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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的親共新獨董李飛飛
Twitter’s New Advisor Is Pro-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9從劉寬等人的德量談忍讓
Talk About Tolerance from The Virtue 
of Liu Kuan And Others

反送中一年
九千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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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A3 地攤經濟動了 
誰的奶酪？B1雙語報導

Bilingual

Translated by:  
Taylor Cheng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6月6日93萬張同意票確定

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創造

台灣第一次直轄市長罷免成

功案。高票超乎預期，讓罷

韓團體與大批市民瞬間沸

騰，齊聲吶喊「我高雄、我驕

傲」！外界普遍認為，這是台

灣選民再一次對北京投下不

信任票，台灣歷史性扭轉局

面，也與國際社會與台灣選

民形成合力有關。

6 月 6 日投票率 42.14％，

贊成罷免超過 93 萬張，反對罷

免 2 萬多張票，跨越罷免門檻

57 萬 4996 票，並超越韓國瑜

2018 年市長選舉得到的 89 萬

多張票。國民黨籍的韓國瑜從當

選高雄市長，再到總統競選候選

人，最後到變成被近高票罷免下

台的政治人物，這個局面的扭轉

發生在短短一年半內。

台灣中選會定於本月 12 日

舉行會議審查投票結果，韓國瑜

12 日起被解除職務。中選會將

於 3 個月內辦理市長補選，將

由行政院指派代理市長。

韓國瑜在罷免同意票跨過門

檻後，帶領市府團隊向市民致

謝，同時指控民進黨組「罷韓國

家隊」，對他及團隊不斷抹黑。

不過即將卸任的韓國瑜在 9 日

主持任內最後一次市政會議，其

後他宣布，不提出任何訴訟。

違背高雄選民承諾

韓國瑜順利被罷免，主要

原因是其帶職參選總統、背棄

對高雄選民的承諾、加上在地

方施政上多有失分，台灣反共

民意高漲。Wecare( 罷韓運動 )
高雄發起人尹立等人於 2019 年

  Just over one year ago, Kaoh-
siung Mayor Han Kuo-yu was 
an ascendant star, soaring in the 
polls against incumbent President 
Tsai Ing-wen. On June 6, his po-
litical career came to an undigni-
fied end as voters removed him 
from office in a recall election, 
making him the first elected of-
ficial to be recalled in Taiwan’s 
democratic history.
  Taiwan’s cabinet will be tasked 
with appointing an interim mayor 
in Kaohsiung. Kaohsiung will 
then hold a by-election by Sep-
tember 12; the winner will serve 
the remainder of Han’s term, 
scheduled to end in late 2022.
Broken Promises to Kaoh-

siung Residents
    Han’s sudden fall from grace was 
spurred by local concerns. 939,070 
Kaohsiung residents voted in favor 
of recalling Han – more than the 
votes Han received when he was 
elected mayor in November 2018. 
Many were infuriated by his failure 
to keep his campaign promises and 
his decision to seek the Kuomin-
tang (KMT) nomination i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despite 
previously vowing not to do so.
  The vote also served as yet an-
other blow for Beijing’s desire to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n Taiwan. Han had been seen as 
the vanguard of a KMT willing to 
seek warmer ties with China. But 
this position has become unpopu-
lar among the Taiwanese public.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people 
studying and working abroad 
flew back to Kaohsiung to vote. 
Mr. Hsiao, a 58-year-old native 
of Kaohsiung, said he had “never 
seen such a lousy politician”.
(To Next Page)

12 月向中選會遞交罷免第一階

段提議書。

自由時報報導稱，大量外地

學習和工作的青年人返回高雄

投票。 58 歲的高雄人蕭先生約

下午 3 點半到現場，他表示，

自己從 18 歲起就開始參與政治

活動，「從來沒有看過這麼爛的

政治人物」。來自台北的胡先

生和台中的陳小姐表示，他們 6
日下午 3 點就到現場，雖然沒

有投票權，但很關心高雄的罷韓

結果。罷韓提案法定領銜人陳冠

榮在光復高雄總部一度落淚，激

動地說不出話來，台下力挺罷韓

民眾也紅了眼眶，為這場勝利而

感動。（轉 A2）

罷韓成功罷韓成功  
高雄對北京高雄對北京

說不說不NONO
Said Kaohsiung Said Kaohsiung 
To BeijingTo Beijing(CNA)

https://yangshihomes.com
https://www.excel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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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韓的市議長 
墜樓身亡

（接 A1）在罷韓案通過後當

天晚上，長期支持韓國瑜的高雄

市議會議長許崑源墜樓身亡。許

崑源在個人臉書上寫下「這一次，

誰會是贏家？」幾字，成為他生前

最後的留言。許崑源之死，被分

析者認為留下了許多謎團。

「韓流」奇蹟

在 2018 年，國民黨形勢一

片大好，當年的「九合一」地方

選舉（即市長、里長等地方公

職人員選舉），韓國瑜代表國民

黨參加高雄市的市長選舉，意外

崛起，造就「韓流」政治旋風。

韓以「庶民」自居，以「高雄發

大財」之口號，擊敗了在高雄市

執政數十年的民進黨。而當時的

總統蔡英文民調跌落至低點，國

民黨勢如破竹。

不過，其後「韓流」的崛起

被疑背後有北京運作的跡象。

2019 年 3 月底，韓國瑜去

大陸城市參觀，之後去香港，接

受特首林鄭月娥的高規格接待，

並成為首位踏入北京處理香港一

國兩制「中聯辦」的台灣地方首

長。 2019 年 6 月初，香港首次

有百萬人上街遊行反對《逃犯條

例》修訂案。遊行隔日，韓國瑜

則以「我不知道，我不曉得」應

對媒體。

2019 年 3 月旺旺集團旗下

媒體《中天電視台》曾因「報導

特定政治人物過高」與「未經查

證」遭到台灣政府罰款 100 萬

元新台幣，外界普遍認為「特定

政治人物」指韓國瑜。旺旺集團

因為擁有 19 家媒體而成為台灣

最有實力的媒體集團。 2019 年

6 月 23 日台北舉行一場反「紅

色媒體」的示威遊行，萬人上街

抗議，直接點名旺中集團旗下媒

體為紅色媒體。

在台灣總統大選前夕，自稱

中國間諜的王立強投誠澳洲，他

提供的情報中，描述了北京如何

滲透台灣 2018 年九合一地方選

舉和 2020 年總統大選的細節。

王立強說中共當時從香港以海外

名義，捐款給當時正在競選高

雄市長的韓國瑜 2000 多萬人民

幣。但韓國瑜競選辦公室否認了

這個指控。

五眼聯盟國 
 連夜拆「核彈」
台灣總統大選 1 月 11 日開

票。韓陣營 1 月 6 日召集在 1
月 9 日傍晚 5 點開始舉行聲勢

浩大的凱道集會。韓陣營宣布

「……展開閃電攻擊，打一場轟

轟烈烈的勝戰」韓競辦總髮言人

還表示，屆時有神秘嘉賓現身。

台灣時間 1 月 9 日凌晨，

澳洲媒體爆出王立強與大陸商人

孫天群對話的截圖。截圖顯示，

孫天群表明自己是受國民黨所

托，將國民黨副秘書長蔡正元擬

好的講稿傳給王立強，顯示蔡在

給予王承諾的同時，要求王宣

稱自己是被台灣民進黨操縱。 1
月 9 日白天，台灣各大媒體隨

轉載了澳媒的報導，迫使蔡正元

1 月 9 日上午進行說明。

1 月 9 日傍晚韓國瑜的凱道

集會沒有爆任何新聞，出場的

「神秘嘉賓」是韓國瑜政顧問團

長張善政的夫人張琦雅，這個平

淡無奇的安排讓外界懷疑，之前

的安排與蔡正元事件有關。

有分析者認為，若 1 月 9
日蔡正元脅迫王立強的證據沒有

被澳洲和台灣媒體曝光，假消息

在凱道大會上釋放出來，在選前

一天之內難以澄清，將造成輿情

極大的混亂。此事說明歐美澳的

情報機構在鼎力呵護台灣民主選

舉的大環境。

北京的「幫忙」

在擺韓投票的前一天 6 月 5
日，黨媒《人民日報》旗下人民

網發文「追殺韓國瑜民進黨醜態

百出」，力挺韓國瑜。不少台灣

網民認為北京此時表態是在幫倒

忙，「這是生怕別人不知道韓國

瑜姓黨啊。」

6 月 6 日的罷韓投票，不少

大陸媒體都第一時間推播相關訊

息。在新媒體平台「今日頭條」

上，此話題衝上熱榜第一，截

至晚間 6 時，相關訊息閱讀量

超過 8600 萬；新浪的微博熱搜

也一度竄登第二名。截止 6 月 7
日凌晨 1 時許，以「韓國瑜」為

標籤的瀏覽人數超過 3 億、另

有 5.3 萬人留言討論。大陸網友

稱，罷韓事件體會到什麼是民

主！人民既能投票選你，也能投

票罷免你！

  
Han’s Declining 

Popularity
    Kaohsiung, a longtime Demo-
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stronghold, elected Han in 2018 
after he promised to revitalize 
what he called a stagnant econ-
omy. To voters, the populist Han 
represented a jolt to a political 
system dominated for years by 
one party. The rise of Han Wave 
has created a political whirlwind.
   In March 2019, Han visited 
officials in Hong Kong, Macau, 
and China in March 2019, a trip 
billed as an opportunity to sell 
fruits grown in Kaohsiung but 
seen widely as an advertisement 
of his promises to jumpstart 
Taiwan’s economy by relying 
on trade with China. Han was 
widely popular at the time as 
Tsai slumped in the polls. 
  During Hong Kong’s anti-extra-
dition movement, Tsai forcefully 
defended Taiwan’s sovereignty 
and supported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while 
Han struggled to elucidate his 
position on the growing protest 
movement. Han’s allure quickly 
began to wear off. 
   During the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Chinese spy Wang Liq-
iang, who defected to Australia, 
claimed that the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 had donated more 
than 20 million RMB from Hong 
Kong to the Democratic Progres-
sive Party (DPP) in 2018.
   Two days before the presiden-
tial election, Australian media 
broke the news that a represen-
tative from the Han camp had 
threatened Wang Liqiang. It was 
to frame the DPP. This helped 
avoided the disinformation to in-
terfere the election.

Significance for  
Mainland China

   The recall election in Taiwan 
came as a shock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ior to the recall 
election, it became a hot topic 
on search engines and social 
media in mainland China due to 
the push from the official media 
outlets. Han’s sudden fall from 
grace has shown the mainland 
Chinese what democracy is all 
about. People can vote you IN 
or OUT.

罷韓成功 高雄對北京說不

▲微博上湧現大陸網友評論

5月21日高雄罷韓遊行有約50萬人參加，場面浩大。（CNA）韓國瑜（右）（LTN）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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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 5 月份針

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頒布的最新

禁令，已讓華為旗下的晶元設計

公司海思半導體幾乎無路可走，

進而將華為封喉。華為的部分關

鍵晶元庫存，到明年初就會耗

盡。華為高層忙著找出路，但據

聞未有解決方案。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

透露，華為的一些電信設備的關

鍵晶元庫存將在2021年初用完。

一位要求匿名、參加會議討

論的人士說，華為迄今未能就解

決美國商務部限令找到解決方

案。他們補充說，儘管華為可以

從三星或聯發科技等第三方購買

現成的或商用的移動晶元，但可

能無法獲得足夠的供應量，並且

可能被迫在產品性能要求上做出

巨大的妥協。

海思幾近無路可走

華為旗下海思半導體所設計

晶元，其實是由全球最大的晶圓

代工半導體製造商台積電製造。

全球任何晶元製造商，從臺灣

的台積電到中國自己的中芯國

際，都需要使用應用材料公司

（Applied Materials,Inc.）等美

國公司的設備來製造晶元組。因

此，美國一旦嚴格執行禁令，華

為自行設計的晶元將無法生產為

實體產品。

彭博社稱，美國實施禁令

後，海思無法把自行設計的晶元

讓台積電或其它任何外國廠商生

產，因為所有的晶元製造商都有

使用美國的設備和技術。唯一可

能會違反美國禁令的公司是中國

的「中芯國際」，因此海思可能

會部分訂單給中芯國際生產，可

是中芯國際的能力和技術落後於

台積電。

海思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家不

含美國設備和技術的晶元製造

廠？報導說那簡直做白日夢，因

為晶元製造廠需要用到荷蘭阿斯

麥公司（ASML Holding N.V.）

生產的極紫外光刻機。阿斯麥公

司的機器也有用到美國技術。

分析：新規削弱海思 
封殺華為的5G建設
國 際 投 資 銀 行 傑 富 瑞

（Jefferies）分析師愛迪生．李

（Edison Lee）說，美國這項新

規是「針對海思所設計的晶元，

這對美國構成最大的威脅。」

「美國的這項禁令可能會削弱海

思，然後扼殺華為建設 5G 網路

設備的能力。」

獨 立 研 究 機 構 Forrester 
Research 的首席分析師查理．

戴（Charlie Dai）表示：「海信

只有通過自我研發和與中國當地

企業合作才能找到替代方案，才

能繼續創新，這將需要數年的時

間。」「我們估計，華為高端晶

元（包括華為高端智能手機的

基帶晶元和 CPU）的庫存最多

只能持續 12 到 18 個月。」

求生存是華為 
最關切的問題

美國商務部 5 月中旬修改

「外國直接產品原則」（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宣布擴

大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的禁令，

要求使用美國設備和軟體的外國

晶元製造商向華為出口晶元產品

前，必須先取得商務部許可。

美國商務部批評華為鑽漏

洞，惡意破壞美國的出口管制，

持續使用美國科技發展自己的產

品。美國決定修法，堵住漏洞。

雖然再次延長美國企業可以出

貨給華為的臨時許可 90 天，但

強調這可能是最後一次，今年 8
月13日到期後，預計不再延長。

據報，禁止外國晶元製造商

向華為出口使用美國設備和技術

的晶元產品，將重擊華為半導體

設備的核心，對其人工智慧到移

動服務等領域造成衝擊。

在華為的年度全球分析師

峰會上，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

（Guo Ping）坦承，求生存是華

為現在最重要的主題。

美國新規頒佈 華為明年無晶元可用

推特早前任命李飛飛為公

司獨立董事，引發廣泛關注。

李飛飛此前在谷歌任職，與中

共有很大聯繫，這一任命還是

在推特宣布，開始審查美國總

統川普之時。

李飛飛是美國公民，1992
年從中國移民美國，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9 月任職谷歌工程

師。目前，她也是美國史丹福大

學計算機科學系教授。在谷歌任

職期間，李飛飛一起推動谷歌在

中國建立人工智能中心。 2018
年 5 月，李飛飛因谷歌是否應

該推進 Maven 計畫展開激烈爭

論，一度成為關注焦點。該項目

允許谷歌向美國國防部分析無人

機畫面的 AI 技術。

李飛飛在阻止該計畫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她提出谷歌和五

角大樓的合作會將人工智能「武

器化」，而谷歌的員工也受其影

響，抗議阻止這份合同。谷歌最

終不得不屈服於壓力，中止與五

角大樓的合作。這一決定後，人

們懷疑谷歌是否受影響變得親

華，川普甚至親自拜訪了谷歌首

席執行官皮查伊，希望該公司能

致力於保障美國和軍方利益。

除了在史丹福大學擔任教

授外，李還同時是中國清華大

學的人工智能顧問，而清華大

學與中共軍方有密切聯繫。清

華大學副校長尤政就曾表示，

該校正進行的人工智能研究，

是支持國家「軍民融合國防戰

略」。據悉，李飛飛還與中

共統戰部及旗下該校社團有聯

繫。統戰部是一個用以向海外

中國人施壓，要求他們服從共

產黨及保護其利益的部門。

李也與「未來論壇」有密切

聯繫，該機構總部設在北京，得

到中共全力支持，該論壇自稱是

中共與國內科學界的「橋梁」。

在如此多的危險信號下，推特竟

然毫無顧忌地任命一個如此親共

的人擔任顧問，在目前美中關係

下是十分不恰當的。

來自法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王

龍猛指出，推特任命李飛飛就像

派狐狸守雞舍一樣，「他們似乎

忽略了李飛飛和中共高度合作的

背景 ...... 她從道德高地出發，

暗中反對谷歌與美國國防部的

合作，卻對『蜻蜓計畫』視而不

見，那是用來幫助中共審查網絡

言論的計畫。」

美國總統川普近日簽署了一

項行政命令，取消了過去阻止人

們對社交媒體平台起訴的法律保

護。這項命令是在推特聲稱川普

的言論是「虛假」的，並準備對

他進行審查之後宣布的。推特在

川普的推文上加上了所謂的「事

實檢查標籤」，並指其部分內容

是「不正確」的。川普回應指推

特打著審查的幌子，試圖扼殺言

論自由並操縱即將到來的總統選

舉，這是簽署行政命令的原因。

雙語報導
Bilingual News
Report

看

 Li is an American citizen, mi-
grating to the country in 1992. 
She worked at Google from Janu-
ary 2017 to September 2018. At 
present, Li is a professor at Stan-
ford University’s computer sci-
ence department. During her stint 
at Google, Li pushed Google to 
establish an AI center in China. In 
May 2018, Li becam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at Google where a heat-
ed debate was taking place as to 
whether the company should move 
ahead with Project Maven, under 
which Google would provide the 
Pentagon with the AI technology 
necessary for analyzing drone foot-
age.

 Li was instrumental in blocking 
the contract, arguing that such 
cooperation between Google and 
the Pentagon would raise concerns 
that the company was weaponiz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ven em-
ployees at Google were manipu-
lated into protesting against the 
contract. Google eventually had to 
bow to the pressure and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not be renewing the 
agreement with the Pentagon. Fol-
lowing the decision, doubts began 
to arise whether Google was slip-
ping into the pro-China camp. 
President Trump even visited CEO 

Sundar Pichai to get an assurance 
that the company is completely 
committe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S. military.

 In addition to being a professor at 
Stanford, Li is an advisor on AI at 
China’s Tsinghua University, which 
has links to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fact, Tsinghua Vice President You 
Zheng stated that one of the main 
purposes of the AI research being 
conducted at the university is to 
support the country’s national de-
fense requirements under a “mil-
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policy.” 
Li is also said to be linked with stu-
dent associations that work under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UFWD), an entity that is known 
to pressure Chinese people living 
abroad to submit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Li has ties to Future Forum, an 
agency based in Beijing that is 
backed by the Chinese govern-
ment. The forum describes itself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un-
try’s scientific community. With so 
many red flags, it is surprising that 
Twitter has no qualms about ap-
pointing such a pro-CCP person as 
its advisor,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at relations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are not exactly cordial at the 
present moment.

 Wang Longmeng, a China expert 
from France, pointed out that hir-
ing Li at Twitter is like asking a fox 
to guard a hen-coop. “They seem to 
have ignored the backstory of Li’s 
previou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Li Fei-fei] secretly opposed Goo-
gle’s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De-
partment of Defense from a high 
moral standpoint … but turned a 
blind eye to Project Dragonfly, in 
which Google was planning to help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et 
online speech,” Longmeng said to 
Radio Free Asia.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e-
cently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nullifies legal protection that 
used to block people from suing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 exec-
utive order follows Twitter’s at-
tempts to censor Trump’s tweets 
by claiming that some of his state-
ments are false. The company ap-
pended fact-check labels on the 
President’s tweets about mail-in 
voting, also suggesting some links 
that purportedly provided incorrect 
information. Trump replied that 
Twitter was trying to rig the up-

推特的親共新獨董李飛飛

Twitter has raised eye-
brows by adding Dr. 

Fei-Fei Li to the company 
board in the capacity of 
an independent advisor. 
Li, who formerly worked 
at Google, has link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e appointment 
comes at a time when 
Twitter has begun to fact-
check President Trump’s 
post by providing mis-
leading information.

Twitter’s New Advisor Is Pr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by 
stifling free speech under the guise 
of fact-checking and prompting 
the decision to sign the executive 
order. 

Twitter appointed Fei-Fei Li as an advisor even though she has link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mage: YouTube/Screensho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pAXcqbb9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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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中國南方廣西、湖南、

貴州等地近日遭受長時間暴雨襲擊，截

至 6 月 9 日，已造成 262.7 萬人次受

災，經濟損失嚴重。許多水庫的水位超

過警戒水位，民眾開始往高處轉移，以

防萬一。

已造成262.7萬人次受災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截至 6 月 9 日

下午 2 時，官方統計已造成廣西、貴州、

廣東、江西、湖南、福建等 11 省（區、

市）262.7 萬人次受災；1300 餘間房屋

倒塌，最多時曾有 52 條河流的水位超出

警戒線。

上述省區中，以廣西的災情最為嚴

重，到 9 日傍晚 6 時止已有 1 人死亡，

19.58 萬人被遷移到安全地區，共有

127.75 萬人受災，農作物受災面積 8.3
萬公頃，倒塌房屋 838 間，直接經濟損

失達人民幣 89.17 億元。

湖南則是另一個災情嚴重的省區。據

湖南省官方統計，截至 9 日上午 8 時，

湖南全省受災人數也有 32.1 萬餘人，其

中有 1.1 萬人被緊急遷移到安全地區及接

受生活救助，且有 7 人死亡、1 人失蹤，

農作物受災面積 1.15 萬公頃，1200 餘間

房屋損毀，直接經濟損失 3 億元。

此外，廣東也出現豪雨，包括珠海、

清遠等 15 個城市 8 日上午就發布發布暴

雨紅色警戒，導致復學不久的中學以下學

校被迫停課。

豪雨除造成上述省區不少道路坍方及

積水外，更曾導致高鐵運輸中斷。 7 日

上午 8 時 30 分，一列從廣州開往重慶的

高鐵動車在行經廣西賀州路段時，因軌道

旁落石坍方導致列車出軌，駕駛員輕微擦

傷，車內 200 多名旅客被轉移搭乘其他

列車。

鑑於豪雨不斷，中國水利部已於 8
日將華南水旱災害防禦，由 4 級調升為 3

級。而水利部更已派出工作組，在廣西、

湖南等省區指導災害防禦工作。

江南華南等地仍有強降雨

中央氣象臺預計，6 月 11 日上午 8
時至 12 日上午 8 時，西北地區東部、黃

淮西部、江淮西部、江漢大部、西南地區

東部、江南北部和東部等地的部分地區有

中到大雨，其中，河南東部、重慶東南

部、貴州東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50 至

55 毫米）。內蒙古中東部、東北地區等

地的部分地區有 4 至 5 級風。

6 月 12 日上午 8 時至 13 日上午 8
時，黃淮大部、江淮大部、江漢、西南地

區東部、江南西北部、華南西北部等地的

部分地區有中到大雨，其中，山東南部、

江蘇北部、安徽北部、河南東南部、湖北

東部、湖南西北部、貴州東部和南部等地

的部分地區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00 至

120 毫米）。內蒙古大部、東北地區南部

等地的部分地區有 4 至 5 級風。

6 月 12 日至 15 日，江漢、江淮、江

南北部及貴州、廣西西北部、四川盆地等

地還將有一次較強降雨過程。

中國南方暴雨已致200多萬人受災

【看中國訊】為了繼續抑制武漢肺炎

（COVID-19）的傳播，加美邊境對非必

需旅行關閉的政策或再延至 7 月下旬。

目前，雙方政府尚未做出最終決定。

加美封關政策自 3 月推出，已在 4
月和 5 月延續了兩次，將於 6 月 21 日到

期，但貿易往來不受影響。

一名消息靈通人士稱，6 月 21 日之

後，加美封關政策還會延續，到 7 月份

才會重新審視是否解除。

數據顯示，儘管加拿大 10 個省的疫

情爆發趨勢有所緩解，但新病例在兩大城

市多倫多和蒙特利爾均未出現減弱跡象。

另一消息靈通人士稱，多數省份已私

下向渥太華表示，不願恢復不必要旅行。

鑒於加國幾個省份限制國內旅行，取

消加美非必要旅行的禁令更困難。

不過，因疫情被迫裁員和削減開支的

加拿大航空公司和旅遊業希望盡快解封。

加拿大政府消息靈通人士說：「有一

些部門要求重新開放（加美）邊境，例

如加拿大航空業。」

加航回應，世界各國正在放寬限制，

加航正在與旅遊業和工業團體合作，「精

簡和闡明旅行規則」。

【看中國訊】加拿大退休金投資委員

會（CPPIB）發布 2020 年度報告顯示，

截至 3 月 31 日，其管理的資產總額為

4096 億元。該委員會將大量的資金投放

在了中國市場。

該委員會的年度報告稱，有近 150
億加元的資產是人民幣。截至 3 月底，

該委員會持有價值約 25 億加元的阿里巴

巴股票，這是對單家公司的最大持股量。

另外，該委員會還持有騰訊公司（微信

運營商）約 27 億加元的股票。

騰訊公司長期幫助中共當局進行網路

監督，協助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微信受

到中共的控制，積極壓制批評中共的信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第七

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

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保守所知

悉的國家情報工作秘密」。所有中國公

司都可能會隨時被要求完成任何類別的情

報工作，甚至可能參與侵犯人權的犯罪。

聯邦保守黨議員吉尼斯（Garnett 
Genuis）表示，需要進行一些檢查，以

確保加拿大的投資不支持侵犯人權的公

司。「加拿大人不希望把自己的錢投到到

嚴重侵犯人權的機構。」他說。

加拿大退休金計畫投資委員會對兩家

製造視頻監控設備的中國公司（杭州海

康威視和浙江大華）的投資，曾引來保

守黨國會議員克米科（Tom Kmiec）的

批評，因為這兩家公司在中共鎮壓維吾爾

人時起了協助作用。該兩家公司因被認為

對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構成重大風險，被

美國商務部列入了黑名單。

【看中國訊】中國企業近年來積極收

購加拿大公司的行為引起加國當局注意，

加國會工業委員會正舉行一系列聽證會，

決定是否應凍結外國對加企業的大規模收

購，以及是否需要修改《加拿大投資法》。

《國家郵報》報導，渥太華麥克唐納

德 - 勞裡爾研究所（MLI）高級研究員

伯頓（Charles Burton）在國會聽證會上

說，中國國家企可能代表中國共產黨。他

說：「即使不是全部，大多數（中國國有

企業）都是為中共政府的利益服務，而

不是僅想通過投資，在加拿大提高其公司

的盈利能力。」

在武漢肺炎肆虐加拿大期間，很多公

司處於財政脆弱狀態，當局留意到，一些

中國公司正利用此時機準備收購加國公

司，例如中共國企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

公司最近出資 2.074 億元，欲收購加拿大

金礦企業 TMAC Resources Inc。
伯頓強調，中國企業進行的許多投資

純粹是出於戰略考慮而非商業利益，就像

中共倡議「一帶一路」一樣，這些項目越

來越多地採用「債務陷阱外交」模式，即

以苛刻的條件向一些在困難中掙扎的國家

提供貸款，作為其日後接管他國相關資產

的長期計畫的一部分。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在上個

月發布的最新年度報告中發出警告：儘管

許多外國投資者並不懷有敵意，但這些國

有企業如果收購加拿大公司，帶來的潛在

風險包括：「關鍵基礎設施出現漏洞、戰

略性部門被控制、間諜活動和外國影響活

動、非法轉讓技術和專業知識」。

【看中國訊】加拿大聯邦政府通過

新法案，對疫情期間惡意冒領救助金

（CERB），或協助他人冒領救助金的人士

予以處罰。一旦被證實，將被罰款 5000
元和外加冒領金額的兩倍；或者被罰款和

最長達 6 個月的監禁。

CERB 向因 COVID-19 造成收入損

失的加拿大人提供為期四個月的每月應納

稅額 2,000 加元。

截 至 6 月 7 日， 全 國 共 840 多 萬

人申領 CERB，金額總計 446 億元。

CERB 最初的規定是，個人最長可領 16
週，每 4 週須重新申請一次，現在渥京

在考慮稍作修訂。

CRA 發 言 人 克 里 斯 托 弗． 杜 迪

（Christopher Doody）表示，疫情爆發

後，CRA 迅速採取行動，向有需要的加

拿大人提供了緊急援助。

CRA 可以在提交文件時或在以後的

某個日期驗證索賠人的信息，並採用保護

措施和控制措施來對某些文件進行更嚴格

的審查。當發現申訴人不符合資格時，將

與他們聯繫以安排償還款項。CRA 記錄

了領取補助金的人以及領取期限的記錄，

並表示將在以後的某個時間採取措施，以

驗證領取人是否有資格領取補助金。除

了僱主提供的稅單和其他相關信息外，

CRA 還將在下一個報稅季節中驗證申領

資格。

根據加拿大稅務局（CRA）的數據，

截至 6 月 3 日，CRA 已收到 19 萬筆償

還救助金的的款項，主要是由不具備領取

資格的人士償還的。

財政部總裁讓 - 伊夫．杜克洛斯

（Jean-Yves Duclos）表示，加拿大人很

快申請了 CERB，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無

法維持生計，CERB 與就業保險（EI）
之間存在「可以理解的混亂」。

總理特魯多表示失誤領取多餘福利的

人將不會受罰。

特魯多總理週二在每日簡報會上表

示，該法案只針對那些「明知欺詐而故

意為之」的欺詐者，而不是那些混淆了

CERB 和就業保險（EI）而誤領的人，

也不包括在領取加拿大緊急工資補貼

（CEWS）的同時領取了 CERB 的人，這

兩種福利計畫都有追溯期。但多領取的福

利需要退回。

特魯多總理還表示 CERB 的推出是

為了幫助國民很快領到資金而度過生活難

關，但很遺憾的是有少數人行使欺詐手

段，所以目前尋求立法以解決相關問題。

CERB 計畫推出之初，就一直有人

擔心欺詐冒領和政府欺詐追蹤打擊能力。

加拿大稅局（CRA）上週更新在線舉報

計畫，鼓勵人們一旦懷疑有人冒領就積極

向稅局舉報。同時，稅局還鼓勵人們舉報

加拿大學生緊急救助金（CESB）和加拿

大工資緊急補助（CEWS）等福利申領

和欺詐。

【看中國訊】6 月 8 日，加拿大政府

宣布放寬邊境限制，允許加拿大人的直系

親屬探親和旅遊。

特魯多宣布，加拿大公民與永久居民

的直系親屬將可以來探親和旅遊。前提是

他們將在加拿大至少停留 15 天，並與家

人一起生活。該政策將在 6 月 8 日深夜

12 點生效。

這改變了此前，只有在加國工作、學

習、購買藥物等重要事宜，才可入境加拿

大的政策。

直系親屬包括五類人：加拿大公民與

永久居民的配偶或同居伴侶、他們撫養的

子女、他們撫養的孫輩、父母或繼父繼

母、監護人或家庭教師。

這些直系親屬需確認加拿大有「合適

的」地方讓他們隔離 14 天，並且他們能

在這段時間取得食物和藥物。「如果不遵

守這些規定，可能會面臨嚴厲的處罰」。

中國大陸南方多地暴雨成災（網絡圖片）

冒領緊急救助金（CERB）將被罰款 還可能坐牢

加拿大人直系親屬
可入境旅遊探親

加美封關或延至7月底
航空旅遊業盼解封

加拿大退休金投資中國公司引發擔憂

防中企惡意收購 加國會研修《投資法》

【看中國訊】據美國新聞網站「每日通

話」（Daily Caller）8 日獨家報導，中國

官方英文媒體《中國日報》（China Daily）
在過去 3 年半的時間裏，砸下 1900 萬美

元在美國報紙刊登插頁廣告，或委請印刷

自家報紙。

報導指出，《中國日報》2016 年 11
月至今年 4 月付給美國平面媒體的插頁

等廣告費用達 1100 萬 2628 美元，包括

《華盛頓郵報》逾 460 萬美元、《華爾街日

報》近 600萬美元，用以刊登「中國觀察」

（China Watch）插頁廣告。插頁廣告看

似普通的新聞報導，卻時常含有親北京的

新聞解釋。

另外，《中國日報》向《紐約時報》支

付了 5 萬美元、向《外交政策》支付了 24
萬美元、向《得梅因紀事報》（The Des 
Moines Register）支付了 3 萬 4600 美

元，以及向專門出版美國國會報告的「Ｃ

Ｑ點名表決」（CQ-Roll Call）公司支付

了 7 萬 6000 美元，刊登諸如「一帶一路

與非洲國家結盟」、「關稅讓美國購房者

受損」等內容。

《中國日報》還向社交平臺推特支付

了 26 萬多美元買廣告，並出資逾 760 美

元，委託《洛杉磯時報》、《芝加哥論壇

報》、《休士頓紀事報》、《波士頓環球報》

等報代印《中國日報》供美國讀者閱讀，

其中《洛杉磯時報》收取 65 萬多美元。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與斯

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都曾提醒說，《中國

日報》在美國報紙上刊登插頁廣告，是中

共政府「大外宣」的一部分。親民主團體

長時間以來也一直警告說，中共政府正

在試圖通過美國報紙對美國人民進行「洗

腦」宣傳。

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副研究員蔡文軒指

出，中共黨內一份建議書曾提到外宣的

七三策略：七分宣揚中國經濟發展或社會

穩定，三分自我批判揭露，這種正負參雜

的語言模式，最容易被外國採信。

不過，調查也同時發現，美國各報

已有半年不見《中國日報》插頁廣告，最

後一次是去年 12 月在《華盛頓郵報》。 2
月以來支付《華爾街日報》的廣告費，也

不到過去費用的一半。

中國3年砸1900萬美元在美媒做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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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省省長康尼通報疫情。（視頻截圖）

