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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破壞香港自治 美國反制
China Undermines Hong Kong Autonomy, 
US Retaliates

A8顏回「偷食」 為何令孔子感到愧疚？
How Did Confusius Deal With Yan Hui 
When He Stole The Rice?

兩會閉幕日 
李克強道真相

師楊 Yang Shi

微信：yangshi0323

從 心 出 發， 為 愛 築 家

403-390-7080

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yangshihomes.com

C5B3A3 如何自栽水生植物
雙語報導
Bilingual

Translated by:  
Grace Liu, C.Zhen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由明尼蘇達州非裔弗洛

伊德案引發的全美24州40

多個大城市的騷亂，到目前

還未結束。這起事件由起初

的和平抗議迅速演變為有組

織的打、砸、搶、傷人暴亂。

川普表示，將動用所有可用

的聯邦資源，制止暴力抗議

和在全國範圍內的掠奪，恢

復美國的安全與保障。

多州要求國民警衛隊馳援

5 月 25 日， 明 州 黑 人 男

子 喬 治 · 弗 洛 伊 德（George 
Floyd）因使用假鈔在被警員德

里 克 · 沙 文（Derek Chauvin）
制服期間死亡。事發後，沙文被

當地警局開除，並被以三級謀殺

和過失殺人罪起訴。

弗洛伊德事件起初引發了

和平抗議，但隨後，「安提法」

（Antifa：「反法西斯」）和其它激

進左翼組織將事件推動為在全國

各大城市的騷亂，安提法發出了

廣泛的消息去燒燬建築物、搶劫

商店、損毀汽車並襲擊執法人員。

5月30日，在德州達拉斯，

一名店主在試圖保護自己的商舖

時，被暴力示威者群毆重傷，目

前生死不明。 5 月 31 日晚，暴

力示威者在白宮附近縱火，當晚

全美超過 40 座城市實施宵禁，

有包括華盛頓特區在內的 16 個

州級行政區要求國民警衛隊馳

援。 6 月 1 日晚，美國南方的聖

羅伊斯市，暴力示威者與警方發

生交火，4 名警察遭受槍傷；同

日晚間，紐約市部分區域成了戰

場，多名警察遭受嚴重襲擊，一

名在布魯克林執勤的警察，被車

輛撞飛。

當事人親屬呼籲和平

  On May 25 in Minnesota, Afri-
can-American George Floyd died 
while being subdued by police 
officer Derek Chauvin for using 
counterfeit money. Chauvin was 
subsequently fired and charged 
with third-degree murder and 
manslaughter. 
  From the escalations of Antifa 
and other radical left-wing groups, 
the incident quickly evolved from 
initial peaceful protests to orga-
nized riots and plunders in over 40 
major cities of 24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he would uti-
lize all available federal resources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and restore 
safety and security in the US. 

States Request National 
Guard Reinforcements

  Antifa announced widespread 
threats to burn buildings, loot 
shops, and attack police officers. 
On the night of May 31, violent 
demonstrators set fire near the 
White House and curfews were 
imposed in over 40 cities across the 
US, with 16 States calling for Na-
tional Guard reinforcements. On 
June 1, demonstrators clashed with 
police in St. Louis and New York 
City, with several officers suffering 
severe injuries. 
  Police found that about 80% of 
those involved in violent police as-
saults and shop robberies were for-
eign anarchists, not local residents. 

Trump Considers  
Military Options

  After the incident, President 
Trump declared Antifa a domestic 
terrorist organization, and on June 
1, the White House announced the 
creation of a “central command 
center” dedicated to stopping the 
ongoing riots.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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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加里
最實惠的
西部豪華鎮屋
寬敞居住空間

更多儲物空間

更多臥室

奢華生活

快速入住屋

高達 1747平呎。

前進雙車庫加地庫

2, 3 & 4 臥室可選

含高端裝修

今天立即預訂您的家！

請訪問我們的銷售中心 803 & 805 – 85 Street SW 或者

雙車庫
3 臥房佈局
生活工作兩用

包括房屋，稅及

紅卡獎賞

22 尺寬鎮屋
升級家電
進門主辦公室

包括房屋，稅及

紅卡獎賞

雙主臥房
升級櫥櫃及家電
升級玻璃浴室

包括房屋，稅及

紅卡獎賞

3 臥房佈局
升級廚房櫥櫃
內置家電套件

包括房屋，稅及

紅卡獎賞

wentworthpointe.com

你和你夢想的家園無需保持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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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to book a viewing at tricoho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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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C IA L  D IS TA N C ING  DOESN ’ T  HAVE  TO  COME  BETWEEN  YOU  &  YOUR  DREAM HOME

Calgary’s Most 
Affordable Luxury 
Towns on the Westside

 Large Living Spaces Up to 1747 sq.ft.

 More Storage Double-attached garage plus basement

 More Bedrooms 2, 3 & 4 Bedroom options

 Luxury Living High-end fi nishes included

 Quick Possession Homes Available Don't miss out.

Visit Our Sales Centre At 803 & 805 — 85 Street SW or at wentworthpointe.com

• Double-car garage
• 3 bedroom layout
• Live-work unit

CALGARY • WENTWORTH POINTE
833 - 85th Street SW 403.460.7378

Highland
1719 Sq.Ft.

Includes Home, GST & 
Red Card Rewards

$459900*

POSSESSIONIMMEDIATE

• 22’ Wide townhome
• Upgraded appliances
• Entry level main offi ce

CALGARY • WENTWORTH POINTE
120 Wentworth Row SW 403.460.7378

Bradford
1719 Sq.Ft.

Includes Home, GST & 
Red Card Rewards

$464900*

POSSESSIONIMMEDIATE

• 3-Bedroom layout
• Upgraded kitchen cabinets
• Built-in appliance package

CALGARY • WENTWORTH POINTE
212 Wentworth Row SW 403.460.7378

Bradford
1719 Sq.Ft.

Includes Home, GST & 
Red Card Rewards

$469900*

POSSESSIONIMMEDIATE

• Double master bedrooms
• Upgraded cabinets & appliances
• Upgraded shower glass 

CALGARY • WENTWORTH POINTE
215 Wentworth Row SW 403.460.7378

Bradford
1719 Sq.Ft.

Includes Home, GST & 
Red Card Rewards

$474900*

POSSESSIONIMMED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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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我們預約參觀請訪問 tricohomes.com

即刻入住即刻入住 即刻入住 即刻入住

全美暴亂 全美暴亂 暗流湧動暗流湧動

警方發現，參與暴力襲警和

搶劫店舖的人中，約為 80% 都

是外來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不是

當地居民。

弗洛伊德的弟弟特倫斯 · 弗
洛 伊 德（Terrence Floyd） 在

悼念兄弟時，呼籲示威者停止

暴力，他說：「請和平地做這件

事。如果我不打算在這裡打砸物

品，弄亂我的社區，你們都在做

甚麼？」

據悉，保險公司不會為被暴

力損毀的商店、公司、公共設施

支付保險金，這會加劇受暴力衝

擊地區的經濟困境。（下轉 A2）

Who’s Behind the US-wide Riots?Who’s Behind the US-wide Riots?

當大部分示威和平進行的時候，潛伏美國多年的Antifa成員不斷製造暴力事件， 當中更出現華人的身影。（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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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考慮軍隊選項

（接 A1）事發後，川普總統

指責並宣布 Antifa（安提法）為

國內恐怖組織。 6 月 1 日，白

宮宣布，為了應對仍在持續的騷

亂，建立專門平定騷亂的「中央

指揮中心」。指揮中心將與地方

政府合作，一起處理暴力事件，

國民警衛隊將是打擊騷亂的重要

力量。

國民警衛隊在到達事件最初

的發生地明尼蘇達州後，當地騷

亂在一天內平息下來。但一些城

市的市長，如紐約市長白思豪拒

絕國民警衛隊的馳援。紐約在宣

布宵禁後，曼哈頓和布朗克斯的

多家商店依然遭到了暴力掠奪者

的洗劫。

6 月 1 日，川普表示，他正

在動員「所有可用的聯邦資源」

制止騷亂和在全國範圍內的掠

奪，並警告說如果各州不派國民

警衛隊平息騷亂，那他將部署軍

隊解決問題。

「安提法」反法西斯？

6 月 1 日的《福克斯新聞》

訪談節目中，一位前 Antifa 成

員納達萊斯（Gabriel Nadales）
稱，他曾在 2011 年加入安提

法，是他所經歷過的最暴力團

體，「安提法假稱與法西斯鬥

爭，但隨即把不符合其激進左翼

模式的一切，定義為法西斯主

義，該定義可追溯到總統川普已

經做的和正在做的」。納達萊

斯解釋他當年誤入該組織，是因

為美國許多大學都被安提法的假

口號所欺騙，而容許它在大學裏

存在，從而使它在美國民主自由

的土壤中生根。「《校園改革》雜

誌去年秋天報導，安提法團體在

佛羅里達大學公開招募。」

最早重點曝光安提法背景的

媒體人恩戈（Andy Ngo）在《福

克斯國家》系列節目中表示，披

著「反法西斯主義」的堂皇外

衣，「這些極左翼極端成員偽裝

成反仇恨的樣子，但熱衷於對公

民施暴，倡導殺死執法人員、推

翻政府和破壞財產的行為。」

多名政要牽涉其中

在社交媒體上，有視頻拍攝

到騷亂現場，有人當場給暴動者

分錢，川普轉發了該視頻，他也

在推特上說：「這些人是幾年前

摧毀西雅圖的人。誰為這些人付

錢。令我震驚的是，拜登的 13
名員工正在捐款，以保釋明尼阿

波利斯的這些人。他們應該一直

呆在監獄裡，直到這一切結束為

止（甚至更長時間）。」

紐約市長白思豪的女兒基婭

拉因參加暴亂並拒絕警方要求而

被捕，隨後獲釋。 6 月 1 日，

署名「冷眼向洋」的推友發帖

說：「FBI 監視器錄到奧巴馬的

女兒 Malia 與安提法分子一同

出現在街上。瞧瞧，紐約市長的

女兒、明州司法部長的兒子、奧

巴馬的女兒都在幹嘛。這場暴亂

背後是誰，金主是誰？一切都很

明瞭……」

「外國對手將 
  利用這次危機」
在此次事件中，抖音成了美

國騷亂的輿論風暴中心。因為所

有煽動仇恨和鼓動暴力的信息在

抖音暢通無阻，而其他社交平臺

都不允許煽動暴力和仇恨。抖音

的總部在北京。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說，「我們的外國對手將利用這

次危機」。這些「外國對手」包

括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家。

參議員魯比奧發推文表示，他發

現「非常大量的社交媒體活動來

自至少與 3 個外國對手有關的

社交媒體帳戶」對暴力活動進行

鼓動。

北京大炒「明州事件」

5 月 31 日晚間，華盛頓特

區受到濫用暴力者包圍，警方發

出催淚瓦斯驅離時，有抗議者用

普通話讓同伴們撤退，他高喊

「走！快走！走走走走走！」

6 月 1 日， 洛 杉 磯 一 名

31 歲華裔男子格雷戈裡 · 黃
（Gregory Wong），因涉嫌冒充

國民警衛隊成員被捕。據悉，黃

的裝備像國民兵一樣「齊全」，

但他持有的步槍是沒有序列號的

自製武器，警方目前正在調查他

的意圖。

一週以來北京大炒「明州事

件」，並放出一些配有圖文的假

消息，但假消息中的照片都與本

次事件沒有直接關聯。

《看中國》記者查閱安提法

活動介紹，發現它與「美國革命

共產主義黨」的官網宗旨高度重

合：反川普、反彭斯、反美國政

府、黑人命貴等。網站中一欄：

你 能 做 什 麼（What You Can 
Do）就寫著一條：「請訪問反法

西斯網站（refusefascism.org）」
在此次暴亂中，民眾看到有燒美

國國旗的人，很多似「革命共產

主義黨」的著裝。中共高調呼應

美國這場全國性的大騷亂，應非

偶然。

  

  After the National Guard ar-
rived in Minnesota, the local ri-
ots subsided within a day. How-
ever, some city mayors have 
rejected the National Guard’s 
aid. Trump warned that if states 
didn’t send National Guard 
troops to quell the riots, then 
he would deploy troops to solve 
the problem. 

Antifa is anti-fascist?
  In a Fox News interview, Ga-
briel Nadales, a former Antifa 
member said that it is the most 
violent group he has ever ex-
perienced. Antifa is cloaked as 
“anti-fascism,” but these far-left 
extremists are actually passion-
ate about violence, advocating 
for the killing of police officers, 
overthrowing governments and 
destroying property. Nadales 
explained that he joined the 
organization in 2011 because 
many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d 
fallen prey to Antifa’s false slo-
gans and allowed it to take root 
in American soil. 

Beijing Fusses over  
Minnesota Incident

  On May 31, when Washington, 
D.C. was surrounded by riot-
ers and police issued tear gas 
to evacuate, a protester told his 
companions to retreat in Man-
darin, shouting “Go! Let’s go! 
Go, go!”
  For a week, Beijing has been 
touting the riots and releas-
ing fake news with images that 
we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ncident. Tik Tok, an app based 
in Beijing, became the center of 
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riots in 
the US since other social plat-
forms do not allow incitement 
of violence and hate. 
  Vision Times’ reporter checked 
the Antifa profile and found it 
highly overlapped with the of-
ficial website of the Revolution-
ary Communist Party of USA. 
It should be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CCP is echoing this national 
uproar in the US enthusiasti-
cally.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Robert O’Brien said China is 
just one of Washington’s for-
eign foes trying to exploit tense 
race relations in the US. 

全美暴亂 暗流湧動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年�獨立�層屋 2219 呎 ,W/O 土庫 , �
�向東 , ������泊 , ����景 , 位
於寧��街 , 於 2018 年建成 , 主層��高
9 呎 , � 大 客 � � 壁 爐 ,3 � � ,2.5 浴 廁 ,
������車站 ,
�勿錯� ! $609,900

東北 Livingston  ������泊

�碼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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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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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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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北 Country Hills Village
光猛 886 呎栢文�� , 建於 200 年 , 開放式設計 , �屋
翻� , �屋一樣 : ������磚�� , ��油漆��� ,
客����壁爐 ,2 �� ,2 浴廁 , ��一� , 包一�下停
車位 , �點一� , 步行至 Superstore 超市 , �書� , 泳
� , �院 , �場� 301 �車
站�須 5 �鐘 , �勿錯� ! $259,900

東北 Country Hills Village �裝�

新
上
市

豪�獨立�式�層屋 2715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位
於專貴豪��段 , 建於 2002 年 , ��三車� , �屋頂 ,
中��� , 旋轉�梯 , 客��家庭���高 17 呎 ,4+1
�� , 主層書� ,3.5 浴廁 , 車��辦�室 ( �合 Home 
Offi  ce 或�容服� ), ��
高爾夫球場 , �勿錯� !

豪�獨立�層屋 3050 呎 ,W/O 土庫 , 位於
專貴豪� Edenstone �段 , ��天��林 ,
��敵�景 , 客�拱形天� , 家庭���高
17 呎 ,4 �� + 主層書� ,2.5 浴廁 , ��學
校 , �� , �車站 ,
�勿錯� ! $928,800$1,070,000

�校� Hamptons 豪� ��向南�校� Edgemont 豪�  �敵�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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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Panorama Hills  土庫獨立門出�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層雙拼屋 (Duplex)1786 呎 , 建於 2014 年 , �屋
一樣 , 光猛開陽 , 開放式設計 , 廚��高�不�鋼
家��石�檯面 ,3+1 �� ,3.5 浴廁 , �點一� , �
� Market Mall �場 , 卡城大學 (U of C), 山��兒
童�院 (Foothills&Children
Hospitals), �勿錯� ! $619,900

西北  Montgomery  建於 2014 年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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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 Auburn Bay  建於 2016 年

新
上
市

Panorama Hills 豪� 十�元�裝�西南 Spruce Cliff  豪�  建於 2013 年
豪�獨立�層屋 2872 呎 , 建於 2009 年 , �屋
十�元裝�,�屋一樣 , 光猛開陽 , 主層��高
9 呎 , �實木 � � , 廚��大理 石檯面 , 高�
JENN-AIR 天��煮⻝爐 ,3 �� , 主層書� ,2.5
浴廁 , ��小學 , �車
站 , �勿錯� !

豪�獨立�層屋 2872 呎 , 土庫�部完成 , 建於 2013 年 , �屋一樣 , 光猛
開陽 , 開放式設計 , 主層��高 10 呎�實木�� , �上�土庫�� 9 呎
高�� , 廚��高�不�鋼家��石�檯面 ,3+1 �� , 主層書� ,3.5 浴廁 ,
�點一� , ��市中心�須 5 �鐘車� , 步行 5 �鐘即� Westbrook 
Mall �場 ,C-Train �� , 學校 , �書
� , �� , �車站 , �勿錯� ! $849,900$8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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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 Beltline �市中心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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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北 Harvest Hills 

�式假四層城市屋 1960 呎 , 土庫�部完成 , ��向
西南 , 光猛開陽 , �屋�部翻� , �屋一樣 : �廚櫃
�石�檯面 ( 廚��浴廁 ), ��油漆 , �臺��高
效率暖�爐 , ��户 , ��氈 , 家庭�� 12 呎,拱
形天� ,3 �� ,2.5 浴廁 ,
��學校 , ����車站�$469,900

�校� Edgemont�校� Edgemont
$0�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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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Hamptons ����

▲安提法活動直接連結著「美國革

命共產主義黨」網站（左），兩者

在目標上有高度重合。左上圖為示

威中安提法高舉共產黨旗。（推特/

MrAndy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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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苗青綜合報導】川

普總統 5 月 29 日下午宣布了針

對中共和香港的多項制裁措施。

專家認為﹐這顯示出美國對中共

已採取一種全新遏制態勢，華盛

頓已放棄了美國將近 50 年的對

華接觸政策。

中國問題專家章家敦在福克

斯上發文表示，「川普所做的就

是顯示出美國的力量。他顯示出

美國對中共已採取一種全新的態

勢。」

川普說「與以往政府不同，

我的政府為正義的東西而談判，

它叫公平和互利的交易。」，

「世界正在承受中國政府的危害

和邪惡的結果。」在 9 分鐘的講

話中，川普宣布了美國將採取的

一系列行動，包括範圍極廣的三

大方面：一、斷絕與世衛的關

係。川普表示，世衛組織偏袒中

國，並且拒絕進行改革。因此美

國取消每年向世衛支付的 4.5 億

美元的資金，並將其用在其它緊

急的全球公共衛生需求；二、暫

停那些對美國構成安全風險的中

國人入境美國；調查在美上市的

中國公司的各種行為，在美上市

的中概股必須符合美國金融市場

原則，接受美國審計。三、啟動

撤銷美國對香港的所有特殊待遇

的程序，取消香港作為有別於中

國其它地方的單獨關稅與旅行區

的優惠待遇，包括引渡條約、技

術出口控制等將取消，香港不再

視為自治個體；並對中共官員和

香港官員施加制裁。

對川普決定撤銷美國對香港

的優惠待遇﹐以及制裁侵犯香港

自由的中共和香港官員。專家認

為﹐伴隨美國具體制裁措施出

臺﹐香港將很快失去金融中心地

位﹐港幣和美元的聯繫匯率未來

也將難以為繼。在香港和病毒疫

情等問題上﹐北京完全低估了川

普反制中共的決心﹐對於美國制

裁毫無還手之力。

國家利益中心安全專家卡

齊亞尼斯（Harry Kazianis）﹕

「川普不是要以整個中國經濟為

目標﹐他也不希望因此損害到美

國經濟。他將用很有針對性的制

裁﹐打擊那些踐踏香港人民自由

的人。」

在經濟上，中概股在美國接

受審計的影響極大，預計將有大

批中方公司退市，中國將喪失美

國股市融資的重要渠道。

5 月 29 日川普還簽署了一

份公告，阻止和中共軍方有關的

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入境美國。

川普總統判斷，某些想通過 F
或 J 簽證進入美國進行學習或從

事研究的中國人入境，將有害於

美國利益，威脅美國人民安全。

該行政命令將於 2020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美國國務院 6 月 2
日強調，此舉只影響少部分人，

美國仍然歡迎大多數中國學生。

據估測，目前大約有 36 萬中國

學生在美國學習，被取消簽證的

比例很小，大約幾千留學生，其

中一些人可能正在從事重要的研

究項目。

「總統的講話語氣不僅具有

針對性，而且還很有氣憤的情

緒。這打破了數十年來的先例。

中共領導人從未聽到一位美國領

導人在公開場合這麼和他們講

話。」章家敦說。

有華人撰文表示，川普的此

番講話堪比 1946 年邱吉爾在美

國發表的關於「鐵幕落下」的演

講，甚至更直接，更重磅。川普

的講話代表著美國未來的方向，

美國的行政機構將陸續出臺更多

具體措施。北京需做好迎接來自

美國全方位重大制裁的準備。

川普重磅講話展現美中新態勢

A Documentary by China Observer 
Production of  Vision Times

Watch Now on YouTube:
youtu.be/PmWNgGQnyVc

中國共產黨最近批准了成立

針對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容許大

陸政府將認為威脅到中共政權的

在香港的活動定罪。在這新國安

法下，民主及支持言論自由的

民運人士將被列為「威脅國家安

全」的人，並由中國政府來對他

們採取強硬行動。

破壞香港自主權

該法律在中國全國人大通

過後，人大代表們爆發出一片

叫好聲。詳細的法律即將起

草，並可能在幾個月內頒布。

該法很可能允許中國國安部門

在香港行動。對此，持親北京

立場的港府官員稱，對於「日益

增多的恐怖主義和暴力事件來

說是必要的。」

不過，不少海外獨立學者警

告，國安法實質上剝奪了香港自

治權，將香港納入共產黨的嚴

格控制之下。英國在 1997 年根

據「一國兩制」原則將香港移交

給中國，北京當時承諾允許香港

50 年不變，保持自治，然而 20
多年後，中共卻單方面扼殺了條

約的精神。

美國總統川普批評北京對香

港採取了過於嚴厲的手段。「中

國將一國兩制變成了一國一制，

（這法律）削弱了香港長期以來

引以為傲的地位，這對香港人、

中國人、以至全世界的人來說都

是個悲劇。」

川普宣布，美國政府將取消

香港的獨立優惠地位，此舉將危

及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

位。美國政府將如同對待其他中

國城市一樣對待香港。來自香港

的進口商品也必須支付與中國大

陸進口商品一樣的關稅。有關引

渡條約、入境、海關等方面的法

律也將修改。

川普還宣布將更新美國的旅

遊警示，以反映在中共對香港加

強控制後的危險。他說，政府將

採取措施，制裁那些破壞香港自

治權的中港官員。

北京政府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包括取消香港優惠待遇及制

裁官員。北京外交部警告，「任

何制裁都是一把雙刃劍，很快就

會對美國造成『重大影響』。」

提供公民身份

英國政府正考慮如果中國繼

續推進國安法，將對持有英國國

民海外護照（BNO）的香港人

提供可獲得公民身份的途徑。目

前有近 290 萬香港居民有 BNO
資格，其中 30 萬名 BNO 持有

者已經能在不需要簽證的情況下

前往英國停留 6 個月。

根據修改建議，符合資格的

BNO 持有人將可以在英國居留

12 個月，並打開一條通往正式

公民身份的通道。英國內政大臣

帕特爾表示，英國政府對中國的

行動深感擔憂，不少國會議員甚

至提議給予 BNO 持有者自動公

民身份。

雙語報導
Bilingual News
Report

看

Undermining Hong Kong’s 
autonomy

 After the law was passed by Chi-
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the delegates broke out in 
a cheer. Detailed legislation will 
soon be drafted and possibly enact-
ed over the next few months. The 
law will potentially allow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to operate in Hong 
Kong. Officials from the city, who 
have a pro-Beijing stance, claim 
that the law is necessary to tackle 
increasing instances of terrorism 
and violence.

 However, independent experts 
warn th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has essentially stripped Hong 
Kong of its autonomy, putting the 
city under the strict contr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hen Britain 
handed Hong Kong over to China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
tems” principle that was agreed 
upon in 1997, Beijing promised 
that it would allow Hong Kong to 
remain autonomous for 50 years. 
However, after just a few decades,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killed the 
spirit of the agreemen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crit-
icized Beijing for taking such harsh 
measures against Hong Kong. 
“China has replaced its promised 
formula, ‘one country, two sys-
tems,’ with ‘one country, one sys-
tem’… [The law is] diminishing 
the city’s long-standing and very 
proud status… This is a tragedy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 peo-
ple of China, and indee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he said.

 President Trump announc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be revok-
ing Hong Kong’s preferential trad-
ing status, a move that will put the 
city’s position as a global financial 
hub at risk. As a consequence, the 
U.S. government will now treat 
Hong Kong just like any other Chi-
nese city. Imports from the region 
will now have to pay tariffs equiva-
lent to what is being charged for 
Chinese mainland imports. Laws 
governing extradition treaties, 
customs, etc., will also have to be 
modified.

 President Trump stated that he will 
update U.S. travel advisories to re-
flect the increased danger in Hong 
Kong resulting from the stronger 
contr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e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admin-
istration will take steps to sanc-
tion officials from Hong Kong and 
China responsible for diminishing 
the autonomy of the city. The Chi-
nese government expressed strong 
opposition to America’s decision 
to end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to impose 
sanctions. They warned that any 
sanction will be a double-edged 
sword and will soon affect the U.S. 
“significantly.”

Citizenship offer

 The UK government is consider-
ing offering citizenship to Hon-
gkongers who hold a British Na-
tional Overseas (BNO) passport 
if China continues to mainta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 the city. At 
present, almost 2.9 million Hong 
Kong residents are eligible for the 
BNO passports. Almost 300,000 
BNO passport holders in Hong 
Kong already have the right to 
visit the UK for a period of up to 6 
months without needing a visa.

 According to the proposed chang-
es, eligible passport holders will 
be able to spend 12 months in the 
UK, which will eventually open 

中方破壞香港自治 美國反制

The Chinese Commun-
ist Party (CCP) has ap-

proved a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at will enable the 
mainland government to 
criminalize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that are deter-
mined to be a challenge 
to the Party’s authority 
in the city. Using the new 
law, pro-democracy ac-
tivists and free speech 
activists can be classified 
as a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allowing the Chi-
nese government to take 
strict action against such 
people.

China Undermines Hong Kong Autonomy, US Retaliates
up a path toward full citizenship. 
Home Secretary Priti Patel stat-
ed that the UK government wa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China’s 

actions against Hong Kong. Some 
MPs in the UK have even proposed 
to award automatic citizenship to 
BNO holders.

