝

王的優點，卻繼承了弊端。」

唐太宗召見了他，問：「卿說我不如

隋煬帝，那我和夏桀、商紂相比，怎麼樣

呢？」張玄素說：「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

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紂一樣亂。」唐太

宗聽了後，不僅沒有動怒，反而被深深地

打動，收回了自己的諭旨，停止重修乾元

殿，並且表揚了張玄素，賞給他500匹絹。

還有一次，唐太宗和魏徵在朝堂之

上，爭得面紅耳赤，唐太宗惱羞成怒，當

著文武百官，拂袖而去。來到後宮，破

口大罵：「總有一天，我要殺了這個鄉巴

佬！」長孫皇后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後，立

即退下去，換上上朝的禮服，給皇上叩首

道賀：「我聽說，明君之下，才會有忠直

的大臣，現在魏徵敢直言進諫，是因為陛

下聖明的緣故。」聽到此話，唐太宗才轉

怒為喜。

與唐太宗的態度相反，歷史上很多不

能「聞過則喜」者，最終都吞下了自己親

手種下的惡果。商紂王在位期間，不理朝

政，沉湎酒色，寵幸妲己。宰相比干，

曾多次規勸他，希望他能「修己過，理朝

政，謀利百姓」，但他不聽規勸，卻把比

干處以極刑，自己也最終落得個「焚身摘

星樓」的悲慘下場。

「知過不諱，聞過則喜」，是中國傳

統文化的美德，而中共是敵視和破壞中華

傳統美德的。只此一事，中共也是惡貫滿

盈，天必誅之。

清代，江南嘉定人秦大成，對母親十

分孝順。如果他的母親因事稍不高興時，

秦大成就長跪不起，向母親請罪。他家裡

並不富有，平日自己吃粗食糠菜，卻讓母

親吃好的。他的孝敬，感動了周圍的人。

後來，秦大成喪妻，又續一房，結婚

那天晚上，新娘子一個勁的哭泣。秦大成

詢問其故，原來她已經和一個情投意合的

男子訂了婚。她的父母嫌男家太窮，逼她

嫁到秦家。

秦大成弄清原委後，立即把那位男

的接來，讓他們當晚成婚，還把自己結

婚置辦的物品，都贈送給了他們，並且

還主動到女方家裡，講明計由己出，請

勿責怪那對新婚夫妻。使他們兩家老人

都皆大歡喜。

乾隆二十八年，秦大成通過了會試，

閱卷的房師（同考官）戴第元，見秦大

成的字寫得太差，就對他說：「你的字，

殿試只可得三甲（末等），趕快練一練

字，也許會得二甲。」

秦大成聽了，回到家中晝夜練習書

法，進步非常快。等到下次殿試對策，臨

場考試時，字寫得更好。文正公劉統勛，

是一位清官，他負責閱殿試卷，此時，已

擬定江南長州人褚廷璋為第一名，秦大成

被排在十名之後。

將要把前十名的卷子，送呈皇帝御

覽、批准時，褚廷璋有個同鄉，也參加

閱卷，他和褚廷璋有邪私怨，於是就對

劉統勛說：「我們取的鼎甲（也稱一甲。

狀元、榜眼、探花共三人），外間已傳開

了，他們現在都做好了迎鼎甲的準備。」

劉統勛一聽，十分惱火了，說：「難道我

有私弊嗎？」於是撤掉擬好的前十本卷

子，把第十一名到二十名的試卷，送呈皇

帝。這樣，秦大成竟得了狀元。

後來，知道內情的人講：「天理至

公，鬼使神差，把孝親、濟人的秦大成，

臨時扶上去，讓他當了狀元。真是老天有

眼啊！」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畫
像

◎文：白雲飛

◎文：白雲飛

Accept and Correc t One’s  Own Wrongdoings

行善盡孝得善報
A Touching Story of Filial Consideration 
and Thoughtfulness Towards Others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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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神論者常常以科學的幌子

否定神的存在，但許多真正的科

學家，卻正是神的虔誠信徒，對

《聖經》的研讀近乎於癡迷。

他們深信，神既然在《聖

經》中告訴人類從哪裡來，也就

一定會預示人類的結局，並為人

類留下關於未來所要發生事件的

啟示。 
在耶路撒冷希伯來民族博物

館中，有一份大科學家牛頓研

究《聖經》的手稿，牛頓一直堅

信，《聖經》裡一定有「密碼」存

在，這個秘密關係到整個人類的

未來，他留下了數千頁寫滿了公

式的紙稿，全部是演算《聖經》

中隱藏的數字天機的手跡。

牛頓通過對《聖經》中蘊含的

數字密碼的研究得出結論，2060
年世界末日將會降臨，但並不

意味著世界從此毀滅，而是「重

啟」，展開「新的神聖時代」。

《馬太福音》第 12 章記載，

耶穌告知門徒，在以色列復國的

時代，萬主之主會在東方降臨。

《聖經》預言的以色列復國為彌

賽亞降臨的徵兆，已於 1948 年

5 月準確應驗。

而 19 世紀美國著名預言家

愛德格 · 凱西也曾預言，新「基

督的國」會在古老的東方國度

（中國）誕生。

牛頓不僅相信《聖經》中預

言的末世會有聖人重新降臨地

球，還預言自己有可能成為新的

聖徒。自牛頓起，許多人成為研

究「聖經密碼」的癡迷者。半個

多世紀之前，一個偶然的情況

下，猶太教的神職人員麥可．魏

斯曼德，在《舊約 · 摩西五書》中

有了意外的發現：從《創世記》、

《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

記》和《申命記》的起始讀起，每

隔 50 個字母記錄一次，便會得

到 T、O、R、A、H 五個字母，

連起來便是《摩西五書》的英文

單詞——Torah。
這種讀法被魏斯曼德稱為

「均衡間字法」。他自稱通過這

種讀法，從《聖經》中獲得了許

多關於人類未來的預言。如《申

命記》中預言了 1929 年經濟崩

潰、股票大跌、大蕭條；《創世

記》中預言了希特勒、納粹、大

屠殺；《出埃及記》預言了美國

總統肯尼迪遇害等。電腦的出

現，給《聖經密碼》的研究者們

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助力。 20 世

紀 80 年代，以色列希伯來大學

的數學專家埃利亞胡 · 里普斯和

物理學教授多隴魏茨圖姆，利用

魏斯曼德的研究線索，將希伯來

原文《聖經 · 舊約》錄入電腦，去

掉標點，成為純粹的字母天書。

隨後，在「均衡間字法」的導引

下，兩位專家拼寫出了 60 多位

聞名世界的猶太教神職人員的姓

名、職務、出生及日期。

20 世紀 90 年代，美國記者

麥可 · 德羅斯寧採訪了這兩位教

《聖經》，由「舊約」與「新約」組成，是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猶太教

等宗教的經典，也是神對人在世間所行的引領與警示。數百年來，不斷有人

嘗試著破譯其中蘊含的天機。

授，並根據他們的研究，將破譯

聖經密碼的方法整理出來，並

且用「均衡間字法」得出了更多

預言。德羅斯寧還在聖經中發

現，Gravity（萬有引力）這個

詞出現在「Newton」即「牛頓」

的名字旁邊。此外，「牛頓」名

字的另外一旁，則神奇地顯現了

「Bible Code Newton」（聖經密

碼牛頓）。

1994 年，他從《聖經》中破

譯出以色列總理拉賓將會遇刺的

信息，他將這個消息秘密告知拉

賓。身經百戰的拉賓當然是不信

的。結果，1995 年 11 月 4 日，

拉賓在一次和平集會上被猶太極

端分子殺害。

拉賓遇刺事件發生後，德羅

斯寧對聖經密碼的真實存在更堅

定了信心。他將破譯出的資料整

理出來，於 1997 年出版了《聖

經密碼》一書。此書出版後，引

起轟動，讓人們對聖經密碼趨之

若鶩。也有更多的科學家開始關

注《聖經密碼》，希望能揭開背

後掩藏的秘密。

◎ 文：青蓮   圖：公有領域 Adobe Stock

◎ 文：秀秀

天以德行定功名

清朝《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一書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明孝宗弘治十四年，山西和