【看中國訊】亞省省長康尼

表示，從 6 月 12 日星期五開

始，亞省將重啓第二階段經濟。

本次重啓將允許更多的企業

和服務恢復經營，前提條件是人

們必須保持 2 米以上的物理安

全距離，並遵守其他公共健康準

則。

可以恢復營業的部門包括：

K-12 年級的學校、圖書館、保

健服務（按摩、針灸等）、個人

服務（美容、化妝等）、電影院

和劇院、社區會所、團隊運動、

室內娛樂、健身運動、游泳池、

餐館和酒吧、賭場、管弦樂音樂

會、省級宿營地可以滿員。

同時人們聚會的限制也有所

放寬。室內聚會人數限制為 50
人，室外聚會人數為 100 人，

包括婚慶、葬禮和生日派對。只

要符合公共健康準則，對於禮拜

場所、餐館、咖啡館、酒廊和酒

吧、賭場和賓果廳則沒有人數限

制。

對於人數較少的人群則有更

多的靈活性。一個家庭可以和其

他家庭成員進行 15 人以內的密

集接觸；演員可以有 50 人的團

隊（包括劇組成員和演員）；體

育團隊可以在一個區域內進行不

超過 50 人的比賽等等。

根據亞省官方網站的告示，

第二階段仍然限制下述活動：超

出上述限制的社交活動；幼兒園

到 12 年級的正常授課活動（但

將在 9 月復課）；聲樂會（有較

高傳播風險），重大節日和音樂

會、大型會議、貿易展覽和活

動；夜總會、遊樂園、大型比賽

活動。不建議到省外進行非必要

的旅行——這一規定要到重新啟

動戰略的第三階段才會取消。

康尼表示，亞省正在繼續拉

平 COVID-19 病例曲線。目前

亞省有 355 個活動病例，44 人

在醫院，其中 5 人在重症監護

室。死亡人數為 149 人。

「我們正在儘可能有效地控

制病毒，」康尼週二說。「即使

重啟範圍擴大，檢測次數增加，

活動病例和住院總人數也在持續

下降。」

亞省在人均檢測方面處於世

界領先地位。省府表示，為了發

現和減少未來的疫情，現在人

們即使沒有症狀，也可以接受

COVID-19 的檢測。目前亞省

每天進行 5000 多次檢測，纍計

檢測總人數超過 30 萬。亞省的

總人口為 440 萬。

亞省衛生部長 Hinshaw 說：

「即使你沒有症狀，也請接受檢

測，作為這次監測的一部分。」

康尼估計，亞省疫情期間已

經拿出了 130 億加元的直接援

助、激勵和延期付款。今年的預

算赤字估計將增加三倍，達到

200 億加元。

【看中國訊】亞省政府週二

宣布，加拿大基礎設施銀行將著

手研究一條連接卡爾加里機場、

市中心和班芙的客運鐵路的可行

性，並支付研究費用。加拿大基

礎設施銀行是三年前成立的一家

聯邦皇家公司，旨在資助被認為

符合公共利益、有望產生收入的

項目。

這條 130 公里長的線路每

天最多可以有 8 個班次從機場開

往班芙，在 Cochrane、Morley
和 Canmore 停靠，每 20 分鐘

就有一條從卡爾加里國際機場到

卡爾加里市中心的快速服務。如

果列車線路建成，將采用公私合

營的方式。

班芙市長表示，每年約有

400 萬人訪問班芙國家公園，夏

季每天有 2.9 萬輛汽車通過 1 號

公路的公園大門，比公園的容量

多出 5000 輛。而班芙無法修建

更多的停車場擺脫擁堵，而客運

列車有可能使班芙成為遊客更可

負擔的目的地。

jinfanhao@hotmail.com jinfanhao168

【看中國鐘靈綜合報導】武

漢肺炎（COVID-19）疫情下

數以千萬計的員工開始在家工

作，甚至被裁員，而辦公室的前

途已經成為商業業主和租戶的

關注點。數據顯示，卡爾加里

的辦公室 2020 年第一季度空置

率為 14.4%、第二季度上升到

15.6%。

CoStar 提供的數據顯示，

加拿大部分地區對辦公室需求

很高、而有些地方需求卻很

低。 2020 第一季度溫哥華的辦

公室空置率平均為為 2.9%，比

去年 3.3% 為低，同時，卡爾

加里的辦公室市場已經出現疲

軟跡象，2020 年第一季度空置

率為 14.4%、第二季度上升到

15.6%，是溫哥華的 4 倍有多。

多倫多的辦公室空置率第一季度

為 4.4%，對比去年同期的 4.7%
有所下降。

CoStar 預計，今年底全加

拿大的辦公室空置率將從平均

6.2%上升到 7.1%。至於亞省，

埃德蒙頓的空置率將基本保持不

變，卡爾加里的空置率將持續上

升。

疫情過後，辦公室租賃的前

景如何？

高緯環球（C&W）最新的

報告顯示，73% 的員工希望僱

主未來繼續採用「某種程度的在

家工作」，此外，90% 員工認

為他們的僱主信任自己遠程工作

的效率。

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熟悉的

「辦公室」即將終結？事實可能

並非如此。在 C&W 的報告中

描述了一種新的工作常態，涉

及整個「整體工作場所生態系

統」，不僅僅包括一個場所，而

是同時包括了線上和現實的場所

結合。

批評遠程工作的意見認為，

如果員工持續遠程工作，就如同

在一個孤島上，協調就會減弱。

但 C&W 的報告則認為，在肺

炎疫情之前，遠程工作令協調工

作量增加了 10%，意味著技術

進步已經帶來很大轉變。

多倫多的大業主目前正採取

新的措施，令上班變得更安全，

包括可以用 App 預訂電梯，提

供口罩和採用輪班制度。其中不

少多倫多銀行辦公室已經完成裝

修煥然一新。隨著疫情結束，各

國商業經濟逐漸恢復，滿載著現

金的房地產投資者可能會帶來新

的變局。

不過也有一些公司正徹底放

棄辦公室。CoStar 集團分析師

Roelof van Dijk 認為，兩股相

反力量在同時推動和拉動辦公室

需求。一方面是社交距離法規令

在家辦公者數量大增，而尤其經

濟和知識領域的人士可能在疫情

結束後，繼續在家遠程辦公，將

降低對辦公室的需求。然而，社

交距離的規令要求員工之間保持

更多空間，未來辦公室的樓面面

積可能會有所增加，這也或許能

抵銷辦公室需求的下降。

短期內對辦公室的需求減少

不太可能令租金下調，然而即使

社交距離措施要求每位員工擁有

更多空間，公司也不太可能尋求

額外空間，反而會採取輪班制

度、讓員工錯開時間來上班。

事實上，商業租約和住宅租

約不同，租期一般比較長，通常

為 5 到 10 年，大多數租約很可

能需要幾年時間才能完成續約，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狀況。目

前來看，如果地區能夠較快擺脫

肺炎疫情困擾，經濟活動就會開

始增長，如果當地勞動力市場遲

遲不能恢復，工作崗位的流失就

會對當地經濟帶來永久性傷害。

C&W 的報告顯示，年輕群

體（千禧一代和 Z 世代）的員

工對彈性工作時間和場所表現了

強烈的願望。此外，未來的辦公

文化可能也會出現巨大改變，例

如辦公室除了必要人員外，其他

員工很可能在家辦公，而在需求

和房產價值的驅動下，辦公空間

也可能向更現代化及高質量的方

向發展。

【看中國訊】加航官網稱，

一些航班將在今年下半年恢復正

常，更多航班將在聖誕節期間恢

復正常。

多倫多直飛上海的航班將於

7 月 1 日復航，計畫每天 3 班。

6 月 24 日起，將重啟多倫多直

飛香港的航班，每天 1 班。多

倫多直飛北京的航班 7 月份暫

未計畫開啟。如果要從多倫多飛

往北京，需要在溫哥華、東京或

首爾轉機。 7 月 1 日起溫哥華

直飛北京與上海的航班將恢復，

每天各 1 班，同時溫哥華直飛

香港的航班調整為每天 5 班。

加航稱會採取一些防疫措

施：要求所有人都戴口罩，定期

消毒，免費提供免洗洗手液，所

有體溫超過 37.5 攝氏度的旅客

將被禁止登機等。

【看中國訊】總理特魯多

（Justin Trudeau）上週六宣布，

7 月 6 日當周將發放一次性老年

人特別津貼。凡是領取加拿大老

年保障金 (OAS) 的老人將獲得

300 元補助，同時又領取低收入

保障補助金 (GIS) 的老年人將獲

得 200 元補助，總計 500 元。

領取配偶補貼 (Allowance)

和鰥寡補貼 (Allowance for the 
survivor) 的老人也將收到一次

性補助 500 元。

所有符合資格的老年人將在

7 月 6 日這一週獲得這筆一次

性、免稅補助金。

加拿大有超 600 萬人領取

老年保障金，220 萬人領取低收

入保障補助金。

老年人無需申請這項特殊補

貼。那些居住在國內和國外的加

拿大老年人，都將在 7 月收到

直接存款或郵寄支票的一次性補

助。由於國際郵政中斷，居住在

國外的老人，收到郵寄支票會比

預期晚些。

國會預算官員估計，本財年

該措施的總成本約為 25 億元。

卡城辦公室空置率15.6% 何去何從？

辦公樓林立的卡城市中心（Getty Images）

亞省經濟重開 進入第二階段

下月長者可領取一次性補貼 多倫多直飛上海航班將於7月1日復航

卡城-班芙客運鐵路項目
可行性研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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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6 月 9
日，美國參議院公布報告稱，美國政府

近 20年未能正確監督中國國有電信企業， 
並督促其儘快就是否吊銷中國電信、中國

聯通和太平洋網路在美執照做出決定。

來自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

的這份報告稱，美國政府「在將近 20 年

裡，對在美國開展業務的中國國有電信運

營商幾乎沒有進行監督。」

報告批評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以及「電信小組」(Team Telecom)「在

監督中國電信美國子公司、中國聯通美國

子公司以及太平洋網路有限公司 (Pacific 
Networks)和其子公司信通美國 (ComNet 
USA) 方面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這三

家公司約 20 年前均獲得 FCC 批准「在

美國開展業務」。 而「電信小組」是一

個由美國的司法部、國土安全部以及國防

部官員組成的非正式團體。

美中企業進入市場地位不對等

FCC 在 4月以國家安全風險為由，向

這三家中國國有運營商發出了通知，要求

說明為何 FCC 不應吊銷它們在美運營的

執照。 FCC 主席帕伊 (Ajit Pai) 當時表

示，FCC 高度關切「這些公司可能易受中

國共產黨的剝削、影響與控制」。美國參

議院這份報告正是呼籲 FCC 迅速做出決

定，是否要吊銷這三家運營商的執照。

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主

席、共和黨議員波特曼 (Rob Portman)
在一份聲明中稱，「各聯邦機構在保護美

國電信網路完整性、以及應對來自中國的

國家安全威脅方面做的不夠。」

該委員會中的民主黨議員湯姆 · 卡珀

(Tom Carper) 稱：「我們讓中國的國有企

業在我們的電信行業立足，而美國企業在

進入中國時卻面臨重大阻礙。」

該報告顯示，自 2002 年 FCC 審批

以來就沒有與中國聯通子公司有過溝通。

FCC 發言人則回應，該委員會正在

評估參議院的報告。 早在 2019 年 5 月，

FCC 出於國家安全擔憂，就否決另一家

中國國有電信商——中國移動在美國開展

業務的申請。 而白宮是在 4 月份發布行

政令，正式確定了電信小組對於外國電信

公司的審查權，但該小組希望國會授予正

式法律權力，以「加強對外國運營商的監

督」。

中國電信的美國子公司則向 FCC 提

出不應撤照理由，表示美國政府的說法

「無事實根據，並辯稱 FCC 不應「在缺

乏任何證據證明有任何不當行為之下，

單單以外交政策疑慮為由撤銷他們的營

業執照。」 另外，中國聯通的美國子公司

已在 6 月 1 日向 FCC 提交辯護，內容寫

道 :「20 年的營運紀錄顯示，我們對美國

電信市場做出有價值的貢獻，我們在遵守

FCC 監管規定上保持良好紀錄，也證明

我們始終願意和美國執法當局合作。」

而太平洋網路則對 FCC 說明表示，

他們從未在中國政府或中國共產黨要求

下，採取任何足以「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和

執法利益的行動。 」

美參院籲吊銷中國電信商執照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中國足

球名將郝海東「六四」31 周年之日，公

開宣言推翻中國共產黨組織引議。 郝海

東稱，消滅中共，是正義的需要，中共是

反人類的恐怖組織，危害全球。 其妻葉

釗穎也全力支援丈夫。

在北京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 31 周

年的 6 月 4 日，流亡美國的大陸富商

郭文貴、美國白宮前戰略顧問班農等人

共同宣佈成立「新中國聯邦」。 郝海

東參與宣讀了「新中國聯邦」的宣言，

並要求終結共產黨的統治。他說：「中

國共產黨是一個由共產黨國際資助的恐

怖組織，他們在過去顛覆了中國的合法

政府。

郝海東宣稱：「中共的極權統治導致

了反人類的的恐怖暴行 : 無視人權、摧毀

人性、踐踏民主、違背法制、撕毀合約、

血洗香港、殺害藏民、輸出腐敗、危害全

球。 其罪惡至極，天理難容 ! 消滅中共，

是打碎中國人民的奴隸枷鎖和真正實現世

界和平之必需。 沒有中共的新中國聯邦，

是全體人民和世界繁榮之必需」。

郝海東如此高調、強硬的視頻發表

後，引發從中國網民到西方社會的關注和

反響。郝海東與妻子葉釗穎一起接受路德

自媒體的採訪時，自述這是人生中做出的

最大的、最正確的選擇，他說：「你們不

能再受共產黨的奴役了 ! 我們今天不代表

任何人，我們只代表我們自己 ! 今天是我

們做出人生中最大最正確的選擇 ! 這是最

大的榮耀！」

採訪時，郝海東還大曝中國足球和中

共體制的弊端和毫無人性，直指中國足協

就是一個非法組織，他還強調共產黨這種

體制必須退出歷史舞臺。他也感謝妻子葉

釗穎的支持，葉則回應：「很慶幸我和老

公政治觀非常一致，我們有著共同的理

想：看到邪共滅亡，中國人能真正過上民

主自由法制人權的幸福生活，也非常堅信

這天很快就能來到。 

【看中國訊】據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

的研究推算，最先爆發武漢肺炎疫情的湖

北省，約有 220 萬人曾感染中共病毒。

根據香港無線電視臺報導，這項研究

由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率領的

團隊進行，他們檢測今年 3 月從湖北回

港並無症狀的 452 名港人，其中 17 人即

3.8% 有武漢肺炎抗體，比率遠高於經核

酸檢測確診的患者。

研究據此推算，湖北 5900 萬人口

中，可能有 220 萬人曾感染武漢肺炎，

遠高於官方公布的 6 萬 7000 人，估計當

地97%感染者因無明顯病徵而沒有確診。

團隊方面擔心，香港和湖北大部分居

民都沒有抗體，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疫

情無可避免地再度爆發。

研究還指出，截至今年 3 月底湖北

省的武漢肺炎死亡人數為 3193 人，相等

於 220 萬人中的 0.15%，約是 2009 年

豬流感大流行時的死亡率（0.017%）的

9 倍。有關研究已在國際科學期刊《刺針

（微生物）》發表。

【看中國訊】路透社 8日引述官方數據

指出，美國 5月非農就業崗位增加，5月

失業率下降至 13.3%，令市場對全球經濟

體在解除疫情封鎖後的樂觀態度增加。美

聯儲預計直到 2022 年，利率都將保持在

接近零的水平，明年 GDP 或反彈至 5%。 
8 日美國公布新就業數據，非農就業

崗位意外增加 250.9 萬個，市場預估為減

少 800 萬個。 4 月曾創下 2,068.7 個的

紀錄降幅。美國勞工部備受關注的就業報

告還顯示，5 月失業率從 4 月創下的二戰

以來最高位 14.7% 降至 13.3%。此前，

多家分析師原本預期 5 月失業率會升至

19.8%。

全球股市周一上漲，油價持穩。美

國標普 500 股指期貨最多上漲了 0.8%，

接近 2 月底以來最高位，之後回吐大部

分漲幅，最新為上漲 0.2%。日股日經指

數 .N225 上漲 0.9%。MSCI 明晟亞太地

區 ( 除日本 ) 指數攀升 0.3%，連續第八

日上漲。

美聯儲 10 日表示，美國利率將維持

在接近為零的水平。預測 2020 年，美國

經濟將萎縮 6.5%，不過，2021 年 GDP
將增長 5%，然後在 2022 年增長 3.5%，

均遠高於經濟的長期增長趨勢，長期增長

維持在 1.8%。美聯儲也表示，不會採取

負利率措施。

美聯儲主席傑羅姆 · 鮑威爾（Jerome 
Powell）表示，進行經濟預測的依據是

「在利率仍維持在目前接近零水平的支持

下，人們普遍預期，今年下半年開始的經

濟復甦將持續到未來兩年。」他說：「我

們不考慮提高利率。我們甚至都沒有考慮

過加息。我們正在考慮的是為經濟提供支

持。這將需要一些時間。」 
此外，高盛（Goldman Sachs）多名

經濟學家在 6 月初的一份報告中表示，

美國每週失業申請人數穩定下降，表明隨

著各州放寬限制並允許更多企業重新營

業，就業市場已開始從疫情中復甦。

路透社報導也指出，中國 7 日公布

的貿易數據也反映了疫情帶來的影響，雖

然有防疫物資出口支撐，但中國外需疲弱

的影響仍然巨大，出口由升轉降，降幅小

於預期，進口則繼續受量價雙重打擊刷新

逾四年最低，而疫情也未見尾聲，意味著

短期外貿前景仍然不樂觀。

【看中國訊】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衛局

（CBP）於五月底，在威斯康星州最大城

市密爾沃基（Miluaukee) 的一間快遞託

運公司的營運處，查獲了大量美元假鈔。

查獲的這批偽鈔來自中國上海，以

包裹的形式被寄送到密爾沃基的一處地

址。包裹是被海關選中進行檢查，先是用

x 光照射檢查裡面是否有可疑物品，結果

發現裡面疑有假鈔，打開後證實裡面有

3,515 張面額 100 美元的偽造美鈔，總價

值為 35.15 萬美元。

該批偽造美元由劣質材料製成，缺少

必要的浮水印，沒有百元真美元紙幣的紅

色和藍色嵌入纖維，每張鈔票的序號相

同，鈔票背面還印有紅色的中文字。

密爾沃基海關與邊境保衛局港港口主

任威廉（WilliamBraun）向媒體稱：「偽

造貨幣的非法進口不僅會對美國經濟構成

威脅，還會影響國家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海關在近期已不

止一次緝獲了來自中國製造的美元偽鈔。

去年 12 月 14 日，在明尼蘇達州國際泉

港口的一個貨櫃箱中，海關人員發現了

45 個可疑的紙箱，經過進一步的檢查，

發現這些紙箱裡面全是面額 1 元、總值

90 萬美元的假幣，海關證實這些紙箱全

部是從中國寄出。

海關把這類偽鈔稱作「外國印製票

據」（Foreign Writing Notes），是違反

聯邦法律的違禁品。一但發現就沒收銷

毀。據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衛局稱，僅是去

年一年中，經各種渠道流入美國市場的假

幣就有一億美元，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

同樣是五月底，因使用假鈔的非

裔人士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在被警察抓捕過程中不幸去世，

引發了全美各地的示威抗議和騷亂。而弗

洛伊德使用的 20 元假鈔從何而來？上面

兩起被查獲的假鈔面值是 100 美元和一

美元的，而且模擬程度不如弗洛伊德使用

的 20 元假幣，這說明除了被美國海關截

獲的假幣外，還有假幣流通市面。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據美

國 ABC 新聞報導，哈佛大學醫學院最新

研究指出，中共病毒 (SARS-CoV-2) 或
早在去年夏天就已在大陸武漢傳播。

負責研究的的波士頓兒童醫院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首席創新官

布朗斯登 (JohnBrownstein) 博士表示，

團隊採用類似情報機構使用技術，分析

2018 年 10 月與 2019 年 10 月的商業衛

星圖像，發現 2019 年夏末至秋初，武漢

5 家主要醫院周圍的車流量顯著上升。

衛星影像顯示，武漢天佑醫院停車場

中車輛停放總數，2019 年 10 月較 2018
年同期多 67%。 武漢同濟醫院車流量也

在 2019 年 9 月中出現高峰。 武漢大學

中南醫院停車場 2019 年 10 月 17 日有

640 輛車，2018 年 10 月 10 日有 506 輛

車。 湖北省婦女兒童醫院 2019 年 10 月

17 日有 714 輛車，2018 年 10 月 10 日

有 393 輛車。

除了從衛星圖中發現異常，在同一期

間，百度搜尋引擎上搜尋「腹瀉」和「咳

嗽」等關鍵字的次數也增加；此前「腹

瀉」的搜尋字眼在流感季節沒有出現，但

它與中共肺炎（COVID-19）有密切關

係。布朗斯坦說，「去年 10 月有事發生。 
顯然，在公認的疫情開端之前，武漢社會

就出現某種程度的混亂。

布朗斯坦團隊耗費一個多月尋找湖北

民眾一開始受到衝擊的跡象，他們的研究

邏輯很直接，呼吸道疾病會在社區中造成

特定的行為。不過，布朗斯坦也坦言，這

些證據是間接的並非決定性證據。

美國國會大廈（Adobe Stock）

郝海東：消滅中共是正義的需要

左：郝海東的妻子葉釗穎。右：郝海東。葉釗穎受訪時說，如果不是我們站出來，也會有

別人站出來，這個機會上天給了我們。（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哈佛最新研究：
疫情去夏或已出現

研究：湖北220萬人或研究：湖北220萬人或
曾感染武漢肺炎曾感染武漢肺炎

美國失業率下降  GDP明年或反彈至5%

美國海關查獲大批假鈔均來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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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鄭清綜合報導  

據日媒報導，中國富豪

頻繁收購日本景點旅館等，

主要因肺炎疫情期間日本旅

館經營不佳，議價空間大。

另外中國富豪擔心港版國安

法導致資產縮水等因素，也

轉移資產到別處安放。

日本產經新聞 6 月 6 日報

導，因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日本觀光景點遊客量幾近為零，

經營慘淡，中國富豪藉機購買日

本景點旅館的情況增多，中國富

豪認為可趁機以較低價格購得。

因現在日本政府實施邊境管制，

這些富豪無法親自到現場看房，

所以只能通過日本的代理人進行

「視訊看房」。

報導稱，6 月 2 日有人透過

視訊將神奈川縣箱根町待出售的

旅館信息傳送給中國商人。通過

手機屏幕可以看到客房、大浴

池、廚房及周邊美景等。據稱，

這間旅館售價是 3.8 億日圓（近

360 萬美元）。

經營這家旅館的公司表示，

受疫情和颱風的影響，客房率僅

為原來的百分之十，經營困難，

所以開始尋找新的買主。

中國富豪正瞄準受疫情影響的日本及歐美企業資產。（Getty Images）

日本飯店旅館經營研究所指

出，如：箱根、伊豆、熱海、富

士山周邊的旅館最受歡迎，外資

購入後可順利取得旅館的營業許

可，且企業負責人可取得簽證。

經營研究所所長辻右資指出，在

日本不用擔心資產會被政府沒

收，因為日本是個資金避險地。

有分析稱，隨著港版國安法

將出，中國富豪憂心以人民幣或

港幣計價的資產縮水，想透過在

海外置產，以保全資產。

路透社引述兩位人士稱，匯

豐銀行和渣打銀行詢問開設海外

銀行帳戶的業務突增近三成。

詢問海外帳戶問題的香港居

民大增，導致人們進一步擔心香

港這曾經的亞洲金融中心會出現

資本外流。自從去年 6 月以來，

香港出現各種大規模抗議。人們

經常會看到，北京當局以國家安

全為名秘密抓捕人，被北京的所

謂法律處罰的人不但可能面臨起

訴和判刑，而且家人也面臨被驅

趕出住所、孩子被驅趕出學校、

銀行帳戶被凍結的厄運。

令人擔心是，北京強推港版

國安法使中美緊張關係加劇，從

而會降低香港的資產流動性。

銀行家和理財業界其它消息

財經簡訊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疫情大流行重創全球經濟，

北京當局日前宣布暫停 77 個國

家和地區債務償還，但是受創更

嚴重的中國經濟，官方並不願意

拿出真金白銀救急。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6 月 7
日發布有關疫情的長篇白皮書，