Under a new law in Hong Kong, pro-democracy and free speech activists can be classified as a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Image: Studio Incendo via filickr CC-BY-2.0)

美國總統川普發表演說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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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6 月 2 日，加拿大兩家

大型電信公司 Bell 和 Telus 分別宣布了

5G 網路合作夥伴，華為被拒在外。此

外，另一家電信公司 Rogers 在 2018 年

已經宣布將與愛立信合作開發其 5G 網

路。至此，加拿大三大電信巨頭已經全部

放棄與華為公司合作開發 5G。

Bell與愛立信合作

加拿大最大電信公司 BCE Inc.（Bell 
Canada 的母公司）週二（6 月 2 日）發

布消息，表示將使用愛立信的設備建設下

一代手機網路，即 5G。

愛立信目前已經是 Bell 現有網路

（包括 4G）的組件供應商，而 5G 設備

將使得網路的速度更快，處理數據量更

大。

BCE 總 裁 Mirko Bibic 表 示：「5G
戰略支持我們的目標，即促進加拿大人彼

此之間以及與世界的聯繫，愛立信的創新

5G 網路產品，以及其在全球舞台上的經

驗將成為我們在整個加拿大推廣這種改變

遊戲規則的移動技術的關鍵。」

愛立信在其新聞稿中指出，目前已

與全球通信服務提供商簽訂了 93 項商業

5G 協議或合同，其中 50 項是公開宣布

的 5G 交易。愛立信目前在 22 個國家 /

地區擁有 40 個實時 5G 網路。

BCE 的這一決定意味著將不使用華

為的 5G 設備，華為是中國設備製造商，

目前已經安裝在包括 Bell 在內的全球現

有網路上。但是，許多國家表示，華為與

中國政府的密切關係可能會使手機網路受

到間諜監控。

加拿大政府目前仍然在考慮是否允許

華為參與加拿大的 5G 網路建設，並稱這

是政府對網路安全協議進行全面審查的一

部分。

Telus選擇 
愛立信和諾基亞

與此同時，另一間電信巨頭 Telus 也
宣布，已經選擇愛立信和諾基亞支持建設

其 5G 網路。Telus 此前一直在等待聯邦

政府針對華為的審批。

Telus 公 司 主 席 兼 行 政 總 裁

Darren Entwistle 在新聞稿中表示：

「Telus 在建立全球領先的網路方面擁

有成功的記錄……我們的團隊致力於通

過無可比擬的網路體驗，為加拿大人進

入 5G 時代提供動力，將卓越的網路技

術從城市推廣到農村社區，推動經濟發

展並推動創新。鑒於 COVID-19 的影

響，我們的 5G 部署將支持經濟增長和

多樣性，這對於健康，教育，遠程辦公

的虛擬化以及刺激經濟增長和復甦至關

重要。」

新聞稿說，自 2000 年以來，Telus
已在網路基礎設施、頻譜和運營方面投資

了近 2000 億元，以提高其世界一流網路

的覆蓋範圍，速度和可靠性，並從海岸

到海岸將客戶連接起來。TELUS 承諾在

未來三年內在關鍵技術組件上再投資 400
億元，以支持 5G 網路的推出，這將增強

創新並在超連接新時代推動整個行業的數

字化發展。

長期以來，Telus 的基礎設施中都裝

有華為組件。但是，該公司維護這些零件

僅用於訪問無線電信號，而不用於網路本

身，並且這些零件在加拿大政府規定的嚴

格條件下運行。

有業內人士分析認為，華為被排除在

外，與其中國公司的背景直接相關。按中

國的法律，所有中國公司在政府需要他們

幫助蒐集情報時，必須合作。作為中國公

司的華為，也必須按照中國政府的意旨行

事。採用華為設備會帶來網路安全風險，

是很多大型電信公司放棄價格低廉的華為

設備的主要原因。

美國和澳大利亞已經禁止本國的電信

公司與華為合作開發其 5G 網路。

愛立信（Ericsson）贏得了加拿大

Bell 公司的 5G 合同後，其股票價格隨

之上漲。在瑞典當地時間 6 月 3 日下午 5
點前，愛立信股票交易價格為 90.22 瑞典

克朗，比前一天大漲了 4.32%。

Bell 和 Telus 公布5G合作商  華為不在列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綜合美國

和英國多家媒體報導，6 月 3 日，川普政

府宣布，由於北京當局沒能遵守美中之間

的航班協議，禁止美國客運航空公司航班

飛機出入中國。作為回應，6 月 16 日開

始，所有中國客運航空公司的航班飛機也

都被禁止出入美國。

美國運輸部發布聲明表示：「美國航

空公司要求自 6 月 1 日起恢復客運服務。

中國政府未同意他們的要求，違反我們之

間的航空協定。」

這項禁令適用於中國國際航空、中國

東方航空公司、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和海南

航空控股公司。路透社報導稱，此禁令還

適用於四川航空和廈門航空。

今年 5 月，美國達美航空（Delta 
Air Lines）、 聯 合 航 空 公 司（United 
Airlines）已經提出申請在 6 月恢復飛往

中國大陸的航班。但北京當局至今沒有批

准上述兩家航空公司的請求。

然而，在武漢肺炎疫情蔓延期間，中

國客運航空公司航班獲准可以出入美國。

儘管每週飛往美國的定期航班不超過一

次，但期間也進行了大量額外的包機航班

飛行，幫助中國留學生返回中國大陸。

川普政府此舉也嚴厲打擊中國客運航

空公司的包機航班，並警告不要再期望獲

得批准。

對於美國政府上述禁令，達美航空公

司 6 月 3 日發表一份聲明稱：「我們支持

並讚賞美國政府為維護我們的權利，及確

保公平而採取的行動。」

中國民航局 4 日發布調整國際客運

航班通知：自 2020 年 6 月 8 日起，所有

未列入「第 5 期」航班計畫的外國航空公

司，可在本公司經營許可範圍內，選擇 1
個具備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具體城市

名單可在民航局官網查詢），每週運營 1
班國際客運航線航班。

目前中國民航局發布的這項通知是否

與美國禁止中國航班出入境有關聯，商不

得而知。

【看中國訊】日前，加拿大《環球新

聞》（Global News）踢爆了今年 1 月份

中國搜刮當地醫療物資，被中國駐溫哥華

總領事館點名批評，當地華人團體還組

成「反歧視聯盟」，要求撤下該報導，否

則將採取法律行動。對此，總理特魯多

（Justin Trudeau）和《環球新聞》異口同

聲霸氣回應，力挺記者，強調絕不接受政

府或政黨干預新聞工作！

據《環球新聞》報導，中國因擔心武

漢肺炎（COVID-19）疫情全球大爆發

後，國內醫療物資會短缺，遂於 1 月透

過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館，聯合當地團

體搜刮口罩並運回中國囤積。

加 拿 大 人 民 黨（People's Party of 
Canada）華裔黨員白巍（Ivan Pak）認

為，該報導給華人塑造了負面形象，於

是與人組成「楓葉反種族歧視行動聯盟」

（MLARA），要求《環球新聞》撤回報導。

《環球新聞》發表聲明回應，強調該

報向來恪守新聞專業，並力挺該篇報導的

記者。聲明又稱，該報因為「調查外國影

響加拿大內部事務」而遭針對，是打擊該

報的公信力。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也挺身捍衛新聞自

由，表明不能接受中方要求。他強調，不

論政府或政黨，都不應打擊新聞工作者的

工作和公信力。

【看中國訊】加拿大運輸部長 Marc 
Garneau 於 6 月 3 日宣布了加拿大運輸

部門新規，規定飛機、火車及船上所有

人，均要戴口罩或面罩，從 6 月 4 日起

執行。

Garneau 表 示， 這 是 為 了 降 低

COVID-19 病毒傳播採取的措施。因為

在交通工具中或其他一些場合，人們無法

保持 2 米的距離。

航空業：乘客以外的工作人員，需佩

戴口罩，包括機組人員和機場工作人員。

陸路運輸：與各省、地區和業界合

作，制定使用個人防護設備的指導性規

範，包括在公路運輸中使用面罩或口罩

（如卡車，汽車，大巴，其它陸路運輸）。

海運：建議海上運輸部門的所有工人

都擁有面部遮罩，在工作場所無法保持社

交距離的情況下，來佩戴遮罩，並且 / 或
當地政府要求時要佩戴。

火車：要求鐵路運營商通知乘客，如

果無法保持與他人之間的兩米的距離，將

要求他們戴上口罩。

【看中國訊】谷歌（Google）從其

Play 商店下架了一項由印度公司設計的

安卓（Android）手機應用程序，該程序

可幫助人們從手機中刪除來自中國的手機

應用程序。

谷歌表示，這款手機應有違反了其應

用商店的政策，但未提供更多細節。

近期，一款由印度公司 One Touch 
App Labs 開發的名為「刪除中國手機

App」（Remove China Apps，RCA）的

手機應用程序迅速爆紅，兩週內已被下載

了超過上百萬次，它在印度尤其受到歡迎。

谷歌商店下架 RCA 後，One Touch 
App Lab 在其網站上寫道：「親愛的朋

友，谷歌已從 [Google]Play 商店中刪除

了刪除中國手機 App」……「感謝您過

去兩週的支持。」

「刪除中國手機 App」標記了中國社

交媒體網站抖音（TikTok），抖音是由總

部位於北京的位元組挑動（Bytedance）
擁有。

它也標記了視頻會議應用程序

Zoom，該應用程序開發者位於美國加利

福尼亞，由在中國出生的企業家創立。

其它被標記的中國開放的手機應用程

序包括：

ShareIt，一款允許人們傳輸文件，

包括照片，視頻和音樂的程序。

CamScanner，一款允許用戶使用手機

掃瞄圖像並將其轉換為 PDF文檔的程序。

UC 瀏覽器，阿里巴巴擁有的中文網

路瀏覽器。

印度粉絲通過社交媒體帖子幫助「刪

除中國手機 App」獲得了宣傳，建議使用

中文應用程序以外的其他應用程序。

這項手機應用的出現是在武漢

市爆發中共病毒 ( 又稱新冠狀病毒，

COVID-19) 之後，這種反中情緒在印度

蔓延。

中國應用程序製造商在線社區白鯨的

開發人員呼籲其他人向谷歌報告印度開發

的這款應用程序，

近來，在中國軍隊進入印度認為是有

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之後，印度和中國之

間的緊張局勢加劇。

谷歌和抖音均未回應置評請求。

【看中國訊】6 月 2 日起，加拿大稅

務局（CRA）的官方告密網站開始接收

武漢肺炎（COVID-19）期間的應急福利

欺詐舉報。

「線索計畫」本週更新了其網站，可

舉報的清單中加入了加拿大應急響應福利

（CERB），加拿大應急學生福利（CESB）

和加拿大應急工資補貼（CEWS）的作

弊活動。

此前，政府在處理援助付款時選擇了

盡快處理，不審查申請者是否合格，對有

欺詐嫌疑的也予以付款。現在開始清理。

截至 6 月 1 日，政府已處理了超過

1500 萬份 CERB 申請，其中包括 800 萬

以上的獨立申請者，並支付了 420多億。

一些加拿大人可能無意之中領取了兩

筆款項。這些人可在網上或通過郵寄方式

退還或償還福利。

網站表示，告密線提交新的報告並不

是 CRA 唯一依靠的證據，CRA 和加拿

大服務部已記錄了所有 3 種福利付款，

並正在核實以確保付款分配正確。

CRA 告密線的更新是稅務服務部門

的一個轉變，因為該機構的重點是「向現

在急需的人獲得關鍵（CERB）付款」。

「線索計畫」現在鼓勵使用這些報

告， 報 告 應 包 括 對 CERB，CESB 或

CEWS 欺詐的很多細節，以「增強」準

確性。在其網站上有詳細說明。但報告不

必提供所有信息，儘可能多地告訴我們，

包括有關個人工作和就學情況，僱主和資

格的詳細信息。

【看中國訊】本週二（6 月 2 日）在

卡城西南部開設了一家新的病毒檢測診

所，每天從上午 11 點到下午 7 點，卡城

市民可以隨時到 1820 Richmond Rd 進

行病毒檢測。可以通過在大樓西側停車場

進入一樓接受檢測。

儘管亞省衛生服務局（AHS）官員

仍建議卡城市民通過網站 ahs.ca/covid19
在線預約，或撥打熱線 811 進行預約，

但新地點的開設給那些急需的人提供了一

個檢測的選擇。

「有症狀的人顯然比沒有症狀的人風

險更高，所以要想更快地獲得檢測，我建

議使用該工具或撥打 811」，亞省衛生服

務局的醫療官員 Jia Hu 說。

Hu 說， 即 使 你 認 為 自 己 感 染

COVID-19，參加檢測也是有價值的，因

為它會給公共衛生官員提供更多的信息。

「底線是，我們正在努力擴大檢測人

數，因為無症狀傳播可能會發生，人們可

能攜帶病毒而不自知，」他說。「我們認

為，人們應該知道自己是否陽性，知道了

誰是陽性，誰不是陽性，可以幫助人們重

返社會。」

卡 爾 加 里 地 區 現 在 有 六 個

COVID-19 檢測中心。除了列治文路

（Richmond Road）的地點外，其他各中

心只接受病人預約。

檢測是通過咽喉部位取樣來進行的，

檢測結果可確定患者在檢測時是否感染了

冠狀病毒，但不能確定患者以前是否感染

過病毒。

亞 省 有 能 力 每 天 完 成 10,000 次

COVID-19 檢測。然而，目前平均每

天只使用了該能力的三分之一左右。在

3200 多例檢測中，陽性率為 0.4%。

美國6月16日起禁止中國客運航班出入境

卡城病毒檢測 無需再預約

「搜刮口罩」新聞被籲下架
特魯多霸氣回應

B e l l加拿大公司位於蒙特利爾的總部

（Oknidius，CC BY 2.0）
Telus商店（網絡圖片）

6月4日起
飛機火車船上所有人須戴口罩

稅務局開放網站舉報福利欺詐

谷歌移除印度App 竟與中國有關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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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央行

6 月 3 日宣布將隔夜拆借利率

穩 定 在 0.25%， 並 表 示 認 為

COVID-19 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似乎已達到頂峰」。

自武漢肺炎大流行以來，加

拿大央行就大幅降低了利率，將

利率從 2 月下旬的 1.75%，一

個月後降至 0.25%。

銀行的利率會直接影響到人

們貸款和投資收益的利率。央行

為了鼓勵借貸和投資以刺激經濟

而降低了利率，但降低利率並不

是央行應對 COVID-19 打擊的

唯一手段。

央行還啟動了許多債券購買

計畫，以確保系統中有足夠的現

金。

該銀行表示：「該行改善

市場的計畫已達到預期效果。」

「經過三月份的巨大壓力之後，

短期融資狀況有所改善。因此，

央行將定期回購業務的頻率減少

到每週一次。」

中央銀行表示：「如果市場

條件允許，該行隨時準備調整

政府債券購買計畫。」「與此同

時，其購買聯邦、省和公司債務

的其他計畫仍在目前的頻率和範

圍內繼續進行。」

中央銀行現在預計國內生產

總值與 2019 年第四季度相比將

下降 10% 至 20%，低於 4 月份

預測的 15% 至 30%。

該行在解釋其利率決定時

說：「發達經濟體的大規模政策

反應有助於彌補收入損失，並緩

解了經濟停擺的影響。」他說：

「金融狀況有所改善，大宗商品

價格在今年初急劇下跌之後，最

近幾週有所上漲。

加拿大統計局 5 月 29 日發

布報告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加

拿大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
下降了 2.1%，是自 2009 年以

來最差的一季度。推斷第二季度

可能會更差。

如果以年化增長率算，第一

季度實際 GDP 下降了 8.2%，

報告分析認為這是由於家庭支出

減少，以及 3 月份為應對武漢

肺炎流行而導致的非必需業務關

閉所致。因肺炎肆虐，3 月份關

閉一些非必需的業務，並關閉

邊境，施行旅行限制等，導致 3
月份 GDP 下降 7.2%。 4 月份

下降 11%。

該報告稱，國內生產總值的

嚴重下滑，反映了 3 月份開始

為遏制病毒大流行採取的措施，

例如關閉學校和非必需的業務，

關閉邊境，旅行限制，以及本季

度初發生的事件，主要是安省教

師罷工及 2 月份的鐵路封鎖。

迄今為止，聯邦政府為應對

病毒流行的直接支出總額約為

1,520 億元，使國民保持了較強

的購買力。但國會預算官員說，

這可能會使赤字達到 2,600 億

元，使國債超過 9,500 億元。

最新的聯邦支出數據顯示，

政府已通過加拿大緊急應變福

利（CERB）向 829 萬人支付了

414.4 億元；向 181,883 家公司

提供了 79 億元的工資補貼；向

478,399 人支付了 6.526 億元學

生緊急援助金。

【看中國訊】5 月 29 日，加

拿大聯邦新民主黨（NDP）黨

領星格（Jagmeet Singh）在網

上召開了溫哥華華人媒體會議，

對「香港國安法」發表了看法。

星格認為中共應該信守其承諾，

維持香港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

星格對剛剛通過的香港國家

安全法表示非常的擔憂與關注，

而香港國安法從根本上剝奪了香

港人表達政治立場的自由，因此

受到了香港年輕人的強烈抵制。

他表示，香港的國安法限制了香

港人的自由與權利的表達，而這

對香港人是至關重要的。

一些加拿大高等院校的學生

也舉行了抗議活動，抵制香港國

安法。對此星格認為，年輕人能

夠通過和平的抗議來表達訴求，

這是加拿大社會的一部分。他表

示，不應該壓制學生們自由地表

達他們的訴求，學生們應該享有

言論自由。

星格是加入國際政要聯盟的

國會議員之一。他認為，中國與

香港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理

應受到尊重，而撕毀合約會對香

港與世界局勢產生不利影響。

國際政要聯盟的聲明中表

示，中國強推香港國安法是對香

港自治、法治以及自由的全面攻

擊。嚴厲的法律只會使事態升

級，危及香港的未來。

肺炎疫情持續衝擊卡城房地產

jinfanhao@hotmail.com jinfanhao168

【看中國訊】5 月卡城房地

產市場持續冷淡，銷售量對比 4
月再創新低，只有總共少於 600
宗交易，共 1080 套房產達成交

易，比去年同期下降 44%。

CREB 首席經濟學家 Ann-
Marie Lurie 說：「COVID-19
和社交距離措施的衝擊開始緩

解，這讓買賣雙方開始回到市場

上，但這個市場仍與正常時候的

市場相差甚大，樓價有持續下跌

的趨勢。平價房產更受市場歡

迎，這可能是因為不同房產類型

和價格區間的趨勢導致。」

事實上，所有價格的房產銷

售量都在下降，但 50 萬加元以

下房產銷售量仍是最多。在更貴

的房產類別中，與銷售量下降比

例相比，庫存的下降仍不夠多，

這令月供應量遠高於過去 5 年

的高漲水平。銷售轉向平價房產

的趨勢，將導致卡城平均房產價

格的持續下降。

卡城房產基準價格與去年同

期相比下降了平均 2% 以上，與

上月相比下降了 0.4%，目前市

場仍在供大於求的情況下運作一

段時間。

肺炎疫情和社交距離措施也

導致失業率上升，許多企業部門

的工作崗位減少，對消費者信心

和住房市場帶來壓力，其中一些

業界的工作崗位流失是短期的，

但能源公司的流失問題仍然是最

大擔憂。在整個高薪專業技術服

務業中，大量工作崗位流失代表

房產市場需要更長時間調整，特

別是高價位的豪宅市場。

以下是不同類型房產的情

況：

獨棟房屋

卡城獨棟的銷售持續放緩，

西區的銷量減少最明顯。 5月總

體銷量為 670 套，比去年同期

下降 43%，主要原因是庫存量減

少。目前全城獨棟房屋供應量仍

保持在 4 個月以上，在價格較高

的地區——西區和市中心，供應

量在 7 個月以上。至於樓價，全

市各區跌幅不一，其中市中心、

西區、西北區、東北區的總體跌

幅較大。

公寓

5 月的公寓銷量為 137 套，

比上月的 95 套有所改善，但仍

比去年同期少了 60%。供應商

減少庫存的行動仍不足以抵銷銷

售放緩的趨勢，供應月數在 10
隔月以上。此外，基準價格繼續

下跌，目前比去年水平下降了

2% 以上，均價及中位數價格也

保持下跌，東北區跌幅最大，超

過 5%。本月銷售的房屋大多是

在 20 萬元以下。

連排屋

與其他物業類型一樣，連

排房屋的銷售量與去年相比減

少了 35%，共 273 個單位達成

交易。庫存有所減少，供應月數

在 5.5 個月左右，但對於歷史水

平而言，仍處於高位。至於基準

價格也呈下跌趨勢，比上月下降

1%，比去年同期下降近 4%。

推出房屋基金贊助

CREB 也同時宣布推出住

房基金贊助項目（Community 
Foundation），為分別創造住

房（Legacy Grants）、讓人有

所居（Community Grants）和

改善住房品質（Transformation 
Grants）的合資格慈善機構或非

營利機構提供贊助申請。

CREB 社 區 基 金 會 主 席

Sharon Bercuson 說：「在人們

最需要的時候能夠展示出我們的

社區精神，我為此感到自豪。我

們得贊助框架建立在基金會長期

以來的捐贈基礎上。」

這 3 項基金，目標分別是

為社區住房帶來實質改善、為有

需要的人提供居住機會和翻新、

修復社區基礎設施及空間。

這 項 申 請 將 在 2020 年 9
月 1 日截止，成功申請者會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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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Residential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YTD
2010

 YTD
2011

YTD
2012

YTD
2013

YTD
2014

YTD
2015

YTD
2016

YTD
2017

YTD
2018

YTD
2019

YTD
2020

YTD  MAY

來源: CREB®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0

 YTD
2010

 YTD
2011

 YTD
2012

 YTD
2013

 YTD
2014

 YTD
2015

 YTD
2016

 YTD
2017

 YTD
2018

 YTD
2019

 YTD
2020

YTD  MAY

Detached Apartment Semi - Detached

Row 10 Year Average Source: CREB®

CITY OF CALGARY TOTAL NEW LISTINGS

 404,000

 406,000

 408,000

 410,000

 412,000

 414,000

 416,000

 418,000

 420,000

 422,000

 424,000

 426,000

 -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May.
'19

Jun.
'19

Jul.
'19

Aug.
'19

Sep.
'19

Oct.
'19

Nov.
'19

Dec.
'19

Jan.
'20

Feb.
'20

Mar.
'20

Apr.
'20

May.
'20

Inventory Sales Benchmark Price
Source: CREB®

CITY OF CALGARY TOTAL INVENTORY AND SALES

-

2

4

6

8

10

12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來源: CREB®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Average Price Y/Y% Change Median Price Y/Y% Change

Benchmark Y/Y% Change Source: CREB®

CITY OF CALGARY TOTAL PRICE CHANGE

320,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來源: CREB®

520,000

500,000

480,000

460,000

440,000

420,000

400,000

380,000

360,000

340,000

May. 2020

CREB® Calgary Regional Housing Market Statistics
 10

City of Calgary
Total Residential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YTD
2010

 YTD
2011

YTD
2012

YTD
2013

YTD
2014

YTD
2015

YTD
2016

YTD
2017

YTD
2018

YTD
2019

YTD
2020

YTD  MAY

來源: CREB®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0

 YTD
2010

 YTD
2011

 YTD
2012

 YTD
2013

 YTD
2014

 YTD
2015

 YTD
2016

 YTD
2017

 YTD
2018

 YTD
2019

 YTD
2020

YTD  MAY

Detached Apartment Semi - Detached

Row 10 Year Average Source: CREB®

CITY OF CALGARY TOTAL NEW LISTINGS

 404,000

 406,000

 408,000

 410,000

 412,000

 414,000

 416,000

 418,000

 420,000

 422,000

 424,000

 426,000

 -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May.
'19

Jun.
'19

Jul.
'19

Aug.
'19

Sep.
'19

Oct.
'19

Nov.
'19

Dec.
'19

Jan.
'20

Feb.
'20

Mar.
'20

Apr.
'20

May.
'20

Inventory Sales Benchmark Price
Source: CREB®

CITY OF CALGARY TOTAL INVENTORY AND SALES

-

2

4

6

8

10

12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來源: CREB®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Average Price Y/Y% Change Median Price Y/Y% Change

Benchmark Y/Y% Change Source: CREB®

CITY OF CALGARY TOTAL PRICE CHANGE

320,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來源: CREB®

520,000

500,000

480,000

460,000

440,000

420,000

400,000

380,000

360,000

340,000

May. 2020

CREB® Calgary Regional Housing Market Statistics
 10

卡城1～5月份房屋總銷售量統計 卡城房屋待售期

獨立屋
待售期（月）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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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房屋價格統計

平均價 中位數價格
基準價

（元）

趨勢線
雙拼屋公寓

10年平均值連排屋

一季度GDP降2% 
加央行維持0.25%基準利率

昔日繁忙的多倫多街道現在悄無人煙。（Adobe Stock）

加國第三大黨領
支持香港維護一國兩制

Jagmeet Singh（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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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逃亡瑞

典的中國貪官「紅色通緝令中的第三號人

物喬建軍，日前已被引渡到美國洛杉磯，

喬建軍在美國將面臨洗錢和移民欺詐等指

控。而中方的通告稱，喬於 2011 年 11
月攜款 3 億多人民幣逃到境外。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司法部星

期一 (6 月 1 日 ) 表示，根據美國中區聯

邦地區法院檢察官的一份聲明，美國當

局在上週末將喬建軍拘留，喬涉嫌串謀

實施移民欺詐、國際性偷運贓物，以及

洗錢。

56 歲的喬建軍（又名 Feng Li）在

美國和中國同時面臨指控。喬建軍是中國

「紅通」逃犯，在紅通名單中排名第三，

化名李峰，出逃前曾擔任中儲糧河南周口

直屬倉庫主任。喬建軍於 2011 年 11 月

攜款 3 億多元人民幣出逃，河南省檢察

機關介入偵查發現，他與糧商勾結騙取國

家糧食款 7 億多元。

喬建軍逃亡和資產轉移的地點涉及

13 個國家和地區。報導稱，喬通過中

國大陸、香港和新加坡的銀行洗錢數百

萬美元。他隨後用部分贓款在美國加州

蒙特利公園 (Monterey Park) 購買兩間

物業。

喬建軍自 2013 年起居住在瑞典，並

於 3 月開始申請庇護。 2018 年瑞典當局

逮捕喬建軍，2019 年 7 月 9 日，瑞典正

式拒絕了北京將喬建軍引渡回中國的請

求。瑞典最高法院表示，因為中國的司法

和人權狀態令人震驚，法庭認為喬建軍一

旦被送回大陸，很有可能因其政治原因而

遭到迫害，這違反了歐洲國家之間簽署的

《歐洲公約》。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稱，瑞典高院

2019 年 6 月決定不引渡喬回中國，並釋

放他。 據喬建軍的律師說，香港「反送

中」示威對瑞典的決定產生影響。不過，

喬建軍獲釋不久，瑞典當局應美國要求再

次將其扣押，指喬建軍涉嫌在美國從事洗

黑錢及移民欺詐等罪。

喬建軍的前妻趙世蘭 2008 年申請投

資移民美國，併為已經離婚 7 年喬建軍

申請配偶簽證，又謊稱資金來自喬的兩家

麵粉廠，實為受賄贓款。其在美國購置估

計總價值 2，800 萬美元的房產，已經獲

得美國檢方證實，其中大部分房產、地產

是用喬建軍貪污的贓款購買的。趙世蘭

2017 年與美國控方達成協定，承認移民

詐騙，同意將數千萬美元房產全送美國聯

邦政府，換取輕判。

喬建軍於 6 月 1 日下午在洛杉磯被

提審。如果喬建軍所有在美國被控的罪

名均被判決成立，他將面臨最高 55 年的

監禁。

「紅通」喬建軍從瑞典引渡美國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導】「六 ·
四」31 周年將至，近日《看中國》獨家獲

得來自中共退伍軍人對六四鎮壓軍令的爆

料，為保護爆料人安全，所涉人員的名字

及詳細資訊均略去。該退伍軍人表示，

6 月 3 日白天的時候官方還說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到傍晚的時候軍隊就接到命

令 : 直接用裝甲車碾壓學生；對阻攔坦克

的，直接拉到坦克裡「抹脖子（用軍刺割

斷動脈）」後再丟出去。

該退伍軍人表示 :「那天河北 XX 軍

中午吃完飯的時候，突然就緊急集合，沒

有說什麼任務，直接就是備戰狀態來到北

京，當天晚上看著人（學生），被拉到坦

克裡邊用大皮靴、用腳踩，牙叉骨都給踩

下來了。」

他透露，對於此事，還有一名曾直接

參與屠殺學生的軍官，也是一個活生生的

證人，「他當年是連長，當時他們都簽了

生死令。 那天晚上，有人的地方讓直接

就壓過去，裝甲車直接就壓過去。這都是

讓終身保密的。」

「（央視）媒體上報導的說是打不還

手罵不還口，那都是抬了一個面兒。 哪
有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實際上是用那個

軍刺一個一個、上（坦克）來一個勒一

個，上來一個勒一個。像我們這當兵的，

像這普通人傍著肩膀從動脈那一下就給撂

倒了，很輕鬆的，不要說軍刺了，一個水

果刀（割動脈）一下子就撂倒了。」

他接著陳述說：「他（連長）提起這

事兒就老哭，他哭的什麼？他說就像日本

人那時候南京大屠殺的老兵一樣，一提這

事兒就想哭，他就說太殘忍了 ! 他說太殘

忍了！這件事之後他回來就進了煤氣公

司，直接就讓他復原了，人家現在做的是

個『大老闆』。 他有一個東西是不讓別

人看的，每個月給他發的工資特別高，就

因為這個事兒。他還沒正經到天安門呢，

他就到前門大街那塊兒。」

該退伍軍人還說，他在北京遇到過一

個河南的老爺子，「他一直在北京找他兒

子，找了 4 年，他家孩子六四那時候圍

觀看熱鬧，就消失了，活不見人死不見

屍，找政府部門根本查不到。 這孩子現

在活著也有四、五十歲了。」

他還透露，自己在 2008 年時就退出

了共產黨。「我入黨的時候，信心滿滿要

跟著黨走，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可以獻給

黨，但是經歷這麼多現在我什麼都明白

了，這個黨不要也罷！ 」他坦言道：「現

在中國的樹根兒都壞了，像是個睡得不舒

服的溫床，我每天都做惡夢。我現在就是

混日子，混日子養活我一家老小，以前我

還有夢想，我現在沒夢了，只要活得平平

安安就好。像 5 月 21 號（兩會）那天，

3 點 49 分，突然一下子天就黑了，哇！

啥都看不著。當時我就感覺今年是災年，

大災要來了。」

【看中國記者岳劍清綜合報導】韓國

今年 4 月舉行了第 21 屆國會大選，當時

現任總統文在寅所屬的共同民主黨獲得了

壓倒性的勝利，但近日卻被爆出作弊疑

雲。有外媒指出，韓國大選採用的華為制

投票機，有疑似非法操縱、通訊投票和提

早投票等作弊行為。

據《Newsweek》日本版 6 月 1 日報

導，韓國選務官員採用華為製造的 LG 
Uplus 5G 作為官方的投票和計票設備。

東亞研究中心對此提出質疑，華為生產的

點票機和計票機，以及其硬體和軟體的網

路通訊設備可能被人為篡改。此外，用於

通訊投票和提早投票的「QR code」也有

問題。東亞研究中心表示，該投票伺服器

可連結到中國，也能透過「QR code」從

外部將其指令發送到主伺服器，並從中國

當地運行。

據悉，由中國制的投票機引發的爭議

已不是第一次，2015 年時，菲律賓因南

海主權問題與中國關係緊張，擔心北京會

在投票機動手腳從而干涉將在 2016 年舉

行的總統大選，最終決定不再使用由中國

蘇州製造的投票機，而是從臺灣進貨。此

外，武漢肺炎在韓國爆發期間，2 月 28
日，一名前中國網軍在韓國最大的搜尋平

臺 NAVER 上發文，揭露北京介入韓國

總統大選、說明文在寅勝選等驚人內幕，

在韓國引起巨大反響，但該文最後也遭到

刪除。

這名前中國網軍是朝鮮族人，他在文

章中披露，在韓國不論是總統大選還是地

方選舉，都有網軍在參與，而中共這樣做

的目的就是想讓韓國成為其一部分，好讓

它在實力上可以抗衡美國。文章稱，中共

在韓國的 1000 多名網軍中，有約 15%
是韓國人，其他都是中國的朝鮮族人，大

多數是在韓國留學的大學生。 而且在韓

國已經找不到沒有中共網軍在暗中控管的

社群。

文章指出，文在寅競選總統時，中共

暗中介入幫其勝選，是中共讓他拿下總統

之位。 而文在寅本身是共產主義者，他

利用中共上臺後，作為回報一直在幫中共

做事，包括釜山尾浦港中國制鐵建設、全

羅南道光陽的中國鋁廠開工、政府核准永

宗島及松島的中國投機資本進入、世宗市

智慧都市的中國建設公司、中國的太陽能

建設等等。文章稱，中共與共同民主黨

親中政客合作，打算併吞韓國電力公司

（KEPCO）。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李文亮

的同事、感染武漢肺炎的武漢中心醫院醫

生胡衛鋒搶救無效於 6 月 2 日早晨去世，

他於 1 月下旬與同院的心外科副主任易

凡被確診感染，兩人治療期間皮膚發黑，

一直受各界關注。

6 月 2 日，《澎湃新聞》獲悉，武漢中

心醫院泌尿外科副主任醫師胡衛鋒於今天

早上 6 點多去世，胡衛鋒於 1 月中下旬

被確診感染後留在武漢市中心醫院治療，

至 2 月 7 日轉入武漢市肺科醫院深切治

療部並使用葉克膜（ECMO）。 他病情

曾明顯好轉，3 月 22 日撤下葉克膜，4
月 11 日拔除氣管切開套管，能夠正常說

話，3 日後轉入普通病房。不過，胡在 4
月 22 日及 5 月 21 日先後腦出血，至今

日早晨搶救後不治。

在長達四個多月的醫治中，胡衛鋒

和心外科副主任醫師易凡都曾「面容變

黑」，病情一直備受公眾的關注。

胡衛鋒是武漢市中心醫院第六位因感

染武漢肺炎疫情去世的醫護人員。此前，

該院眼科醫生李文亮、甲狀腺乳腺外科主

任醫師江學慶、眼科主任醫師梅仲明、眼

科退休副主任醫師朱和平，分別於 2 月

7 日、3 月 1 日、3 月 3 日和 3 月 9 日去

世；該院倫理委員會職工劉勵，亦因感染

武漢肺炎搶救無效，3 月 20 日在武漢市

金銀潭醫院去世。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2006
年，不滿 16 歲的中學生張志超遭到指控