順縣有一名農夫，這一日繳完糧

稅以後，前去布政司領取通關的

文件。

當天夜裡，農夫忽然做了一

個奇怪的夢。夢中，他見到和順

縣的城隍到了省城南門，撤走所

有隨從，只留下一名青衣人駕駛

馬車。城隍對農夫說：「你暫且

跟我去參加一個會議。」

農夫懵懵懂懂的上了馬車，

跟隨城隍來到一個所在。城隍告

訴他，這是省府縣城隍開會的地

方。只見太原府、平陽府、大同

府這三府的府城隍坐在上面；澤

州、潞州、汾州、泌州、遼州這

五州的州城隍坐在前面的席位；

其餘州縣的縣城隍，也都依序次

序坐好。有官吏送來文書，對坐

在中央的那位官員說：「這是山

西新考中舉人的榜單。」

另一位官員拿過文書開始唱

名：「第一名大同府李翰臣。」

只見大同府的縣城隍起立回答：

「他孝順父母，友愛弟兄，經常

幫助別人。」

那位官員按名次挨個念，念

到「第六名陳桂」時，和順縣的

縣城隍回答說：「他遵守父親遺

命，侍奉繼母頗為孝順。」

念到第三十四名，該縣城隍

說：「他曾放高利貸，逼死兩條

人命。」念到第四十一名，該縣

城隍回答：「他為人刻薄，而且

趕走自己的胞弟，讓他去做別人

的傭人。」第五十九名，該縣城

隍道：「他捏造文書，喜歡唆使

別人爭訟，影響惡劣，害死了多

少人……」

凡被當地城隍列出有惡劣

行徑的考生，坐在中央的那位

官吏便在這人的姓名上打一個

「X」。然後又命眾人各列舉出

所知道的事實，在大眾推舉出的

二十五人中選擇了九人，填補被

除名的考生空缺，令繕寫的人書

寫名冊，並且告訴驗證的使者

說：「一個月內進場，快去！不

可耽誤事情。」農夫醒來以後，

細細回憶，夢中情景竟分毫不

差。他覺得很神奇，便將夢境記

錄下來。翌日領了通關文件後，

便往回走。

半路上，巧遇同鄉陳桂。想

起前一晚的夢境，便告訴對方：

「你今年會考取第六名。」然後

將夢境中所見告訴他。放榜後，

陳桂果然名列第六。

在這個故事中，考生的功名

早已天定，但若命定之人德不配

位，就會被從榜單中除名，然後

由眾官推舉賢人來補足錄取的人

數。由此可見，世人讀書求取功

名，才華固然重要，但人品更為

重要。人世間的考試只看文章，

而神明決定人的功名時，所依據

的卻是德行。

古人講，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認為人生功名俱是由

上天決定的。但上天是依照甚麼法則來決定人的生死

與富貴功名的呢？

  
「聖經」中的天機  

◎ 文：藍月    

1.4 萬年前的古文明 

1937 年，考古學家羅夫

（Stephane Lwoff）在維埃納省

的馬齊意外發現了許多古代文

物，當時最負盛名的石器時代洞

穴文化權威 Abb Breuil，也親

眼目睹了這次保存完好的一萬

四千年前古代文物的挖掘過程。

1941 年，羅夫在法國史前

文明學會上介紹了他的發現，但

他的同行們認為，他展示的這些

藝術品太精緻了，不可能來自於

生活在洞穴時期的原始

人，因此認定他造假。

馬齊出土的文物顯

示，當時的古人已經會

使用誇張的手法來進行

人物素描。

大多數男性人物的

面部是刮過鬍鬚的，也

有一些留有別緻的山羊

鬍子或短鬚。

他們穿著文明時期才有的

鞋子，鞋子還有鞋墊和鞋跟，

頭上還帶著類似頭盔的帽子。

那些質疑羅夫造假的人，

給出的理由就是：洞穴時代的

人，怎麼可能有類似於現代人

的裝扮？又怎麼能創作出如此

精緻複雜的藝術品？

因為觀念的阻擋，馬齊文

明中所展示的高度發達的古代

文明沒有得到重視。相反，人

們漸漸遺忘了它的存在。

與馬齊文明有著同樣命運

的，還有亞達米拉洞穴壁畫。在

「1880 年里斯本史前文明大會」

上，專家學者對壁畫的發現者

Sautuola 展開了猛烈抨擊，認

為他是造假。

後來，考古學證實，亞達米

拉洞穴壁畫至少有一萬六千年的

歷史。而馬齊文明也被證實，已

經存在了一萬四千年。

◎ 文：天羽

2007 年，美國亞利桑那

大 學（University of Arizona）
所設計和操作的 HiRISE，在

火星上的米拉斯峽谷（Melas 
Chasma）西南方 258 公里的上

空拍攝到一張圖片，在圖片上，

峽谷的谷底和圍岩，看起來恰似

一條東方的龍，盤踞在峽谷上。

還有頭、角，眼睛和腳。

HiRISE 安 裝 在 美 國 國

家 航 空 航 天 局（NASA） 的

火 星 偵 察 軌 道 衛 星（Mars 
Reconnaissance Orbiter） 上，

是迄今為止人類送到其他行星

上最強大的攝影機。 2006 年開

始，HiRISE 將其拍攝的影像傳

回地球。

到目前為止，其拍攝的影像

已經已覆蓋火星表面的 2.4% 以

上。NASA表示，有證據顯示，

米拉斯峽谷的很多內部沉積物的

形成受到水和風的影響。在這條

「龍」四周顏色較深的波紋，就

是受到風力的作用而產生的。

火星上有條「龍」？ 

牛
頓

愛
德
格
．
凱
西
德

自從高解析度成像科學設

備（HiRISE）問世，人
類對星球的探索就多了許

多樂趣。

巴 黎 南 部 約350公 里
處，有一個風景優美

的 維 埃 納 省（Vienne 
region）。蘊藏著一個令
人震驚的考古發現—馬齊

（La Marche）文明。

人世間的考試只看文章，而神是

按人的德行決定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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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佚名

