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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竊取美國技術 用於軍事化
Beijing Militarizing Stolen American 
Technologies

A5滿而不溢　謙恭忠厚
"Full Without Spill": Accomplished  
Yet Humble

聯邦緊急救助金 
CERB延長8週

師楊 Yang Shi

微信：yangshi0323

從 心 出 發， 為 愛 築 家

403-390-7080

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yangshihomes.com

B3A3 富家該如何教子？B6雙語報導
Bilingual

Translated by:  
Taylor Cheng

【記者朱莉、邢亞男採

訪報導】6月16日晚，北京市

政府宣布將疫情防控級別提

升到二級，全市進入戰時狀

態。京市委常委會16日上午

召開會議，傳達習近平對北

京此波疫情的指示：「把疫

情防控作為當前最重要、最

緊迫的任務來抓」等。

根據大陸官方數據，從 6
月 11 日 至 6 月 16 日， 幾 天

來累計確診病例達 137 例。但

外界對北京公布的數據存疑。

在此前的 11 日，北京宣布出

現兩個月以來首例冠狀病毒

（SARS-Cov-2）確診病例。而

在四天之前（6 月 7 日），中國

國務院發布抗疫白皮書，對中

方抗疫成果進行宣傳。

疫情於高溫天氣下迅猛爆

發，河北、浙江、遼寧、四川

等省均出現與北京相關的確診

病例。

北京封城？

有在北京工作的人員匿名向

海外中文媒體披露，16 日北京

  On the eve of June 16,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raise the level of epi-
demic control to level 2, entering a 
wartime status.
  It came after Beijing, which had 
for weeks recorded no new cases of 
the virus, saw 137 new infections 
in just a few days, although actual 
numbers are suspected to be higher.

Beijing’s New Lockdown
  People working in Beijing have 
disclosed to overseas Chinese media 
anonymously that the city was effec-
tively shut on the 16th. People leav-
ing the city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a 
7-day report of daily nucleic acid test. 
It has made it impossible to leave. 
Flight cancellations at Beijing’s two 
airports have reached 70%.
Inside Stories from Beijing 
   A doctor at the Beijing emergency 
room told Vision Times that situation 
in Beijing was serious, with a ma-
jor outbreak expected in one to two 
weeks. At least 100,000 people were 
estimated to have visited the whole-
sale food market, Xinfadi, in the past 
two weeks,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the source of the new spike. 
  On June 14, a number of tour 
buses were spotted near the Xin-
fadi Wholesale Market, taking resi-
dents and stallholders to the hotel 
for quarantine. The number was 
estimated to be tens of thousands.
  On June 15, a Beijing resident told 
a reporter, “The Xinfadi Whole-
sale Market supplies Beijing with 
70% of the vegetables, meat, eggs, 
poultry and seafood. After Beijing 
opened up last week, everyone was 
busy with dinner gatherings. If there 
was one asymptomatic case in one 
restaurant, it would be the end of the 
neighborhood.” (To Next Page)

18套全新展示屋
現在開放

卡城南部全新社區，由 ANTHEM  UNITED 打造。

Belmont是一個大型規劃住宅社區，紮根此處，讓您得償所願。該社區擁有適合各年

齡段的住房——鎮屋、後巷車道屋和前置車庫獨立屋。各類活動和公用設施均可輕鬆

到達：從步行小徑到購物區、高爾夫球場、K-12年級學校，應有盡有。安家於此，

蘊含無限機遇。

請訪問 獲得更多信息。BELMONTCALGARY.COM

築夢於此，夢想成真。

實際上已經封城了，出城者必須

提供 7 日核酸檢測報告，使得

很多想出城的人難以出城。北京

兩機場航班取消率已達七成。陸

運方面，出租車和租車服務不許

離開北京。北京到河北和山東的

長途公共汽車線路暫時停止運

行。從河北、內蒙到北京首都機

場的三個機場大巴也已暫停。

6 月 17 日起，北京中小學

各年級一律停止到校上課。各在

京高校從 6 月 17 日起，學生停

止返校；已復園的大班幼兒從 6
月 17 日起，一律停止來園，全

市各類型幼兒園均不再開園。北

疫情凶猛 北京臨戰疫情凶猛 北京臨戰
China’s Second Wave of Coronavirus OutbreakChina’s Second Wave of Coronavirus Outbreak

京的所有室內體育和娛樂場所 6
月 15 日亦被下令關閉。

北京急診科醫生爆內幕

這波疫情已蔓延到北京的 9
個區，包括豐臺區、大興區、房

山區、西城區、海淀區、東城

區、門頭溝區、朝陽區、石景

山區，佔北京市 16 個區縣的一

半以上。一名北京急診科醫生向

《看中國》披露，這次北京疫情凶

險、防不勝防，病毒恐怕會在 1
至 2 週後大爆發，他們已被下了

死命令，原地待命哪都不能去。

（下轉 A2）

https://yangshihomes.com
Belmontcalg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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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該急診科醫生透

露，這次情況對北京來講比上次

要嚴重得多，北京這次成了疫源

地，按時間推算，兩週以來去過

新發地的人至少十幾萬，都是潛

在密切接觸者，與這些人接觸的

人數更多，少說也有幾十萬，接

觸者可能就在身邊。

新發地數萬人被隔離

6 月 14 日，據稱是此次疫

情爆發源頭地的「新發地批發市

場」附近出現多輛遊覽車，試圖

將附近居民、攤販帶去酒店集中

隔離。

根據多位網友上傳的視頻顯

示，這些在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

附近的居民被要求排隊、出示

身份證，拍攝者說：「我的媽媽

呀，公交車全部轉走啊，兩、三

萬人，去酒店。」

百姓恐慌民生艱難

6 月 15 日，《看中國》記者

致電多名北京市民瞭解實際情

況。一名海淀區居民對記者說：

「這次北京的情況是挺嚇人的！

你可能不知道，這個新發地是我

們北京 70% 的菜、肉、蛋禽、

海鮮供應地，而且幾乎所有北京

的飯館都上那去買菜。那是北京

最大、人群最密集的地方，流動

性太大了！我們一聽（疫源地）

是那兒，都傻了！而且上週北京

開放以後，大家都忙著聚餐，要

是餐館裡有一個隱性的（感染

者），這一片就都完了。」

北京市民龐女士告訴記者，

這兩天北京疫情突然嚴重，他們

全家現在都沒有出去，她的老伴

有病也不敢去醫院看，她的孩子

囑咐她千萬別出去，不知道誰就

帶著病毒。而且本來家裡的小孩

要開學，這兩天又開不了學了。

伍先生則透露北京市民當前

民生艱難，「新發地是北京的菜

籃子，雖然政府有關方面強調說

北京蔬菜菜源充足，讓市民不要

有這種恐慌性搶購。但是呢，價

格依舊上漲。本來前一段時間大

家都以為疫情就快過去了，但這

波突然爆發就好幾十個，下一步

蔓延是不是北京會成為第二個武

漢，真不好說，現在是憂心忡忡

在於此。而且民生艱難，已經困

那麼長時間了，突然疫情二波，

這個民生怎麼辦？現在經濟衰

退，北京薪酬都下降，政府也沒

有補貼，老百姓基本都是在花積

蓄，都在熬著。」

病毒逼近高層避疫地

今年 4 月，香港《明報》報

導，中共高層部分領導人已從中

南海轉至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辦

公，以減少聚集集會。

玉泉山與京西酒店（軍隊

高層專用酒店）、中南海合稱

「北京三大禁區」，保安森嚴。

《看中國》早前報導提到玉泉山

有中共高層的逃亡秘道，直通停

放直升飛機的空軍基地。

目前，離中共領導人避疫地

玉泉山不遠的玉泉東市場也已出

現 4 例確診，網上視頻傳出，

該市場附近出現大批警車。

三文魚背鍋

中方官媒報導稱進口三文魚

的砧板驗出病毒，北京多家超

市也緊急下架全部三文魚。世

衛突發衛生事件執行主任萊恩

（Mike Ryan）表示，這種說法

只是一種假設，需要更多驗證。

挪威漁業海產部長因格布裡

格森（Odd Emil Ingebrigtsen）
17 日表示，在與中國官員會面

後，兩國得出結論認為北京新出

現的疫情不是源於挪威的魚。多

個專家認為，武漢肺炎病毒不會

感染魚類等水生生物，三文魚作

為中間宿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一位不具名的病毒學家告訴

《第一財經》，在人肺的病毒一

般不會傳染給魚類，而魚鰓上的

病毒也無法傳染給人。目前世界

上還未發現人類和魚類共患的病

毒疾病。

專家：北京疫情或 
更早蔓延

儘管當局強調疫情是自 

5 月底反彈，與武漢當時爆發疫

情相比，未有隱瞞之事，但此言

論並未得到專家認同。

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認

為「北京這次很可能不是 6 月

初，5 月底才出現的病人，很可

能要提前推一個月」，也就是在

4 月底疫情就已悄悄蔓延。「這

裡面已經有好多無症狀感染或

輕型病人，才使這裡有這麼多

的病毒」。

  
Hideout for Beijing 

Top Leaders
  In April this year, Ming Pao from 
Hong Kong reported that some 
of the top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d 
moved from offices at Zhong-
nanhai, the central headquarters 
for CCP to Jade Spring Mountain 
located at the west of Beijing’s 
suburb to reduce congregations. 
An earlier report by Vision Times 
mentioned that there is a secret es-
cape route at Jade Spring Moun-
tain, which leads to an air force 
base where helicopters are stand-
ing by.

Salmon the Scapegoat
  The Chinese media reported that 
the virus had been found on the 
cutting board of imported salmon. 
  Norwegian Minister of Fisher-
ies and Seafood Odd Emil Inge-
brigtsen said on June 17 that, after 
meeting with Chinese officials, the 
two countries concluded that the 
outbreak in Beijing did not origi-
nate from Norwegian fish. Mul-
tiple experts have concluded that 
COVID-19 does not infect aquatic 
organisms such as fish, and the 
likelihood of salmon serving as an 
intermediate host is slim to none. 
  An unnamed virologist told CBN 
that viruses in human lungs are not 
likely transmitted to fish, and that 
viruses on the gills of fish could 
not transmit to people as well. 
There are no known viral diseases 
in the world that are shared by hu-
mans and fish.

Rebound Happened 
Sooner Than Claimed

  Although Beijing claimed that 
the epidemic rebounded by the 
end of May and that there was no 
cover-up with the outbreak in Wu-
han, such statements were ques-
tioned by epidemic experts. Gao 
Fu,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
tion, said,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e 
patients in Beijing were not infect-
ed by early June or late May, but 
one month in prior”. That means 
that the epidemic would have 
spread in late April. “There were 
many asymptomatic or mild cases 
of infections here that could have 
spread the viruses,” he said.

疫情凶猛 北京臨戰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碼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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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猛 886 呎栢文�� , 建於 2008 年 , 開放式設計 ,
�屋翻� , �屋一樣 : ����,壁爐,油漆��� ,2
�� ,2 浴廁 , ��一� , 包一�下停車位 , �點一� ,
步行至 Superstore 超市 , �書� , 泳� , �院 , �
場� 301 �車站僅須
5 �鐘 , �勿錯� ! $254,900

東北 Country Hills Village �裝�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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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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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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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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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高層 10 � 865 呎栢文�� , �點一� ,
步行至唐人街�須 2 �鐘 , 建於 2015 年 ,
開放式設計 , 落�玻� , 光猛開陽 ,2 �� ,2
浴廁 , ��一� , 包一�下停車位�儲物櫃 ,
�高�健�室 , 會客
室�訪客停車位�

獨立�層屋 1917 呎 , 位於寧��街 , ��向
西光猛開陽 , ��陽台 (�20), �洗衣� , 乾衣
���水爐 (�19), 屋頂 (�15), 不�鋼家� (�14) 
,3 �� + 主層書� ,2.5 浴廁 , 主人�� 5 件
裝套廁 , ��學校 , �
場 , ����車站�$529,900 $526,000 $517,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土庫獨立門出� 市中心 Eau Claire  ��弓河�景 西北 Tuscany  屋�面向��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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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獨立�層屋 2872 呎 , 土庫�部完成 , �屋一樣 , 開
放式設計 , 主層��高 10 呎 , 二��土庫��高 9 呎 ,
高�不�鋼家��石�檯面 ,3+1 �� , 主層書� ,3.5 浴
廁 , ��市中心 (5 �鐘車� ), 步行 5 �鐘到 Westbrook
�場 , �� , 學校 , �書� ,
����車站 , �勿錯� ! $849,900$875,000

獨立�層屋 2135 呎 , ��天��林 , 屋�面
向 Nose Hill �� , ���屋 (Showhome), 
主層�二��實木�� , �油漆 , 二�主浴
廁�部翻� , ��合���石�檯面 ,3 �
� ,2.5 浴廁 , ���
� , �場��車站� $509,900

西北 Macewan ��天��林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獨 立 � 層 屋 2191 呎 , 位 於 寧 � � 街 , �
�向西光猛開陽 , 客���高 17 呎 , 主層
� 實 木 � � ,4 � � ,2.5 浴 廁 , 主 人 � �
拱 形天� , 步行 1 �鐘 到學 校 (K-7), ��
Costco, �場 , ��
��車站� $499,900

西北 Sherwood 建於2004 年

獨立�層屋 2024 呎 , ��向西光猛開陽 , �屋
翻�,��油漆 , 石�檯面 ( 廚��浴廁 ), 浴廁 ,
實木�� , �氈 , �磚 , 洗�� , 較�屋頂 , 主層
��高 9 呎 ,3 �� ,2.5 浴廁 , 主人�� 5 件裝
�套 , ��學校 , �� ,
�車站 , �勿錯� ! $499,900

西北 Citadel  �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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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Edgemont�校� Edgemont
$0�理費

獨立 Bi-Level 968 呎 + 土庫�部完成 786 呎 , ��
向西南光猛開陽 , ��廚� , 不�鋼家� , 石�檯面 ,
�户 , 浴廁 , �合�� , 油漆 , 較��氈 , �水爐 (�19),
屋頂 (�16),2+2 �� ,2.5 浴廁 , �大雙車庫 24x24,
��學校 , ����車
站 , �勿錯� ! $439,900

�校� Edgemont �屋大量翻�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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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Montgomery  建於 2014 年

�層雙拼屋 (Duplex)1130 呎 , ��朝西南 , 
較�不�鋼煮⻝�爐 , 大理石檯面 , �合�
� , �水爐 (�19), 屋頂�高效�中�暖��
� (�15),3 �� ,1.5 浴廁 , ���場 , 學校 ,
����車站� $325,000

�校� Edgemont  翻�雙拼屋

新
上
市

新發地居民全部被安排檢查。（左）北京機場設置檢疫站（右）。

▲微博上傳出北京超市搶購一空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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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在美中緊張關係

不斷升級之際，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 6月17 日在夏威夷州首府檀

香山會見了北京主管外事的政治

局委員楊潔篪。這是美中高級官

員多個月來的首次面對面會談。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特加斯

會後發表聲明中說，蓬佩奧向中

方強調了美國的重大利益所在，

以及兩國在商務、安全和外交活

動中完全對等的必要性。聲明

說，蓬佩奧還強調需要完全透明

並分享信息，以應對新冠病毒大

流行和阻止未來爆發新疫情。

評論分析人士早前認為，蓬

佩奧與楊潔篪的這次閉門會議應

會針對港版國安法、軍事裝備控

制問題等議題。而會後中方發表

的聲明中也提及，楊潔篪對蓬佩

奧表達北京堅決反對美、日、

英、加、法、德、意七國集團國

家發表的有關要求重新考慮香港

版國安法立法的聲明。

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說，會

談在當地時間接近下午 4 點結

束。這次閉門會議預計是在夏

威夷希卡姆空軍基地（Hickam 
Air Force base）舉行。自 4 月

15 日以來，蓬佩奧與楊潔篪就

武漢肺炎問題進行電話交談之後

首次公開會面。

《美國之音》報導，根據美國

國務院早前公佈的日程，這次閉

門會議定於當地時間上午 9 點舉

行，但雙方都沒列出會議議程。

過去幾個月來，蓬佩奧都直

截了當地指出了美國所說的中國

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損害美國和全

球利益的行為。他一直強烈批評

北京對新冠病毒的處理，稱如果

中國能夠更透明地分享信息，可

以避免全球數十萬人的死亡。他

還抨擊北京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

法的計劃將嚴重削弱香港民眾的

權利並損害美國的利益。

雙方談判期望不同

據早前消息指，蓬佩奧還會

試圖說服中國官員參與美國與俄

羅斯就訂立新的核武器控制條約

計劃舉行的談判。但中國外交部

此前表示，不會有這項談判。

一位消息人士對美國之音表

示，舉行蓬佩奧與楊潔篪這次會

談的要求是中方提出的。但是截

止美東時間星期三深夜，中國外

交部、國家媒體新華社等官方消

息平台都沒有發表相關消息。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

上一連兩天被外媒問到這次美中

高層會談，他回答說沒有相關消

息可以提供。

觀察人士們說，美中兩國關

係近來已跌至多年來的低點。曾

多次稱讚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關係良好的特朗普總統過去幾個

星期來沒有再提與中國領導人的

良好關係。他今年 5 月甚至表

示可能會切斷與北京的關係。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在美

國國務卿蓬佩奧與楊潔篪舉行會

面前，曾經痛批蓬佩奧的中共官

媒突然進行大反轉，完全改變了

輿論導向。《人民網》發表鐘聲

署名文章強調，即使美國一部分

政客執意要針對中美關係製造麻

煩，但此舉也改變不了兩國人民

友好交往的趨勢。這篇文章聲

稱：「中美交往具有深厚的社會

基礎。」

但就在蓬佩奧與楊潔篪舉行

會談的前幾個小時，川普簽署了

《維吾爾人權政策法》。這項在

國會參眾兩院以壓倒性優勢獲得

通過的法案譴責中國共產黨在新

疆設立集中營，侵犯維吾爾和其

他少數民族穆斯林的人權。

不過，川普在簽署這項法案

時發表的聲明中說，法案規定對

中國相關官員實施制裁的條款可

能限制了憲法賦予總統展開外交

努力的權力，外界解讀為對制裁

中共官員留下伏筆。

蓬佩奧楊潔篪夏威夷會面

美國國務院早前指責中國偷

竊美國技術，並將其應用在軍事

化中。美國官員及相關報告警

告，這種行為不利於美國和盟友

的安全。

偷取美國技術

《自由燈塔》報導引述美國

官員表示，「中國要求或威迫少

數學者和研究人員到美國或其他

國家，從事一些活動，令他們有

機會利用海外開放的學術和研究

環境來獲取敏感技術。在這些情

況下，他們並沒有透露自己與中

國國家安全機構的關係。」

報導也提到，該美國官員不

確定中國的研究人員是否真的在

竊取技術或轉移技術，但不管甚

麼情況，把美國的技術帶到中國

去並利用在不好的方面，這樣

看，這些涉及的研究人員都是不

誠實的。

去年 5 月，美國五角大樓

一份報告顯示，中國利用駭客

行為偷取資訊，針對入侵外國

投資銀行、計算機，以及利用

中國公民直接盜取軍事和民用

雙用技術，令北京能夠從美國

獲取包括反潛戰和航空在內的

軍事技術。

該報告警告說，中國正研發

超音速導彈和武器，速度可達 5
倍音速。中國的國防預算在過

去 10 年內翻了一倍，其中大部

分資金用於提升海軍戰鬥力。目

前，中國擁有亞太地區最大的海

軍，300 多艘作戰艦艇、兩棲艦

艇、潛艇、巡邏艦等。報告預

測，到 2020 年底，中國的潛艇

將增加至 65 至 70 艘，這為中

國的政權提供更廣泛的水陸合作

秘密攻擊選擇。

同時，北京也公布了一項推

翻美國在科技行業主導地位的計

畫，包括未來 6 年內投資 1.4 萬

億美金，重點利用 5G 和 AI 等
先進技術促進生產，並鋪設高鐵

和特高壓線路，促進基礎設施建

設。大陸 31 個省份中，約有 20
個省份公布了總值 1 萬億美金

的項目。

限制中國學生

川普政府早前宣布決定限制

中國學生和研究員的簽證，以儘

量減少中共間諜獲取美國技術的

可能。美國國務院還可能利用其

撤銷簽證的權力，收回已經簽發

的簽證，該限制只用於正攻讀研

究生課程的中國學生。

目前仍不清楚該規定是否是

用於畢業後實習（OPT）計劃

的留學生。川普是根據《移民與

國籍法》（INA）第 212（f）條

通過該條例。 2018-2019 年，

有超過 27 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

大學註冊，其中超過 8.4 萬名正

在攻讀研究生。

評論認為，部分人擔心限制

中國研究人員和學生會為美國帶

來負面影響。但從正面角度看，

這一規定將最大限度降低中共間

諜滲透美國學術機構和實驗室的

風險。

Stealing US 
technology

 “China has either co-opted or co-
erced a small number of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 who have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
tries where they have engaged in 
activities that have given them 
access —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our open academic and research 
environment — to sensitive tech-
nologies… And they’ve done so 
without revealing in these small 
number of cases their ties to 
China’s security apparatus,” a sen-
ior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said, 
as reported by Free Beacon.