姦殺同校女學生而被判處無期徒刑，但

今年 1 月 13 日，張志超卻被改判無罪釋

放，而該案也被寫入了今年的「兩高報

告」中。 6 月 1 日，遭到冤判無期徒刑的

張志超的代理律師袁楓已正式對山東省臨

沂市中級法院提交了申請書，其欲向國家

賠償金額達 788.9 萬元（當中包括精神

損害撫慰金 600 萬元，以及 5449 日的侵

犯人身自由賠償金 1889440.75 元）。 張
志超也強調，「如果沒這場災難，我已完

成學業，有了謀生能力。」

2005 年，臨沂市臨沭縣第二中學分

校曾發生一女學生失蹤之後死亡。後來經

當地公安機關偵查認定，時年未滿 16 歲

的高一學生張志超涉嫌強姦及致人死亡。

2006 年 3 月，臨沂市中級法院判定張志

超犯下強姦罪，而判處無期徒刑；2011
年，正在服刑中的張志超在某次與母親的

會面過程中突然開口喊冤。

2015 年 5 月 27 日，《中國青年報》

刊載了《迷霧重重的中學生姦殺案》，並

報導「張志超案」（又稱王廣超包庇案）

中的可疑事項。經過最高法院指令，今年

1 月 13 日山東省高級法院再次審理這一

起 15 年前的案件。根據最終宣判顯示 :
張志超被改判無罪。

16歲冤判坐牢14年
求償780萬

獨家：六四退伍兵揭駭人屠殺真相

前中共官員喬建軍（圖片來源：美國之音）

醫生染疫變黑
搶救無效去世

韓國大選爆作弊 華為票機有問題

1989年六四前夕在天安門廣場上的

學生。（Getty Images）

1989年6月5日「王維林」阻擋坦克行進。

六四倖存者方政（圖片來源：VOA）

▲

▲

▲

韓國總統文在寅（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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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經濟受武漢肺炎

疫情衝擊，企業破產員工失

業的情況各地比比皆是，零

售、外貿等行業最為明顯。

日前中國總理李克強稱6億

人月收入千元，隨後官媒開

始大肆宣傳「地攤經濟」。

從中國多個渠道傳出的信

息來看，在疫情的影響下，史無

前例的失業大潮正在中國蔓延。

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

1~4 月 31 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

率 5.8%。外出農民工減少超五千

萬，這些農民工隱形失業率並未

體現出來。不過，非官方的失業

率估計遠遠高於這個數字。中泰

證券的測算稱，中國的失業率約

為20.5%，有超過七千萬人失業。

以 零售業為例，成立於

2011 年的全時便利店原是北京

便利店中的佼佼者，一度占據

京城最大的市場規模。 5 月 11
日，遍布北京的全時便利店官方

發布公告稱，因公司經營戰略調

整，全時便利店北京區域所有門

店將於 5 月 20 日 24 點 0 分結

束經營。該公告發布後不久就

被刪除。 5 月 12 日，又發布了

中國官媒開始大肆宣傳「地攤經濟」。（Getty Images）

一份幾乎一模一樣的通知，但是

將「結束經營」這一說法改為了

「經營調整」。

5 月 13 日，全時再次發布

重要通知稱：「因為疫情影響嚴

重，我們被迫進行戰略性調整，

便利店業務將進行整合、優化，

整合之後將會積極引入戰略合

作，重新出發。」儘管結局尚不

明朗，但全時便利店全部關門卻

是不爭的事實。中國零售業受到

疫情的衝擊可見一斑，一線超大

型城市北京都如此，二、三、四

線城市更堪憂。

而 5 月 28 日，李克強在記

者會上的言論更是猶如一顆震

撼彈。李克強說：「我們人均年

收入是 3 萬元人民幣，但是有

6 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 1000
元，1000 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

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

情，疫情過後民生為要，就業是

最大的民生。沒有就業那就是 9
億張吃飯的口，有了就業就是 9
億雙可以創造巨大財富的手。」

這席話，最關鍵的還是那句：6
億人每月的平均收入 1000 元。

《新京報》5 月 29 日報導，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實解釋稱：

「中國有一半左右人，其收入

財經簡訊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疫情導致海外需求大減，中

國外貿企業訂單減少而出口受

阻。官方呼籲出口產品轉內銷，

但實際情況並不樂觀。

疫情影響下，很多中國外貿

出口企業尋求出口轉內銷。中國

商務部部長鍾山稱：「外貿企業

原來多數是單一做出口的，現在

出口受阻之後，政府支持他們出

口轉內銷。」

有民眾評論說：「內銷的成

本遠遠高於外銷，關鍵很多企業

外銷是靠出口退稅掙錢的，內銷

哪有甚麼出口退稅？」也有的人

說：「內需總量不變，出口轉內

銷沒有實際意義。」

全球貿易活動因疫情衝擊，

恢復正常仍需時日，中國出口企

業當務之急需求轉型，但現實中

的瓶頸也迎面而來：國內市場交

易鏈條相對冗長、回款慢。對外

貿企業來說，要在短時間內重新

瞭解新的市場並建立渠道，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

據路透社 6 月 1 日報導，提

到出口轉內銷，在深圳經營一家

主打出口 LED 產品的企業家章

先生稱：「並非易事，品牌、渠

道，甚至整個訂單模式等等，從

生產到經營都遇到水土不服。」

一家江蘇紡織企業負責人表

示：「為了滿足國外客戶的供應

商標準，一般我們的工廠從軟件

到硬件標準都比國內高，成本也

會相應偏高，轉內銷是個自救辦

法，但我們在價格上實在是沒有

優勢，還擔心產不對銷。」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

事長黃奇帆也表示，轉內銷後收

取國內增值稅和其他稅負，成本

上漲後可能會不適應國內銷售。

【看中國訊】美國商務部發

布最新消息，對於 33 家中國公

司和機構的新經濟制裁，將於 6
月 5 日生效。這些企業機構被

控協助北京當局監控新疆維吾爾

族等少數族裔，或與大規模毀滅

性武器和中國軍方有關。

商務部在 5 月已宣布將把

這 33 家企業列入經濟制裁黑名

單。這項最新行動代表川普政府

打擊可能為軍隊採購所需物資的

中國企業，以及懲罰北京當局打

壓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

根據美國商務部網站所列

黑名單，上榜單位包括公安部物

證鑑定中心、研製超級電腦「天

河二號」的北京計算科學研究中

心、知名資安公司奇虎 360 及知

名臉部辨識開發商雲從科技等。

被制裁的公司還包括東方網力，

也就是中國最知名的人工智慧公

司，其子公司深網視界與監控新

疆維吾爾族穆斯林行動有關。

水平低於全國平均收入水平。」

「傳遞出一個信號，就是有相當

規模的老百姓當前遇到了就業收

入問題。」

李實認為，受疫情影響大的

主要是城市裡的農民工群體。就

業受總需求的影響，「大家都去

擺地攤，真正能掙錢的有多少

人？畢竟還有一個需求領域。即

使在流通領域，搞活一點，促就

業、增加收入的作用還是有限

的」。但是官媒近日大肆宣傳

「地攤經濟」、「馬路經濟」，甚

至報導稱有大排檔業主表示，在

允許出店經營的情況下，每天至

少收入都是在 3 萬元以上。

這類文章一多起來，也遭到

中國民眾的質疑：一般小吃每天

也就賣幾個小時，就按照一天 8
小時工作來計算，該攤主要做到

每天收入 3 萬元，意味著攤主

平均一秒鐘必須賣出 1 元多的

小吃。而如今失業率飆升，很多

人為了節約開支都在家裡自己做

飯，一個大排檔怎麼能夠日收入

3 萬元？有網民嘲諷道，美國開

啟星際旅行，中國卻重啟 30 年

前的「地攤經濟」。商戶捨棄商

場而擺地攤，顯示居民消費能力

正大幅下降。

北京大肆宣傳地攤經濟    

中國外貿企業出口受阻 
轉內銷水土不服

美對33家中企機構
新制裁5日生效

6成香港美商擔憂   
港版國安法致經營受損

【看中國訊】根據路透社報

導，北京強推港版國安法，除象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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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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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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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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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美中經過近兩年的貿易戰才

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卻因北

京強推港版國安法，令兩國陷入

僵持狀態，外界都在關注貿易協

議存廢的問題。

目前，中國完成第一階段貿

易協議採購目標的可能性越來越

小。最近幾週，由於北京當局強

推港版國安法，有關美國總統川

普可能會廢除這個貿易協議的聲

音不斷傳出。各界及北京的分析

機構對川普推文的每個字都極為

關注。

針對港版國安法，川普 5
月 29 日表示，北京當局從根本

上剝奪了香港的自治權，因此美

國將開始審查給香港提供的貿易

和旅行等待遇，根據情況予以取

消。人們注意到，川普在講話中

沒有提及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執

行情況。

路透社 6 月 1 日引用熟悉

白宮的人士的說法，在白宮看

來，這個協議對川普來說就如同

一個「雞肋」。一個風險就是北

京可能無法兌現承諾，不能完成

採購美國產品的目標。如果取消

這個協議，就會重啟雙邊貿易

戰。

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

所估計，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只完

成了今年設定的採購美國商品目

標的 40% 左右。

協議規定，在協議生效後的

第一年，中國要在 2017 年的水

平上增加 770億美元的採購量。

而在美國宣布將取消香港的

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要廢？

徵香港「一國一制」時代的到來

外，更在法律、外交和商業界引

起軒然大波。對此，香港美國

商會於 6 月 1 日及 2 日針對其

180 位成員進行調查，以瞭解在

港美企對於港版國安法的看法，

6 月 3 日公布完整調查報告。

受訪群體中，55.3% 成員

回答「非常」擔心港版國安法，

約 60% 成員認為業務營運會因

此受到損害，近 30% 成員考慮

轉移資金、資產等。

印度斥資66億美元 吸
引全球電子製造商

【看中國訊】6 月 2 日，印

度政府正式宣布針對其電子製造

業三大刺激方案，將斥資 5000
億盧比（約 66 億美元）吸引境

內外企業在印度投資，印度因此

有望取代中國大陸成為全球智能

手機生產中心。

三大刺激方案分別是生產激

勵計畫（PLI）、促進電子零件

和半導體製造計畫（SPECS），
以及更新版電子製造集群計畫

（EMC 2.0），旨在促進印度的

電子製造。

印度電子和信息技術部表

示，未來 5 年內，在印度生產

產品的銷售量增長部分，可獲得

4% 至 6% 的財政獎勵。

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商務部大樓

（美國之音）

特殊貿易地位、中美關係進一步

緊張之際，傳出北京當局要求暫

停採購美國農產品的消息。

據彭博社 6 月 1 日報導，

知情人士說，國有貿易商中糧集

團和中儲糧集團被勒令暫停採購

美國大豆、豬肉等訂單。

最新的跡象表明世界上兩個

最大的經濟體之間來之不易的第

一階段貿易協議正處於危險之

中。中國總理李克強 5 月重申

了執行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

承諾，但此後中美關係的緊張局

勢升級。

北京的舉動激起了交易市場

上普遍存在的擔憂情緒。

Paragon Global 董事總經

理 Michael McDougall 說：「市

場已經看到中美之間的關係日趨

惡化，許多人認為，由於迄今為

止中國商品購買的緩慢進展，貿

易協議的未來已經處於危險之

中。」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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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說出脫貧真相

甚麼才能真正轉移視線呢？

是突然拋出的一個港版國安法。

這個法案引起了巨大震動。但是

當局意想不到的是，在兩會落幕

之日，李克強突然說出了引爆輿

論的一番話，結果現在火又燒向

了當局自己。

在 5 月 28 日人大閉幕日的

記者會上，李克強被問及今年

的「脫貧攻堅」任務能否順利完

成。他表示，中國人均年收入是

3 萬元人民幣，但有 6 億人每個

月的收入也就 1000 元。 1000
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

難，現在又碰到疫情。「受這次

疫情的衝擊，可能會有一些人返

貧，脫貧的任務更重了」。

李克強還說，現在低保、失

業保障、特困救助等人員大概一

年 6000 萬人左右，預計今年人

數會增加較多。

李克強是說了大實話，連日

來國內外都在議論此事，因為

按照當局原定目標，2020 年要

「實現全民脫貧」、「建成小康

社會」，這是習近平 5 月分到山

西考察時還在強調的，也是王滬

寧控制的官媒一直在吹噓的。但

被李克強這麼一說，不是露餡

了嗎？

王滬寧反擊李克強

隨後，有網友在海外推特上

反映，中國網民們贊成李克強的

文章都被封殺了。

《經濟日報》也刊出御用

專家李實專訪，解釋說 6 億人

平均月入 1000 元左右是「平

均」，並非指這 6 億人月入都只

有 1000 元。還說這 6 億人不僅

包括在就業、有收入的人口，也

包括無就業、無收入的人口。

且不說御用專家的說辭有幾

分可信，而且，為甚麼當局要封

殺網民支持李克強的議論呢？

這還不夠，黨刊《求是》雜

誌 6 月 1 日重刊習近平 2019 年

發表的〈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補短板問題〉講稿，這個舊講話

現在發明顯是有目的而來。講話

中聲稱：中國已「躍升至中等國

家水準」，是發展中國家的「優

等生」；預估到 2020 年，中國

的城鄉人均收入相對於 2010 年

將「翻倍成長」。

對於這篇舊稿重登，有海

外大外宣媒體刊出的文章標題

稱：〈中國宣布實現全面小康目

標〉。作者聲稱，習近平在前述

文章中表示，中國已經基本實現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可見，

為了滅掉李克強點起的火，大外

宣已經全然不顧講話其實是去年

的了。

筆者認為，李克強說出這番

話，絕非失誤，而是中南海權鬥

在延燒，李克強對外界發出了不

滿長期受壓制的信號。很可能是

王滬寧為習近平搗弄出的甚麼中

國夢、人類命運共同體及 2020
年實現小康社會之類垃圾，終於

讓李克強忍無可忍。

故此，王滬寧掌控的官媒連

續出手，表面上是為中南海滅

火，實際上更像打李克強的臉。

無論是封殺網民讚美李克強的言

論，還是出動官媒三番四次「滅

火」，幕後都是王滬寧。他指令

黨刊搬出習近平的舊講話，正是

為了針對李克強，畢竟李克強

是二號人物，只有習近平能壓

制他。

習近平看來異常信任和重用

王滬寧，連李克強任組長的抗疫

領導小組，都要讓王滬寧擔任

唯一副組長，盯緊李克強。當

然王滬寧也一直大力吹捧習近

平，搞甚麼《大國戰疫》書冊，

讓習近平心花怒放，可謂各得

其所。

故此，中南海高層內鬥膠

著，哪管得中國民生多艱、6 億

人月收僅 1000 元的苦況？到頭

來官方照樣宣稱「今年全面小康

實現了」，也只是一個官方數

字，一場為當局歌功頌德的戲碼

而已。

兩會閉幕日 李克強道出真相

傳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出走美國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近日網傳在 2016 年任志強批

「官媒姓黨」事件中，公開站出

來為任志強辯護的前中共中央黨

校教授蔡霞，已經到了美國。

旅美中國民運人士趙常青 5
月 31 日在推特爆料，中共中央

黨校教授蔡霞已經到了美國，至

於蔡霞甚麼時候去了，推文並未

介紹。推文並附有蔡霞在網上發

表的對北京強推「港版國安法」

的看法。

蔡霞說：香港的主權是中國

的，但香港的治權是香港人民

的，而香港的地位和秩序是全世

界的。中共現在毀壞香港的自由

貿易港地位，毀壞香港作為一個

全球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意味

著甚麼？意味著中共挑戰全球。

她表示，對於今天的中共來

說，香港是曾經屬於中國的一個

小漁村，僅此而已。中共沒有任

何權利對香港人民蠻橫施暴。中

共推出「港版國安法」，是為了

維護中共少數人的專制統治而強

暴香港人民。

蔡霞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視

線是在兩個多月以前，在曾預警

武漢肺炎的李文亮醫生去世後，

民間湧現一片爭取言論自由的呼

聲。網上最少出現兩封由逾 50
名知識分子聯署的公開信，要求

落實《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

利，及保障中國人不應再因言論

受到威脅等訴求。聯署者包括著

名法學家張千帆及許章潤，以及

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

蔡霞在接受港媒《有線新

聞》電話採訪時表示，要在這次

事件中吸取教訓：「說真話才能

夠讓每個人安全地生存，我覺得

這個道理是非常淺顯明瞭的，而

且《憲法》上早就寫了，只是我

們這們這麼多年來沒有很好的落

實。」

此外，蔡霞還曾在「黨媒姓

黨」事件中因力挺任志強引發輿

論波瀾。事件源於 2016 年 2 月

19 日，習近平在視察央視時強

調「黨媒姓黨」。

2 月 19 日當天，在微博上

擁有 3000 多萬粉絲的知名前地

產商、紅二代任志強發表兩條質

疑博文。其中包括：「人民政府

啥時候改黨政府了？花的是黨費

嗎？」還稱「這個不能隨便改！」

「別用納稅人的錢去辦不為納稅

人提供服務的事。」

2016 年 2 月 29 日 晚， 北

京西城區委發通知指，任志強多

次在網絡上發布「違法信息和錯

誤言論並產生惡劣影響，嚴重損

害了黨的形象」，決定給予任志

強留黨察看一年處分。

就在對任志強作出處分的幾

天前，2 月 25 日，中央黨校教

授蔡霞為任志強說話，稱任志強

的言行是「黨員的權利」。蔡霞

指出僅僅因為任志強就公共媒

體「姓黨」提出疑問，就被扣上

嚇人的政治帽子的做法，違反黨

章，堵塞黨內言路，而且損害黨

內團結，對中共本身沒有任何

好處。

今年 3 月初，任志強發文

不點名把習近平稱作「一位剝

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

丑」。文章發出不久，任志強

失聯。

4 月 7 日，北京市紀委網站

消息，任志強涉嫌「嚴重違紀違

法，目前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區

紀委區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

查」。

全國兩會似乎成了當局轉

移視線的絕佳機會。之前

由於隱瞞疫情，被國際追

責索賠，國內也不時有以

反習為旗號的抗議聲浪透

過網絡釋放，習近平壓力

山大。

新疆女副主席任華落馬

【看中國訊】近日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副主席任華被調查。她

是今年兩會後被查的首個省部級

官員。

十八大後，有三位省級女官

員落馬，除任華外，還有北京的

呂錫文、山西的白雲。

6 月 1 日，中紀委國家監委

網站消息稱，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副主席任華涉嫌「嚴重違紀違

法」，目前正接受中共中央紀委

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任華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

5 月 18 日，她出席當地的記者

會，談論食品安全問題。

任華出生於 1964 年，山東

煙台人，仕途一直在新疆。歷任

自治區黨委辦公廳信息處處長、

辦公廳副主任、烏魯木齊市委常

委、宣傳部部長等職。 2018 年

1 月，任華升任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副主席。

任華是十八大後第三位落馬

的女性省部級官員。第一位是山

西省委原常委、統戰部長白雲，

第二位是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

錫文。

白雲出生於 1960 年，曾任

職共青團山西省委書記，2013
年 1 月，白雲升任山西省委常

委、 統 戰 部 部 長。 2015 年 2
月，白雲被「雙開」，被查出收

受他人賄賂，共計摺合人民幣

1781 萬元。 2016 年 10 月，白

雲被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

《法制周末》曾報導，山

西省平定縣一開發商曾行賄多

人，他被查後只白雲一人就退回

2000 萬元人民幣，那時白雲尚

未被查。外界猜測，白雲涉案金

額很有可能過億。

呂錫文，1955 年出生，是 
十八大以來北京落馬的「首

虎」，背後為其站臺的有賈慶林

和劉淇，其落馬是北京官場大震

盪的開始。

2015 年 11 月，呂錫文落

馬，她當時是十八屆中央候補委

員、北京市委副書記。

當 局 指，2001 年 至 2015
年期間，呂錫文利用職務上的便

利，為請託單位和個人謀取利

益，收受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

1878 萬元。

2017 年 2 月，呂錫文以受

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13 年。

習近平和李克強在今年全國人大閉幕會議上。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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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時拒鎮壓 曝前38軍軍長徐勤先近況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

導】今年 6 月 4 日是「六四」事

件的 31 週年紀念日。在 1989
年「六四」屠殺清場中，曾拒鎮

壓的前 38 軍軍長徐勤先近況再

引關注。

總部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

信息中心 6 月 3 日報導說，與

已故的毛澤東秘書李銳關係密切

的一名消息人士透露，「六四」

時拒鎮壓被判刑五年的前 38 軍

軍長徐勤先身體狀況很差，但

84 歲的徐勤先仍在世，但被嚴

密監視中。

據稱，儘管徐勤先身體狀況

很差，但仍被嚴密監視，當局可

能是擔心境外媒體突然對他進行

採訪。徐勤先有嚴重心臟病及胃

病，右眼已盲，左眼也已很不

好，且腰椎，腿都有問題。

但該中心多次致電河北石家

莊某休干所徐勤先家中的電話，

一直無法接通，也聯絡過徐勤先

所在的休干所管理處及徐勤先醫

院的相關醫生，也無法證實徐勤

先是否仍在世。

徐勤先「六四」時是少將，

是當時軍隊在被視為王牌的 38
軍的軍長，他因拒絕鎮壓，被軍

事法院判刑五年。

去年「六四」事件 30 週年

前夕，徐勤先也被曝受到當局嚴

密監視，家中電話被切斷，行動

被限制。朋友不可去石家莊探視

他，而他也不可去北京同朋友

見面。

2018 年「六四」29 週年期

間，徐勤先也被軟禁在家。中國

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當時披露，徐

勤先的身體狀況不好，除患有老

人病，徐的右眼已盲、左眼視力

很差。然而，由於他的「反叛背

景」，軍方以人手不夠為由，對

他的待遇越來越差。

1989 年 5 月 17 日， 徐 勤

先被上級要求率軍入北京執行戒

嚴令，拒絕在部隊調兵令上簽字

並做好了被殺頭的準備 :「寧肯

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 !」「這

個事和打仗不一樣 , 這是個政治

性事件和老百姓發生衝突，不能

這麼辦！」

徐勤先因拒絕帶兵進北京鎮

壓學生和市民，先是被撤去軍長

職務，後被開除中共黨籍及判監

五年。

但徐勤先抗命事件非常敏

感，中共官方的公開文字中沒有

提及，在內部發行的《鋼鐵的部

隊：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史》中，

也只有簡短的十餘字記錄：「原

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

戒嚴任務。」

徐勤先抗命事件，大陸民間

流傳多個版本。其中一個說法

是，中共作戰命令起草好後，先

送給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

昆，趙紫陽是第一副主席；楊尚

昆要鄧小平先簽才肯簽，於是命

令先送給鄧小平，鄧簽好後，楊

尚昆才加簽。但徐勤先拒絕執行

命令，認為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

陽沒有簽字。徐說：「這個命令

我無法執行，它不符合中央軍

委調兵的規定」。

依照中央軍委有關規定，凡

調動一個班以上攜帶武器裝備的

部隊進京，須有中央軍委的調兵

命令，調兵命令上須具有中央軍

委主席鄧小平、中央軍委常務副

主席楊尚昆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

席趙紫陽的簽字，缺一不可。

還有一個版本是，1989 年

3 月，徐勤先在軍事訓練時，不

慎將大腿摔成骨折，住進了北京

軍區總醫院。在 40 多天住院期

間，他目睹了北京學生運動。

5 月中旬，徐勤先突然被召

到北京軍區司令部，北京軍區司

令員周衣冰和政委劉振華向其傳

達中央軍委命令，要求第 38 軍

火速開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

制止所謂的「動亂」。

徐當場沒有表示抗命，而是

架著枴杖回河北省保定市召集會

議，宣布軍委命令。在一切就緒

後，徐勤先給北京軍區司令部

打電話，說自己因傷不能帶兵

進京。並表示，不管上面給他

定什麼罪名，他都絕不親自「挂

帥」。之後，他以請病假為由

離開部隊，又回到北京軍區總

醫院。

美國媒體曾刊文披露說，徐

勤先曾對歷史學者楊繼繩表示，

「寧殺頭，不做歷史罪人。」 

徐勤先（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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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相：將改革移民政策