有兩個方面引起外界的注意：一

是這份白皮書為官方對疫情的處

理措施辯護，二是宣布暫停 77
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債務償還。

雖然北京沒有列出這 77 個

國家的名單，但是根據國際組織

對各國經濟情況的統計，這些國

家絕大部分應該位於非洲撒哈拉

以南和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

中國白皮書也沒有透露這些

國家債務償還的金額總數。不

過，據世界銀行統計，目前世界

上最窮困國家 2020 年要向其他

政府和官方債權人還本付息 140
億美元，同時還要償還銀行和其

他私人債權人數百億美元。

據美國之音 6 月 10 日報

導，北京的經濟觀察人士仲大軍

認為，暫停這些貧困的債務國償

還債務是北京的無奈選擇。他

說：「收不上債來，一些國家窮

得沒錢還，不暫緩怎麼辦呢。中

國政府就是給個名義而已，實際

上已經成了壞帳。」他認為，北

京暫停外國債務償，還是為了外

交需要而付出的代價。而這一代

價最終會轉嫁到老百姓的身上。

但從中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

及官員發文來看，管理政府「錢

袋子」的財政部，似乎不想拿出

真金白銀來對中國經濟和百姓救

急，成為只拔一毛的「鐵公雞」。

【看中國記者李虹綜合報導】

受疫情衝擊，美國老牌連鎖百

貨巨頭梅西百貨（Macy’s）一

度陷入困境，不過 6 月 8 日，

該公司公布新融資大約 45 億美

元，稱將擁有「足夠的資金流」

以滿足其業務需求。當天，該公

司股票在盤後交易中飆升13%。

據 CNBC 報導，梅西百貨

已新融資包括基於資產的 31.5
億美元信貸，以及先前宣布的

13 億美元債券發行。該公司表

示，預計在未來的疫情動盪時

期，公司將擁有「足夠的資金

流」以滿足其業務需求。

目前美國經濟正在逐步重新

開放，股市飆升。梅西首席執行

官 Jeff Gennette 表 示：「我 們

對新投資者在債券發行中的強勁

需求感到滿意，這使我們能夠收

緊定價並擴大發行規模。」

梅西最新的融資協議將於

2024 年 5 月到期，其中包括一

項今年 12 月下旬到期的 3 億美

元短期融資，梅西可以要求增加

額外的 7.5 億美元。同時，梅西

進一步修改並大幅減少了其現有

的 15 億美元無擔保信貸協議的

信貸承諾，並計畫利用債券發行

和手頭現金來償還該協議的未償

還借款。

來源表示，出於對北京擬在香港

推行國安法的擔心，中國的富豪

選擇在香港存放資產的人預計將

減少，因為他們擔心香港可能准

許北京追蹤並沒收他們的財富。

一些銀行家們說，香港估計

價值一萬億美元的財富超過一半

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個人在香港存

放的資產。香港靠近中國大陸，

司法制度又跟中國大陸不同，而

且港幣跟美元掛鉤，這一切是促

使中國大陸富豪在選擇藏富香港

的原因。但現在人們擔心由於資

本和人才外流，香港正在失去作

為一個全球金融中心的優勢。

一些中國富豪客戶正在尋求

其它地方寄放財富。其中，新加

坡、瑞士和倫敦是他們優先考慮

的地方。一名中國富豪本打算在

香港投資，但最近改變了主意轉

而去了新加坡。那位富豪的顧問

供職於歐洲的一個理財銀行機

構。該顧問對路透社說，他的銀

行已經開始接獲中國富豪提出的

在香港之外開設帳戶的詢問。

瑞士信貸銀行發表的一份報

告說，截至 2019 年年中，香港

成年人人均財富之多僅次於瑞

士，擁有五千萬美元以上資產的

個人人數之多名列全世界第十。

中國富豪投資新風向    

77國債務成壞帳 
北京難以避免更大的危機

美梅西百貨
融資45億美元

神州系上市公司帶息 
負債規模高達260億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

報導，在中國瑞幸咖啡爆出財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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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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疫情衝擊中國經濟，就業情況

堪憂，失業率也被學界討論。 6
月 9 日，海通證券發布研究報

告進行了分析。疫情衝擊中國經

濟，同樣就業情況堪憂。

6 月 9 日，海通證券高級宏

觀分析師於博在報告中寫道，就

業形勢依然嚴峻。 4 月份，城

鎮調查失業率依然位於 6% 的高

位，比去年同期高出整整 1 個

百分點。而 1 ～ 4 月份的城鎮

新增就業僅為 354 萬人，較去

年同期下滑了 23%。

報告認為，從政府預期目標

的調整不難看出就業形勢嚴峻。

今年城鎮新增就業目標下調到

900 萬人，這是 2009 年以來的

首次下調，而城鎮調查失業率目

標也上調到 6%。而歷史經驗表

明，1 ～ 4 月城鎮新增就業占全

年的 33% ～ 36%。

如果假設疫情對後 8 個月

新增就業影響程度保持不變，也

即 1 ～ 4 月新增就業的占比為

34.5%，那麼今年全年依然可以

實現 1026 萬的新增就業。而城

鎮新增就業目標是 900 萬人，

這不僅表明後 8 個月就業壓力

依然較大，也意味著政府預留了

一定空間。 6% 的調查失業率

恐怕還不足以反映真實的就業壓

力。比如，今年大學畢業生人數

高達 874 萬，是 3 大就業重點

群體之一，而今年考研究所報名

人數增幅高達 16.3%，也從側

中國真實就業壓力來自何方？

務造假醜聞後，高層同為陸正

耀的中國大型租車公司「神州

租車」也受連累，在神州租車 6
月 10 日公告，該公司董事會主

席及非執行董事陸正耀已辭去

職務後，又有最新消息指出，

3 家「神州系」上市公司的帶息

負債規模，已超過 260 億元人

民幣，而陸正耀所持的神州優車

2.7 億股股份（約占公司總股本

10.05%），已被司法凍結。

瑞幸咖啡、神州租車、神州

優車同為「神州系」上市公司，

神州系上市 3 公司的總市值僅

有大約 185 億元人民幣。

全球食品價格 
連續第四個月下跌

【看中國訊】據法廣（RFI）
報導，世界糧農組織發布的食品

價格指數顯示，由於疫情引發經

濟緊縮，市場呈現供應強勁而

需求疲軟的態勢。 5 月，全球

食品類商品價格連續第四個月

出現下跌，與上月相比，下降

1.9%，為 2018 年 12 月以來的

最低點。

數據顯示，世界糧農組織

乳製品價格指數較 4 月份下降

7.3%，較去年同期平均降低

19.6%，主要原因為受季節性供

應因素和進口需求走低影響。糖

類價格指數逆勢上揚，較上月上

漲 7.4%，收復 4 月份跌幅的一

半。穀物價格指數則較 4 月份

下降 1.0%。

面印證了就業形勢的艱難。

真實的就業壓力可在 3 個

方面顯現，一是退出勞動力市場

的群體，如大量的農民工返鄉之

後並未返城，估算這部分群體人

數超過 2600 萬人。二是新增失

業群體，估算這部分群體人數超

過 300 萬人。三是在職未上班

群體，估算超過 1400 萬人。報

告認為，兩類行業人力成本占比

較高：一類是以非銀金融為代表

的現代服務業，以及以計算機、

國防軍工為代表的高端製造業；

另一類是以休閑服務、紡織服裝

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行業。

從多個渠道傳出的信息來

看，在疫情影響下，史無前例的

失業大潮正在中國蔓延。但非官

方的失業率估計遠遠高於官方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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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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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說出真相

綜合媒體報導，5 月 28 日，

李克強在兩會閉幕記者會上披

露，中國大陸有「6 億人月收入

僅 1000 元」，大有唱淡習近平

誓言旦旦今年內要「全國脫貧進

入小康社會」之意，令習近平大

失顏面。

事後，有網友在海外推特上

反映，有中國網民們贊成李克強

的文章被封殺了；也有人說李克

強的記者會視頻在大陸被封殺。

之後，在「6 億人月收 1000

元」成為近日中國社會討論的

熱門話題之下，官媒《經濟日

報》刊出專家李實專訪，解釋說

6 億人平均月入 1000 元左右是

「平均」。這還不夠，中共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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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話中首要是聲稱：按照發展指

數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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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國當前

的基礎設施也高於世界平均水

準。習近平還強調「全面脫貧建

小康社會不是平均主義，而是國

家整體目標」。

外界認為，這是公開的「習

李鬥」。而黨媒是另一常委王

滬寧在管。於是也有評論認為，

這是王滬寧借習近平打李克強。

紅二代陳平在接受訪時說：

「不管從表面、從分析來看，（習

李）矛盾肯定是有的了。」

對於宣傳部門的封殺行動，

陳平說，中共治下是一個荒誕的

世界，製造出一個龐大機器，對

所有信息進行處理，再經由廣

播、互聯網、口耳相傳，「結果

大家說的話都是經過加工的、扭

曲的，謊話，不真實的，那麼最

後你自己聽到的，是真的假的？

你會搞不清楚的。」

他說，體制習慣說謊，聽到

真相就發抖。謊言、假大空更甚

當年大躍進的「畝產萬斤」。

王岐山也介入？

不過，令習近平陣營難堪

的是，由胡舒立執掌的財新網

6 月 3 日刊出北京師範大學的

研究報告，指「李總理講的這

個數，是中國最真實的現實國

情」；指這六億人絕大部分在農

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家

庭人口規模龐大，老人和小孩的

人口負擔重；「他們游離於我們

視線之外，沒有渠道發聲，社會

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是這個

社會沉默的大多數」。

《蘋果日報》說，財新網有

意無意「提油救火」，一腳踩入

「習李鬥」泥坑，令外界頗感意

外。

而控制財新網的財新傳媒社

長胡舒立，被認為與王岐山關係

密切。

社交媒體上的時事評論帳

號「LIFETIME 視界」說：《財

新》很特別。王岐山在中紀委，

《財新》以貪腐「爆料」為主；王

岐山閑差副主席，《財新》就頻

繁「打擦邊球」讓中共難堪。中

共黨媒急於澆滅李克強點燃的

「6 億人月收入 1000 元」的大

火，黨媒強調脫貧不是「平均主

義」。不料，《財新》又提油救

火，公布了北師大調查報告：確

實有 6 億人千元月收入。老王

很有意思。

該評論帳號還說：有一個

問題：李克強身為總理，兩會

向全世界公布的數字至少國務

院政策研究室把關，還需要《財

新》佐證嗎？如果《財新》與李克

強來自同一個信息源，李克強的

麻煩就大了。習近平陣營會指責

李克強不加選擇地引用非權威機

構信息，對習近平「潑髒水」。

《財新》此舉，體現了高層暗流

湧動。

圍繞真假脫貧 高層多方較勁

人財早已轉移 官員隨時準備棄船

敏感時期 胡春華對習近平表忠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近年來，許多高層官員攜巨款出

逃海外、一些裸官把自己的親屬

送到了國外，資產也隨之轉移。

有學者指出，權貴高層隱藏著

一個「沉船計畫」，隨時準備棄

「船」出逃。

近日中共當局推出「港版國

安法」後，也讓大陸權貴官員們

寢食難安。由於人整人的政治鬥

爭一直存在，許多官員都是悄悄

把錢存到香港，或者通過香港轉

到國外。他們就是看重香港過去

還有一點自由，司法相對獨立，

而現在，這個保障已經沒了。

2018 年香港證監會公開了

一份調查報告，涵蓋了香港的資

產及財富管理行業。數據顯示，

香港金融機構管理的資產價值高

達 3.1 萬億美元。

這筆巨資當中，5530 億美

元是以信託基金形式存放的。信

託基金是一種法律結構，它允許

物權所有人（比如公司的持股

人）將股份、珠寶首飾、房地

產等財產贈予另一個人。但是受

贈人卻不會成為股份的新所有

人，這樣的好處是，外人很難追

查到這些巨額資金是屬於哪一個

人的。

不過香港證監會提交報

告的金融機構也報告調解人

（settlors）的住址，調解人為設

立信託的個人或實體。

據信傳媒引述社會學家哈

靈頓（Brooke Harrington）表

示，證監會調查報告中的來自

香港和中國的資金是 3310 億

美元，占了香港信託基金總額

5530 億美元的 60% 左右。這意

味著，香港和中國富人存在信託

基金的資金，相當於香港一年的

GDP。
信傳媒表示，這還不包括沒

有報告的其他資金，因為沒報告

的資金都是「很髒的」，比如是

通過腐敗或者販毒等得來的。

此外，2016 年被泄露「巴

拿馬文件」中顯示，中共高層一

些具有政治和經濟影響力的家族

都擁有離岸公司，包括前任和現

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光是捲入

洗錢醜聞中心的摩薩克．豐塞卡

（Mossack Fonseca）律所，就

在香港為這些權貴家族們就設立

了 16300 家空殼公司。

此外，官員中已有成千上萬

的官員逃至海外。 2010 年中科

院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中共外逃官員人

數高達 1.6 萬至 1.8 萬人，外逃

攜帶款項達 8 千億元人民幣。

大陸體制內專家辛子陵曾透

露，十八大前，高層內部曾做了

一個調查，十七大中央委員、候

補委員、中紀委委員的家屬子

女，已在國外定居、買房，準備

棄官逃跑的占了 85% 以上。

2016 年 11 月，北京學者

陳永苗曾在港媒上撰文披露，

權貴高層隱藏著一個「沉船計

畫」，上層殺雞取卵式地榨取社

會剩餘價值，鋪好快速逃離的後

路。

文章說，中共權貴會把中國

變成法西斯國家，從而造成中華

民族的巨大浩劫。高層還有一個

「末日方舟」計畫：該賄賂的國

家已賄賂了，該洗的錢早就洗好

了，一旦那一天來臨，立即銷毀

所有歷史檔案，然後整個撤至避

難國，可保幾代人平安富貴，而

老百姓只剩滿目瘡痍的家園。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据新華社報導，分管脫貧的

副總理胡春華在陝西榆林市開會

時稱，脫貧攻堅戰已到了「最後

的關鍵時刻」。會前，胡春華

還不忘前往習近平當年下放的延

川縣梁家河村知青舊居參觀。向

習近平表忠意味濃厚。

胡春華是團派代表人物之

一，曾是胡錦濤隔代指定的「接

班人」，在十九大前一度是熱門

「入常」人選，但最終因孫政才

突然落馬，胡春華也大受影響，

最後只擔任了副總理。胡春華

分管的是農村、扶貧等，任務

沉重。

所謂扶貧攻堅戰則是習近平

5 年前就提出的，當局當時聲稱

5 年內實現全面脫貧。但據《經

濟學人》分析說，一方面，中共

官員貪腐、浪費等惡習，將會讓

中國大陸有很大一部分地區永遠

無法脫離貧窮，甚至許多困難戶

的補助得靠關係才拿得到。另一

方面，來自中央的大量補助款，

反而滋生地方政府「搶著變窮」

的怪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胡春華這次

向習近平表忠，恰好是在與胡春

華同是團派人物的李克強，與習

近平之間疑似發生衝突之際。

李克強 5 月 28 日在人大閉

幕的記者會上回答記者問題時

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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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李克強

的這個數字與當局過去宣傳的統

計數字相去甚遠。

人們認為李克強說了習近

平不想曝光的大實話。同時因

為李克強 6 月 1 日大力提倡「地

攤經濟」，推出鼓勵失業人士做

小販謀生的政策還不足 1 週，

卻突然傳出遭中宣部下令封

殺，使習李不和再度成為輿論

爭議話題。

中國政治學者吳強對外媒

分析說，李克強在記者會上的

發言，實際上在解構習近平過

去 8 年扶貧政策的失敗。李克

強透過表明城市中低收入者的存

在、瘟疫造成潛在嚴重的大規模

失業，然後以鼓勵地攤經濟、鼓

勵經濟民粹主義的發展，來對抗

習近平的政治上的民粹主義，

「背後也暴露了國務院處於孤立

的狀態」。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

報導】中共總理李克強近

期陷入輿論風波中，引爆

點是他在兩會閉幕日揭出

「6 億 人 月 收 入 僅 1000

元」，被指不滿習近平路

線。有關消息似乎被主管

宣傳的王滬寧在壓制。而

意外的是，據指與王岐山

接近的財新網，卻公布了

北師大調查報告證實李克

強的說法，被指「提油救

火」。

耿爽卸任外交部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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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 6 月 5 日下午主持例行記

者會後宣布，將卸任外交部發言

人職務，前往中國常駐聯合國代

表團工作，但未提及耿爽將擔任

何職務。

耿爽因發言如機器般套路

化，曾被網友製作「耿爽模擬

器」譏諷。特別是去年以來，因

新疆、西藏、香港反送中，以及

中美貿易戰，耿爽在例行記者會

中不斷重複「強烈譴責」、「停

止干預中國內政」、「罔顧事實」

等類型說詞。

有網友去年 11 月底將耿爽

發言摘錄下來，然後進行簡單的

隨機組合，再替換關鍵字，進

而編寫出一個「耿爽模擬器」，

發布在「GitHub」軟件服務平臺

上。只要輸入「要譴責的國家」

或任何事物，再按下「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答記者問」按鈕，就可

以套用耿爽曾在現實中的發布

聲明。

「耿爽」的模擬回應大致如

下：「中方就這一問題已多次表

明立場；同時，我們敦促網友在

中國問題上要謹言慎行，不要再

發出錯誤信號，不要再挑撥慫

恿……我們希望網友認真對待中

方的嚴正交涉和嚴正立場，立即

停止不負責任的言行，停止干涉

中國內政。」模擬發言大致通順。

模擬器引發熱議，網友留言

表示「根本就是本人回答」；「作

者太神奇了」；「耿爽要付錢買

下來了」；「廢話生成器」；「可

見體制有多僵化」。

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和王滬寧等在天安門廣場。 (Getty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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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6 月 9 日，香港 103
萬民眾上街參與香港民間人權

陣線發起的遊行，反對港府強

推《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為反

送中運動掀開序幕。運動一週

年前夕，中國全國人大會議 5
月 28 日通過備受爭議的「港版

國安法」授權案，令外界擔憂香

港「一國兩制」被徹底推翻，港

人的人權自由將受到更嚴重的

打壓。

根據警方數據，從去年 6 月

9 日至今年 5 月 31 日，反送中

運動期間，共有 8,986 人被拘

捕，1,754 人被起訴，比例僅為

兩成，反映警察濫捕問題十分

嚴重。 8,986 的被捕人士年齡從

11 歲的小童至 84 歲的老人都

看中國記者黃淨宇綜合報導

反送中運動一年來，香

港人經歷了種種不公義，也

未放棄鬥志，繼續抗爭。10
日，大批市民再聚集中環，參

加流水式遊行，惟被警方中

斷，衝突中至少53人被捕。

反送中一年 九千人被捕

有，其中 6,645 人為男性；2,341
人為女性；1,609 人是未成年

人，當中 280 人被起訴。

在 8,986 名被捕者中，1,754
人被起訴，當中有 35 人獲撤銷

控罪；3 人審訊後被無罪釋放；

64 人須簽保守行為；1 人被判照

顧或保護令；101 人則被定罪；

其餘案件仍在司法程序當中。

最多被檢控的首三位罪行分

別是：暴動罪，612 人；藏有攻

擊性武器，278 人；非法集結，

242 人。

市民抗爭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警察暴力執法，包括警員

拒絕佩戴委任證，無故對市民

噴射胡椒噴霧，用警棍無差別

暴打市民，真槍實彈近距離射

傷抗爭學生等等，這些事件都

令民怨沸騰。

反送中運動中，共有 1,609
未成年被捕，佔總人數 18%，

其中 280 人已被起訴。未成年被

捕人士中，16 歲以下有 635 人，

當中 98 人已被起訴。被捕學生

有 3,666 人（包括成年和未成

年），佔總人數 40%，其中 692
人被起訴。

以月份劃分，拘捕人數最多

月份是去年 11 月，2,899 人被

捕，其次為 10 月，1,189 人被

捕；第三位則為今年 5 月，929
人被捕。

此外，統計數字也顯示，去

年 6 至 12 月共發射 16,138 枚催

淚彈，10,176 枚橡膠子彈，而

今年 1 至 5 月因為疫情原因，街

頭抗爭有所減緩，催淚彈和橡膠

子彈減至 85 枚和 32 枚。

大批香港富豪表態支持「國安法」
【看中國記者鍾琺綜

合報導】當北京當局強行在

中共人大通過「港版國安

法」之後，香港最富有的人

群表態支持這爭議性極大

的法律。

美國彭博社（Bloomberg）
報導，儘管香港市民和西方國家

領導人普遍反對，然而香港經

濟中佔主導地位的億萬富翁階

層，包括房地產開發商、大班

（Taipans）和企業聯合創始人

等，排隊表態支持中共推出的極

具爭議性的「港版國安法」，他

們依然支持北京當局。

在香港股市上市公司中有 9
名最富有的人，包括李嘉誠、米

高 · 嘉道理等，他們或是親自，

或通過其公司，或是親朋好友，

都表態支持「港版國安法」。他

們的資產總值高達1400億美元。

倫 敦 SOAS 大 學 中 國 研

究所所長斯蒂夫．曾（Steve 
Tsang）說：「如果香港公司經營

者不移民和轉移自己公司業務，

他們別無選擇。通過國家安全法

的決定，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非常

明顯的警告。如果他們不公開支

持它，他們知道自己就會面臨著

列入北京當局反對者的危險。」

由李兆基和郭氏家族的新

鴻基等公司組成的開發商協會

發表聲明稱，他們支持北京當

局的這項法律，因為這將確保

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擁有太古

公司、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與怡和洋行集團有限公司的富

豪家族，也陸續發表了支持「港

版國安法」的聲明。

對於「港版國安法」，批評

人士認為，北京當局通過迴避香

港立法會而通過實施國家安全法

美議員再促北京 
撤回國安法

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

問題委員會（CECC）美國時

間 6 月 9 日發推文表示，一年

前的今天，一百萬香港人走上街

頭，抗議具爭議的逃犯條例修訂

草案。委員會的共同主席——

民主黨籍眾議員麥高文（James 
McGovern）及共和黨籍參議員

盧比歐（Marco Rubio），將與

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並敦促中

國、香港政府撤回任何會損害香

港人民獲允諾的民主自由和自治

措施。

中國強推「港版國安法」已

引發美方高度關注。美國政府與

國會近期都採取大動作反制北

京的所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5 月 27 日 向

美國國會認證，香港不再擁有高

度自治，不足以享有美國法律下

特殊待遇。美國總統川普緊接著

於 5 月 29 日宣布，將會撤銷香

港幾乎所有特殊待遇，並會制裁

直接或間接損害香港自治的中港

官員。

何志平洗黑錢 刑滿返港

北京暫停陸生赴台
拒絕公開原因

【看中國訊】香港前民

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因貪污

和洗黑錢在美國被判入獄，

監禁31個月後被遣返，10日
抵港。

現年 71 歲的何志平，2017
年 11 月在美國紐約被捕，被

控 8 條罪名，涉及賄賂及洗黑

錢等。控方指他在 2014 年至

2017 年間，先後賄賂多名非

洲政要。其涉及的 8 項控罪，

有 5 項涉違反《海外反腐敗法》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FCPA）和 3 項洗黑錢罪，

除一項洗黑錢罪不成立，其餘

7 項被陪審團一致裁決罪名成

立。考慮何的年紀，法庭判何

志平入獄 36 個月及罰款 40 萬

美元。

這起跨國罪案涉及 290 萬

美元，何志平以中華能源基金會

秘書長身份，在「一帶一路」項

目中幫華信能源賄賂查德總統

伊特諾（Idriss Deby Itno），換

取獨家石油開採權，並透過塞

內加爾前外長加迪奧（Cheikh 

Gadio）轉交賄款。加迪奧則

獲得何的 50 萬美元作為中間人

報酬。何亦涉嫌以 50 萬美元行

賄時任聯合國大會主席庫泰薩

（Sam Kutesa），使烏干達政府

的計畫，將標誌著「一國兩制」

基本原則的終結。

「反送中」示威遊行活動拉

開了香港歷史上最動盪的 12 個

月的序幕，但是香港最富有的

人他們家族的財富卻未曾遭受

損失。

根據彭博社的億萬富翁指

數（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顯示，自香港反送中運

動開始以來，這些富豪與他們

家族的淨資產實際上已增加了

0.7％。而同期，香港恆生指數

卻下跌了約 8％。

香港富豪、工商界精英的

影響力可以直接香港立法會約三

分之一的席位，因此，北京當局

控制了他們，也就是控制了具有

直接影響香港的力量。對此，中

共採取控制香港富豪的武器就是

他們拿到中國大陸利潤豐厚的合

約，以及公司經營方面的便利。

優待中國企業，庫泰薩後成為烏

干達外長。 2017 年 11 月，何

志平及與加迪奧在紐約機場被

捕。何志平被控告，加迪奧則轉

為控方污點證人，以換取撤控。

何志平曾任香港民政事務局

長和中國全國政協委員，與中共

關係密切。但何出事後，中共卻

沒有施以援手，香港政商界也紛

紛與其割席。何志平律師當年呈

上法庭的 149 封求情信中，曾

經和何志平關係密切的前特首董

建華和梁振英，蹤影皆無。

捷克重量級議員將訪問台灣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

合報導】繼參議院議長維特

齊宣布8月底訪問台灣後，
曾經競選總統的捷克參議

員德拉霍斯今（10）日亦宣
布將在10月訪台，促進台捷
兩國在網路安全與防疫等

領域的交流。若順利成行，

維特齊將成為第2位計劃訪
台的捷克重量級人物。

出身化工學界的德拉霍

斯（Jiří Drahoš）， 在 2009 年

至 2017 年之間曾經在捷克的頂

級學術機構捷克科學院（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擔任院

長，現在則是參議院科學、教

育、文化與人權委員會主席與捷

克化工學會理事長。 2018 年，

德拉霍斯曾經以獨立參選人的身

分競選總統，成功進入第 2 輪，

最終以些微差距敗給了現任的親

中總統齊曼（Miloš Zeman）。
德拉霍斯 10 日在參院舉行

的記者會上表示，接受台灣學界

的邀請，將在 10 月 21 日出發

訪問台灣，參加在台北舉行的台

灣捷克科技日等活動。

德拉霍斯表示，台灣是網路

安全領域的領導者，並成功地對

抗武漢肺炎疫情。他亦打算與相

關領域的專家交流。

《RPI》報 導， 前 任 捷 克

參議院議長柯加洛（Jaroslav 
Kubera）在 2020 年 1 月因心臟

病猝世。柯加洛在過世前一天收

到了來自中國大使館的信件，信

中警告他若是貿然訪台將會對中

國境內的捷克企業造成傷害。此

消息一出，引起捷克大眾不小的

騷動。

然而，在這種敏感時刻當選

新任議長的維特齊，在對外表示

說會審慎地權衡訪台利弊之後，

卻正式對外發布訪台消息。維特

齊表示，「在我們衡量是否要訪

問台灣的過程中，我逐漸明白我

們的核心價值，也就是獨立、法

治、自由與民主，正與賺錢發生

衝突。」

維特齊強調，「選擇訪問台

灣，我希望把我們的核心價值置

於賺錢之上，因為如果我們選擇

後者，我們有一天恐怕會發現，

我們已經沒有核心價值可言。」

【看中國訊】一名大陸留學

生日前向北京教育部了解官方暫

停陸生赴台的具體資訊。但近日

她接獲回覆，當局以國家秘密為

由，拒絕公開有關資訊。

4 月 9 日，中國教育部在官

網宣布，指考量武漢肺炎的疫情

防控和兩岸關係形勢，決定暫停

2020 年的大陸學生赴台就學的

工作。

當時正在申請來台攻讀碩士

的準陸生陳新（化名）因此事

而向教育部申請「信息公開」，

要求公布相關的決策依據，以及

何時恢復赴台等資訊。

根據中國「政府信息公開條

例」規定，中國教育部應在收到

申請的 15 個工作天內，也就是

5 月初回覆。不過陳新直至 6 月

9 日上午才收到回覆信件。

陳新說，對方曾在 5 月中

旬用電子郵件向她表示，無法在

期限內回覆，且必須再延長 15
個工作天。不過如今，她認為是

刻意的行政拖延。

在遞交的申請當中，陳新

詢問今年暫停陸生赴台決策的依

據，與政策相關文件的發文字

號。對此，回覆稱「內容因涉及

國家機密，不予公開」。她也詢

問了「為維護陸生返台就讀正當

權益」，和「暫停陸生赴台」之

間的關聯性，以及何時會重啟

政策。對此，中國教育部則宣

稱，上述問題屬於「諮詢類」，

「沒有指向明確的教育部政府信

息」，請她參考相關報導。陳新

表示，當初申請資訊公開的其中

一個目的，就是想讓政府和社會

關注到陸生群體的權益。可政府

的回應，讓她感到相當失望。

陸媒對這一議題的報導不

多，如廣州日報旗下的「南風

窗」雜誌曾刊登一篇陸生撰寫的

文章，描述過年回武漢遭遇封

城、之後無法返台之心路歷程，

為少數讓大陸民眾一窺陸生處境

的報導，文章反而引來大陸網友

質問學生為何執意要去台灣。

陳新對此認為，「感覺他們

（網友）把對台灣的仇恨言論，

轉移到陸生群體上」。不過她

說，這起事件也讓原本鬆散的陸

生群體，擁有更多機會聚在一

起，討論如何去爭取權益。

近期有數百名陸生連署致信

給台灣的教育部，希望能讓應屆

畢業生於 6 月底之前返台，後

續再陸續分批放行。陳新也表

示，希望在防疫能量許可之下，

盡快讓陸生來台，回歸校園。

6月9日再有至少53人被捕。（Getty Images）

李嘉誠（左）、李兆基（右）等香港富豪或親自或透過公司表示支持國安法。
（Getty Images）

德拉霍斯（Jiří Drahoš）

何志平（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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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據「加