 The official stated that he is un-
sure whether the researchers were 
actually stealing technology or di-
verting it. Whatever the case, the 
fact is that these researchers con-
ducted such activities under dis-
honest pretenses and have played 
a part in taking American tech-
nologies to China for nefarious 
uses. Last May, a Pentagon report 
revealed that China uses methods 
like cyber theft, target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puter intru-
sions, and exploiting Chinese na-
tionals’ access to technologies, to 
acquire military and dual-use tech. 
Such tactics have allowed Beijing 
to acquire military-grade equip-
ment from America that includes 
antisubmarine warfare and aviation 

technologies.

 The report warned that China 
is developing hypersonic mis-
siles and weapons that can travel 
at speeds of up to five times the 
speed of sound. China’s defense 
budget has doubled in the past 
decade, with most of the money 
being spent to upgrade the naval 
force. The country currently owns 
the largest navy in the region with 
over 300 surface combatants, am-
phibious ships, submarines, patrol 
craft, and so on. The report pre-
dicted China’s submarine force 
to grow between 65 and 70 subs 
by this year. This would provide 
the Chinese regime with wider 
options for clandestine land-based 
attacks.

 Meanwhile, Beijing has unveiled 
a new plan to overthrow America’s 
dominance in the tech industry. 
The plan will require an investment 
of US$1.4 trillion over the next six 
years and focuses on utilizing ad-
vanced technologies like 5G and 
AI to boost factory production. In 
addition, high-speed rail and ul-
tra-high voltage lines will also be 
laid to boost infrastructure. About 
20 of the 31 provinces from the 
mainland have announced projects 
worth 1 trillion Yuan.

Restricting 
Chinese 
student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decided to limit visas given to 
Chinese students and research-
ers to minimize the possibility of 
communist spies gaining access 
to American technologies. The 
State Department might also use 
its visa revocation powers to take 
back visa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issued. The visa restrictions only 
apply to Chinese students who pur-
sue graduate-level programs.

 It is unclear as to whether the rules 
will be applicable to students who 
come to the U.S. to work under 
post-graduation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OPT). Trump passed the 
regulations under section 212(f)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INA). During the 2018-2019 
academic year, more than 270,000 
Chinese students were enrolled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with over 
84,000 of them in graduate-level 
programs.

 Some are concerned that this de-
cision to restrict Chinese research-
ers and students will have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the U.S. On the 

The U.S. State Depart-
ment has accused 

China of stealing American 
technologies and using 
them to modernize its mil-
itary. The official pointed 
out that such actions are 
detrimental to the security 
of the U.S. and its allies.

雙語報導
Bilingual News
Report

看 北京竊取美國技術 用於軍事化
Beijing Militarizing Stolen American Technologies

plus side, the regulations will mini-
mize the risk of communist spies 

infiltrating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labs. 

U.S. military fighter (Pixabay)

楊潔篪（左）與蓬佩奧（右）(Getty Imag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xF0CInBQ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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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6 月 15 日，

中印兩國士兵在具爭議邊界地帶爆發衝

突。這是這兩個擁有核武器的鄰國幾十年

來最嚴重的衝突。之後 16 日，印度與巴

基斯坦也在喀什米爾地區互相砲擊交火，

持續數小時。

《今日印度》、《印度時報》援引印度

軍方的聲明說，除了此前死亡的一名軍官

和兩名士兵外，還有 17 名受傷的印度士

兵，受到高寒地區零下氣溫影響而死亡。

美聯社、路透社援引印度軍方人士稱，衝

突期間，中印士兵互擲石塊、棍棒，併發

生肢體衝突，雙方均未使用槍枝等武器。

印度媒體則報導，中方士兵使用了裝有釘

子的棍棒。

這是中印兩國自 1975 年以來，首次

發生造成人員死亡的邊境衝突。據報這起

事件引起印度民間的憤怒，許多印度網友

批評中共，一些印度政治人物也要求報復。

16 日早些時候，曾有印度媒體最

先報導，中印軍方在克什米爾拉達克

（Ladakh）的爭議地區與發生小型衝突，

期間有 3 名印度官兵遭投擲石塊喪生。

中方死傷人數未知

據新德里新聞社 ANI 引述消息稱，

這次衝突造成 43 名中方軍方人員死亡和

重傷。 6 月 16 日晚，中國西部戰區新聞

發言人張水利大校就中印邊防人員在加勒

萬河谷地區衝突發表了聲明，但未提及死

傷人數。當日早些時候，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趙立堅也證實了中印確實發生衝突，同

時指控印度士兵違背中印共識，兩次越過

邊境線，「挑釁和攻擊中方人員，導致雙

方部隊發生嚴重肢體衝突」。同樣未提

及中方有多少人死傷，中國媒體也未有相

關報導。

印度聲明譴中違背承諾

BBC 報導，印度政府發言人斯里瓦

斯塔瓦（Anurag Srivastava）在記者會

上表示，中印雙方 6月 6 日經過「建設性

和有成效」的會晤，已達成緩和局勢和邊

界對峙降溫的共識。他原本期待雙邊基層

團隊可以順利執行雙方協議，但沒想到中

共軍方做法「偏離了」雙方達成的共識。

斯里瓦斯塔瓦說，「2020 年 6月15日晚，

由於中方士兵試圖單方面改變原有實際控

制線，導致暴力對峙。對峙雙方都有人受

損，而這些損失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中印小衝突40年不斷

中國與印度之間有著超過 3440 公里

的邊境線，但兩國對大部分邊界持有爭

議。兩國邊境巡邏人員也經常發生衝突，

偶爾會發生混戰，但雙方都堅稱 40 年來

沒有發射過子彈。中印之間在 1962 年曾

發生過戰爭，當時印度打了屈辱性的敗

仗。印度指責中方佔領了該國 3.8 萬平方

公里的領土。而在過去 30 年的幾輪談判

中，雙方都未能解決邊界爭端。

2017 年，中國在中印邊界附近試圖

修建一條穿越邊境的公路，而引發衝突；

至今年 5 月，數十名中印士兵在印度東

北部錫金邦（State of Sikkim）邊境爆發

肢體衝突。雖然如此，雙方 40 多年來都

未曾有過發射子彈的嚴重衝突。

雙方外長通話

亞投行貸款降溫同日，匯通網報導，

亞投行向印度提供了 7.5 億美元用於應對

新冠肺炎的貸款。亞投行是一家多邊開發

銀行，總部位於北京。在 100 個成員國

中，中國是最大的股東，佔 30% 股本。

在此敏感時期釋出大筆款項，推特上瘋傳

此舉為中方「割地賠款」。比較中立的分

析則認為：「這筆貸款是否能還，存疑。

但在兩國發生局部衝突時借貸於印方，至

少是示好！」

印巴交火

印度軍方 17 日指控巴基斯坦違反違

反停火協議，朝印度控制地區發射數枚砲

彈，印軍隨後展開還擊；巴基斯坦軍方則

指控印度在雙方交火期間濫射，朝平民村

落開火，導致平民受傷。

中國官媒隨後發出報導，主題為：印

度四處引發邊境爭端。香港《HKET 經濟

日報》刊文標題為：「敵之敵為友 中國緊

抱巴基斯坦還有着數」

中印爆嚴重衝突 印方20死

【看中國訊】6 月 12 日，加拿大移民

部澄清，本國公民與永久居民的外籍直系

親屬入境仍有限制，必須證明他們有充足

的理由。直系親屬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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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ors）。
政府依然限制外國旅客入境。想從

美國進入加拿大的外國人需要證明，

入境是出於非選擇性和非隨意的目的

（non-optional and non-discretionary 
purpose），包括：支持土著人社區；外

國公民的孩子將在加拿大出生；加拿大政

府部門認為「必要」的活動。另外，他們

還需要證明他們享有豁免權，不受封關政

策的限制。

【看中國訊】上週二（6 月 9 日），

加拿大移民部長馬可 · 門迪奇諾（Marco 
Mendicino）向總理及內閣委員會提交了

一項新計畫，凡是疫期期間在醫療保健部

門工作（含養老院，醫院的護士助手、

保安等，甚至是疫期其它行業），尋求難

民庇護的從業者，都有望很快獲得加拿大

永久居民身份。

申請人資格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在新措施宣布之前已尋求庇護，即使

原申請被拒或仍在等待決定；

持有效工作許可證；

在醫保領域工作過；

今年 1 月 25 日至該新措施宣布之日

期間，至少已工作了四週或 120個小時。

新措施經內閣批准後，將生效。魁北

克省的受益者居多。

【看中國訊】加拿大 5 月通脹率與去

年同期相比為 -0.4%，為連續第二個月

負通脹率。汽油價格是影響數據的最大

因素，2020 年 5 月的汽油零售價格比

2019 年 5 月低 29.8%。如果將汽油價格

因素從數字中剝離出來，當月的通脹率為

0.7%。

BMO 銀行的經濟學家 Reitzes 說，

「COVID-19 和封鎖帶來的經濟衝擊嚴重

影響了消費品的價格，造成自 2008-2009
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大跌幅。」

與去年同比，一些商品和服務的價格

在過去一年中有所上升，包括：

• 車險，上漲了 6.4%
• 肉類，上漲了 7.8%

• 房貸利息成本，上漲了 3.3%
• 飯店食品，上漲了 2.2%
除汽油外，5 月份一些商品比一年前

便宜了許多，包括：

• 旅遊住宿，下降 21.3%
• 電話服務，下降 9.5%
• 女裝，下降 5.9%
• 電費，下降 4.6%
與 4 月份相比，5 月份汽油價格實際

上從 4 月份創下的 COVID-19 低點反彈

了 16.9%。肉類、車險、休閑車、穀類

的價格也比 4 月有所上漲。

但 5 月的年化通脹率比 4 月份進一

步下降。很多商品的價格繼 4 月暴跌後，

在 5 月份繼續暴跌。服裝價格又下降了

1.8%，使兩個月的累積跌幅達到 7.6%，

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跌幅；住房費用下降

了 0.3%，主要原因是房租下降了 0.8%，

這是 70 年來房租費用下降幅度最大的數

據。而電話服務和傢俱價格再次下降，分

別下降了 2.4% 和 3.3%。

持續走低的物價被稱為通貨緊縮，這

是一種非常嚴重的情況，會對經濟發展造

成惡性循環。

儘管現在說通縮是否塵埃落定還

為時過早，但劍橋全球支付機構的市

場策略師 Curren 表示，「價格進一

步滑向全面通縮的邊緣，如果通貨緊

縮勢頭繼續下去 . . . . . . 可能演變成經

濟問題。」

【看中國訊】6 月 16 日（週二），卡

城議會以 14：1 通過修訂後的綠線輕軌

第一階段計畫，預計共投資 55 億。議員

法卡斯（Jeromy Farkas）是唯一投反對

票的議員。

綠線輕軌是卡城歷史上最大的項目。

施工最早可於明年春天開始。

綠線輕軌委員會主席基廷（Shane 
Keating）表示，儘管最近卡城面臨困

難，這將是對該市未來的一項重大投資。

「卡城人將恢復正常生活，隨著學校

和企業的重新開放，對交通設施的需求將

越來越大。」

議員們對其路線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有反對者表示，該項目的建設風險太大。

市 長 南 施（Naheed Nenshi） 說：

「今天對於城市來說不是大日子，是最大

的日子。」

他補充說，綠線輕軌建設是對交通設

施、城市建設和環境的投資，對城市發展

還有其他好處。

從 北 16 大 道 到 東 南 部 謝 潑 德

（Shepard）的綠線第一階段將分三部分

進行建設：

第 1 段：從肘河（Elbow River）到

謝潑德（Shepard）。
第 2A 段：西南第二大道站（2nd 

Ave S.W.station）到肘河。

第 2B 段： 從 北 16 大 道（16th 
Ave N.） 到 西 南 第 二 大 道（2nd Ave 
S.W.station）。

第一階段全長 20 公里，有 15 個新

車站。整條鐵路線從 160th Ave N 到

Seton，共 46 公里長，有 28 個車站。

預計第一階段每天將為 65,000 名客

戶提供服務，且公交通勤時間縮短 20 至

25 分鐘。每年預計將減少 30,000 噸溫室

氣體排放。

該項目可創造 20,000 個工作崗位。

預計第一階段將於 2026 年開放。

市 綠 線 總 經 理 邁 克 爾． 湯 普 森

（Michael Thompson）表示：「輕軌這樣

的高質量的公交是城市發展的必要條件，

對企業家和有才華的勞動力具有吸引力，

並在本地和國際上成為具有競爭力的經濟

中心。」

在週二的辯論中，法卡斯要求推遲綠

線的決定，明年全民投票。他說，如此規

模的決定需要公民的明確批准。其請求以

13：2 失敗。

該項目投資將能獲得省和聯邦政府資

金支持。

【看中國訊】在香港「反送中」一週年

之際，加拿大跨省份城市的支援香港團體

近日共同舉辦網上論壇，探討香港的未來

和抗爭中共極權運動的影響，敦促加拿大

政府在國際社會上為香港發聲。

網路論壇邀請了香港與加拿大東西兩

岸各階層代表，共同對香港反極權運動作

出有意義的回顧和前瞻，多位講者就「港

版國安法」即將實施的嚴峻挑戰下香港運

動該如何應對，以及國際社會包括加拿大

怎樣支援香港的抗爭等議題作出探討。

香港加拿大聯會（港加聯）會長馮

玉蘭長期推動加拿大支援香港社會運動。

她表示，自 2014 年香港的「佔中運動」

到去年的「反送中運動」, 加拿大港人和

國際社會對積極支援香港運動不斷髮展壯

大，包括很多青年的組織和同樣受中共壓

迫的維吾爾族、西藏和臺灣社區，以及其

他人權組織也都加入到支援香港運動的行

列。國際社會也漸漸認識到香港面對中共

的壓迫，將來是會越來越嚴重的。但是，

加拿大政府為港人發聲的力度與表現卻強

差人意。

馮玉蘭直言，這與特魯多政府過去的

「親中共」態度，實行軟弱的外交政策有

莫大關係。她談到，若要有效迫使政府在

香港議題上勇敢發聲，海外港人組織必需

加強與海外各族裔和團體在民主方面的支

援，如同樣受到中共壓迫的西藏人、維吾

爾人、臺灣社區等，大家互相協作共同向

國會進行遊說，促使各國政府明白香港議

題不是單一外來無關痛痒的議題，而是與

普世價值觀與國家安全攸關的議題。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佔中九子」

之一戴耀廷表示，不管在香港或是在海

外，抗爭者與支援者越受打壓，就越發顯

示出國際社會有道義和責任為港人發聲。

戴耀廷以他有份籌備即將來臨九月份

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協調機制為

例，他表示，若民主派真的在奪取過半數

35 以上的議席後被當局以各種理由取消

議席，國際社會便更不能沉默，需要採取

進一步的行動。

左圖為中印邊境印度守衛士兵，右圖為中國駐守中印邊境士兵（Getty Images）

卡城議會通過55億元綠線輕軌項目 加移民部澄清
直系親屬入境仍有限制

疫情期間醫療從業者
難民申請有捷徑

加拿大通脹率連變負 或致通貨緊縮

反送中運動週年論壇：加國港人促政府發聲

溫哥華機場（fli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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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6 月 16 日，

總理特魯多宣布，緊急救助金

（CERB）計畫延長 8 週，總期

限達 24 週，至 8 月份。武漢肺

炎疫情爆發後，加拿大聯邦政府

推出了 CERB 計畫，對受肺炎

疫情影響而失去收入的民眾提

供每四周 2000 元的救助金。同

時，特魯多政府還鼓勵人們尋找

工作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重返工作

崗位。

特魯多說：「目前有三百萬

失業的人正在尋找工作，即使在

我們的經濟重新開放之後，願意

重返工作的失業人數也比現有的

工作機會還多」。

聯 邦 就 業 部 長 Carla 
Qualtrough 說，在 CERB 8 週

延長期中申請救助金的人士，將

被要求籤署證明，承認政府正在

鼓勵他們尋找工作並已諮詢政府

的工作銀行（Job Bank）。「我

們知道加拿大人渴望並願意勞

動。我們希望，只要僱主有意向

僱傭，有能力勝任工作的人士在

條件合理的情況下應重返工作崗

位。」她說。

政府一直在鼓勵僱主申請工

資補貼計畫，該計畫可支付僱員

工資的 75％，每週最高至 847
元。Qualtrough 說，超過 22.3
萬名僱主已申請加拿大緊急工資

補貼，涉及全國 260萬名僱員。

她說：「CERB 緊急救助金

幫助數百萬人度過疫情難關，但

我們知道，這並不是長期的解決

方案。」「武漢肺炎爆發後，我

們曾要求每個人儘可能都待在家

裡，那個階段已經成為過去。現

在我們鼓勵民眾在安全和有可能

性的情況下回到工作崗位。」

學生緊急救濟金給符合條件

的學生提供每月 1,250 元（如

果有受撫養人，則為 2,000 元）

的補貼，申領人須證明他們「正

在積極尋找工作」。

「加拿大稅務局（CRA）以

後可能會要求您提供信息，以證

明您在領取緊急救助金期間在尋

找工作，因此要記錄自己的求職

活動，」該網站顯示。

新民主黨領導人賈格梅特．

辛格（Jagmeet Singh）呼籲政

府將 CERB 延長至少四個月

「幾百萬的民眾擔心今年夏

天將如何支付賬單。政府不能在

8 月後再次使人們陷入這種狀

況。在接下來的幾週裡，我們需

要一項長期計畫來修復僱傭保險

計畫，以便幫助那些無法返回工

作但仍需要接濟的人。」他在一

份聲明中說。

保守黨議員 Dan Albas 呼

籲政府做出「簡單的改變」，以

幫助那些不符合領取 CERB 資

格的人。他說，還應該建立內在

的激勵機制，鼓勵人們儘可能地

工作。他說：「隨著企業開始招

聘，民眾不應因重返工作崗位而

受到懲罰。但這正是自由黨制定

的計畫的漏洞，每月收入超過

1,000 元會導致失去領取 CERB
的機會。如果月收入達不到

2000 元，還不如呆在家裡領取

補助，這就是為什麼保守黨呼籲

政府提高 CERB 的靈活性，以

鼓勵更多人出來工作。」

每月收入超過 1,000 元的員

工無資格領 CERB。保守黨呼

籲採取一種更靈活的策略，使人

們在工作更長時間的同時，也能

領取一定比例的 CERB 救助。

【看中國訊】據《環球郵報》

報導，6 月 9 日加拿大國際貿易

部收到來自中國的 16 項關於在

硬木和軟木原木產品中發現有害

生物的違規通知。該部發言人

Ryan Nearing 表示，加方正展

開相關的調查，目前還未影響到

其他對中出口產品。

加 拿 大 商 會 主 席 Perrin 
Beatty 則懷疑中方利用貿易問

題來實現政治目的。他說，從未

聽說加拿大出口的木材中有任何

害蟲問題。

2018 年 12 月，加拿大按

加美引渡條約，逮捕了在美國被

控欺詐等罪的華為財務總監孟晚

舟。之後，中方以發現害蟲等藉

口，抵制加拿大的油菜籽、肉製

品等農業產品進口中國。

此次中方提出原木產品有害

生物問題，發生在卑詩最高法院

裁決孟晚舟符合「雙重犯罪」，

引渡案繼續進展之後。

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成競業

曾警告澳大利亞，如堅持對新冠

病毒疫情展開獨立調查，將引發

中國消費者對澳方的抵制，涉及

到訪澳的學生與遊客，以及澳洲

牛肉和葡萄酒對中國出口等。

jinfanhao@hotmail.com jinfanhao168

【看中國訊】加國多個主要

城市的公寓及房地產出租數據顯

示，隨著疫情禁令逐步解除，

Airbnb 的預訂量仍然急劇減

少，以至於這些帶家具的單位都

投身到長期出租市場，令租金進

一步下調。

Condo.ca 數據顯示，從今

年 2 月至 6 月期間，長期出租

市場上的公寓單位有明顯增加。

以多倫多的「冰雪公寓（Ice 
Condos）」為例，這個公寓曾

是最為熱門的 Airbnb 之一，

但現在熙來攘往的情況已經不

復存在。Condo.ca 聯合創始人

Andrew Harrild 說，「以冰雪公

寓為例，現在有 147 個單位出

租，對比 2019 年只有 19 個單

位出租，很不可思議」。

公寓租客 Joyce 接受訪問時

表示，起初她以為 Airbnb 旅客

減少與肺炎疫情下，Airbnb 加

強了清潔協議有關，但後來發現

是旅客整體減少了許多。「以前

幾乎每天都有人拿著行李進入大

樓，讓整個公寓都有酒店的感

覺。現在我感覺更乾淨、更安靜

了。」

多倫多另外一棟熱門的

Airbnb大樓位於155 Yoirkville 

Ave.，6 月 12 日有 75 個長租單

位，此前 2月份只有 75 個。

《金融郵報》報導，專注於

短租市場的分析公司 AirDNA
數據顯示，多倫多、溫哥華、

蒙特利爾的 Airbnb 房源數量都

有明顯下降。在溫哥華，1 月

的 Airbnb 上有 4328 個房源，

到 4 月只有 3651 個，減少了

18.5%。多倫多和蒙特利爾也分

別下降了 20% 及 22%，這是今

年才出現的現象。

Urbannation 數據則顯示，

大多倫多地區有家具及無家具

的出租房源都在增加，與去年

相比，完整裝修的房源增加了

12%，反映 Airbnb 轉化成長租

單位的比例增加。

麥吉爾大學城市研究教授

David Wachsmuth 去年 6 月發

表報告顯示，Airbnb 能將大概

3.1 萬個加國長租單位轉化成短

租單位。此外，Airbnb 在蒙特

利爾近 30% 收入來自僅 1% 的

房東，反映投資者購買多處房產

的目的就是將其放到短租市場

上，而不是長租市場。

不 過，Condo.ca 統 計 發

現，自疫情開始以來，有家具

及無家具房元的租金都下降了

10%。在多倫多市中心活躍多

年的經紀 Harrild 表示，這是 6
年來首次出現持續的租金下調。

「在疫情前，市中心 1 房公寓不

會低於每月 2200 元，但現在你

看到價格在 1800 元左右。」不

過他也強調，這是一個令市場價

格回到平衡的好現象。

分析也指出，2020 年有近

3 萬套新公寓進入市場，這是自

2014 年來最大的年度增長，如

果租金沒有明顯下調，這些單位

大部分將被投資者買入並進入出

租市場，因此在供應增加、需求

減少的情況下，租金將出現進一

步下調。

遊客 
利用漏洞進出班芙引議

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非必要

旅行目前仍然被禁止，但班芙的

居民發現，最近看到了德克薩斯

州、華盛頓州甚至紐約的車牌在

當地出現。

居民 Nina Stewart 受訪表

示，最近朋友都說看到了來自美

國的遊客，「前兩天我就看見從

德州來的車子，那些遊客還笑說

『進班芙多容易啊』。」

根據目前規定，美國人及

車輛可以通過加拿大來回阿拉

斯加，但必須沿著預定的公路

駕駛，需要停車時也要保持距

離。但這一措施也帶來了漏洞。

Airbnb轉投長期出租市場
促加國租金下調

聯邦緊急救助金CERB延長8週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發言人 Judith 
Gadbois 在回覆 CBC 的電子郵