英國首相約翰遜 6 月 3 日
投書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表

示， 如果北京當局強推港版

國安法，「英國政府將大改移

民政策，任何持有英國國民

海 外 護 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BNO） 的港人，將獲

准入境英國 1 年，以及其它更

多權利，包括工作權，為他們將

來取得英國公民權鋪路。」

約翰遜投書中稱，現在持

有 BNO 的香港人大約有 35 萬

人，另外還有 250 萬人有申請

資格。約翰遜強調，這將是英

國出入境系統史上最大簽證體

系變革之一，他說：「若證明有

其必要，英國政府會很樂意採

看中國記者黃淨宇綜合報導

北 京強 推「港 版 國安

法」，香港人心惶惶之際，美

英兩國目前正就香港的局勢

發展加強溝通合作。目前，

英美政府和議會正在推動不

同的方式，為受北京當局壓

迫的港人提供庇護。

英美開大門 推具體措施迎港人

取這一步。」

消息一傳出，香港湧現一波

BNO 護照續領潮，連日有不少

市民到速遞公司排隊，將續證所

需文件寄往英國。

英國外相拉布（Dominic 
Raab）於 6 月 3 日在英國下議

院發表聲明，中國現在還來得及

放棄港版國安法，否則，中國將

面臨反制。據《法廣》報導，拉

布表示，北京當局必須做出選

擇。如果北京不顧一切，破釜成

舟，繼續往下走，破壞香港高度

自治，實施香港版國安法，英國

將與多個國家組成聯盟一起抵制

中共。拉布表示，英國絕不會對

香港發生的事坐視不管。

他強調，北京當局若強推國

安法，英國將設法讓香港持有英

國國民海外護照者成為英國公

民。據 BBC 報導，早在英國首

相約翰遜投書之前，英國七位前

外相聯名寫信給英國首相強生，

敦促他組織全球聯盟，協調各國

對中國大陸侵犯香港自由的問題

做出一致回應。

蓬佩奧正在考慮 
港人來美

蓬佩奧（Mike Pompeo）5 

月 29 日對華府智庫「美國企業

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講話，錄音週一公開。

當蓬佩奧（Mike Pompeo）被問

及到美國是否正考慮「歡迎香港

人來美國，並引進他們的企業家

創意」時，他表示「我們正在考

慮此事」。

蓬佩奧說：「如你所知，英

國（ 與香港）的關係不一樣，

這些人很多都有英國護照，香

港和英國之間有很悠久的歷

史。這非常不一樣，但我們會

考慮。」

蓬佩奧於是 5 月 30 日，

港台簡訊

港青年被陷害  
遭遇72天冤獄

北京推國安法 港政商界被迫表態
【看中國訊】北京在

香港強推「港版國安法」，

惟立法仍未完成，香港政

商界已瀰漫一股「人人表

態」的高壓氣氛。前香港特

首、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日前點名指英資的

匯豐銀行「還未就國安法

表態」，揚言匯豐可隨時被

中資銀行「隔夜取代」。

前特首梁振英 5 月 29 日在

社交媒體 Facebook 發文，稱北

京人大公布將審議「港版國安

法」已過去一個星期，但匯豐銀

行（HSBC）仍未就立法表態，

質問銀行會否跟著以美國為馬

首是瞻的英國政府走；又揚言

匯豐的利潤主要來自中國，絕

不能讓這家自稱英資的銀行「一

邊賺中國的錢，一邊跟著西方

國家做損害中國」的事。

梁振英更語帶威嚇，稱匯豐

在中國的業務，「中國和其他國

家的銀行完全可以隔夜取代」；

更聲言要讓英國政府、政客、匯

豐這類英資機構知道，「which 
side of the bread is buttered」

（明白自已的利益所在）。

法廣報導，中國力推港區

國安法，利用不同方法要求各

界表態支持，商家巨賈自不例

外。據了解，中方以各種方式

要求不同界別表態的事一直有

暗中進行，當前的香港大有文

再於福克斯新聞的節目中，直

接批評中國共產黨正在加劇對

西方的破壞，如今再違背自己

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他

說，如果北京對待香港的方式

與對待中國大陸的方式相同，

那麼所謂的「一國兩制」就沒有

意義了，「美國也沒有區別對待

香港的理由」。

美國共和黨參議院領導人麥

康奈爾（Mitch McConnell）6 
月 1 在國會發言時說，美國有

作為逃避戰爭和共產主義難民導

航燈的深厚傳統，「應為香港人

再一次發揮（導航燈）作用」。

上星期四，美國國會共

和 黨 眾 議 員 加 拉 格（Mike 
Gallagher） 和 匡 希 恆（John 
Curtis）表示，將很快提出一項

法案，呼籲美國將香港公民指定

為「第二優先難民」，在特殊情

況下放寬對港人發放簽證、並提

供庇護綠卡。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薩斯

（Ben Sasse）則表示要推動「香

港庇護法案」，提倡美國自動給

予香港人庇護，「讓受到共產主

義壓迫威脅的勇敢香港人在這裡

安心居住，直到他們的家園重獲

自由。」

6/6確定罷韓投票

【看中國訊】台灣行政院長蘇

貞昌 6 月 2 日宣布推出「振興三

倍券」刺激消費，每人支付 1000
元換 3000 元三倍券，紙本從 7
月 1 日起預購；信用卡、電子票

證與電子支付從 7 月 1 日起綁

定，皆從 7 月 15 日起領取與消

費。根據規劃，民眾可透過入信

用卡、行動支付、電子票證、紙

本等，共計 4 大管道預購，1 千

元換 3 千元，在刷卡方面更規劃

只要刷卡超過 3000 元，直接退

還 2000 元的便民用法。蘇貞昌

表示，2300 萬國民加上有居留權

的外籍配偶、陸配都能領，從剛

剛生出來的新生兒，到 100 多歲

老人家，都可以領，不限年齡。

台灣推「振興券」 
刺激經濟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

綜合報導】針對Wecare等

民間團體所發動的罷韓，

高雄市長韓國瑜連續3次向

法院聲請「停止執行」罷免

案，但均遭到駁回。

綜合《自由時報》與中央社

報導，Wecare 高雄原定今天（2
日）晚上在高雄凹子底公園舉

辦罷韓遊行，但是因為遊行路線

的人行道施工，經考量民眾與行

車安全，改為定點集會，參與大

批民眾則在公園裡高呼「6 月 6
日、非韓不投」。

至於高雄市長韓國瑜 2 日

則是分別安排出席市政會議視訊

會議、高雄振興購物嘉年華的首

抽抵用券記者會，以及高雄市農

會農民節表揚大會等行程，並主

打防疫、紓困與市政，以因應連

日來的罷韓遊行。

眼見罷韓投票日開始倒數，

除了韓國瑜在因應罷韓活動之

外，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2 日

也首度發聲，他在臉書上表

示，「港都高雄，四年後用政績

PK，不要用政治 PK」，他強

調，「檢驗縣市首長表現，以四

年為基準，用政績決定去留是常

態。我們尊重罷免法治，但卻

不願看到政治的對決」；他也盼

望，「高雄人有智慧，懂得肯定

會做事的團隊。」

雖然多位政治人物希望停止

罷韓，但是民間團體 Wecare 等

提起的罷免案已經連署過關，而

中選會也已對外公告 6 月 6 日

舉辦投票。不過，韓國瑜除了

跑行程因應罷韓，也已經連續 2
次向法院聲請緊急處分，來要求

「停止執行」罷免案，但都遭到

駁回，另有 1 次也向最高行政

法院提起抗告，但亦被駁回。

只是，韓國瑜仍不放棄，就

在二度遭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

定駁回之後，5 月 29 日透過律

師再次要求律師向最高行政法院

提起抗告，然而最高行判駁回抗

告確定。

【看中國訊】北京通過「香

港版國安法」後，香港社會人心

惶惶。《明報》委託香港中文大

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上月

25 至 29 日間，訪問了 815 名

15 歲以上香港市民對於「人大

訂立國安法」的意見，結果顯示

37.2％的受訪者考慮移居海外，

當中有 87.8％直指是受到局勢的

影響。進一步來看，年齡愈小、

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愈高的群組，

考慮移民的比例也愈高。在移民

國家方面，不同的群組有不同的

偏好，比如，建制派傾向移民澳

洲，而本土派較多選擇美國，至

於中間派則首選加拿大。 

民調：37％香港人
想移民

CNA

革時「人人表態，人人過關」的

情況。

《紐約時報》報導，北京正

在以威脅和壓力，促香港企業支

持北京對香港日益強硬的立場。

幾天前，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向

香港金融監管機構投訴，指廈門

國際銀行旗下的集友銀行管理層

向員工發 WhatsApp 信息，要

求他們簽名支持新國安法；永隆

銀行也向員工發出了類似指示。

員工還被要求將自己的簽名截屏

並分享。

該工會向當局提交的投訴

質疑，有關做法「有以上司權力

強逼員工政治歸邊之嫌」，引起

了員工之間的寒蟬效應，擔心

若拒絕簽名支持國安法，日後

會被公司針對或影響其個人工

作表現評核。

【 看 中 國 訊 】化 名

Jimmy的90後香港青年近

日接受《蘋果日報》訪問，

他表示去年11月遭在示威期

間被捕，被陷害入獄。

他提到，11 月尾，一名速

遞員送一件美國寄來的包裹去他

媽媽的住所。媽媽不知是警方圈

套。簽收後，速遞員表露警察身

份，以「企圖管有攻擊性武器」

將她逮捕。警方表示，包裹內有

3 支丫叉、540 粒鋼珠，以及橡

筋。同日，Jimmy 去警署報到，

警方以同一罪名將他拘捕。

Jimmy 向《蘋 果 日 報》表

示，他被帶到機場警署，拘留

48 小時後才獲安排上庭。因為

他問心無愧，所以還樂觀地以

為裁判官會還他清白。但檢控

方以他「在保釋期間犯事」為理

由，阻止他保釋，Jimmy 被押

送至荔枝角收押所，就此開始

了漫漫 72 天的冤獄日子。

Jimmy 的 案 件 有 諸 多 疑

點，但最具決定性的是 Jimmy
根本沒有信用卡，又如何上網購

物？而且他在警署見到的包裹和

媽媽簽收的外觀、尺寸都不同。

Jimmy 在裁判法院進行保

釋覆核，其後又向高等法院聲請

保釋，但都以失敗告終。他表

示，收押期間生活的無力感好

重，心情很差，每次都期待可以

獲得保釋，但結果心情從天堂又

跌到地獄。在高等法院的法庭

上，Jimmy 因為無法和親人共

度新年而感到絕望，在場的媽媽

和女友也一起痛哭。怎知今年 2
月 8 日，在沒有任何交代之下，

警方忽然撤控，經過 72 天的折

磨，Jimmy 重獲自由。

Jimmy 收押期間的生活條

件十分惡劣，他體驗了「5 種蟑

螂到處爬，馬桶長期倒灌和與屎

同眠的日子。」Jimmy 說，第

一個月還可以接受，在第二個月

當聽到有其他抗爭者被判刑時，

他心理壓力巨增。他說，這樣拖

下去不知何時才能結束，就算清

白，也想認罪，至少可以早些出

去，和女友、家人團聚。

雖然法庭最後下令律政司

向 Jimmy 賠償 17.8 萬港幣，

但事件令他患上焦慮症，心靈

的創傷和失去的自由，不是金

錢可以彌補的。根據香港法

例，受害人可通過民事向政府

進行索償，但過程時間長，程

序複雜，而且還要一筆不小的

開銷來負擔官司。儘管如此，

Jimmy 還是表示會眾籌打官

司，誓向政府討回公道。

【看中國訊】台灣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NCC）3 日召開委

員會議，通過中華電信行動寬頻

（5G） 業 務 3.5GHz 及 28GHz
頻段 2 個頻段的特許執照，預計

在今年 7 月台灣便將邁入 5G 新

紀元。電信業者分別祭出 5G 早

鳥方案，只要新申辦台幣 1399
元以上方案，開台便可自動升級

享有 5G 的大頻寬、低延遲、大

連結的全新服務。

台灣7月邁向5G

英國政府將大改移

民政策，允許任何

持有BNO 的港人

入境英國1 年。

英國外相拉布：

歡迎香港人來美國，

並引進他們的企業家

創意。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英國滙豐銀行在香港有大量業務，與香港政商界有密切關係。（Flickr）

（L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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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今年 6 月 4 日

是「六四」事件 31 週年，美國

國務院於美東時間 6 月 3 日（北

京時間 6 月 4 日）舉辦在線燭

光晚會，悼念六四死難者。

美國之音報導，在線燭光

晚會的參與者錄製 15 到 30 秒

的視頻，拍攝自己拿著蠟燭的

畫面（或者繪圖），簡述如何

受到天安門示威者的鼓舞，並

以 #TiananmenVigil（天 安 門

守夜）為標籤，將視頻上載到

個人社交媒體，也可轉推國務院

@StateDept 和 @StateDRL 視

頻。

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與勞工

局東亞辦公室，負責中國事務的

官員博 ‧ 米勒（Beau Miller）
說，2020 年 6 月 4 日是中共派

坦克進入天安門廣場，暴力鎮壓

爭取民主、人權和制止腐敗的和

平示威活動 31 週年。今年的疫

情影響到每年舉行的 6 月 4 日

守夜活動，也影響到傳統上舉行

的其它面對面活動。國務院因此

舉辦網上燭光守夜活動。

米勒表示，美國國務院歡迎

諸如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

舉行在線悼念活動的舉動，也邀

請美國民眾參加美國時間 6 月 3
日（北京時間 6 月 4 日）的網

上燭光守夜活動，紀念天安門示

威者的勇氣，並紀念這些勇士們

對一代代呼籲民主自由人士的

鼓舞。

米勒指出，我們決心不讓中

共抹去對天安門廣場的記憶，並

希望這場網上燭光守夜活動能鼓

勵世界各地的人權倡導者。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國家航

空航天局（NASA）和 SpaceX
於美東時間 5 月 30 日下午 3
點 22 分，在佛羅里達州肯尼

迪宇航中心（Kennedy Space 
Center），成功發射搭載飛龍 2
號太空船（SpaceX Dragon 2）
的獵鷹 9 號火箭（Falcon 9），
將兩名美國宇航員羅伯特 ‧ 本

肯（Robert Behnken） 與 道

格 拉 斯 ‧ 赫 爾 利（Douglas 

Hurley） 送 住 國 際 空 間 站

（ISS）。
獵鷹九號火箭升空 13 分鐘

後，飛龍 2 號太空船與第二節

助推火箭分離，幾分鐘後進入地

球運行軌道。飛龍 2 號以時速

2 萬 8,000 公里飛往 ISS，經過

19 個小時，飛龍 2 號在 5 月 31

日上午 10 時 16 分順利與國際

空間站對接。SpaceX 任務控制

中心隨即表示：「恭喜取得了令

人矚目的成就，歡迎來到國際空

間站。」

這是美國宇航員 9 年來第

一次不經過俄羅斯聯盟號，而是

從美國本土升空執行太空任務，

意義重大。同時，這也是人類史

上首次以私人公司開發的商用載

人太空艙載人升空，為太空發展

劃下里程碑。

據《自由時報》報導，「美國

航天飛機計畫」因預算及進度問

題，在 2011 年宣告終止，自此

美國也暫停執行載人上太空的

任務。

美國之音報導稱，川普總統

和副總統彭斯夫婦在肯尼迪宇航

中心觀看了這次歷史性的載人航

天發射。 5 月 30 日下午 5 點，

川普總統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發表

了講話。他高度讚揚了美國恢復

載人火箭發射，稱這是一個里程

碑，並逐一感謝所有參與該任務

的人員。彭斯副總統也表示，這

是創造歷史的一天，期盼美國

人可以找回 1960 年開發太空的

熱情。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負責人

布里登斯廷（Jim Bridenstine）
表示，用美國製造的火箭從美國

本土將美國宇航員送進太空，是

國家航空航天局的最高要務。他

說，現在是鬆了一口氣，但要等

到兩名宇航員成功返回後才能開

始慶祝。

SpaceX 創 辦 人 馬 斯 克

（Elon Musk）也強調，等到順

利返航才能代表這次任務圓滿成

功，「我們需要將他們安全帶回

家」。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在網絡上因模仿老師而爆紅

的中學生「鍾美美」，據傳因被

約談而刪除了全部相關視頻。

綜合大陸媒體消息，這位網

名為「烏拉旮旯 ‧ 鍾美美」的

中學生，是黑龍江鶴崗的一名

初二學生。近一段時間，「鍾美

美」在網絡上傳了多個模仿老師

的視頻。惟妙惟肖的表演讓其在

很短的時間裡增長了 30 多萬的

粉絲，贏得了廣大網友的關注。

據傳，「鍾美美」的這些模

仿視頻只是在疫情期間無聊拍出

來玩玩的，其母親覺得有趣就分

享到了網上，沒想到會有這麼多

網友關注。然而，在大批網友

期待「鍾美美」的最新作品時，

「鍾美美」自媒體平台上下架了

其所有模仿老師的視頻。

一個在網絡流傳，疑似「鍾

美美」發布的聲明顯示，「一些

個人原因，無法再為大家提供快

樂，請理解謝謝，更新到 29 號

正式退網。……」

對於「鍾美美」突然刪除視

頻背後的原因，網絡上流傳了多

個版本。有消息傳，鍾美美被當

地教育局約談，不得已只能選擇

刪除視頻退網。給數十萬網友帶

來歡樂的小朋友被約談，令眾網

友不解。「其實就是娛樂視頻而

已，當地教育局也太……」

5 月 26 日，「鍾美美」在快

手上發布一則新的視頻，回應退

網一事。「鍾美美」表示，前幾

天因為退網一事很鬧心，但是看

到網友對自己的留言及關注，很

【看中國訊】她是一名小提

琴手，今年大學畢業，但畢業演

奏會卻因為疫情而被取消，她感

到非常失望。賓夕法尼亞州的費

城交響樂團得知她的情況後，讓

她在網絡直播中表演她的獨奏。

數百名古典音樂迷傾聽了她的獨

奏，並為她喝彩。

布魯克 · 米德是費城坦普爾

大學音樂學院的畢業生。當這名

小提琴手聽說畢業演奏會因為疫

情而被取消的時候，感到非常失

落。畢業和學位授予獨奏會對她

來說很重要，可是這個難得的演

奏機會卻因病毒而被奪走了。

米德說：「我覺得自己的一

次最頂級別的演出機會被剝奪

了，今年許多畢業生對他們的畢

業典禮可能也有同感，就像我們

期待已久的這些人生中的重大儀

式一樣，讓人感覺不太公平。」

她說她幾乎放棄練習，但當她在

費城交響樂團的一次在線問答中

徵詢意見時，一切都改變了。

布魯克 · 米德問費城交響樂

團：「你有沒有甚麼訣竅，可以

教人如何面對失去一場，或者

重要的，或者充滿激情的音樂

會？」她說：「我的最終學位獨

奏會被取消了，我還在憂傷中，

都不想拿起小提琴了。」

費城樂團首席執行官兼總裁

馬蒂亞斯 · 塔諾波爾斯基看到了

她的詢問。費城交響樂團的回應

是，邀請米德在樂團的網絡直播

中表演她的獨奏，作為樂團重播

某一場演出的開場部分。

米德說：「這是網絡研討會

類型的活動，因此我沒有看到其

他人。」她說：「但我確實看到

了聊天功能，讚美和掌聲潮湧而

至，來的如此之快，我簡直目不

暇給。」米德的表演吸引了全球

數百名古典音樂迷，可能比原來

計畫在坦普爾大學費城分校的演

奏有更多的聽眾。

【看中國訊】旅遊業因疫

情停擺，但民眾渴望旅遊的

心仍在。全球知名訂房網站

Booking.com 日前公布前 20 名

「旅客夢想目的地」，台灣榜上

有名。

入列全球前 20 旅遊地的有

英國倫敦、法國巴黎、俄羅斯聖

彼得堡等大城市。台灣台北是全

球第 20 名。台灣境內旅客最愛

的地方，依序是台北、台南、花

蓮、台中和高雄。

上述新聞經由日本「Yahoo.
jp」報導，在網上引起熱議。有

日本的「台灣通」網民留言，稱

台灣的夜市美食、甜點和水果讓

他流連忘返。有人表示想再度前

往台灣，騎上自行車逛台北老

街，在台東品嘗好吃的便當，以

及名產芒果冰。

SpaceX飛龍號抵太空站

美國務院悼念六四 中學生因模仿老師走紅 被約談

費城樂團幫女孩圓演奏夢

禁止詆毀中醫藥 
北京首次起草法規

沒被確診 
加居民出現感染症狀 

5月30日，SpaceX獵鷹9號火箭將載有兩名美國宇航員的太空船送入太空。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

綜合報導】5月30日，美國
太空科技探索公司SpaceX
發射「獵鷹9號」火箭，把
搭載兩名美國宇航員的飛

龍2號太空船送往國際空間
站（ISS）。太空船已於5
月31日抵達目的地。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武漢

肺炎肆虐中國期間，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

山大力推廣中藥「連花清瘟」，引發不小

爭議。近日，北京起草《北京市中醫藥條

例》，要求民眾「不得以任何方式或行為

詆毀、污衊中醫藥」。消息一出，引發

民間爭議。

這份由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市中醫局

相關部門起草的《北京市中醫藥條例（草

案公開徵求意見稿）》（簡稱《條例（草

案）》）及說明，公開徵求意見時間為

2020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28 日。其中最

受矚目的是第 36 條，提及「任何組織或

者個人不得對中醫藥作虛假、誇大宣傳；

不得冒用中醫藥名義牟取不正當利益、損

害社會公共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或行為

詆毀、污衊中醫藥」。

草案第 54 條列明，如果違反第 36
條第二款規定，即詆毀、污衊中醫藥，尋

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構成違反治安管

理行為者，由公安機關給予治安管理處

罰；構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不少人就《條例（草案）》發表意見，

認為條文紅線不清不楚，不明何謂「詆

毀、污衊」？一時間相關話題在微博炸

鍋，網友紛紛提出疑慮，「不讓人說能進

步嗎？以後是不是其它行業都可以學中

醫出個條例不讓人說，說了就進警局？」

「什麼叫污衊中醫藥，怎麼界定？是不是

以後有人質疑某種中藥就算犯罪？沒界定

標準的法律法規還是法律法規嗎？」「堅

決反對北京市人大違規越權制定利益集團

保護法！」「大夫，您給抓的這幾副藥沒

什麼療效啊？ ... 醫生：什麼？！沒療效？

詆毀誰呢？ 110，把他逮了。」

截止 6 月 3 日上午 10 時，以「北京

市中藥藥條例」為標籤的討論，吸引了

18.1 萬人圍觀，419 條留言。大多數留

言是感到不解與疑惑，鮮少有貼文為中醫

藥條例草案辯護。

【看中國訊】40 歲的加拿大渥太華居

民帕斯瑪 (Chandra Pasma) 在 3 月中就

開始出現一些生病的症狀，後來症狀惡

化，才去當地醫院接受檢測，化驗結果呈

陰性（未感染武漢肺炎）。但是帕斯瑪認

為，這是因為她檢測的太晚，而並不是沒

有感染。

加拿大媒體 6 月 1 日報導，3 月中旬

時，帕斯瑪忽然感到頸部和耳道內有燒灼

感。這跟當時官方公布的武漢肺炎症狀沒

有關係，她也就沒有在意。但之後，帕斯

瑪家裡的每個成員都開始生病。

首先是她 44 歲的丈夫馬特．海爾曼

突然感到筋疲力盡。幾天後，這對夫婦的

三個孩子，7 歲的雙胞胎和 9 歲的女兒，

開始發燒，喉嚨痛和疲勞。大約在同一時

間，帕斯瑪自己的症狀加劇為胸痛和咳

嗽。當時她覺得：「糟糕，這就是武漢肺

炎 !」
就像許多病情較輕的人一樣，全家人

都希望在家裡呆幾週就能好起來，他們不

知道這會標誌著長達一個月的康復的開

始，即使是現在，也就是 10 多周後，家

人都沒有感覺到恢復正常。

在帕斯瑪的家中，多名家庭成員最終

出現了胃腸道問題，如噁心和腹瀉，而她

則經歷了肺部和胸壁之間的炎症。然後，

幾週後，她的肚子和大腿上部出現了水痘

樣的皮疹。

她不確定自己是從哪裡感染的疾病，

但她說，可能是在症狀開始前幾週，她

作為加拿大公共僱員聯盟 (Canada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 的研究員，前往

多倫多出差的兩次商務旅行中的一次。

目前，醫生和醫學專家們對武漢肺炎

病毒依然有太多的未知領域。疫情爆發至

今已經有半年之久，醫學界和患者也逐漸

發現這種疾病的症狀，遠不止最初人們瞭

解的那幾種，而康復所需的時間也並不一

定是兩個星期。

2019年6月4日，香港民眾舉行燭光 
守夜活動，悼念六四死難者。

（Getty Images）

感動。「鍾美美」決定要把視頻

繼續做下去，每天給大家帶來快

樂。不過，「鍾美美」在此之後

發布的視頻再沒有與模仿老師相

關的內容。

台灣上榜 
全球前20旅遊地

（Adobe Stock）

中學生「鍾美美」因模仿老師而爆紅。（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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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這個週末美國多地出現

街頭騷亂。由於明尼阿波利斯市

（Minneapolis）警察，執法過程

中涉嫌手段過當造成一名黑人男

子死亡，引發洶湧的抗議，但星

期六這種抗議出現轉向，一些人

打砸商店、搶劫商品、甚至是縱

火傷人。這個事，香港、美國的

街頭混亂有何不同？有不少朋友

的總結得已十分精闢，我也很表

贊同。

比如我的一位美國大學任教

的朋友說：第一大的不同是，今

天在美國製造街頭混亂的人，打

砸的暴徒，要讓他們得了勢，掌

握了國家。那二十年後，美國人

的下一代就要上街像今天的香港

年輕人一樣了。第二大不同：地

球的東邊和西邊街頭都有暴徒，

但東邊的暴徒穿上了警服，而西

邊還沒有。第三大不同：東邊的

警察有免死金牌，所做的事不會

被法律追究。而西邊的警察沒有

這層保護。那位涉嫌執法過當

造成黑人弗洛伊德死亡的 Derek 

Chauvin 被控以三級謀殺和過失

殺人，一起出勤的四名警察被開

除。而今在香港街頭尚無一名警

察因為過度暴力而被起訴逮捕，

免職。

新版《國安法》要求外國人

在涉及「國安」案件都得靠邊站

了，鎮壓抗議當然屬於中共所說

的「國安」案件。而在美國永遠

都會有警察因為執法過當而被起

訴和定罪，我查到的數字，從

2005 年至 2018 年，美國 93 名

警察因為執法過當造成的傷害被

起訴，因為與使用槍枝有關被判

罪名成立的有 33 人。據我所知

現在還沒有香港被警察打傷的市

民獲得民事賠償的吧。包括去年

8 月份被布袋彈打瞎一隻眼睛的

那個女生，小粉紅想和美國比，

要不要也比這個事呢？

第四大不同，是一個網友說

的金句：美國發生示威一百次還

是美國，蘇聯發生一次示威就沒

蘇聯了。

第五大不同：美國的街頭混

亂不僅要不了多久會平息，而且

社會各個階層都會有反思。而對

香港的動盪，中共永遠不會有反

思；網評員和胡錫進也永遠不會

有反思。黨媒、網評員和大小外

宣們如獲至寳，對美國的街頭騷

亂喜形於色。他們才不關心美國

黑人，也不想幫助美國改善人

權，說所有的國家天下烏鴉一般

黑，為的不過是把他們正在干的

那些惡事永遠幹下去。

網評員老說美國對印第安人

如何，美洲土著 90% 的消亡是

由來傳染病造成的，是發生在

16-17 世紀，在美國這個國家出

現之前。在英國和法國爭奪北

美的 7 年戰爭時期 1756-1763
年，中國乾隆皇帝在出征新疆的

蒙古準噶爾部，實施群體滅絕，

這個民族的人口減少了 90%，

按照清朝魏源《聖武紀》的說法：

準噶爾部十分之四死於天花，十

分之二逃到俄羅斯和哈薩克，十

分之三被清軍滅絕」。準噶爾

部從新疆完全消失。準噶爾部信

藏傳佛教，他們的的消失留下巨

大的真空，是今天新疆伊斯蘭化

的重要原因。當年發生在蒙古族

準噶爾部身上的事，今天就發生

在維吾爾人身上，歷史就在不斷

重演。因為有反思，當年發生在

印第安人身上的事，也就不會重

演。而網評員從不關心歷史悲劇

會不會在現實中重演，他們關心

的是北美印第安人的消亡，是美

國不可饒恕的原罪。

戰狼們永無反思，你從他們

身上找不到一個文明的細胞，他

們的頭腦還停留在那個把準噶爾

部滅族是十全武功、天朝聖武這

些方面。他們把文明的進步當成

弱點，美國人傻，他們把自己對

待美洲土著的黑歷史曝光，不是

白讓我們撿到槍，那我們就盡情

地向他們開火吧。

地球的東邊和西邊都在批判

美國對待黑人、對待美洲土著的

黑歷史。在地球的西邊，批判黑

歷史是為讓了文明進步。地球的

東邊，批判是為了把人類再度拉

回到黑暗時代。

很少會有人想到，2020 年

一場瘟疫會從中國爆發，並傳遍

世界。它並非像一些人所想那

樣，只是一次偶然隨機的事件。

其實，在此之前早就有警示從中

國到達過世界各地。

那就是巡迴於全球各大城市

的人體展，很多人把它叫做屍體

展。一些來源不明的屍體，沒有

人知道他們生前的名字，他們的

親人是誰，他們被一種「生物塑

化」的技術做成人體標本，然後

被擺出各種姿勢，露出肌肉和器

官，在全球巡迴展覽。

雖然這些屍體的生前身份不

明，人們不知道他們曾經是誰的

親人，但絕大部分屍體都來源於

中國，曾經是我們的同胞。而在

中國傳統倫理中，將死者遺體展

示於大庭廣眾之下，被視為是一

種對死者和他們的親人大不敬的

行為。

1999 年，德國人馮 • 哈根

斯投資 1500 萬美元，在中國

大連成立了「馮 • 哈根斯生物塑

化（大連）有限公司」。哈根

斯為什麼要在中國設廠？《瞭望

東方週刊》在採訪文章中披露：

這家公司強調的「我國屍體來源

充足，用於製作塑化標本的化

學原料及設備費用低於國外 2-3
倍」，正是哈根斯將生產基地設

在中國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0 年，哈根斯的學生

隋鴻錦離開哈根斯單干，創辦

了大連醫科大學生物塑化公司

（後為：大連鴻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雙方成為同行業的最

大競爭對手。連黨媒也承認中

國有兩家世界最大的屍體加工

廠，2012 年 8 月 24 日，人民

日報旗下的人民網曾發表文章

《哈根斯公司人體展覽屍源引爭

議》，開篇就說：生物塑化領域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工廠都位於

大連，德國「死亡博士」哈根斯

和大連醫大教授、大連鴻峰總

經理隋鴻錦先後捲入其中，而

世界上最大的展覽公司之一也

牽扯在內。

在網上快速搜索人體展，只

要幾分鐘，你會發現，人體展

曾到過德國、義大利、英國、

日本、新家坡、韓國、美國，

荷蘭、烏拉圭、澳大利亞、俄

羅斯、波蘭、捷克、法國、墨

西哥、以色列、加拿大、西班

牙……，這遠非完全的名單，只

要把一個國家名字和人體展一併

搜索，幾乎總能找到相關信息。

東西方文化都認為，瘟疫是

因為人們的道德下滑和犯罪。為

什麼說世界各地的人體展預示了

瘟疫的來臨？因為它至少說明瞭

兩件事。

第一，中國大量不明來源

屍體出現，正是處於中共殘酷

迫害信仰團體時期，而且也就

是在這個時期，大規模的不明

來源器官移植也在中國進入高

峰，甚至形成了海外大批在本

國漫長排期等待捐獻器官的人

士，花巨資到中國進行快速「器

官移植旅遊」。在這背後的，

是中共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

和難以想像的殘忍。

第二，雖然在一些地方，人

體展在民眾抗議下，被當地政府

提前關閉。但在很多地方，還是

得以舉辦，甚至參觀者絡繹不

絕。這也說明瞭人類社會整體道

德下滑，一方麵人們忽視了去制

止中共罪行，一方面大面積的人

群失去了對人類尊嚴的敬畏。世

界各地人體展的收入讓設立在中

國的屍體加工廠發了財，更變相

支持了中共罪惡行為。

二戰時，納粹德國曾經對猶

太人群體滅絕，手段殘酷，但他

們也沒有做到把被害者的屍體運

到全世界各地巡迴展覽的地步。

但是這樣邪惡的事情，卻在當今

世界冠冕堂皇的發生了，未來的

人類會把它視為這個時代的巨大

恥辱。

近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正式

宣布：無法再向國會證明香港是

一個中國以外的自治城市。國會

即可就「香港關係法」責令川普

做一點事。做些什麼事？細節尚

未決定。美中兩大國對弈，是所

謂 Clash of the Titans。是美中兩

國之間未了賬的清算，也是川普

與習近平之間的個人戰爭。其他

如林鄭和香港的什麼局長，微不

足道，連說句話的資格也沒有。

香港的阿董和梁愛詩在旁幫

腔，說香港立了「國安法」，香

港的人權和自由比以前更多。傳

中資機構要求旗下員工簽署表態

書，支持「國安法」。一九八二

年，戴卓爾夫人訪華，獲知鄧小

平要收回香港，其後中英就香港

前途幾次角力，股票動盪，民心

浮躁，那時的中國銀行與華潤，

也沒有要名下的愛國員工簽署表

態書。

香港的「自由」怎會比以前

更多？國泰航空公司二百名職員

私下在社交媒體表達意見，純屬

言論自由，即遭公司炒魷魚。董

梁兩位長者太老了，不是老姦巨

滑，繼續欺騙，就是腦退化，睜

著眼睛說瞎話。

與其繼續此等低級的哄

騙，不如看看數字。香港確有不

少美國資金。美國駐港公司有

一千二百家，其中近二百八十家

是地區總部，六百家是當地辦事

處。蘋果、彭博、Google、微

軟等，在香港僱有大量員工。八

萬五千名美國公民住在香港。

換言之，在蘭桂坊和荷李活

道酒吧，長年有一批高級華人受

雇於美國大公司，或同時為美國

籍。一杯香檳在手，與朋黨誇誇

而談，左一句「我哋公司」、右

一句「我哋美國」，非常自豪地

將「我」、「我哋」、「美國」長

期連結，在港女眼中有令人艷羨

的優越感。結賬之後當夜有下文

的優勢機率，比起在一家香港大

陸進出口企業、辦公室只在灣仔

的港男大為增加。一旦蓬佩奧付

諸行動，此等華人的酒吧便宜，

不幸不復存在。

美國對香港出口享有五百億

港元順差。但許多香港公司其實

是中國企業的白手套。美國向香

港出口大量科技產品，其中有敏

感內容，美國企業要賺錢，政府

睜一眼閉一眼，讓他們賺。在防

止中國獲得美國發明的先進科技

與容許美國企業賺錢之間，美國

政府向來努力維持平衡。因為參

議院有許多人也是這些企業的董

事。

但香港的公司早已大面積

「中國化」，孟晚舟的那間伊朗註

冊的 Skycom，在香港有分公司

空殼。美國發現繼續對香港裝聾

作啞，國家利益受到的損失，比

經香港進出大陸得到的利益更多。

一旦天平側向另一邊，美國

當然要做點事。如何做法，「敵

先動我後動」，彼此等看對方的

細節如何。但中方很有信心，

豪邁稱「美國的反應全在估算之

內」，於是香港必成鐵達尼。

香港與美國的街頭混亂有何不同？

瘟疫的一種警示
曾到達過世界各地

◎文：陶傑大玩家

弗洛伊德的弟弟公開批評濫用暴力者稱：「不要摧毀你們的城鎮！」

（Getty Images） 

5月24日，

港人上街抗

爭 《 國 安

法》港警佈

防。（看中

國）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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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24日在韓國首爾舉行的「人體奧秘」展覽。 展覽將展