常是將藍色塗抹在臉上，用其色

唬人；古代鄉試中的考卷有遭汙

損或不合程序的，考官會用藍筆

寫明處分，稱為「藍單」；唐人

在《酉陽雜俎 · 蟲篇》寫道：「藍

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

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藥，謂

之藍藥，藥人立死。」聽之悚然。

文學賦予的社會角色總是很

難擺脫，所以在唐朝之前，我們

至今還未發現絲毫藍色釉彩的跡

象。從燒造的偶然性上，雖然藍

色極有可能出現，但工匠也許並

未想要開掘出甚麼「不祥」的藍

釉產品，因此這樣的情形一直持

續到唐三彩中藍釉的突然闖入。

唐時絲路暢通繁榮，致使鈷

料得以傳入中國，並將它用作陶

瓷燒製的釉料之一，與當時其他

含鉛量高的銅綠釉及鐵褐釉一

起，作為低溫陶器上的裝飾釉

料，燒成後的釉色流光溢彩，釉

面布滿細小開片，從而造就舉世

聞名的三彩陶器。

三彩之藍釉色彩飽滿瑩潤，

與黃、綠、白等色並行，千變

萬化，令人始料不及。人們常

說「三彩加藍，價值連城」，不

過怕是今人看著再耳目一新，也

不如唐代人當時自己的感受強烈

吧！

唐三彩是一種嘗試，之後的

古代中國人開始接納藍釉。宋人

崇尚極簡美學，宋瓷釉面講究溫

潤素淨，追求靜謐中體現純樸高

雅，然而這也使得鈷藍料在陶瓷

上的發展呈現停滯狀態。直到元

代，在草原文化中，青花的藍與

白暗合了蒙古族對蒼狼、白鹿的

圖騰信仰——蒼如蔚藍蒼天，白

則意味純潔良善。在統治者的極

力推崇下，以藍釉為主要觀賞對

象的青花瓷自此大肆興盛，並造

就陶瓷史上的第一高峰。

元代所用鈷料來自波斯，

古稱「蘇麻離青」或「蘇勃泥

青」，其含鐵量高，富發散性，

燒製後的青花在積釉處有鐵鏽似

的黑褐斑點，斑點處下凹入胎，

呈色濃郁翠豔，視覺效果極為鮮

明。

及至明代，「蘇麻離青」料

於永樂（1403 ～ 1425）、宣德

（1426 ～ 1435）年間，經鄭和

下西洋的船隊引進中國。加之當

時御窯廠的嚴格監督，致使永、

宣青花呈色幽深，如：寶石藍，

後朝更奉其圭皋，並有「發曠古

之未有，開一代之奇葩」的美

譽。

相較於進口鈷料，國產鈷料

則因洪武（1368 ～ 1369）年間

的數次海禁而被重視。但此鈷料

含錳量高、色調淺淡，發色也是

良莠不齊，因此，在永宣時期的

青花瓷器製作中並不被重視。

一直到成化（1465 ～ 1487）、
正德（1506 ～ 1521）年間，則

又以江西樂平所產的「平等青」

（或「陂塘青」）作為青花釉料

的主要來源。

由於「平等青」的淘煉較

精，雜質量少，因而燒成之青花

色調勻淡典雅，呈色穩定，並有

雲遮霧障之感，成就這一時期青

花瓷器之獨特風貌。

江西除樂平以外，還出產一

種名為「石子青」的鈷料。其發

色偏黑，多為當時民窯燒製青花

所用。但到了嘉靖、萬曆年間，

一種來自中亞、新疆和雲南的

「回青」因難以單獨使用，而需

與國產的石子青進行混合才能加

以利用。通過調整其混合比例，

這種青料有上青、中青之分。若

回青比例高於石子青，則其青花

發色紫豔絢麗；反之則略顯灰

藍。

青花至明以後，又在康熙

（1662 ～ 1722） 年 間 再 創 巔

峰。當時主要採選浙江紹興、金

華及衢州一帶出產之「浙料」，

加上紋飾表現手法，以分水皴法

繪之，因而成品發色翠藍透亮、

層次分明、富立體感。

入門青花瓷器鑑藏，需多注

意各朝青花發色上的微妙變化，

經過細心觀察比較，如此過程不

僅能訓練眼睛的感知能力，同時

還可增強自己審美意趣的內涵及

對各朝風格的瞭解。

鈷料的使用，最早可追溯至

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據知，當

時在西亞便以其作藍色呈色劑。

但在中國考古發掘中，只自戰國

（公元前 475 ～ 221）時期的文

化遺存始，有少量玻璃珠及玻璃

器上有鈷藍燒熔的痕跡。根據器

形、工藝來看，它們極有可能來

自西亞，而不似中土製造的東

西。

除玻璃工藝外，中國在唐朝

以前，一直未見有藍釉陶瓷。在

中國古陶瓷文明之路上，各色釉

中，藍釉出現得幾乎最晚。在古

人眼中，藍色實在算不上吉祥的

顏色，但凡沾上藍色，多有點恐

怖的意味。尤其是那種深藍，屬

於藍色系中的最冷色調。佛經中

惡鬼的名字有叫藍婆的，塑像常

貝產於海，殷商時能夠千里

迢迢運到中原地區的海貝數量極

其有限，後來在使用過程中，逐

漸演變成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

介。

隨著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

天然海貝漸漸出現了供不應求的

局面，於是就用仿製品來代替，

有了骨貝、蚌貝、玉貝、石貝、

陶貝等的出現。

到了商代晚期，青銅貝也橫

空出世了。在西方，小亞細亞的

呂底亞人被認為是金屬鑄幣的發

明者，而商代的銅貝比呂底亞人

的鑄幣還要早幾百年，可以稱為

人類最早的金屬鑄幣。

作為貨幣，銅貝具有更適於

流通的耐久性和價值衡定性。用

青銅澆鑄的無文銅貝，並沒有脫

離原始貝型，分空心、實心兩

種，腹面仿貝殼製造出一條凹

槽，分直齒或曲齒兩種，隱約可

見齒紋。背部隆起，不飾紋飾。

有的上面鑿一小洞，方便把幾個

貝穿在一起。

商周時期的銅貝目前在收藏

市場上很難遇到。因為當時的青

銅仍被視為上等之材，能擁有青

銅製品者，是權力與財富的象

徵，臣子若能獲得賞賜的銅貝，

那可是極大榮耀。到了春秋時期

又出現了包金貝，就是在銅貝表

面包上一層極薄的金箔，不但美

觀，還增加了價值體現。

對於鎏金貝來說，具體的製

作步驟是鑄成銅貝後，再於銅貝

外層通體鎏金。經過如此處理的

鎏金銅貝雖歷經滄桑，表層許多

地方有所剝落，但仍然顯得華貴

璀璨，令人愛不釋手。

鎏金亦稱火鍍金、塗金、鍍

金等，就是把金和水銀合成的金

汞劑，塗在銅器表層，加熱後使

水銀蒸發，使金牢固地附在銅器

表面不脫落的金屬工藝技術。

鎏金貝目前市場上少有交

易，因為存世不多，鮮有面世，

使得不少玩了多年錢幣的泉友也

還沒有見過實物。所以，鎏金貝

在許多藏友心目中具有一定的地

位和神秘感，其收藏價值可謂不

言而喻。

斷代的方法

【看中國訊】在陶

瓷歷史上，各朝青花瓷

上不同的藍釉色調，皆

有其獨特之處。唐代

（618～ 907）為藍釉

陶瓷的濫觴，青花瓷在

此時初見雛型，至元代

（1279～ 1368）大放

異彩，更於明（1368～

1644）、清（1644 ～

1911）兩朝持續發展，

成為中國陶瓷史上燒製

規模最大的品種之一。

其中，不同種類的鈷料

的應用，可謂青花發色

至為重要的關鍵所在。

青花龍紋天球瓶 

（明●永樂）

　　高42.2公分，口徑9.3公
分，底徑16.2公分。景德鎮官
窯。
　　侈口、直頸、溜肩、鼓腹
的長頸瓶，底部微凹無釉。器
頸近口部描繪忍冬紋，器身主
紋為一張口雙角三爪龍，氣勢
恢弘、栩栩如生，隙地以纏枝
番蓮紋為飾。青花帶鐵斑，具
明初青花使用的進口鈷料「蘇
麻離青」之特色。此類球形鼓
腹器名稱因似天上星球而名
「天球瓶」，但亦可能來自伊
斯蘭金屬器等的啟迪。

青花山茶花扁壺 

（明●永樂）

　　高24.6公分，口徑2.9公
分，底徑9.9公分，景德鎮官
窯。
　　長管狀頸接圓扁腹壺，
頸部中央與器身間以捲雲形
雙耳連繫，因腹圓如滿月，
俗稱「抱月瓶」或「寶月
瓶」。此器由上下接合而
成，形制仿自伊斯蘭玻璃
器，中國的作品則始於永樂
朝。口緣弦紋，器頸飾纏枝
花紋，器身接蕉葉紋一圈，
兩面皆繪山茶花紋，器底略
凹而無釉。

青花穿花鳳凰紋大碗 

（明●成化）

　　高9公分，口徑20 .8公
分，足徑9.1公分。景德鎮官
窯。
　　撇口弧壁碗，近足處器形
略有削折，帶斜壁圈足。碗心
雙圈內置相望的雙鳳紋，並以
纏枝番蓮紋為地，內壁印花暗
龍紋，口緣則有卷草紋。外壁
描繪兩隻長尾鳳凰，飛翔於
轉枝番蓮紋間，近圈足處飾
變形蓮瓣紋，足外壁畫弦紋一
圈，圈足著地處無釉，足內滿
釉，部分呈淺橘色，並有「大
明成化年製」六字兩行楷書雙
圈款。青花描繪流暢，濃淡有
致。

青花藍地白龍紋碗 

（明●嘉靖）

　　高12.2公分，口徑28.4公
分，足徑14.1公分，景德鎮官
窯。
　　撇口碗，弧壁，帶直壁圈
足，圈足著地處無釉，器內外
皆以藍地白花為飾。碗心以留
白方式表現團龍紋，間隙有白
色番蓮紋，內口緣飾如意纏枝
紋一周。器外壁有兩條陰刻行
龍，並以青花點睛，行龍悠游
於纏枝花卉間，足壁飾白梅一
圈，足內書雙圈青花「大明嘉
靖年製」六字兩行楷書款。

青花魚藻梅花式洗 

（明●萬曆）

　　高9.7公分，口徑35公
分，底徑19.5公分，景德鎮官
窯。
　　五瓣花口折沿洗，唇
口、器壁弧瓣亦與花口相應，
胎體厚重。器內主紋與折沿
處描繪悠游於水藻的數十條錦
鯉；外壁繪卷草紋間八吉祥，
近圈足處無釉。器底除中央帶
釉「大明萬曆年製」青花六字
兩行楷書款，其餘均露胎，且
器表剝釉狀況多。

（瓷器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本文圖片來源：網絡）人類最早的金屬鑄幣什麼樣？

天然海貝（正、背）

西周玉貝（正、背）

戰国鎏金貝（正、背）

保德銅貝（正、背）

大型包金貝（正、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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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三字經》讀書筆談