件裡說，「抵達加拿大口岸時，

尋求經加拿大過境到阿拉斯加的

旅客會被要求證明去阿拉斯加的

目的。只有被認為是出自於必要

目的的旅客才能進入加拿大，並

過境到阿拉斯加。」

根據規定，這些美國旅客應

該避開酒店，並只能在 Drive-
thru 購買食物，在休息站上廁

所時也要戴上口罩。

卡爾加里居民 Tim Jones
最近在 Canmore 也看到了來自

賓夕法尼亞州和華盛頓州的車

牌。他說：「你很難知道他們到

底為何出現在這裏。」

不少人也擔心，這些旅客會

忽略自我隔離 14 天的措施，在

加國四處出現。皇家騎警參謀

Michael Buxton 表示，曾接獲

餐館投訴有不遵守規則的旅客出

現，但目前仍不清楚這是大規模

事件還是個別案件。他提醒，如

果在班芙遇到旅客，應該聯繫皇

家騎警和亞省衛生服務機構。

12 日副總理弗里蘭被問及

有關事件時表示，加拿大與美國

官員在有關安排上「總體運行良

好」，他說：「我想向所有加拿

大人及美國人強調，這些限制是

有原因的，是要保護我們大家的

安全。除非你是出於必要原因，

請不要來加拿大。」

6 月 21 日前加美邊境仍然

保持關閉，但上週媒體引述消息

指，兩國正談判繼續延長限制。

班芙小鎮風景如畫（Adobe Stock）

總理特魯多通報疫情。（視頻截圖）

加國木材中發現害蟲加國木材中發現害蟲
與孟晚舟有關？與孟晚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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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司徒恩綜合報導】六月

初起，中國大陸多地出現大雨、暴雨天

氣，導致水患嚴重，截至 6 月 16 日，全

國已有 148條河流發生超警戒水位洪水。

在重慶，至 6 月 12 日，當地已連續

4 天的暴雨或大暴雨，致使重慶所有的河

流水位暴漲。重慶已經啟動洪水防禦Ⅲ級

應急響應。陸媒報導，6 月 11 日，重慶

市水文監測總站已啟動了洪水藍色預警，

重慶市防洪指揮部啟動了防汛Ⅲ級應急響

應，重慶市水利局啟動洪水防禦Ⅲ級應急

響應。 6 月 12 日，重慶市持續第 4 天的

暴雨或大暴雨，許多區繼續發布暴雨紅色

預警信號、或黃色預警信號，日最大降雨

量超過 200 毫米。因連續的暴雨或大暴

雨，重慶城的 47 條河流、以及周邊的所

有河流水位暴漲 1 至 8 米，有些河流超

過警戒水位。

許多城鎮遭水淹，有些地段的積水超

過 2 米，淹沒了許多車輛，許多房屋、

學校、醫院都有進水。有些地區還出現塌

方、泥石流等災害。大陸官媒聲稱至今有

1 人死亡，4 人失蹤，6 人受傷。

有網友在 6 月 11 日發布的視頻顯

示，重慶開州區降特大暴雨，馬路變河

流，車輛遭淹沒，「橋封洞，水漫路，水

從屋中流出」。雨水卷帶著泥沙沿著街

道滾滾而下。

三峽大壩壓力增

三峽大壩位於重慶下游，所有重慶河

流的河水最終都會流向長江，因此重慶長

時間暴雨造成的洪澇，會大大增加給三峽

大壩帶來的洪水的壓力。

迄今為止，中國已經有 148 條河流

發生超警戒水位洪水；珠江流域西江和北

江均發生今年第 1 號洪水，局部地區發

生了洪澇災害。

北京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1 日上午 10
時舉行新聞發布會說，中國現時已全面進

入汛期。而今年汛期重點防範三大風險，

包括超標洪水、水庫失事和山洪災害。陸

媒報導形容，今年的防汛形勢很嚴峻，全

民要做好防大洪水準備。

中國大陸目前共有 9.8 萬多座水庫，

其中 9.4 萬多座是小型水庫。據官媒報

導，許多水庫因長期得不到有效的維護，

不同程度存在「病險」，並表示這是「防

汛工作的薄弱環節和突出短板」。一旦

一個水庫潰壩，會造成骨牌效應，有可能

連帶著下游許多水壩接連潰壩，造成大的

災難。

分析指，如果三峽潰壩，洪水過了武

漢之後只能從各河流水道泄洪，粗略估

算，武漢—宜昌—岳陽—常德圍成的盆地

約 5.7 萬平方公里也就是 570 億平方米，

三峽庫容量 393 億立方米，三峽的水鋪

滿整個盆地的話，平均每平方米 0.69 立

方米的水，也就是平均水深約 0.69 米，

將對低窪地區造成嚴重破壞。

《財經》副主編羅昌平在微信上發表

文章指出，2015 年國務院發布命令，海

陸空立體保衛三峽條例，偏偏將重慶排

除在保衛工作之外，此舉正凸顯了三峽

的一大隱患。 2015 年 9 月 16 日，李克

強簽署國務院令，公布了《長江三峽水利

樞紐安全保衛條例》，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針對三峽工程的海陸空立體

及從中央到地方四級防衛條例。此條例

的發布，凸顯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的危險

增大。

中國南方持續暴雨 三峽大壩增壓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6
月 15 日，美國兩名共和黨眾議員向

聯 邦 政 府 問 責 辦 公 室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 提出 : 重
審中國「濫用」EB-5 投資移民簽證專案。

這兩名議員是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成員

雷申塔勒 (Guy Reschenthaler) 及委員會

首席共和黨成員喬丹 (Jim Jordan)，在他

們聯名發函給聯邦政府問責辦公室總審計

長 (Comptroller General) 多達羅 (Gene 
Dodaro) 的信中指出 :「2020 年 5 月 21
日，川普總統宣佈了對中國的採取一項新

戰略方針，目標是『保護美國人民、國土

和生活方式』，因此，我們寫信請求聯邦

政府問責辦公室審查中共濫用 EB-5 投資

移民簽證專案的程度。」

兩位議員在信件中也提供數據說，

在 2012 年至 2018 年期間，每年近 1 萬

份的 EB-5 簽證，其中有 80% 是被在中

國出生的申請者獲得。信中指稱 :「儘管

EB-5 專案在刺激資本投資、創造就業機

會方面大有貢獻，但近年來，很明顯中共

可能在濫用這個專案，讓其成員獲得美

國永久居留權。」兩位議員在信中也建議

數項觀點，希望 GAO 就美國公民及移民

服務局為發現 EB-5 專案中是否有欺詐行

為；或者讓中共躲避審查的方法，以及有

關提出申請的投資者是否從中共或與其有

關的機構獲得 EB-5 投資資金等，進行嚴

格審查並報告。

他們認為，隨著美國國會重新評估與

中國的關係，因此是時候再次審查 EB-5
項目的時機。據彭博社報導，美國共和黨

參議員也對 EB-5 計劃提出質疑。

EB-5 簽證是美國國會在 1990 年

制定的一項計劃，由美國公民和移民服

務 局 (US.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負責操作，每年約發放 1 萬張

投資移民綠卡，主要目的是刺激美國經濟

發展、提供本地就業機會。一般情況下，

投資申請人設立至少要僱用 10 名美國人

的企業公司，並至少投資 90 萬美元，就

可以順利獲得 EB-5 簽證，繼而獲得美國

移民綠卡。

另一方面，雷申塔勒在同天也提

出了《終結中國共產黨入籍法案》(End 

Chinese Communist Citizenship Act)，
以阻止中國共產黨員獲得美國綠卡。他指

稱，中國共產黨不斷在全球舞臺上從事有

侵略性的和不計後果的行為，包括竊取美

國的智慧財產權、違反國際貿易法，犯下

令人髮指的侵犯人權的罪行，特別是隱瞞

中共肺炎（COVID-19）疫情，使全球無

法有效防範病毒導致大流行。他說 :「很

明顯的，中共黨員和我們美國人的理想和

價值觀不一樣。 我們不應該允許他們享

有作為美國公民的所有特權。 」
其實，中國當局正是利用一些中國學

生，主要是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人員，以

非正當的方式獲取美國的智慧財產權。美

國總統川普也在今年 5 月 29 日頒發總統

公告，為保障美國國家安全，6 月 1 日起

將暫停和限制頒發 F 和 J 簽證給與中國

軍方有關聯的學生或研究人員。總統公告

說 :「中國正進行調動使用多方資源廣泛

行動，以獲取美國的敏感技術和智慧財產

權，部分是為了增強其軍隊的現代化和能

力，這對我們國家的經濟和美國人的安全

而言，是一項威脅。」

【看中國記者理稜康譯】喬治．佛洛

德 (George Floyd) 的弟弟菲洛尼斯．佛

洛德 (Philonise Floyd)6 月 14 日明確表

示反對不斷擴散的「解散警察」(Defund 
Police) 運動。 他說：「警察可以做他們

應做的工作，並且仍然保持對他人的尊

重。」 而佛洛德家族的律師也聲明，他們

沒有推動解散警察部門的運動。

據福克斯新聞網報導，喬治．佛洛

德的弟弟菲洛尼斯．佛洛德、表弟泰特

(Tate)、弗洛伊德家族的律師本傑明．

克魯普 (Benjamin Crump) 與《福克斯新

聞》的節目主持人亞瑟．內維爾 (Arthel 
Neville) 一起討論了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

利斯警方手中不幸離世的事件。

此前，菲洛尼斯．佛洛德在《美國新

聞總部》上表明態度說 :「我希望美國所

有的警察都能找到工作，並以對的方式、

正確的方式去做工作。 ( 那樣 ) 無辜的人

就不必死。 」
「您可以盡自己的一份努力，並且仍

然保持對他人的尊重。」菲洛尼斯發表的

這一評論，正當他的哥哥在 5 月 25 日死

亡後，越來越多的人呼籲削弱執法之際。 
而隨著暴力抗議活動在全美各地爆發，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宣佈了「全國切

斷警察資金 ( 解散警察 ) 的呼籲」。 該
運動得到了著名的民主黨人和一些名人的

支援。但佛洛德家族律師本傑明 · 克魯普

告訴主持人內維爾，推動斷資警察的努力

「並非來自菲洛尼斯．弗洛伊德的家人或

與我們合作的任何人。 」

【看中國訊】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近

期受到蝗蟲侵襲，而在中國東北的吉林省

和黑龍江省，多個市縣近日亦發現蝗蟲，

其在一平方米的密度最高達到 50 只。

據報導，吉林省吉林市農業農村局近

日發布緊急通知，要求全力做好蝗蟲監測

與防控。當中寫道，該市蛟河市、樺甸

市、永吉縣、龍潭區、昌邑區、船營區等

地的部分荒地、林地、崗地等處已發生蝗

蟲為害，呈點片發生。截至 6 月 4 日，

全市蝗蟲發生面積約 13.4 公頃，平均發

生密度 10-20 只 / 平方米，密度高的可達

50 只 / 平方米，為害部位大都為闊葉草

本植物的嫩葉，危害狀為缺刻狀，個別導

致整片葉子被吃光。

通知還說，全市農田尚未發生蝗蟲

為害，目前蝗蟲處於蝗蝻階段。市農業

農村局植保專家提出防控措施建議，高

度重視蝗蟲防控工作。如出現大面積、

高密度發生情況，要及時上報，組織開

展統防統治、聯防聯治，確保農田免受

蝗蟲所害。

據報導，蝗蟲在當地又叫「土螞

蚱」，一年發生一代，多數以卵在土中越

冬，越冬卵約於 5 月中、下旬至 6 月上

旬孵化。 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以前多為

蝗蝻（蝗蟲幼蟲）階段。 7 月上中旬是

成蟲發生盛期，也是為害盛期。除危害糧

食作物外，還可危害果樹、蔬菜等，但危

害性比飛蝗小。隨著蟲齡的增加，遷移力

增強，逐漸向農田蔓延擴散，如不及時

防治能把大片作物吃光，嚴重影響農業

生產。另外，黑龍江省林業和草原局於 6
月 1 日發通報，稱自 5 月中旬以來，黑

龍江省哈爾濱市周邊區、縣（市）在林

地邊緣出現小面積高密度蝗蝻，局部區域

情況相對比較嚴重。

通報還說，截至 13 日，全省除哈爾

濱市周邊已報告的 5 個區、縣（市）發

生蝗蟲蟲情 24631 畝外，佳木斯市郊區

和樺川縣也發現小面積蝗蟲蟲情，總計面

積約 50 畝左右，其他市（地）尚未發現

蝗蟲蟲情。

【看中國記者鍾琺綜合報導】京東集

團預定 6 月 18 日在香港上市，然而集團

創始人劉強東卻在近日卸任旗下 5 家公

司的高層職務，此舉引起了市場關注。

中國企業資訊網站「天眼查」資料

稱，自 6 月 11 日起，京東集團創辦人劉

強東卸任了該集團旗下 5 家公司的高層

職務，包括天津京東啟正貿易有限公司經

理、廊坊京東吉特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

廊坊京東冠馬貿易有限公司經理、廣東京

東雲錦揚資訊技術有限公司經理和昆明京

東雲科物流有限公司總經理等。與此同

時，劉強東助理張雱也辭去上述 5 家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職務。

由於京東集團近日公開宣佈，該集團

預期將於 6 月 18 日在香港上市，國際發

售與香港公開發售的最終價格都已確定為

226 港元。 因此，劉強東近期的卸任引

發市場的關注。

自 2020 年 4 月 2 日，劉強東不再

擔任北京京東世紀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執行董事、總經理職務，由京東

零售集團執行長徐雷接任。央視 2019 年

11 月 7 日稱，劉強東因個人原因辭去第

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但央視新聞報導

並沒有說明劉強東辭職的具體原因。

官方網站信息顯示，據全國政治協商

會議章程第 38 條規定，「因工作變動或

其他原因不宜繼續擔任委員的，本人應當

辭去委員。 對違反社會道德或存在與委

員身份不符行為的，應當及時約談或函

詢，經提醒仍不改正的，應當責令其辭去

委員。 」另有，第 39 條規定，「對違法

違紀的委員，全國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

員會或地方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應當依照法

律和有關規定作出相應處理。 」
綜合美國媒體報導，美國當地時

間 2018 年 8 月 31 日晚，因涉嫌「性犯

罪」，明尼阿波利斯警方逮捕了劉強東。  
9 月 1 日下午，劉強東釋放。 隨後，京

東集團在新浪微博發表官方聲明稱，劉強

東遭遇了「不實傳言」和「失實指控」，

「當地警方調查未發現有任何不當行

為」。 明尼阿波利斯員警局發言人約翰 ·
艾德則表示，此案仍在調查當中，警方決

定不繼續對其拘留， 調查期間劉強東的活

動不受限制，甚至可離開美國，因為警方

相信必要時可聯絡到劉強東。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美國

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共和黨人週一

（15 日）針對中共肺炎（COVID-19）起

源和爆發過程，發表初步調查報告。 報
告證實，北京從未正式向世衛通報疫情，

已違反《國際衛生條例》。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

成員麥考爾（Michael McCaul）率領

小組發表了這份報告。這份長達 50 頁

的報告，題為「少數黨中期報告 : 關於

Covid-19 全球大流行病起源——包括

中共與世衛組織角色」這是各界多月強

烈譴責中共隱瞞疫情以來，由美國國會

出臺的首份官方報告。 報告按照時間

點，詳細列明去年 12 月以來中共肺炎

（COVID-19）各重要事件的發生，讓公

眾對初期疫情的爆發和當局的應對有完整

概括的瞭解。報告也說明，中國共產黨政

府如何隱匿疫情資訊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在

其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美議員要求 重審EB-5簽證
美報告稱

北京違反國際條例

大批蝗蟲現身中國東北

即將在香港上市 劉強東卸任京東

中國南方暴雨（網圖）

中國南方暴雨（網圖）

（「吉林市發布」截圖）

佛洛德家人
反對解散警察

Michael McC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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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作為中國首個自由貿

易港，海南自貿港受到各界

關注，上世紀末海南房地產

一夜間崩盤成為揮之不去

的夢魘，6月16日消息，大型

央企中石化已經在海南成

立全資子公司，從事房地產

開發經營。

中方官媒 6 月 16 日報導，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中

石化）近日於海南註冊了一家

全資子公司，名為海南賽諾佩克

有限公司，成立時間為 2020 年

6 月 11 日。該公司的經營範圍

顯示為：房地產開發經營、職業

中介活動（依法須經批准的項

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

經營活動），並且包含住房租賃

及非居住房地產租賃等項目。

在 6 月 1 日，北京官方發

布〈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

案〉，詳述對這個經濟特區前景

的規劃，顯示海南自貿港的實施

範圍為海南島全島。

6 月 8 日，中國財政部、發

改委、商務部、央行和海南省政

府等部委召開聯合發布會。海南

省委書記劉賜貴稱，將深刻吸取

中石化已在海南成立全資子公司，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Adobe Stock）

海南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大起大落

教訓，嚴格控制房地產。

劉賜貴的表態讓人不禁想起

中國房地產歷史上曾經發生的那

次崩盤，上世紀 90 年代那場噩

夢般的房地產泡沫破裂事件，一

直令官方心有餘悸。

海南原是在廣東省的行政轄

區內，1988 年建省和成為經濟

特區。不過 30 年來，海南省的

發展一直滯後於中國其他沿海省

市，差距甚至有所擴大。

1992 年，鄧小平「南方講

話」一錘定音。接著，中共中央

提出加快住房市場改革步伐；中

國國務院審議批准海南吸引外資

開發洋浦經濟開發區……

一時間利好不斷，海南房地

產市場開始火熱。「要掙錢，到

海南；要發財，炒樓花」，成為

淘金者的口頭禪。彼時，面積不

大的海南島上竟然出現了兩萬多

家房地產公司。

海南房價一日千里，從

1988 年到 1991 年，海口、三

亞等熱門地區商品房價格基本

維持在 1300 ～ 1400 元 / 平方

米之間，而 1992 年就躥升到

5000 元 / 平方米，1993 年更是

達到 7500 元 / 平方米的巔峰，

兩年翻了三倍以上。當時海南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2000 多

財經簡訊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6 月 15 日，美國商務部允許美

國公司與華為就 5G 標準進行合

作。外界有美國是否放寬對華為

限制的疑問，相關官員也對媒體

做出回應。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在聲明中說：「商務部致

力於通過鼓勵美國企業充分參與

並倡導美國技術成為國際標準，

來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

策利益。」而在一年之前，美國

商務部以國家安全考慮為由，將

華為列入實體名單，禁止美國公

司在未獲商務部許可證的情況下

與華為進行任何業務往來。

據路透社引述相關官員說，

雖然商務部將允許美國公司與華

為就 5G 標準合作，但這不應被

視為美國放寬對華為的限制。

據華盛頓貿易律師沃爾夫

（Kevin Wolf）表示，該修正案

「將大大幫助美國企業維持在國

際標準制定組織中的領導地位，

並且不影響政府達成對華為的目

標。」越來越多的信息顯示，華

為在海外的擴張之路越來越窄。

由於很多基礎性的半導體供給被

拒絕提供，華為的 5G 手機開發

等將受到影響。美中圍繞高科技

領域的競爭進一步激化，供應鏈

斷裂的風險越發明顯。

【看中國訊】肺炎疫情大流

行，已促使更多跨國企業計畫將

供應鏈撤出中國大陸。根據瑞銀

（UBS）對全球企業財務長所做

的調查顯示，在中國擁有製造業

務的跨國企業中，有 76% 希望

至少把部分產能移出中國，這可

能導致7500億美元出口額蒸發。

據《自由時報》引述美國福

克斯新聞報導，共有超過 450
位企業財務長接受瑞銀的調查，

其中有 34% 表示，他們公司在

中國有製造業務。調查顯示，

並非只有美國企業想將產能移

出中國，85% 總部位於北亞的

公司，以及 60% 中國廠商也表

示，他們計畫從中國至少移出部

分產能；將這 3 部分加總，代

表中國每年 2.5 萬億美元的出口

額中，有 30% 可能會移走，總

值高達 7500 億美元。

在接受調查的公司中，有

92% 的醫療保健公司和 89% 的

消費必需品公司，已將產能轉移

出中國或計畫這樣做。與工業

（69%）和材料（57%）製造商

相比，科技業（80%）和非必

需消費品（76%）製造商，更

有可能移出中國。接受調查的美

國公司中有 82% 表示，他們希

望將產能帶回美國。

元，三年的純收入才買得起一平

方米的房子。與之對比，1992
年中國的商品房均價只有 995
元 / 平方米，而北京、上海、

廣州和深圳這四大一線城市的

商品房均價直到 1998 年都還在

5000 元以內。

1993 年 6 月 23 日， 時 任

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發表講

話，宣布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

全面控制銀行資金進入房地產

業。最後海南樓市泡沫破裂，

留下 600 多棟「爛尾樓」、1 萬

8834 公頃閒置土地和 800 億元

積壓資金，僅四大國有商業銀行

的壞帳就高達 300 億元。部分

爛尾樓長期得不到盤活，一度變

為養豬場。

為房地產企業提供資金的銀

行也陷入其中，不少銀行的不良

資產率達到 60% 以上，僅建設

銀行一家，先後處置的不良房地

產項目就達 267 個。

1995 年，海南省政府決定

成立海南發展銀行，以解決金

融機構被套房地產而導致的資

金困難問題。然而，這家銀行

僅僅支撐了兩年，便因擠兌危

機而被迫關閉，成為中國銀行

業倒閉第一案。

海南夢魘 又被央企盯上   

美國商務部修改5G規則 
華為獲得喘息機會？

76%跨國企業
擬將產能轉移

連續4天拋售騰訊股票  
馬化騰套現43億港元
【看中國訊】Wind 數據顯

示，騰訊董事局主席馬化騰 6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Calgary  |  info@kt-lucky.cominfo@kt-lucky.com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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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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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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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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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中國製造 2025」也是北