新網」日前報導，這名女子是四川成都

人，名叫艾青，嫁給了加拿大籍的丈夫

Mike。兩人結婚 14 年，在成都共同經營

一家西餐廳已有 10 年。

2020 年初，艾青的丈夫去法國巴黎

一家老牌米其林三星餐廳實習，原計畫

2020 年 3 月結束。

今年年初，中國疫情大爆發。 1 月

29 日，艾青帶著 6 個月大的寶寶飛往巴

黎探望丈夫。沒想到，之後疫情席捲全

球，一家三口被困海外 4 個多月，現在

還無法回國。

報導稱，期間他們前前後後購買了 7
張機票都被取消，夫妻倆之前在成都經營

的西餐店瀕臨倒閉，一家三口被困海外幾

個月的昂貴住宿、生活費用，掏空了他們

的家產。現在，兩人到了必須賣房還債的

地步。

據艾青的自述，他們於 3 月 18 日從

巴黎飛往阿聯酋迪拜，原計畫在 3 月 28
日飛往衣索比亞，從那裡轉機回成都。不

料，3 月 22 日阿聯酋宣布封國 14 天，所

有出入境航班全部取消。

接著，是中國的限航政策，五個一政

策（即一個航司一個國家一個航點一週

一班），等等。艾青一家人被困在迪拜，

這一困就是幾個月。

開始時，他們是一週一週的租房，後

來他們發現，困境在短時間不會有任何改

變，於是改為每個月續租……「不知道

還有多少個月呢？」艾青嘆道。

另一邊，艾青夫

婦在成都的西餐館本

來 就 受 疫 情 影 響 嚴

重，加上現在老闆和

老闆娘被困海外，運

營更加困難。

「餐廳的高額運營

成本，昂貴的迪拜，

加 上 前 前 後 後 7 張

被取消的機票，我們

的積蓄被掏的一乾二

淨，到了需要賣掉房

子來還債的地步。」

【看中國訊】6 月 10 日美國

國務院發布 2019 年度國際宗教

自由報告。該報告跟蹤了每個國

家的宗教自由水平，以及政府對

某個宗教團體及其信仰的侵犯。

與往年相比，今年的報告更加詳

細地收錄了中國法輪功學員遭受

迫害的情況。

報告這樣描述「中國共產黨

維繫著一個法外的、由共產黨運

行的安全機構，來消滅法輪功以

及其它這樣的組織。」

報 告 表 示，2019 年 有 96
名法輪功學員被中共迫害致死，

「其中，19 人在被關押在監獄、

警察局或者拘留期間死亡。」

報告引用了有法輪功團隊背

景的明慧網的報導，「明慧網報

導，這一年（2019 年），警察

以拒絕放棄信仰為理由，逮捕了

6109 名法輪功學員，另有 3582
人被騷擾。至年底，3400 位法

輪功學員依然被關押。」

今年的報告，還包括國際學

術界對中共強摘人體器官的調

查。

該報告是根據 1998 年《國

際宗教自由法》撰寫的。政府報

告、非營利組織、學者、宗教團

體和新聞工作者的信息被用來編

製《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該報告發現，在 2019 年期

間，對待已註冊和未註冊宗教

團體的信徒從事與其宗教信仰

和習俗有關的活動時，中國政

府官員存在動用酷刑、虐待、

逮捕、拘留、判處入獄，用中

共意識形態進行強迫灌輸或騷

擾的行為。

報告引述媒體報導稱，藏區

的佛教徒被告知，達賴喇嘛的支

持者可能會被中共當局冠以有組

織犯罪的名義而被捕。

６月１０日，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向國會提交《國際宗教自

由報告》。在新聞發布會上，他

說「新疆維吾爾人的大規模拘留

仍在繼續。對藏人、佛教徒以及

法輪功和基督徒的鎮壓也是如

此。」「在最好的年代，中國無

情地實行了共產主義。」

【看中國記者蘇蘇菲編譯】

義大利兩名囚犯於上週越獄，越

獄前兩人留下字條表示，他們有

越獄的私人原因，並且保證處理

好事情後就會回來。

據 SOWETAN 報導，這兩

名羅馬監獄囚犯，分別是 40 歲

的 Davad Zukanovic 和 46 歲

的 Lil Ahmetovic，兩人是堂兄

弟，他們於 6 月 2 日，利用留

在院子裡的水管，成功從監獄越

獄。

與其他越獄犯不一樣的是，

其他越獄犯越獄是為了逃離監

獄。而這 2 名囚犯越獄，據他

們在逃離監獄前留下的字條表

示，是因為有私人事要處理。因

為他們「需要保護自己的孩子免

受自己從事的令人討厭的生意的

影響」。兩人還表示，在一切

都整理好後，約 15 天之內就會

返回。

報導稱，這 2 名囚犯是堂

兄第，因為非暴力犯罪（包括

欺詐和接收贓物）而被判處刑

期至 2029 年。

據 姜 海 霞 披 露，2018 年

初，她的母親馬桂珍被山東省蓬

萊市中醫院「護士冒充醫生」治

成植物人。 2 年多來，她為母

親四處維權上訪，並提供大量錄

音錄像等證據，但各級政府部門

不但不依法調查處理問題，反而

層層包庇犯罪並對她進行死亡威

脅。她向國內多家媒體曝光醫院

黑幕均無果而終，無奈之下她求

助《看中國》。

姜海霞向記者披露：「這個

醫院的三甲資質是造假換取來

的，我們家的證據鏈是閉環式

的，特別全，錄音的、錄像的、

材料的，我媽媽之前的主治醫生

（因受到院方壓力已辭職）也可

以給我們作證。這家醫院長期任

用無資質人員非法行醫，而且公

然收受藥品回扣。」姜海霞說，

受害病人不止她一家，但都因為

害怕不敢維權發聲。

姜海霞還說，山東省衛生系

統的所謂的管理都是面子工程，

「每天開會呀，黨教育啊，黨建

啊，滿街都是那些標語，就是這

些面子工程，做的是十足。那些

有冤的訪民啊，在政府門口舉著

牌兒，大冬天的，我經常看到，

以前我不懂是為什麼，我現在知

道了。」

「我們山東可以說是訪民最

多的地方，以前有過李寧，您知

道這個人吧？母親被打死了，上

訪十年。還有很多訪民被毆打、

被威脅警告，我也受到過很多次

威脅，就告訴我：『你差不多就

行了，你要這樣的話，哪天怎麼

死的都不知道！』」

姜海霞直言，當地政府一直

沒有「動她」，就因為她的丈夫

是英國人，當局怕事情鬧大了捅

到國際上去。

她說：「我走到這一步，並

不是我自願走到國際平臺，我是

跨國婚姻，我先生是英國人，我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動用我先生的

影響力？因為我先生在中國工

作，我擔心中國政府刁難他。比

如控制他的 VISA（簽證）什

麼的。」

「我先生有親自陪我去信

訪過。他在早期還支持我說：

『霞，咱英國就是法治國家。你

要相信國家，相信法律，咱家事

實證據都全。』去年 11 月 30 號

我先生問：『霞，這個問題其實

很簡單，法律也很明確。為什麼

他們處理起來這麼困難？』後來

我先生停了半年的工作，陪我一

起信訪和做材料。」

姜海霞說，她的先生本來非

常愛中國，如今卻感到傷心氣

憤，「他跟我說：『霞，其實我

挺氣憤的，我在中國工作這麼

久，我愛中國勝過愛我自己的國

家，我一個外國人都能這麼在乎

中國的形象和名譽，為什麼中國

政府就看不到這些呢？我每個月

上交給中國政府的稅款可以養活

很多人，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

待你，對待我，對待我們的家

庭？！』」

「他說這個事情要是發生在

英國的話，就我們請個律師，因

為我們請律師的錢還是有的，當

然如果你請不起一個更好的律

師，可能會有一些磨難，但是英

國有關這方面的法律特別健全，

幫助人維權的中心很多。比如貧

困的有救助啊、（提供）免費的

律師啊等等。」

「到了今年我老公跟我說，

霞，咱準備準備，媽媽的事處理

完了，我們回英國吧。我說為什

麼？他說，霞你感覺不到嗎？就

是媽媽這件事，你就應該感覺得

到。他工作接觸中他就看不慣中

國那種腐敗和官僚：吃、喝、

拿，他都忍著。但這次他就告

訴我，說霞，有些東西要考慮

了，然後就很鄭重的跟我談回英

國。」

姜海霞最後告訴記者，她的

母親獨自撫養四個女兒，一生吃

苦，她一定要替母親討個公道，

「她這一輩子太不容易了！我說

真心話，這事發生在我身上，我

都不追究了，我太累了！但是我

媽媽，我媽媽一輩子剛強，守寡

四十多年，今天讓他們害成這

樣，我媽媽什麼反應都沒有，她

不能為自己申冤。你知道嗎？所

以我一定要個說法！我不在乎他

（醫院）給不給我錢，我就要個

說法！」

維權難 愛中國的老外失望了

2019年96位法輪功
學員被迫害致死

最老實越獄犯： 
「辦完私事我們就回監獄」

（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

訪報導】今年48歲的全職
太太姜海霞家住大陸山東

省蓬萊市，她的丈夫是一

位英國人，在中國生活多

年，他說自己愛中國甚至

勝過愛英國。但經歷了岳

母的醫療事件後，他悲憤

地表示：「我一個外國人

都能這麼在乎中國的形象

和名譽，為什麼中國政府

就不能？」

義大利2名囚犯上週越獄，不過

留下字條表示，出去辦完私事就

會回來。圖為3月初，義大利監

獄因為疫情取消家屬探視，引發

犯人不滿發生暴動，警察戒備。

（Getty Images）

華人夫婦被困海外 耗盡家財

乘客在杜拜機場排隊等候檢查。（Getty Images）

美允許中方 
航空公司 
每週2班赴美

【看中國訊】美國交通部日前表示，

將允許中國航空公司每週運營兩班往返美

國的航班。

這份新命令稱，「將允許中國航司每

週運營兩班飛往美國的定期客運航班，這

將與中國允許的美國航司飛往中國的航班

總數相同。這份命令立即生效」。

美國交通部早些時候曾發布命令，計

畫從 6 月 16 日起暫停中國航司飛到美國

的定期客運航班。命令出臺是因為北京實

際上禁止了美國商業航班恢復兩國之間的

客運服務，而這種做法違反了兩國現有的

航空協定。

在美國政府做出上述宣布的幾小時

後，中國民航局便發布〈民航局關於調整

國際客運航班的通知〉，稱自 6 月 8 日起

允許所有未列入「國際航班信息發布（第

5 期）」航班計畫的外國航空公司，在滿

足條件的情況下，每週運營一班國際航線

航班。

Delta公司的客機（公有領域）

南極洲水域上空
空氣最純凈

腳踏車店生意旺

【看中國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

的最新報告表明，南極洲周圍海水區域

上空的空氣是地球上最純淨的。南極洲

周圍海水區域被稱為南冰洋（Antarctic 
Ocean）。南冰洋是唯一環繞地球，卻沒

有被陸地分割的大洋，是地球上最乾淨的

地方。南冰洋上空的雲層非常純淨。

【看中國訊】疫情衝擊下，小企業掙

扎求生，但腳踏車店卻因「疫」得福，生

意興旺。腳踏車銷售在全美各地都很旺，

供不應求。德州休士頓腳踏車店「Urban 
Bicycle Gallery」的老闆艾塔義說，我們

的店以前銷售緩慢，但現在電話響個不

停。他表示，腳踏車是時下的熱門產品，

是保持社交距離的通勤方式，也是一種戶

外運動的方式。

南極洲

（Andrew Mandemaker/WIKI/CC BY-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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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個別警察的過

度執法，被扣上種族歧

視的大帽子，引發美國

多地遊行，某些人開啟了

黑暗盛宴，多個大城市

商店遭到洗劫，他們來

了一把「悶聲大發財」。

◎文：文昭

◎文：夏聞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一些左派政治精英，為其添 
油加火，並大力抨擊川普總統和 
美國價值，因為川普要求各州州 
長擔負起責任，調動各州國民衛

隊，保證公共安全。川普還聲稱

如果州長沒有盡職，他會出動軍

隊。

6 月 1 日，川普在對全國

的公開講話中說：「我是你們的

維護法律和秩序的總統，也是所

有和平抗議者的盟友。」

要知道，法律和秩序是美國

立國的基石。美國的法律，制定

於各級民選代表，他們公開辯論

後投票通過，這個過程光明正

大。這和一些來歷不明的人大代

表們，做出舉手或按電鈕的動

作，完全是兩回事，那只是獨裁

者們掛羊頭、賣狗肉的下酒菜。

法律的制定是公平的，法律

的執行是公平的。法律維護了秩

序，秩序又維護著法律，這種狀

態讓美國社會平穩運轉了近 250
年。

但在過去 100 多年裡，共

產主義出現了，它就是要去散布

仇恨，進而顛覆秩序後奪得權

力，所以歷代共產主義者，都視

美國為死敵。而美國的極左派

們，其思想核心和共產主義高度

吻合。

僅靠煽動工人，雖然也曾經

挑起漣漪，但在美國始終形不成

巨浪，所以極左派們還打出了種

族牌、性別牌等，以此來挑動人

群間的互鬥。這種做法，在美國

上一位總統的時代達到高峰。在

言論自由的美國，也形成了一套

所謂「政治正確」的語言方式，

少有政治人物敢於質疑。

持續這樣下去，美國的精神

將被調包，曾經的美國將不再，

美國會被演變成一個左派專制

國家。但是，川普的出現，扭

轉了這個趨勢，他以異於常人

的勇氣，帶領美國社會中沉默

的大多數，推動美國回歸立國 
價值。

不得不說，國有國運，川普

的 3 年半總統生涯，保住了美

國的立國基石免於進一步被侵

蝕。而現在隨著各方形勢的演

變，還有一種力量，在推動他繼

續前行。

這就像是一棟 250 年歷史

的大房子正在翻新，不但要鞏固

基石，還要徹底打掃房屋。而在

打掃時，就會有辛苦，會激起塵

土飛揚，甚至還會有小傷小痛，

但這卻是不可避免的好事，因為

大方向是對的。

一場大瘟疫的降臨，人們迎

來了很不一樣的 2020 年，還不

止是瘟疫，在過去幾年，一些幾

率小到機乎不可能發生的事，卻

在一件接一件的發生著，這似乎

說明了，人類世界並不是一團雜

亂和隨機，其背後，還存在有序

的規律。

美國為甚麼在此時渣塵泛

起？是因為這個國家正處於打掃

清理的過程，而美國也還在連帶

著世界。

習近平最近還做了另外一件事：已經

向 77 個發展中國家暫停了債務償還，欠

中國的錢暫時不用還了。這個事情 6 月

7 號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在記者會上承認

了。但是請大家注意，20 國財長今年 4
月份開會，同意暫緩最貧困國家的債務償

還。可是按照聯合國標準，當前世界最不

發達國家一共是 47 個，可是習一尊這回

是愛心大爆發，是 77 國暫停還債，還多

出了 30 個。

誰說習總男兒鐵骨，決不干「庚子賠

款 2.0」這種有辱國格的事，這就還是賠

了嘛，只不過不是賠給歐美列強，是賠給

了一帶一路上的窮哥們，以不用還債這種

方式變相地賠他們。要我說因為這個疫情

反正你得花錢不是，不管叫不叫「庚子賠

款」。給 77 國窮哥們好處，無非是為了

對抗西方國家為了追責的聯盟。你不賠給

西方國家，為了對抗他們拉朋友圈也要出

錢。你賠給美帝、英帝再多也有個數。補

貼窮哥們是無底洞，你一直要對抗美帝英

帝，就一直要討好窮哥們，他們就一直有

機會對你獅子大開口。那你還真不如賠給

美帝、英帝。

首先肯定不會真賠出那麼多（我們

上次算過一筆賬，庚子賠款本息合計 9
億 8 千萬兩，實際總共賠付了海關銀 5
億 7 千 6 百多萬兩，只佔總數的 58%）。

那種巨額的國際賠付，大多數情況下因為

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都不會真的支付那

麼多。德國、日本二戰的賠款絕大部分都

被減免，德國為二戰賠了多少錢，60 年

一共支付了 640 億歐元。日本二戰後支

付的賠款只有 22.6 億美元，國共內戰、

和冷戰開始後，絕大多數戰勝國都放棄了

索賠。但是德國、和日本融入戰後國際秩

序，獲得經濟起飛的機會，賺了多少錢，

那就沒人算得清了是嗎？所得遠遠大於所

失。

不用真賠那麼多，有個正確態度，大

家氣理順了，關係修復，你也相當於貢獻

點力量幫發達國家恢復經濟，那你不是

還有大把機會從他身上再賺回來嗎？你

全賠給窮哥們，現在說的是「暫停償還債

務」，這些國家本來經濟就差，受到疫情

打擊恢復起來十分艱難，你這一「暫停」

就不知道「暫」到啥時候。接下來很大概

率就要直接鉤銷債務了。那是淨損失。

與其你給他們鉤銷債務，為啥不給中

國老百姓勾銷債務？最起碼可以讓中國老

百姓抽籤，抽中的可以暫停還房貸一年半

載，政府幫著還，還能釋放消費內需不

是？反正都要撒幣，撒給美帝、英帝能拉

動外需；撒給國內老百姓能拉動內需。你

撒給非洲連個毛線需求都不創造。在一堆

方案裡，中共總會去挑那個最蠢最笨的。

習總的「總加速師」稱號果真不是浪得虛

名，中國社會的困境會加速到來。週末的

時候和一個加拿大華人朋友聊天，她說她

的父母不滿意加拿大的醫療排隊太慢，想

回中國養老。

我說這都總加速元年了，您還想拿著

退休金回國天天打麻將那種方式養老哪？

絕大多數人是意識不到這世界正發生的迅

速變化的，總覺得明年的太陽像今年一樣

升起，明年的日子還像今年一樣過。所以

會做出很多讓自己後悔的人生決定。希望

我們的觀眾是能夠先知先覺的一群人。

因為中國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

繞過香港立法會經《基本法》附件三，由後

門為香港立法後，英國表示要給予香港持

有 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人士，延

長以 12 個月為期的可續簽證，提供路徑

去得到完整的英國公民權。消息一傳出，

不少親中傳媒以至 KOL（網路名人），把

簽證貶為「騙財」，故意忽略「可續」與

「十二個月為期」，改為「只限十二個月」

的簽證，恥笑英國的做法無用云云。

只不過幾日後，中共的真正反應就現

了形，幾日之內中共紛紛表示「反對」；由

中共駐英公使表態恐嚇英國有後果，外交

部指英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英方備

忘錄；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恐嚇要剝

奪 BNO 持有人的投票權；有親共報章聲

稱甚至要剝奪 BNO 持有人的永久居民身

份，而親共組織前往香港的英國領事館示

威，在使館面前剪爛 BNO，雖然被揭發是

已續期、已由英國當局剪角的護照：即這

些「戲子」自己口說不要 BNO，身體卻最

誠實，早已為 BNO 續期，才有「剪角版」

BNO，即淪為網上笑話。

根據中共人大於 1996 年 5 月 15 日，

對《中國國籍法》的解釋，中國既不承認

BNO 護照，更不承認 1990 年英國對五萬

個香港家庭所簽發的居英權，即完整的英

國公民護照 (BC)，卻根據所謂「中國血

統」，強行為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主權移交

日在香港者，強行加了一個「中國國籍」；

因此對中國或在香港的法律而言，從來這

些持有BC或BNO護照的香港人，都是持

有中國國籍的中國人，而非英國人。而這

種做法亦適用於其他國籍的「香港華人」，

例如三十幾萬持有加國護照的香港人，都

「被中國人」；說明從來中國的政策，就是

最怕香港人不做中國人。

中共所威脅的報復：1.取消BNO持有

人的投票權；2.取消BNO持有人的中國國

籍；3.取消BNO持有人的永久居民身份。

這些真的可行嗎？要取消近三百萬人 (資料

在英國手裡）的投票權，其實遠比起取消

民主派的參選權複雜得多，為何中共要舍易

取難？何況對很多香港人而言，要逃亡還投

什麼票？這又怎會有阻嚇力？

至於取消中國國籍，則正和 1996年的

人大解釋相反；何況一直以來港共都千方

百計，去制止香港人「脫中」──退出中

國國籍；而根據英國 2009 年後的國籍法，

所有非自願，除 BNO 外沒有其他國籍的

人士，都會因此自動獲得完整的英國公民

身份，這做法正是變相幫所有 BNO 變成

BC，不但沒有阻嚇力，更令 BNO 持有人

十分期待；至於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即為

最基本的居民權利；如果居留權被取消，

當然是對國際法與《中英聯合聲明》最嚴重

的違反，變相立即驅逐三百萬人，令任何

持有 BNO 者都成為政治難民，等同給予

英美各國立即派飛機撤僑的合理性，這是

最愚蠢的選擇。

英國接收 BNO，把不願做中國人的

香港人接走，原本不是「皆大歡喜」的「大

團圓結局」，為何中共要阻止？從中共的

「昏招盡出」反過來思考，即證明很多評論

所指的中國不怕香港人離開，如「人走地

留」，或認為香港已經沒有「利用價值」，

因此不在乎香港的說法，是完全的錯誤！

而正是相反──中共因不願失去香港，於

是才想出「港版國安法」，以至要恐嚇英

國不得接收香港人；有人不信反問：如果

愛香港人，又為何會這樣做？這明顯是邏

輯謬誤──奴隸主不願失去奴隸而已。

暴力抗議中 渣塵泛起的美國

習近平開始另類「庚子賠款」： 

暫停77國債務
◎文：林忌

中共害怕BNO居英權原因在此

2019年10月26日在白宮的戰情室，美國總統川普與副總統彭斯（左二）、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賴恩

（左一）、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右二）以及美國陸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佩利（右一）一起監視美

軍在敘利亞北部針對ISIS頭目巴格達迪的突襲行動。（Getty Images）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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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00 am - 5:00pm; 星期六須預約Unit 420, 1110 Centre ST NE地址 : https://WWW.LSIINS.INFO網址：403-474-3700電話：

◎文：文昭

英國首相鮑里斯.強森在官邸唐寧街10號門

口（Getty Images） 

為了與臺灣爭奪邦交國，中國展開了一

系列「支票簿外交」，為許多非洲國家

和其他地區的大型項目提供援助資金。

（Getty Images）

https://www.lsiin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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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據《華爾街日報》報

導，美國官員說，川普總統

已批准一項計畫，將撤出目

前駐紮在德國的約3萬4500
名美軍中的三分之一，使

駐軍總數降至不超過2萬
5000人。一位美國高級政
府官員說，該計畫的執行工

作已移交給國防部。

◆挪威科學家研究指出，新

冠病毒是武漢病毒實驗室人工合

成，並被不慎洩漏。科學家還

說，很多科學期刊、雜誌都拒絕

發表他們的論文，因為怕惹惱中

共。挪威科學家比爾格 ‧ 索倫

森（Birger Sørensen）和英國

腫瘤學家安格斯‧達爾格里什

（Angus Dalgleish）在《生物物理

學季刊》發表了有關病毒中的刺

突蛋白的論文。據研究人員稱，

病毒的刺突蛋白含有看來是人工

插入的序列，這表明該病毒不是

自然起源。論文中聲稱，已經鑑

定出「置於 SARS-CoV-2 尖峰表

面的插入部分」，這解釋了該病

毒如何與人體細胞相互作用。

◆美國非裔公民女性保守派

評論員和政治活動家坎迪斯 ‧

歐 文 斯（Candace Owens）4
日在臉書直播表示，過去 5、6

年，人們習慣一夜之間讓罪犯變

成英雄，但佛洛伊德生前多次涉

及毒品、搶劫入獄，絕對是罪

犯，不是烈士。歐文斯指出，有

的時候想說出不同於當下意見氛

圍的真正看法，可能招致外部巨

大壓力，但事實是，人們被謊言

蒙蔽。現況對於不同種族之間

造成極大威脅，「我不支持媒體

將喬治 ‧ 佛洛伊德虛構成一個

英雄或烈士來代表美國的非裔

群體。」佛洛伊德生前 5 次因毒

品、搶劫入獄，死時身上還被起

出假鈔，驗屍報告還驗出毒品反

應。歐文斯提到，過去幾年，人

們習慣一夜之間讓罪犯變英雄，

佛洛伊德並非一個了不起的人，

每個人都覺得他生前過著英雄式

的生活，「我認定他就是一個罪

犯。」歐文斯強調，害佛洛伊德

死去的警察應受到法律制裁，佛

洛伊德家人也有權利討公道。但

歐文斯坦言，對美國暴動相當反

感，她堅持不會為自己的說法道

歉，「佛洛伊德不是我的英雄烈

士，他可以是你的！」

◆美國海軍 6 月 8 日完成

了里根號航母戰鬥群、羅斯福號

航母戰鬥群和尼米茲號航母戰鬥

群等三個航母戰鬥群於太平洋海

域的部署行動，以抗衡中共在太

平洋區域的擴張。中共最近在南

海和臺灣附近的軍事活動引起美

國和全球的高度關注。 5 月 12
日，日本「共同社」揭露中共軍

隊擬定 8 月軍演，模擬奪取臺

灣控制的東沙島。五角大樓也指

責中共趁著各國忙於應對疫情之

際，擴大軍事活動以獲取軍事和

經濟優勢。五角大樓強調，疫情

爆發並未損害其對中共行動的反

應能力。

川普撤軍  對中聯盟成立

事發突然 德國未證實
川普在上一次總統競選中承

諾結束「無休止的戰爭」，主要

指美軍在中東和阿富汗的戰爭。

他多次威脅要停止或減少和平時

期在亞洲和歐洲的防禦性部署，

並指責這些國家沒有支付足夠的

費用，並多次公開批評領頭的德

國未能達到北約成員國防開支應

占 GDP 2% 的目標。

然批評雖多，但到目前為

止，川普只對部署在戰區的美軍

進行了少量裁減，而對試圖縮減

韓國、日本和德國等國駐軍的說

法，則一直未採取行動，也因此

讓外界對這次的撤軍宣布越發覺

得突然。截至 5 日晚些時候，

德國都未正式獲知撤軍令。路透

社引述消息稱，撤軍令是在川普

總統批准後由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羅伯特．奧布賴恩正式簽署的。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在

美國與蘇聯冷戰期間，駐紮在德

國美軍人數曾高達 23.5 萬，此

後逐漸減少。德國是美軍在整個

歐洲的總部，也是美國非洲司令

部的所在地。《華爾街日報》引

述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

的話，稱此事的討論是在 2019 
年 9 月就已經開始，柏林方面

早就知情，因此無人對此事感到

驚訝。川普 2019 年秋天就曾經

對德國提出警告，要求德國分擔

美國駐軍的開銷，否則不無撤軍

更進一步地，德國今年 7
月 1 日將接任歐盟理事會輪值

主席，為期半年。默克爾已將

歐中峰會安排在 9 月 13 日至

15 日，地點是萊比錫，屆時歐

盟 27 個成員國的元首及政府首

腦將同習近平舉行會面。歐盟歷

史上，全體成員國首腦同一個非

成員國的國家首腦以這種形式見

面，尚屬首次，而這個國家元首

竟不是與歐洲價值觀接近的美

國，而是威權主義的中國。

默氏再領風向？               
歐盟北約未必買單

不過歷經這一番疫情風暴，

卻也讓各國更深入的瞭解了真

相。身為歐盟領頭羊，德國高層

對北京惡行保持緘默的立場，未

必能如過去般再次成為引領歐

盟成員國的風向球。在 10 日歐

盟所公布的一份長達 17 頁的報

告，就明確表達了歐盟對北京試

圖染指歐洲的進一步認識。

該文件表示，莫斯科與北京

於疫情期間大量散布與肺炎有

關的不實信息，企圖削弱和破

壞歐盟的民主體制。而其「大外

宣」，更是積極地試圖使輿論兩

極化，以擦亮他們自己的招牌。

根據法廣報導，歐盟在報告

中寫著：「外國執行者及特定的

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俄羅斯與

中共，已在進行有目的的影響

行動，及散布大量疫情的不實

信息。」而「這兩個國家的誤導

及不實信息，就好像『洪水』一

般，似乎是趁著歐洲與全世界

因為疫情正在手忙腳亂之時湧

入」。歐盟委員會還批評大型

社群網站，對於幫助使用者進行

事實查核這方面，能夠提供的幫

助實在太過少了。

實際上，早在 4 月之時，

歐盟「反不實信息任務小組」就

已清楚地指出，與中共官方互動

美德領袖意見早有分歧   川普或將三分之一駐德美軍撤回

可能。

美德領袖意見早分歧

不過《明鏡》針對這起未事

先提示德國官方的突如其來聲明

認為，這個決策的背景顯然是因

為默克爾在 5 月底以武漢肺炎

疫情為由，婉拒了 6 月底華府 
G7 峰會的邀請。雖然，其他領

導人也對大流行期間出行美國表

示擔憂，但是，默克爾對川普的

公開拒絕，迫使川普推遲與其他

世界領導人的峰會。

華府官員對此則是透露，由

於近來美國總統川普與德國總理

默克爾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除

了遲遲未擴大軍費分攤，默克爾

執意推動北溪天然氣二號管線，

使俄羅斯得以從波羅的海直接輸

送天然氣至德國，以至於加深俄

羅斯對歐盟影響力一事，也是造

成分歧的主因。而川普此時簽署

撤軍協議似乎突顯了當前美德之

間的關係。一位歐洲高級官員也

表示，德國沒有得到川普已經簽

署的關於撤軍的任何「提示」，

這本身已「不言而喻」。至於最

大的歧見還是來自於近來美德大

相逕庭的對中關係。

默克爾對中態度是關鍵

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國指責

北京隱瞞疫情，導致病毒在世界

範圍大流行之際，相比之下，德

國政界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卻十分

低調。 5 月 15 日，川普在接受

福克斯電視採訪時，針對如何對

付中國的問題說：「我們可以做

很多事，我們可以做任何事。我

們可以切斷一切關係。」但德國

總理默克爾卻於 5 月 27 日在柏

林發表演講時強調，德國與中國

保持合作對歐盟而言具有「重大

戰略利益」。

近日，北京推出「香港《國

安法」在國際上引發強烈震盪。

川普在 5 月 29 日宣布了一系列

對中國推行「香港《國安法》」的

強硬制裁措施。但相對的，據德

國之聲報導，儘管德國政界反對

派要求政府因「港版《國安法》」

加大對中方壓力，但默克爾政府

沒有進行公開的批評。「德國聯

邦政府顯然不願就中共當權者的

壓迫行為以明確堅定的語言進行

回擊，無論是新疆維族人的遭

遇，對中國公民的壓制，還是香

港民主運動受到限制，柏林的表

現都是如此。其深知，德國同

中方的經濟緊密相連。幾乎每 4
輛在中國銷售的汽車中，就有一

輛是德國品牌。」

的合作聯盟，正在壓低國際因為

疫情的大流行而針對北京的指

控。歐盟把任務小組的報告內

容，提升到更具有官方色彩的指

控，且刪去許多的外交辭令，最

後完成這份 17 頁的報告。

北 大 西 洋 公 約 組 織

（NATO）秘書長史托騰伯格也

在 8 日提出警告，中共對「開

放社會、個人自由」的威脅日益

升高，全球有志一同的國家必

須與北約合作，共同對抗中共

的「霸凌和脅迫」。他強調，為

了應對國防支出高居全球第二

的中共，擁有 30 個成員國的北

約必須採取「更具全球視野的策

略」。

11國議會成員聯盟抗共
此外，由美、英、澳、加、

德、日、挪威與瑞典等 8 個國

家的國會議員聯合成立的「跨

國議會對中政策聯盟」（The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簡稱 IPAC），在 6
月 8 日當天，增添了捷克、荷