數千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用這個準則

來堅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礪自己的品

格和節操，越是滄海橫流，越是堅守。

從特定意義上說，中國一部卷帙浩繁的

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氣節與信念寫成的忠

孝節義列傳，從中使人感受到傳統文化經

典的智慧，做人做事的真諦及古聖先賢偉

大的胸襟。忠孝節義內涵博大精深，我們

先來說說「忠」。

《忠經 • 天地神明章第一》中說：「天

下至德，莫大乎忠」、「忠也者，一其心

之謂也」。忠，是人對天地、真理、信

仰、職守、國家及他人等都至公無私，始

終如一，盡心竭力的負責完成分內義務的

美德。

忠者，德之正也。從造字可以看到，

忠，存心居中，正直不偏，古以不懈於心

為敬，故忠從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

意，忠為正直之德，故從中聲。《說文解

字》中講：「忠，敬也，盡心曰忠」。人

要做到竭誠盡責就是忠的表現。

「忠」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內涵與範

疇，孔子提出君子行事以忠信為主。一次，

孔子的學生子張問：甚麼是可以到處都能

行得通的辦法？孔子說：說話要忠信，行

事要篤敬，即使到了蠻貊之邦也會暢通無

阻；反之，即使在本鄉本土也行不通。

曾子認為孔子一以貫之的道是「忠

恕」。曾子還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

謀而不忠乎？」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首

先就是為別人做事是不是盡心竭力了？朱

熹也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意

即盡自己的心是忠，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

就是恕。忠恕是儒家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

原則之一。

古時「忠孝兩全」是對一個人的高度

評價。東漢馬融因有感於孔子寫了孝經，

而獨缺忠經，因而補之，使忠孝的德行得

以兩全。《忠經》是系統總結忠德的專門

經典，其中《天地神明章第一》把忠說成是

天地間的至理至德。《忠經》對忠的含義、

標準、目的作了全方位的闡釋，並分章對

人類社會各階層應履行的忠道一一進行了

闡述，上至君王，下至平民，須各盡其忠，

同心同德，因此可感動天心，各種美好的

祥瑞都來相應，這就是忠的力量所致。

《忠經》提出君王要「上事於天，下

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詩》

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意思是：

君王要以他的德行去事奉天地、宗廟，

並將其德行展現在舉國百姓面前，如詩經

上所說「敬事上帝，無私愛民，就能獲得

上帝所賜的無量福分。」用這個「忠」的

德行來保全國家，這就是一個明君的忠心

所在啊！因此說「為國之本，何莫由忠。

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

明，而況於人乎？」治理國家的根本，哪

件事情能不從「忠」這個字出發呢？

就為臣之道而言：「君子去其私，正

其色，不害理以傷物，不憚勢以舉任。惟

善是與，惟惡是除……忠臣之事君也，莫

先於諫。」「忠諫」是讓君王做符合公理

的事，並且還要避免君王胡作非為，要直

言以使其改過遷善，希望其德行更完美。

因此忠臣的職守是要替大眾維護正理，不

僅是對於君王的忠，更重要的是對於天下

眾生的忠，他既不愧對自己的國家，也不

愧對自己的君王，這才是大公無私的忠。

忠臣重要的責任就是規諫君王的過失，當

君王有任何不對的事時，忠臣是不能不力

爭到底的，故云「從道不從君」。

《忠經》還提出了許多對後世忠德觀

念有深遠影響的重要原則：「邪則不忠，

忠則必正。」意思是一個充滿私心邪念的

人，必定不忠；一個忠心耿耿的人，心思

必定是公正為大眾設想的。「大哉，忠之

為道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

於遠，則可以極天地。」意思是偉大呀，

忠之道，用在切近處，可以保全家國；用

到遠大處，那股浩然正氣充沛於天地之

間，是可以扶正天地正氣的。「惟天鑒

人，善惡必應。善莫大於作忠，惡莫大

於不忠。忠則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

焉。」指出上天明鑒，善惡必報。天下盡

忠，淳化行也，可以導正每個人的心性，

使人心向善。做到忠的盡善盡美、做到忠

的極致，這就是古聖先賢的治道所在！

【原文】

曰春夏，曰秋冬，

此四時，運不窮。

曰南北，曰西東，

此四方，應乎中。

【字詞義解釋】

（1）曰：稱為。（2）四時：四個季

節。（3）運：運行，運轉。循一定軌跡

周而復始的轉動。（4）窮：終極、盡頭、

停止。（5）四方：四個方位、方向。（6）
應：對應、相應。（7）乎：在、於。（8）
中：中央。

【譯文參考】

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叫做四季，

這四季各有特色（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並不斷的變化，春去夏來，秋去

冬來，循環不已，永不停止。

東、南、西、北叫做四方，是指各個

方向的位置。這四個方向，都以中央為準

互相對應，這樣才能把各個方位定出來。

【讀書筆談】

上一課講到人首先要懂得孝敬父母、

友愛兄弟，這是為人的基本，是最重要

的，之後才去瞭解各種見聞和學習各種知

識。相對於做人的道德，這些才能本事是

次要的。也就是說，古人不否定知識的掌

握，甚至認為德才需要兼備，方能對社會

有所貢獻，但是德為才之主，才為德所

用，也是《三字經》內涵。

古代私塾的先生在講課時，必然要解

釋為何要「首孝悌，次見聞。」也必然會

說得很明確。所謂啟蒙教導，就是要告訴

孩子這些最基本的東西，絕對不可本末倒

置。從上一課開始讓孩子瞭解將來生活中

會遇到的、解決各種問題時需要掌握的一

切知識的基本概念。那麼上一課的數字基

本概念講完了，這一課就轉到了四季和四

方的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識。

那麼有人會問了，為何講知識的時

候，要從數字開始呢？這一課的春夏秋冬

不是更接近生活嗎？其實這裡體現的是

道家的自然宇宙觀，是《道德經》裡老子

的思想：「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
生萬物。」認為世界萬物是從一個混沌的

狀態開始，經過漫長歲月演變成陰陽二

氣，由陰陽二氣相互作用而產生出第三

種物質，進而變成自然與世上的萬物。

所以上一課的數字從「一而十」最後說

到「萬」，指的不僅僅是一到萬的數字本

身，而是古代道家宇宙觀的體現，我們這

個世界是從無到有、從一到萬，為的是教

給孩子一個龐大的宇宙觀，瞭解我們人在

整個自然界，在天地萬物之間所處的位置

和聯繫，是不可分開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所以從數字的一到萬開始進入知識的傳授

和講解。

其實，古代儒家的學問，是道家在人

這一層的學問，是入世的學說。道家本是

修道的，是指導出世、修煉成仙的道法，

卻被孔子所總結，留下了人能理解和運

用的學問。「儒」既然由人和需兩個字組

成，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儒家常常被發

現含有道家的東西，其實他們並不能分

開，是一體的。也就是說，儒家的東西，

並非孔子發明的，而是孔子總結上古文化

屬於人這一層面的東西而來。我們的始祖

黃帝就是修道之人，五帝之一的舜帝就是

孝悌的始祖，也是修道之人，所以儒家所

講的孝道也來自上古的帝王。《三字經》

就是要讓孩子瞭解這些由先祖帝王留下的

做人的道理和自然宇宙的基本理念。

因此，《三字經》把人的思維擴大到

整個宇宙，把人的眼界抬到很高的位置，

信息量非常大，每一個角度要打開，都是

深不可測的廣博學問，會通向修煉的探

索。但是這只是啟蒙，因此點到為止，很

快再從宇宙回到人的生活，於是緊接著講

到天候四季的變換和地理的方位。

一年四季，春天是生的季節，萬物生

發，適合農家播種，錯過就會失去生機。

夏天是迅速成長壯大的季節，秋天收穫，

冬天不適合活動，就要好好保養。人的養

生和農家的耕種，都要順應四季，否則農

作物長不好，人身體也會受損，人的活動

要緊跟整個自然的節奏，而自然的節奏就

反應在四季的變化，不可逆天而行。

講到四季，必然蘊涵了一天作息的

道理，一天猶如四季。早上有如春天要早

起，讓自己富有生機；中午前後的白天有

如夏季，熱烈而活動旺盛；傍晚有如秋

季，活動收斂；夜晚有如冬季，人要入睡

休息，藏好養好精力，準備第二天的到來。

如今人們違背自然規律，不按時作

息，吃的不是應季食物，引發了各種現代

病，都是遺忘和拋棄了祖先教導的結果。

《三字經》的學習不僅叫人為善，還會使

人懂得很多傳統的養生觀，引發對傳統醫

學、農學和天文地理的廣博興趣。

至於地理方位的學習，人們趕路、辨

認方向全靠天上的太陽和星星。當時的古

人，晚上通過觀察北極星定方位，白天則

利用日影來分辨方位。兩千多年前，當時

的人們就知道把磁石製成「司南」，利用

它來定南北方向，所以「司南」可說是指

南針的前身。不過，同樣可以辨認方向的

指南車，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出現了。

大約在四千多年前，中國黃河、長江

流域一帶住著許多族群和部落。在東方有

一個九黎族的首領名叫蚩尤，不僅十分強

悍、凶猛，還對黃帝心懷怨恨，不願服從

黃帝的指揮。後來，蚩尤聯合他的八十一

個兄弟，和黃帝展開大戰。為了對付這個

擁有各式各樣銅製武器的頑強敵手，黃

帝苦思對策，終於發明了戰鬥的銳利武

器──弓箭。又因為北方風沙大，時常颳

起陣陣的大風沙，為了不使士兵們迷失方

向，黃帝的部下成功的製造了「指南車」。

兩軍在涿鹿交戰，蚩尤的士兵雖然勇

猛，但遇到黃帝的軍隊，卻也抵擋不住，

紛紛敗退。這時戰場上雖然沒有颳起大風

沙，可是卻起了濃霧，白茫茫一片，兩隊

人馬，根本就分不清東西南北。而黃帝

的「指南車」上放著一鐵做的人，鐵人的

手永遠指著南方，靠著「指南車」指引方

向，黃帝的軍隊能在大霧中辨明方向，將

蚩尤打敗，獲得最後的勝利，這就是「涿

鹿之戰」。

這個故事說明辨別地理方位非常重

要，不僅戰爭離不開，生活中也離不開，

走到陌生的地方，懂得這些知識，就不會

迷路。直到今天，這些基本的常識都相當

有用，如果旅行進入比較原始的森林，還

能救助自己。儒家的教育是非常實用的，

教給孩子的東西都是跟人們的生活息息相

關的。

日本語教室的老師為我們舉辦了一次

茶道講座，並且特意準備了日式房間為

我們展示茶道。日本的茶道起源於 13 世

紀，最初只是僧侶用茶來集中自己的思

想，後來才成為分享茶食的儀式。現在日

本的茶道分為抹茶道和煎茶道，老師為我

們展示的是抹茶道。

來自各國的學生一起進入茶道教室，

大家都被古色古香的日式房間所吸引。更

為驚喜的是，所有的老師都穿上了昂貴的

和服，笑容可掬地迎接我們。老師告訴我

們，地上鋪的榻榻米的綠色邊線，不能用

腳踩，而是要跨過去。然後讓我們按照日

本古時候的禮節，三個人一排，跪坐下來。

我們跪坐端正後，一位穿著和服的茶

道老師，輕輕地拉開日式拉門，然後跪在

地上、低著頭，用手按住地面，一點點向

前挪動身體，跪爬著進到教室裡。老師挪

動一些距離後，再把裝滿點心的托盤往前

方移動一些，這樣緩慢地移動著身體，經

過很多次的跪爬動作之後，才來到我們的

面前。這種謙卑的茶道禮儀，讓所有的學

生都感到驚歎。

茶道老師跪在地上，謙卑的為我們獻

上點心和抹茶。我正好坐在第一個位置，

老師先跪爬到我的對面，把托盤放在我的

面前，然後把手放在膝蓋前面的榻榻米

上，非常鄭重地開始向我行跪拜禮——她

的頭一直貼到榻榻米上。另外一位老師在

旁邊耐心地為我講解，告訴我必須以同樣

的方式還禮，於是我學著老師的樣子磕頭

還禮。

在喝茶之前要先吃點心，拿筷子時要

分成三個有序的動作來吃點心。拿茶杯時

要把茶杯的圖案朝向外邊，再向旁邊沒有

喝茶的人用敬語說：「我先喝了。」然後

才可以喝茶。茶水要一滴不剩的都喝進嘴

裡，甚至要能聽到自己吸進茶水時的聲音

才可以。

用過的茶杯，要把碰到嘴的地方用紙

巾擦乾淨後再返還給向我獻茶的老師。最

後老師告訴我，把手放在膝蓋前面的榻榻

米上，然後磕頭表示謝意。

獻茶之人每次都要重複所有繁瑣的動

作和禮節，飲茶之人也是一樣，按同樣的

禮節和規矩來飲茶。與其說是喝茶，倒不

如說是舉行一種儀式。獻茶之人和飲茶之

人，都是用極為凝重的表情和極為鄭重的

禮節，如同在古時候的宮廷裡一樣。從服

裝、茶具到茶室裡的書畫和插花的布置，

都具有茶道精神。

我也為老師做了一杯抹茶，取 4 克

抹茶放入茶碗，然後倒入 60CC 燒開的

天然水，用茶筅貼著碗底前後攪動，直到

攪拌出濃厚的、不易被風吹散的泡沫才可

以。手腕不能用力，而是輕輕地、快速地

攪拌，直到茶碗內出現了蓬鬆、濃厚而美

麗的泡沫。

經過極為繁瑣的做茶工序和獻茶禮節

之後，才體驗到要畢恭畢敬地為飲茶之人

獻上自己的心意，做茶之人如此恭敬、謙

卑，彷彿把自己的心也融到了抹茶之中，

可能這就是茶道的精神吧。

抹茶是用天然石磨碾磨成微粉狀的、

蒸青的綠茶，起源於中國的隋朝，在唐、

宋時期達到了頂峰。但是從明朝以來，中

國開始流行用茶葉泡湯去渣的喝法，於是

傳統的抹茶也隨之絕跡了。日本的茶道是

從中國唐朝時期學來的，一直延續到今

天。在日本能夠看到中華古文化的延續確

實感到欣慰，但更希望中國也能夠回歸這

些古老的傳統文化。

學習日本茶道 文 | 美月

忠孝節義是中華民族的傳

統美德，也是傳統道德準則。

忠、孝是中國古代社會基礎性

的道德價值觀，與做人應堅守

的「節」，與人類應遵循的行

為標準「義」一起，成為主流

社會觀念文化。

中華傳統美德
之

文 |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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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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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誠聘：
惠食街