出約170個標本，並吸引約100,000名參觀者，展覽將一直持續到

2005年10月3日。（Getty Images）

◎文：夏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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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5月29
日宣布，美國「終止」與世

界衛生組織（WHO）的關
係，退出該組織。因面對美

國對其處理武漢肺炎疫情

及其親北京當局的態度的

嚴重關切，WHO未能按照
美國的要求實施改革。

◆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
ntre）開始重新審查允許英國 5G 
網絡使用華為電信設備的影響。

英國《泰晤士報》5 月 29 日報導

指出，首相強生除了要求官員制

訂計畫，以減少華為對於英國基

礎建設的參與，並設在 2023 年

要完全排除；同時聯合全球 10
個國家共組「D10 聯盟」，以研

發自有的 5G 移動通訊技術，來

減少對中方的依賴。英國當局同

時也已與美國就此計畫進行聯

繫，其成員將以「G7」為基礎，

也就是美國、加拿大、德國、

英國、法國、意大利及日本等 7
國，並加上澳洲、印度與南韓，

並由美國領軍。「D10」聯盟可

能實行的策略，包括：對成員國

內的科技公司進行注資、扶植這

些企業滿足成員國的技術需求。

截至目前，諾基亞（Nokia）和

愛立信（Ericsson）是全歐洲唯

一的 5G 基礎設施供應商。

◆菲律賓外長洛欽 6 月 2
日發推說，根據總統杜特爾特的

指示，菲律賓決定暫停解除《訪

問部隊協議》。 2 月 10 日菲律

賓總統杜特爾特正式通知美國他

決定廢除《訪問部隊協議》。正

式通知發出 180 天後該條約就

自動終止。這項 1998 年的協議

在法律上准許美國以輪調方式在

菲律賓駐紮數千軍人，以參加每

年幾十次的軍事和人道救援演

練。分析人士認為，終止《訪問

部隊協議》會使美軍無法進入菲

律賓，美國將無法對中國在南中

國海的威脅做出迅速回應，會削

弱美國在該地區的反恐和情報收

集能力，還會破壞美國保護海上

自由航行，以及對抗中國在南中

國海脅迫的能力。

◆英國《周日快報》（Sund-
ay Express）報導，英國內閣首

長們正在考慮如何進一步支持臺

灣，並可能在未來五年內挑戰北

京，正式承認臺灣。報導指出，

中共處理肺炎與香港問題的手段

日益惹惱英國當局。英國智庫亨

利傑克遜學會（Henry Jackson 
Society）大英計畫主任羅傑斯

（James Rogers）指出：「英國

對臺灣的正式承認，取決於中方

朝威權主義發展的進程。但此事

發生的時間可能比人們想像的

還要早得多，約在 5 年之內。

因為幾乎沒有跡象顯示中共會

改變。」英國國會議員羅森代爾

（Andrew Rossendale）說：「英

國多年來對待臺灣的方式簡直是

可恥的……我們不能讓中國共產

黨政權進攻並壓倒臺灣。她是該

地區西方民主的燈塔，我們和我

們的盟友必須捍衛她。」這項支

持臺灣的舉動受到執政的保守黨

高層歡迎。

◆德國《商報》報導，香港

在為自由而戰。但德國政府卻沒

有對中方的鎮壓政策提出批評。

德國沉默無語，使人們對默克爾

的中國政策批評聲逐漸升高。新

的國安法可能破壞一國兩制的國

際合同，取消香港自治。澳大利

亞、英國和加拿大都表示了深切

憂慮。美國更是嚴厲譴責。但德

國政府卻一直沒有表態。德國的

對華政策，近年來主要是由默克

爾一個人來定調的。默克爾雖然

也談及人權和法治，但更重視其

他利益，特別是德中經貿往來。

德國民眾表示，如果大規模的

「反人類罪」還不足以阻止與這種

野蠻法西斯獨裁政權的對話，那

還能期待甚麼？同時還提醒默克

爾，別忘了自己的東德背景，東

德許多與共產主義鬥爭的人，以

及他們的孩子都不會希望默克爾

這麼做。社民黨對外政治家馬奇

表示，通過貿易獲得轉變沒有實

現。中國大陸依然是獨裁專政。

歐盟必須堅決捍衛自己的價值和

利益，德國在此擔負著中央角色。

世衛受北京操控   美退出WHO

川普：北京施壓                    
世衛誤導全球

川普 5 月 29 日下午在白宮

玫瑰園記者會上，細數中共竊取

美國智慧財產權、就業機會、利

用世界貿易組織（WTO）發展

中國家地位獲益、威脅太平洋地

區航行自由與國際貿易自由，並

破壞對香港自治的承諾，並再次

指控中共隱匿疫情，未向世界衛

生組織（WHO）及時通報，還

施壓世衛，誤導全球，全球因此

蒙受苦難，他要求北京政府給全

世界一個交代。

川普總統在玫瑰園簡報會中

對記者說：「由於他們未能進行

要求的和急需的改革，我們今天

將終止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

並將這些資金重新分配給全球其

它理應得到資助的緊急公共衛生

需求。」

北京完全操控世衛

川普總統說：「儘管中國大

陸每年只支付 4000 萬美元，而

美國每年支付 4.5 億美元，但是

中方已經完全操縱了世衛。」

世衛組織官員在疫情大流

行初期，極力稱讚北京的「透明

性」，卻無視臺灣有關引發疫情

的病毒的警告。並且北京反覆聲

稱該病毒不能在人與人之間傳

捍衛中國，這就產生問題。

北京延遲15天                         
公布基因序

美聯社所提出的證據顯示，

在中共嚴密管控信息，以及中國

大陸公衛體系內部的競爭下，北

京當局從發現基因序到公布，延

遲了將近 15 天。

報導指出，中國商業實驗

室微遠基因（Vision Medicals）
實驗室在去年 12 月 27 日即已

大致完成該病毒「與 SAS 驚人

吻合」的基因定序，接著於今年

1 月 2 日，病毒專家石正麗就已

確定新病毒全基因組序列。北京

當局不但未予公布，國家衛健委

1 月 3 日還發布機密通知，下令

有病毒樣本的實驗室銷毀樣本，

或是送到指定機構保管。

根據美聯社看到的內部信

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1
月 3 日獨立完成病毒定序；中

國醫學科學院則於 1 月 5 日子

夜剛過，也完成了基因序列解

碼。然而就算已有 3 個國家實

驗室各自確定完整基因序列，中

國衛生官員仍然默不作聲。雖然

武漢大學在 1 月 7 日也證實石

正麗研究，但中國疾控中心專家

說不信任石正麗的發現，必須先

驗證過，她才能公布發現。

這種噤聲命令背後一大主因

為中國大陸疾控中心研究人員希

望率先發表自己的研究報告。美

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一名病毒研

究人員說：「他們想拿走所有功

勞。」6 名熟悉內部機制的人士

指出，中國疾控中心領導階層內

部競爭激烈，科學家基於內部拔

擢的條件而根本不願分享手頭資

料。

到了 1 月 8 日，《華爾街日

報》報導，科學家已從病患樣本

中找到該病毒。中共國營媒體這

才正式宣布發現病毒，但中國衛

生當局還是不公布基因序列、診

斷測試和病患詳細資料。

到了 1 月 11 日，上海公共

衛生臨床中心張永振團隊終於在

virological.org 網站上公布基因

序列。這項舉措激怒了中國疾控

中心官員，隔天張永振的實驗室

就被衛生當局暫時關閉。

根據美聯社取得的文件，張

永振公布基因序列後，中國疾控

中心、武漢病毒研究所與中國醫

學科學院趕緊公布自身確定的序

列並徹夜檢查、蒐集病患資料，

送給國家衛健委批准。 1 月 12
日，這 3 家實驗室終於一起在

「全球共享流感數據倡議組織」

（GISAID）網站上，公布病毒

基因序列。此時距離他們各自完

成定序，已過了一個多星期，距

離首次定序也已超過 15 天。

美聯社指出，延後公布基因

序列，不僅妨礙確認病毒是否擴

散到其他國家，還拖延全球研發

篩檢試劑、藥物與疫苗。缺乏病

患詳細資料也讓外界難以確認病

毒擴散速度有多快，而這正是阻

止疫情的關鍵。目前全球已有超

過 642 萬人感染武漢肺炎，逾

38 萬 5873 人病故。

WHO未能進行改革還與北京合謀隱匿    川普擬將資金重配緊急公衛
播，而世界衛生組織一直附和，

並發布誤導全球的通告。凡此種

種，美國對此感到憤怒。

川普表示，世界必須從北京

當局那裡得到關於病毒的答案。

「我們必須要透明度，並質問，

為甚麼北京禁止武漢的感染者

前往中國其他地方，它（病毒）

沒有到北京，也不容許去中國的

其他地方，但他們（北京當局）

卻允許他們（感染者）自由地

在世界各地旅行，包括歐洲和美

國？我們必須得到答案，不僅是

為我們，也是為了全世界。」

世衛組織此前為其對病毒大

流行的反應進行了辯護，稱他們

在疫情爆發初期給予了各國領導

人足夠的時間進行干預。然而，

川普總統在聲明中特別指出了世

衛組織官員反對他在危機爆發之

初對中國實施旅行禁令的愚蠢 
行為。

譚德塞採哀兵之姿

對此，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

譚德塞以哀兵之姿表示，WHO
已經收到川普的信息，他也提

到，數十年來，世界一直受益於

與美國政府和人民的強力的合作

及參與，美國對全球健康的貢獻

和慷慨大方，在全世界的公共衛

生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譚德

塞最後更喊話：「WHO 希望這

種合作能夠繼續下去。」

不過，譚德塞及 WHO 專

家對美國提出的問題相當謹慎，

對於諸如會員國退出的流程或是

WHO 如何得知美國的決定等等

問題，均不願再進一步說明。

川普對於中共當局隱匿疫情

的指控與外界對 WHO「協助隱

匿」的指責，經媒體的扒梳下，

取得了確鑿的根據。

北京世衛合謀隱匿                    
證據確鑿

據中央社 6 月 2 日來自日

內瓦的報導指出，雖說世界衛生

組織屢次感謝中方「立即」分享

病毒基因序列，但美聯社根據數

十場訪問與 WHO 內部文件及

錄音指出，中共其實拖了一週以

上才公布序列，且推延信息令世

衛官員挫折。

美聯社掌握的錄音顯示，世

衛因北京政府依法提供的信息很

少，而被蒙在鼓裡。世衛官員之

所以公開讚揚中國，是因為他們

希望哄勸北京政府提供更多信

息。而且世衛專家真心認為中國

科學家在偵測和解碼病毒方面做

得非常好，但中共官員行事不

夠透明。世衛官員私底下曾在 1
月 6 日那一週的會議，抱怨中

國分享的資料不足，難以評估病

毒能有效人傳人的程度。世衛人

員還曾辯論如何施壓中國公布基

因序列和病患詳細資料，同時避

免激怒中共當局。

澳洲雪梨大學全球衛生教授

康瑞特‧史考特（Adam Kam-
radt-Scott）認為，世衛若施壓過

甚，有可能被踢出中國。但他指

出，隨著全球看清北京行徑不夠

透明，世衛秘書長譚德塞還繼續

把ڳ熊㨀 
 㐀　㌀ⴀ㈀㔀㈀ⴀ㈀㔀㠀㘀 
㔀㠀㜀ⴀ㜀㤀ⴀ㤀㜀㠀㠀慓㹲ꁒ첑

  桳뙛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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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匀漀礀戀攀愀渀  䠀攀渀渀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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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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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ઙ♎罏䭎쁹푧 텮ژ䥑ꑯ깎鞞

娀攀渀 ☀ 䄀挀挀攀猀猀漀爀椀攀猀꩹
ɞ䁓非㈀　㈀㈀　　 䈀愀爀挀氀愀礀 倀愀爀愀搀攀 匀圀⠀䔀愀甀 䌀氀愀椀爀攀 䴀愀爀欀攀琀⤀ 

 唀渀椀琀 䨀㈀Ⰰ ㈀㘀　㌀　　 圀爀椀琀椀渀最 䌀爀攀攀欀 䌀爀攀猀挀攀渀琀Ⰰ 䈀愀氀稀愀挀 ⠀ 一攀眀 䠀漀爀椀稀漀渀 䴀愀氀氀 ⤀

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AFP/

Getty Images）
石正麗（JOHANNES EISELE/

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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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Culture & Education
博文廣識 

2020年6月4日—6月10日第109期  B版卡爾加里版

人均收入1000元？
兩會總理答中外記者會透露

出一個數據，他說 6 億人，人均

收入只有 1000 元。那數據一出

來可以說是振聾發聵，很多人想

不到還有這麼多中國人的收入這

麼低。

李克強說，「中國是一個人

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人

均年收入是 3 萬人民幣，但是 6
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是 1000
元，1000 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

能租房都困難。」李克強說的就

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即扣掉個

稅、五險一金以後的，可以用於

消費和儲蓄的收入，就是到手的

收入。這張圖是國家統計局網站

上的圖，顯示的是從 2015 年到

2019 年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情況。可以看到人均可支配收入

從 2015 年的 21900 多一路增長

到 2019 年的 30700 多。

可能很多人覺得身邊也沒

有見過收入有這麼低的人。來看

看這組數據，也是統計局公布

的，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 30700
多。統計局將之分成了兩類，一

類是佔中國人口 60% 的城鎮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 42,359
元，另一類是佔中國人口 40%
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數字是 15,777 元。中國總人

口 14 億人，2019 年的數據顯

示，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首次超

過 60%，為 60.6%，那剩下的

40% 就是農村常住人口總數，

14 億 X40%，大概就是 5.6 億

人。那這 5.6 億人人均可支配

的收入一年就只有 15,777 元，

按照月來分，一個月大概 1300
元。李總理的話並沒有失真。

中國的低收入人群可以說還

有很多在生存線上增長，農村還

有很多留守兒童和孤寡老人，他

們是活生生一個個的個體，社會

確實也不應該忽略他們。

中國的人均GDP水準
這裡說明一下人均 GDP 和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別。GDP
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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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國企日子差的時候，民企日

子就相對好一點；國企日子好的

時候，民企日子就差一點，蹺蹺

板效應。這是什麼原因呢？我一

說大家就明白了，這是因為國有

企業控制的很多產業上游環節，

比如在在油氣開採、煤炭採選、

黑色延煉、有色採選、石油加工

這些行業，國有企業總資產佔比

都在 50% 以上，而在中下游產

業，像電子設備製造、儀器儀

錶、醫藥製造、食品、紡織、傢

俱這些行業中，國企總資產佔比

不 到 20%。 在 2016、2017 年

轟轟烈烈的去產能、去庫存後，

供給收縮，上游產品迅速漲價。

當時螺紋鋼號稱「螺紋金」，

2017、2018 年時一噸螺紋鋼的

利潤是 1000 元，還有煤炭、化

工、水泥、石子兒等，都瘋狂漲

價，這樣就擠壓了處於產業鏈下

游的民營企業，而終端產品的價

格又漲不上去，民企日子自然就

不那麼好過。等到原材料和資源

價格一下跌，國企日子馬上就難

受了，此時下游需求也萎縮，但

是萎縮的沒那麼快，所以此時民

營企業利潤的空間反而變大了，

原材料成本降低後，受擠壓程度

變輕了。

何為衰退式順差？

這個邏輯其實跟中國 15 年

外貿賺取的衰退式順差很像，衰

退時順差意思就是進出口都下

降，但是進口下降的更多、更

快，這樣出口減去進口的貿易順

非但不下降還有可能上升。世界

上大體可以分為三類國家，一類

是最上游賣資源的，像沙特、俄

羅斯這些賣石油的，像智利全球

出來的商品和服務的總價值，就

是全社會生產出來的財富總和，

那麼多的財富不可能全部都到勞

動者的手裡。國家拿一部分，企

業要拿一部分，最後剩下的才是

勞動者的可支配收入。

中國的人均 GDP 已經達到

了 1 萬美元的水平，也就是 7 萬

多人民幣的水平，但是人均可支

配收入是 30,733 元。這張圖是

2018 年全球人均 GDP 的一個

統計，中國在 60 多名的一個位

置上，這個位置的附近有幾個人

口大國，俄羅斯、土耳其、墨西

哥、巴西都是一些人口大國。除

了土耳其是 8000 多萬，其他都

1 億多，巴西有 2 億。他們的人

均 GDP 水平基本也在 1 萬上下

水平。

發達國家的人均 GDP 水平

如何呢？美國 3.27 億人口，人

均 GDP 是 6 萬多美金。德國

8000 多萬人口，人均 GDP 是

47,000 多美金，英國、日本和

法國人均 GDP 差不多是 41,000
美金。

可以看出來，中國的人均

GDP 跟這些發達國家比還有很

大的差距。從好的方面去講，中

國的勞動生產率還有很大的提升

空間。不過同文同種的華人社會

像新加坡、香港、澳門、臺灣地

區的人均 GDP 都不低，基本跟

發達國家差不多。按照正常的經

濟學原理來，中國勞動產生率不

應止步於美國的1/6之這一水平。

怎樣看數據？

李克強總理給出的 6 億人每

月平均 1000 元的收入，這個信

息很讓人震驚。但是從個方面數

據來看，這是實話、更是真話，

中國確實還有很多在生存線上掙

扎的人，這些年總量數據和平均

數據已經夠多了，比如 GDP 總

量 100 萬億人民幣，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房地產總量 400 萬億，

廣義貨幣發行量 209 萬億，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 41 萬億等等。

未來的統計數據需要更有一些溫

暖，能夠關注到中下層老百姓的

一些真實情況。

為何如果數據不全面，民

眾會得出錯誤印象呢？因為存

在兩級分化，平均數經常帶來假

象，一不小心貧窮家庭就被平均

了。比如家庭年收入的平均數，

達到 14 萬美金，是所有家庭的

平均數，一個既富有的家庭，可

以抵得上一大群貧窮的家庭。兩

級分化導致的，所以平均數經常

失真。比較有價值的其實是中位

數，平均數 14萬美金，家庭收入

中位數隻是 6 萬美金。兩極分化

越嚴重，這個中位數和平均數差

距就會越大。所以，不要被平均

數所迷惑。另外還有個數據可以

考量：眾數，眾數意思就是在某

個收入水平上人數最多的那個數。

國企民企利潤 
蹺蹺板效應

接下來我們探討中國國有

企業民營企業這些年利潤變化趨

勢透漏的秘密，這張圖顯示了三

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幅演

變。什麼叫規模以上企業？主營

業務收入 2000 萬億上就叫規模

以上。

中國民企的情況在 2014
年、2015 年利潤同比增幅是

6.9% 和 4%；同一時期 2014、
2015 年國有企業的情況是，

利 潤 增 速 是 負 的 12.6% 和

21.5%。就是在 2014、2015 年

以房地產基建為代表這條產業鏈

上的鋼鐵、煤炭、水泥、化工等

產業出現了全行業虧損，全行業

嚴重的產能過剩和需求不振，後

來國家通過三去一降一補，也就

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

成本、補短板，把這些傳統產業

給激活了，而且到 2017、2018
年日子過得還很不錯。這些傳統

產業大部分位於產業鏈的中游，

而且大部分是國企，控制著資源

和一些原材料。

在 2017、2018 年以國企為

主的這些產業的利潤增速情況很

不錯，2017 年增長了 38.3%，

2018 年增長了 12.1%，同一時

期的民營企業，這兩年就比較

慘，2017 年利潤下滑了 2.4%，

2018 年下滑了 27.9%；但是到

了 2019 年，又顛倒過來了，國

企日子又不行了，又好像回到了

2014、2015 年的狀態，當年利

潤下滑了 17.4%，然後民營企業

反而增長 6.1%。

大家發現一個規律沒有？

本期論壇先講述中國

的人均可分配收入的一些

情況，為什麼李克強總理

的話會嚇倒了很多人，他

的話是否真實可信？此外，

再會為讀者分析國有企

業、民營企業這些年利潤

趨勢的變化，也就是蹺蹺

板效應是如何形成的。

最大的銅礦出口國，像澳大利

亞、巴西鐵礦石最大出口國，這

些都是資源國；第二類就是位於

中游的像中國這樣的世界工廠，

把資源和原材料買回來加工成終

端產品銷往全世界的；第三類就

是位於最下游的，像北美、西歐

這些發達國家，是需求的主要

來源國。在 2015 年石油、鐵礦

石、銅鋅鎳等資源產品價格大幅

下跌，但是歐美等需求國的需求

下降不明顯，導致中國在 2015
年的貿易順差非但沒有下跌，反

而還增長了，是這些年最大的經

常賬戶順差，達到 3000 多億美

金。

這就和國有企業、民營企業

蹺蹺板效應很像，國有企業佔據

產業鏈上游，價格一漲，日子好

過，民營企業就受到些擠壓；上

游資源能源品一跌，民營企業就

享受到跟外貿企業的順退式順差

一樣的好處，日子就舒服點，雖

然終端需求也下降。

國有企業還有一個巨大優

勢，就是大量的信貸資源都流向

了他們，信貸的水源充沛，李克

強總理在答記者問時說的另一段

話，他說「特殊時期要有特殊的

政策，我們叫放水養魚。沒有足

夠的水，魚是活不了的。但是如

果氾濫了，就會形成泡沫，就會

有人從中套利，魚也養不成，還

會有人渾水摸魚」。這裡的放

水就是指商業銀行信貸擴張，養

魚就是養市場主體，養企業。可

是這池塘裡的魚物種天然就有差

異，有些是大鱷魚、有些是鯉

魚、還有些是小魚苗，水是放出

去了，但是最後吃到水的是哪種

魚就不好說了。

李克強兩會透真相 李克強兩會透真相 
國企民企利潤藏秘密國企民企利潤藏秘密

財經 
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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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劉翰青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大明王朝的一代鴻儒，