京當局實施所謂「製造強國」戰

略的首個十年綱領。該計畫於

2015 年 5 月 8 日由中國國務院

公布，5 月 19 日正式印發。

由於北京當局通過政府補

助與政策保護等方式來補貼製

造業的廠商，並以各種方式控

制、竊取產業鏈的技術，這引

發美國等國對保護知識產權各

方面的擔憂。

2018 年 4 月，美國總統川

普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一

些名單與「中國製造 2025」有

關。同年 5 月 29 日，川普再次

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 500 億美

元商品徵收 25% 的關稅，而其

公告則直接指明和「中國製造

2025」相關。

隨後北京當局逐漸降低了

聲調，不再大規模宣傳「中國

製造 2025」。但是，5 月結束

的中共「兩會」上，中共總理李

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新

基建」政策引發外界關注。報告

中說：「要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

「中國製造2025」改頭換面捲土重來

月 9 日至 12 日出售總計 965
萬股騰訊股票，出售均價在

433 ～ 450.27 港元之間，此次

共計套現約 42.9 億港元，持股

比例由 8.53% 降至 8.42%。今

年 1 月 14 日至 17 日期間，馬

化騰亦曾連續 4 個交易日沽貨，

累計涉及 500 萬股股份，套現

近 19.96 億港元。

初步統計，馬化騰過去 15
年以來 16 度大幅減持騰訊股

票，累計套現金額超過 230 億

港元。 不過馬化騰作為騰訊

董事局主席，只要持股未低於

5%，仍是公司主要股東。

四川信託違約4千萬  
信託產品違約恐創新高

【看中國訊】根據彭博社報

導，中國的信託產品規模達 3
萬億美元，而杭州鍋爐集團 6
月 16 日的一份文件顯示，四川

信託無法支付 4000 萬元人民幣

的款項。曾經快速發展的影子銀

行業正因中國經濟放緩、疫情封

鎖而受打擊，恐再創信託產品違

約新高。據天眼查顯示，四川信

託是經中國銀監會批准、四川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記註冊，於

2010 年正式成立，該公司註冊

資本 35 億元。

中國今年有數萬億元人民幣

的信託產品到期。根據數統計據

顯示，去年有 118 種信託產品

違約，創紀錄新高，此數字今年

可能上升。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維基百科）

設、發展新一代信息網絡、拓展

5G 應用、建設充電樁、推廣新

能源汽車……」

據中方官媒報導，北京希望

在今年年底前將 5G 基地臺數量

增加兩倍以上，達到 60 萬個。

今年 3 月，中方三大國有

電信運營商共同承諾將投入建設

5G 基地臺。地方政府已紛紛公

告各自的投資計畫，今年年初以

來，北京、上海和其他十幾個省

市政府已承諾在新基建投入 6.6
萬億元。北京將在未來五年內，

為人工智慧、數據中心和 5G 移

動通信等領域投入超過 8.5 萬億

元。臺灣智庫諮詢委員張國城接

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認為，中共

「新基建」政策的頒布以政治任

務第一、保就業第二。其中，保

就業一定要增加公共投入，而新

基建包括很多固定資產投資，都

是要達到增加就業。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中國製造2025」
是北京當局於2015年提出

來的製造業政策計畫，這引

發美國等國對保護知識產

權各方面的擔憂。現在，北

京以新基建和5G等領域的

發展將「中國製造2025」改

頭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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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人社部網站 6 月 16 日消

息，中共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

員名單公布：任命胡振江為中國

民用航空局副局長；任命楊進為

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同

時免去孟慶豐的公安部副部長職

務；免去李健的中國民用航空局

副局長職務；免去瀋陽的常駐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職務。

6 月 15 日，公安部官網領

導信息一欄已經調整，公安部副

部長孟慶豐的名字和簡歷已經

撤下。

公開資料顯示，孟慶豐，

1957 年 6 月生，山東沂南人，

他長期在浙江省公安機關工作，

曾先後任鄞縣公安局副局長，寧

波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主

任、局黨委副書記，舟山市委常

委、公安局長，浙江省公安廳副

廳長（巡視員）等職務。 2009
年 3 月，孟慶豐調任公安部，

任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局長。

2014 年 11 月任公安部部長助

理，2015 年 6 月被任命為公安

部副部長。

孟慶豐被視為習近平的舊

部，在 2009 年進入公安部之

前，孟慶豐在浙江公安干了 30
年，官至浙江省公安廳副廳長。

2002 年 10 月，習近平轉任浙

江省副省長、代省長，一直到

2007 年 3 月習近平被調任中共

上海市委書記，在近 3 年時間

裏，孟慶豐是習近平直接下屬。

在擔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幾年

時間裏，孟慶豐有「兩個身份」

為人所熟知。 
一個是「股市救火隊長」。

2015 年 5 月開始，中國 A 股

大跌。據大陸媒體的報導稱，

2015 年 7 月 9 日，位於北京金

融街的中國證監會門前停著警

車。履新公安部副部長 13 天的

孟慶豐，帶隊赴證監會，會同證

監會排查近期惡意賣空股票與股

指的線索。由公安部副部長帶隊

高調介入股市異動，這還是中國

股市開市 25 年來第一次。

此外，孟慶豐還有一個身

份是公安部組織開展的「獵狐

2015」專項行動領導小組組長。

近幾個月來，中共公安部人

事大地震，其中最受外界關注的

是公安部原副部長孫力軍 4 月

19 日被宣布因涉嫌嚴重違紀違

法「落馬」。孫被查後，中共公

安部曾多次表態要肅清孫力軍流

毒影響。

公安部近期的人事變動還

有，4 月 14 日，中共官方宣布

免去王小洪北京市公安局局長職

務，該職由新任北京市副市長亓

延軍接任。

今年 4 月起，年滿 65 歲的

傅政華接連被免去司法部黨組副

書記、司法部部長、依法治國委

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三個職務。 5
月 19 日，被增補為全國政協社

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對此有

分析，傅政華被貶閑職，看來其

好景不長了。

近日推特上還傳出消息，6
月 14 日凌晨，傅政華的下屬、

中共司法部政治部主任馮力軍，

從自己 16 樓的住所跳樓自殺。

有觀察人士認為，其自殺或與原

司法部部長傅政華權鬥失勢有

關。目前該消息還未得到官方

證實。 

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被免職

生活糜爛無度 前保監會主席項俊波獲刑11年

重慶公安局長落馬 陳敏爾表態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6 月 16 日，中國保險監督管理

委員會前主席項俊波因受賄罪被

判處有期徒刑 11 年。項俊波落

馬後，諸多腐敗醜聞被挖出，不

僅有眾多情人，還有私生子。

據媒體報導，中國江蘇省常

州市中級法院 6 月 16 日公開宣

判項俊波受賄案。項俊波被判處

有期徒刑 11 年，並處罰金人民

幣 150 萬元。項俊波被指控在

2005 年至 2017 年間，直接或

者通過特定關係人收受財物、折

合人民幣 1862 萬餘元。

項俊波 2018 年 4 月落馬，

同年 9 月被雙開。在雙開通報

中，當局批項俊波「搞權錢交易、

權色交易」、「為謀取個人政治

利益，濫用審批權和監管權」等。

自 2011 年 10 月起項俊波

調任中國保監會主席後，保險行

業亂象叢生，包括一批民營資本

大老進入保險業，如：肖建華、

吳小暉、張峻、劉益謙等。

項俊波被抓後，交代了大

批金融、保險大鱷。據《明鏡郵

報》引述來自北京的消息說，他

供出了安邦保險集團前董事長

吳小暉。吳小暉於 2018 年 5 月

以集資詐騙罪、職務侵占罪被

判 18 年，沒收財產 105 億元人

民幣。之後還被追繳違法所得

752.5 億元。

有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曾

透露，項俊波還與「明天系」掌

門人、大陸金融大鱷肖建華關係

密切，而肖建華可調動的 2 萬

億元資金範圍內很大一部分是保

險資金。肖建華自 2017 年大年

三十從香港被帶回大陸接受調查

後，至今杳無音信。

報導指，吳小暉和肖建華都

是曾慶紅家族的「白手套」，為

中共江派人物家族在海外走資、

洗錢等提供幫助。

隨著項俊波落馬，其諸多腐

敗細節也被媒體披露。《中國經

營報》2018 年 11 月報導，項

俊波曾在北京金融街核心區購置

一套面積為 263平方米的房產，

該房是項俊波和妻子楊某給女兒

購置。報導說，項俊波和一孫姓

女子交往後，孫某提出想要這套

房，項俊波沒有答應，二人因此

吵架，之後項俊波趕緊處理掉這

套豪宅，最後，該房以約 1100
萬元的價格成交。

此外，項俊波的私生活糜

爛無度。《中國時報》引述消息

指，項俊波十分好色，經常在辦

公室與下屬發生不正當關係。在

保監會、審計署、央行、農業銀

行工作的漂亮人妻，很多都跟他

有過不正當關係，據悉他搭上的

人妻多達 123 人。消息指項俊

波有 21 個固定情婦和 6 個私生

子，但經親子鑑定後只有一個是

他親生，其餘 5 個均給他戴了

綠帽子。

《匯報》更指項俊波不但有

私生子，還為了擺脫私生子嫌疑

與情婦假結婚，但實際上他一直

與第一任妻子住在一起。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6 月 14 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網站發布消息稱，重慶市副市

長、公安局局長鄧恢林涉嫌嚴重

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

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陳敏爾在 6 月 14 日的重慶

市委常委會上稱，大家一致表

示，擁護「黨中央決定」，要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

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

2017 年 7 月，原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孫政

才落馬之後，習近平的親信陳敏

爾開始主政重慶，隨後他晉升中

共政治局委員。陳敏爾在重慶曾

掀起清除「薄王遺毒」、「孫政

才影響」運動，多次在公開場合

批判薄熙來和孫政才。

據海外媒體人何頻爆料稱，

鄧恢林曾是前中共中央政法委書

記孟建柱的辦公室主任，拿下鄧

恢林是圍攻孟建柱。

鄧恢林，1965 年 3 月生，

湖北武漢人，曾長期在湖北任

職，2010 年開始擔任宜昌市

公安局局長，由此正式進入警

界。後任湖北省公安廳副廳長；

2015 年至 2017 年調任中央政

法委辦公室主任兼反分裂指導協

調室負責人，時任中央政法委書

記是孟建柱。在中央短暫任職 2
年後空降重慶任副市長、黨組成

員，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

等職。

鄧恢林接任的重慶市公安局

局長被認為是一個敏感職位，外

界也將其稱為高危崗位。除了鄧

恢林，此前已經有三名前重慶公

安局局長落馬，他們分別是朱明

國、王立軍、何挺。

鄧恢林空降重慶之時，當時

重慶正在人事動盪中，其前任重

慶市公安局長何挺被查。

2017 年 6 月，何挺被免去

重慶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職

務。通報稱，他為謀求職務晉升

搞攀附，長期搞「迷信活動」，

對抗審查等。

落馬的王立軍被視為原重慶

市委書記薄熙來「打黑幹將」，

2012 年叛逃美國駐成都總領

館，從而引發隨後的薄熙來事

件。他因徇私枉法、濫用職權、

叛逃和受賄四項指控，在 2012
年被判有期徒刑 15 年。

還有朱明國，他曾在 2001
年至 2006 年任重慶公安局局

長，於 2014 年在廣東省落馬。

《法制晚報》曾報導，「辦案人員

在其家中搜出大量黃金、鈔票，

用箱子分裝在一起，足足拉了十

餘車。其中有部分鈔票都受潮發

霉。」朱明國於 2016 年被判處

死刑，緩期兩年。根據檢察院的

指控，朱收受財物人民幣 1.41
億餘元，並對另外人民幣 9104
萬餘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近幾個月來，中共公

安部人事頻頻變動，日前

中共國務院發布消息稱，

免去孟慶豐的公安部副部

長職務。孟慶豐被視為習

近平的舊部。

華春瑩眨眼承認有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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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中共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在 6 月 12 日的例行

記者會上，批評推特「充斥負能

量」。此過程中，華春瑩狂眨

眼，這番回答被認為是間接承認

了北京網軍「入侵」推特。

美國社交媒體推特公司 6
月 11 日表示，該公司刪除了約

17.4 萬個帳戶，其中有 23,750
個「高度參與」傳播虛假信息的

帳戶。這些帳號大量傳播有利於

中共官方敘事的言論及虛假信

息。兩家獨立智庫發現了這群網

軍的行為模式，有許多疑點。

推特公司發布聲明說，這些

帳號主要用中文發推，散布有利

於中共的地緣政治信息，並且同

時繼續兜售有關香港政治動態的

虛假信息，違反了操作規則。

6 月 12 日，有記者提問推

特刪除帳號的問題。華春瑩回

答，在推特等社交媒體上充斥著

「針對中國的惡毒謊言」，因此

那裡需要有「中方發出的正義的

聲音」。

網友發現，華春瑩在說這番

批判所謂「推特謊言」的過程中

高頻率眨眼，在短短 49 秒內就

眨眼 55 次。

說話時常高頻眨眼，已經被

標記為華春瑩的一大特點。有網

友解讀說，她眨眼頻率奇特，是

因為需要組織語言扯淡，很多時

候你看尤其是外交部發言人說話

說了一大堆，其實你會發現他們

等於甚麼都沒說，而且他們說的

話又毫無破綻，一點有用信息都

沒透露。

公民力量副主席韓連潮曾

發推文說，肢體語言從不撒謊：

「心理學研究發現：人的肢體語

言從不撒謊。頻繁眨眼這種微表

情就是知道自己撒謊，也知道聽

者知道自己在撒謊的特徵。華春

瑩說話時不斷眨眼，真是心理學

課堂的絕好標本。」

孟慶豐不再擔任公安部副部長、黨委委員。（網路圖）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http://www.c愀lg愀r礀chi渀攀s攀.c漀m/礀攀ll漀wp愀g攀/m愀i渀.php?t礀p攀=2&id=441
谷歌博客：http://戀l攀ssi渀gsw攀ll渀攀ss.戀l漀gsp漀t.c愀
微信公眾號：張碩博士班芙醫話（微信號：banff yihua）

接受公司保險（針灸、2200 小時
按摩資質）、WCB；首診優惠；
老人及兒童享受特惠！

年寒窗習醫，㠀年從師磨礪，㈀　餘年深研醫道，加
上數萬計的醫案剖析，永無止境的醫學探究，不斷造就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一：

【漸凍人症，即肌萎症】一位病人患肌萎
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即漸凍人症近一年，
求治西醫無效。轉至本門診，經治二個月
後，肌肉逐漸長起；七個月後，肌肉形態
及功能基本恢復，行動自如；十個月後，
西醫認為已基本康復。患者感慨「我覺得
自己又活過來了！」

              病人反饋之二：

【視網膜脫離】一位病人高度近視，突發
視網膜脫離，手術後視網膜水腫，視覺模
糊，影響精確視力，不能開車。病人來本
門診，經過二個月針灸及中藥治療，雙眼
矯正視力達 0.8。「（開車中）我能看清
路邊的樹葉了！」病人興奮地說。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谷歌博客：http://戀l攀ssi渀gsw攀ll渀攀ss.戀l漀gsp漀t.c愀
微信公眾號

接受公司保險（針灸、2200 小時
按摩資質）、WCB；首診優惠；
老人及兒童享受特惠！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116,738–3 Ave SW
諮詢 / 預約 / 定座電話（粵、國、英語）403-255-5288 403-255-6009

項俊波（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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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國安法立法風聲傳出之