蘭與立陶宛等三個歐盟國家的歐

議會議員。歐盟成員比例的擴

增，也代表了另一股不認同德國

總理默克爾親中態度的歐盟議會

新主流的崛起。

聯盟成立時發表聲明指出，

民主國家的政要們此前對接觸

北京當局所做的設想，如今已

經脫離現實，「中共持續並公開

地表明了其拓展全球影響力的意

圖」。而中共在全球大肆擴張

勢力，對民主價值所產生的衝擊

與壓力也越來越大。雖然過去很

多年間，一些國家基於自身利益

也曾單槍匹馬地抵抗中共政府，

但是捍衛基本自由和國際秩序的

重任不應該由哪一個國家獨自肩

負，而是應該相互協作，共同聯

手去應對中共給全世界帶來的巨

大威脅。

2018年北約首腦會議期間，德國總理默克爾和美國總統川普會談。

（Getty Images）

報導稱，約翰遜將在數週內

提出立法案，強制企業報告任何

有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外

國收購行為。

《泰晤士報》報導說，按規

定，當外國企業提出收購 25% 以

上的股份、資產或是智慧財產權

時，英國企業必須主動申報。沒

有報告收購案或收購後無視英國

政府規定條件的企業，均屬刑事

罪行，其董事可能被判入獄、取

消董事資格，或是被罰款。這項

法案也還獲得財相蘇納克（Rishi 
Sunak）的支持。約翰遜也有意

把學術合作和研究計畫等活動，

都納入這項法案的適用對象。

當前英國與中共當局的緊張

關係持續升溫。英國於 1 月將

華為列為「高風險供應商」，限

制其 5G 業務參與率在 35% 以

下。最近更有消息傳出，英國可

能計畫在 2023 年之前全面移除

5G 網絡中的華為設備。近日，

首相約翰遜還針對北京當局在香

港強推「國安法」，表明將大修

「移民法」，廣納 300 萬香港人

取得英國公民身分。

另外，據《香港經濟日報》

報導，因擔心中國留英學生作為

中共「特工」滲透英國大學，近

日，英國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建

議，英國當局應效仿美國做法，

如果中國學生「被國家利用來增

強審查制度」，英國政府應禁止

他們入讀當地大學。去年該委員

會發表的報告指出，有證據顯

示，中方的學生組織被利用來監

視英國的學生，而且其組織部分

資金來自中共政府，被英國認為

用作干預。

澳洲7月立法                 
遏止中共擴張

持續緊張的中澳關係，也讓

澳洲政府 6 月 5 日宣布，將採

取更嚴格的措施阻止或駁回被認

為危害國家安全的投資案，對外

國投資案展開嚴格審查。外界普

遍認為，澳洲此舉或為遏止中共

在澳的擴張。

據「法廣」引法新社報導，

澳洲總理莫里森表示，政府將從

2021 年起，對電信、重要基礎

建設和國防等敏感產業投資案展

開審查，即使是規模不大的投資

案。根據現行規定，對於澳洲自

由貿易協定的夥伴，政府委員會

只會對投資金額超過 12 億澳元

的大型投資案進行審查。澳洲政

府計畫在 7 月前發布新規則的

草案，並計畫在 2021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不論私人投資者，

抑或國有資金，不論規模大小，

都會加強審查。但澳洲當局不會

對現有投資案進行重審。

報導指出，針對這項外商投

英相：違法收購列刑事

據路透社引述英國《泰晤士

報》8 日報導指出，出於對中共

持續擴張的擔憂，英國首相約翰

遜準備立法，嚴厲阻止對英國國

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外國企業收購

行徑。而違反規定的企業，將面

臨刑法制裁，後果包含罰金、取

消資格，企業高層，甚至可能被

判處徒刑。

英澳將立法  禁危害國安外資收購
【看中國記者岳劍清

綜合報導】英國與中共當局

的關係日益緊張，為遏止中

共的擴張，英國首相約翰遜

準備立法，禁止對英國國家

安全構成威脅的外國企業

收購行徑。同樣與中方關係

日趨緊張的澳洲，也將在7
月立法，針對外資進行更為

嚴格的審查。
資規定的修改力度是將近半個世

紀以來最大的一次修訂，包括賦

予政府更大權力，在外商投資引

起國家安全方面的風險時，有權

強制其退出投資。規管將涵蓋電

訊、能源、公用設施及涉及國安

資料的數據公司。

中國企業一直是澳洲資源、

農業和房地產的主要投資者。在

2018～ 2019年獲澳洲批准的外商

投資來源國名單中，中國從第二

位降至第五位。美國位居第一，

隨後是加拿大、新加坡和日本。

澳洲總理莫裡森（  G e t t 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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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前講到地攤經濟是給底

層老百姓一條活路，是個善莫大

焉的好政策，但是沒過幾天，先

是在 6 月 5 號北京出來一條新

聞，說北京城管的執法部門針對

擺攤設點、佔道經營這些違法行

為，市民反應強烈，所以要嚴格

的查處，說「佔道擺攤設點這種

擾亂市容市貌是違法行為」。

到 6 月 6 號，《北京日報》

發表評論，標題直接就是「地攤

經濟不適合北京」，理由是北京

作為國家首都，北京的形象代表

國家形象，搞地攤經濟髒亂差，

不利於樹立良好的首都形象和國

家形象，不利於促進經濟高質量

發展。北京表態以後，另一個主

要城市上海在 6 月 8 號也表態，

央視財經也給出定論說一線城市

不適宜推行地攤經濟。

給出的理由是，「地攤經濟

如果在一線城市重新蔓延，等於

一夜回到幾十年前，不論城市交

通管理等壓力，對相關行業的衝

擊也非同小可」。那不管是有意

還是無意，央視財經透露出了國

家真正擔心的東西：「對相關行

業的衝擊非同小可」。但是主要

是哪些行業，也沒往細裡說。

地攤經濟影響了誰？

重點是，第一點就是地攤

經濟出現的原因，是因為民生困

難，經濟困難，就業很艱難，底

層老百姓確實沒有出路了，這是

提出地攤經濟的根本原因。央行

降准銀行信貸擴張放水也有可

能，可是錢它到不了最下面，到

不了最底層，政府又不直接發錢

給最底層，那你再不給他一個擺

地攤的一個活路，那日子確實就

是沒法過了，就業有困難。

那第二點就是央視說的「相

關行業」的衝擊。其實「相關行

業」的衝擊主要就是商業地產，

他擔心商鋪的租金下降，商鋪的

售價下跌，說白了還是商業地產

大亨的利益動不得，或者是這些

非富即貴的商業地產的持有者的

利益，動不得。

上期說過，地方政府、開發

商和銀行這些是利益共同體，那

商業地產也是一樣，搞地攤經濟

就是害怕觸動了這些利益集團的

乳酪，把商鋪租金、商業地產的

價格給帶下來。

最後一點，其實就是一線城

市其實人口是最多的，尤其是年

輕人口多，消費比較旺盛，這些

城市裡擺地攤其實是真正能夠賺

到一些錢的，給底層一些帶來一

些生機的，帶來一些好處。

大家知道三四線城市年輕人

口少，消費能力也較弱，所以說

央媒這麼一發話以後，二線三線

城市如果紛紛跟進，地攤也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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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YouTube頻道主
MaskFinance蒙面財經

然後可以看到貿易順差的差

別，第一大的東盟它的貿易順差

是 1767 億，歐盟是 3315 億，

美國雖然排在第三位，但是它的

貿易順差是 6425 億，日本是一

個逆差所以用負的數字去表示。

民企、外企、國企 
誰在賺錢？

我們再看一下出口的產品裡

面的結構：出口產品是機電產品

佔了大頭，1~5 月的出口金額是

3.64 萬億人民幣，那同比下降

了 4%，佔出口總值的 58.7%。

再看一下剩下的七大勞動密集型

產品，其中有一個非常亮眼，

就是紡織品，那裡面包括了口

罩這些防疫物資，所以同比增

長 25.5%，但其他都下滑非常

慘烈，像服飾、傢俱、鞋子、玩

具、箱包等，部分超過 20% 多

的下滑。

第三部分我們看一下不同

企業類型出口創匯能力的對比，

就是民企、外企和國企它不同企

業類型進出口，尤其是出口減去

進口，進出口能力的對比。下圖

統計的是從 08 年到 2020 年的

進出口情況，右邊欄是民企、外

企、國企分別的進出口的金額。

進出口能力對比下就可以看到，

其實民營企業是出口創匯的大

頭，19 年的時候是 146.9%，18
年 150.3%，外企也是有 27、
29、30% 左右的一個比例，最

顯眼的就是，國企這一欄基本都

是負的。

你擺了，徹底就黃了。

還說一下就是關於城市形

象和國家形象。其實國際上有很

多的城市，比如說臺灣的臺北，

也是一個國際化的大城市，但臺

北的夜市在全球都很出名。去過

臺灣旅遊的人，大家都感覺夜市

非常好，也沒怎麼影響這些市容

市貌建設，更也沒有影響什麼高

質量的發展。所以我覺得，讓所

有的市民尤其是底層的老百姓能

擺地攤，能吃得好，穿得好，能

住得好，能過得好一點，上得起

學，能夠看得起病，能夠有尊嚴

和體面的工作和生活，比什麼都

重要，而且這也才是真真正正的

一個城市形象的真正體現。

話說回來，政府既不給底層

老百姓發錢又不讓搞地攤經濟，

哪就只有一條路走了，就是像

2017 年北京搞的那個驅趕低端

人口的運動一樣，就把低端人口

驅趕走。為什麼？因為你既不給

他錢又不讓他搞地攤經濟的話，

那他只有一條路，只能就去偷盜

竊或者搶劫，走向犯罪了。

5月外貿數據惡化
第二部分是 5 月份的外貿進

出口數據，就是按照美元計價，

前 5 個月進出口的總值是 1.65
萬億美元，同比下降 8%，那貿

易順差是 1213 億美元，同比下

降 4.5%，這是總的一個前 5 個

月的進出口數據。

5 月的單月的數據，還是按

美元計價，那 5 月份的出口下降

3.3%，進口下降了 16.7%，貿

易順差是 629.3 億美元，同比增

加了 52.9%。

回顧一下 4 月份的進出口數

據，同樣是美元計價下，4 月份

的出口總額同比增速是 3.5%，

當時還是正的，進口的同比增速

是負了 14.2%，4 月的貿易順差

是 453.4 億元。所以大家可以看

到 5 月份不管是出口數據還是進

口數據，都比 4 月份的下滑幅度

加大了，但是有一個數據 5 月份

的數據上升了，那個就是貿易順

差，5 月份的貿易順差比 4 月份

的貿易順差擴大了，賺的外匯更

多了。

是什麼原因？簡單說一下，

其實就是衰退式順差。所謂衰退

式順差就是出口下降，但是進口

下降了更多更快，下降的幅度也

大。那造成衰退式順差的原因跟

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的地位相

關。全球分工的三層體系，第一

層是發達國家為代表的需求國比

如說美國、歐洲、日韓這些國

家，他們的需求很大；第二層就

是中國為代表的生產製造國，生

產製造國主要是進口原材料、加

工成產成品、出口產品到終端需

求國，那第三個層次的就是資源

提供國，比如說賣石油的像俄羅

斯、沙特這些，賣鐵礦石的、賣

銅礦的，各種資源國，它是靠山

吃山，靠海吃海。

整個國際分工的三層體系裡

面，能看出國家的地位也不同，

地位最弱的就是資源提供國。就

每當經濟衰退時候資源品的價格

一下跌，那日子就非常難過。

那中國作為國際分工裡面

是第二層次，也就是世界工廠地

位，需求剛剛開始衰退的時候出

口是小幅度下降的，但是進口會

下降的更多更快，所以中國時候

就能享受到這種衰退式順差。在

15 年也發生過，15 年的順差是

歷年最高的，那一年也是一個衰

退式順差。這個就是世界工廠的

好處，這也是為什麼就是越南印

度這些國家對中國的世界工廠地

位都是虎視眈眈。

再看一下 1 到 5 月份跟不同

貿易夥伴的一些數據和情況。大

家可以看一下，中國貿易夥伴第

一大貿易夥伴是東盟，貿易總值

是 1.7 萬億，佔外貿總值的比例

是 14.7。第二大貿易夥伴是歐

盟，總值是 1.61 萬億，佔外貿

總值的比例是 13.9。第三大是

美國，第四大是日本。

其實之前是第一大是歐盟，

第二大是美國，第三大是東盟，

這幾年東盟成為第一了。

這次跟大家分享兩部

分的內容，一部分是關於

地攤經濟，也就是在6月1
日李克強在煙臺考察的時

候提出來的。第二個聊一

下就是5月份的一些外貿
數據，顯示出一些不同尋

常的跡象。

原因是因為國企基本出口

佔比出口的很少，進口的很多，

國企壟斷了大宗商品物資的進口

權，像鐵礦石、原油、煤炭、天

然氣、大豆這些都是基本通過國

有企業體系去進口，民營企業沒

有資格或者是很少的民營企業有

資格，所以國企基本是不創匯

的，基本就只會花錢，花錢很能

花，但出口賺錢能力不強，所以

說民營企業是外貿行業的頂樑

柱、出口創匯的生力軍，再說直

白點就民營企業是整個中國製造

業的一個基石。

但是大家最近幾年也聽過就

是民營企業日子越來越難過，日

子越來越窮，但這期我就不深究

問題了。最後總結一下，第一部

分是關於地攤經濟的一波三折，

真是可以說斷了很多底層老百姓

的活路，商鋪也租不起，地攤還

不讓擺，那日子沒法過；第二

部分就是 5 月份的外貿數據的

具體情況，進出口的數據都在下

降，但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

位依然還能享受著衰退式順差，

而順差絕大部分又是民營企業創

造的。

地攤經濟動了誰的奶酪？地攤經濟動了誰的奶酪？
5月外貿進出口數據開始惡化

財經 
評析

Adobe Stock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2 看文化 Culture 第110期     2020年 6月11日—6月17日  

 千古
 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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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場悟道

龍場，是個一般地圖查不到

的小地方，在貴州西北的修文

縣，這裡「蛇虺 ( 音同「悔」)
魍魎，蠱毒瘴癘」，分明是個動

物世界，決不是居家旅遊的好地

方。並且當地的土著說的是標準

的外語，而能說漢語的則「皆中

土亡命」。陽明先生剛到的時

候，當地人還不會蓋房子，都住

在山洞裡，他因為沒房子只好自

己蓋了個茅草房。在這麼惡劣的

環境下，若是換成別人，多半就

精神崩潰了，所幸王陽明不是別

人，這裡非但沒有把他壓垮，反

而把他磨練成熟了，也讓龍場這

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邊遠之地從

此名留青史。

初到龍場時，王陽明對劉

瑾之事還未能完全釋懷，詔獄

之災，闕下廷杖，錢塘詐死，

這一番經歷頗有幾分黑色幽

默，卻是實實在在的九死一

生，用他自己的話說，現在是

「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

念尚覺未化」。王先生除了等

死啥也不想了（「乃為石墩自誓

曰：『吾惟俟命而已！』」），於

是，「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

一；久之，胸中灑灑。」

跟著他來的人，沒有他這種

修為，紛紛倒下了。這些原本負

責照顧他起居的人，現在還得靠

他照顧。陽明先生現在雖然有了

些道行，卻不能給他們也拷貝一

份「胸中灑灑」。他能做的也只

有給從人們端茶倒水、煮飯炒

菜，單純物質生活的照顧是遠遠

不夠的，陽明先生擔心他們鬱

悶，又給他們「歌詩」，他們還

愁眉苦臉，就給他們唱家鄉的小

曲，講笑話，終於讓他們擺脫了

疾病，擺脫了思鄉之苦。

這段經歷又一次激發了陽明先

生愛提問題的腦袋：「聖人處

此，更有何道？」在幾乎沒有

任何物質資源的條件下－－比

如他現在身處的龍場，聖人會

怎麼對待呢？他只有繼續打坐

入靜，希望能得到一個答案。

這天半夜，突然傳來王陽明的

喊聲「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僕人們嚇了一跳－－「都醒

醒，老爺咋了？大半夜的，嚷

嚷甚麼呢？」「準是這破地方

把老爺逼瘋了」，「不能吧，

前幾天照顧我們，還又唱歌，

又說笑話的呢」。

後來有這樣一種說法，說

是當天夜裡，陽明先生夢到孟

子從台階上下來，給他講解《大

學》，這才讓他豁然開朗。孟老

先生是否真的來指點過我們的主

人翁，各家說法不同，但是陽明

先生後來講解的一番道理確實和

《大學》有關－－「聖人之道，

我性自足，應該向內求。《大

學》裡說的『格物』和朱熹講的

『格物』根本就是兩回事，以前

向外求道的路子從根本上就錯了

（「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接著，他默背《五經》中的話一

對照，和自己剛明白的道理都吻

合，求道三十年，悟道一瞬間，

心頭這一番滋味恐怕是難以言表

的。司馬遷若是晚生一千五百

年，恐怕要在他那段「文王拘而

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的

名句後邊再加一句「陽明謫而創

心學」。這就是後人盛稱的「龍

場悟道」。

後」，對於朱熹學派「誘導」世

人向外求理，陽明先生認為那是

曲解了古人的本意，因而倡導向

內心求。他的這一番舉動雖然是

為「吃緊救弊而起」，卻是試圖

從根本上改變頹廢的士風和世

風。他覺得這是比平匪戡亂意義

更大的「破心中賊」的實事，那

「破山中賊」的一時之功無法與

這永久的事情相比。

宸濠之亂

陽明先生「破心中賊」的成

就常常被忽略，容易讓人矚目的

倒是他的功業－－平定「宸濠之

亂」。然而平定「宸濠之亂」的

事功不過只是個表面的熱鬧，恐

怕是上天要藉此讓人們看到「陽

明心學」的實踐價值。

正德十一年（1516 年）陽

明先生被派去南贛剿匪前，他的

好友王思輿就對季本說過：「陽

明此行，必立事功。」季本問：

「你從哪裏看出來的？」王答道：

「吾觸之不動矣。」他觸不動的

是陽明先生的心，此時那位「陽

明心學」創始人的制心功夫已經

相當深厚，為他人生的下一幕戲

做足了準備。

我們現當代的中國人，自

幼被灌輸的都是所謂「唯物」主

義，有人或許不太理解，「觸之

不動」的心學修為和功業之間為

甚麼會有必然的聯繫。舉個簡單

的例子，兩個口渴的人看到半杯

水，樂觀的那位會很高興的說：

「真不錯，我正覺的渴，那裏就

有半杯水可以喝。」悲觀的那個

則會說：「真倒霉，我正渴著，

那裏卻只有半杯水。」相同的物

質條件以不同的心境去看待，往

往得到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從

這個角度上說，人們其實是生活

在自己心境所反映的外在物質世

界裡。因此，「心」就顯的尤為

重要，制心的功夫若是達到了

「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

不怒」的境地，那麼，立下張良

韓信般的功業，不過是隨之帶來

的 「副產品」罷了。

配合王陽明演這幕戲的第一

男配角是寧王朱宸濠。自從明成

祖把寧王從遼東搬到南昌，寧王

這一支始終心懷不滿，到了朱宸

濠這一代乾脆明目張膽的準備造

反了，這並不是說朱宸濠光著腳

滿世界嚷嚷「我要造反啦」，那

不叫明目張膽，而是腦殘。他所

做的乃是不惜重金在朝中發展

「私黨」，買通正德皇帝身邊的

人，他給一個受正德寵幸的演藝

圈人士（伶人）－－臧賢就送

了萬兩黃金還有金絲寶壺。在糖

衣炮彈的攻擊下，很多朝臣和太

監都倒向寧王，掩飾他要造反的

跡象。

在王陽明去南贛之前，那

個當初和他同期中舉的－－福

建按查使胡世寧就給正德上

疏，揭發寧王要造反的陰謀，

可是正德對他這個遠房叔叔的

舉動沒太在意，胡自己反而被

朱宸濠收買的朝臣羅織罪名給

關了起來。由此，朱宸濠更得

勁兒，更囂張了。

有一次，寧王宴請江西官

員，在宴會上，朱宸濠露骨的貶

損正德，一臉憂國憂民的表情，

一個幫腔的在旁邊跟著煽風點

火：「世豈無湯、武耶？」意思

是正德是夏桀商紂，寧王就是商

湯周武，得給正德來個內部革

命。王陽明接口道：「湯、武須

有伊、呂。」伊尹輔佐商湯，呂

望（姜子牙）輔佐周武王，都

是文韜武略兼備的高人，這是陽

明婉轉的警告寧王，你手底下

那幾個半吊子「謀士」不靈。朱

宸濠還自我感覺良好的跟了句：

「有湯、武就有伊、呂。」

真正讓明廷確認寧王造反

的是另一位和王陽明同期中舉

的－－都御史孫燧。朱宸濠本打

算在正德十四年（1519 年）八

月十五這天，舉「義旗」行大

事，因為這一天是全國秋試，大

大小小的官僚們都要忙活這個。

可是一個「誤會」讓寧王提前造

反了。

原來朱宸濠收買那個伶人臧

賢的事被正德發現了，「寧叔」

把這麼好的東西給了那個演員，

卻不給自己，這讓正德覺的有點

不對勁兒了，他抄了臧賢的家，

並派駙馬去南昌宣旨，意思只是

想警告寧王收斂一點，還沒有到

殺他這一步。可是寧王的間諜不

夠「克格勃」的水平－－得不到

北京方面的確切消息，只知道駙

馬要來宣旨。按照慣例，駙馬來

宣旨是要連窩兒端的，因此寧王

改變計劃了。

六月十三那天，寧王過生

日，大小官員們按禮、按例都得

去道賀。恰巧福建有個軍官叛

亂，兵部尚書王瓊讓陽明去平

亂，他因此躲過了這一劫。當

天，朱宸濠詐稱，太后密旨要他

起兵監國，要在場官員跟隨他造

反，孫燧不肯屈身事賊，被寧王

殺害。至此，按照當年科舉考場

上，那兩個神秘巨人「三人好作

事」的說法－－胡世寧揭發寧王

奸謀，孫燧為社稷殉難，下面就

看王陽明的了。

徒之首，孔子稱讚其賢，只可惜

短命，三十一歲就去世了，若

是與顏淵同壽，自然不能長壽

而終。陽明先生當時還安慰他

說：「不過是個夢，你不要太耗

神了。」結果徐愛真的在三十一

歲的時候過世了。陽明先生很難

過，並作《祭徐曰仁文》，記述

了這件事。

「破心中賊」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歲月轉眼就過去了，這期

間發生了很多事。那個曾氣勢洶

洶，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

芽狀態的劉太監，被「八虎」中

的另一個太監張永聯合大臣們給

告倒了，並且根據善惡有報的

原則，被割了三千三百五十七

刀－－凌遲處死。而我們的主人

翁早結束了龍場的流放生涯，在

刑部、吏部、太僕寺（管儀仗

的）各個部門轉了一圈，一會

南京，一會北京的換了好幾次工

作，判過案子，管過人事，做過

監考，剿過土匪。

然而這些對於陽明先生來說，

都是些零零碎碎的小事。他做

的大事是刻印了古本《大學》

和《朱子晚年定論》，在他看

來，社會上功利之風盛行，正

是因為國家科考取士和讀書人

應試，都可以「將知行截然分

做兩件事」，也就是明白一個

道理和按照這個理去做事是脫

節的，因而出現了一批「滿嘴

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的「偽道學」先生，而造成這

個局面的思想根源正是朱熹的

「知前行後」說。

之前我們已提到，朱熹的

理論在宋朝其實是不太受歡迎

的，但是，朱元璋把它定為「明

帝國考試大綱」，等於用行政權

力在強行推廣。於是一套歪理

和政權相結合，實質上等於是

形成了一個政教合一的體系，

經過若干年後，造成了社會整

體道德的敗壞。

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

之說正是針對朱熹的「知前行

插圖：Alin

（四）

教化之功

在苦苦求「道」的過程中，

王陽明曾有過「悠悠百年內，吾

道終何成！」的焦急，而今已經

知「道」了，如何做到呢？他開

始主動和當地人接觸，跟他們學

農活，還充分利用了在工部實習

時掌握的建築知識－－教當地居

民蓋房子。相處時間長了，當地

人慢慢發現，這個新來的驛丞為

人和善，又愛幫助人，對他的印

象都很好，於是，這些曾被視為

野蠻人的「化外之民」，在王陽

明面前沒有了凶神惡煞，表現出

來的只有醇厚樸實。他們見王陽

明住的地方又窄又潮，就用他之

前傳授的建築技術，在山坡上給

這個驛丞蓋了個「官邸」，反正

山上的木料有的是。這裡既是王

陽明的住所，也是他的講壇，名

載史冊的「龍岡書院」就是這麼

建成的。這個「官邸」沒有花費

幾百幾千萬銀子，自然說不上富

麗堂皇，可是這是百姓自發自願

修建的，住進去的人不但身上舒

服，心裏大概更舒服。

他舒服了，思州太守心裏可

就不舒服了，一個得罪了「中央

領導」被降職的驛丞，在我的轄

區聚眾講學，還騙取少數不明真

相的群眾擁護，有甚麼政治企

圖？這不是製造不和諧因素嘛！

不行，搗毀他的黑窩！

一撥人突然闖到龍場驛，要

來「砸場子」。陽明已經練就

了「動忍增益」的功夫，周圍的

當地民眾看不下去了，幹啥？欺

負老實人？那可不行。太守手下

們具體的挨揍過程不詳，總之，

最終的結果是鎩羽而歸。太守這

個氣－－一群飯桶，我要派城管

去，肯定不是這結果！

黑社會不靈，那就打報告，

他找到貴寧道按察司副使（貴

州省檢察院分管貴寧片區的副檢

察長）毛應奎，說王陽明不服

當地政府管教，聚眾鬧事。偏巧

這位毛副使也是浙江餘姚人－－

王陽明的老鄉，而且，此前王陽

明曾為他的「遠俗亭」寫過一篇

「記」文。於是，毛副使出面斡

旋，一邊在太守那裏為王陽明疏

通，一邊讓王去給太守道歉。

陽明先生則給毛副使寫了一

封漂亮的回信，大意是：「我知

道您為我出了不少力，但是道歉

這事不妥，為啥呢？來砸場的都

是那些狗仗人勢的差役自作主

張，和太守無關，當地群眾因為

看不慣他們的行為，自發揍了他

們一頓，不是我指使的，所以

說，太守沒有羞辱我，我也沒有

對太守不敬，道甚麼歉呢？」這

麼一來，太守轉圈丟了人，卻甚

麼也說不出。王陽明接著說：我

住在這個地方，「瘴癘蟲毒之與

處」，「魑魅魍魎之與游」，「日

有三死焉」，我連生死一念都捨

棄了，還怕啥？太守要加害我，

我就當作是瘴癘蟲毒、魑魅魍

魎，怎麼會因此而動心？最後的

結果是「守慚服」。

在陽明先生龍場生活這一

幕中出場的，還有一個重要人

物－－徐愛，說他重要是因為他

是陽明先生的第一大弟子，也標

誌著陽明心學正式開山了。只可

惜他太短命。有一回他跟陽明先

生說，他恐怕不能長壽，因為他

去衡山玩時，夜裡夢見有個老

人輕輕撫摸著他的背，對他說：

「你跟顏淵同德，還跟顏淵同壽

(「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

壽」)。」顏淵是孔子七十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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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Kuan was a famous official of the 
Han dynasty in ancient China. He was 

once the teacher of the temporary emperor. 
He is famous for his forgiveness and gen-
erosity.