曾築室陽明洞，自號陽明子，世人呼之為陽明先生。

不一樣的王陽明

知名太監算是大明朝的一大

特產，也是朱元璋留給兒孫的一

筆可觀的「遺產」，為甚麼這麼

講呢？說來話長，我們都知道，

咱們祖上很看重五行學說，五行

者，金木水火土也，在天為五

氣，在地為五方，在人為五臟，

還有五色、五味、五音等等，總

之貫穿了天上地下各個領域，是

真正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現

代科學也認為我們中國的五行學

說是有道理的，至於科學家們如

何去研究他，那屬於專家需要考

慮的問題。

我想說的是，五行學說講

究，在通常情況下，任何一行都

不能偏廢－－不能太強或太弱，

否則就要出亂子，這極大的影響

了中國古人的世界觀、宇宙觀，

因而咱們祖宗很注重中正平和。

其實，不僅僅是五行學說，《道

德經》裡的「持而盈之，不如其

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儒家講究的「持中庸」、「求

平衡」，以及我輩俗人常用的

詞－－諸如「過猶不及」、「樂

極生悲」等等，都是在強調中正

平和。也因此，我泱泱中華成了

「天朝大國」，使得幾千年來保

持了幾十個「中國人的世紀」。

可是，日子沒有一直這麼過

下去，否則，我們依然是領袖全

球的超級大國。先是前文提到的

那個朱熹同學「引導」大家背離

了祖宗們向內求的原則，接著就

是政治體制上的一次巨變－－朱

元璋廢相。

我們生活在現代的很多人，以

為君主制社會的皇帝可以為所

欲為，其實大錯特錯了。

除去古人對天地的敬畏（皇帝

再尊貴也得叫「天子」）不

談，政治體制和社會輿論的監

督對皇權也有很大的抑制作

用，言官就不用說了，即使是

其他的官員給皇帝提意見，如

果皇帝因此把他殺了，史官會

毫不客氣的記下一筆，百姓們

也會送他個「無道昏君」的「

光榮稱號」，所以，除非哪個

皇帝不想混了（比如隋煬帝楊

廣），否則，九五至尊也不能

想幹啥就幹啥。

除上述原因外，還有一個對

君權的制約因素－－宰相，「宰」

有控制、掌握之意，「相」有輔

佐之意，宰相作為百官之首，就

是輔佐皇帝治理國家的，很多具

體的事情由宰相處理，皇帝一般

不直接插手，皇帝雖然可以任免

宰相，但也絕不是隨便說換就可

以換的。宋朝之前的宰相上殿議

事，皇帝還得給個座兒坐，並且

得招待他喝茶，這叫「坐論」，

您就知道這宰相有多牛了。這樣

的宰相自然不是皇帝的應聲蟲，

而是政治層面約束皇權的要職。

這種相互制約的政治體制和

社會道德機制，從很大程度上避

免了君主獨裁，在歐洲人知道

「三權分立」之前，中國傳統的

權力制約機制就已經維持幾千年

了，這也是「中正平和」這一理

念在政治領域的具體表現。

可是朱元璋對此覺的很不

爽，他覺的光當皇帝很不過癮，

還得「兼職」當宰相，於是他借

殺胡惟庸的機會，把宰相一職說

廢就給廢了，這就如同中藥裡的

君臣佐使，少了制約，人是要

中毒的，沒了制衡的權力就是

處，無秋無冬」的鐵窗內，王陽

明作了獄中詩十四首，由開始

「詎為戚欣動」的《不寐》，到後

來因《讀易》而「洗心見微奧」。

經過這番磨難的歷練，陽明先生

漸漸「忘」了九華山蔡蓬頭提到

的「官相」，也算斬斷了又一個

牽絆心靈的負累。

經歷幾個月的關押後，劉

太監免了他兵部主事的官，又

送給他四十「廷杖」，還要送他

到貴州龍場驛去做驛丞－－一

個不入品的小官。貴州在明朝

時還屬於蠻荒之地，去龍場做

驛丞是好聽的說法，實際等於

送進一個大監獄。

顛沛流離

已經做到這個份上了，劉瑾

還不解氣，按他的黑社會邏輯，

一定要陽明先生向閻王爺報到，

他才甘心。明朝的特務機關－－

東廠已經遺臭很多年了，劉瑾又

設了個管東廠的內廠，也就是監

視特務的特務，他自己則是這些

大大小小特務的頭子，就像斯大

林部下的貝利亞。這樣的東西做

起事情來是不會擇甚麼手段的，

他派了幾個殺手尾隨王陽明，要

讓王在途中發生「意外」。

陽明先生沿京杭大運河乘船

南下，他本想先回餘姚看看已近

九十高齡的祖母。可是到了杭

州，陽明感受到了劉太監派專

人「護送」的一番「好意」，為

免連累家人，他只好改變計劃，

叫家童先回餘姚通知家人，自己

暫時躲到城外勝果寺。夜裡，王

陽明開始實施自己的脫險計劃，

他起身來到牆邊，揮筆題了一首

《絕命詩》：

學道無成歲月虛，

天乎至此欲何如。

生曾許國漸無補，

死不忘親恨不餘。

自信孤忠懸日月，

豈論遺骨葬江魚。

百年臣子悲何極，

日夜潮聲泣子胥。

隨即，他到錢塘江邊去，把

自己的帽子、靴子往岸邊一扔，

佈置了一個自殺現場，然後偷偷

爬上一條商船，向東海駛去。王

陽明望著漸行漸遠的陸地長出了

一口氣，拜拜了劉瑾，老爺我離

世隱居，再不必和你打交道了。

殺手們顯然不太熟悉「躲貓

貓」，他們看到牆上的絕命詩，

又在江邊看到那個假現場，就認

定王陽明已經投水自盡，回去給

劉瑾報信兒去了。

是夜，狂風大作，王陽明搭的

那條船被刮到福建地界，他上

岸直入山中，一路狂奔幾十

里。到了晚上，他終於找到了

一個寺院，請求借宿一宿，

但人家不收留他，半夜三更，

一個身份不明，神色慌張的中

年男子，也的確不容易被人相

信。沒辦法，他只好在附近找

了一個失修多年的破廟，倚著

香案對付一宿吧。誰知那個破

廟是老虎的家，王陽明剛睡

下，房主回來了。

說來真奇，王陽明不是周正

龍，這隻老虎也不是年畫，可

那隻老虎在大殿外的廊簷下轉

悠了半夜，還用吼聲對不速之

客的到來表示抗議，就是不敢

進殿。轉眼天亮了，那個不肯

收留王陽明的和尚以為他被老

虎吃了，打算來撿他的行囊，

卻看到他在大殿裡睡的正香，

叫醒了他，「驚曰：『公非常

人也！不然，得無恙乎？』」

，於是「邀至寺」。

有意思的是，他總能在這種

時候趕巧碰上和尚道士之類的朋

友聊一些宿命的問題，在寺廟裡

他竟然遇到個熟人，就是十七歲

新婚之夜時和他聊天的那個鐵柱

宮道士，此時，陽明先生三十六

歲，正應了道士當初的「二十年

海上之約」，道士看見他笑道：

「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

先聞。」

故人相見，自然免不了一番

問候，王陽明把自己要遠遁的想

法告訴了道人，道人說：「你的

親人還在，萬一劉瑾抽瘋抓了你

父親，再誣陷你個叛國罪，咋

整？（「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

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

以應之？」）」陽明先生很為難，

我如果露面，劉瑾的殺手再來，

咋整？道士說，別急，我用蓍草

給你卜一卦吧，在王陽明十七歲

那年能準確的預言「二十年後海

上重逢」，足見這道士絕不是個

賣狗皮膏藥的，占卜結果得了

個地火明夷卦，《易經》中所說

的「內難而能正其志」正是王陽

明此時的境況，因而他決定還是

回去當他的龍場驛丞。（「因為

蓍，得《明夷》，遂決策返。」－

《順生錄》）有高人指點，王陽明

頓覺胸中鬱悶之氣一掃而空，於

是，他又在牆上題詩一首：

險夷原不滯胸中，

何異浮雲過太空？

夜靜海濤三萬里，

月明飛錫下天風。

名。這個傳統到了「偉大領袖」

朱元璋這裡也改了，舉凡不利於

安定團結大好局面的，都拉下去

「廷杖」－－就是逮到帝闕下，

脫掉褲子， 用軍棍打屁股－－這

不但是肉體上的痛苦，而且是對

「士」們精神上的羞辱摧殘。

劉瑾把不和諧的因素統統

「廷杖除名」，以保持自己權力

的穩定，可是他的權力若是穩定

了，百姓們的生活就穩定不了

了，後來「八虎」中的另一個太

監張永倒戈，和大臣聯手除掉了

劉瑾，他的權力到底沒有穩定的

了，此乃後話。

牢獄之災

面對強權，我們的主人翁沒

有激烈的抗爭，但是也沒有保

持可恥的沉默。他給正德上了

一封《乞宥言官去權奸以章聖德

疏》，這個題目是王的學生整理

他的文集時後加的，他的原文通

篇用詞委婉，要求「合理」，沒

有一句「去權奸」之類的激烈言

辭，他只是想解救言官們，言官

們若是得以保全，權奸自然受

制，這很符合陽明先生的路子。

劉瑾一看，這還了得，我把

那些不肯和諧的都消滅在萌芽狀

態，就是要他們「不折騰」，你

小子還在這製造不穩定因素，於

是，王陽明上了劉瑾的黑名單。

正德二年（1507 年），劉瑾把

反對他的人一一列出，稱為「奸

黨榜」，光榮上榜的，包括劉

健、謝遷等一干議長、國務卿級

的重要人物，共五十三人，王陽

明的大名竟然「受寵若驚」的排

在第八位。劉瑾傳宣群臣在金水

橋前召開「批鬥大會」，把那份

所謂的「奸黨榜」貼在朝堂前，

以期殺雞儆猴。

王陽明本人在前一年就被

劉瑾送進了詔獄－－關押政治

犯的牢房。其實，他只要提筆

給劉瑾寫一封悔過書，立即就

可以被車馬迎還，因為劉在嚴

酷打擊文官的同時，也急需樹

立「投誠」的標兵，當時也確有

這種「聰明人」。

然而，王若那麼做了，也

就不是陽明先生了。在「窒如穴

插圖：Alin

（三）

獨裁，這樣，朱元璋自覺日子

過的滋潤了，可是，卻給後世

中國的走向埋下了禍根。廢相

給明帝國帶來的後果就是－－

當朱氏子孫盲目崇拜某太監

（比如明英宗對太監王振），

就會造成人禍（比如土木堡

之變），而且後來的明帝國皇

帝們大多有曠工的嗜好，這就

給替皇帝蓋公章（掌印太監）

和整理公文（秉筆太監）的

太監們提供了胡作非為的廣闊

天地。

太監劉瑾

好太監並非沒有，比如

永樂時期的鄭和七下西洋，

廣傳正統的中國文化，立下

不世之功。可那不是劉瑾的

理想，他的偶像是英宗時的

太監王振，您就知道這位

能幹出啥事兒了。他哄著武

宗朱厚照玩的很開心，想方

設法去弄奇鷹異犬，還特選

一些色目女子進宮，讓小皇

帝享受到耳目聲色的鮮味異

品，玩到各樣新東西。

另一個拍武宗馬屁的方法

就是送錢。或許有人會問，全

國的財富不都是皇帝的嗎？

這是我們很多現代人的一個誤

區，國庫裡的錢是國家的，皇

帝不能隨便動用，皇帝的錢都存

在自己的「帳戶」裡－－明朝是

內帑（音同「躺」）、宋朝叫內

藏庫、清朝稱內務府，因此，皇

帝如果生活沒有計劃，手頭也會

很緊的。於是，劉瑾假傳聖旨，

讓各地鎮守太監每人向武宗獻白

銀萬兩，又強掠民田，廣建皇家

莊園三百多處，收取租賦，供武

宗揮霍。

武宗和「八虎」（劉瑾和另

外七個太監）在一塊兒玩的太

過分了，連受他老爸顧命的大臣

也不召見，而且不經內閣六部研

究，直接下發聖旨，常常出錯。 
結果終於玩出事兒了，有一天打

雷，正殿梟吻、太廟脊獸和天壇

的大門都被雷給劈壞了，這在信

仰「天人合一」的中國社會可是

個不得了的事情，大臣們認為這

是上天對皇帝的警告，不能再這

麼胡鬧下去了。於是，由戶部尚

書韓文牽頭，作文高手李夢陽執

筆，眾大臣聯合給正德上了一份

奏章。文章寫的相當漂亮，刺激

得朱厚照「驚泣不食」。

劉瑾這頭也沒有坐著等死，

八個太監連夜去哭求正德，以頭

搶地說：「非上恩，奴才們都得

去餵狗。」並且誣陷支持大臣們

的司禮監太監王岳，說他欲限制

皇帝出入，結果王岳被發落南

京。前朝老臣除李東陽外，劉

健、謝遷等閣臣都被正德攆回家

養老去了。

富有主人翁責任感的大臣們

自然不肯善罷甘休，他們上疏請

留劉、謝。上次請誅八虎，是北

京的言官首先發難，這次的聲勢

則由南京的言官來扛大旗了，南

京六科給事中幾乎都站了出來，

戴銑，李光翰，徐蕃，牧相，任

惠，徐暹等連名上奏，請留劉

健、謝遷。南京十三道御史薄彥

徽，陸昆，蔣欽等十五人，連名

上疏請屏八黨，又「復上公疏」

請留劉健、謝遷。

劉 瑾 對 此 的 回 報 是「廷

杖」－－這又是朱元璋的「發明

創造」，中國的傳統是「士可殺

不可辱」，宋末名臣文天祥寧死

不降元，元廷對他也絲毫未加折

辱，而是成就了他民族英雄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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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Hui, also known as Yan Yuan, was 
a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from 

the state of Lu (521-481 BC). He was the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 and ranked 
number one among the 72 disciples of 
Confucius. Yan Hui was born into a poor 
family but was accepting of his situation. 
He was smart, diligent in his studies, and 
could learn by analogy. Due to his good 
character, Confucius often praised him. 
However, Yan Hui passed away at the age 
of 40 and was later venerated as one of the 
Four Sages.

 Once Yan Hui had a dis-cussion with 
Confucius: "I think a person should not be 
ashamed of being poor. One should know 
one's place regardless of his background. 
Although one does not have high social 
status, he does not feel inferior about him-
self and won't behave shamefully in front 
of aristocrats. One does not build up his 
reputation by putting on airs, instead, he 
supports friends through adversities in the 
whole lif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aking 
the above-mentioned as the standards for 
the conduct of life? "

 Confucius replied: "Very well. If one can 
be contented regardless of his poor family, 
while not feeling inferior in front of aristo-
crats, he won't have other desires. Although 
he does not have a high social position, he 
does not consider himself lower than aristo-
crats, then he can behave naturally, humbly 
and politely. He can treat everyone fairly 
and does not put on airs, therefore, people 
respect him. He does not isolate himself 
from social groups, so he makes friends, 
values loyalty, and support friends through 
adversities. He does not talk too much or 
overdo things so he can unite things well. 
If you can make it, even the ancient sages 
were nothing more than this." Confucius 
saw Yan Hui's action really met his words; 
he then often praised him and trusted him 
very much. 

 Once, Confucius was trapped somewhere 
between the state of Chen and Tsai and had 
no food. He had not eaten for seven days 
and was exhausted. During the daytime, 
he could only lie down and rest. Yan Hui 
brought back some rice from out of no-
where and cooked it afterward.  

 After a while, as soon as the rice was about 
to be ready to eat, Confucius yet saw Yan 
Hui take the rice from the pot and eat it. 
When the rice was ready, Yan Hui politely 
invited Confucius to have the rice. Confu-
cius pretended that he did not see what just 
happened; stood up and said, “I just dreamed 
of the ancestors. Since the rice looks clean, 
I would like to offer it a sacrifice for the an-
cestors and eat it later.” In Chinese culture, 
it is prohibited to offer food after one has 
started eating from the dish as a sacrifice, 
otherwise, it would be disrespectful for an-
cestors. 

 Yan Hui replied in a hurry, “Please don’t. 
There was some charcoal ash that fell into 
the pot and stained the rice. It would be a 
waste if I threw it away so I ate it.”

 Confucius sighed and told his disciples: 
“People should trust what they see. But 
even what the eyes actually see is not neces-
sarily the truth. People trust with their heart 
but even the heart is sometimes not reliable. 
You all should remember that truly under-
standing a person is never easy!”

 The incident of “Yan hui stealing food” 
almost caused Confucius to misunder-
stand his favorite student. After that, he 
understood the truth that “Seeing is not 
necessarily believing.” Even a sage could 
misjudge and doubt his most trusted dis-
ciple, not to mention we ordinary people. 
Fortunately, he knew how to wisely un-
derstand the truth and finally resolved the 
misunderstanding.  

  People may only believe what they actu-
ally see. However, what the eyes can see 
is very limited because there are too many 
things that human eyes cannot see. We 
should not judge things from the surface 
but from various angles to comprehend the 
whole picture. If one only sees things from 
a single perspective, there will be biases.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misunder-
stand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claim that 
they have witnessed it. So they are haunted 
by that misunderstanding and feel hatred. 
There are even some who die with regrets 
that they cannot let go of. It is not worth 
living a painful life just because of a mis-
understanding!

During the late Sui Dynasty (581 – 618 
AD), there was a scholar living in 

Taiyuan City of Shanxi Province. He was 
very poor as he made his living by teaching 
young children.

 His home was very close to a government 
warehouse. One day, he sneaked into the 
warehouse and discovered tens of thou-
sands of strings of coins. [Editor's note: 
Chinese coins had a hole in the center and 
were threaded on strings to be carried.] He 

could not help taking a few. At that precise 
moment, a man holding a spear and dressed 
in golden armor appeared in front of him. 
The man said, "If you want to take this mon-
ey, you must get a note from Sir Yuchi. The 
money here belongs to Yuchi Jingde."

 The scholar then looked everywhere for 
Yuchi Jingde, but for quite some time he 
could not find such a person.

 One day, he went to a black-smith's shop 
and learned that one of the blacksmiths 
there was named Yuchi Jingde. He entered 
the workshop and saw the barebacked, 
messy-haired Yuchi, who was forging iron.
The scholar waited until Yuchi stopped to 
take a break. He then went up to greet him 
very respectfully. Yuchi was surprised and 
asked him, "Why have you, a scholar, come 
to see me?" The scholar replied, "My family 
is poor while you are very rich.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for 500 strings of coins. Would 
you please grant me that request?" Yuchi 
was outraged, saying, "I am a blacksmith. 
How could I be rich? Are you insulting 

me?" The scholar then said, "Please have 
pity on me. Just write a note and give it to 
me. You will know what's going on in the 
future." Yuchi figured he had nothing to 
lose, so he asked the scholar to write the 
note himself. The scholar wrote on a piece 
of paper: "I give [and he wrote his own 
name] 500 strings of coins." Then he dated 
it, and Yuchi endorsed the note by signing it.
The scholar thanked him and left with the 
note. Yuchi and his apprentices could not 
help but laugh. They thought the scholar 
was simply absurd.

 The scholar went back to the warehouse. 
He again met the man in golden armor and 
presented the note to him. The man in ar-
mor read the note and smiled. "This is cor-
rect," he said and asked the scholar to hang 
the note on the roof beam. He allowed the 
scholar to take 500 strings of coins and 
made certain it was 500 strings only.

 Several years later, Yuchi Jingde became a 
general for Li Shiming,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He earned great merits. 

When he retired and returned to his home-
town, Emperor Taizong awarded him a 
whole warehouse of assets.
 Yuchi's subordinates opened the warehouse 
and checked the assets against the account-
ing book. They noticed that 500 strings of 
coins were missing. As they were about to 
punish the warehouse keeper, they suddenly 
noticed the note hanging on the roof beam. 
They notified Yuchi, who was in shock for 
several days after he saw the note. He sent 
his people to look for the scholar.

 After they found the scholar, the scholar 
explained to Yuchi in great detail what he 
had experienced inside the warehouse those 
many years before. Yuchi rewarded the 
scholar handsomely and shared his assets in 
the warehouse with his old friends.

 This story tells us that heaven determines 
one's fortune and wealth, and not even a 
tiny error is permitted in the accounting.

Source: Anecdote of Tang Dynasty, Chapter 
of Yuchi Jin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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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回，又稱顏淵，春秋末期魯國思想

家。他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門七十二

賢之首。他家境貧窮，卻能安貧樂道，為

人聰敏、好學，聞一知十，品行優越，經

常獲得孔子的稱讚。可惜，他年僅四十歲

就去世了，後世尊稱為「復聖」。

一次，顏回向孔子請教，說：「我認

為，一個人雖然出身貧苦，但應安分守

已，不以貧為恥；自己雖是、無職無權的

卑賤者，但不要自卑，不應在貴人面前低

三下四；不要依靠擺架子耍威風來樹立自

己的威望；與別人交朋友，要與他一輩子

共患難。把這幾條當做待人處世的標準，

您看如何？」

孔子說：「好呀！如果一個人雖貧，

不在富人面前自卑，安於貧，這樣就沒有

其他欲望；自己沒有地位也不覺得比貴人

低下，這樣自然謙和；有禮貌，平等待

人，不裝腔作勢，就自然受人尊敬，不脫

離群眾；交朋友，講忠義，共患難，不說

過頭的話，不辦過頭的事。如果你能做

到這樣幾點，就是上古的聖人也不過如

此。」孔子看到顏回言行一致，因此經常

稱讚他，非常信任他。

有一次，孔子在陳國和蔡國接界的地

方受困缺糧，七天粒米未進，體力不支，

白天也只能躺著休息。顏回不知道從哪裡

討來了一些米，回來後就煮起了飯。

過了一會兒，飯快熟時，孔子卻看見

顏回用手抓鍋裡的飯吃。飯熟後，顏回恭

請孔子吃飯。孔子假裝沒看見剛才的事，

起身說：「我剛才夢見了祖先，這飯很乾

淨，我先將它祭過祖先再吃吧！」用過的

飯是不能祭奠的，否則，就是對先人不尊

重。

顏回急忙道：「使不得！剛才煮飯的

時候，有點炭灰掉進了鍋裡，弄髒了米

飯，丟掉不好，我就抓起來吃掉了。」

孔子聽完不禁嘆息，對眾弟子說：

「人應該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即便是眼睛

看到的也未必可信。人依靠的是心，可是

自己的心有時也依靠不住。你們記住，瞭

解一個人是多麼不容易呀！」

然而，「顏回偷食」這件事卻差點令

孔子誤會了自己的得意門生，事後他明白

了一個道理：眼見未必是實。連孔聖人都

會誤判，對自己最信任的弟子起疑心，更

何況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呢 ! 所幸他懂得

運用智慧，輕易地瞭解真相，最終消除了

誤會。

人往往只相信自己看見的東西，但眼

睛能看到的東西是有限的，肉眼看不見的

東西太多了。不能只從表象來判斷，必須

從各個角度來認識辨知。若只從單一的角

度去觀察，必將失之偏頗。

有多少人因為自己的「親眼所見」而

耿耿於懷、懷恨在心，甚至抱憾終生，至

死都不知道當初是自己看錯了。因為一個

誤會，而痛苦一輩子，真是太不值得了！

◎文：白雲飛

How did Confucius deal with Yan Hui when he stole the rice?

顏回「偷食」  為何令孔子感到愧疚？

A Blacksmith’s Promise to Grant a Poor Scholar Five Hundred Strings of Coins

Yuchi Jingde

孔
子
畫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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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天羽

馬可．波羅和蒙古帝國的大汗忽

必烈在大都的王廷。（《馬可·波

羅遊記》插圖）

在人類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毀滅性

的大瘟疫。那時候對付瘟疫，也沒有疫

苗，也沒有甚麼特效藥，和現在一樣，只

能採取社交隔離的方法，阻斷病毒的傳

播。被禁足的這段時間，對普通人可能就

是在焦慮、恐懼中度日如年，但對大師們

來說，卻是出成就的黃金時光。

鼠疫，又稱黑死病，1346 年在意大

利爆發。至 1353 年，鼠疫造成歐洲約 
2500 萬人死亡，在隨後的 15 ～ 17 世
紀，又幾度捲土重來，令歐洲的人口急劇

削減。但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也在這個非

常時期孕育和形成。以意大利為中心的歐

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文藝繁榮，開啟了歐

洲歷史上的輝煌時期。

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達芬奇，1485
年在米蘭為大公盧多維科．斯福爾札

（Ludovico Sforza）做事。當時，鼠疫已

造成五萬人死亡，占米蘭人口的三分之

一。達芬奇目睹了狹窄、骯髒、擁擠的米

蘭城被瘟疫肆虐的慘狀，心中開始構思如

何能夠讓這個城市在災後能更快的復原，

並進一步改善都市規劃的結構，包括統合

地下水道與運河、城市往高處垂直發展、

開闢行人專用道等等。

從達芬奇的手繪圖與手稿批註可以看

到，規劃中包括：交通、地下水、新舊城

區共存，人口的發展等等。

雖然他的規劃圖在當時因為過於激進

沒有被採納，但在當代的都市規劃中，尤

其 19 世紀巴黎新建設中，設計概念許多

地方與達芬奇有共通之處。

達芬奇是個天才，他沒有接受過正式

的學術訓練，卻被人們稱為古生物學、植

物學和建築學之父，被廣泛認為是世界有

史以來最偉大的畫家之一。

大師思考問題的眼界非常人所能及，

在瘟疫時期的恐懼、困頓中，達芬奇的卓

見，領先了世人好幾個世紀。

文藝復興時期的另一位傑出大師、英

國思想家、作家、戲劇家、詩人威廉．莎

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一生

經歷過很多次瘟疫。在席捲倫敦的瘟疫

中，莎士比亞有許多親人感染過世，包括

他的兒子。

據文獻記載，當時莎士比亞所屬的倫

敦環球劇場在 1593 年、1603 年、1606
年都因瘟疫蔓延休業。無法在劇場演出，

劇團只好四處零星表演，演員們也都人心

惶惶。而這段時間，正是莎士比亞創作的

黃金時期。〈李爾王〉（King Lear）、〈麥

克白〉（Macbeth）與〈安東尼與克麗奧佩

脫拉〉（Antony and Cleopatra）據推測

都在這時完成。

鼠疫的慘烈，讓倫敦街頭到處都有因

感染倒斃的死者，空氣汙濁沉穢。莎士比

亞在這樣愁慘的氛圍中，創作出上述三部

有名的悲劇。

1665 年， 英 國 本 土 繼 14 世 紀 黑

死病之後爆發最大規模的致命瘟疫，到

1666年已造成英國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鼠疫蔓延到了劍橋，劍橋大學三一學

院也隨之關閉。

教職員、學生開始實施社交隔離，

遠避郊區。時年 22 歲的艾薩克．牛頓

（Isaac Newton）也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伍

爾索普莊園避疫。

伍爾索普莊園屬於林肯郡，位居大

學城以北約 60 英里距離。牛頓在這裡一

待，就是兩年。

不用上課，沒有社交活動，清淨、隔

離的環境，讓牛頓有了更多的時間去思

考、探索，也成就了一個天才的輝煌。在

數學上，他發展了現代微積分、解析幾何

學的雛型；設計實驗測量重力，醞釀萬有

引力定律的概念。他還在臥室裡做光學實

驗。他在百葉窗片上穿一個小洞，讓白光

射進來，然後他運用三棱鏡觀察可見光譜

的七彩變化。

1667 年，牛頓回劍橋後，發表了大

量論文，半年後便成為院士；兩年後成為

教授。後來，牛頓回憶說：那段日子是我

發明的巔峰時期，我對數學與哲學的深度

關注是空前絕後的。

◎ 文：秀秀

西人眼中的東方神通
《馬可 · 波羅遊記》，是元朝

時歐洲人馬可 · 波羅到中國旅行

時寫下的一部描繪中國歷史、文

化和藝術的遊記，其中記載了許

多他目睹的神奇故事。

1254 年，馬可．波羅生於

威尼斯一個商人家庭。他的父親

尼科洛和叔叔馬泰奧都是威尼

斯商人。據稱馬可．波羅 17 歲

時，跟隨父親和叔叔前往中國，

歷時約四年，於 1275 年到達元

朝的首都，見過元世祖忽必烈，

曾擔任過元朝官員，並在中國的

17 年間四處旅行，見識過許多

神奇的事情。

回到威尼斯之後，馬可．波

羅在一次威尼斯和熱那亞之間的

海戰中被俘，在監獄裡，他講述

了在中國的旅行經歷。魯斯蒂謙

（Rustichello da Pisa） 根 據 他

的口述寫出《馬可．波羅遊記》

（Il Milione）。在中國、日本等

地，這本遊記被稱為《馬可 · 波
羅行記》、《東方見聞錄》。

這本書一經面世，就引起了

極大的轟動。書中描述的中國

繁盛昌明，發達的工商業， 繁華

熱鬧的市集， 華美廉價的絲綢錦

緞，宏偉壯觀的都城，完善方便

的驛道交通， 普遍流通的紙幣等

等，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

嚮往。馬可 · 波羅在書中描述了

在元朝皇宮的一些神奇見聞。元

帝忽必烈供養了一些通曉法術的

術士（「術士」一詞是馬可 · 波
羅對當時中國一些宗教人士的稱

呼）。通常在一些宗教祭祀儀式

中，這些術士就會進入一種奇異

的狀態，然後施展自己的法術，

例如烏雲密布，將下雨時，他們

就登上大汗所住的宮殿的屋頂，

用法術驅散烏雲，使天氣平靜下

來。此時四周雷鳴電閃，風雨大

作，而皇宮上卻滴雨全無。

馬可 · 波羅形容這些「神話

般的法術十分精妙，可以說是

隨心所欲，無所不能」。他還

寫道：「有一次大汗坐在大殿上

用膳的時候，放在殿中央的餐

桌升起了八腕尺高（一腕尺等

於 18 ～ 22 英寸），在距離不遠

的一個碗櫥內放著全套餐具。現

在通過術士的法術，不用動手，

全部的酒瓶、乳瓶和其他飲料壺

裡的液體會自動倒入杯中，然後

杯子在空中飛行 10 米到達大汗

的手中。當大汗喝完後，杯子又

自動地回到原處。這種法術是在

大汗邀請來的參觀者面前表演

的。」中國古代修煉文化盛行，

尤其是道家修煉文化遍及民間甚

至宮廷。歷代皇帝身邊都有具備

各種功能和絕技的道士。在常人

眼中不可思議的特異功能，在道

家甚至佛家修煉中都是非常普遍

的。在中國的古籍中，也有很多

關於特異功能的記載。

一場大瘟疫，使得全球數十億人被禁足在家。刷手機、追劇，聊以打

發時間。人類歷史上也曾經歷過多次大瘟疫，在沒有手機、電腦、電

視的時代，人們是如何度過那些難熬的日子的？

  
瘟疫中的大師  

油畫〈阿什杜德的瘟疫〉法國1630年

◎ 文：藍月    

這顆編號為 2004 MN4 的

小行星，被命名為阿波菲斯

（Apophis），也稱死神星或毀神

星。在埃及神話裡，阿波菲斯

（Apophis）是古老的邪惡和毀

滅之魔。

阿波菲斯的直徑約有 270
米。據專家預測，這顆小行星將

於 2029 年和地球擦肩而過。

由於它的運行軌道被地球引

力改變，它將於 2036 年再次接

近地球。

專家推算這顆小行星與地球

相撞的機率為 25 萬分之一。

雖然機率不大，但一旦撞

上，威力將比原子彈強大幾十萬

倍，足以毀滅地球上所有的生

命。所以，科學家們嚴陣以待，

尋找化解的方法。

歐洲宇航局（ESA）的先

進觀念小組設計出了用一排人造

衛星，或火箭推動小行星偏離撞

地軌道的方法。

歐洲宇航局計畫在 2029 年

發起堂吉訶德計畫，派兩艘太空

船前往一顆小行星上進行測試。

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

研製了天網，即太陽帆推離方

案。NASA 專家認為，一張重

約 249 公斤的碳纖維網，就足以

改變阿波菲斯的既定運行軌道。

科學界一直認為地球板塊的

運動最早開始於 28 億年前，但

目前有證據顯示，這個時間提前

了 4 億年。

研究者發現，位於西澳的皮

爾巴拉克拉通（Pilbara Craton）
板塊上面，存有地球上最早的一

些生物的化石。據考察，這片橫

跨近五百公里的板塊，是地球上

最古老的地殼板塊之一，早在

35 億年前就已經形成。

研究人員採用先進的磁力計

和消磁設備，對該板塊樣品的磁

場歷史進行測定，結果發現大

約在 32 億年前，這個板塊就出

現了移動，大約每年移動 2.5 釐

米，這個速度和今天的地殼板塊

移動的速度相似。

研究者之一哈佛大學的布倫

納（Alec Brenner）說，根據他

們的發現，看起來在地球形成的

初期就有地殼板塊的活動了，也

說明即使是早期的地球，和今天

的地球也有很多相似之處，超乎

很多人的想像。

另一種理論認為，地殼上某

些區域可能比其他區域更早出現

移動或俯衝的活動，後來在小行

星或其他強烈的撞擊下破碎。

地球板塊運動

始於 32 億年前  

莎
士
比
亞

達
芬
奇

科學家出招攔截毀神星

一顆小行星可能會在2036年降臨地球，其
體積大到足以毀滅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自發

現這個危險以來，ESA 和NASA的專家們，
一直在研究應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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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昭王在病中夢見赤烏鳥夾著太

陽飛行的凶兆。 (Pixabay)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是千真萬確的道理。常人因

為貪、嗔、痴所造下的罪

業，終有承受償還的一天，

你可別不信了。

河南睢州人蔡石岡侍

郎，是明孝宗弘治年間的進

士，為人方嚴正直，生平遇

見不少異乎尋常的奇事。

湯荊峴先生說，他在山西擔

任憲使，主管獄訟執法的時

候，某天行經一座驛站。傳

說這間驛站有鬼魅作祟，沒

有人敢在這裡過夜。當驛卒

如此稟告蔡石岡時，被蔡石

岡公然呵叱了一頓。

無關乎信與不信，心有

正念，自然是不須害怕。當

天夜晚，蔡石岡點燃燭火，

獨自睡在房中，一把劍置於

枕頭邊。半夜三更，忽然掀

起一陣風，門洞大開，蔡石

岡睜開雙眼，看見有一人披

頭散髮的跪在床前，他坐起

身來，從容問道：「你是甚麼

人？有甚麼冤屈？告訴我，

我可以為你平反。」

那鬼魅站起身子，默默

地沿著走廊向外走去，蔡石岡

拔劍跟隨在後，只見外頭荒草

叢生，圍牆倒塌，鬼魅越過矮

牆，來到一口廢井後就消失不

見了。蔡石岡立劍插入地下，

作為記號，然後就回房酣睡。

第二天早晨，隨從聚集完畢，

蔡石岡領著眾人來到那口廢

井，使人降入井中查看，發現

一具屍體。

接著，他審問驛站中所

有的士卒，得知數年前有一

人在這裡開店，這口廢井當

時位在店鋪的後園。蔡石岡

命人追捕店主到案，店主知

道紙包不住火了，伏首認

罪。罪犯自訴：「某年月日，

有一位旅客攜帶鉅額的財貨

來店裡投宿，我覬覦他的錢

財，就將他殺死，投入水井

中，我因此成為富人，之後

就遷離這裡。」蔡石岡依法處

置犯人，自此之後，驛站再

也沒有聽說過有鬼魅作祟的

事了。

( 清《池北偶談》)