際，就引爆了香港民眾的憤怒，

甚至上街抗議。美國隨即發表強

烈聲明護香港，美國總統川普更

揚言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

凍結北京高官在美資產等，歐洲

多國也加入聲援譴責北京。

不過，16 日新華社的發表

通稿，預告人大常委會的議程，

從 18 日開始的會議，會將港版

國安法列入議程。除了港版國安

法之外，還有檔案法修訂草案、

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草案、人民

武裝警察法修訂草案，以及振興

農村等相關法案。

香港經濟日報引述消息指

出，7 月初才通過「港版國安法」

已較外界預期晚，然而人大常委

會通過相關法律的期限是香港

立法會的提名期，即 7 月 18 日

看中國記者黃淨宇綜合報導

第13屆人大會議將在
18至20日舉行，新華社通稿
證實，香港版國安法將被納

入議程。港媒引述消息指，

該法可能於7月初通過立法，
並且爭取在香港立法會9月6
日選舉之前實施。

港版國安法納入人大議程

至 31 日，下屆立法會選舉預定

9 月 6 日舉行。所以為立法設定

期限，是要在立法會選舉前，

「港版國安法」可以正式刊憲立

法，帶來「震懾」效果。

報導又引述消息人士說，

鑑於「港版國安法」極具爭議

性，北京中央希望在法律出爐

之前，盡可能沒有漏洞，否則

有機會帶來更大的動盪，最終

事倍功半。北京方面以為，

在和美國的角力下，「港版國

安法」必須成為「鑲鋼牙的老

虎」，以便向美國和台灣表達維

護領土完整之決心。

本屆香港立法會於 2016 年

底選出，當年的選舉管理委員會

在選前新增要求參選人須填寫一

份聲明確認書，當中列明參選人

須要擁護基本法一些規定，包括

「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離的部分」，選舉主任依據

確認書指部分的泛民主派參選人

不符合要求而取消其參選資格。

目前外界關注「港版國安法」執

行後，是否會變成選舉主任取消

立法會參選人資格的新規。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

示國安法是「合憲合法、合情合

理」，獲得廣大市民支持，並表

示立法可以讓香港回覆安定，引

起港民反彈。

英國歐盟警告北京

路透社報導，16 日英國駐

聯合國大使布雷思韋特（Julian 
Braithwaite）在瑞士日內瓦舉

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警告北

京計劃在香港訂立「國安法」，

將破壞香港的自治和自由。「落

實提出的法案，將直接違背中國

在《聯合聲明》下的國際責任，

該國際條約是由英中兩國同意、

並向聯合國登記」，他說。

布雷思韋特促請中國與香港

港台簡訊

大陸軍機八天三闖台灣防空識別區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

綜合報導】中國軍機近期頻

頻侵犯台灣西南方防空識

別區（ADIZ），引發外界關
注。台灣軍方16日再度確認
大陸軍機進入台灣西南空

域，是8天內第3度來犯。

對此，台灣空軍司令部強

調，空軍運用聯合情監偵作為，

針對台海周邊海、空域狀況，均

能夠充分掌握，且採積極應處作

為，確保國土安全。

大陸蘇愷 30 戰機、運 8 與

殲 10 戰機，分別在 6 月 9 日、

6 月 12 日，以及 16 日進入台灣

西南空域的防空識別區，引發外

界關注。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

會高級助理研究員揭仲受訪說，

大陸軍機頻繁進到台灣防空識別

區西南角空域，非常可能是因共

軍刻意策畫的武力展示行動；甚

至不可排除是中方藉由派遣戰

機，常態化進入到海峽中線南端

及防空識別區西南角這一段空域

演訓的方式，以對台灣進行壓力

測試。

揭仲表示，在中共空軍決

定朝向「遠征型空軍」轉型後，

巴士海峽已經成為共軍「體系

化」空中兵力進入到西太平洋的

重要空中走廊；讓強化對海峽

中線南端及台灣防空識別區西

南角附近空域的掌控，成為了

共軍確保此一空中走廊北側翼

安全之重要行動。

美台增強軍力演習

《蘋果日報》報導，台灣也

在近日增強戰機戰力，過去負

責攔截中共戰機的台軍 F-16 戰

機只可掛載 2 枚 AIM-120 中程

空對空飛彈以及 2 枚 AIM-9 導

彈，無法應對大陸機群的圍攻，

因此需要加派戰機緊急升空。

日前嘉義聯隊第一次開始使用

LAU-128/129 派龍架，也就是

可以增加掛載 2 枚 AIM-120 空

對空飛彈，而且在 F-16V 戰機

上所配備的 AESA 雷達，偵搜

距離為過去A/B型戰機的2倍，

使空防戰力提升至少兩倍以上。

此外，15 日美國海軍的 3
艘航母在巡洋艦、驅逐艦、戰鬥

民眾、機構和司法機關一同「確

保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利和自

由」。路透社指，英國大使對

北京的警告，引來中國駐日內瓦

代表蔣端和北韓代表團副團長龐

光格的反對。

另外，歐洲議會也嚴重關切

中國強推「港版國安法」。中央

社報導，歐洲議會議員日前提出

一份《關於中國香港國家安全法

以及歐盟捍衛香港高度自治必要

性》的跨黨團聯合決議草案，當

中強烈譴責北京推動制定「港區

國安法」，是對香港自治、法治

和基本自由的全面攻擊，嚴重威

脅「一國兩制」完整性。

該草案呼籲歐盟利用一切可

能的方法，以及正在進行的雙邊

投資協議談判，向中國施壓，要

求維護香港的高度自治。

草案又呼籲歐盟及成員國向

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提出訴訟，指控北

京對香港實施國家安全立法的

決定，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與

《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CCPR），同時制裁對負責鎮

壓香港並嚴重侵犯人權行為者。

草案並籲聯合國委任特使，監察

香港情況。

蕭美琴成台灣首位女性駐美代表

民調：87%台灣人
肯定政府抗疫

【看中國訊】6月16日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正式

任命國安會諮詢委員蕭美

琴擔任駐美代表，蔡英文表

示，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國

際夥伴，期許蕭美琴能持續

強化台美關係。

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 16 日

晚間表示，蕭美琴除曾任四屆

立法委員，有超過十年以上的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專業問政經

驗，更歷任亞洲民主自由聯盟

（CALD）主席、國際自由政黨

聯盟（LI）副主席等國際組織

重要職務，今次她的提名也迅速

獲得美國政府同意。

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

所」資深研究員卜睿哲表示，蕭

美琴的任命將會受到華府歡迎。

因為蕭美琴對美國十分瞭解，自

1990 年代來就涉足美台關係。

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

心」中國國力專案主任葛來儀也

認為，蕭美琴在國際事務與美台

關係經驗豐富，與美方人士有廣

泛聯繫網，也與蔡總統關係密

機和其他軍機伴隨下同時現身印

度 - 太平洋地區水域，這是 3 年

來首次如此大規模的軍力展示。

美聯社報導，3 個航母打擊群同

時出現在印太地區確實是非同尋

常，因為這些航母通常有輪流的

保養修整時程、港口訪問、訓練

或部署到世界其他地區，很難同

時出現在同一區域。幾位海軍指

揮官受訪表示，美軍正利用這個

時間點，可以將 3 個航母戰鬥

群同時部署到印太地區，把握與

中國抗衡的時機。

「羅斯福號」航母之前由於

船上人員感染新冠病毒而在關

島駐停 2 個多月，目前已經重

返部署。「尼米茲號」航母和

「里根號」航母也曾發生少數水

手感染病毒。在這 3 艘航母再

度執行任務前，所有航母都採

取過隔離措施和擴大新的衛生

與安全要求。

切，確信美國的訊息能傳達給台

灣總統。

蕭美琴 1971 年出生於日本

神戶，父親是台灣人、母親是美

國人，國中畢業後赴美求學，取

得美國歐柏林大學東亞研究學

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

蕭美琴的碩士專業為國際關

係。她曾任 4 屆立委，在立法

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的問政經驗

超過 10 年，也曾任民進黨國際

部主任，如今也是台灣史上第一

位女性駐美代表。

台灣正式成為非口蹄疫區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

綜合報導】世界動物衛生組

織（OIE）16日通知台灣將
改列為口蹄疫的非疫區，因

口蹄疫奮戰近24年的農委
會副主任黃金城表示，這是

台灣動物防疫歷史上最大

規模的防疫行動，如今終於

有好消息。

黃金城向中央社記者表

示，「過去只要有一種疫病進到

台灣，幾乎沒有清除的概念跟

能力，（疫病）進來就進來，有

疫苗就用、沒有就自生自滅。」

然而，經過口蹄疫這一役，確

認台灣能夠更積極地做到將疫

病清除。

台灣在上個世紀中，已有

半個多世紀沒有出現口蹄疫，

但 1997 年卻大爆發，導致全台

養豬場都籠罩在病毒威脅下。

由於後續檢驗出來的病毒基因

與中國盛行的病毒型幾乎雷

同，據此推測是因豬隻走私，

導致口蹄疫病毒侵入台灣。

黃金城回顧當年這一場

世 紀 豬 瘟， 連 美 媒 新 聞 週

刊（Newsweek）、 時 代 雜 誌

（Time）都曾報導，台灣從最初

的舉國震驚，直至今日熟稔疫

病特性，他表示，讓台灣返回

非疫區是政府的政策目標，至

於國家的決心對防疫力度的影

響很大，而拔針準備工作的規

模也不一樣。

台灣養豬業在 1997 年之

後，使用疫苗來防範口蹄疫的

散播，至於停用疫苗（拔針）

的挑戰正在於維持口蹄疫零疫

情，在歷經 2 次失敗後，防疫

團隊檢討改進，並於第 3 次成

功拔針，且經歷四個階段。

口蹄疫拔針才達 1 個月，

2018 年 8 月 3 日中國東北就爆

發了非洲豬瘟，台灣全力防堵

迄今，沒有非洲豬瘟，然而亞

洲鄰近國家卻陸續發生非洲豬

瘟疫情，並形成包圍台灣的態

勢。當局表示，台灣將盡全力

繼續防堵豬瘟，絕不鬆懈。

【看中國訊】國際智庫「民

主聯盟基金會」6 月 15 日公布

民調結果顯示，87% 的台灣受

訪民眾認為政府對於武漢肺炎

疫情危機因應得當，位列全球

第二，希臘為第一。民主聯盟

基金會主席、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NATO）前秘書長拉斯穆

森（Anders Fogh Rasmussen）
說：「武漢肺炎疫情也是民主的

試金石」，「它應當成為警鐘，

提醒民主國家領袖，人民在疫情

過後會想要更多自由。」

港版國安法納入人大會議議程。（CNA）

美軍委會通過
「國防授權法」
【看中國訊】6 月 10 日，美

國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通過最

新《國防授權法》，法案中提到

美國對「台灣關係法」的承諾，

並支持深化雙邊關係。根據法

案摘要，法案重申對「台灣關係

法」的承諾，並支持深化雙邊關

係。法案也通過建立「太平洋威

懾倡議」，指出美國在印太區域

面臨巨大威脅。這項倡議向中共

傳遞美國堅定捍衛在印太的利益

的決心。法案提及，美國將於

2021 年投注 14 億美元於「太平

洋威懾倡議」，2022 年將再注

入 55 億美元資金，重點關注在

軍事能力差距，以使美國盟友與

合作夥伴安心，並強化美國在印

太區域的威懾能力。

匯豐將裁員3.5萬人
【看中國訊】總部設在英國

的匯豐銀行，此前表態支持北京

當局強推港版國安法後，17 日

提出了涉及 3.5 萬人的大規模裁

員計畫。匯豐銀行首席執行官諾

埃爾 · 奎因 (Noel Quinn) 在發給

全球 23.5 萬名員工的備忘錄中

表示，公司將啟動大規模裁員計

畫，將在中期內裁減 3.5 萬名員

工（約佔全體員工的 15%），並

凍結幾乎所有外部招聘。自 2 月

中旬以來，匯豐股價一路下跌，

近 4 個月累計下跌近 40%。

英國駐聯合國大使布雷恩韋特（UN）

台灣F-16戰機。（CNA）

蕭美琴（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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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據英國媒體報導，6 月 13 日，

因為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

死，英國倫敦市中心也舉行示威

活動。不過和平反種族歧視的示

威活動變調，對立陣營之間發生

暴力衝突。一名白人在衝突中受

傷，臉上掛了彩。非裔男子賀勤

森（Patrick Hutchinson）看到

後，一把扛起受傷白人，離開混

亂的現場。

報導稱，賀勤森是一名私人

教練。他在接受英國第四頻道

新 聞 臺（Channel 4News） 採

訪時表示，當時的情況「非常可

怕」，場面相當混亂，「彷彿快

發生踩踏事故」。

從現場圖片可見，賀勤森扛

起受傷白人，幾名同是非裔的男

子立即圍在 2 人的四周，保護 2

人免受其他示威者的衝擊，其中

一名非裔男子還用手緊緊護著受

傷白人男子的頭部。

這一幕剛好被路透社記者

馬蒂內茲（Dylan Martinez）拍

下。照片隨後在社群媒體上熱傳

並佔據新聞版面。據現場其他路

透社記者說，這名白人男子在衝

突中被毆打。

而把受傷白人扛出混亂現場

的賀勤森，隨即在自己的社群媒

體帳號發文說：「我們今天救了

一條命。」

【看中國訊】近期

全國許多地方，包括雲

南、浙江、廣東、吉

林、都出現這樣一個景

象：水裡的魚都紛紛跳

出水面，好像很驚恐，

不願在水裡待了。

有輿論質疑這種

與「地震」有關，據瞭

解，雲南昭通曾在上

月發生 5.0 級地震。 6
月 15 日，有網友分享

在雲南省大理市拍到洱

海、西洱河等多處出

現「魚騰」奇景，6 月

16 日 14 時 12 分，緊

鄰中國邊境的越南發生

4.7 級地震，雲南多地

震感強烈。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美國一位 89 歲的收藏家，在

2010 年發起了一個尋寶活動。

最近，這名收藏家表示有人已經

尋獲寶藏。

據《每日郵報》報導，這位

美國藝術品古玩收藏家名叫費恩

（Forrest Fenn），他在 2010 年

發起了一個尋寶活動。他聲稱自

己在兩次單獨旅行時，將價值超

百萬美元的寶藏箱藏在洛磯山脈

中茂密的植被當中，寶藏箱內裝

有數百枚稀有的金幣和金塊、紅

寶石和綠祖母首飾等貴重財寶。

費恩希望以此活動，鼓勵人

們置身戶外，借尋寶讓「孩子離

開沙發、遠離遊戲機」。費恩

還在網上公開了寶藏位置的線索

和一首 24 行的詩，尋寶人可以

透過這些線索尋找寶藏。

十年間有不少人前往尋寶。

也有人因此而身亡。 2017 年 6
月，一名來自伊利諾伊州的男

子，在尋寶過程中不幸身亡，終

年 53 歲。據黃石公園管理部門

說，這名男子在尋寶過程中，不

慎墜落 152 米深的懸崖。

一些官員曾要求費恩叫停尋

寶活動，但被他拒絕。費恩表示

所有戶外探險都有危險性，不

過，他提醒民眾，「不應在一個

八旬老人無法到達的藏寶地尋

寶」。

2020 年 6 月 6 日，費恩表

示終於有人找到寶藏了。費恩希

望人們能繼續「離開沙發、遠離

遊戲機」，投入到其它的戶外活

動中去。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報導】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日前報導，佛羅里達州斯克里普

斯研究所的科研人員稱，實驗證

實新冠病毒已發生了傳染力更強

的突變，但依然還需要進行更多

的研究，來瞭解病毒的這種突變

是否已經對疫情的發展產生了

影響。

科研人員說，病毒可能在數

週前就已發生這種變異。一位未

參與實驗的研究人員認為，病毒

這種突變可能已改變疫情的發展

了。這種變化也許能解釋病毒何

以在美國及拉丁美洲造成如此多

的確診病例。

科研人員稱，病毒這種突變

對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產

生影響，而刺突蛋白是病毒能進

入人體細胞內的一種結構。

斯 克 里

普斯研究所

主導這項研

究的病毒學

家 Hyeryun 
Choe 在一份

聲明中說：「具有這種突變能力

的病毒，比沒有突變的病毒具有

更強的傳染能力。」

美 國 福 克 斯 新 聞（Fox 
News）日前報導，安東尼 ‧

福奇（Anthony Fauci）醫療官

表示，病毒在 4 個月時間內攻

陷了整個世界，目前疫情還沒

有完全結束。通常情況下，傳

播速度快的傳染性疾病可以在 6
個月或 1 年內蔓延到全世界，

而 2019 年爆發的疫情大約在 1
個月的時間就在全球範圍內大

流行。

【看中國苗青綜合報導】中

國一名小學生在校跳樓身亡，疑

與老師不當批改作文有關，引發

輿論高度關注。

據法廣援引中央社 16 日報

導，這起事故發生在江蘇省常

州市河濱小學，5 年級女學生繆

可馨在 4 日下午墜樓。根據區

政府組成的聯合調查組 12 日通

報，校方當場報警並將學童送醫

搶救，但學生仍不幸身亡。

據瀟湘晨報報導，繆可馨的

父親事後看監視器發現，女兒當

時氣沖沖地跑出教室，一路就翻

過欄杆墜樓。綜合多方瞭解，女

兒跳樓前，正上著語文課，她的

作文簿被老師批改得一片紅。

繆可馨這篇「『三打白骨精』

讀後感」作文，許多用詞生動的

句子都被老師劃掉，像是「唐僧

師徒四人來到了白虎嶺，大家又

累又渴」、白骨精「左手提著青

砂罐，右手提著綠瓷瓶，向唐僧

走來」這些句子都被老師毫不留

情地刪除。但是作文的第一段、

也是全篇唯一有錯誤的地方，是

誤指「西遊記」是羅貫中所寫，

但其實是吳承恩的作品。然而，

老師批改時卻沒有看出來。

繆可馨在這篇讀後感中寫

道：「不要被表面的樣子，虛情

假意偽善的一面所矇騙。在如今

的社會裏，有人表面看著善良，

可內心確是陰暗的。他們會利用

各種各樣的卑鄙手段和陰謀詭

計，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

的」。這句話旁邊，老師批注

了一句，要「傳遞正能量」。

瀟湘晨報 16 日刊出對繆可

馨父親的訪問，被問到是否覺得

孩子的作文是「負能量」時，他

說，那是女兒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事情，「作為孩子的爸爸，我為

她感到驕傲，她這種獨立思維還

是蠻可貴的」。

繆父說，女兒墜樓 30 分鐘

後，校方才通知家長，以至於只

能到殯儀館見女兒遺容。此外，

在家長的強烈要求下，校方和教

育局的人很晚才到繆家拜訪。

除了「正能量教育」的價值

觀爭議，還有匿名家長表示，出

事的老師暑假在外辦作文班，但

繆可馨卻沒有報名該老師的作文

班，而是去了其他教育機構上

課，所以老師才會經常嘲諷打罵

繆可馨，說她的作文有問題。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事發後

立馬把繆家長踢出班級家長微信

群，在此家長群中還出現了由一

名家長發起的，給涉事老師點讚

的行動。依照截圖顯示共有 22
名家長（含發起人在內）點讚。

這個行為遭到大陸很多網友的批

評。

由加州舊金山檢察官辦公室

和聯邦調查局辦公室發出的聯合

聲明說，王欣（Xin Wang，音

譯）在機場被捕後，向美國海

關和邊境巡邏人員承認，他是一

名中國軍人，具有少校軍銜，並

在一個軍事院校實驗室工作。

聲明稱，王欣在中國軍方

院校從事醫學研究 14 年，是一

名副教授；然而在 2018 年 12
月 17 日申請美國非移民簽證

J-1 時，為了順利獲簽做了虛假

陳述。

據法新社報導，王欣在供詞

中表示，2019 年 3 月 26 日順

利入境美國後，他在加州大學舊

金山分校從事研究。進修期間，

王欣依照上級指示，把實驗室的

信息通過電郵方式發給中國的實

驗室，以協助中國軍方複製美國

的醫學實驗室。

王欣過後還告訴加州大學舊

金山分校的指導教授，中國的實

驗室已複製了有關教授的工作

細節。

而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一

些實驗室工作，是由美國健康和

公共服務部（HHS）和美國國

家衛生研究院（NIH）出資。

據報導，王欣在訊問中也承

認，在前往機場之前，他已刪除

手機通訊軟體微信的相關內容。

美國當局控告王欣涉嫌簽證

欺詐，在辦理簽證時隱瞞中國軍

人身份，然後以醫學研究人員身

份，前往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從事科學研究工作。一旦罪名

成立，他最高可被判處 10 年徒

刑，罰款 25 萬美元。

自由亞洲電臺（RFA）報

導，中美問題專家、臺灣的國

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學者曾志超

表示，北京不想耗時費力研製先

進技術，用「偷竊」的手段達到

目標。

曾志超說，要成功研製一些

先進技術，並不簡單，縱使花時

間及金錢，亦未必有成果。而北

京在「以最低的成本，得到其他

先進國家的技術。」

他說，美國之前暫停讓有軍

方背景的中國學生與研究人員入

境美國，就是為了保護美國的技

術和知識產權。

據《紐約時報》報導，從 6
月 1 日開始，美國禁止頒發入

境簽證給有中國軍方背景的中國

學生及學者，不准有關人士進

入美國大學攻讀研究生或者從

事博士後研究。此舉可能涉及

3,000 名中國學生。目前，在美

國的中國留學生與研究生人數有

約 36 萬。

竊取美國情報大陸軍官被捕

作文遭批不夠「正能量」 小學生跳樓身亡

美國司法部（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

綜合報導】據美國之音報

導，一名具有少校軍銜的

中共軍官王欣（音譯），

今年6月7日於洛杉磯機場
準備登上前往中國天津的

航班前被捕。

混亂中他救起白人

魚都瘋了？ 各地紛紛出現「魚騰」奇景 收藏家深山藏寶 終被尋獲

新冠病毒突變 或更易感染

臺灣抗疫中藥方 
清除體內病毒
【看中國訊】臺灣研究團隊

找出獨門中藥配方，可在 8 到

10 天內清除體內中共病毒（新

冠病毒），並可防肺纖維化。目

前全臺共有 21 名個案接受了中

藥治療。

中央社報導，臺灣研究團隊

證實，中藥療法可以清除病毒。

臺灣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所長蘇奕

彰日前表示，臺灣從今年 1 月

分就開始研究中西醫合併治療中

共肺炎。蘇奕彰研究團隊沿用

SARS 治療經驗，針對輕症、重

症、微重症、緩解期等 4 個時

期確定 4 種中藥配方。

研究發現，某些中藥成分能

與病毒上的棘蛋白結合，讓病毒

無法和人體細胞結合，不讓病毒

繼續複製。蘇奕彰說，這項中藥

方劑能清除體內病毒，還能避免

重症患者的免疫系統失控，更能

避免病毒感染。

這些藥方用了板藍根、魚腥

草、桑葉、全瓜蔞、蒼朮、附

子、茵陳蒿等中藥。

創疫情追蹤網站 
17歲少年獲獎
【看中國訊】阿維 ‧ 希夫曼

才十七歲，但他建立的追蹤中共

病毒（新冠病毒）的網站，已

是全球最受歡迎的類似網站之

一，每天訪問量超過三千萬次。

希夫曼是 2020 年威比獎年度風

雲人物獎得主，他還接到了高薪

工作和合同的邀聘。

美 國 之 音 報 導，2019 年

12 月 29 日，高中生阿維 ‧ 希

夫曼創辦了 nCoV2019.live 網

站，用來追蹤全球各地病毒的傳

播。希夫曼說：「我只是通過觀

看 YouTube 視頻還有提問來進

行編碼，編程並不複雜。」

在過去的十年中，希夫曼已

經創建了三十多個網站。他對自

己的全球病毒追蹤網站尤其感到

自豪，他說，這些信息和政府發

布的信息一樣準確。

目前，他拒絕其它的工作邀

聘。他對朝九晚五的程序員工作

不太感興趣，覺得這可能會剝奪

很多編程的樂趣和動力。

三打白骨精繪圖（維基百科）

（Adobe Stock）

（NCOV2019.LIVE）

（Getty Images）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Forum A11看論壇2020年 6月18日—6月 24日    第111期