馬 自 達 6 是 2002 年 推 出

的車款，日本市場將其命名為

Atenza，同年 2 月在日本本土投

產，5 月投放國際市場。 2020
款馬自達 6 延續「KODO 魂動」

設計理念，優美的車身線條搭配

艷麗的魂動紅，既前衛又不失運

動感，再搭配 19 英寸呈放射狀

輪轂，除了維持馬自達 6 動感明

快的整體外觀之外，又營造出威

嚴與華麗感。

馬自達 6 的外觀進行了局部

調整，全新設計的薄型化 LED

燈組、保險槓，采用大型化立體

設計的網狀格柵花紋水箱護罩，

再到全新字體的 LOGO。雙邊單

出的排氣管，整體布局讓原已極

具動感的車型更加寬廣沉穩。

新一代馬自達 6 的內飾設計

也進行了完善，中控台采用了實

木板和鹿皮材料的搭配，階梯式

的設計動感十足，並具有厚實感

與安全感。另外，馬自達 6 首度

搭載具備三段風量調整功能的雙

前座導流式通風座椅，為乘客和

車主提供幹爽而舒適的環境；加

之黑色的頂棚，展現出成熟優

雅的旗艦品味。內飾燈也改用

LED 光源。

除了精心挑選的內飾材料，

新款馬自達 6 的液晶顯示屏

放大至 8 英寸，並加裝 Apple 
Carplay 和 Andriod Auto 兩 大

手機應用系統。全彩數位 7 英寸

TFT 儀表屏幕，將顯示各項行車

信息，還配備彩色 HUD 擡頭顯

示，讓車主駕車時更容易閱讀行

車資訊。

2020 款 馬 自 達 6 的 重 點

是安全系統，最吸引人的是

i-ACTIVSENSE 主 動 防 護 科

技，能全時段、全方位、全天

候給予駕駛者多項安全防護。

MRCC 全速區域主動控制車距

巡航系統、360 度環繞探頭、

RCTA 後方車流警示系統等配置

均為全系標配。

2020 款馬自達 6 在動力系

統方面也突飛猛進，搭載 2.0 升

Skyactiv-G 自然進氣引擎，最大

馬力為 165 匹，搭配六速手自排

一體變速箱，更進一步改善道路

（本文圖片來源： 馬自達官网）

北美開車

駕駛的實際油耗表現。全系

均為前輪驅動系統。最大熱

點是搭配增強型 G-Vectoring 
Control 扭矩矢量控制系統，

以提升車輛的反應性及穩定

性。

66
安全系統安全系統
引人注目引人注目

【看中國訊】2020款馬自達6

的重點是安全系統，最吸引人的是

i-ACTIVSENSE主動防護科技能全時

段、全方位、全天候給予駕駛者多項

安全防護。MRCC全速區域主動控

制車距巡航系統、360度環繞探頭、

RCTA後方車流警示系統等配置均

為全系標配。

（本文圖片來源： 網絡）

Car Guide

如果您的愛車經常長途跋

涉，尤其是在惡劣的路況行

駛，那麼汽車的損耗較大。平

時的檢查或保養就十分重要，

而且根據常走路面的特點，養

護重點其實也各不相同。

沙石路

及時清理沙塵 : 及時清理

沙塵，以免對機械和漆面造成

進一步的腐蝕或磨損。因不熟

悉路況而頻繁地剎車和旅途中

充滿沙石，都會使剎車皮受到

嚴重磨損。如果泥巴和沙子進

到剎車蹄片裡，會給蹄片拉起

紋路，剎車性能就會降低。所

以，應仔細檢查剎車轂處是否

有磨屑和粉塵，及時清洗以消

除剎車變軟的情況。

高速路

高速路行駛對於汽車的動

力系統是一大考驗，發動機是

保養的重點，各種液面的檢查

也十分必要。此外，高速路行

駛車前會沾滿各種小飛蟲，清

洗車輛是十分必要的。

長途跋涉、高速奔襲後，

高負荷運轉使發動機經受了考

驗，因此要著重檢查發動機機

油、水箱防凍液。如果行程比

較長，歸來後最好更換發動機

機油，因為發動機連日的高溫

工作可能會使機油變質；除此

之外還要檢查發動機皮帶是

否鬆動，以免影響日後行車安

全。
山路

在山區行車，由於路面崎

嶇，汽車行駛不平穩，對汽車

底盤與制動影響相對較大，因

此應該除了對一些必要部位如

油水電路的檢測外，重點檢測

汽車的底盤與制動系統。

底盤檢查很重要 : 底盤檢

查應先看輪胎氣壓是否符合標

準，是否出現老化裂紋或創

傷，胎花上是否有異物。磨損

嚴重的輪胎應及時更換新胎。

底盤螺母、球頭有無鬆動或脫

落，如果駕駛起來

有跑偏或打擺的現

象，這些問題都要

仔細檢查。

濕滑顛簸路段

清洗底盤 : 在
濕滑顛簸路段上行

車，泥漿濺到底盤上是不可避

免的，如不及時清洗，會嚴重

腐蝕汽車底盤及懸掛系統。如

果長時間在泥水路面行駛，最

好做一次汽車底盤的清潔防銹

護理。

如果出現底盤異響、方向

盤抖動、車輛的停放位置出現

油跡等現象，說明懸掛系統已

經受損，建議車主去維修站檢

修。

做四輪定位 : 一路的顛簸

會影響愛車的四輪定位，導致

輪胎的不正常磨損，所以該給

愛車重新做一次四輪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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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5 月 24 日下