冤有頭債有主

◎編輯整理：夏泠

堪輿羅盤未出世

之前，古人在營造上依

據太陽和星宿的運行

來辨別四方（辨方），

然後擺正建築方位（正

位），當某一個大方塊

出現在正南方的天空

時，就是動工的好時

機。

◎整理編輯：穆臻

先人以辨形之法尋找構成風

水寶地的四大要素（龍、砂、

穴、水），並以察氣之法確認這

是一塊乘生氣的福地。一切都無

誤後，開始建築陽宅，但在動工

之前，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先

行處理，那就是「定向」。

理法：定向（辨方正位）

數千年前，古人仰望遼闊無

垠的宇宙，在浩瀚的星空下，尋

找身處的方位，以求得一個安身

立命的地方。

《周禮》各卷開宗明義說：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

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由

此可知，王畿的方位被視作安邦

立國的大事。

要「辨方」就必須要有明辨

空間的能力，在羅盤尚未出世

之前，古人自有方法解決這個

問題。春秋時期，衛國被狄人

所滅，衛文公率領遺民在楚丘

復國，《詩經》記敘了這段歷史：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

日，作於楚室……」描述衛人以

定星確定南北，揆日影以知東

西，然後營作宮殿。

所謂的定星是指營室和東

壁兩星宿，共四顆星，在夏曆

十月的傍晚時分，連成一個大

方塊，出現在正南方的天空

中，與北極星相對應。此時農

事剛剛結束，天氣未寒，正是

土木動工的好時候。「營室之

中，土工其始」就是這個意思。

「揆之以日」指《周禮》中的

土圭之法，以立竿見影的方式

顯現日出之影和日入之影，兩

道日影與以竿為中心的圓周相

交成兩點，兩點連線的兩端就

是正東、西向；該線折中處垂

直線的兩端就是正南、北向，

到了夜晚，再以北極星校正，

四方便確定了。

四方確定後就要「正位」，

即擺正建築方位。這裡有兩個

好坐向，一個是「坐西朝東」；

周人有西南方吉利，東北方不

祥的思想，其根源於《周易》的

卜辭：「元亨，利牝馬之貞。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

貞吉？」

卜辭說，君子出門去，先

是迷路了，後來遇到主人。往

西南方可以得到朋友，往東北

方則會失去朋友，安靜貞正則

吉。另有卜辭說：「利西南，不

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可

見周人確實有西南方吉利的想

法。

《爾雅》又云：「西南隅謂之

奧。」奧，指深隱之處。

古代禮制將西南隅作為尊

長安居之處，「為人子者，居不

主奧」，以此擴展到整個都城設

計，西南隅便是宮城之位，而

坐西朝東的都城布局，也就成

為周人的習俗。

第二個好坐向是「坐北朝

南」，這是天子治理國家的方

位，意義源自《周易》的離卦：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

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

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宇宙萬物自春雷震動，萌

生於「震」卦，和順生長於「巽」

卦，紛相顯現於「離」卦。離

卦，象徵光明，是南方之卦，

故聖人坐北朝南，面對光明聽

政。是故自東漢以後的都城設

計多是坐北朝南的布局。

方位確定了，根本也就確

立了，接著才能論禮制，講秩

序。總的來說，東向與南向有

其禮制上的意義，除此之外，

就居住的舒適度而言，這兩個

朝向都是採光充足，背著冬北

風的好坐向。

尋找風水陽宅
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編輯整理：黃麗娟

暴卒的大猴子

雖說天機不可洩漏，

但天意有時會藉著怪事

暗示出來，當下並不明

白，也許在多年以後才能

有所領悟。

庚申帝是元朝第 11 位皇

帝，年幼時被流放到南邊（今

桂林），一日在清江上泛舟，忽

然有二隻老猴登上船隻，獻上果

子，向他叩拜，然後就跑開

了。庚申帝派人尾隨查看，來

到一座山洞，裡頭有四、五百

隻猴子，於是命令附近的寺

僧，每日設置飯食飼養牠們。

癸酉年（公元 1333 年），庚

申帝返回大都繼位，一群猴子

前來拜送，離去時，其中有

36 隻大猴暴卒！不知道是甚

麼原因，依據黃曆干支紀年，

庚申帝出生於庚申年（公元

1320 年）──猴年，有群猴

來叩拜，這象徵吉祥；有猴子

送死，則是災禍的徵兆。

庚申帝先是被驅逐，後來

成為國君，在位 36 年就亡國

了，原來上天早已顯示了天

機。昔日唐明皇乙酉年（公

元 685 年）出生，生肖屬雞，

又非常喜歡鬥雞，這是兵爭之

象，後來他的帝命終結於安祿

山之亂。

(《草木子 ‧ 卷三》)

天機不可

洩漏，但

天意有時

會藉著怪

事暗示出

來。

◎文：允嘉徽

向神祈禱為何不靈

唐憲宗曾問宰相李藩道：

「祭祀神明穰災祈福的做法，真

實可信嗎？」換句話說，向天祈

禱能靈驗嗎？

宰相李藩不奉承拍馬，他怎

麼回答憲宗的問題呢？李藩用實

例回答了憲宗的問題。這些例

子中，有人能夠明辨福是怎麼來

的，也有一些人，為了自己所求

向神祈禱，但是得不到祝福。

楚昭王明辨獲罪之因

以前楚昭王（約公元前 523
年—前 489 年）有疾，卜人說

是黃河神作祟。昭王雖然生病

了，可是心中還很亮堂，他說

「寡人雖不德，獲罪的原因不在

河神，楚國歷代先王的祭祀不過

國界江、漢、雎、漳四水。」而

且，他又說自己若無大罪，天

怎能加禍於己身？必定是身有大

罪，有罪要受罰，所以他不舉行

禳災之祭。

《左傳》記載，楚昭王出兵

救陳國，在營中患重病，他看見

「雲兒好像一大群赤烏鳥，夾著

太陽飛」的景象。三天後，昭王

派使者見周太史，詳細描述了此

事並詢問對應的辦法。

周太史答道，這夢表示楚王

將有禍事臨身，可以設禜（* 音

同用）祭，移禍於令尹（* 國

相），來消災除禍 。

楚國的各個將相知道後，請

求為昭王承禍。昭王不允許，他

說：「諸位將相對寡人來說，就

像是寡人的腿、寡人的胳膊，現

在移寡人之禍到將相身上，那禍

不還在寡人身上嗎，這也去不了

啊！」昭王又說：「若寡人這次

必死的話，是寡人昔日遊樂過度

的不德所致啊！」不多久楚昭王

死了，軍隊罷兵回國。楚昭王臨

死前要讓位給三個弟弟，他們都

辭讓王位，後來共推了昭王與賢

惠的越姬所生的兒子繼任王位。

孔子那時在陳國，讚歎道：

「楚昭王通大道，可以不失其

國！」

漢文帝敬神不祈 

唐文宗敬神罪己

漢文帝每次舉行國家社稷的

祭祀大禮時，他都昭令司禮官

「敬而不祈」，也就是以盛大祭

祀禮敬神明，呈現對神明的虔誠

敬意，但是不祈求神的賜福或保

佑等等。

唐文宗開成年中，久旱無

雨，就命各郡的郡官都來宮中紫

宸殿祭祀祈禱。文宗整個臉上滿

布憂慮，宰臣都看得到。有宰臣

禀告文宗天文星官上奏的內容，

說：「這久旱是天時天象的反映，

請聖上不要過度勞心。」

文宗皇上嚴正地說：「朕為

天下君主，無德保護人民，導致

這場災旱。現在又受到上天的譴

責，如果三日內不下雨，朕應當

退位，另改選賢明君主來領導天

下。」宰臣們聽了都哭泣流涕，

各自請罪乞免相位。就在那天夜

裡，降下了及時雨遍潤旱地。

漢文帝明見超然，有盛德；

唐文宗敬神，能罪己。他們都能

虔誠禮敬神明，虔誠內省，而不

妄求神明的賜福，然而福分卻自

然降臨。唐憲宗的宰相李藩這樣

勸喻聖上：

如果說神明無知，也不能降

福給人；如果神明有知，也不會

降福給祈求私利而諂媚的人，因

為對有所求的行為，君子都不會

悅納的，何況是天上神明呢！由

此來看，人們能夠對人對事履行

信用，順從上天的旨意，神自

然保祐這樣的人，如果不是這

樣，向天祈禱實際上也無法得 
到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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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孩子不喜歡整理房間、

做家務，也不體諒父母做家務、

上班的辛苦。其實孩子從兩歲開

始，就可以自己整理玩具、衣物

等簡單的家務，這樣長大之後也

會懂得自食其力。但是很多父母

經常忽視孩子的能力，擔心孩子

受傷、不忍心讓孩子從小吃苦，

所以幾乎不讓孩子做家務。

我在孩子兩歲多的時候，教

他們整理玩具，玩過的玩具要自

己放回到玩具箱裡。三歲開始，

我給他們每個人準備一個小衣

櫃，教他們把上衣、褲子、內衣

和襪子，分別放在衣櫃的抽屜

裡。四歲以後，孩子們學會了整

理房間，每個人分擔一份工作，

很快的就能夠把房間整理乾淨。

記得小兒子四歲多的時候， 
有一天，我本想請朋友來家裡做

客，可是家裡太凌亂，於是打算

改日再請。可是過了一會兒， 小
兒子高興的跑到書房，叫我去客

廳看一下。我放下手中的工作來

到客廳，發現客廳和起居室很乾

淨，玩具、雜物被放在壁櫥裡，

廚房的餐桌上也變的一塵不染。

我吃驚的問：「房間怎麼會

變的這麼乾淨了？」小兒子說：

「這是我收拾乾淨的。」我還是

不敢相信：「真的是你一個人整

理了房間嗎？」另外兩個孩子

異口同聲的說：「是他一個人收

拾乾淨的。」小兒子急切的說：

「我希望阿姨今天就來我們家

喔！」於是我馬上打電話邀請朋

友，她們帶著自己的孩子一起來

家裡聚會，我們一起度過了愉快

的週末。

孩子們上小學之後， 還學會

了煮飯、洗衣服、刷洗陽台和浴

室，有時主動幫我分擔家務。在

暑假期間，孩子們經常會輪流做

午飯給大家吃，雖然都是簡單的

料理，但是卻非常美味。兩個兒

子的廚藝越來越精湛，但是女兒

一直不會做料理，沒有自信。我

經常鼓勵女兒：「不會做料理也

沒關係，你會整理房間，而且你

疊衣服非常整齊啊！」女兒滿意

的笑了。

我不在家時，孩子們會請同

學來家裡玩，他們先把房間整理

乾淨，然後準備好水果、飲料， 
讓好朋友來家裡做客。有時大兒

子會自己做些簡單的料理給朋友

吃，獲得朋友們的讚美之後，越

來越喜歡做料理。我偶爾下班回

家晚時， 就發短信告訴孩子們： 
洗碗、煮飯、疊衣服，三個孩子

每人選擇一份工作快速完成，看

到他們如此聽話甚感欣慰。

有時會聽到朋友們的抱怨， 
她們的孩子不體諒父母賺錢辛

苦、不幫忙做家務等等。我覺得

孩子從小就不會做家務，也不懂

得做人應該自食其力，反而認為

父母為自己的付出是理所當然， 
所以長大之後自然不會體諒父母

工作的辛苦。

那麼， 父母應該給予孩子甚

麼樣的生活方式呢？我覺得讓孩

子從小吃些苦，讓孩子學會自食

其力，體諒父母的辛苦才是最重

要的。

文 |心怡

下課鈴響了，我在講桌上整

理著一摞書，準備一會兒回辦公

室。這時候，有的男生已跑到教

室門口想出去玩。只聽幾個聲音

同時喊道 :「讓老師先走！」我

微笑的看著門口那幾個孩子，他

們想出門卻沒走，規規矩矩的站

在一旁等候著老師。待我走出門

時，其中一位學舞蹈的小女孩到

我身邊，優雅的點頭、微笑，一

副小淑女的表情：「老師，您慢

走！」許多孩子亦紛紛揮手和我

告別：「老師再見！」

孩子們清脆的聲音化解了我

身心的疲倦，懷著愉快、喜悅的

心情走出教室。我不由得憶起新

學期伊始，剛和他們接觸時，小

朋友們表現得非常活潑、伶俐，

但父母和家中祖輩的驕縱，讓許

多孩子言談舉止明顯缺乏對師長

的恭敬。有幾次下課了，我想走

出教室門口，卻被一群衝到門口

的男孩子擋著，擠來擠去的，走

不了。哎！這不能怨孩子，教不

嚴，師之惰。

等到下回上課時，我和他

們講了對師長要尊重，告訴他

們甚麼是禮貌，怎樣做才是尊

敬老師和長輩。比如，給老師

遞書本一定要雙手拿，態度要

恭敬。下課了，一定要請老師

先走，如果有客人來，請客人

先行。沒曾想，只講過一次，

大多數孩子們卻都記住了。以

後，每次下課時，那一雙雙小

手伸出來，畢恭畢敬的把一本

本書遞給我（因我任教的教材

需要循環使用，每節課結束都

要收回），臨走出教室，都有

孩子在門口叫著：「讓老師先

走！」後來就經常看到許多小朋

友在門口兩側站成兩行，靜靜

的恭候老師，見我走過來，會

有大方、可愛的男孩子熱情的

伸出手臂，邊做手勢邊說著：

「老師您慢走 !」 儼然一派小紳

士風度。

欣喜之餘，也更促人深思當

今中國的教育現狀。想起傳統經

典《弟子規》〈出則弟〉講：「或

飲食，或坐走，長者先，幼者

後。」孝親尊師、長幼有序，乃

中華傳統的美德。可是今天為甚

麼會有許多孩子都不懂基本的禮

節？這不能怪學生、家長素質

差，追根溯源，傳統文化與道德

教育的缺失才是根本原因。

記得有一次在國學社聽教育

專家講座，一位講師向在座的

家長們提問：「當家裡做了好吃

的，您的筷子伸出來後要先夾給

誰 ?」很多奶奶們都笑著說要先

夾給孩子。確實，如今的小皇

帝、小公主在家裡都有著獨一無

二的至高地位。〈入則孝〉中說：

「父母呼，應勿緩。」如今已顛

倒成了「兒子呼，應勿緩。」、

「孫子呼，應勿緩。」小孩子需

要甚麼，喚一聲後，媽媽或奶奶

會趕忙送上來，也因此讓孩子養

成了以己為大、唯我獨尊的個

性，凡事不知考慮父母長輩，缺

乏孝心和恭敬心。

我們知道，「人之初，性本

善。」童蒙可以養正，童蒙階段

是教育「養正」的最佳時期。孩

子好的德行、習慣都是可以培養

的。古代典籍《說文解字》中講：

「教，上所施，下所效；育，養

子使作善也。」這一句話把教育

的核心都點了出來。教育的核心

是甚麼？是「使作善也」。是要

培養、教育善良的人。

當我們能夠想到一家人一

起吃飯時，第一筷子要先夾給

爺爺、奶奶或是外公、外婆，

孩子也會耳濡目染，學會善侍

父母，尊重、孝敬家中長輩，

逐漸懂得孝道和悌道。推而廣

之，真正有孝心和恭敬心的孩

子，他會以友善、恭敬的態度

對待身邊的每個人。

為甚麼傳統的教育首重孝

道？所謂「百善孝為先」，孝心

開了，百善皆開。正如《孝經》

中所講：「夫孝，德之本也，教

之所由生也。」近幾年參加國學

社團的家庭傳統教育講座，我經

常與兒童讀經班的家長們一起交

流，這一點，他們在親子互動學

習、活動中都已取得了共識。我

們要相信古聖先賢的教誨，每個

孩子都是能改變的，每個家中的

寶貝都會被您用愛心、經典與智

慧打造成小紳士或者小淑女。

每天上課的開始，我都會和

學生們一起重溫《弟子規》〈總

敘〉:「弟子規，聖人訓。首孝

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

有餘力，則學文。」清音琅琅，

餘韻悠長。孝悌之道，勵志明

心。那承傳了幾千年的是老祖宗

留給我們的真理，它超越了時

間、空間，歷經千年、亙古不

變，它屬於每一個生活在今天的

炎黃子孫與華夏兒女。

文 |晨思

文 | 劉緣圓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麗

的天使，她在送信的時候覺得累

了，於是在一個地方小睡了一

覺，可是當她醒來的時候，發現

自己的翅膀竟然不見了。

沒想到，沒有了翅膀的天

使，居然比普通人的能力還要

小，她既感到了寒冷和飢餓，所

以只好去向別人乞討。

好心的牧羊人收留了天使，

並供給她食物，條件是要每天給

羊群梳理皮毛。每天幹完活後，

她就將從羊身上梳理下來的羊

毛，慢慢的積攢了起來，然後再

把這些羊毛一點點地搓成了毛

線。又過了一段時間，她終於織

成了一對大大的翅膀。

天使帶上這對翅膀後，竟然

馬上就恢復了神力。天使對牧羊

人說：「你現在可以說出你的願

望，我可以馬上幫你實現。」 牧
羊人就說：「我想要一百隻羊。」

他的話音剛落，羊群裡果然就多

了一百隻羊。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由於羊

的數量太多，牧羊人比以前更加

辛苦了，他就找到天使說：「請

您把羊收回去吧！我現在想要一

座房子。」於是，在牧羊人的附

近，馬上就出現了一座漂亮高大

的房子。

可是沒過多長時間，牧羊人

就覺得一個人住這麼大的房子，

也沒甚麼意思。他就對天使說：

「我想用房子換一匹馬。」可是，

當他騎在馬背上的時候，卻不知

道自己要去往何方。

最後，牧羊人就對天使說：

「請您收回您給我的這些東西

吧！我現在才知道，當一些願望

實現的時候，它不但沒有給我帶

來快樂，反而成了我的累贅。」 
天使說：「你真的甚麼願望

都沒有了嗎？我還可以給你一個

好的性格。」牧羊人說：「我已經

具有了最好的性格，就是知足，

所以我不想再要別的甚麼了。」

課堂上的小紳士和小淑女

(Fotolia)

《孝經》和《二十四孝》是傳統孝文化

的重要著作，前者為理論闡述，後者是實

踐例證。《二十四孝》之首「孝感動天」

的故事：虞舜，上古五帝之一，性至孝。

他的父親瞽叟不辨是非，繼母言語荒謬，

繼母所生的弟弟驕慢成性，一家人都容不

下舜，時謀陷害。他處在這種家庭之中，

卻能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

舜十幾歲時就被趕出了家門，他獨自

一人來到歷山耕種，雖然自己歷盡困苦艱

難，仍舊將他辛勤勞動所得的糧食和財

帛接濟父母和其他貧困的人。舜耕於歷

山，有象為之耕，鳥為之耘。他到了哪

裡，都善待他人，人們都願意追隨他，因

而「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

都」。其父瞽叟及其繼母與弟弟，多次

想害死他：讓舜修補穀倉倉頂時，從穀倉

下縱火，舜手持兩個斗笠跳下得以免禍；

讓舜掘井時，舜的父親繼母和弟弟卻從上

面下土填井，舜掘地道走脫。事後舜毫不

記恨，仍對其一如既往。帝堯選賢任能，

聽說舜的孝行，後來禪位於他。舜繼位

後，以德化民，他的父母弟弟也都得到感

化。有詩贊舜曰：「隊隊春耕象，紛紛耘

草禽。嗣堯登寶位，孝感動天心。」

《德育古鑒》記載了這樣一個「孝德感

神」的故事：東漢的蘭期，年紀二百多歲

了，鶴髮童顏，率其家百餘口，精修孝

行，並以善化導他人。一日遇一仙人點

化：「汝視人已不為兩物，參天地本於一

心，善及天下，功德大矣。吾語汝孝悌之

理：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

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

成……即此論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孝道所至，異類皆應，孝之義大矣哉！」

於是將仙家妙道授與蘭期。蘭期從此悟道

修煉，最終修成仙道。

清代康熙為史上一代明君，開創了康

乾盛世的大好局面。而他的孝道同樣也為

人所稱頌。《康熙起居注》中有這樣一段

記述：「我皇上至德純孝，奉事太皇太后

三十餘年，極四海九州島之養，盡一日三

朝之禮，無一時不盡敬，無一事不竭誠。

萬機稍暇，則修溫清之儀；千里時巡，

恆馳絡繹之使。此皇上事太皇太后於平

日，誠自古帝王之未有也。」這正是康熙

孝道的真實寫照。他每日「親詣太皇太后

居住的慈寧宮問起居」、「晨昏敬睹慈顏

豫」。外出時也多次遣使問候。

康熙頒發了著名的《聖諭十六條》，

以之作為士民行為準則，十六條中，以

孝悌為重。《康熙教子庭訓格言》中有這

樣的教誨：「家人團聚、閒居是快樂的事

情，只應說古人的善行善言。我每次都教

誨你們要多行善事，你們回家後也要把我

的話告訴你們的妻子、兒女，你們的妻

子、兒女也沒有一個人不樂於聽從這樣勸

導的。世上的好事，還有超過此的嗎？」 
庭訓中還指出人盡孝道欲得父母之歡心，

不在於穿衣、飲食方面的奉養。惟抱持一

顆善心，行為合乎於道，以此來告慰父母

而得其歡心，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孝啊！

文 | 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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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流社會

所推崇。上次我們探討了「忠」，這

次我們來說說「孝」。

漢文帝劉恆親自為母親嘗湯藥，被尊為孝

之典範之一。

中華傳統美德 之忠孝節義之   孝

教孩子做家務

(Fotolia)

知足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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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誠聘：
惠食街

Gemera
性能參數

柯尼塞格 Gemera 的發動機

很小，排量和能耗同樣很小。

但是它發出的馬力、扭矩和聲

音卻一點兒也不小，因此它被

命 名 為「Tiny Friendly Giant」

（簡稱「TFG」）。這是柯尼塞格

（Koenigsegg）旗下公司Freevalve

開發和製造的發動機。TFG是一

款2.0升三缸發動機，具有出色

的性能、較低的燃油消耗和更低

的排放量，因此具有前瞻性。動

力和扭矩分別是令人咋舌的1,700

馬力和2,500磅尺，可在1.9秒內完成

0-62英里 /小時的加速，這甚至比那

些雙座的跑車性能還要強勁。

Gemera 獨立的後部電動馬達可

實現扭矩矢量化和反向。前軸有一個

開放式差速器，每個輸出軸帶有一個

濕式離合器組件，這意味著 Gemera

具有全輪驅動和全輪轉向功能。同

時，Gemera 還具有獨立的後輪轉向

功能，創造令人興奮的駕駛體驗。此

外，超過 8,000 磅尺的全輪扭矩可在

靜止狀態下將車身拉至地面，這為

Gemera 配備的大直徑且抓地力極強

的米其林 Pilot Sport 4S 輪胎創造

了相當大的發揮空間。

【看中國訊】喜歡超跑的車友們應該不會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柯尼塞格（Koenigsegg）。這個源於北歐瑞典的頂級超跑品牌可以說

是近十年來超跑界最炙手可熱的品牌。這家創立於1994年的公司歷經多年的發展，已經推出了多款經典跑車。其中一款Jesko曾一度是世界

上最快的跑車。去年年底，公司發布第一款四座車型Gemera，瑞典語意為「給予更多（to give more）」。公司創始人克里斯蒂安．馮．柯尼塞格

（Christian von Koenigsegg）將其稱為「Mega-GT」。柯尼塞格說：「Gemera是一種全新的汽車類別，是一台具有寬敞的內部空間和極高的環

保意識的極致超跑。」

Gemera
設計特點

作為 Mega-GT 和柯尼塞格的

第一個四人座汽車，Gemera 象

徵著革命性的新車類別，其創新

的汽車設計可超越眾多跑車的實

用性。Gemera 結合了中置引擎

兩人座超級跑車令人興奮的性能

特徵以及具有更多行李空間的四

人座超級跑車的實用性，現在可

以與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科尼賽

格超級跑車的極致體驗。Gemera

還將傳統後視鏡改為外向的攝像

頭，可通過車內的兩個監視屏幕

顯示兩側路況。

Gemera 內部空間簡約大方，由

於去掉了 B 柱（B-pillar），車內空

間寬敞通透，前後排乘客均可流暢進

出，無需像傳統四座跑車那樣需要移

動前排座椅方可進出後部。Gemera

採用高度定製化豪華內飾，材質為皮

革或 Alcantara 內飾，具有定製的對

比縫線。碳纖維運動型桶形座椅帶有

記憶泡沫，增強舒適性。Gemera 內

部設計也貫徹了其開創性四座跑車的

理念，配備八個可加熱或冷卻的杯

座，四個座椅都具有獨立加熱功能，

前排座椅可進行四向電動調節，以確

保全車乘客的舒適體驗。信息娛樂系

Gemera
安全配置

柯尼塞格 Gemera 用後視攝像頭

與內部左右顯示屏組合替代了傳統後

視鏡，讓駕駛員可以更好的將注意力

放在前方路面。此外，Gemera 的安

全功能還有自動緊急制動、安全帶張

緊器、雨水感應器、胎壓監測系統、

帶一體式防撞區的柯尼塞格安全室、

2 個滅火器、ABS、牽引力和穩定性

控制系統，以及「鳥瞰」停車輔助系

統和前後停車感測器。作為一款四座

超級跑車，Gemera 的安全配置遠超

前代車型，真正做到了與朋友和家人

一起分享超級跑車的極致體驗。

統包括內置攝像頭、社交媒體

鏈接、實時流媒體、11 揚聲器

加低音炮高級音響系統和數字

用戶手冊。此外，2 個感應式手

機充電器、USB 端口、以及搭載

Apple CarPlay 的 Koenigsegg

高端音頻可以讓乘客更好地在車

內使用移動設備。中控臺由一

款 13 寸觸控屏幕控制，節省了

傳統物理按鍵的空間，且在後座

也配備了一款同樣大小的控制屏

幕。後備箱提供了超過 7立方英

尺的存儲空間，超過了 Audi R8

的實用性。此外，還有額外的車

頂框可供選擇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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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香港影帝黃秋生受邀來

臺拍攝公視療癒劇《四樓的天堂》，遵守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於 5 月 26
日結束 14 天的居家檢疫，出關後旋即進

劇組展開密集拍攝準備工作，6 月 2 日有

「爆廢公社二館」網友在街頭捕捉到他的

身影，穿著輕便，坐在塑膠椅上，相當融

入臺灣生活。

劉姓網友非常興奮分享照片中，黃秋

生穿著輕便的黑色短袖上衣搭配卡其色長

褲，正在等戲的他隨意地坐在劇組在路邊

擺設的塑膠椅上，聆聽工作人員說話，神

情顯得輕鬆。

網友們也興奮留言：「歡迎加入臺

灣」、「買叉燒包請他吃」、「中國人都會

排擠他，他很明顯的港獨，之前明星都靠

中國，只有他敢為香港人說話，他真漢

子」，照片中他坐在臺灣辦桌、小吃店專

用的塑膠紅椅上，也受到網友好評：「也

太路人了，完全融入了臺灣生活」、「沒

大牌架子耶，塑膠椅也可以坐」。

黃秋生首次接演臺灣戲劇，在公視

《四樓的天堂》中飾演神秘的推拿師，一

雙手不僅能治癒身體傷痛，更能療愈背後

所隱藏的心靈創傷。

【看中國訊】北京當局強推

「港版國安法」引發港人強烈抗

議之外，更招來國際社會批評、

抵制，現年 54 歲日本資深女星

小泉今日子，日前在個人官方推

特表態反對此法，並且已經簽署

響應阻止這項惡法實施的簽名運

動，令香港網友感動不已。

身為大陸政協委員的親中藝

人成龍急於對中共表忠，在香港

文化演藝界發起的連署挺「港版

國安法」，據知共有 2605 人參

與，當中包括向華強、王晶、譚

詠麟、曾志偉、惠英紅、鐘鎮

濤、黃百鳴、陳小春、王祖藍、

莫華倫、八和會館理事會主席汪

明荃、莊思敏、向海嵐、翁虹、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鄺美雲等藝

人，為此項惡法實施站臺造勢，

隨後中共官媒持續高調報導。

該聯署名單公布後，有支持

此法的網民表示，上面沒有看到

香港大牌藝人代表「四大天王」

張學友、劉德華、郭富城和黎

明，中共小粉紅還以此批評他們

不「愛國」。併發現：周潤發、

陳慧琳、鄧紫棋等大牌藝人都不

在聯署名單上。

隨後更有多位名單上的藝人

公開澄清，表示自己從未參加聯

署，包括臺灣女星「徐熙媛」（大

S），主唱《皇后大道東》的香港

歌手蔣志光，及香港前新聞主播

張寳華，還有鋼琴家李巧靈都紛

紛出來澄清，自己並不支持「國

安法」，也沒有任何簽名連署。

甚至有網友起底，2605 人名單

中還驚現已故藝人張國榮及梅艷

芳的名字，令該份名單的真實性 
存疑。

現年 54 歲的資深女星小泉

今日子，從影至今已 38 年，影

視歌三棲的她為 80 年代當紅女

歌手，自 1983 年至 1994 年間，

她所發表的 33 張單曲作品全部

打入日本公信榜前十名，與松田

聖子、中森明菜被日媒封為三大

超人氣女偶像。

小泉今日子公開抵制「港版國安法」

北京當局強推「港版國安法」引發港人強烈抗議，也招來國際社會批評、抵

制。日本資深女星小泉今日子也在個人推特表態反對此惡法，並且已經簽署

響應阻止這項惡法實施的簽名運動。(Getty Images) 