 One time on the road, a man who lost his 
cow came to the cart where Liu Kuan was 
sitting and insisted that the cow that was 
carrying Liu Kuan was his lost cow. Liu 
Kuan said nothing and let the man take 
the cow away while he got out of the car 
and walked home. Before long, the man 
found his lost cow and returned it to him. 
He bowed and thanked him, saying, “I am 
ashamed of having wronged you. I am will-
ing to accept your punishment.” Liu kuan 
said:” Things look similar, and people make 
mistakes. Trouble you sent the cow back, 
thank you. “.

 Because Liu Kuan is good-natured and 
never loses his temper, his wife was also 
curious to test out his measurements. she 
asked her maid to in with a bowl of meat 
soup and deliberately sprinkled it on Liu 
Kuan’s court clothes. Not surprisingly, 
Liu Kuan’s face remained the same, and 
he kindly asked the maid, “Are you okay? 
Did you get burned?”Having such a great 
temperament, Liu Kuan was respected by 
everyone who knew him.

 A person’s virtue is not always easy to see, 
it is in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humili-
ation, is the real test of the time. You see 
the first story when Liu Kuan’s cow was 

mistaken and led away, he did not say any-
thing, and got off the car and walked home. 
He accepted the late apologies and told 
that person everyone makes mistakes. This 
shows that Liu Kuan’s virtue is great, and 
he has the heart to endure. A kind person 
will be compassionate to others, and when 
others violated their own interests, they do 
not count the fault of others. In the second 
story, when Liu Kuan’s court clothes were 
stained by the meat soup of the handmaid, 
he first thought of whether the handmaid’s 
hand had been scalded. This was a kind of 
selflessness, which is difficult for ordinary 
people to achieve. Only a man of virtue can 
first consider the feelings of others.

 There was a government minister named 
Yuanji Xia who lived in the Ming dynasty. 
He was born in the Xiangyin county of Hu-
nan province. During his tenure as a gov-
ernment official in the Central Secretariat, 
Emperor Hongwu (Yuanzhang Zhu) thought 
highly of him because he would perform all 
of his duties conscientiously and honestly. 

 These are some anecdotes about his high 
moral values: One day, he was on an in-
spection in Huaiyang. While he was resting 
in the field, his horse ran away so his attend-
ant chased after it. After an hour, his attend-
ant had not returned. Yuanji asked a rushing 
passerby “Have you seen a person looking 
for a horse?” To which the passerby replied, 
“Don’t you see I’m in a rush! Who cares 
about your horse? I see you are as stupid as 
a cow!” Right at that moment, his attendant 

came back with the horse. Witnessing the 
passerby’s rude behavior towards Yuanji, he 
reprimanded the passerby and ordered him 
to kneel down and apologize to the minister. 
To this Yuanji replied smilingly, “It’s fine, 
he was in a rush.” and then let the passerby 
go on his way. 

 Another time, an elderly servant accident-
ally stained Yuanji’s golden cloth which had 
been a reward from the emperor. Natural-
ly, the servant was very frightened. When 
Yuanji found about the accident, he told his 
servant, “What are you afraid of? The stain 
can be cleaned, it’s not a big deal.” 

 Another time, one maidservant broke Yuan-
ji’s favorite ink slab accidentally; she was so 
frightened that she went into hiding. Yuan-
ji sent people to look for her. When they 
brought her in, he told her “I don’t mind 
at all because everything can be broken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Due to his leni-
ency and benevolence, everyone who lived 
in his house regardless of their ranks lived 
together in harmony like a family. 

 In the modern society, whether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people can be harmonious or 
not, highly depends on if they can tolerate 
each other, be harsh with oneself and leni-
ent towards others. We’ve seen some people 
who place their own personal interests above 
everything else, when a conflict happens 
they can’t tolerate other people, instead they 
regard others as their enemies, then the con-
flict is escalated into cruel revenge. Some-

times it’s even further developed into anger 
towards society, which leads one towards a 
path of crime. Once a person cannot control 
himself and harms others to benefit oneself; 
once he violates others’ human rights and 
break laws, it’s inevitable that society will 
punish him, and thus will leave a poor mark 
on his life forever. Consequently, it’s ex-
tremely dangerous for someone to lose the 
spirit of tolerance and be egoistical. 

 Tolerance is a virtue that can indicate 
whether someone is magnanimous and cul-
tured or not. It’s a spiritual realm tha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ultivation or medi-
tation. It’s been documented that Yuanji 
Xia’s magnanimity was “unmeasurable by 
people” “When people have kind acts, he 
immediately learnt from them, if they made 
a minor mistake, he covered it for them.” 
It’s been said people don’t know how deep 
his magnanimity goes, they saw him: learn-
ing from his colleagues’ acts of kindness, 
adopting their kind advice and forgiving 
other people’s minor mistakes. People 
asked him, “How does one learn to be tol-
erant?” He said, “When I was bullied at a 
young age, I was also initially angry. Then I 
started to not show anger on my face. Then 
I tried not to let the anger enter my heart.  As 
time passed, there was nothing to forbear.” 
What he mentioned was his own experience 
of cultivation, a distillation from intention-
al restraint to unintentional contentment, a 
process of achieving magnani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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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熱線

劉寬是東漢名臣，生於公元 120年，

卒於公元 185年。漢靈帝時為太中大夫、

侍中，就是給皇帝做老師講學。後來還當

過屯騎校尉、宗正、光祿勛等官職。他為

政寬恕，待人寬厚。

劉寬有一次外出，有一個丟了牛的

人，他來到劉寬坐的牛車前，硬說給劉寬

拉車的牛是他丟失的牛。劉寬並不做辯

解，讓那人把牛牽走了，而他自己下車步

行回家。沒過多久，這個丟牛的人找到了

自己丟失的牛，就將劉寬的牛牽回來還

給他，並向他磕頭謝過說：「真慚愧，冤

枉了您老人家，我願接受您的懲罰。」劉

寬說：「東西有類似的，事情也容許有失

誤。麻煩你把牛送回來了，還謝甚麼！」

鄰里也都佩服他不計較。

劉寬性情溫和善良，從來不發脾氣。

他的夫人也感到奇怪，為了試探他的度

量，想故意惹他生氣。她和侍女約好，施

一計。就在劉寬穿戴整齊準備上朝時，侍

女捧著一碗肉羹進來，故意弄灑在劉寬的

朝服上，劉寬臉色一點都不變，仍然和氣

的問道：「羹燙傷你的手沒？」劉寬的性

情、度量總這樣，得到大家的尊重。

一個人的德量大小，平時不大容易看

出來，就是在利益衝突和遭受屈辱時，才

是真正考驗人的時候。

你看第一個故事，劉寬的牛被人錯

認牽走，他不說甚麼，自己下車步行回

家，認錯牛的人向他賠不是，他卻對人

家講，做事容許有失誤。這事說明劉寬

的德量大，他具有大忍之心。一個人只

有心地善良，遇事能忍讓，才會對他人

以慈悲為懷，當別人侵犯了自己利益之

時，不去計別人的過失。第二個故事，

當劉寬穿的朝服被侍女端的肉羹弄髒

時，他首先想到的是侍女的手有沒有被

燙傷，這是一種為他的精神，是一般人

難以做到的。只有具有德量的人，才能

夠遇事首先考慮別人安危。 
明朝有個大臣叫夏原吉，是湖南湘陰

人，在中書省任職時，明太祖朱元璋見他

誠實，工作認真幹練，很器重他。

關於他的德量，也有幾個小故事：

有一次夏原吉到淮陽巡視，在野外休

息時，他的坐騎跑了，隨從去尋找。去了

一個時辰沒見回來，恰好有一個過路人走

來，夏原吉問他：「你看到有一個找馬的

人了嗎？」那人說：「你沒看到我正在趕

路嗎！誰管你的馬！我看你像頭笨牛！」

正在這時，他的隨從把馬找回來了，聽到

此人如此無禮，大聲喝斥，令他向尚書下

跪賠禮。夏原吉說：「算了吧！他也是急

著趕路。」說罷，笑著把那人放走了。

有一個老僕人不小心，將皇帝賜給夏

原吉的金縷衣弄髒了，這個僕人嚇得不得

了。夏原吉知道後，並沒有責怪他 , 而是

安慰他 , 對他說：「衣服弄髒了可以洗，

你怕甚麼呢？」

有一個侍女不小心碰摔了夏原吉最喜

愛的硯臺，心中非常難過，躲起來不敢見

夏原吉。夏原吉知道後，讓人把她找回

來，和藹地對她說：「任何東西都有損壞

的時候，我並不在意這件事。」由於夏原

吉的寬厚仁慈，在夏府中，不論上下都和

睦相處，像是一家人。

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緊

張。大家能否和睦相處，非常需要彼此的

相互容忍，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我們看

到有些人將自己的私利看得高於一切，遇

到矛盾時，不能忍讓別人，反而仇視他

人，變得凶狠去報復別人，乃至遷怒於社

會，走上了犯罪道路。一個人一旦不能把

握自己，損人利己，一旦侵犯他人人權，

就觸犯了法律，必然會受到人類社會的懲

罰，就給他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不良紀錄。

因此，沒有忍讓精神且損人利己是非常危

險的。

忍讓是一個人有涵養、有度量的美

德。是可以通過修煉或修養達到的一種精

神境界。有文記載，說夏原吉的雅量「人

莫能測其際」，「同列有善，即採納之，

或有小過，必為之掩護」。就是說，別人

不知夏原吉的德量到底有多深，只見他，

同事有善舉他便學習，有善良建議他便採

納，他總是原諒別人小的過失。有人問

他：「量可學乎？」他說：「吾幼時人有犯

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

則無可忍矣。」在此，他說的就是他自己

修養過程和親身體驗，從有意的忍，到無

求而自得的昇華，成為自然的雅量之過程。

管仲名夷吾，是潁上人。他年輕的時

候，與鮑叔牙交往甚密。鮑叔牙知道他不

但賢明，而且非常有才幹。

管仲家貧，經常受到鮑叔牙的接濟，

鮑叔牙對此從來沒有怨言。不久，鮑叔牙

侍奉齊國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糾，兩

人各為其主。後來小白即位，立為齊桓

公，接著便讓魯國殺了公子糾，管仲也為

此被囚禁起來。於是鮑叔牙多次向齊桓公

舉薦管仲，最終受到齊桓公的赦免，並得

到重用。

管仲說：「我貧困的時候，曾經和鮑

叔牙一起做生意，每次分財利時，自己總

是多要一些，鮑叔牙並不認為我貪財，而

是知道我家裡貧窮。我曾經替鮑叔牙謀劃

事情，反而使他陷於窘境，更加困頓不

堪，鮑叔牙不認為我愚笨，卻認為是我恰

值時運不濟。我曾多次做官，但都被國君

驅逐，鮑叔牙不認為我不成器，他知道我

沒遇上好時機。我曾經多次打仗逃跑，鮑

叔牙不認為我膽小，他知道我家有老母，

正需贍養。公子糾失敗，我被囚禁遭受屈

辱，鮑叔牙不認為我沒有廉恥，知道我不

因小的過失而感到羞愧，卻以功名不顯揚

於天下而感到恥辱。生養我的，是父母；

真正瞭解我的，是鮑叔牙啊！」

鮑叔牙推薦了管仲以後，願意把自己

置於管仲之下。於是，他的賢良也影響了

他的子孫後代。鮑叔牙死後，他的子孫世

世代代在齊國都享有俸祿，得到封地的，

有十幾代，多數人是著名的大夫。

天下的人，沒有稱讚管仲的才幹，反

而讚美鮑叔牙能夠誠助賢才！

管仲出任齊國的宰相後，積聚財富，

逐漸使得國家變得更加富強，兵力也更加

強盛。管仲的執政，使得齊桓公成為了春

秋五霸之首。

◎文：白雲飛

◎文：薛山

Talk About Tolerance from The Virtue of Liu Kuan And Others

從劉寬等人的德量談忍讓 鮑叔牙無私讓賢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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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中有一門絕技，叫做「懸絲診

脈」。就是將絲線的一頭繫在病人手腕

上，醫者牽著另一頭，搭線診脈。今人聽

到這一診療方法，大都是從小說或影視劇

裡，但大部分人應該都不相信真的有這樣

的神技存在。

中醫治病望、聞、問、切，合稱四

診。觀氣色，聽聲息，問症狀，按脈象。

中醫典籍《難經 · 六十一難》云：「望而知

之者，望見其五色而知其病；聞而知之

者，聞其五音以別其病；問而知之者，問

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脈

而知之者，診其寸口，視其虛實，以知其

病，病在何臟腑也。」

切脈為四診之末。但懸絲診脈，卻非

中醫大家不能為。古代禮儀講究男女授受

不親，尤其是為後宮娘娘或公主治病時，

不能親見病患，又不能接觸病人，宮廷御

醫尚可入宮闈，讓後宮女眷們只伸出手

腕，以絹布覆蓋診脈治病，但若病勢沉

重，御醫無策，需請宮外名醫診治，則需

要講究一番了。

據記載，唐貞觀年間，長孫皇后懷孕

十多個月遲遲不能分娩，反而病重百藥不

效，唐太宗每日愁眉不展。聞聽大臣說民

間有位孫思邈醫術超凡，便火速派人請孫

思邈來為皇后治病。

孫思邈入宮後，先從皇后身邊的宮娥

口中問了下病況，然後取出一條紅絲線，

他自己捏著絲線的一端，叫宮人把另一端

穿過簾子繫在皇后右手腕上，說要為皇后

診脈。

當值太監覺得孫思邈故弄玄虛，有意

試他的醫術，便將絲線拴在一隻鸚鵡的腳

上。孫思邈搭線一診，立即知悉絲線的另

一端不是人的脈博。

太監心服口服，讓宮女將絲線繫在皇

后手腕，孫思邈便在皇后房外開始「引線

診脈」。很快，他診斷皇后是胎位不順

導致的難產不生，並由此引發重病。因症

施治後，皇后順利產子。

孫思邈為何能通過一根絲線，就可以

診斷出皇后的病症？

《管子》中說，在一個封閉的房間內

放置兩張琴，撥動其中一張琴弦時，另一

張琴的琴弦也會相應地顫動起來。孫思邈

是修道之人，自然懂得天地間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相同的頻率之間會產生共振的

原理。而懸絲診脈，通過絲線感受患者脈

搏的跳動，正是契合了這個原理。

只是，這門絕技卻被後人玩壞了。在

上海中醫藥大學醫史博物館內，保存著一

張陳御醫為慈禧太后牽線診脈的照片。據

說，那次慈禧患病，陳御醫也使用了懸絲

診脈的方法，然後按症下藥，三劑藥方奏

效，慈禧覺得他醫術高明，賜他「妙手回

春」金匾一塊。

多年後，陳御醫卻自己透露說，當年

他是用重金賄賂了內侍和宮女，獲知慈禧

的病是食螺肉引起消化不良，由此擬出藥

方，跟「懸絲診脈」沒有一點關係。

這只能說，陳御醫知道有這樣一種診

脈絕技，他在無法直接給慈禧太后診脈的

時候，不得不採用這種方法。但他心裡很

清楚，自己並不懂得如何使用懸絲診脈，

所以他只能作弊。

這一事件，讓很多人說「懸絲診脈」

不過是一個騙術。真的是這樣嗎？陳御醫

與孫思邈用的雖然都是懸絲診脈，但一樣

嗎？兩者是不一樣的。

因為陳御醫只是利用了這個形式，卻

根本沒有掌控這門絕技的能力，玩弄騙術

的是人，卻非「懸絲診脈」。

同樣，現在一些自稱是傳統武學的門

派，比如被冠以各種名號的太極拳，在與

自由搏擊者的競賽中不堪一擊，引發傳統

武術就是騙術的爭論。

那麼試想，被今人改得面目全非的太

極拳，還是最初的太極拳嗎？如果不是，

今天這些門派又怎麼能稱為太極或是傳統

武術呢？

太極創始人張三丰，是一個得道高

人，他在看破名利情之後，經過數十年的

苦修終於悟道，並觀自然之行，為修行之

法，創立了太極拳，以武技聞名於世。

他告誡人們，陰陽五行的金木水火

土、儒家五德的仁義禮智信，和人體五

經的肝肺心脾腎是一一對應的。「德包乎

身，身包乎心，身為心用，心以德明，是

身即心，是心即身，是五德即五經，德失

經失，德成身成，身成經成，而後可以參

贊天地之五行」。

而重德修行，也是藥王孫思邈的主要

理念。他認為，術亦為德，沒有德行的醫

者，不會有高明的醫術。

由此可見，無論是中醫還是傳統武

術，都必須以修天道為先，以德行為基

礎，才能掌握真正的精華絕學。

而在代代傳承的過程中，會因學習者

的資質、悟性以及道德品行達不到要求，

最終使絕技失傳。

X-57飛機將幫助制定電動飛機的

認證標準。

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中醫與武術，近日頻頻被推上風口浪尖。幾千

年的武術絕學與中醫神技，如今總是與騙子畫上等號。這些曾給中

華民族帶來耀眼光芒的傳說，真的沒有存在過嗎？

◎ 文：青蓮   圖：公有領域 ; Adobe Stock

  
失傳的絕技  

◎ 文：藍月  

距地球最近的黑洞

一個距離地球僅 1000光
年的黑洞，被科學家發

現，這是至今為止發現離

地球最近的黑洞。

據天文學家估計，這個黑洞

質量約為太陽的 4 倍，比所知

的下一個最靠近地球的黑洞近

2500 光年。與銀河系其他黑洞

不同的是，這個黑洞貌似不從周

圍的環境中吸取任何物質，也不

噴吐出 X 射線，是個真正「黑

黑的空洞」。

這個被命名為 HR 6819 的

系統，由兩顆恆星環繞旋轉。研

究人員稱，這兩顆恆星看起來像

繞著太空中一個大質量的黑點在

運轉。如果這個黑點是一顆恆

星，這麼近的距離一定容易觀測

到，因此研究人員推測那只可能

是個黑洞。

天文望遠鏡觀測到更遠地方

◎ 文：天羽 
◎ 圖：NASA Langley

美國宇航局（NASA）不久

前發布了全電動飛機X-57「麥克

斯韋」最終構型概念圖Mod IV。

X-57 具有細長的大展弦比機翼，

可減少飛行阻力，提高效率。

兩側翼尖各安裝一個帶有直

徑 5 英尺 (1.524 米 ) 螺旋槳的

巡航電動機，以回收因翼尖渦流

而損失的能量。沿機翼前緣分布

安裝 12 個帶有螺旋槳的小型高

升力電機，用於在起飛和降落階

段提供升力。

電動飛機以其高效率、低

排放、低噪聲等優點，將為未

來航空業帶來一系列潛在收

益，隨著電動飛機市場的興

起，X-57 飛機將幫助制定電動

飛機的認證標準。

電動飛機要來了
的一些系統，如 LB-1 系統，也

有類似 HR 6819 的特徵。科學

家認為，這種質量的黑洞是由大

型恆星死亡形成的，在宇宙中數

量應該不少。而像銀河系中心那

樣大質量的超級黑洞的成因，目

前還是個謎。

這項發現有助於研究者瞭解

由三個大型天體組成的系統如何

產生引力波。通常引力波是由兩

個大型天體合併釋放。

孫
思
邈

◎ 文：秀秀

高僧施神通救人 

《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
編 •神異典》中，記載了
一個神奇僧人程實救人的

故事。

程實（約公元 476 ～ 563
年），陝西靈武人。西魏周太祖

宇文泰時期，曾總掌北方佛事。

程實法師，眼中有雙瞳仁，

生有異象。

宇文泰在西魏擔任丞相時曾

稱讚說，程實「很像虞舜（史載

其有兩個瞳仁，又稱重華），脊

背隆厚，頗有周公風度，可擔僧

統重任。」

程實在執掌北方僧統期間，

忽然有一天，他命僧徒：「趕快

準備香火，要做佛事、唸經，以

此救護揚州某寺的崩塌之災。」

果然在那一日，揚州某寺大

殿突然倒塌，所幸沒有壓傷任何

一個人。而這一天，原本該寺中

正集會講經說法，聚集了數百名

僧徒和善男信女們，擠滿了大

殿。忽然間，殿中所有人都聞

到，從西北方向飄來了陣陣異

香，還有動聽的音樂之聲，宛如

仙樂一般。這般奇異立刻吸引了

殿中的僧眾，大家都紛紛跑出

◎ 文：紫雲  圖： Adobe Stock

一項最新研究顯示，通過簡

單的血液檢查，就可以識別一個

人是否有較高的患癌症的風險。

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的研究人

員在最新一期的《英國普通醫學

雜誌》上，發布一項最新的研究

成果。研究稱，只要通過簡單的

血液檢查，檢測血液中是否有異

常的小尺寸的血紅細胞，就可以

瞭解一個人患癌的機率有多高。

研究人員研究了 10 萬 8 千

多名患者的血液檢查記錄，發現

有 12289 名患者的血紅細胞尺

寸偏小，其中 497 名在一年內被

診斷患上癌症。研究人員發現，

血液中有較多小尺寸的血紅細胞

的患者，一年後患癌症的機率高

達 4%，比其他人高出一倍。

研究人員表示，血液中的血

紅細胞尺寸偏小，與人體缺鐵有

關，而缺鐵是人患有某些癌症的

特徵。而這個簡單的血液檢查，

可以幫助診斷人患癌的可能性。

紅血球偏小易患癌
去，想看看到底發生了甚麼。

當所有人都跑出殿外後，整

座大殿忽然就倒塌了，卻沒有一

個人受傷。

後來，揚州寺院的主持僧把

這一奇事上報給了梁帝，梁帝派

人向北方探詢。回報說是僧人程

實遙祝救護的結果。梁帝大喜，

吩咐給程實嘉獎，送了許多珍寶

賞賜和饋贈給程實。

程實將所有的珍寶分送、施

予僧人和民眾，只收下了三種袈

裟（即內衣、上衣和大衣）等

什物。程實的名聲遠播各地。

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程實

在大追遠寺圓寂，享年八十八

歲。舉國上下都深切悼念這位高

僧大德，皇帝命人畫像，供在大

福田寺，以供信徒及後人瞻仰。

大質量的超

級黑洞的成

因，目前還

是個謎。

電動飛機：NASA LANGLEY.孫思邈：公有領域 ;其他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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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言