午，香港民眾為了抗議中共強推

的《香港國家安全法》聚集街頭

大遊行，港警不但向人群開了催

淚瓦斯，還開動裝甲車和水炮，

造成警民爆發衝突，其中有多位

區議員和港民被捕。對此，閃靈

樂團 Doris 即時在臉書發文支持

香港民主自由活動，並且譴責港

警惡行。之前，香港藝人杜汶澤

及何韻詩等紛紛為正義發聲，勇

敢守護香港亦發文譴責。

Doris： 
今日香港、明日全球

國際知名重金屬閃靈樂團，

團 長 貝 斯 手 Doris Yeh( 葉 湘

怡 )，24 曰在臉書發文說：「為

何輸出病毒害慘自己國人和全世

界，現在又要逼死香港人……現

在的這個中共政權到底可以壞到

什麼程度！中國人何時能夠覺

醒、世界各國人民何時能夠看

清？

放任中國欺負臺灣，讓臺灣

不能加入 WHO 的結果，就是

幾乎陷入中國和譚的謊言，讓病

毒入境殘害自己國家人民。

因為自身國家利益放任中國

欺負香港民主自由，歷史只會證

明，今日香港、明日全球。」

藝人紛紛發聲 
勇敢守護香港

除此，港星王喜稍早前已在

YouTube 影片中教大家刪除臉書

帳號，讓擔心會被秋後算帳網民

能夠先明哲保身。香港歌手何韻

詩表示：自己不會離開香港，無

懼被「清算」！杜汶澤也留言力

挺。香港未來步步嚴峻，藝人紛

紛為正義發聲，勇敢守護香港。

港臺藝人齊抗議

【看中國訊】高齡 92 歲的退休棒球

播報員史卡利（Vin Scully）獻聲棒球

場 67 年，被譽為「道奇之聲」。如今

他的地位跨越了各大運動，在「洛杉磯

運動界最具代表性人物」的票選勝出。

武漢肺炎疫情期間各大運動賽事

停擺，「洛杉磯時報」舉辦為期一個月

票選活動，在棒球、籃球、美式足球與

外卡共 4 個領域各自選出 32 名代表人

物，採用一對一單淘汰制的方式對決。

史卡利自棒球組輕鬆出線，晉級四

強之後，擊敗了美式足球洛杉磯公羊隊

1960 年代防守陣容，在決選名單對上

美國職籃（NBA）洛杉磯湖人隊傳奇

球星魔術強森（Magic Johnson）。
魔術強森進入決選名單之前，淘

汰了美國職棒大聯盟（MLB）史上

第一名黑人球員傑基羅賓遜（Jackie 

Robinson）。
超過 4 萬 5000 張投票當中，史

卡利以 62.1% 得票率勝過魔術強森

37.9%，從候選的 128 人裡脫穎而出，

獲選洛杉磯體壇頭號人物。

史卡利是美國棒球名人堂成員，為

洛杉磯道奇隊播報了 67 個球季、5000
多場比賽，2016 年季末退休。道奇球

場外一條馬路以他命名，球場內一角擺

設著他當年用過的麥克風、記錄本與採

訪證件。

「運動畫刊」比喻棒球開打是美國

走出疫情的風向球。史卡利說：「我認

為此刻的棒球等同是美國的溫度計。人

們對棒球保持希望，因為如果棒球回來

了，那是我們真正踏上東山再起之路的

第一個標誌。棒球是我們國家的溫度

計。」

北京強推「港版國安法」

【看中國訊】曾獲金鐘獎迷

你劇集最佳男主角的 55 歲演

員吳朋奉，26 日驚傳在家猝

逝，經法醫鑑定，確認吳朋奉

是在 25日凌晨因腦中風過世。

吳朋奉經紀人表示，吳朋

奉獨居新北市板橋區，24 日下

午原本與家人約好一同外出，

但家人到吳朋奉居處後，意外

發現吳朋奉倒地已無心跳，外

表看起來安詳。

2008 年，吳朋奉以「木棉

的印記」獲得第 43 屆金鐘獎

迷你劇最佳男主角，2010 年以

「父後七日」獲得第 47 屆金馬

獎最佳男配角，2011 年以「歸

途」獲得第 13 屆臺北電影節最

佳男演員，2019 年以「第一響

槍」獲得第 54 屆電視金鐘獎迷

你劇集／電視電影男主角獎，

成為成功摘下金鐘獎、金馬

獎、臺北電影節獎座的「三金

影帝」。

吳朋奉是外省第二代，

從小父母離異，他跟著父親在

三重成長，高中從日間部念到

夜間部，退伍後曾做過印刷

廠監工，之後加入劇團「零場

121.25」，踏上表演之路。

生活的艱苦歷練，也讓

吳朋奉的演技自然、深具說服

力，無論是舞台劇、電影到電

視，都是演什麼像什麼。 30 歲

時期的吳朋奉是文青挂，曾以

寫詩度日，寫的還是台語詩。

擁有三金影帝頭銜的吳朋

奉個性隨性豁達。 2 年前他陸

續為茄子蛋樂團拍攝單曲 MV
「浪子回頭」、「浪流連」，在

YouTube 引發熱烈討論，邀演

從四面八方奔來，不求金錢名

利，他說：「不能讓生活陷入

困境，錢夠用就好。」沒想到

傳來 24 日不幸驟逝的消息，

令影迷感到無限哀傷。

吳朋奉驟逝享年55歲
「三金影帝」告別人生舞臺

今年92歲高齡的、被譽為「道奇之聲」的史卡利是美國棒球名人堂成員，為

洛杉磯道奇隊播報了67個球季、5000多場比賽，2016年季末退休時88歲。

(Getty Images)

退休主播成洛杉磯體壇頭號人物

92歲勝魔術強森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年過半百的伊能靜參加選秀節目的舞蹈

競賽，節目找來 30 位 30 歲以上的「熟女」

女藝人 PK，為此伊能靜更是練習到膝蓋滿

是瘀青，向丈夫秦昊訴苦，卻被吐槽「你這

身體跟她們拚幹嘛啊？」該節目 PO 出的賽

前影片，還意外曝光了兒子小哈利的正臉，

小哈利不僅展現高超舞藝，更鼓勵年過半百

的媽媽再次「出道」，快樂做自己。

伊能靜透露，其實自己才錄前 2 天就

覺得受不了，自爆曾打電話向秦昊哭訴，丈

夫貼心的表示「你要覺得不開心，你就別去

了，反正米粒（女兒）在家這麼想你」，

讓伊能靜陷入思考哀嘆「那要賠很多耶」，

秦昊卻是連想都沒想就說「賠唄！」讓粉絲

看了直呼超感動。

賽前伊能靜在微博分享和兒子一起練舞

的影片，難得小哈利鏡前正面入鏡受訪，溫

馨鼓勵媽媽勇敢接受挑戰。

影片中，18 歲的小哈利身高早已超過

媽媽，穿著紫色 T 恤、灰色緊身褲，滿頭

微卷頭髮搭配圓框眼鏡，他非常耐心的一個

動作、一個步驟依著順序教伊能靜跳舞，舉

手投足間相當熟練，動作不輸專業舞者。

51 歲伊能靜和前夫庾澄慶（哈林）育

有 18 歲兒子「小哈利」，2015 年與中國

男星秦昊再婚，生下一女「米粒」，生活美

滿，也經常在微博分享和兒子的日常，母子

親密感情好。

52歲伊能靜與30歲女星PK，先生秦昊卻吐槽：

「你這身體跟她們拚幹嘛啊？」（臉書截圖）
閃靈樂團Doris即時在臉書發文支持香港民主自由活動，並且譴責港警惡

行。(中央社)

52歲伊能靜PK30歲女星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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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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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6月3日

黃桃

Strawberry Flats 草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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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a Tomatoes 羅馬蕃茄 Yellow Peaches Local Mini Cucumbers 本地小黃瓜Altufo Mangos 呂宋芒果

ApricotsYellow Nectarines 黃油桃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杏

$19999 lb

Cantalopes 哈密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3lb and get a free 3lb 
yellow onion.yellow onion.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3 磅黃洋蔥。

$16868
lb

$0 9898
lb

$1 686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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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8
lb

$09898
ea

$19898
lb

$11989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

$11.98/ CS

$12/CS
(8 lb)

牛
油
果
醬
雞
蛋
三
明
治

早餐吃甚麼?
◎ 文 :米娜

方便營養的早餐是現代人的需要，若同時兼備美味與開胃，更是一天愉快的開始。

本文圖片：ADOBE STOCK

三明治外帶食用

時，記得用保鮮

膜或布巾包裝，

以免麵包變得乾

燥，風味變差。



若三明治無法現

做現吃，在麵包

上抹上薄奶油形

成油膜，即可預

防食材出水。



三明治夾蔬菜美

味又健康。蔬菜

前一天先洗淨瀝

乾，讓第二天備

餐更節省時間。



作法

將莎莎醬材料切成丁狀，香菜切
碎，加上調料，拌勻後，密封冷藏至

少 30分鐘。
蝦清理後汆燙熟透後，瀝乾。
玉米餅烘烤熱透，鋪平，鋪上莎莎
醬後均勻放蝦仁。

想自己做早餐，又沒時間的人，

前一天可事先備料的墨西哥風玉

米餅料理，是很好的選項。

墨西哥玉米餅 2片、鮮蝦約 10尾。
莎莎醬材料：番茄（去籽）1個、墨西
哥辣椒 1條、甜椒、紫洋蔥適量。
莎莎醬調料：檸檬汁 1大匙、蒜粉和
黑胡椒粉 1/4小匙、食鹽 1小匙、香菜
適量。

食材

作法

備料：蔬菜清洗瀝乾後，用刀切成
小塊。

水煮滾（水量是食材 2倍高），放
蔬菜煮至軟爛；過濾食材即成蔬菜高

湯，可用製冰盒做成冰塊保存備用。

取適量高湯煮滾，加米飯，再煮滾
後轉小火，燉煮至喜歡的米粒口感。

調料及香菜切碎加入粥裡即可。

用好的湯底煮粥，就算沒有添加

其他的食材，也能烹調出單純美

味的高湯粥。

米飯 2人份、香菜。
蔬菜高湯材料；白花菜 300g、紅蘿
蔔 200g、洋蔥 1/2個、土豆 1個。
調料：鹽、黑胡椒。

食材

作法

豬肉切小塊，加 1/4小匙鹽，冷藏
保存。

紅蘿蔔切片；洋蔥、捲心菜切小塊；
蘑菇切片。

熱油鍋，下豬肉，煎焦香；下洋蔥
煸香，放入其餘食材；加水淹過食

材，煮滾。

續加入米、加香料，煮 20分鐘，
加調料即可。

作法

雞蛋煮好後敲裂蛋殼。

鍋內放入香料包、茶葉和雞蛋， 以
中火煮滾約 5-8分鐘，關火。
雞蛋浸泡一天便可食用。
米洗淨，浸泡一夜。
⑤電子鍋內加米、水，設煮粥模式。
⑥鹹菜洗淨切好。
⑦熱油鍋，加鹽、醋，翻炒均勻，即

可起鍋。

早餐吃米飯有多種形式，結合豐

富配料做成燉飯，作法方便，吃

起來也順口、開胃。

米飯 1/2碗、豬肉 200g、洋蔥 1/4
個、紅蘿蔔 50g、捲心菜 100g。
調料：意式香料、鹽、黑胡椒適量。

食材

大米、糯米、真空包裝鹹菜、毛豆、

雞蛋、茶葉。

調料：醬油、香料包、白糖、油、鹽 

食材

蔬
菜
高
湯
粥

蔬
菜
豬
肉
燉
飯

早餐食用全麥麵

包、燕麥片等複

合碳水化合物，

可延長飽足感，

血糖更穩定。



快速準備早餐不

難，前一天事先

備料，想好順

序，第二天依序

分頭製作即可。



塗在麵包上的抹

醬以低糖的果醬

或蔬果泥為優，

建議經常變換塗

抹麵包的醬料。



（2人份）

夏日來臨，吃些清淡白粥，配上酸

爽可口的小菜，再加一個茶葉蛋補

充蛋白質，就是夏日的開胃早餐了。

蝦
仁
玉
米
餅

清
粥
小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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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❶❷❸