◎文：文昭

◎文：文昭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6 月 14 號這一天北京市衛

生健康委員會報告本地新增病

例 36 個，無症狀感染者 6 個。

從北京市政府拿出來的數字儘管

沒辦法去驗證它的真實客觀性，

也有一點要注意：截止 6 月 14
號午夜，累計本地確診一共 499
個。然而在 6 月 14 號這一天的

本地確診就有 36 個，達到了總

數的 7% 以上，看來這一輪反彈

相當凶猛。

現在人們還抱有希望之處

在於：1 月份開始的第一波疫情

各地的嚴密管控手段都還維持

著，希望能汲取經驗，當新一波

病情起來的時候能及時發現遏

止，不至於擴散。要說疫情的教

訓，2003 年非典那次不可謂不

沉痛，之後建立起了信息直達的

疫情通報制度。可是這套系統並

沒有對這次肺炎病毒的預警發揮

應有的作用，直到封城前人們都

不知道這實際情況有多嚴重。

目前看北京的做法是和武漢

反其道行之。武漢是封鎖不讓人

出來，而北京是一早就讓人出

來，把風險人群疏散出首都，政

府是這樣的做法。

有推特上的視頻顯示，大批

的大巴停靠在路邊，疑似要把與

新發地市場有接觸的人群運送到

唐山去隔離。這些視頻本身的真

實性我無法驗證，不過這符合蔡

奇和這屆中共領導的風格，他們

解決北京各類問題的方法都是把

有麻煩的人口驅離。上回是驅離

低端人口，這回驅離有感染風險

的人口也不奇怪。這些疏散到其

他地方隔離的人當中，確診的數

字會納入北京本地的確診數字

嗎，這也是個問題。

北京的疫情怎麼發展要等等

看，但是這給了習近平迎頭一棍

的重擊。這個打擊不僅僅在於疫

情重來，影響到經濟這些方面；

而是在於他整個抗疫思路被證明

是錯的。習近平多次講過的一句

話：武漢勝則湖北勝、湖北勝則

全國勝。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

把武漢作為中國疫情的單一發源

地、單一的中心。控制住武漢這

一個地方其他地方就會有所緩

解。習近平如此篤定的根據何在

呢？科學性何在呢？

習近平錯了，哪裡是什麼武

漢勝則全國勝，北京現在就是另

一個疫源，這波疫情是從北京源

發的，不是湖北來的、不是哪個

留學生從美國回來萬里投毒帶回

來的，就發源於北京當地。

武漢這波疫情出來的時候，

先是著急把鍋甩給蝙蝠、穿山

甲，然後又說是美軍。而北京這

一波，馬上就把鍋甩給三文魚，

說切三文魚的菜板上發現了病

毒，而三文魚是從歐洲進口的，

意思是歐洲那邊帶病操作，出口

到中國的三文魚肉裡夾帶有病

毒，把我們害了。這個甩鍋三文

魚已經有很多批駁的意見了，防

疫部門取得了 40 件樣本，唯獨

公布了三文魚砧板上有病毒這一

樣，指向性很強。這裡不一一詳

細描述。

沒辦法，總不能質疑一尊那

個武漢勝則湖北勝、湖北勝則全

國勝這個戰疫總方向就不對，只

好出了問題就說成是萬里投毒。

出了和領導判斷不一致的情況怎

麼辦，那只好說是偶然突發、萬

里投毒。有政府強有力的領導，

就難有科學決策。

咱們這個節目主要是理性分

析，偶爾也說點不那麼科學的。

你看那名字，新發地農產品市

場，還真就是疫情的新發地，當

初誰取得這名字？清朝末帝溥儀

登基的時候還不滿 3 週歲呢，

登基大典小孩哪坐得住，太和殿

外眾臣三拜九叩、山呼萬歲，小

皇上當場就嚇哭了，就要從龍椅

上下來。他父親攝政王載灃在旁

邊哄他：就快完了、就快完了。

結果真是「快完了」，宣統元年

是 1909 年、1911 年就辛亥革

命了。這還真不是段子野史，是

溥儀在他的自傳《我的前半生》

裡提到的。

有一個觀眾網友昨天給我留

言：「開兩會下午天黑，剛發白

皮書吹牛就首都爆發，我也信天

滅中共了」。這也算是個讖語，

這個說法不科學，但是也算是一

種敏銳的察覺。

（節選自《文昭談過論今

YouTube 節目》）

在中國，宗教信徒，包括官方註

冊、受政府管控的五大宗教的信徒，

常常「遭到酷刑、虐待、性侵、任意

逮捕、拘留，在沒有法律保護的情況

下被審訊判刑」。這段話引自美國等

多個國家於 2019 年促進宗教自由部長

級會議（2019 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期間簽署的一份

聲明，也是美國國務院於 2020 年 6 月

10 日發布的《2019 年度國際宗教自由

報告》，（下稱《報告》）中有關中國部

分的摘要。我們建議廣大讀者把《報

告》從頭到尾看完。這份文件發人深省

且給人啟迪。

舉報他人有獎

儘管中共犯有更嚴重的罪行，但其

最卑鄙的手段之一是「設立獎勵機制，

鼓動執法人員抓捕宗教人士，煽動民眾

舉報『非法宗教活動』」。例如，《報

告》稱，「3 月，廣州市民宗局的官員在

一次持續打擊地下教會的行動過程中宣

布一項新政策，獎勵舉報『非法宗教活

動』的人。這項新政策還規定，民眾提

供的信息凡能（讓政府）逮住非中國

籍的宗教領袖的，每抓住一個可領最高

獎金 1 萬元人民幣，舉報本地有組織

的聚會及其領導者，則獎勵 3000 元至

5000 元人民幣不等。」

這些措施導致各大家庭教會領袖、

耶和華見證人信徒、出於良心拒絕加入

天主教愛國會的神父和主教、在未經許

可的佛寺道觀內敬拜的人，甚至五大官

方宗教的信徒被大批抓捕。 2017 年的

新《宗教事務條例》現在儼然成了打壓

所有信仰人士的重要工具。

全能神教會

《報告》有幾頁專門論述全能神教

會（CAG）所遭受的迫害。全能神教

會是中國被打擊最嚴重的基督教團體。

2019 年，當局「在全國各省市發起專

項打擊行動」，「抓捕了 6000 多名全

能神教會成員」。《報告》引用了全

能神教會公布的數字，並提到 2019 年

「至少有 32,815 名全能神教會基督徒

遭到中共直接迫害。」

一些案例的描述相當詳細。《報

告》指出，5 月 30 日，警方在河南省新

密市逮捕了一對夫婦，並對他們刑訊逼

供。警察對丈夫狠搧耳光、猛跺腰部、

鐵棍搗腳趾，逼他脫掉衣服跪在鐵棍

上，還踢斷了他兩根肋骨。警察狠踩、

碾壓妻子的腳趾、腳背，用尺子狠抽她

臉部，還給她打背銬。」

（編者註：全能神教會是中國政

府明確認定的 14 個邪教當中的其中一

種，中國在 1995 年起將此教會列為邪

教，一些基督教對此團體存有爭議。）

法輪功

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同樣在持續。

《報告》提到根據法輪功提供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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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法輪功學員依然被關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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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幾個具體案例。「8 月

2 日，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楊勝軍被捕；

8 月 11 日，死亡。當局告訴楊的家

屬，他於當日清晨在看守所吐血，被送

往佳木斯市中心醫院急救。楊的家屬表

示，他們被收取了 3 萬元人民幣（約

4300 美元）的醫療費。」

法輪功學員雖然不是（中共）強

摘器官的唯一目標，但仍然是這種野蠻

行徑的主要目標。《報告》指出，中共

及其同路人越來越難抵賴強摘器官在中

國真實存在這一事實。

（編者註：法輪功沒有被中國政府

明確認定為邪教，被定義為非法組織）

維吾爾人和藏人

《報告》的西藏部分詳細論述了西

藏佛教徒日益惡化的宗教自由狀況。尤

其令人不安的是，有報導稱：「（中共）

當局將亞青寺的藏族覺姆（也稱為女

僧侶，女性出家人）強行逐出寺廟，

並對她們施行性侵和性暴力。」在西藏

那曲市的一個縣看守所裡，「有些覺姆

在軍訓期間暈倒，（中共）軍官趁機摸

她們的胸部，還睡在覺姆的臥房裡，身

下壓著不省人事的覺姆。」

在新疆，維吾爾等突厥裔穆斯林所

受迫害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報告》

駁斥了中共關於教育轉化營就是「職業

學校」的說法。《報告》稱，這些地方

是監獄，被關押在裡面的人遭到洗腦、

酷刑，被強迫從事勞役，有的甚至慘遭

殺害。《報告》稱，被抓進可怕的教育

轉化營不需要太多理由。正如一個定

居美國的維吾爾人所說：「在幼兒園，

他們會問小孩子，『你爸爸媽媽看不看

《古蘭經》？』我女兒的一個同學回答，

『我媽媽給我講《古蘭經》。』第二天，

他們就不見了。」

龍的長臂

中共覺得迫害國內的信徒還不滿

足，還要滋擾逃亡海外的宗教難民。

《報告》描述了（中國）政府敦促外國

政府遣返維吾爾人的政策，而維吾爾人

「一回到中國立即被安排『接受集中教

育培訓』」。

在說到韓國時，《報告》提到中共

如何把龍的長臂也伸到了韓國。例如：

「法輪功的神韻藝術團未能按計畫於 1
月、2 月和 7 月租用韓國首爾幾處公

共劇場進行商業表演，包括國營的首

爾藝術中心（Seoul Arts Center）以

及隸屬首爾市政府的世宗表演藝術中

心（Sejong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他們在釜山也遭遇了同樣的

事情，藉口五花八門，但事實上可能是

「這些表演場館及有關政府部門拒絕這

些預訂請求，以避免與中國政府發生衝

突」。

（文章由《寒冬》雜誌授權轉載。)

「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

貓」，這是鄧小平最早在 60 年代就說過

的話。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掌權，中國

人曾一時充滿希望。

但是站在 2020 年往回看，我們得承

認，是我們會錯了「偉大無產階級革命

家」的意。

鄧小平有機會但卻沒有否定毛澤東，

而是作出了對毛澤東三七開，功大於過的

評價，還有後來鄧小平在六四中鐵了心要

作「總射擊師」，反映出他的心態是一致

的。他說這話的真正意思是，不管黑貓、

白貓，只要是我黨家的貓，就行了。黨不

能只掌權，黨還是要吃肉的。

所以，中國人如果以為黨是在說，這

是你家的貓，要為大家捉老鼠，那往輕說

是自作多情，往重說是致命錯誤。如果你

犯了這個錯誤，還要去提醒黨兌現這個錯

誤，那麼黨會叫來坦克車幫你改，讓你在

履帶下體會黨的「愛護關懷」。

貓捉老鼠，從來只是為黨而捉，至於

小民們，在黑貓、白貓橫行的社會，能有

點湯喝那就是恩賜了。

在過去 40 年裡，貓富了，富得流

油，成了天下第一富貓，以至於那些想

分一杯鼠羹的國家，紛紛「百邦來朝」，

在一片大紅色中，觥籌交錯，推杯換

盞……。而小民們，也有湯喝了。除了

有喝富貴湯的，也有一大群小民還在喝

清湯。李克強在兩會閉幕後的記者會上

講「有 6 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 1000 元

（人民幣），1000 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

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

6 億人，足以組成一個「紅窮國」了，

這會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國，超過現在第三

人口大國美國幾乎兩倍，而這個國家的人

均收入卻是排在全球 190 多個國家的第

140 位往後，還要比很多「百邦來朝」的

國家窮很多，這是真實的數字，不是夢。

但並不出人意料，若是沒有這個龐大的

「紅窮國」，從哪來的天下第一富貓呢？

新發地 一語成讖

美宗教報告折射中國信仰者的困境
◎文：夏聞

最富的貓和
最窮的人

6月 1 4日，北京醫護人員準備為市民進行病毒檢測。（Get 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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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6月16日朝鮮炸毀了位
於朝鮮開城的兩韓聯絡辦

公室。有專家分析，朝鮮突

然翻臉可能是刻意製造危

機，施壓韓國迫使白宮於經

濟制裁方面能夠讓步，亦可

能是為了鞏固金與正的領導

地位。對此，美國總統川普

在17日決定，將針對朝鮮的
經濟制裁繼續延長1年，且
再次將平壤定調為「異常且

非比尋常的威脅」。

◆美國總統川普 6 月 17 日

簽署《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該法案正式成為美國法律。《維

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向那些利用

教育營、強制勞工、信息監控

等，系統性滅絕中國維吾爾人的

民族身份和宗教信仰等人權侵犯

者追究責任。該法案此前在美國

參眾兩院相繼通過表決，獲得兩

黨共同性支持。

總部位於德國的「世界維吾

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力夏提聲

明表示，該法案的簽署給絕望中

的維吾爾人帶來了希望。儘管這

項立法不能改變維吾爾人在中國

當地遭失蹤、遭受酷刑和虐待等

系統性迫害的痛苦過去，但這是

針對中國政府嚴重踐踏人權行為

並追究其責任的重要一步。

令人關注的是，川普簽署

《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當天，

恰逢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中國政

治局委員楊潔篪在夏威夷舉行會

晤之際。

◆澳洲親中智庫「中國事

務」（China Matters）因為涉及

違反澳洲國家利益的遊說活動，

澳洲聯邦政府若干部會將凍結相

關資助。其中澳洲總理及內閣辦

公室、國防部和外交部將會在今

年財政年度結束（6 月 30 日）

後，停止資助智庫「中國事務」；

而原本已同意資助「中國事務」

的司法部長波特則表示，他目

前正在重新評估。隨著「中國事

務」於 2018 年要求多名國會議

員推動澳洲與中共簽訂一帶一路

投資計畫備忘錄，再加上「中國

事務」的共同創辦人兼總監雅可

布森公開反對「外國影響力透明

法」立法，澳洲政府於是考慮凍

結資助。「中國事務」曾以研究

考察的名義組團，招待多名澳洲

國會議員前往中國，並與中國共

產黨官員以及與統戰部關係密切

的智庫「中國與全球化中心」主

管會面。

◆芬蘭農業和林業部的消息

指，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導致資金

出現困難，芬蘭可能提前將艾赫

泰裡動物園的兩隻大熊貓送回中

國。據瞭解，位於赫爾辛基 350
公里的艾赫泰裡動物園從 3 月

至 6 月停業。早前有報導稱，

動物園陷入資金困難，其中一個

原因是每天食用 30 公斤竹子的

大熊貓的飼養費用高昂。

◆洪都拉斯的總統埃爾南德

斯（Juan Orlando Hernandez）
16 日宣布，他與妻子都確診感

染武漢肺炎。埃爾南德斯表示，

他的症狀輕微，接受治療後已有

好轉，醫生建議他爭取時間休

息，但他強調，自己會在首都德

古西加巴的軍事醫院內進行遠距

離辦公。另外，埃爾南德斯的

夫人安娜賈西亞（Ana García 
Carías）以及 2 名幕僚也都確診

武漢肺炎，並已接受治療。據

悉，安娜賈西亞雖檢測確診，但

並無症狀。

◆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18 日結束議會例行

首相問答之後，離開時遭遇車

禍。報導稱，他的銀色捷豹車被

隨後的一輛路虎「追尾」，捷豹

車後尾箱被撞凹，但損毀不算嚴

重。約翰遜當時正在車上。唐寧

街證實，事故中首相沒有受傷。

當時議會外有示威抗議者。從網

友上傳的推特畫面顯示，現場一

名男子被警察制服在地。

朝炸毀聯絡辦公室  白宮延長制裁 

金與正強勢炸聯絡辦公室 
6 月初，金正恩胞妹金與正

不滿脫北者空投反朝文宣，多次

就此砲轟韓國政府，揚言廢除

兩韓軍事協議，平壤當局並自 9
日起完全切斷兩韓所有官方熱線

與通訊管道。金與正隨後於 13
日藉口對韓國脫北者空飄宣傳汽

球一事放話指出，韓國不久後會

見到聯絡辦公室變成廢墟。朝鮮

軍方總參謀部 16 日上午發表公

報，暗示將重新進駐據兩韓協議

解除武裝的軍事緩衝區，緊接者

下午 2 點 49 分就炸毀了這座在 
2018 年 4 月 27 日兩韓元首板

門店宣言後，於同年 9 月設立

的韓朝聯絡辦公室。韓國為此辦

公室投入近 1 千 400 萬美金。

加大賭注 迫美韓讓步
非營利獨立機構「國際危

機組織」的高級顧問金杜妍

（Duyeon Kim）表示，這些傳

單僅是朝方藉口或理由而已，主

要是朝鮮想要加大賭注，而製造

危機，利用脅迫首爾政府手段，

核心角色，似乎試圖在朝鮮國內

建立她有能力嚇阻平壤敵人的威

望，鞏固朝鮮軍方及其他鷹派對

她的信賴。

或出現軍事挑釁

關於朝鮮揚言要對韓國採取

軍事行動一事，日前首爾遠東研

究所分析師金東佑表示，平壤當

局可能是在雙方有爭議的西部

海上邊界周邊「策劃」某一些事

情。韓國軍方消息人士在 15 日

已證實，軍方針對邊境地區加強

了監控，以海空偵察來監視朝鮮

軍方動向，其中包括了「和平之

眼」預警機及宙斯盾驅逐艦，而

在最前線地區使用了紅外熱成像

系統與訊號情報（SIGINT）監

聽分析裝備。據了解，非軍事區

的朝鮮軍方前沿哨所及西海岸火

炮陣地，至目前都沒有出現有異

常動靜。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

究所（SIPRI）15 日發布 2020
年核武年度報告指出，朝鮮大規

模殺傷性武器（WMD）的核武

庫存量，今年從原有的 20 至 30
枚核彈，提升為 30 至 40 枚。

該研究所核武管制計畫主

任凱爾（Shannon Kile）指出：

「我們分析去年的衛星圖像，發

現降仙有一處朝鮮從未公開的秘

密核生產設施，並掌握了那地區

鈾濃縮設施的運營情況。我們還

看到位於寧邊核設施的鈾濃縮工

廠周圍持續有車輛行駛。」

SIPRI 認為，朝鮮將繼續把

發展核武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核

心，不再信守中止核試驗和洲際

彈道飛彈發射的承諾，且可能

以得到朝鮮想要的東西。

曾出版朝鮮研究專書的美

國《外交家》雜誌資深編輯潘達

（Ankit Panda）認為，朝鮮可

能是刻意製造這場危機的，在未

來數日或許還會有更多的行動，

其中包括舉行具有挑釁意味的軍

事演習、對著韓國領土方向射擊

砲彈，或撕毀兩國在前年所簽署

之禁止軍事對立的軍事協議。他

說，平壤的主要目的，可能是要

迫使韓國總統文在寅於掌握國會

席次優勢之下，以推動雙方經濟

合作計畫；不過也不排除與朝鮮

內部政治情勢有關，透過軍事行

動來提高金與正掌權的合法性。

研究東亞安全防禦政策的

紐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

的國際關係學者傑克森（Van 
Jackson）指出，朝鮮炸毀韓朝

聯絡辦公室可能有三個原因，第

一、朝鮮始終無法獲得美國鬆綁

經濟制裁，使得金正恩對美國總

統川普感到相當失望；第二、由

於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影響了雙邊

貿易，再加上美國升高施壓，而

讓朝鮮經濟更加雪上加霜；第

三、可能是金與正企圖樹立統治

權威。

金與正權力急速竄升

據法新社報導，金與正是金

正恩最信任的幕僚之一，亦為朝

鮮最有權勢的其中一名女性。雖

然金與正的官方身分僅是朝鮮勞

動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可

是她在上週末朝鮮中央通信社

（KCNA）所刊載的聲明中，形

容自己的權力是由最高領導人、

黨及國家賦予的。

朝鮮接班人選一直都是金

氏家族內部事務，而金與正也

是「白頭山血統」，亦即建國

者金日成及其後代。喬治梅森

大 學 南 韓 分 校（GMUK） 的

研究員阿布拉哈米恩（Andray 
Abrahamian）指稱，近期金與

正在一連串的事件中，皆都扮演

已在今年 1 月之前恢復數次短

程彈道飛彈試驗。早有跡象顯

示，朝鮮重回武裝挑釁的惡性循

環中。金正恩今年 5 月神隱多

時，首度現身就在勞動黨軍委會

提出進一步強化「嚇阻核戰爭的

能力」，以及在高度戒備狀態下

運營戰略武裝力量的新方針。去

年降仙被發覺有事後，分析當時

就認為，朝鮮已經終止削減核武

政策，轉為向美韓實施「極限施

壓」作戰。

白宮反擊

針對朝鮮的挑釁，美國總統

川普在 17 日決定，將針對朝鮮

的經濟制裁繼續延長 1 年，且

再次將平壤定調為「異常且非比

尋常的威脅」。

根據《韓聯社》報導指出，

川普在 17 日向國會遞送了例

行通知，其將要延長制裁朝鮮

的第 13466 號、第 13551 號、

第 13570 號、第 13687 號、第

13722 號和第 13810 號等 6 項

行政命令之效期。據美國國家非

常措施法（NEA）規定，美國

總統必須每年都要向國會遞交例

行通知，才可以延長相關行政命

令的時效。其中行政命令的第

13466 號， 是 在 2008 年 6 月

26 日第一次實施的，之後每一

年的 6 月下旬皆會進行延長手

續。這次是川普上任之後的第 4
次延長該行政命令了。

儘管川普下令延長對朝鮮制

裁的行政命令，此屬於一年一度

的例行事，可是目前正處在敏感

時機，這讓韓美朝之間的關係再

度陷入緊張。

由韓方投資，於 2018年 9月方甫落成風光剪綵的韓朝開城聯絡辦公

室，卻於 19個月後毀於一旦。(AFP)