皇帝不改過 高人預測成真

郎宗，字仲綏，擅長觀察天象，以預測世間吉凶，漢

安帝時被任為吳縣令。當時經常突然刮起暴風，郎宗

預測到京師將要發生火災，便將時間記錄下來，派人等

候，結果真如他所預測，京師如期發生了火災！

◎文：淳厚

2020 閏四月知多少

2 0 2 0 年 二 月 有

二十九天為閏年，黃曆

庚子鼠年也是閏年，有個

「閏四月」。兩個閏年重

合，就是雙閏年，2020年

也是雙閏年。

俗諺：「閏四月兆年荒；閏

六月不宜婚娶（該年為「寡婦

年」）；閏八月兆兵荒馬亂（俗

稱之為「殺年」）。」

在過去，因為閏年又逢閏月

為平常年分的異常情況，民間便

將其與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異常現

象相聯繫在一起。

巧合的是，全球疫情蔓延的

2020，導致停工失業成常態，多

國政府緊急紓困，絞盡腦汁，擬定

方案，以解燃眉之急，就怕愈演

愈烈，後果嚴重，導致無法收拾。

對照上述俗諺：「閏四月兆年荒」真

是應驗了！

送娘家豬腳和麵線

在臺灣，有些地區閏月，還

皇帝知道了這事後，想召他

為博士，但郎宗認為以此換取功

名是可恥的，

於是將印綬掛在縣衙，連夜

出城，從此不再當官。

郎宗之子郎顗，繼承父業，

也精通觀天象，知人事。

漢順帝時，經常發生災害和

異常現象，朝廷於是徵召郎顗。

郎顗獻上奏章，說天垂異

象，地現災兆，這是上天在責罰

帝王，促使他們修正自己的行為

德操，使政事回歸正道。

奏章言辭懇切，希望皇帝能

採納意見，反省自己的過錯，務

求消除這些災禍；並且引經據

典，指出當時朝廷奢侈放蕩、不

重用賢士、刑罰過重、官員安逸放

保有這般良善敦厚的習俗。

那就是，已經出嫁的女兒會

買豬腳和麵線回娘家，為父母添

福壽，有的麵線上還會綁紅絲線

和春花，導致豬腳名店大排長

龍，荷包滿滿。

縱等等弊端；還明確指出立夏之

交會發生地震，有地面裂開、洪

水湧出之類的災害。

皇帝看了奏章後，派尚書責

問他，不料郎顗竟頂著項上人頭

再次上書，詳細闡述了各種天象

和災禍與世間政事的關係，且

一一提出消災解厄的辦法，又建

議了十件有益國家的事，希望朝

廷能夠及早實施，並指出如果朝

政能夠馬上改善的話，立夏之交

會有及時雨，否則自己願意以死

謝罪。

皇帝這次看了奏章後，非但不

責怪，還將他特詔為郎中，但郎顗

沒有接受，告病返鄉。

然而，皇帝還是沒有向上天反

省自己的過失，朝政的改善也沒

有起色。

這年的四月果然發生地震和

地陷；夏天沒有降雨，發生大

旱；秋天鮮卑入侵馬邑城；第二

年西羌入侵隴西，果真與郎顗先

前預言的差不多。此後朝廷又去

徵召他，郎顗仍舊沒有接受。

古 人 云：「人 有 過， 天 示

警，不歸正，天譴之。」

天象的變化會對應世間出

現變化，如果世間發生違背天

意之事，那麼上天就會現異象

或降災禍以示警。

如果不能及時歸正過失，那

麼上天便會降下更大的災禍以示

懲戒。這並非「迷信」，而是超

越現代人類知識層面的事實真

相，是更高的科學。

受神傳文化薰陶的古人敬天

知命，不管在朝廷或民間，都有

很多能夠洞悉天象。

預知人事的智者，其中以淡

泊世俗名利的修煉人居多，他們

是傳達上天信息和意願的橋梁，

朝廷中的「司天監」、「欽天監」

等就是這樣的專門機構。

天 象 變 化

會 對 應 人

世 間 的 變

化。

擺放位置

位理學的辰（東南偏

東）、 戌（西 北 偏 西）、

丑（東北偏北）、未（西

南偏南）這四個方位稱為

「墓」、「倉庫」，即落葉歸

根之處，所以垃圾桶最好是

放在這四個方位。

若是你無法確認這幾個

方位，那麼可以買個漂亮的

垃圾桶，或將垃圾桶隱藏起

來，讓人遠看時，分不清那

是垃圾桶。這樣便不會形成

煞氣，同時也就不會為你帶

來霉運。

數量宜少

因為垃圾桶裝的東西會

產生一些煞氣，所以家中的

垃圾桶宜少，不宜多，避免

形成大量的煞氣。

有人為了方便，隨處擺

放垃圾桶，這樣不僅容易

滋生細菌，危害到你及家人

的健康，而且無形中也會招

來不好的東西，導致霉運來

擾，破壞原本的好運勢。

容量宜小

大的垃圾桶堆積的垃圾

量多，產生的煞氣就多，

就等於破壞了你家中的好風

水，所以盡量選擇小一些的

垃圾桶。

垃圾桶要有蓋

位理學有句話：「看不

見，不為煞。」

所以垃圾桶必須有蓋，

將垃圾蓋住不外露。

因此，也不可將垃圾堆

放在垃圾桶周遭，寧可勤快

一些，多倒幾次垃圾，並常

常清洗垃圾桶，保持清潔。

垃圾桶

擺放有玄機

◎文：如常

居家
風水

開運小百科

這一句，一天唸一個小時。等到

第三天的時候，檢驗水的質量，

水變乾凈了，不好的味道也消失

了。這片由人的意念改善的水質

一直維持了半年多。 
在人體組織成份中，七成以

上是水。很明顯，一個慈悲、善

良的人，他身上的水成份會是純

淨的，能給自己生命帶來良性的

影響，使他更加健康。所以，善

良的思想，會在生命的本源上強

化自己的生命。這是在生理醫學

領域中的發現，而這些早在幾千

年前的中國古籍中都有系統的闡

述。如孔子說過的「仁者壽」、

《黃帝內經》中講過的「正氣存

內，邪不可干」等等。

善念惡念能量頻率不相同

科學家的最新研究發現，善

惡有著不同的能量頻率，有著不

同的物質特性；剛剛出生不久、

沒有經過觀念教化的嬰兒都有著

善良的本性；當人要說謊、欺騙

時，無論情緒如何穩定，但生理

狀態都會出現不由自主的變化，

且都能被精密的測謊儀監測到，

人的機體似乎遵循著某種客觀特

性在運作，不以人的思想狀態為

改變。

神經系統：即負向系統被激發啟

動，而正向系統被抑制住，身體

機能的良性迴圈會被破壞。所以

善良正直的人往往更健康長壽。

壞心情在體內產生毒素

同時，美國有份雜誌曾經

發表過一篇題為《壞心情產生毒

素》的研究報告，報告中稱：

「在心理實驗室中的試驗顯

示，人類的惡念，能引起生理上

的化學物質變化，在血液中產生

一種毒素。當人在正常心態下向

一個冰杯內吐氣時，凝附著的是

一種無色透明的物質；

而當人處在怨恨、暴怒、恐

怖、嫉妒的心情下，凝聚起的物

體便分別顯現出不同的顏色，通

過化學分析得知，人的負面思想

會使人的體液內產生毒素。」

日本醫學博士江本勝，從

1994 年起開始拍攝水結晶的照

片彙集成冊，出版了《來自水的

資訊》一書。江本勝博士曾經在

日本琵琶湖一個灣區裏做了一次

實驗。當時那一灣區的積水很

髒。他要求參與實驗的 350 多

人，放下一切妄念和不好的思

想，就是真誠的唸：「湖水乾凈

了。」這 350 多人就這樣一起唸

古人云：「善惡若無

報，乾坤必有私。」宇宙

運行的法則是公平的，

讓善者得好報，讓壞人

獲惡報。這一理論近期

得到了科學驗證，英美

聯合研究發現，做壞事

真的會減壽，善惡有報

是真實的。

 ◎文：李鐵

而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生命倫

理學教授史蒂芬波斯特和小說家

吉爾奈馬克從現代科學和醫學的

角度出發，對人的種種善行，在

「付出」與「回報」之間究竟能

產生什麼樣的關係進行了深度的

研究。

研究人員制定了一個詳細的

測量表，並長期追蹤一些樂於付

出的人，分門別類的對每一種

「付出」帶來的「回報」進行物

理統計和生理分析，從而揭示了

「付出」產生的「醫療作用」和

「快樂指數」：「宅心仁厚、樂善

好施」的人，這些善行確實對自

身心理和身體健康產生巨大而深

遠的影響：其自身的社會能力、

判斷能力、正面情緒以及心態等

都會全面提升。」

哪怕對別人一個會心的微

笑，傳遞一個友好的幽默的表

情，這些簡單的行為，都會引起

唾液中的免疫球蛋白濃度增加。

這應驗了「勿以惡小而為之，勿

以善小而不為」。

在他們綜合了四十多所美國

主要大學一百多項研究成果後，

並結合長期追蹤的實驗報告顯示

的資料，他們得出了令人驚訝的

消息：人們善良的行為，比如讚

美、寬恕、勇氣、幽默、尊重、

同情、忠誠等等，這些行為的付

出顯示：「付出與回報之間存在

著神奇的能量轉換秘密，即一個

人在付出的同時，回報的能量正

通過各種形式向此人返還，只不

過在大多數情況下，自己渾然不

知……」

做壞事會減壽

據媒體報導，近日，英國加

德夫大學與美國德州大學的聯合

研究顯示，「善惡有報」有科學

根據。兩所大學合作研究了社

會關係如何影響人的死亡率」課

題，工作者隨機抽取了 7000 人

進行了長達 9 年的跟蹤調查，

以研究善惡與健康之間的關係。

研究人員的統計研究發現，

樂於助人且與他人相處融洽的

人，其健康狀況和預期壽命明顯

優於常懷惡意、心胸狹隘、損人

利己的人，後者的死亡率比正

常人高出 1.5 到 2 倍。在不同種

族、階層、健身習慣的人群中，

都得出了相同的結果，於是科學

家公布了研究成果：行善能延長

人的壽命，做壞事真會減壽。更

多不同的實驗都得出了相同的結

論，即純淨、慈善、正面的思想

狀態能令生命健康喜悅，而惡念

會讓機體組織失衡與病變。

統計發現，少年罪犯的身體

雖然常比起同年齡的守法少年強

壯，但當他們步入中年之後，健

康狀況就急速下降，住院和殘障

的風險比正常人高出好多倍。這

比較好理解，很可能跟犯人的不

良生活習慣與心理狀態有關係。

科學家在神經化學領域的

研究中發現了這樣一種現象：當

人心懷善念、積極思考時，人體

內會分泌出令細胞健康的神經傳

導物質，免疫細胞也變的活躍，

人就不容易生病，正念常存，人

的免疫系統就強健；而當心存惡

意、負面思考時，走的是相反的

英美研究：做壞事會減壽

在水杯上貼文字「愛

和感謝」產生的水結

晶（左），與貼「真

噁心、討厭，我要殺

了你」產生的水結晶

（右），結果完全不

同。（江本勝博士

《來自水的資訊》）

（水結晶圖片來源：《來自水的資訊》，其他圖片來源：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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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心怡

過去，皇帝對冊立太子之

事，都極為重視。北周建德元年

(572 年 )，周武帝宇文邕，親自

祭告祖廟後，立其子魯國公宇文

贇（讀雲）為太子。宇文邕身

為皇帝，卻崇尚節儉，常身穿布

袍，蓋布被子，毫無金銀飾物之

類。宮殿也極為樸素，原有的雕

梁畫棟，下令全都換掉，連臺階

也命令改成土的。後宮中的嬪妃

等，一共也不過十來個。而且許

多事情，宇文邕都親自勞作，平

時操練軍士，他都身體力行。跋

山涉水，艱苦操練，他都帶頭去

做，手下的軍士都感到吃不消，

他卻能夠承受。打起仗來，他親

自在陣中指揮，平時也很關心軍

士。有一次，看到一個士兵赤腳

走路，他便脫下自己的靴子，送

給那個士兵。作為一個皇帝，能

夠做到這樣，實在是十分難能可

貴的了。

宇文贇被立為太子後，周武

帝擔心他將來不能擔當起繼承皇

位的重任，所以對他要求極為嚴

格。宇文邕本來就生性嚴厲，再

加這一層擔心，所以對待宇文贇

的嚴格管教，就可想而知了。

平時，宇文贇必須像其他朝臣

一樣上朝下朝，即使是寒冬臘

月、炎夏酷暑，也不准休息。

本來宇文贇生性嗜酒，但周武

帝認為喝酒不好，便嚴禁他喝

酒。每當宇文贇犯了過錯，周

武帝便毫不姑息，總要加以責

打。他告誡兒子道：「自古以

來，太子被廢的很多，難道你

就不堪立為太子嗎？」為了更好

地督促兒子，周武帝又派負責

太子事務的官員，每天如實記

錄太子的言行，按月向他匯報。

周武帝認為這樣一來，就

可保證宇文贇行為端正，能夠

擔當起繼承皇位、興盛北周的

重任。萬萬沒有料到事與願

違，他如此嚴格地要求兒子，

卻收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宇文贇害怕父親的威嚴，不思

循守規矩，反而只是刻意修飾

自己的言行，把真正的壞品性

掩蓋起來，不讓父親知道，背

地裡照樣改不了他的壞毛病。

周武帝聽到的都是兒子的好言

行，認為兒子果然品性端正，

便十分放心。

等到周武帝一死，宇文贇

繼承了皇帝之位，便肆無忌憚

地為所欲為起來。他一改其父

親的節儉，恣情聲色，廣采天

下美女，以充實自己的後宮。

宇文贇又十分狂妄自大，根本

就不願聽臣下的諫言。他擔心

群臣加以規諫，使他不得自行

其樂，便常常將身邊的人，派

出去充當特務，監視群臣的一

言一行。臣僚只要稍有違拗，

便給他加上罪名，施以重重的

責罰。朝臣從公卿以下，幾乎人

人都曾被他鞭撻示懲。每次鞭

撻，都以一百二十下為度，還美

其名曰「天杖」。連被他所寵幸

的后妃嬪御等，只要稍有過錯或

不如他意，也照樣杖責不誤。鞭

撻尚是其次，很多朝臣甚至為他

所誅殺罷免。由於宇文贇這樣任

性而為，完全不守禮儀律令，故

朝廷上下人人自危，大臣們個個

都無心於朝政，只希望能夠倖免

於宇文贇的迫害。

終其一生，宇文贇都算不

上一個好皇帝。周武帝對兒子

的一番苦心教育，可說是不但

毫無成效，反而還養成了宇文

贇的文過飾非的惡劣品性。

唉！教育子女，真是應該細緻

周到一些為好，不可僅是威嚴

責打而己。

文 |秦如初
文 | 敬紙

康熙庭訓是康熙大帝教導皇

子的家庭教育文章，其中不乏智

慧圓明、道理深遠的警句。

摘錄如下：訓曰：凡人持身

處世，惟當以恕存心。見人有得

意事，便當生歡喜心；見人有失

意事，便當生憐憫心。此皆自己

實受用處。若夫忌人之成，樂人

之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

耳。古語云：「見人之得，如己

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如是存心，天必佑之。

這篇訓的大概意思是： 一
個人立身處世，應當時時懷有寬

容忍讓之心。看見別人有稱心如

意的事情，就應該生起歡喜的

心，為別人高興；看見別人有失

意困苦的事情，就應該生起憐憫

的心，同情他、幫助他。這種心

態對自己實實在在是有益的。如

果一個人總是嫉妒別人的成功，

幸災樂禍於別人的失敗，又怎麼

與別人共處呢？這樣做雖然對別

人沒有甚麼損害，卻敗壞了自己

的道德。古人說過：「看到別人

有所得，就如同自己有所得；看

到別人有所失，就如同自己有所

失。」存有這種心思的人，上天

一定會保佑他。

康熙是一位偉大的皇帝，8
歲登基，在位 62 年，建立了很

多豐功偉績。庭訓之語既是對自

己一生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皇帝

的告誡，因為將來的皇帝必定是

從這些受到皇帝教育的皇子中產

生的。那麼從皇帝的角度看這篇

庭訓，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作為一國之君，富有四海，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全天下都

是皇帝的，他當然是希望天下人

都幸福，天下人都富裕。因為民

之強弱決定著國家的強弱。民窮

則國弱，民富則國強。那麼人民

有了得意的事，高興的事，當然

國君應該高興啦。當人民遭遇災

難，生活困苦時，國君當然會為

之憂心，憐憫百姓，想盡辦法幫

助百姓度過難關。民心才能由此

穩定，國家才能由此穩定，這不

是作為皇帝最受益的地方嗎？

相反，如果當政者總是與百

姓的意願相反，妒忌百姓的得意

事，幸災樂禍於百姓的失意事，

恐怕百姓早就揭竿而起了，這不

僅是統治者的失道敗德，同時也

在惑亂國家，真是可怕啊！所以

說如果君王都能以百姓之樂為己

樂，以百姓之苦為己憂，上天怎

麼會不保佑這樣的好皇帝呢？

周武帝教子的故事

人生的滿足與追求，源於對幸福的理

解。世上每個人，對幸福的詮釋，千差萬

別。有時候，幸福是黑夜中一縷溫暖的燈

光。有時候，幸福是家人親手煮的一碗

麵。而在有的人心中，能夠自由的在陽光

下微笑，才是最大的幸福。

記得有一次刮大風，校園裡的電線被

刮斷了，下班回家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整個校園都淹沒在黑暗之中。一路發愁沒

有囤些蠟燭，該怎麼辦？走到臨近我住的

東區家屬樓時，忽然眼前一亮，這幾棟樓

閃著明亮的燈光。那一刻，真的有幸福感

從心底散發出來。

江南的梅雨季節，是個令人又愛又惱

的季節。愛的是那一片煙雨迷濛，夾雜著

青梅香氣的清新；惱的是一連大半個月不

見太陽，到處陰沉潮溼的不適。當某一

天，太陽終於從青梅枝中灑下斑駁的影

子，整個人都為之一振，跑到太陽下晒

晒，聞聞陽光的味道，也有幸福感蕩漾。

我曾經有一位閨蜜，與我同年同月同

日生。十八歲那年，聽說有位算命的十分

靈驗。我們兩個人便騎了單車去鄉下，尋

那算命先生。

那算命先生年紀並不大，是個瞎子，

方圓數百里非常有名。家門前天天都有慕

名而來的人排長隊等候，那天我們也是等

了很久才輪上。那先生沉吟半天，然後對

我說了一堆，總結起來就是我的前半生很

不順，但後半生會越來越好。

輪到我的閨蜜時，算命先生臉色開始

凝重，嘟囔了幾句說：「姑娘，命越算越

薄，不算也罷。」我閨蜜哪裡肯依，一定

要算個明白。算命的嘆了口氣：「姑娘，

你命中有大劫。能不能過得去，就看你的

運氣。多行善事，自然有福。」

回來的途中，我們都有些沮喪。但因

為那時候根本不相信那些事，只是覺得好

玩才去湊熱鬧。不到一會兒，那些擔憂就

扔到爪哇國去了。

十幾年之後，再見到閨蜜時，是在醫

院裡。得知她罹患晚期癌症的消息後，我

去看她。我走進病房的時候，她正半躺在

病床上，一臉漠然的看著窗外。窗外陽光

燦爛 ，桃花開得正好。

我坐在床邊的椅子上，她看著我，我

看著她，竟然相對無言。許久，她問我：

「還記得十八歲時那瞎子說的話嗎？」我

點點頭。她一聲長嘆：「沒想到，一切都

是真的。這些年，你過得好嗎？」我搖搖

頭：「不好，很不順。」她說：「你大概也

知道我的事情了吧？」我說：「是的。」

我這位閨蜜生得一副好皮囊，以此為

資本追逐著奢華的生活，樂此不疲。後來

終於嫁得金龜婿，並有了一個兒子。但好

景不長，有一天，丈夫忽然提出要辦假離

婚，說是可以多要一套房子。她同意了，

簽了離婚協議，財產、兒子都沒要，淨身

出戶。丈夫說為了掩人耳目，你回娘家住

兩個月吧，等房子下來我們就復婚。兩個

月後，丈夫果然結婚了，但新娘不是她。

等她知道時，一切都無可挽回。

於是，她又回到以前的紙醉金迷中。

兩年後，她和新男友定下婚期做婚前檢查

時，被查出患了晚期癌症，準丈夫在拿到

診斷書後一去不返。

病痛與情感的雙重打擊，令她迅速衰

弱下去。我面前的她，早已失卻了當初的

豔麗，形容枯槁，連下床去外面走一走的

力氣也沒有了。她費力的對我說：「我好

想去外面晒晒太陽。以前總覺得有很多錢

就是幸福，可卻不知道，能夠站在陽光

下，想笑就笑，才是最大的幸福。」沒幾

天，她走了。幸福不是物質上的滿足，她

到死才明白。

東漢許慎的《說文》中說：「幸，吉而

免凶也。福，佑也。」《小爾雅》說：「非

分而得謂之幸。」古人認為，一個人原本

是沒有幸福的，誠心求老天爺護佑，讓自

己免去災禍，即是幸福。所以，清代魏源

在《默觚下 · 治篇》中說：「不幸福，斯無

禍；不患得，斯無失。」不知有多少人，

能明白這個道理。

文 | 心慧

幸福 就是能夠自由的在陽光下微笑

見人得失 
如己得失 

康
熙
大
帝
畫
像

教育人的工程，實

在是極其複雜的。一般地

說，要求嚴格一些，總是

有好處的。但世事常有例

外，有時一味嚴格，卻反

而不能教育好人。

（背景：Adobe Stock，人物：網圖）

日本：安靜的國度
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習慣

了中國式教育，來到國外後，剛

開始很難改變。日本是個非常安

靜的國度，來到這裡還是一切以

自我為中心，包括教育孩子。剛

來時，我常在公共場所高聲說

話，在電車上大聲打電話，當時

日本人經常用異樣眼光看我，但

我漠然置之，反而覺得日本人怪

異，當然我的舉動也影響了自己

的孩子。

  後來，孩子們上小學，我帶

他們一起坐巴士到車站。一路

上，孩子們安靜地坐著，後來

開始說笑，最後竟大聲嘻鬧起

來。而我只簡單地說了他們兩

句，根本沒放心上，於是孩子

們一路打鬧嘻笑，我也沒管他

們。下了巴士，一位和我們乘

坐同輛巴士的中年女士，從後

面追趕上來，生氣地說：「請等

一下，你們剛才在巴士上非常

吵鬧，請以後不要在巴士上大

聲說話了。」聽了她的話我愣在

那，她看我不明白又接著說：

「你們剛才不是非常吵鬧嗎？請

不要讓孩子們在巴士上大聲說

話，這非常不好。」這時我才明

白，公用巴士畢竟不是自己的

家裡，得考慮別人的感受。我

紅著臉說：「非常對不起，給您

添了麻煩。」她看到我非常誠懇

地道歉，終於滿意地走了。接

下來坐電車時孩子們變得非常

安靜了，不過我還是時刻注意

著他們的一舉一動，生怕再次

打擾別人。

  在日本居住久了，我才知道

日本是個非常安靜的國度，逐漸

瞭解了日本人的生活禮儀。一

天，我乘坐的巴士有些悶熱，一

對父子坐在我的後排，兒子不停

地說：「好熱啊！好熱啊！」而

那位父親則小聲地說：「不要說

了，太吵了！」我情不自禁地、

回頭看看他們，父親已經滿臉通

紅，希望兒子不要再說了，但孩

子還是耐不住地抱怨著。其實孩

子的聲音不大，不過父親還是低

聲地對兒子說：「太吵了！」幾

分鐘之後，車內的冷氣突然打開

了，孩子終於安靜下來。我非常

佩服這位父親，為了不打擾別

人，耐著性子教孩子忍耐。

  還有一次我在百貨店裡乘坐

電梯，電梯裡擠滿了人，但卻

非常安靜。這時一位先生抱著

的兩歲左右的幼兒突然叫了起

來，大家同時把目光移向他們。

爸爸馬上對著幼兒說：「多不好

意思啊！」他用手示意幼兒安

靜，小孩繼續喊叫。我想讓這麼

小的孩子保持安靜實在不易，

這時電梯門打開，這位先生抱

著孩子不好意思、快速地步出 
電梯。

  在公共場所，身邊的日本人

都很安靜，他們的孩子也非常安

靜。當然偶爾會有孩子哭鬧，躺

在地上耍脾氣，然而孩子的父母

只在旁邊小聲地勸導，不像中國

有些父母，在公眾場合大聲地訓

斥孩子。

  看到 311 地震後，仙台市民

眾井然有序地排隊取水；看到東

京電車故障停運，上班族安靜地

排隊等候……原來，安靜是一股

力量，安靜的力量創造出祥和的

環境。這就是日本人從小的教

育：從替別人著想做起。

日本在311地震後，仙台市民眾在校園操場排隊取水，井然有序、絲毫

不紊亂。（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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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F1 賽季是一部頂級連續

劇，那麼勒芒 24 小時耐力賽（法

語：24 Heures du Mans）就是每

年一部的賽車電影，也是賽車界最

熱的話題之一，每次上演時都能吸

引全球頂級車廠和萬千車迷的關

注。不過，今年原定於 6 月 13 至

14 日舉辦的 2020 勒芒 24 小時耐

力賽，因遭到疫情的影響而延期到

9 月 19 至 20 日舉辦。

勒芒汽車耐力賽每年在法國小

城勒芒舉行。它歷經了 90 年的發

展，堪稱全球最大的汽車耐力賽

事，是汽車製造商展示汽車的性能

和可靠性的最理想環境。

勒芒（Le Mans）位於法國巴

黎西南約 200 公里處，是一個人口

約 20 萬的商業城市。這個小城市

自 1923 年開始，除二戰前後的幾

年，1936 年及 1940 年至 1948 年

未舉行外，每年 6 月都舉行被稱為

最辛苦的單項賽事「勒芒 24 小時

耐力賽」，而且從未間斷過。

勒芒賽一般從下午開始，一

直持續到次日的相同時間，歷時

24 小 時。 該 比 賽 分 為 LMP1、
LMP2、GT1、GT2 四個組別，3
位車手為一個車組（1980 年中期

以前為 2 名車手），一台賽車分別

由 3位車手駕駛，實行晝夜「三班」

制，輪流駕駛與休息。在整個賽程

中，加油、換胎及維修時間都包括

在 24 小時以內。 24 小時到後，所

有車允許繼續駛回終點線，行駛最

多里程的車輛獲勝。

另外，由於夜間氣溫較低，輪

胎抓地性最好，機件運行狀態也

更加良好，所以車手都趁「夜深人

靜」之際拚命駕車奔跑，此時競爭

也最為激烈和令人矚目。

1955 年 6 月 11 日在勒芒上演

了慘劇，那裡發生了一場慘重的賽

車事故。事發當日下午 6 時 26 分

許，由英國車手 Mike Hawthrown
所駕駛的捷豹 D-Type 準備進維

修 站 時，Lance Macklin 所 駕 駛

的 Austin-Healey 100 太過於靠近

Hawthrown 駕駛的賽車，便朝向賽

道左側進行閃避。

而法國車手 Pierre Levegh 所

駕駛的奔馳 300SLR 賽車正好在這

條賽道上，Levegh 根本就沒有時

間做出反應，與 Austin-Healey 100
發生碰撞，由於車速非常快，奔馳

300SLR 騰空飛起，落地撞擊到路

旁的土坡護欄，造成車輛解體並開

始燃燒，而車體碎片和零件殘骸飛

入路邊的觀眾席，造成 Levegh 和

83 名觀眾當場死亡，另外 120 多人

受傷。

這場車禍是國際賽車史上

最慘重的一場意外。這場比賽最

終獲勝者為駕駛捷豹 D-Type 的

Hawthrown。法國媒體當時曾對

Hawthrown 和隊友 Bueb 在頒獎台

上噴香檳嗤之以鼻。

意外發生之後，奔馳宣布退出

賽車運動，自此從賽車場上銷聲匿

跡數十年。而法國、西班牙、瑞士

及德國也宣布禁止賽車運動在其國

內舉行。奔馳在 80 年代才重返賽車

運動，瑞士至今仍然不容許賽車運

動舉行。

勒芒 24 小時大賽本身也衍生

了多個錦標賽，分別是勒芒耐力系

列賽（Le Mans Endurance Series）
及美國勒芒系列賽（American Le 
Mans Series）。日本 2006 年，也推

出一個全新的日本勒芒系列賽（All-
Japan Le Mans Series）。

勒芒賽道建於 1965 年，

是一條環形跑道，全長 13.5
公里，瀝青和水泥路面由高速

公路和街區公路封閉而成，平

均時速超過 200 公里。在賽道

上有一段著名的長達 6 公里的

Mulsanne 直線跑道，賽車在

這段直道上的時速可高達 390
公里，在 24 小時的比賽中，

賽車要在這段直道上高速行駛

6 小時，對賽車的性能和車手

的耐力都是極大的考驗，屬於

一項艱苦的比賽。

1988 年，有勒芒賽車在

比賽中直線道達到時速 404 公

里的最高極速，然而此輛賽車

沒多久因引擎過熱而未完成

比賽；1989 年勒芒奔馳賽車

Sauber C9 在比賽中直線道開

出時速 398 公里的極速並贏得

比賽冠軍。這場比賽較重視賽

車直線極速，也重視賽車的機

械耐久度，對賽車的各方面要

求都極高。

勒芒賽決定勝負的關鍵並

非速度，耐力和穩定性才是重

要的因素之一。所以，不同於

其他的賽車運動，參加勒芒

24 小時耐力賽的賽車不僅需

要兼具速度和穩定性，而且還

必須很省油，因為比賽中盡量

少進站加油有利於獲得勝利。

許多車廠都將勒芒看作是新車

測試性能和耐力的地方，測試

結果良好還可以將參賽賽車投

入到更高級別的賽車中去。

1923年以來，勒芒(Le Mans)24小時耐力賽一直是

賽車及其車手最艱鉅的挑戰之一。極速競技，令人恐

懼，甚至近乎殘酷，這項比賽已成為賽車運動歷程中

的一項經典賽事，每年都有數百萬支持者虔誠追逐。

勒芒耐力賽需要連續不斷比賽24小時，已經成為考驗

車手和賽車耐力和可靠性的最「嚴苛」測試。

“

（法拉利賽車：法拉利官網；其他圖片來源：勒芒24小時官網）

　　1949年，Ferrari首次取得

勒芒賽的勝利。這一勝利已成為

有史以來最令人驚嘆的車手耐力

比拚之一。義大利裔美國飛車手

Luigi Chinett（前排左三）i與蘇

格蘭Selsdon勛爵(後被稱為Peter 

Mitchell-Thomson)的共同駕駛

中，Chinetti是Ferrari 166的主駕

駛員，駕駛了幾乎整整24小時。

Selsdon在這段賽程中僅貢獻了短

短20分鐘，僅僅是為了確保他能

得到賽車領航員的官方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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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韓國知名偶像女

團 TWICE 的臺灣成員周子瑜，

擁有全球公認的美貌，去年底還

被美國電影網站《TC Candler》票
選為「全球第一美」，不過今年

亞洲媒體《starmometer》搶先舉

辦「2020 全世界最美女星」排行

榜，周子瑜僅拿下第三名，而打

敗她奪下冠軍的，是主演熱播韓

劇《愛的迫降》的女主角孫藝珍。

現年 38 歲的韓國女星孫藝

珍，憑藉韓劇《愛的迫降》再創事

業高峰，不但獲得美國《華盛頓

郵 報》（The Washington Post）
重點報導，還獲頒「第 56 屆百想

藝術大賞」人氣獎，魅力風靡全

世界。

同一時間還傳出她疑似與

《愛的迫降》男主角玄彬傳出緋

聞，5 日孫藝珍與玄彬同時出席

韓國《第 56 屆百想藝術大獎》，

玄彬獲得「Tiktok 人氣獎」時，

台下的孫藝珍與其深情對望的甜

蜜畫面在網上瘋傳。網友紛紛猜

測：《愛的迫降》劇中男女主角戀

情成真，似乎已經反映到現實生

活了？

9 日凌晨，孫藝珍的社群平

臺 IG 上，突然大動作瘋狂點讚

40 多則《百想》活動照片，全是

關於她與玄彬的貼文，許多粉絲

還因為入戲太深，留言：「希望

你們最後能在一起」。有眼尖網

友發現到，她還偷偷「點讚」自

己與玄彬宣告在一起的合照，讓

粉絲直問「現在是帳號被盜？還

是認愛了嗎？」

《starmometer》於今年 4 月 4
日至 5 月 22 日舉行了「2020 全

世界最美女星」排行榜，共吸引

逾 1395 萬粉絲投票，人氣超旺

的孫藝珍，最終以 435.4 萬高票

榮登榜首，打敗一票年輕女星。

第二名則是頒給了韓國女團

BLACKPINK23 歲的泰籍成員

Lisa，獲得超過 385 萬票。而即

將滿 21 歲的 TWICE 臺灣成員

周子瑜，則以123萬票名列第三。

「2020世界第一美」易主孫藝珍

《starmometer》於今年4月4日至5月22日舉行了「2020全世界最美女星」排行榜，共吸引逾

1395萬粉絲投票，孫藝珍（右）最終以435.4萬高票榮登榜首。圖為孫藝珍主演的《愛的迫降》

劇照。（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加州州長紐松（Gavin 
Newsom）辦公室今天指出，在實施為期