網友在街

頭捕捉到

黃秋生的

身影，穿

著輕便，

坐在塑膠

椅上，相

當融入臺

灣生活。

名人之聲

黃秋生親民沒架子「完全融入臺灣」

【看中國訊】【看中國訊】非

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
遭警察壓頸致死案，在全美掀起

反種族歧視抗議浪潮。前 NBA
克利夫蘭騎士隊的球員「神經刀」

J.R. 史密斯（J.R.Smith）此時被

拍到痛毆白人男子，但他澄清此

事與種族無關，單純是氣不過自

己的車窗被該男砸毀。

據《TMZ》Sports 公布的影

片顯示，史密斯（J.R.Smith）狠

踹一名抗議的白人男子，對方倒

地後企圖站起來，卻又被史密斯

補上了好幾拳，最後該名男子落

荒而逃。

J.R. 史密斯受訪時澄清，這

無關仇恨和種族問題，該男在洛

杉磯反警暴力示威活動期間，砸

了他的車，破壞車窗。史密斯並

自行在推特（Twitter）上發出該

則影片，表示自己刻意把車停在

住宅區，離示威抗議、商店遭搶

地點有段距離，卻仍遭到無辜波

及。

34 歲的史密斯是在 NBA 打

滾了 14 季的資深老將，上季還

為克利夫蘭騎士隊打了11場球，

但本季並未和任何球隊簽約。

夏洛特黃蜂隊老闆、「籃球

之神」喬丹（Michael Jordan）
今日也打破沉默，對於非裔佛

洛 德（George Floyd） 的 死 感

到痛心，也譴責種族歧視與暴

力，呼籲改革刻不容緩。聯盟多

位球星，包括詹姆斯（LeBron 
James）、塞爾蒂克隊後衛布朗

（Jaylen Brown）、溜馬隊波格登

（Malcolm Brogdon）、球星西蒙

斯（Ben Simmons）等人也都表

示聲援。

NBA球星痛毆白人

史密斯：無關種族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6 月 1 日，

有網友在微博爆料稱，新華社女主持人李

丹，從已故富商李某處獲利巨額財產。李

某去世後，其原配，也就是央視女主播徐

珺發現此事並嘗試向李丹追回錢款，但李

丹以自己與富商李某是「男女朋友關係」為

由，拒絕還款。

據大陸媒體早前報導，李貴斌是大陸

地產圈的風雲人物，光耀東方集團董事

長，身家超百億，曾擔任過中國農業銀行

聊城市興華支行黨委書記、副行長。在他

46 歲的時候，遇到時年 30 歲的中央電視臺

女主播徐珺，之後 2 人結婚，典型的老夫

少妻，兩人婚後育有一兒一女。

2017 年初，李貴斌病逝了。之後，徐

珺和自己的小叔子、李貴斌的弟弟打起了

官司，爭奪李貴斌遺產。報導稱，在這場

百億財產大戰中，央視女主持人徐珺告贏

了自己的小叔子。

日前，署名為 @ 不靠譜的網民在微博

發文，貼文以《主持人李丹，請你還錢》為

題，爆料新華社女主持人李丹，當年也從

李貴斌處獲利至少 1250 萬元，併發出了轉

賬單等材料佐證。李貴斌病逝後，徐珺發

現此事後，將李丹舉報至單位紀委。

據爆料稱，目前徐珺已起訴至北京東

城區法院，法院已對此立案。 據百度百科

資料顯示，李丹為《新華社》環球頻道主持

人，資料圖片也與爆料圖片相符。

現在，央視女主播徐珺和新華社女主

持人李丹的「爭產大戲」也拉開帷幕，最後

誰勝誰負？大家可拭目以待。

原配追討巨款

新華社電視

臺記者李

丹，被曝涉

足富商婚

姻，並獲利

上千萬元。

（視頻截

圖)

新華社女主持被曝插足富商婚姻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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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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8am-6pm        週六：9am-6pm      週日：10am-6pm

本週特價
2020 年 6月4日∼ 6月10日

青檸

Spartan Apples 斯巴達蘋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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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anas 香蕉 LimesL.E. Cucumbers 長英青瓜Seedless Watermelons 無籽西瓜

Yellow onionsSatsuma Mandarins 薩摩蜜橘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黃洋蔥

$04848 lb

Strawberry 草莓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honeydew or Cantaloupe.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個白蘭瓜或哈密瓜。

$09898
5

$0 9898
ea

$0 9898
lb

疫情期間特別通知
◆ 不接受現金付款
◆ 長者及低免疫者專有購物時段 :
   週一∼週五  早上 8~9 點
◆ 營業時間有調整

$05858
lb

$48888
ea

$14848
ea

$$11484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3 磅裝

獲得1個白蘭瓜或哈密瓜。

(8 lb)

honeydew or Cantaloupe.honeydew or Cantaloupe.honeydew or Cantaloupe.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1個白蘭瓜或哈密瓜。獲得1個白蘭瓜或哈密瓜。

Seedless Watermelons 

$

$10 / 8lb

米飯創意
◎ 文 :米娜

米飯可塑性強，外觀變化萬千，又可與其他食材搭配，襯托各種食材好滋味。

蛋剖半放置米飯

上；米飯下方墊

保鮮膜，可方便

捲起，整出漂亮

的飯糰形狀。



米飯加上香油和

蔥、鹽，口味變

鹹香；用昆布汁

煮飯，是小朋友

愛的香甜口味。



飯糰的餡料以風

味明顯、湯汁少

的料理為佳。白

煮蛋、煎蛋是簡

單美味的選項。



白米飯不等於肥

胖，白米飯分解

後的碳水化合物

可以被身體當成

燃料直接使用。



米飯結合各種包

飯的餅或食材，

加上風味獨特的

配料，方便美味

就能帶著走。



隨著稻米的種類

不同，米飯的口

感及可塑性也不

同，可多品嘗找

出自己偏好的。



作法

熱油鍋，放雞丁，炒焦香；加調
料、洋蔥、甜椒，炒均勻，小火燜煮

20分鐘。
餅皮放平底鍋兩面烤熱；在餅皮上
鋪一層起司和雞肉，加熱至起司融

化。放米飯、紅腰豆，捲起來即可。

傳統的墨西哥捲餅，餡料除了肉

餡跟豆泥，米飯也是捲餅的重要

餡料。

米飯2人份、捲餅2人份、熟紅腰豆
1/2杯、雞丁300g、洋蔥末 100g、
甜椒末100g、清水200c.c.、起司絲
適量。

調料：孜然粉1小匙、辣椒粉1小匙、
鹽少量。

食材 （2人份）

墨西哥捲餅03

作法

按壽司醋說明書指示，將醋淋在
飯上，輕輕攪拌均勻。

保鮮膜鋪平，依序放上海苔、白
飯、煎蛋、黃瓜條，用保鮮膜捲成一

個長條。

保鮮膜鋪平，放一層白飯，把小捲
放中間，捲成一個中捲。

牛油果切片，均勻貼在中捲外圈，
捲成大捲，切塊即完成。

營養滿分的牛油果口感滑嫩，只

要配搭餡料食材得宜，就可以令

人對它充滿興趣。

牛油果 2個（去殼、去籽）、剛煮好
的米飯 2碗、市售壽司醋、煎雞蛋 2
個、黃瓜條 3條、海苔適量。

食材 （2人份）

牛油果壽司02

雞蛋飯糰01

作法

豬肉片加調料醃半天。
熱油鍋，下豬肉片，炒熟備用。
取一片生菜，舀一杓飯放在菜
上面，放適量炒肉片、泡菜，飯上

再撒些芝麻即可。

美味秘訣：一般包肉會搭配泡菜，

較為解膩，也增加風味。

韓國料理常用生菜包食物和飯

吃，搭配醬料和辛香料，組合

出豐富多樣的滋味。

米飯 1碗、豬肉片 200g、韓國泡
菜、生菜適量。

調料：蒜泥 1大匙、洋蔥泥 2大匙、
蘋果泥 1大匙、醬油 1大匙、芝麻
香油 1/2大匙。

食材 （1人份）

韓式菜包肉飯04

甜美豆泥加

鹹香雞丁，

配上米飯，

加上辣椒粉

和孜然粉，

風味獨特。

牛油果營養

豐富，口感

滑嫩，搭配

爽脆黃瓜和

美味煎蛋，

味道更好。

本
文
圖
片
：ADOBE STO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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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保健常識

現代健康新理念

30貼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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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編譯：高新宇

據《Men's journal》報導，

營養學家克里斯汀 · 卡魯奇分享

10 種食物和飲品，可以緩解肌

肉酸痛，還可以加速身體復原。

 ❶乾酪

乾酪（Cottage cheese）提

供了酪蛋白和乳清二種不同類

型的蛋白質，克里斯汀營養師

表示，乾乳酪為鍛鍊前的理想

零食，它使肌肉在鍛鍊期間也

能持續恢復，且乾酪還含有豐

富的有益活菌，有助於吸收營

養。

 ❷櫻桃

研究發現，櫻桃汁可減少

運動後的肌肉疼痛，延緩疲勞

感，促進運動員肌肉恢復。在

運動鍛鍊後可吃櫻桃乾，但應

注意分量，避免攝取過多糖分。

 ❸馬努卡蜂蜜

馬 努 卡 蜂 蜜（Manuka 
Honey）是一種單花蜂蜜，它主

要來自一種叫做新西蘭麥盧卡

灌木的花蜜。克里斯汀營養師

表示，馬努卡蜂蜜是有效的抗

炎藥，有助於抑制運動後引起

肌肉修復，而且薑黃素還有緩

解疼痛和腫脹的功效。平時可

將薑黃加到湯中或製成薑黃拿

鐵（作法：將 2 杯熱牛奶或杏

仁奶＋ 1 茶匙薑黃＋ 1 茶匙薑

汁混合，有「黃金牛奶」的稱

號）。

 ❻菠菜

菠菜含有抗氧化物，可對

抗體內的自由基，不僅可以預

防癌症和心臟病，還可以促進

健康和增強肌肉（與硝酸鹽有

關）。此外，菠菜富含鎂，可

幫助維持正常的肌肉和神經功

能，而且還被證明可以幫助調

節血糖和血壓，是目前最受歡

迎的超級食物之一。

 ❼鮭魚

運動後造成肌肉酸

痛是常見問題，許多人

選擇貼酸痛貼布、按摩

或泡熱水澡，來緩解不

適，其實吃對食物也有

助於緩解肌肉酸痛，幫

助人們和酸痛說再見。

         10大食物
緩解肌肉酸痛 加速身體復原
營養師

鮭 魚（三 文 魚 ） 含

Omega-3 脂肪酸可抗炎，此外

還富含肌肉恢復和構建的關鍵

成分——「瘦肉蛋白」，可加

速肌肉恢復。克里斯汀營養師

也特別提醒，務必在鍛鍊後 45
分鐘內攝取蛋白質，使身體獲

得足夠的養分。

 ❽紅薯

在鍛鍊後的餐點中加入紅

薯，可以告別肌肉酸痛。克里

斯汀營養師表示，這種澱粉狀

蔬果補充了碳水化合物，是 β-
胡蘿蔔素和維生素 C 的重要來

源，可保持身體健康強壯。

 ❾綠茶

綠茶中含有豐富的抗炎、

抗氧化物，是預防運動造成肌

食療

養生

的炎症反應。

 ❹堅果及豆類

堅果和豆類可提供必需的

Omega-3 脂肪酸來抵抗炎症反

應，蛋白質則可促進肌肉的合

成和生長，提供電解質來保持

足夠的水合作用，以及提供鋅

來增強免疫力。堅果和豆類不

僅是素食主義者之蛋白質和纖

維的重要來源，而且也是非素

食主義者理想的零食。

 ❺薑黃

據《歐洲應用生理學雜誌》

上發表的研究顯示，薑黃充滿

了薑黃素，具有抗炎及抗氧化

效果。克里斯汀營養師表示，

這種香料中的化合物有助於減

少肌肉損傷和炎症反應，促進

十一、間歇性禁食
1.禁食是一種有效的

抗衰老策略，可以使身體

啟動細胞保護、細胞再生

和功能恢復的能力。

2.飢餓會觸發身體的

自我清理過程並啟動幹細

胞，而重新進食會觸發重

建，所以為了達到最佳健

康狀態，需要兩者兼顧，

即禁食和進食之間的調整

平衡很重要。

3.空腹可以減少炎症

和炎症性疾病，並使癌症

減少近 50%，認知和免疫

功能也得到改善。

4. 總體而言，間歇

性禁食減少了糖尿病、心

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風險因

素，並改善了衰老的標

誌。

免疫疾病是免疫系統導致的

疾病，可分為自體免疫疾病與非

自體免疫疾病。自體免疫疾病是

沒有任何原因，自己的免疫系統

攻擊自己的身體，使身體受到很

大的傷害，這種情況通常同時存

在二個問題：一是免疫功能過

強，再來是免疫功能混亂。所以

免疫系統太強也不是甚麼好事，

物極必反，太強了，反而免疫系

統有造反的可能。

非自體免疫疾病就是可找到

致病因，例如：愛滋病，人感染

了愛滋病毒，把身體免疫系統通

通破壞掉，白血球發揮不了功

能，最後免疫系統土崩瓦解，人

就一命嗚呼了。

自體免疫疾病，西醫總說不

出原因，認為就是免疫系統的混

亂，認不得自己的身體，把全身

攻擊得不成人形，最終常是多器

官衰竭而亡。面對此種自家造反

的疾病，西醫的解決辦法就是將

免疫系統盡量的壓低，藥物就是

類固醇與免疫抑制劑。類固醇本

是人造荷爾蒙、人工腎上腺素，

本以為可以提升免疫力，歷來就

被冠以「仙丹」之名，全身哪兒

不對勁兒，仙丹一服，立刻真像

活神仙，但其反跳作用也是最明

顯的，藥效過了之後，症狀加倍

的反上來。

免疫抑制劑最常用的就是抗

癌藥，本來是用於殺癌細胞的，

它的作用可使細胞不分裂。因為

癌細胞分裂速度比正常細胞快，

因此接受抗癌藥後，癌細胞死亡

速度也比正常細胞快，抗癌藥發

揮藥效的作用也在於此。現在抗

癌藥運用到免疫疾病上來，就是

讓免疫系統不活化，處於呆滯狀

態，因而免疫系統也就不會攻擊

自己了。但是正常細胞不分裂，

細胞容易變性，也因此常有人服

用抗癌藥一段時間後，另一種癌

細胞又生出來了。

自體免疫疾病最可怕的就是

全身性紅斑狼瘡，此病器官衰竭

的速度極快，在類固醇發明之

前，幾乎活不了，但類固醇問世

後，「留人治病」，命保住了，

卻要不斷的壓制自身的免疫力。

人會生老病死，生病就很痛苦，

每個人都希望無病一身輕。中醫

在治療免疫疾病時，可用涼血清

熱的方式，使病情緩解，此外，

保持身心的平衡健康，欲望放

淡，可減少免疫疾病的發生。因

為自體免疫疾病在中醫來看，是

陰陽不協調，陽盛陰虛，免疫混

亂而發病，而導致陰陽不平衡，

常是生活作息出了偏差所致。

動也很頻繁。局部關節做超負荷

的動作，長期勞累，是髖骨筋傷

的主因，髖骨又名胯骨。

臀部肌肉，在提重物或蹲下

起來時，突然在短時間內過度收

縮也會閃到，造成痙攣，排便不

順，走路都會痛，短暫性的一跛

一跛。這種情形，多休息後可緩

解，長期久坐，常會感到臀部不

舒服或痛，老祖宗說久坐傷肉。

十歲以下的小孩，玩遊戲、

跑跑跳跳、跌倒時，很容易腿外

滑出去，造成髖骨的扭傷，男生

多於女生，輕微的休息一至二個

禮拜會自己痊癒。老年人髖關節

骨質增生，容易髖骨屁股痛，活

動不靈光。很多女性髖關節活動

時，會有「咔咔」聲，女性盆骨

較大，大轉子容易氣血凝滯，筋

肉痙攣或萎縮，或肌筋肥厚沾

黏。許多人聽到「咔咔」的聲音

感到不安、害怕，其實很少人因

為有這樣的聲音而引起不舒服的

症狀，最好多吃含膠質食物。

梨狀肌位於臀部深處，直接

受撞或坐在尖尖的東西上，或壓

迫到坐骨神經，或和坐骨神經沾

黏，所引起臀部或下肢出現刺

痛或麻木感，稱為「梨狀肌症候

群」。這種情形，只要在局部

熱敷和鬆筋，按摩力道由輕漸

重，按摩面積由小範圍，再到大

範圍。

髖骨痛、屁股臀部痛，坐在

椅子上時，會痛的那一側腳下放

一個瓶子，用腳來回滾動瓶子，

活動下肢可減緩上部關節的疼

痛。

環跳穴：位於臀部腿外側，

腰下有凹陷處，或是側臥腳往臀

部上抬，足跟碰到的地方。針了

就可以跑跳了，所以叫環跳，可

治療所有髖骨的毛病，也可以治

療中風後遺症、坐骨神經痛。

陽陵泉穴：位於小腿外側，

膝蓋下一寸，尖骨前的凹陷處。

是膽經的脈氣由此進入臟腑合於

內部。有一陣子很流行敲打膽經

養生，沒空的話只敲陽陵泉的效

果也很好。從髖骨一直到腳踝的

髖骨痛、臀部痛

筋痛都治得到，因為筋會陽陵

泉。其實全身的筋都可治，只是

臨床上，養生用在下半身的保

健。敲陽陵泉的刺激比較大，敲

完可做髖骨上下彎曲的動作。髖關節是全身最大的關節，

周圍的肌肉很豐富，周邊的韌帶

很堅實，活動幅度可以很大，活

免疫疾病與身心健康

現代人似乎很重視免

疫問題，只要身體不好，

都會聯想到自己是不是免

疫功能低下。

（轉載自《按開人體的竅》）

保持身心平

衡健康，欲

望放淡，可

減少免疫疾

病的發生。

陽陵泉

環跳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 師 講 堂 

 按 穴 療 法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肉和細胞損傷的理想飲料。

 ❿可可

可可含大量抗氧化物、鎂

和維生素 B，可減少與運動有關

的體內壓力，平衡電解質並提

高能量水準。克里斯汀營養師

指出，這些抗氧化劑稱為黃烷

醇，甚至能促進體內一氧化二

氮的產生，使血管壁鬆弛，從

而降低血壓並促進整體健康。

平時在運動後，可將一勺可可

粉加入牛奶中飲用。

◎  編譯：林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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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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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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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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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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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麗夫人好：

我和先生結婚五年了，小孩

也三歲，可是先生從小孩生下來

後便一直玩線上遊戲，不眠不

休。我先生之前也會玩，但他答

應我孩子生下來後就要好好振作

工作，沒想到一切都是謊言，家

庭重擔也就是靠我去工作，婆婆

在家帶小孩做手工。

我每次和他好好溝通，表示

這樣會影響小孩，或者說家裡錢

不夠，但他只是要我閃開，而且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惡狠狠地瞪我。婆婆還站在他那

邊說讓他玩，與其出去外面網吧

喝酒賭博，不如在家可以看得到

人。他成天只會玩遊戲、倒在沙

發上睡覺，什麼照顧孩子、家事

一律不理會。我覺得人生沒有意

義未來沒有希望，每次出門看到

人家一家大小一起去逛街買菜，

我就覺得我真的太可悲了。做人

真的太苦了，可是孩子又很可

憐，做人真的太苦了，請指點我

吧！！ 
痛苦的媽媽

痛苦的媽媽你好：

先生已是成年又成家的人，

還如此沉迷線上遊戲確實有違常

理，有必要先找出他為何沉迷的

原因。一些無法自拔的人可能具

有某些特質，例如心智的不夠成

熟、心靈的空虛、對生活壓力的

逃避，事業上不順心、工作中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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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應有的尊重，人際關係的失

衡等的挫折，讓他寧願躲在線上

遊戲虛擬的空間裡自得其樂，先

找出原因再對症下藥。

除非你想放棄這段婚姻，那

就放棄所有的努力，但是為了給

孩子一個完整的家，以及挽回這

份有缺口的婚姻，你需要下一番

功夫，激發他承擔起應該扮演的

主導角色。這會是一件相當為難

和辛苦的事，有必要做好長期奮

鬥的心理準備，並多方面地積極

努力。這需要時間，更需要耐

心，不要輕易放棄也不要氣餒，

畢竟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你的婆婆確實把先生寵壞

了，以致於當了父親還像孩子一

樣絲毫沒有責任心；婆婆的縱容

讓他更加有恃無恐。首先跟婆婆

做充分的溝通，正面肯定丈夫的

工作能力，喚回丈夫對家庭的愛

心和責任感，激發身為男人的義

務與氣魄，一如他在新婚之際所

許下的承諾；也讓婆婆理解你內

心的痛苦和對未來的擔憂——唯

有先讓婆婆跟你站在同一邊，才

能共同努力解決問題。

同時，商請家族中有份量的

長輩關心先生，並提出善意的建

議，讓他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再就是不要包攬家裡所有的大小

事情，適度的留下一些缺口讓他

去完成，因為把家事與經濟處理

得太完美，他容易失去發揮空間

而恣意的依賴你。另一方面可以

引導孩子多親近父親，慢慢建立

起親密的親子感情，自己則要對

他更加溫柔體貼，增進彼此情感

的交流。

盡量不要在他遊戲進行中做

溝通，當遊戲被外力干涉而中

斷，他勢必沒有好心情跟你一起

面對問題，不妨選擇吃飯或是遊

戲空檔的時機提出你的想法，並

設法維持理性的溝通，避免衝突

爭吵，激化矛盾。當你對先生關

懷體貼又有信心的時候，他會深

受感動並得到鼓舞，在倦怠之後

重新振作起來。曼麗祝福你們！

曼麗小語：當你對先生關

懷體貼又有信心的時候，

他會深受感動並得到鼓

舞，在倦怠之後重新振作

起來！

3. 開始倒入培養液，這時

需要注意的是，先將 A 培養液

慢慢倒入水中，再加上 B 營養

液，才不會造成化學反應，影響

營養液的成分。

4. 為了確保蔬菜能吸收到

營養，要定時修剪葉子，將較瘦

小或邊緣的葉子去除。

5. 在蔬菜生長的期間，要

隨時補充水分，通常降到器皿的

三分之一時，就需要倒入新水。

6. 一般水耕蔬菜成長速度

較快，通常種植 3 到 5 週就可

以收穫了。收成時，用剪刀來採

收，量多時可以間隔採收。

大家可以利用魚菜共生或水

耕的方式，讓自己達到農耕樂。

這兩種方式的優點雷同，都是透

過無農藥、不占空間、好種植等

特點，來達成環境可持續發展，

並讓水系統有效地循環利用。然

而，魚菜共生系統所需要的空間

較大，且輔助設備與所需工具比

較繁瑣，費用也比較昂貴，有些

人可能會有困難。若是想更方

便、簡單的話，可以嘗試用水耕

栽培。以下將為您介紹水耕栽培

的起手式，讓您輕鬆種植出無農

藥的健康蔬菜。

水耕蔬菜是甚麼

 所謂水耕蔬菜是指不使用土

壤，運用肥料調配成的培養液來

栽種植物的方法。可說是非常乾

淨又環保的栽培法。成長快速，

收穫量也高。只要具備日照及通

風良好等基本條件的話，不管是

室內或屋外都能栽種。

由於水耕栽培使植物根部不

受土壤的阻止影響，可充分地伸

展生長，其生長率是土壤栽培的

2 ～ 3 倍，收穫量也就較多。此

外，水耕栽培的植物對疾病的抵

抗力也比較強，因此不需依賴農

藥也可健康地成長，所以也可能

做到無農藥栽培。再加上沒有使

用土，也就無需考慮土壤地利是

否會因為連續栽種而受損，是個

好處多多的栽培法。

水耕蔬菜是將蔬菜苗或種

子放置在固形介質裡，如：泡

綿、蛭石、陶石、木質纖維等

能固定植物的根部於水中，或

是無固形介質讓植物根部直接

浸潤在水裡。這兩種方式都需

要將適量的培養液添加在水

中，來補充蔬菜所需的成長營

養素。與土耕蔬菜相比，水耕

蔬菜口感更鮮嫩、甜美。

水耕蔬菜有哪些

    葉菜類：莧菜、空心菜、

菠菜、生菜、蔥、香菜、芥蘭、

茼萵菜。

    果菜類：辣椒、小黃瓜、

番茄、青椒。

    芽菜類：綠豆、苜蓿、紅

豆、黃豆等。

水耕蔬菜培育器具

    塑膠透明器皿、茶葉過濾

紙、泡棉、衛生紙、培養液。

種植步驟

1. 先將泡棉分割成 5x5 大

小的方塊數個，將小方塊都放進

塑膠器皿中，倒入自來水至八分

滿。等所有泡棉都吸到水後，將

一張衛生紙鋪上泡棉，再每個小

方塊上放上 3 至 5 顆種子。

2. 將茶葉過濾紙底部剪幾

另外再介紹一種是偏向水耕

減少土壤的寶特瓶種植法，是不

需用到液肥的。這也是很有趣的

種植方式。使用的器具只有空寶

特瓶和 30 ～ 45 公分棉繩及培

養土或是蛭石。先將寶特瓶底部

在 1/3 處切掉，在瓶蓋處打 1 個

孔，然後把泥土或是蛭石放入當

培養土，再放入蔬菜的種子，再

把棉繩從土壤中穿過瓶蓋，一半

在瓶蓋外，另一半在培養土裡，

把剪下來的瓶底裝一些水，最後

把種植好的寶特瓶倒插瓶蓋在下

浸泡水裡，即可完成簡單的蔬菜

培育瓶了。

   運用器皿的水耕法及寶特瓶

的培育法，都是日本很受歡迎的

廚房菜園培育法。即使在冬天，

如果順利的話也能培育出自己喜

歡的蔬菜，這些蔬菜放在室內培

育，也能當裝飾品來綠化居家環

境。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方

式來種植，讓種植在生活中帶來

更多的樂趣。

老公沉迷遊戲不盡責盡責

如何自栽水生植物
◎ 文：黃詩錚     
◎ 圖：Adobe Stock

 對當今居住在都市裡的朋友
而言，要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

菜園是一件難事。如果想回歸

自然，享受耕植的樂趣，除了

土耕之外，還有甚麼方式可以

利用小空間種植蔬菜，達成您

都市農夫的夢想呢？

個小洞，待種子發芽後轉移至茶

葉過濾紙袋裡，此時仍是放在塑

膠器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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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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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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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酒精消毒，也是許

多人重視的一件事。由於現在衛生觀念普

及，酒精的運用也非常廣泛，許多民眾平

時就會購買酒精來消毒居家環境，而在這

種人人自危的時候，酒精的運用也更廣

泛了。 

酒精會不會過期

為什麼酒精能殺菌呢？主要是因為酒

精能引起蛋白質變性，導致細菌或是病毒

的死亡。只是有時酒精放久了，總會讓人

質疑是否會因過期而壞掉，那麼酒精是否

會因過了保存期限而壞掉呢？

一般酒精註明的保存期限約為 2 ～ 3
年，若已經開封了，那麼在 2 年內必須

用完；若還沒開封，則可以保存到 3 年。

雖然酒精過期後，顏色和味道都讓人難以

分辨有什麼改變，但因為酒精揮發的速度

很快，所以開封後，濃度就會開始降低，

時間一久，自然就無法達到殺菌的功效！ 

95%和75%的酒精 
哪種消毒殺菌效果好？ 
另一個令人好奇的是，多少濃度的酒

精可以消毒殺菌？ 
許多人總以為，酒精濃度越高，消毒

效果越好，但這其實是錯誤的觀念。高濃

度酒精（所謂的 95% 酒精）的確能將細

菌表面的蛋白質迅速凝固，但是也只有在

外層作用，對於一些病菌來說，它的內部

仍是活性的，所以用了等於沒用。

而經過研究發現，75% 的酒精，能

夠兼具蛋白質凝固作用及穿透效果，達

到徹底的殺菌功能。因此如果想在家自

行稀釋酒精來使用的話，只要濃度介於

70% ～ 78% 的酒精都能夠達到 99% 的

殺菌效果。

自行調配消毒酒精

由於濃度介於 70% ～ 78% 的酒精

具有殺菌效果，因此民眾可以用 4:1 的

比例，將 95% 的精製酒精，自行稀釋為

消毒用酒精。舉例來說，只要 95% 酒精

400cc 加上純水 100cc，即可調製成濃度

約 76% 的消毒用酒精，這樣的作法不但

簡單、價格便宜，而且十分有效。

由於肺炎疫情益發嚴重，所以口罩、

酒精等防疫產品也迅速成為搶手貨。而除

了出外要記得戴口罩，避免感染外，還可

自行調配出具有消毒殺菌效果的酒精，這

樣在外也隨時可以拿來消毒雙手，對自己

及他人都多了一分保障。 

酒精濃度不是越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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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訊】董氏基金會表示，常洗

手，只要注意 6 大洗手時機，就可以預

防許多疾病上身。此外，醫師也提醒，若

是用肥皂洗手，至少要搓揉 1 分鐘才會

有效果。 
1、吃東西前洗手，可避免手上的病

菌接觸到餐具和食物，進而帶入口中。

2、如廁後洗手，可洗去尿液或糞

便，以及掀馬桶蓋、沖水、開關門時，沾

染到的病菌。

3、咳嗽捂口或用衛生紙擤鼻涕後，

也要記得洗手，這樣能避免雙手沾染的分

泌物和病菌傳播。

4、進出醫院前也應先洗手，這樣可

以避免將病菌帶入醫院，或是將病菌帶

回家。

5、接觸嬰幼兒前要洗手，這樣可以

保護免疫系統尚未發展成熟的嬰幼兒。

6、外出返家後立刻洗手，特別是有

新生兒的家庭除了洗手、也應更換衣物，

以隔絕由外帶回的病菌。 

洗手的6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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