為甚麼有些人會得阿茲海默

症，有些人不會；而有些人可以

調理恢復、自理生活，有些人卻

逐漸退化到終身，無法讓大腦再

醒過來？其實，答案就在我們的

生活之中。

11條讓你10年後 
失智的生活習慣

根據《終結阿茲海默症：第

一個實證可預防、逆轉認知退

化的療程》一書，所提出的 11
條生活習慣去做，可能 10 年以

後，阿茲海默症就找上你了。

1. 經常工作到很晚，很想

吃宵夜，最好是甜的食物，使你

在睡前、睡眠中的胰島素持續飆

高。

2. 可能你在午夜以後才上

床睡覺，但是因為睡眠呼吸中止

症而睡不好，不管如何，你只睡

上幾小時就早早起床了。

3. 你才剛剛起床，想起接

下來一天要面對的事情，壓力就

浮現了。典型的美式早餐為一天

開啟序幕：一個甜甜圈或甜麵包

捲；一大杯柳橙汁或一大杯加了

低脂牛奶的咖啡……大量攝取會

引起發炎的奶製品，又因為糖分

而向胰島素抗性更進一步，而麩

質（小麥）還可能會造成胃腸

內膜穿孔。

4. 你吞服強效藥物來抑制

胃酸的分泌，即使降低胃酸，會

從熟食店或自助餐廳拿一份三明

治——由精製的白吐司和施打抗

生素、生長荷爾蒙的火雞肉做成

的，真是好吃！或者也可以吃些

含汞的金槍魚。至於沙拉，看起

來好難吃啊！再喝點可樂搭配午

餐，這樣就可以破壞我們的微生

物群。現在差不多該吃點布朗尼

了，這樣就能攝取反式脂肪，並

減少有益健康的Omega-3脂肪。

10. 抽根香菸，以便減少氧

氣輸送到我們的身體組織（包

括：腦組織），還可以將數百種

有毒的化學物質輸送到我們的血

液之中。

11. 飯後刷牙或用牙線也可

以省——畢竟我們毫不在乎不良

的口腔衛生會引發全身發炎，還

會破壞保護腦部的屏障，讓牙齦 
卟啉單胞菌（P.gingivalis）等

細菌，有機可乘。

我們每天唯一的「運動」，

就是讓自己不斷攝入糖分和脂

肪。努力工作一天，下了班癱在

光、思考不集中、讀書欠缺持久

力的；還有老是健忘，快得老年

痴呆的；或因情緒受刺激造成恍

神的，整天頭昏沉沉的。《內

經》認為五臟六腑之精氣，隨眼

系入於腦。入腦經脈有六條：督

脈、膀胱經、陽蹻脈、陰蹻脈、

肝經和胃經。

時常上網，不但損眼力，也

損腦力。健忘是陽氣虛弱，陽氣

無法隨膀胱經入腦內，都可藉由

下列的穴位按摩，得到一定程度

的改善。

手機持續的、低量的電磁波

會干擾大腦運作，尤其用右耳接

聽電話。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手

機列為 2B 級致癌物，宜盡量用

短信代替通話，減少對腦的傷害。

百會穴

兩耳尖直上，當頭心正中

稍後，用拳尖敲，刺激會更強

烈。可以提補諸陽氣上升，是

治腦貧血、腦溢血和神經衰弱

的特效穴。

天柱穴

位於頸椎骨上，離中線旁開

一寸三分，按壓穴位，頭部會產

生剌激的痛。是八段錦鳴天鼓扣

打的部位，可使頭部以上都感清

爽。

增強記憶力、腦力

近年來，罹患阿

茲海默症的患者越來

越多。想想看，如果

有一天，你漸漸忘記

了生活、忘記了熟悉

的親朋好友、忘記了

自己⋯⋯這是多麼令

人害怕的一件事！

避開10年後失智風險 11件事
不要做

四神聰穴

在百會穴的前後左右各一寸

中，所以有四個穴位。能醒腦開

竅，還治精神官能症、癲癇。

（轉載自《按開人體的竅》）

 按 穴 療 法

最好的醫生是自己，

最聰明的醫生是預防疾

病。忙碌的現代人學得簡

易按穴法，許多初發疾病

即可自行調癒。

沙發上，看看喜愛的節目吧！只

要讓自己稍微放鬆一下，再打起

精神繼續做上班的事，最後身心

俱疲，終於撐不住了，去睡覺，

可能連電燈和各種電子產品都忘

了關呢！睡醒後沖個澡，第二天

繼續再出門奮戰。

可怕的是，現實生活中，多

數人都重複過著這種引發阿茲海

默症的日子，當你越是過著這樣

的生活，就越損害自己的心智敏

銳度，或是已經有以下三種之

一，或是更多神經威脅——發

炎、支持腦部的養分缺乏、暴露

於有毒物質的風險，而人體腦部

會對這些威脅產生反應，製造破

壞大腦突觸的類澱粉蛋白斑塊，

長期下來就可能導致阿茲海默

症。

阿茲海默症，其實是對這 3
種腦部威脅的保護性反應，而發

炎、支持大腦養分的缺乏和代謝

密切相關。因為飲食、壓力、活

動都會影響心血管的健康和我們

損害鋅、鎂、維生素 B12 等主

要營養素的吸收能力。

5. 然後你服用了降血脂的

藥物，雖然這是一個讓膽固醇低

於 150mg/dL 的好辦法，但相

對而言，腦部萎縮的風險也隨之

增高。

6. 急急忙忙出門以後，壓

力升高，於是產生了會損害海馬

神經元的皮質醇。

7. 接著我們跳進車內，在

工作之前完全沒有任何體力運動

的機會。我們讓自己盡量避免曝

晒在陽光下，所以很難能維持體

內的維生素 D。

8. 經常睡眠不足，讓人感

到緊張、煩躁，人際間的互動變

得高壓和不愉快，使得我們減少

了正面的社交活動和樂趣。

9. 中午時血糖低到破表，

於是我們衝進茶水間，一位貼心

的同事放了一盒巧克力供大家享

用。那麼午餐呢？哪有時間好好

吃個午餐？不過倒是還有點時間

十、停止喝蘇打水
1.停止喝含糖或無糖

蘇打水，是可以用於改善

健康的最基本步驟之一。

2.研究表明，全球每

年約有 18萬 3000人死於

含糖飲料，包括：13 萬

3000例糖尿病死亡；4萬

4000例心臟病死亡；6000

例癌症死亡。

3. 平均每天喝一罐

蘇打水的男性，心臟病發

作或死於心臟病的風險，

比不喝蘇打水的男性高出

20%。

保健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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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由《紐約時報》暢

銷書作家 Mercola博士帶
給您的，如需更多有用的文

章，可立即訪問 Mercola.
com，並獲得免費的、可以
控制您健康的電子書 !

食預防失智症，而地中海飲食

就是被推薦的強健大腦飲食之

一。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

導》公布的 2018 年最佳飲食

榜單，地中海飲食蟬聯第一，

它可有助於預防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改善腦部功能（如：

認知能力、失智症、巴金森氏

症）。

多蔬果海鮮  少紅肉
地中海飲食含有大量蔬

菜、水果、全穀雜糧、堅果種

子，可提供豐富的膳食纖維，

並可廣泛攝取維生素、礦物質

及植化素。這些都是天然抗氧

化劑，能減少體內氧化反應。

地中海飲食中的蛋白質來

源為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魚

類及海鮮類為主，減少紅肉攝

取，可降低飽和性脂肪及膽固

醇的攝入，並補充人體所需的

EPA 和 DHA。

其中 EPA 能抑制血管中的

發炎反應，讓脂肪比較不容易

卡在血管上，因此可代謝 LDL
（低密度脂蛋白），促進血液循

環，來幫助抗血管硬化，達到

保護心血管作用；DHA 可以幫

助神經傳導，加以補充可延緩

退化，讓神經系統運作順利。

地中海飲食建議的油脂來

源是初榨橄欖油及堅果種子，

這些含有較多的單元不飽和脂

肪酸，有助於降低低密度膽固

醇（俗稱「壞膽固醇」），提高

高密度膽固醇（俗稱「好膽固

醇」）。而橄欖油內也含有橄欖

遠離失智 地中海飲食助健腦食療

養生

多酚可抗氧化，降低腦中風及

失智等風險。

地中海飲食還特別建議，

每天攝取 2 份乳製品，而像

優格或起司等發酵製品可多食

用，其含有對腸道有益的益生

菌。

預防失智症，除了搭配地

中海飲食，也須規律運動、適

當休息、保持心情愉悅、多參

與社群活動，才能有效補腦。

（轉載自自由時報）

失智症人口逐年攀

升，大約每 100人就有一
人罹患失智症。失智症是

一群症狀的組合，不單純

只有記憶力的減退，也會

影響認知功能。

失智症目前仍無法根治，

只能以藥物延緩惡化或減輕症

狀。但有研究指出，可藉由飲

需要醒腦的不只是學生，有

準備參加考試的、設計的、創作

的、用腦過度；或者是腦袋不靈

天柱

百會

神聰

神聰 神聰
百 會

神聰

各方面的生活，換言之，大腦的

健康和我們整體的健康有著十分

密切的相關。

肥胖、久坐、糖尿病前期、

缺乏維生素 D 等，增加罹患阿

茲海默症風險的生活方式，都源

自於不良的飲食習慣和缺乏運

動。

雖然輕度認知障礙要等很多

年之後才會發展為全面的阿茲海

默症，現代人典型的飲食習慣所

造成的代謝和其他腦部攻擊等，

也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對身體造

成破壞。但是，請記住：你怎麼

對待你的身體，有一天它就會怎

麼還你！

因此，好好愛惜身體，避開

以上 11 條可能讓你 10 年後失

智的生活習慣，才是治本之道。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  文：翁詩雲

保健

常識

◎  文：翔恩
◎  編譯：高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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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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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An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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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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天，我先生在一次喝醉

酒後對我說，其實他最愛的人不

是我。他說他在認識我之前用盡

全力去愛一個女人，只是他被女

方家人瞧不起。我聽了很震驚，

他卻說我們彼此彼此。因為我在

認識我先生之前，也有一個交往

很久的男友，但因為男友始終都

沒有什麼錢，所以當我先生提出

和我交往的時候，我因為現實的

原因答應了，也很快嫁給他。沒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想到婚後不到三個月，我先生竟

然說他愛的不是我？！我很難

過，但我好像也沒有什麼原因反

駁，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只是

我突然覺得我們兩個都好悲哀，

結為夫妻後，竟然彼此愛的都不

是對方 ? ！我很想離婚，這個沒

有愛情的婚姻，雖然他在物質上

讓我沒有匱乏，我也不用工作，

但覺得這場婚姻好淒涼。可否給

我一些建議？我該何去何從？

香蓮

香蓮你好：

不是因為真愛而結合的婚

姻，的確有有些悲哀，但是又不

完全是死棋，因為人是活的，會

思考，會反省，會為不圓滿的生

命尋求出口，或者賦予挫折新的

意義。

你和先生在這場婚姻中，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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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有悟得甚麼？在我看來，很多