多月的防疫封鎖措施之後，如果條件許

可，加州將允許電影、電視及音樂產製活

動自 6 月 12 日開始恢復。

法新社報導，加州電影及電視製作

活動自 3 月中停止至今。加州公共衛生

廳表示，如今重新開放須經地方衛生官員 
批准。

加州公衛廳表示：「為降低新冠病毒

疾病傳播風險，製作活動、全體演員、工

作人員及業界其他人員都應遵守勞資雙方

商定的安全協議，而郡級公衛官員可能會

進一步強化這些協議。」

然而好萊塢各大片廠能否從下週開始

恢復作業還不明確，因為好萊塢所在地洛

杉磯郡是加州疫情重災區之一，確診及死

亡人數約佔全州一半。

好萊塢或12日恢復影視製作

【看中國訊】大陸銀色夫妻檔鄧超、孫

儷，7 日慶祝結婚 9 週年紀念日，鄧超浪漫

選在凌晨零點 9 分放閃晒一家四口照，包含

了 8 歲兒子「等等」與 6 歲女兒「小花」，

一家四口感情超好。回憶相識 14 年的時

光，孫儷則難得寫下長文，列出自己與鄧超

的個性、生活上的 11 項差異，感嘆：「我

們兩個能生活在一起，其實挺不容易的」。

鄧超日前在微博發文，詢問妻子結婚

紀念日想要什麼禮物，想不到，孫儷卻冷淡

的回應：「你別跟我說話就行，讓我安靜一

天。」到了紀念日當天，鄧超率先在微博發

文，「孫老師，9 週年快樂。」令人意外的

是，原本日前刻意冷淡回應的孫儷，此時竟

在微博洋洋灑灑寫下 400 多字的長文，紀念

9 週年紀念日，讓不少粉絲羨慕他們。

孫儷發文 PO 出了 2 人當年的結婚照，

在感性長文回憶相識 14 年的時光，細數了彼

此個性、喜好上相反的地方，但鄧超卻為了

她不斷「改變」，表示 2 人能生活在一起其

實很不容易，「他是個夜貓子，我喜歡早睡早

起。他是個無辣不歡的人，我飲食清淡。」

「他喜歡每天和人聊天，愛表達，我喜

歡安靜不說話。他不喜歡運動，我喜歡運

動。他愛喝冰咖啡，我愛喝熱茶。他愛哭，

我喜歡平靜的情緒。他做事太隨性沒有計

畫，我每天過著非常規律的生活。他開車不

記路，我的腦子就是活地圖。他記性差，我

記性好。他怕熱，我怕冷」詳細的列出了自

己與鄧超個性、生活上的 11 項差異。

不過，儘管如此，夫妻倆仍堅定的在一

起生活了 9 年，而鄧超也因為愛，改變了自

己：住到了上海、吃起了清淡健康的食物、

盡量會做到早睡早起、一起做運動，只要有

時間就去學校接送孩子。孫儷感動的表示：

「他一直在改變，為家在變」。

夫妻倆每天過著早睡早起的生活，「一

起喝普洱，他看書，我寫字，晒太陽，聊理

想，他喜歡做導演，我喜歡做演員的理想生

活」。最後孫儷寫道：「時間飛快，唯有愛

是永恆」，為夫妻倆的9週年紀念下了註解。

孫儷鄧超結婚9年的恩愛秘訣

「生活在一起不容易」

【看中國訊】日本動畫巨匠

宮崎駿成立的吉卜力工作室，

以全手繪的精細畫面成名，到

了 CGI 技術的現代也保留一定

的堅持。然而在宮崎駿短暫「退

休」再復出之後，這做法似乎有

變。預定於冬季透過日本電視

臺 NHK 上映的最新作品《安雅

與魔女》，將會是全面使用 3D 
CGI技術製作的長篇動畫電影。

據指宮崎駿就是在「退休」

的時候，開始對於使用 CGI 製
作產生興趣。然而在《安雅與魔

女》中，主力執導的會是其兒子

宮崎吾朗，宮崎駿就是企劃擔

當，製作人為老拍檔鈴木敏夫。

如此的製作方式改變，雖然

對於愛好傳統手繪的朋友來說是

個打擊，但考慮到手繪作畫的人

力成本實在太高，完全不能在現

代延續，所以吉卜力的轉型也是

合理的。不過這也不代表吉卜力

就此完全放棄傳統手繪，因為預

定 2020 年上映的《你想活出怎

樣的人生》，會沿用傳統方式製

作，這樣也可以讓大家比較一下

吉卜力作品會否因為技術不同而

有差異了。

《安雅與魔女》劇情改編

自英國已故知名作家黛安娜．

韋 恩． 瓊 斯（Diana Wynne 
Jones）的小說《Earwig and the 
Witch》，內容講述名為名雅的

小女孩，在兒童之家被魔女收養

後的奇幻故事。

吉卜力也非首次改編這作者

的小說，《哈爾移動城堡》的原

作也是出自其手筆。

宮崎駿首部3D動畫
《安雅與魔女》今冬上映

大陸銀色夫妻檔鄧超、孫儷，昨（7日）迎

接結婚9周年紀念日，孫儷發文PO出了2

人當年的結婚照，並列出自己與鄧超的個

性、生活上的11項差異。（微博截圖） 

日 本 動 畫 大

師 宮 崎 駿 推

出 全 面 使 用

3D CGI技術

製作的長篇動

畫電影《安雅

與 魔 女 》 。

（ G e t t y 

Images）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生活在一起不容易」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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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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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特價
2020年 6月11日∼ 6月17日

西芹

Navel Oranges 臍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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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Peeled Carrots 小胡蘿蔔 CeleryBlack Plums 黑李子Yellow Nectarines 黃油桃

Green CabbageAltufo Mangoes 呂宋芒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捲心菜

$09898 lb

Ambrosia apples 聖芳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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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3 磅洋蔥。

$18888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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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98
ea

$12828
lb

$09898
lb

$$00686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1 9898
lb

2 磅裝

$9.98 / 
     CS

$0 9898
ea

Celery

◎ 文 :邊吉

牛肉烹飪方法多元，常是家中餐桌上的主角。選購適當的牛肉部

位，做出美味牛肉料理。

牛骨清湯或蔬菜牛骨湯都是很好的

料理。長時間小火燉煮，原汁原味的鮮

美滋味釋放到湯裡，不僅味美，營養也

很豐富。

食材
牛大骨6大塊、薑片6片、米酒 1杯。

作法
大骨去血水：大骨和水放入鍋子，水量

淹過大骨；開小火，煮至湯水混濁，微微

冒泡；取出大骨，洗去上面的血沫。

重新準備一鍋清水（燉煮時間很長，水

量要多些），放入大骨，以中大火煮滾，轉

小火，蓋上鍋蓋，燉煮至湯色濃白，大約

3小時。不斷撈除燉煮過程中釋放出的浮

沫及油脂。

以濾網過濾牛骨，留下高湯；酌量以

鹽、白胡椒調味，加上薑絲及蔥即可。或

是加入汆燙好的牛肉薄片，營養更加豐

富。

長時間燉煮的牛肉料理，可使用的

部位有牛肋、牛腩、牛腱等，這些部位

大多帶有筋與油花，嚼勁十足且肉汁豐

富。

食材
牛腱（beef shank）2條，約 1.5kg、洋蔥 2
個、青蔥 3根、薑 10片、米酒 3大匙。

調料：蒜頭 5顆、辣豆瓣 5大匙、醬油 1
杯、黑胡椒 1/2小匙、米酒半杯、糖 1大匙。

作法
牛肉去血水：準備一個鍋子，放入牛腱

和水，水量淹過牛腱；開小火，煮至湯水

混濁，微微冒泡；取出牛腱，然後洗去血

沫。

重新準備一鍋清水，放入牛腱、洋蔥、

蔥、薑片、米酒；以中大火煮滾，然後轉小

火燉煮 1 小時；取出牛腱，牛肉湯放在一

邊備用。

熱油鍋，煸香蒜頭，加入辣豆瓣，炒

香；加入剩下的調料，拌炒均勻。

把作法加入牛肉湯中。開大火煮滾，

轉小火煮 15分鐘，嘗嘗味道，酌量以鹽調

味。

麵煮好，牛腱切片放在麵上，舀入牛肉

湯即可。撒上蔥末，風味更佳。

整版圖片：FOTOLIA

牛肉料理家常菜

牛骨湯

牛肉麵

用來做菲力牛排 fillet steak 的牛

里肌肉，是牛肉最嫩的部位，口感鮮嫩

又沒有難嚼的筋肉，適合做牛柳料理。

食材
牛里肌肉（beef tenderloin）350g、洋蔥

半個、鮮橙 1個。

醃料：1/3顆全蛋液、鮮橙汁 1/2個、酒 1大
匙、1小匙糖、1小匙醬油、1小匙玉米粉。

調料：鮮橙汁 1/2個、醬油 2大匙、糖 1小
匙、胡椒粉 1/4小匙、玉米粉 1小匙、水 1
大匙。

作法
備料：洋蔥去掉外膜，1/2切塊、1/2切丁；

調料混合調勻備用。

牛肉逆紋切成粗柳條，拌入醃料，抓

醃均勻，靜置 15分鐘入味。

油燒至中油溫（約 150攝氏度，筷尖插

入油裡，周緣微微冒泡），放入牛肉、洋蔥

塊，過油 5秒鐘後，全部撈起，瀝乾熱油

備用。

熱油鍋，煸香蒜片、洋蔥丁，加入牛肉

條、洋蔥塊，拌炒均勻，倒入調料，拌

炒均勻，最後將鮮橙均勻鋪放在牛肉上

即可。

橙汁牛柳

 牛骨湯保存備用

1.湯放涼後，可以分包冷凍保存，

方便隨時取用。

2.牛骨湯煮粥：以白米煮粥，粥快煮

好時，加入適量根莖類蔬菜切丁，

加入事先保存的牛骨湯，繼續煮到

所有食材熟軟，即可調味食用。

除了牛腱與牛肋條，幾乎牛的每個

部位都可以用來做牛肉絲料理。經過醃

漬，味道與肉質都會提升，可以搭配各

種食材烹調。

食材
牛里肌肉（beef tenderloin）200g、彩椒

適量、蒜頭 3瓣。

醃料：酒 1大匙、1小匙糖、1小匙醬油、胡

椒粉 1/4小匙、芝麻香油 1/2大匙、玉米粉

1小匙。

調料：醬油 1大匙、玉米粉水（比例 1：3）。

作法
備料：彩椒清洗瀝乾，去籽刮去內部白

膜，切粗絲；蒜頭切末備用。

牛肉逆紋切絲，拌入醃料，抓醃均勻。

靜置 15分鐘入味。

熱油鍋，煸香蒜末，放入牛肉絲，肉色

變白，翻炒均勻，撈起備用。

原鍋，放彩椒，拌炒至軟，倒回牛肉

絲，拌炒均勻；加調料，翻炒均勻即可。

彩椒牛肉絲

 更多牛肉絲料理

牛肉絲料理有多樣搭配，如：搭配

青椒、青蔥，是經典中式小炒，或

搭配豆乾，也是開胃家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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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常識

現代健康新理念

30貼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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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健康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 師 講 堂 

 中 醫 秘 方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注意血壓水準

各年齡層的男性罹患高血壓

的盛行率皆高於女性，大部分高

血壓患者都毫無病徵，但血壓若

持續偏高，容易造成一些疾病，

如：心臟病、腦中風及腎衰竭

等，因此高血壓又有著「沉默殺

手」的稱號。

如果想送禮物給父親，不妨

送一台簡易的血壓計，幫爸爸監

測血壓狀況，同時鼓勵他做適量

的運動和適當的休息。

倘若血壓只是輕微上升，沒

有特別的致病因，只要戒菸、戒

酒，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就可

有效地控制血壓水準。

補充關鍵營養素：維生素 
B12、維生素D與鋅
隨著年紀的增長，體內對營

養素的吸收效率也逐漸下降，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指

出，隨著年紀增長，胃酸分泌會

減少，進而影響維生素 B12 的

吸收，不足時容易造成疲勞、虛

弱，以及認知能力的衰退。

此外，年長者身體將陽光轉

而非全素。

維生素 D 除了與鈣的吸收

和骨骼有關外，還有調節細胞生

長、免疫功能，以及減少發炎反

應的功能。若想要增加維生素

D 的吸收，可以到戶外晒晒太

陽，飲食則可增加攝取全蛋、菇

類或魚類。

若想一次補足維生素 B12
與維生素 D，鮭魚則是最佳的

選擇。每 3 盎司的鮭魚含有每

日 B12 攝取量的 80%，每日維

生素 D 攝取量的 112%，是一

種不可多得的天然營養食物。

另外，男性更要注意一個關

鍵的微量元素「鋅」。儘管鋅在

父親對家人的愛

深似海，為了讓愛更

圓滿長久，記得常常

給父親一些溫暖的問

候，並關心其健康狀

況。

         爸爸您辛苦了 
補充關鍵營養活力旺

人體內含量非常稀少，卻影響著

人體的新陳代謝、消化吸收、免

疫功能、皮膚、性功能和情緒穩

定等，如攝取足夠的鋅，對於預

防前列腺、攝護腺疾病也有助

益。

許多天然的食材都富含鋅，

像是牡蠣、生蠔、蛋、南瓜子及

芝麻等，不過專家提醒，過量的

鋅也會對身體造成負擔。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財富，當

我們在外工作時，照顧好自己是

給家人最好的禮物，但也別忘了

關心、問候自己的父母，返家時

帶上營養的天然食物，不必山珍

海味，也是彌足珍貴。

換成維生素 D 的效率變差，骨

骼可能因此變得更加脆弱。因此

50 歲過後，更要重視營養素的

補充。

缺乏維生素 B12 容易造成

神經系統病變，使認知能力下

降，記憶力減退。年紀大時記憶

力變差，不見得是失智症，也可

能是因為缺乏維生素 B12 而引

起。

維生素 B12 的主要來源為

肉類、魚類、乳製品、蛋黃等食

物，一般植物性食物中很少，如

果是長期茹素者，必須特別注意

維生素 B12 的攝取，可多攝取

藻類或菇類，或者選擇蛋奶素，

十二、種植自
己的植物

1.種植自己的食物是

一種方便且具有成本效益

的方法，可以促進營養和

健康。花園種植的水果和

蔬菜是最新鮮及營養最豐

富的食物。

2.園藝有助於創造一

個更加可持續的全球食物

系統，是一種很好的鍛鍊

方式，有益於您的身心健

康。

3.在園藝方面，土壤

健康至關重要，覆蓋作物

和木屑已被證明有助於創

造和保護健康的土壤，而

土壤又有益於生產健康營

養的植物。

4.工業化農業系統正

在損害我們的土壤及破壞

您的健康，因為它專注於

生產單一作物，這是加工

食品的核心成分，眾所周

知，它能夠導致疾病、營

養缺乏和肥胖。

5.園藝可以在室內和

狹小的空間內輕鬆完成，

如果不確定如何開始，可

以嘗試發菜芽，因為它

很容易，又可以快速有收

穫。

嵇康是三國魏譙郡銍人，

因曾官至曹魏中散大夫，後世

稱「嵇中散」，為古代著名文學

家、思想家、音樂家，世稱「竹

林七賢」之一，與阮籍齊名，並

稱「嵇阮」。他主張順應自然法

則，保全人的天性，積極推廣養

生理論。

中國人善於養生，有很強的

生命意識，如：曹操在〈龜雖壽〉

一文中提到：「神龜雖壽，猶有

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

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

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

至哉，歌以詠志。」人最終有一

死，但還是要養生，方可長壽。

嵇康在〈養生論〉中，首先提到

神仙可以不死，是受了異氣成

仙，一般人只要「導養得理」就

可以了，活到幾百年，甚至上千

年都有可能。神仙不是「積學」

就可以達成的，孜孜以求也沒有

用，一般人要把握的是——養生

長壽。

精神是人體的主宰

嵇康強調精神的作用，「精

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

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

上，國亂於下也。」精神是人體

的主宰，人的形存、形喪全恃精

神活動狀況，「形恃神以立，神

須形以存」、「修性以保神，安

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

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

平」，形神相倚，神要淡泊，氣

血方能和平。

嵇康認為甚麼樣的人不善於

養生呢？「而世人不察，惟五

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

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

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

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

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

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

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放

縱自身情慾的人，都活不久，

如：耽於聲色、滋膩厚味、飲酒

無度、喜怒無常、思慮過極，小

小的身軀受到這麼多的煎熬消

耗，人非木石，能活得久嗎？

把握養生心法

甚麼樣的人善於養生呢？

「善養生者則不然也。清虛靜

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

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

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

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

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

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

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

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

陽，綏以五弦，無為自得，體妙

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

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

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

有哉？」善於養生的人，清淨寡

欲，名位不強求，慾望非強禁，

本恬淡和平，非無憂患侵，本寂

然無慮，如此才服用靈芝、甘

露，配以優雅的環境、美妙的音

樂，要活高壽，真不是難事呀！

王子喬是傳說中的神仙，黃

帝後裔，東周靈王姬泄心的太

子，為道士浮丘公引上嵩山三十

餘年，得道成仙，家人見王子喬

在緱氏山，乘白鶴升天而去，道

教封其為「右弼真人」。嵇康鼓

勵我們凡夫俗子，若不能成仙，

也要積極把握養生心法——抱

德、淡泊、寡欲，要如王子喬般

高壽，也非難事！

路上霓虹燈、廣告燈，家中

電視、電腦和電動玩具都悄悄地

侵蝕眼睛，於是，視力正常的人

倒變成稀有了。

基本保養眼睛食品

保養眼睛基本茶：枸杞子、

桑葉和菊花，可分別煮，或 2
種交替，或 3 種一起煮。枸杞

和桑葉先煮 10 至 20 分鐘，關

火後放入菊花，悶 10 分鐘，其

效果勝於用泡的。

保養眼睛蔬果：玉米、菠

菜、芥菜、甘藍、綠色花椰菜、

決明子、胡蘿蔔、黑豆、紅棗、

奇異果、葡萄、南瓜、胡瓜。

保護眼睛肉類：豬肉、蛋、

生鮪魚、雞胸肉、牛肝、鰹魚、

蜆、蛤、牡蠣、牛肝、魚卵、螢

火魷（又名螢魷、螢烏賊）雞

肝、鰻魚、八目鰻。

眼睛病症食療方

近視：黑豆和紅棗同等分

煮，連湯一起喝。每天服用，至

少 3 個月，對視力 400 度以下

有效。

飛蚊症：胡蘿蔔和蘋果打

汁，每天早上喝 100 至 200 毫

升。

眼乾澀：將決明子炒至微

焦，煮茶喝，還有助排便及減肥

效果。

眼發炎紅腫熱痛：菊花、決

明子、桑葉、淡竹葉、薄荷煮茶

喝。另外用淡鹽水或菊花水，或

桑葉水，或茶葉水洗眼睛。

急性結膜炎（眼灼熱，異

物感、痛、流淚、畏光、分泌物

多）：桑葉 2 錢、薄荷 1 錢、竹

葉 1 兩，用 100 度開水浸 10 分

鐘，一直喝。

角膜炎：苦瓜涼拌，或芹菜

煮水喝。

麥粒腫：用白菊花煮水喝，

並用湯外洗眼睛；或用新鮮枸杞

葉打汁，滴入眼內；或用龍葵果

實打汁，敷眼。情況嚴重，用

濃茶加點鹽，小塊紗布浸茶水 5
分鐘，敷眼。麥粒腫易反覆發

作，化膿後，在患部滴一滴麻

油，可防治復發。

青光眼早期：羊肝 2 兩、

白菊花 5 錢、荷葉 5 錢，煎成 1
碗，每天 1 帖，連喝 7 天。平

時多吃桑葚加蜂蜜、枸杞根頭、

芹菜、綠豆。

白內障初期：枸杞子 3 錢、

眼花撩亂
菊花 1 錢、珍珠母 5 錢、陳皮 3
錢，加一點紅糖，當茶喝。平時

多吃山藥加枸杞子煮粥、決明子

加枸杞子煮茶。動物肝臟含多種

眼睛所需營養，可少量攝取。

嵇康〈養生論〉

嵇康主張順應自然法則，

保全人的天性，積極推廣

養生理論，有名篇〈養生

論〉流傳後世，在東晉、

南朝時受到高度推崇。

（轉自《明慧診間─容光必照》/
博大出版）

人為製造的光害，

隨著科技發達，對眼睛

傷害愈來愈嚴重，無人

能倖免。

◎  文：梁名萱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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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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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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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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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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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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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曼曼麗姐：

你好！我和他分手了，但我

發現我是真的離不開他，有什麼

事情第一個想到就是告訴他。同

時我又希望他能和他前妻复婚，

給他們的孩子一個完整的家。因

為我是在他們離婚半年後才認

識，他當時說肯定不會复婚，我

們才開始交往的。其實方方面面

我都考慮到了，而且很鼓勵他去

多看看他的孩子。

現在雖然分手了，他還是像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以前一樣照顧我，還會讓我和他

的孩子一起玩，還讓我看他和孩

子的錄影、照片之類東西。之前

我們長談了一次，他說如果選擇

我他會去做他喜歡做的事，知道

我會很支持，沒有後顧之憂；如

果選擇和他前妻复婚，他可能就

會努力掙錢給他們更好的物質生

活，但是他想做的事就會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響。

兩種選擇對他來說就是走向

不同的路。現在我依然是鼓勵

他，有時會給他提出一些和孩子

相處的建議。（他前妻已經很久

沒讓他看孩子了，只是最近一段

時間開始讓他和孩子接觸。）但

是我很避諱說的一句話是，你們

倆應該多帶孩子一起外出，這樣

對孩子好，而且對你复婚也是有

幫助的。我很自私這句話是我一

直沒說出口的。我的心現在起伏

不定，如何才能達到真正的內心

平和，邁過這一步呢？

迷失的小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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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失的小羊你好：

感謝來信，你在信的開頭提

到和他已經分手了，但是信中沒

有真正明確說明分手的原因。但

是，整篇內容可以讓人感受到，

你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孩，在面

對所愛的人，懷著包容、體貼的 
心，尤其對方有離婚的背景。

基本上，你們兩個的交往是

可以光明正大的。而每個人都有

過去，但是，過去的事情如東流

的江水，不必去追。我們可以冀

望的是未來的美好和重生。他和

前妻有無法重新再來的遺憾，你

和他有相見卻不恨晚的情分，如

果對方值得愛，也很清楚的表達

他和你、和前妻之間的關係，你

可以選擇勇敢去愛。

他和兒子的親情是斷不了的

血緣關係， 但是，你的關懷讓他

們父子的情緣得以穩定的維持，

至於他前妻該如何處裡，就交

給當事人，如果他值得信

賴，就信任他不會將事

情弄複雜。

有句成語叫做

「杞人憂天」，因

為愛，所以怕失

去，所以愛得忐忑

不已、內心失了平

和，其實，因緣天注

定，在人為的努力之

後，一切隨緣，但卻

不鼓勵你因恐懼而 失去把握真

愛的機會，那就真是此句成語

的寫照了。

再說清楚點，你不必太刻

意表現你對他和前妻是否該與

孩子互動的寬容或關心，他該

不該和前妻 「多帶孩子一起外

出」，你真心想說的時候就說，

然而說與不說，都不會是你們

情感是否繼續維持的關鍵，關

鍵是：你能包容他失婚的過去

嗎？他能在離婚後更懂得珍惜

身邊的人嗎？你們倆真的是相

知相惜嗎？如果以上答案是肯

定，那就放下不必要的煩憂，

放心的去愛！祝福你！

曼麗小語：因為愛，所以怕

失去，所以愛得忐忑不已、

內心失了平和，其實，因緣

天注定，在人為的努力之

後，一切隨緣，但卻不鼓

勵你因恐懼而失去把握真

愛的機會。

該鼓勵他和前妻嗎？

◎ 文：黃詩錚      圖：Adobe Stock

  近年來在各大網絡討論區裡最熱門的話題之一，無
非就是改造房間了。所謂極簡時尚設計就是「以最少

的元素，創造最大的機能」。建築上極簡主義的主

要特質之一是簡約（Reduction）的理念，即把次序
上的過剩和混亂，盡量淨化。設計不是添加更多的東

西，而是去除不要的東西。

現今常見到的空間陳設：潺

潺流水的牆面、如同岩石狹縫般

能排水的地面、由石頭或木材組

成的平行六方體的浴缸、石材製

成的圓形或矩形的洗臉盆、只剩

彎管樣貌的水龍頭、化成一堵牆

面的櫥櫃、簡單幾何形體組成的

木製桌椅和沙發，配上方形東方

風格的墊子、嵌入天花板和牆面

的隱密式燈光；無門把和隱藏組

件的設計；隱藏在矮櫃後方幾何

模組的廚房等等，這些都成為當

代室內設計流行的樣式。

在自己預算範圍內，由自己

設計，親自動手改造成心中理

想的房間，是一件很有成就感

的事。藉由網絡的方便，有許

多居家布置及設計風格也都能

在網絡搜尋到，如：Pinterest、
Instagram 等，都能提供大量的

國內外知名風格設計師的作品，

讓以往想要改造房間的朋友們多

將極簡時尚設計帶入自己的房間

於降低血壓和心率，使睡眠更健

康有品質。混凝土帶有原始的風

貌，加入牆面，表現形式上更有

分質感。極簡風格以大自然為

主，所以背景牆也可以考慮使用

天然的木材，如柚木。讓自然紋

理在有造型的燈飾的照明下，展

現出柔和舒適的質感。

房間色彩建議不超過五種為

原則，並採用單一淺色調，搭配

淺色木地板，就能讓居家空間有

著俐落時尚的設計。

當您喜歡極簡風格並融入生

活後，您也會開始優化自己的內

在。人是不斷的學習成長，同時

會與生活的空間環境相呼應。極

簡生活會將不需要的物品斷捨

離，少量的物件就可以滿足日常

所需。這些過程是漸進的，也學

習讓自己不再被物質或是欲望束

縛。極簡風格有點像是東方的禪

學，讓少即是多，並化繁為簡的

理念實踐在日常生活中。若是您

曾經被生活壓的喘不過氣，不妨

轉換一下居住空間的設計風格，

讓簡簡單單的周遭事物或是生活

方式，引導您找到真正的幸福。

是一種生活風格，同時注重色彩

的運用，維持文化與自然之間的

平衡，以樸實溫暖的氛圍達到簡

約的目的。明亮感也是重點之

一，以潔白牆面為主角，不加入

繁雜的設計，並讓室內擁有大量

的光照，就能讓空間有著輕鬆舒

適氣氛。而最能達到在一秒轉換

居家氛圍的就是燈具了，有時不

需要依靠昂貴的主燈作為主題，

只要在各個角落分配好小燈飾的

位置，溫暖的氛圍就靠這些小燈

飾的亮度與形式來營造就可以

了。開放式層板能讓空間帶有穿

透感，在各有不同深度的層板

上，放置書籍或是盆栽來當擺

設，也能增加空間的活潑與生

氣，提亮空間的彩度。

改變地板牆面的顏色

   家中的壁面和地板與設計風

格的呈現很有直接的關係。建議

可以選擇介於黑白之間的灰色油

漆，塗於床頭當背景牆，讓低飽

和色調來降低情緒的興奮與激

動，同時也能幫助入睡。寢具可

以以藍色為主，藍色被認為有助

了些靈感與巧思。

本文介紹滿受歡迎的極簡風

格布置，給想改造房間的讀者們

提供一些參考。

將房間沒用的東西清掉

   要改造房間之前，第一步就

是把房間許多沒用的東西清掉，

這是造成活動空間減少的主因。

首先開始檢視重複性的物件

或衣物，將其丟掉或是捐贈給需

要的單位。其次，一些常用到的

事務工具，如：剪刀、訂書機、

筆筒等物品，可以購買最小規格

的產品，將它們歸類擺放，讓所

有這些零碎的小東西都有一個屬

於自己的家，並維持在好整理的

狀態。極簡的原則就是維持生活

空間極大化，使用物品極小化。

這樣要開始設計或布置前，極簡

設計就已經完成一半了。

布置與裝潢

  乾淨簡約的北歐居家布置，

就是極簡風格的範本，它不單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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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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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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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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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音矯正一對一課程：靈活安排

9週兼讀課程：根據需求靈活安排。矯正口音，
有助職場溝通。

定制的一對一課程：為專業人士、商務、
提升印象等量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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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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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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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為您提供專業可靠的

Melanie Wen

403.889.5575

國/粵/英語服務

ICCRC 理事

加拿大留學移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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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
國家和地區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支票兌現

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35 149

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看中國

發行點

#312, 5149 Country Hills Blvd. NW

403.286.6824
403.288.9677 info@calgaryregistry.com

calgaryregistry.com

車牌
駕照
實習駕照
交罰款
駕照路考
留置權搜索

出生證
結婚證
註冊公司

宣誓公證人
健康卡
地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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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gary

RegistryRegistry
ServicesServices

政府授權
註冊機構

Country Hills Blvd. NW
Registry

Crowchild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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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store

STAMPEDE 豐田車行

誠聘華語汽車銷售
要求：會英語、國語或 / 和粵
語，勤奮，努力，熱情充滿活力，
有汽車銷售經驗者為佳。

福利：底薪 +提成，每月和年
度獎，牙醫和健康保險，眼科
保險等。

Lucas Chui，銷售經理

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看中國訊】肺炎流行至今，許多人

為了避開人多的場合，購物改採網路訂

購，到超市購物時，也會盡量多買一些，

降低到超市的頻率。只是如此一來，購買

的食物常會超過所需，「不必要的浪費」

也成為許多家庭的大問題，因為很多食物

都會放在冰箱。 
那麼有甚麼方式，能延長食物的保鮮

期，也避免冰箱成為病菌的溫床呢？以下

就為大家介紹 5 大類食物的保鮮方式：

蔬果、香草、菇類

1、把紙巾鋪在保鮮盒裡當內襯

把紙巾舖在保鮮盒裡，能夠有效吸收

蔬菜和水果冷卻時產生的冷凝水，因為潮

濕的環境會加速蔬果腐壞。

2、切開的酪梨以檸檬汁或橄欖油保

存

喜歡吃酪梨的朋友常會感到困擾，這

些切開的酪梨如果沒有馬上食用完畢，很

快會氧化變成褐色。這時可以用檸檬汁或

橄欖油塗在切開的酪梨表面。因為檸檬酸

和橄欖油的成分，可有效保護酪梨免受氧

化。

3、用濕紙巾存放香草類植物

香菜、百里香、迷迭香這些香草類植

物，只要以略濕的紙巾鬆散包覆，再放入

夾鏈袋中，就可以延長保存期。 
4、讓蘋果遠離其他蔬果

由於蘋果產生的乙烯氣體，會加速其

他水果成熟，因此記得把蘋果單獨存放，

例如以塑膠袋存放在冰箱中。另外為了防

止香蕉快速變褐色，除了遠離蘋果外，也

可使用保鮮膜或蜂蠟紙，把整串香蕉的莖

部包裹，這樣也能延遲香蕉的成熟速度。

5、在馬鈴薯袋內放一顆蘋果

蘋果雖然會加速其他水果成熟，卻能

防止澱粉類蔬菜發芽，有助維持好幾個月

的硬度。

6、別把番茄放在冰箱

番茄在室溫下放置就好，如果放進冰

箱，很快就會失去風味。

7、切掉胡蘿蔔的頂端

把胡蘿蔔放進冰箱前，記得先將頂端

切除，因為莖葉會竊取胡蘿蔔的營養。白

蘿蔔、甜菜根都一樣。

8、把新鮮蘑菇（香菇）放進牛皮紙

袋中

因為紙會吸收菇類的水分，這樣菇體

就不會處在潮濕中，加速腐壞。 （待續）

延長保鮮期 5大類食物放置法（上）

開
卷
有
益

VisionTimesCalgary.ca  

（Adobe Stock）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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