哈薩克斯坦等國軍隊抵達莫斯科

的消息，可並未提及中共軍隊。

當中共軍人抵達莫斯科之

時，在當地社交媒體上，立即出

現憂心中共軍人會將病毒帶入俄

國的聲音。

據美國之音報導，時事評論

人士尼寇里斯基表示，有許多

俄羅斯人迄今仍然將美、英等

國家，視為是前蘇聯於二戰中

的真正盟友，而並不是中國 ( 中
共 )，這可能也影響了俄國社會

如何看待中共軍人參加紅場閱兵

一事。尼寇里斯基指出，若提及

在二戰中，誰才是前蘇聯的盟友

時，俄中之間的關係幾乎不被人

提起的。又加上俄羅斯社會有很

多人至今仍然對於中共前領導人

毛澤東的印象很不好，以致這些

皆使很多人覺得，以中國軍隊來

取代美英軍隊走在紅場上，以紀

念二戰勝利十分不合適。

俄指武漢肺炎惡化 
禁中國人入境

先前由於中國爆發了武漢肺

炎疫情，俄羅斯為了防止該疫情

傳入，除了關閉中俄邊界之外，

俄羅斯總理梅德維傑夫（Dmitry 
Medvedev）也簽署了一項法

令，從莫斯科時間 2 月 20 日 0
時（北京時間 2 月 20 日 5 時）

起，將無限期禁止中國公民入

境。俄羅斯政府指出，這次會頒

布這項法令的原因，因認為中國

「流行病情惡化」（worsening 
epidemiological situation），但

在俄羅斯轉境的旅客，並不在此

禁令的影響範圍內。

俄與蒙古拉近嚴防北京

在表面上，俄羅斯在許多國

際場合上，似乎與中國彼此唱

和，還提供中國重要的軍事技

術。不過，俄莫斯科仍在一些關

鍵地區，將北京視為一個對手，

並非是夥伴。近年來俄羅斯積極

重建與蒙古的金融及軍事關係，

其除了要在亞洲創造新的機會之

外，最主要的是為了應對中國在

該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俄媒諷中國山寨版戰機

問題纏身

去年美國《國家利益》雜誌

（The National Interest） 曾 報

導稱，雖然現在俄羅斯與中國是

「朋友」，甚至還舉行聯合軍事

演習。可是俄國官方媒體「衛星

通訊社」（Sputnik News）卻刊

登一篇以「中國海軍缺乏艦載戰

鬥機，只有問題纏身的殲 -15」
為題的文章。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這次俄

羅斯方面的反應很出人意料之

外，因為對於中共軍隊和運 -20
的抵達一事，非常低調冷淡，甚

至俄羅斯的主要媒體在當天幾乎

都看不到相關的訊息報導。

目前俄國媒體涉及中國的訊

息，主要是中方的武漢肺炎疫

情、浙江油罐車爆炸事件等。當

日關於紅場閱兵的新聞，是俄軍

的第一次彩排活動，有許多俄羅

斯媒體報導了同樣前來參加紅場

閱兵的摩爾多瓦、塔吉克斯坦及

中共軍隊抵俄 低調參加紅場閱兵
【看中國記者岳劍清

綜合報導】中國與俄羅斯之

間的互動，常出現不尋常狀

況。6月14日，中國政府派遣
100多名士兵前往莫斯科，
準備參加俄國紀念二戰勝

利75周年的紅場閱兵慶祝
活動，讓人相當意外的是，

俄方對於中國軍隊的到來，

反應卻十分低調。有分析指

出，其實俄羅斯社會並不將

中共當成是二戰中的盟友，

甚至還會擔憂這些軍人可能

會帶來病毒。

在文章中提及，中國的

殲 -15 可說是俄國的蘇 -33 航

母戰鬥機沒有經過許可的「山

寨」版。而蘇 -33 為 20 世紀 80
年代的蘇 -27K 陸基戰鬥機衍

生品。中方從烏克蘭得到一架

蘇 -33 的原型機 T-10K-3，獲

得該架無法飛行的飛機之後，中

國工程師就對其進行了逆向工

程。俄國「衛星通訊社」深入挖

掘出北京的殲 -15 戰鬥機所面臨

的困境，該家俄國新聞網站指

稱，很少有中國軍方人士，表現

出對於殲 -15 此款第四代噴氣式

艦載機的喜愛。

俄專家向中國 
提供聲納情報被捕

俄羅斯北極科學院院長米季

科的律師 15 日表示，檢方指控

這位知名科學家洩漏國家機密給

中國後，已以叛國罪控告他。

米季科若被判有罪，最高可處

20 年有期徒刑。律師巴夫洛夫

（Ivan Pavlov）表示，這位 78
歲的學者每年兩次以客座教授的

身分到中國授課，他否認把國家

機密交給中國當局。有消息來源

告訴俄羅斯國際傳真社說，米季

科被控洩漏給中國有關用來偵測

潛艇的技術。

即將舉行月餅

的 莫 斯 科 紅

場（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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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出來的是已經正式生效

的行政法規，全稱叫《中國人民

銀行關於開展大額現金管理試點

的通知》，7 月份將率先在河北

省開始實施，然後 10 月份在浙

江和深圳實施。這個規定有些朋

友可能還不熟悉，尤其是海外的

一些朋友，以下簡單介紹：

首先是金額認定，大額現

金起點是多少？它分為對公賬戶

和對私賬戶，對公賬戶都是統

一 50 萬，對私賬戶不同省份認

定標準不一樣，河北省是 10 萬

元，浙江省是 30 萬元，深圳市

是 20 萬元。如果超過剛才說的

那些金額標準，想大額取走現

金，就需要提前預約和登記，

具體登記那些信息的細則還沒出

來，但肯定登記的信息是非常具

體詳細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法規

是規範的是「大額現金存取」，

不是「大額轉賬管理」，網上銀

行轉賬或者是櫃台轉賬多少沒關

係，只是鈔票。有些媒體標題

黨，故意聳人聽聞，說成是大額

轉賬都要受限了。

為甚麼選擇這三個地區？去

年 11 月 5 號徵求意見稿給出的

理由是「河北是因為河北省銀行

業金融機構大額現金業務管理基

礎較好，浙江省一些特定行業大

額用現情況突出，而且是個人賬

戶大額用現情況突出，選擇深圳

市因為深圳香港之間人民幣現鈔

跨境流動普遍」。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三個

省市有代表性，是中國三個核心

經濟帶裡的省市。河北省是位於

京津冀經濟帶，浙江省是位於長

三角經濟帶，深圳市珠三角經濟

帶，都有一定的代表意義，所以

在這三個地方做試點，有利於未

來推廣到全國。

再有一點就是央行在出台背

景重點中有句話：「越來越多的

大額現金交易集中在特定領域、

特定人群、特定時期，那關於特

定行業」，它給的解釋是：

三個地區重點關注的特定行

業；

1、河北省，側重於房地產

行業，尤其是邢台市商品房預售

資金。

2、浙江省，側重於批發零

售、房地產銷售、建築、汽車銷

售行業，重點關注取現環節的真

實性和後續的使用情況。

3、深圳市，側重於對利用

個人賬戶進行經營性收支行為管

控，細分個人賬戶經營性收支來

源與用途，以及監測境外人民幣

現金業務情況。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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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
這是第一種極端假設，第二

種極端假設是，如果一個社會一

個國家完全不使用現金了，現金

消失了了，基礎貨幣就全變成商

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了，這個會

有甚麼好處？商業銀行子彈變多

了，可以極限化派生信用，M2
可以達到理論極值。

舉個例子，存款準備金率

如果是 10%，那商業銀行的理

論信用派生能力就是 10% 的倒

數，也就是可以放大 10 倍，

貨幣乘數可以達到 10，但是咱

們國家現在存款準備金率不是

9.4% 嗎，理論上貨幣乘數應該

感到 10 倍多才對，但是實際上

只有6.72對吧，那原因在哪呢，

就是因為有現金的存在，如果全

社會一點現金都沒有的話，大家

都是電子支付，都銀行轉賬，那

商業銀行的信用擴張就可以達到

極限化，也就是說可以再把中國

的廣義貨幣 M2 推高到一個更高

位置。

這兩種極端極端的例子是為

了讓大家明白，流通中的現金是

影響商業銀行信貸擴張的，是對

商業銀行的穩定性、安全性有重

大影響的，基礎貨幣中現金太多

了，銀行有風吹草動，容易遭擠

兌，尤其是在存款準備金率比較

低的情況下。

不知道大家是否馬上聯想

到令一件事情，央行的數字貨

關鍵的一點是，現金實物可

追溯，通過冠字號碼，它是一套

信息採集系統說白了，起點以上

的現金存取，每一張人民幣實物

的冠字號碼要與存取業務信息相

關聯，比如說誰取的，甚麼時候

取的，在哪兒取的，誰存的，甚

麼時候存的，在哪兒存的。

出台規定的目的

上面簡要介紹了一下這個大

額現金管理制度的內容，接著是

更重要的，就是央行出台這個規

定到底想做甚麼，目的是甚麼，

中國的央行跟美聯儲不太一樣，

經常是「半遮面」的。

央行宣稱的目的有五個，首

先是打擊貪污腐敗、違法犯罪，

反洗錢這方面，這個不用多說。

第二點是加強納稅稽查，

有些行業如果是現金收付款的

話，很容易偷稅漏稅，通過對

大額現金的登記追蹤制度，用

現金收款付款，規避稅務稽查

變得越來越難。

第三個目的或者理由就是，

現金流通過程中有損耗，還有就

是運鈔車，押鈔人員，有成本，

所以降低社會現金流通總成本，

但這個成本我覺得並不大，這並

不是主要目的。

第四個目的，香港是人民

幣最大的離岸市場，把人民幣從

深圳運到一橋之隔的香港，就可

以在那裡很容易的換成外幣，港

元、歐元、美元都可以。去過香

港的一個有感受，很多的貨幣兌

換店，大街上隨處可見。央行說

的也很明確，就是為了防範人民

幣跨境流動。

第五點是，央行本身也想搞

清楚社會中流通的現金流向，網

際網路支付這麼發達的情況下，

為甚麼現金需求還這麼旺盛，少

數行業雖然用現金比較多，但依

然不能解釋為甚麼社會上流通中

的現金這些年非但沒有下降，還

逐年有所上升，大家看這個圖，

M0 是流通中的現金，從 2015

年 6 月份的 5.8 萬億到 2020 年

5 月份的 7.97 萬億，如果做成曲

線圖的話，M0 是逐年上升的。

其實這個是很反常的，因為 15
年以後移動支付大幅普及，使用

現金的場景理應越來越少，流通

中的現金應該逐年減少才對。

央行 2017 年有個統計與調研數

據，個人小規模的現金存款越來

越少，但是大額現金的進出卻在

增加，個別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

現金存取業務中單筆超過 10 萬

元的業務數量佔比雖不及 1%，

金額卻接近 27%。

所以央行新出台的法規規

定了現金分析報告制度。具體

就是要求銀行加強大額現金分

析水平，對銀行業金融機構報

送的大額現金業務信息區分行

業、用途、金額進行分析，掌

握大額現金流向、預判大額現

金業務風險。

系統性金融風險

最重要的一點來了，就是現

金的流出看來有引發系統性金融

風險的可能。以下這張圖顯示，

央行的基礎貨幣中包括兩部分，

一部分是貨幣發行，也就是真正

發行的現鈔，還有一部分是「其

他存款型公司存款」，在央行資

產負債表裡它就是這麼叫的，其

實就是商業銀行存放在中央銀行

的存款準備金，包括法定的和超

額的。

貨幣發行裡面包括兩部分，

一部分在社會中流通，也就是

M0，還有一部分在金融機構的

保險櫃裡。在這個架構中，先想

像兩種最極端的情況，第一種是

基礎貨幣全部變成央行發行的現

鈔，那商業銀行就完了，因為商

業銀行是靠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生

存的，人們如果手裡都攥著現

金，不存銀行，那銀行也就沒有

存在的基礎了，更談不上甚麼信

用派生和 M2，如果基礎貨幣都

是 M0，都是流通中的現金，沒

人存銀行，那此時 M2 就等於

央行準備發行大額現

金管理制度，這個規定其

實不是新鮮的，早在去年

11月5號就已經出來了，只
不過那個時候是徵求意見

稿，全文叫《在河北省、浙

江省、深圳市試點開展大

額現金管理的通知》《公開

徵求意見稿》。央行當時在

官網公開過，也有媒體報

導，但是好像沒有太引起人

們太多的關注和重視。

幣。當初央行宣布要發行數字

人民幣，就是要替代流通中現

金 M0，看到這裡不難發現，不

管是大額現金管理制度還是央

行數字貨幣，矛頭都直指流通

中的現金。

央行為何重視現金？

這些年隨著央行的不斷降

准刺激經濟，現在商業銀行的存

款準備金率已經降低到 9.6% 這

麼低了，每逢季末、半年末，年

末，還有春節這些節點，銀行間

市場資金經常緊張，尤其是春

節，老百姓取現需求大幅增加，

央行此時不是降准就是 MLF 釋

放基礎貨幣，怕的就是經常出現

的那個名詞——系統性金融風

險。那在存款準備金率比較低的

情況下，銀行確實是經不起風吹

草動的。

央行數字貨幣和大額現金管

理制度，都是衝著社會中流通的

現金來的，只不過一個是頂層制

度設計，要逐步替代流通中的現

金 M0，另一個是在現有貨幣體

系制度上的升級，對現金流動的

強化管理，但是兩者都將對未來

中國金融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

並最終在未來的某個時點相互融

合，直至消滅現金。未來是一個

甚麼樣的社會形態呢？社會中每

一筆交易都可追溯，每一分錢都

有源頭，每一個人的數據都是透

明的，夢迴1984？需要想像力。

最後總結一下，這期主要

是介紹了大額現金管理制度的具

體內容，以及分析這個規定的目

的和動機，當然明面上的出台背

景央行自己也說了：打擊違法犯

罪、加強稅務稽查，降低現金損

耗成本等，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

一些原因，這些原因普通人不太

容易理解，央行當然也不會給你

說。很多人就看不透這兩年央行

在計畫甚麼，一會兒央行數字貨

幣，一會大額現金管理制度，而

這些都是為了背後的潛在目的而

進行的。

數字貨幣、大額現金管理制度數字貨幣、大額現金管理制度
北京央行的真實目的？北京央行的真實目的？

財經 
評析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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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劉翰青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大明王朝的一代鴻儒，

曾築室陽明洞，自號陽明子，世人呼之為陽明先生。

不一樣的王陽明

「心學」顯威

朱宸濠糾集亡命之徒以擴

充兵員，號稱十萬之眾，進攻南

康、九江，兩地以市長（知府）

為首的大小文武官僚們「毅然」

的作鳥獸散了。此時，王陽明還

在去福建平亂的路上，六月十五

日，他經過豐城，才得知寧王已

經造反了，他馬上回到船上，要

轉道去吉安，可當時正刮南風，

船半點前進不得，陽明先生只

能「聽」天「由」命了，他「焚

香拜泣告天曰」：「上天若是憐憫

生靈，允許我匡扶社稷，請馬上

改變風向。如果上天不在乎這些

百姓，我也沒有活路了（「天若

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

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

矣」）。」結果，「須臾，風漸止，

北帆盡起。」

看來上天還是很眷顧他的，

可是寧王也非常「惦記」他，派

了個太監喻才帶兵要「請」他回

去。南贛巡撫本可以節制「四省

三司」，可王陽明眼下除了身邊

幾個「參謀」（幕士），一兵一

卒也沒有，只能半夜裡鑽進漁船

藏了一宿，才躲過一劫。

他知道寧王下一步的打算是

進攻南京，奪得爭皇位的資本，

然後直奔北京。可是這兩處現在

都沒有防備，寧王若是按計劃行

事了，天下就要大變了，所以必

須留住他十天半個月，讓各地做

好迎敵的準備。

無兵無將，怎麼留住寧王？

這難不倒我們的心學大師，他

偽造了兩廣機密大牌 , 上邊寫

著：「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

西公幹。」讓身邊的幾個人把這

「四十八萬官兵」的假消息張揚

出去，之後晝夜兼程趕奔吉安。

吉安知府叫伍文定，這位

「市長」可不像南康、九江那二

位那麼窩囊，此人「有膂力，

便弓馬」，還留著一定規模的鬍

子，頗有幾分關雲長的風采。寧

王造反的消息傳到吉安，伍「市

長」的手下本著爭先恐後的原則

紛紛跑路，伍文定一怒之下殺了

一個「逃兵」，「眾乃定」。

王陽明一到吉安，立即上疏

通知朝廷－－寧王造反了，他趁

機嚴肅的「教導」正德：皇帝這

個工作您幹了十四年了，這段日

子「屢經變難，民心騷動」，您

還不著調的到處玩！現在想當皇

帝的，豈止一個寧王？您快點痛

改前非，把身邊那些溜鬚拍馬的

都趕走，別到處閒逛了，「則太

平尚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

這些逆耳忠言估計對正德

不會起到甚麼實際的教育作用，

但是朝廷在兵部尚書王瓊的努力

下，頒布詔書削去了寧王的合法

地位，並調動兵馬準備迎戰。

與此同時，王陽明和伍文定

等商定計劃，傳檄四方，讓各地

起兵勤王，同時四處張貼虛張聲

勢的公告－－「准令許泰、卻永

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

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

從徐淮水陸併進，王守仁領兵二

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

兵六萬，分道併進，剋期夾攻南

昌。」－－其實，他手下現在連

兩千兵都沒有。

他還偽造了寧王部下的投降

書，「誣陷」寧王手下謀士正在

給他當臥底等等。通過唱戲的、

給他當「內應」的家屬等傳遞給

寧王。「參謀」龍光問他：「這

麼幹有用嗎？」他反問道：「不

論管不管用，先說說他懷疑不

報捷的奏章到了，按理當賞

有功之臣，可是正德不是個正常

皇帝，他以「元惡雖擒，逆黨未

盡」為藉口，用自封的那個「威

武大將軍」的名義，帶著幾萬正

規軍南下，和自己的臣子搶功來

了。他派人讓王陽明放了朱宸

濠，然後他自己和這個族叔打一

仗並親自俘獲，過過奏凱而還的

癮。王陽明對宦官張永動之以

情、曉之以理，說這樣做會死更

多人，江南百姓實在折騰不起

了。最後協調結果是：讓正德到

了南京，再放出寧王讓皇帝俘虜 
。這樣正德也算過了一把癮，不

過他這次玩大發了，在返回北京

的路上掉進水裡，雖然被救了上

來，可是因為長年沉湎於女色身

體虛的很，再加上受了驚嚇，種

下了病根，沒過多久就結束了荒

唐的一生。

1521 年，明世宗朱厚熜繼

位，年號嘉靖。他雖然也幹了不

少荒唐事，但對王陽明的功勞還

是心中有數的，因而論功封陽明

為世襲新建伯。

然而，經此一變，讓王陽

明更深刻的感受到「致良知」的

緊急，就像御史黎龍說的－－

「平藩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

倡義」。此後，他幾次上疏辭

爵，朝廷都不准。但他依然按

照自己的想法，把精力用於推

廣他的心學，以「致良知」，

並把自己一生所悟總結了四

句話，就是學界所說的「四句

教」－－「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

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前世今生

通常情況下，故事講到這個

地步就該結束了，可是王陽明的

人生之戲既然有個神異的開場，

自然也該有個神異的結局。

嘉靖六年（1527 年），世

宗把正在家教書的王陽明調去總

督兩廣軍務，平息民變、剿除匪

亂。平亂後王陽明肺病加劇，又

一次上疏要求辭職回家。途經桂

林時，陽明下船遊歷了一番，無

意間走到了伏波廟。一進廟門，

他就呆了－－廟內情境與他十五

歲夢中所見絲毫不差，一生起伏

興衰，原來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陽明感慨之餘，賦詩以識之：

四十年前夢裡詩， 

此行天定豈人為？

徂征敢倚風雲陣， 

所過如同時雨師。

尚喜遠人知向望， 

卻慚無術救瘡痍。

從來勝算歸廊廟， 

恥說兵戈定四夷。

這一番慨歎發出沒多久，他

又經歷了一件更神奇的事。

江西大余有座靈巖寺，乃是

一座「江西有數，贛南為甚」的

江南名剎，自南唐創建後，一直

香火鼎盛。王陽明途徑此地，自

然要去拜謁一番。

他在寺中各處遊歷了一番，

發現有個房門是鎖著的，於是好

奇的問寺中和尚，這裡邊是啥？

為甚麼要鎖門？和尚說，這是一

位祖師的房間，祖師圓寂前吩咐

過，除非等到他自己回來，不然

門不能打開。佛家的輪迴轉世之

說，即使對我們現代的中國人來

說，也並不陌生。和尚越是這麼

說，他就越想進去看看，於是，

王陽明隨口說了句：「就是等我

來啊」，和尚一怔，隨即把鑰匙

給了他。

他開了鎖，推門就進。昏

黃的夕照裡，只見一位圓寂的老

僧端坐在蒲團上，王陽明一看，

咦！怎麼和自己的容貌如此的相

像？他環顧房中事物，見書案上

有本落滿灰塵的書，於是輕輕走

過去，拿起來撣去灰塵，書頁

上竟赫然寫著：「五十七年王守

仁，啟吾鑰，拂吾塵，問君欲識

前程事，開門即是閉門人。」

王陽明心中一驚，兒時的

夢、格竹致知、龍場悟道、宸濠

之亂－－幾十年的人生歷程如同

一張四維立體畫，一瞬間呈現在

眼前，前世今生，早定因緣，世

間繁華，過眼雲煙。

少年時「何為第一等事」的

疑團，似乎此刻才徹底解開。他

默然下山，回到船上。嘉靖七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 年 1
月 10 日），王陽明在南安青龍