最愛不見得就是未來的終生伴

侶，而最愛的定義，又不一定永

遠無法改變，在你們沒有真正體

悟到緣份是怎麼回事時，無論離

婚與否，你倆恐怕永遠都會活在

過去的桎梏下。

因為，有些人他（她）注

定是陪你一段時間，他們的出現

或許給你生命帶來短暫的喜悅與

幸福，但是他們的離開，不會只

留給生命遺憾。如果你們能從過

去失敗的愛情中反省，體會相知

相惜之難能可貴，就應該在下一

段新的人生遇合中，更懂得真心

去愛。

再者，愛情和麵包，往往不

能兩全齊美，經濟考量是選項之

一，但絕對不是唯一或者主要

的。因為，真情是無法用金錢換

取的，能以金錢來換取的該算是

桃色交易了。如果你擁有物質優

渥的生活，卻發現獨守偌大的房

子，卻無人和你分享悲喜，這樣

的財富其實是另一種匱乏！其

實，你會嫁給先生，難道除了錢

之外，就一無可取了嗎？我相

信，不是沒有，是未曾發現，甚

至無心去愛、去付出。

先生為什麼會對你說出這番

話，是不是沒能感受到你的關

愛？如果，你在倉促結婚後，開

始學習去愛，或許，你會發現這

段婚姻，給了你重新去愛、去包

容、去認識新婚丈夫的能力，誰

沒有過去，但是誰也回不去過

去，與其哀悼不圓滿的愛，不如

好好經營這樁婚姻，只要有心，

你或許會發現：最愛不會只是過

去式，對懂得愛的人而言，最愛

可以是現在進行式。相信妳不會

在沒有任何努力下，又錯失一段

好姻緣！祝福妳！

原來我們都不愛對方對方

有報導指出，世界上許多成

功人士也都是在清晨 4 點半就

起床，提早準備規劃一天行程、

整理事務、運動、練功或是靜坐

等。例如：蘋果公司執行長提

姆 ‧ 庫克和維京集團創辦人理

察 ‧ 布蘭森，他們都是 4 點半

就起床的晨型人。

    早起是一個非常好的習

慣，研究報告顯示，清晨一個小

時的效能等於平時的兩個小時。

對於想要學習新語言或是新技能

的人，可以好好利用早起的時

段。每天提早一小時，這樣一年

就可以比別人多出 365個小時。

另外在研究上也發現到，年輕人

或是老人家有早起習慣的，在情

緒上會比較穩定，也比較積極

些。除此之外，早起還有哪些好

處呢？本文一 一與您分享。

皮膚變更好

早睡早起的關鍵在於早起，

只要我們養成早起習慣後，晚上

會因為睡覺時間到了而不會去滑

手機。

研究報告顯示在晚上 10 點

到半夜 2 點進入熟睡狀態，可

以讓人的皮膚變好。所以只要看

看常熬夜的人的肌膚，您就會知

道早起也可以幫您抗老化。

提升專注力與產能

當您養成早起習慣後，您會

喜歡上天色漸亮的過程，那種充

滿寧靜跟祥和的氛圍。同時感受

到自己有許多能量可以應用於寫

作或是創作等方面。在這段不被

干擾的時間裡，您可以有非常多

的產能，會快速進入忘我的境

界，同時還會發現自己原來可以

完成這麼多事情。

不容易生氣

有研究指出，每天只睡 4.5
個小時的人，容易感到疲倦，也

容易有乏力感，而且更容易暴躁

和發怒。

但只要充足睡眠，並養成早

起習慣，可以讓我們與人們之間

的關係更加和諧，進而改善人際

關係。

提早準備與規劃

通常一些習慣晚睡的人，比

較容易產生拖延的習慣。要改善

這種拖延習慣，可以運用早起的

習慣去改變它。

當人們在早睡早起充滿活力

的狀態下，與極寧靜的空間中，

透過專注的思考，可以更有效率

地將行程表安排好。

不容易變胖

肥胖已經成為現代的文明

病了。讓我們回顧以前跟現在

的生活方式，差別最大

就是現代的人經常

晚睡，從而造成無

法早起。以前的人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因為生理時鐘都跟

著大自然一起作息，所以在生

理上內分泌可以正常分泌。而

現代太多的文明病其實都來自

於熬夜，間接地影響到自律神

經、內分泌系統。如果我們能

早起，並把握早起時間，到戶

外走走呼吸新鮮的空氣、晒晒

太陽，能讓體內在 15 小時後自

動分泌褪黑激素，幫助睡眠。

養成不熬夜早起的習慣，能幫

助您不容易變胖。

提升精神狀態

古人說：「一日之計在於

晨。」只要能培養出早起習慣的

人，在健康與精神方面都是正向

積極的。早起的人有充裕的時間

可以靜靜地細嚼慢嚥享受早餐，

同時早起也能接收到晨光的能

量，讓人身心愉快，進而發展出

健全的人格特質。而且，長壽跟

早起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早起的好處

大多數的人會利用晚上，

或者睡前的一點時間，來

看點書或是學習一些新的

技能。然而，也許效率並

不見得有所提高。那麼為

何不試著利用清晨早起時

光來學習?

◎ 文：黃詩錚     
◎ 圖：Adobe Stock

曼麗小語：與其哀悼不圓

滿的愛，不如好好經營這

樁婚姻，只要有心，你或許

會發現：最愛不會只是過

去式，對懂得愛的人 而言，

最愛可以是現在進行式。

https://higgertylaw.ca/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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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英語 找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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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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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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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音矯正一對一課程：靈活安排

9週兼讀課程：根據需求靈活安排。矯正口音，
有助職場溝通。

定制的一對一課程：為專業人士、商務、
提升印象等量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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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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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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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為您提供專業可靠的

Melanie Wen

403.889.5575

國/粵/英語服務

ICCRC 理事

加拿大留學移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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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
國家和地區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支票兌現

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35 149

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看中國

發行點

#312, 5149 Country Hills Blvd. NW

403.286.6824
403.288.9677 info@calgaryregistry.com

calgaryregistry.com

車牌
駕照
實習駕照
交罰款
駕照路考
留置權搜索

出生證
結婚證
註冊公司

宣誓公證人
健康卡
地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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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gary

RegistryRegistry
ServicesServices

政府授權
註冊機構

Country Hills Blvd. NW
Registry

Crowchild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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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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流行至今，在

各個國家都造成重大的傷亡，經濟損失也

難以估計。而最新的研究調查結果發現，

有「吸菸」習慣的民眾，在感染武漢肺炎

後，死亡率比不吸菸的民眾更高。

研究人員日前在科學期刊《PLOS 
ONE》中，發表了世界上第一個專門研

究 COPD 與武漢肺炎患者關係的文章。

COPD 一般稱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

屬於一種常見的持續性肺功能障礙，與氣

流受限有關。

罹患COPD的主因，通常是由於「長

期暴露在有害氣體和微粒」的環境中所導

致，而包含「吸菸」在內的眾多因素，則

會加劇 COPD 的症狀。至於病毒感染，

則是 COPD 的主要誘因。

為了提高研究的準確性，研究人員

把先前研究的數據和新數據進行分析對

比。他們針對 2473 名武漢肺炎患者進行

了研究，發現其中 58 名（2.3%）患者有

COPD 病史，有 221 名（9%）患者吸菸。

研究也發現，這些實驗樣本的總死亡

率為 7.4%，其中有 63% COPD 重症的

武漢肺炎患者，不但引起其它嚴重併發症

的風險非常高，致死率更是高達 60% ！

至於非 COPD 重症的武漢肺炎患

者，會出現其他嚴重併發症的機率只有

33%，死亡率也偏低。

這項實驗結果也證明：有吸菸的患

者，比沒有吸菸的患者，在感染武漢肺炎

後的狀況更差。而在吸菸時，因為病毒更

容易進入到呼吸道，導致發生感染的嚴重

程度也偏高。

研究人員也希望能夠藉由這個發現，

向民眾宣導公共運動意識和菸草健康，並

認為普及戒菸有助降低武漢肺炎傳播的可

能性。

世界衛生組織（WHO）也曾提到，

吸菸不但會導致呼吸道感染的風險升高，

還會加劇諸如武漢肺炎這種呼吸道疾病的

嚴重性。

美國的研究人員在進行霧化氣體和武

漢肺炎併發症之間的關係時也證實：有吸

菸（包括電子菸）的民眾，會提高武漢

肺炎併發症的風險。早在 3 月的時候，

身為美國肺臟協會的首席醫療官 Albert 
Rizzo 和美國非吸菸者權益基金會也對民

眾發布了警告，建議大家在疫情期間要

「戒菸」或是減少吸菸次數。

看到這裡，有吸菸習慣的癮君子們，

還是趕快把你手上的菸給熄掉吧。 

吸菸會提高肺炎死亡率

開
卷
有
益

VisionTimesCalgary.ca  

（圖片來源：Storyblock）

【看中國訊】在肺炎流行之際，許多

人想了解病毒是否會殘留在蔬果上？有沒

有防疫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病毒透過飛沫、直接接觸，傳播

到蔬菜、肉和水果上，根據目前的研究發

現，是可能存活一段時間，但最長不會超

過 48 小時。病毒跟細菌不同，細菌可以

在死性的細胞上快速繁殖複製，但是病毒

只能藉助活性細胞（例如人、動物）來

進行繁殖複製。買回來的肉類跟蔬果，不

必刻意放置，因為若放置時間太長，也可

能變質，滋生大量細菌，吃了反而對身體

不好。較衛生的做法，是食用前以流水清

洗，這樣能將附著在表面的病毒過濾掉

80% 以上，同時切忌生食，要煮熟吃。

新冠病毒在溫度 56℃狀態下 30 分鐘內就

能被殺死，而炒菜等溫度通常可以達到

100℃甚至更高，病毒會馬上死亡。

目前已知新冠病毒還可能通過消化系

統傳染，所以也不建議吃涼拌菜等生食。 

蔬果摸來摸去 
會不會殘留病毒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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