鋪（今大余縣青龍鎮）的舟中

去世。當時他的學生周積陪在

身邊，哭著問他有「何遺言？」

他微笑道：「此心光明，亦復何

言？」

王門弟子扶陽明先生的靈柩

回歸故里，一路上「士民遠近遮

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

名留後世

陽明先生去後，他的心學

廣傳到朝鮮、日本，影響相當深

遠。日本「維新三傑」中的西鄉

隆盛、大鹽平八郎等都是「陽明

學」的門徒，近代日本著名海軍

將領東鄉平八郎，更是以「一生

俯首拜陽明」表達他對陽明先生

的折服。

然而，在陽明心學的發源

地，竄改了儒學原義的朱熹學

派卻繼續佔據統治地位。中華

民國總統蔣中正接觸到「陽明

學」後，成了王陽明先生的超級

粉絲，因此台灣的很多校名、地

名、路名都改為「陽明」，著名

的陽明山國家公園即是一例。

翰青有詩為讚：

靜心凝神恃方寸，

平叛安民定乾坤。

靈巖寺內見偈語，

方知比丘乃前身。

封侯拜相非所願，

由儒入道始歸真。

終明之世三百歲，

治亂能臣第一人。

又來挑戰，叛軍太多，官軍有點

抵擋不住了，伍文定站在火炮

之間，鬍子被炮火燒著了，仍然

不退半步，大夥一看，主帥已經

拼了命了，咱們也不能當窩囊

廢啊，上吧。這時，官軍一炮打

中寧王的副舟，趁亂反擊，結果

「擒斬二千餘」。

寧王敗退下來，問手下在

哪裏停船，部下答「黃石磯」，

南方人把「黃」讀作「王」，結

果成了「王失機」，寧王大怒，

把答話的人給殺了，換到一個叫

「樵舍」的地方停了船。其實，

他也糊塗，從他遇到陽明先生的

時候，他就已經「失機」了，這

是天意。

朱宸濠顯然沒看過《三國演

義》，他把所有的船連成了方

陣。自幼就崇拜諸葛亮的王陽

明，又怎麼能放過這個大好機

會呢，他讓隊伍從叛軍兩翼

放火，火起時合兵圍攻。二十

六日早晨，寧王正接受群臣朝

拜，官軍已經四面圍定，火、

炮齊發，鄱陽湖上重演了一場

「赤壁之戰」，只不過王陽明

沒有留一條「華容道」。寧王

的大船擱淺，不能行動，倉促

間換乘小船逃命，被王冕部追

上擒獲，他的世子、宰相、元

帥數百人也都被活捉。

和叛軍在鄱陽湖上鏖戰的這

段日子，王陽明每天都坐在都察

院裡，敞開大門，與他的朋友、

學生熱烈的討論心學問題。前方

傳來戰報，他當堂發落，然後接

著討論。忽然有人來報：「伍文

定的鬍子燒著了，部隊在後退。」

大伙都又驚又怕，王陽明卻平

靜的說：「對敵小卻，此兵家常

事，不足介意。」寧王被擒的消

息傳來了，其他人都很驚喜，他

依然淡淡的說了句：「這消息應

該是真的，但是死傷太重了。」

這份「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

心學修為讓旁觀者莫不歎服。

以幾千衙役和民兵，對陣寧

王數萬精銳部隊，四十天而竟全

功，王陽明由此留下了「大明軍

神」的美譽。

插圖：Alin

（五）

懷疑？」龍光答：「難免不疑。」

他說：「只要他懷疑，這事就成

了。」

這一系列「心戰」，淋漓

盡致的體現了陽明的「心學」威

力。寧王空有幾萬部隊，卻窩在

南昌十幾天沒敢動彈，直到七月

三日，他才看出這些都是假消

息，這才向南京方向出兵，可是

他已經失去了寶貴的戰機。此消

彼長，王陽明卻贏得了充分的準

備時間。

岳飛關於用兵曾有過「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的總結，王陽

明已經深得其妙了。當時寧王叛

軍已經佔領了南康和九江，正在

攻打安慶，安慶是南京的門戶，

如果安慶失守，南京就十分危險

了，因此，有人主張兵發安慶，

克敵於堅城之下，然而，王陽明

決定攻打寧王的老窩－－南昌。

他若越過南康、九江，與寧王戰

於安慶，則是捨近求遠，叛軍必

然回軍死戰，那時王陽明將腹背

受敵，而且，寧王帶去攻打安慶

的乃是精銳部隊，王陽明手下基

本屬於民兵，連正規軍都沒有，

這無異於以卵擊石。而攻打南昌

是避實就虛，卻可以在心理上給

叛軍以嚴重的打擊，而且，後院

起火，寧王一定會回來救援，這

又含有「圍魏救趙」的意味。寧

王果然隨著王陽明的指揮棒在

轉，他沒聽謀士放棄南昌直攻南

京的建議，立即抽兵兩萬回救，

安慶之圍遂解。

鄱陽水戰

王陽明十九日發兵，二十

日凌晨到達南昌城外，他下令：

「一鼓附城，二鼓登，三鼓不登

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沒想

到攻城卻容易的讓人有點掃興，

先頭部隊隨著戰鼓迅速登城，誰

知爬到一半的時候，城下有人

喊：「哥們，別費那勁了，門沒

鎖。」原來寧王留守南昌的軍隊

已經聞風而降了。但攻城的主力

多是贛州「轉業」的土匪，這回

終於撈到一個合法殺人搶劫的機

會，他們不守軍紀，濫殺百姓，

王陽明把幾個領頭囂張的砍了，

才算消停。接著，王陽明開倉救

濟城中軍民，安慰宗室人員。所

有協從人員只要自首，概不追

究。南昌安定下來了。

二十二日，從安慶撤退的

寧王到了沅子港。陽明先生問大

伙，你們看咋整？大多數人認

為，賊勢強盛，應該守，慢慢找

機會。陽明卻說，賊人雖然多，

不過都是用封官許願的辦法湊

來的，現在進攻不成，退也沒有

退的地方，他們現在已經蔫了。

我們「若出奇擊惰」，他們一定

「不戰自潰」，這就叫「先人有

奪人之氣」。

陽明的部隊除了那些「轉業」

的前土匪，都是江西的知府、

知縣們三百、二百的湊來的，加

起來沒多少，他派陳槐、王冕等

十來個地方官，各帶百八十人去

「張疑設伏」，余恩帶四百人去誘

敵，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

孺各率領五百「大軍」，「分道併

進，擊其不意」。

二十四日，叛軍「鼓噪乘風

逼黃家渡」，伍文定、余恩詐敗

誘敵，叛軍在寧王高額獎勵的誘

惑下，以要錢不要命的精神緊追

不捨，結果船隊前後脫了節，機

不可失，邢珣從中截斷叛軍，伍

文定、余恩回頭反擊，周圍伏兵

四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

二十五日，寧王整合部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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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Anshi (? – 62 BC), courtesy name 
Ziru, was a minister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202 BC – 8 AD). He was dedicat-
ed to his work and always conducted him-
self in a courteous and upright manner.

 When he was young, Zhang served as 
a mid-ranking officer. Later, because of 
his upright character, the great general 
Huo Guang entrusted him with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and appointed him gener-
al of the chariot division. He was prudent, 
trustworthy and industrious. After Huo 
Guang died, various ministers in the royal 
court submitted a memorial to the throne, 
recommending Zhang for “Guangluxun,”  
one of the nine most powerful minister 

positions in the imperial court, in charge of 
royal guards and attendants. The emperor 
also wanted to entrust him and his son with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It was quite possible that Zhang was aware 
of the Taoists’ admonition: “Knowing 
when enough is enough one will not end 
up in disgrace; knowing when to stop one 
will not meet with danger, and then it can 
last.” He knew that if he indulged his de-
sires and greed, he would sooner or later 
end up in disgrace and disaster. So when 
the emperor wanted to promote him to the 
rank of nobility, he was afraid to accept it 
and asked to see the emperor. He pleaded 
with the emperor that he was not qualified 
for such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hoped 
that the emperor would spare his life. The 
emperor laughed and said: “You are too 
modest. If you cannot do the job, who else 
can?” Zhang still firmly declined, but the 
emperor did not accept. Several days later, 
Zhang was appointed general of the horse-
drawn vehicles as well as head of the de-
partment in charge of official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Later, his position was changed 

to defense general.

 Zhang always dressed in thick black silk 
fabrics (black implies humbleness) that his 
wife made. He felt uneasy seeing both him-
self and his son serving as high officials in 
court and petitioned to the emperor for his 
son to be dispatched outside of the capital.

 Once Zhang Anshi recommended that a 
person be appointed to the imperial court. 
The person thanked Zhang but Zhang felt 
regretful because he thought that his recom-
mendation was based purely on the person’s 
qualifications, and there was no reason for 
the person to thank him. Zhang stopped all 
dealings with the person from then on.

 An official came to see Zhang. The official 
said to him that his merits and accomplish-
ments were not being duly rewarded. Zhang 
said: “When you have a lot of merits, your 
superior is bound to know. As an incumbent 
official, how can you blow your own horn 
this way?” He rejected the official’s request 
for promotion. However shortly after, the 
official was promoted and transferred. Such 

was Zhang, shunning fame and distancing 
himself from power and influence, separ-
ating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and dis-
inclined to let people know of his kindness.
 His magnanimity also manifested in for-
giving people for their mistakes. During his 
term of duty as Guangluxun, one inebriat-
ed official urinated in the royal court. The 
manager of the court reported it to Zhang 
and planned to follow the rules to punish 
the official concerned. But Zhang said: 
“How do you know that wasn’t just a drink 
he spilled?”

 Although Zhang’s position was high and 
powerful, he was renowned for his pru-
dence and meticulousness. He had no 
omissions. He was courteous and humble 
all his life. Historians praised him as “full 
without spill.” The emperor trusted and re-
spected him. After he passed away, he was 
given an official seal, a carriage, and armed 
guards. The title “Esteemed Marquis” was 
conferred upon him. His sons and grand-
sons inherited his modest and contented 
qualities, and were entrusted with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by the royal court as well.

Liu Nanyuan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Works in the Jiajing 

Era (1522 – 1566 AD)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 – 1644 AD). By the time he retired 
and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a provincial 
official in charge of the area was quite de-
manding when it came to food. The coun-
ty officials were quite intimidated. Liu 
Nanhuan told them, “He was once my stu-
dent. I should offer him some advice.”

 One morning, the provincial official came 
to Liu’s home for a visit and Liu told him, 
“I’d prefer to set up a banquet for you. 
However, it may take too much of your time 
and interfere with your official business. So, 
let me treat you to a meal. My wife is out 
of town, and we don’t have anyone to pre-
pare anything special. How about a simple 
meal?” The official could not decline the in-
vitation since it was from his teacher.

 It was past noon time, and the meal still had 
not been served. The official was getting 

very hungry. When the first dish was finally 
brought to the table, it was only comprised 
of rice and a bowl of tofu. The  official had 
three bowls of rice with the tofu, and he felt 
quite full. Shortly after, gourmet food and 
exquisite wine were brought to them, and 
it took up the entire table. The official was 
too full to have more food. Liu Nanyuan 
insisted on him trying more. The official 
had to say, “I’m really full. That is all I can 
eat.” Liu smiled at him and said, “You see, 
it doesn’t matter too much whether food is 
rich or simple. When you are hungry, it’s 
easy to take in food. When you’re full, it 
doesn’t entice you as much. The difference 
is all in the timing.”

 The purpose of food is to fill one’s stom-
ach and alleviate hunger. Only extravagant 
people who lack virtue would overly de-
mand delicious food. The provincial official 
learned a lesson from his teacher and never 
placed unreasonable demands regarding 
food on others again.

3D 掃描 激光治療儀
3D 印模

激光治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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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 早 9 點至下午 4 點 週日休息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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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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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應診。

激光設備

治療牙周病

植牙材料使用瑞士品牌

Straumann
提供牙骨牙齦

再生手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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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餘平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接受所有保險

治療牙周病及植牙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6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本診所已完全開放，可接診

各類牙病患者。

開業啟示

接受新症及急症 彈性營業時間，接受新症及急症

403-275-4000

華語熱線

張安世，字子孺，是西漢時的大臣，

盡心盡職，為人謙恭忠厚。

張安世是著名酷吏張湯之子，受父蔭

在少年時代即擔任郎官，後來因為為人忠

厚而受到大將軍霍光重用，任車騎將軍，

忠信謹慎，勤勞政事，日夜不怠。霍光去

世後，朝中大臣上疏舉薦張安世為光祿

勛，皇上也想重用他們父子。

張安世可能深知「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可以長久」的道理，知道如果放縱貪

婪的欲望不知滿足，早晚會招來羞辱和災

禍。所以當他聽說皇上還要對他加官進爵

時，懼不敢當，去求見皇帝，摘冠叩頭，

說自己不足以擔任這麼重要的官位，希望

皇上保全他的性命。皇上笑著說：「你太

過謙了，你要是不行，還有誰行呢？」張

安世仍舊堅辭不受，皇上沒有答應。數天

後，任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兼領尚書

事，後來又改為衛將軍。

張安世總是身穿黑綈，夫人親自紡

織。他看到自己同兒子都尊貴顯耀，心懷

不安，曾特地替兒子請求外出補官。

張安世曾經向朝廷舉薦官員，那人後

來向他道謝，張安世很後悔，認為舉賢薦

能，豈有私謝之理？從此便與此人斷絕了

來往。

有一郎官來找張安世，說他自己功高

卻沒有升職，張安世說：「你功勞高了，

聖明君主必然會知道。作為臣子任職，怎

麼能自己宣說自己的長短呢？」從而拒絕

提升他。過了不久，這個郎官卻又得到了

升遷。張安世就是這樣匿名跡遠權勢，公

私分明，不喜歡讓人知道他的恩惠。

他的忠厚還體現在他善於隱人過失。

在任光祿勛時，有位郎官因為喝醉酒在殿

堂上小便，主事將這件事稟報了張安世，

想要按法處罰，張安世卻說：「怎麼知道

那不是反水漿呢？」

張安世雖位高權重，但卻以謹慎周密

而著稱，內外無漏洞，自始至終謙恭不

驕，史書稱讚他「滿而不溢」。皇帝非常

信任和敬重他，去世後贈印綬，送輕車甲

士，謚號「敬侯」。他的子孫繼承了他謙

恭、知足的美德，也受到朝廷重用。

劉南垣是明朝嘉靖年間的工部尚書，

後來告老還鄉。當時有位直指使（官

名），經常在飲食方面苛責下屬，郡縣都

非常害怕。劉南垣說：「這是我門下的學

生，我應當開導他。」

等到這位直指使來了，劉南垣招待

他，對他說：「老夫想設席宴請，恐怕妨

礙了公務，特地留你吃一頓飯，可是我妻

子到別處去了，沒人做飯，家常便飯能同

我一起吃嗎？」因為這是老師的命令，直

指使哪裡敢推辭。

可從早上直到過了中午，飯還沒有端

出來，直指使已經飢餓難耐了。等到飯端

上來，只有米飯和一碗豆腐而已。各吃了

三碗，直指使覺得吃得過於飽了。不一會

兒，佳餚美酒又上來了，羅列滿席，直指

使已經再也吃不下去了，劉南垣非要他

吃，直指使說：「我已經太飽了，不能再

吃了。」劉南垣笑著對他說：「由此可見

飲食原來是沒有精粗之分，餓的時候容易

吃飯，飽的時候難以吃東西，是時勢所導

致成這樣罷了。」

飲食的目的就是果腹，只要能填飽肚

子即可。只有奢靡浪費的無德之人才會過

分的苛求和執著美味。這位直指使遵從了

老師的教誨，從此再也沒有在飲食方面苛

責他人。

◎文：白雲飛

◎文：李若瑤

“Full without Spill” : Accomplished Yet Humble

滿而不溢　謙恭忠厚

飲食為果腹 Food is for Alleviating Hunger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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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蘭心

蝴蝶翅膀與防偽技術

蝴蝶翅膀鱗片由類似紙蛋盒

內部的錯綜複雜的微觀結構

構成。這些結構在反射光線

時，會呈現出強烈的色彩。

劍橋大學的馬蒂耶斯 ‧

科勒教授與同事們，在研究印

度尼西亞鳳蝶（學名 Papilio 
blumei）時，發現了這一大自

然的秘密。蝴蝶可以利用鱗片顏

色為自己加密，向潛在交配對象

呈現一種顏色，向捕食者呈現另

外一種顏色。

這給了科學家們啟示，如果

找到一種模仿熱帶蝴蝶翅膀顏色

的方式，就可以製造出更難偽造

的紙幣和信用卡。

科勒及其同事們利用一整套

納米製造程序，成功複製出與蝴

蝶翅膀擁有相同結構的鱗片。這

些複製品能夠呈現出，與蝴蝶翅

膀一樣的色彩。

科勒表示：「我們揭開了大

自然的一個秘密，並將這一發現

與先進納米製造技術結合在一

起，模仿自然界的這個錯綜複雜

的光學設計。雖然天然比我們進

行人工製造更為理想，但我們也

有自身優勢，我們可以利用大量

的人造定製材料，讓光學結構實

現最優化。」

他說：「這些人造結構可用

於為紙幣光學識別標誌，或者其

他貴重物品加密，以打擊偽造行

為。我們仍需要優化我們的系

統，但在未來，我們便能夠在

10 英鎊面值紙幣甚至護照上，

看到基於蝴蝶翅膀的防偽結構。」

◎ 文：秀秀

戲言失人身   三世成正果 

佛陀在世時，一日，舍衛城

有一個名叫師質的富豪前來拜

見，言說雖腰纏萬貫卻無子嗣之

苦惱。佛陀對他說，不必煩惱，

以後會有一個孩子且福德兼具，

長大後要出家修行。

師質很高興，對佛陀說：

「只要今世有兒子，出家學道有

那獼猴拿了缽，立即跳到樹

上，將蜂巢中的蜂蜜取到缽中，

下來後獻給佛陀。

佛陀命牠去除蜜中不淨之

物，再加入湖水，獼猴一一照

做，然後將甘美的蜂蜜水奉上。

看佛陀和僧眾喝上蜂蜜水，

獼猴在一邊高興地跳來跳去。不

料一不小心，失足跌入一個大坑

裡，當場斃命。

不久，師質果然喜得一子。

神奇的是，這個孩子降生的時

候，師質家中的所有器皿自然而

然地充滿了蜂蜜。

師質非常開心，為兒子取名

為「蜜勝」。蜜勝從小便聰慧有

加，很有慧根。果如佛陀所言，

福德俱全。

蜜勝長大後，懇請父母准其

出家修行。儘管師質不捨，但想

到當日佛陀的話，還是答應了兒

子的請求。

蜜勝拜見佛陀頂禮出家，聽

聞佛法後，不多時即證得羅漢果

位。蜜勝每每與眾僧外出化緣，

在眾人饑渴時，便將缽拋向空

中，再接住時缽裡充滿蜂蜜。眾

人不解何故，便跑去問佛陀。

佛陀對眾人開示，蜜勝便是

那獻蜂蜜的獼猴投生。而那隻獼

猴因何有如此慧根？

佛陀告知眾人，獼猴前世是

一位年輕僧人，在世時曾戲謔另

一個僧人跳躍水渠的樣子像一隻

獼猴，因而犯了口業失了人身，

轉世成一隻獼猴，再經兩世方成

正果。

甚麼不好呢？」

臨走時，他邀請佛陀前去家

中接受供養。佛陀應允，第二天

帶著僧團如約而至。

師質夫妻二人欣喜，盡心竭

力地供奉齋飯。

過後，佛陀一行人在返回途

中，經過一個明淨的湖泊，大夥

兒便暫時在此地歇息。

佛陀的隨伺阿難拿著缽來到

湖邊打水，忽見一隻獼猴出現，

索要他的缽。

阿難不給，怕牠弄壞，佛陀

卻說：「將缽給牠，不必擔心。」

「蘇美王表」也稱「蘇美

爾 王 表」，Sumerian King 
List），是在美索不達米亞蘇美

爾文明遺址中挖掘出來的，使用

蘇美爾語書寫，記載著統治蘇美

爾的歷代君王的名字和在位時

間，是人類迄今為止挖掘出來的

最古老的文明。「蘇美王表」的

出現，引發了考古界的巨大爭

議。因為根據王表記載，蘇美最

早的一位國王，是從天上降臨下

來的，他的名字叫做 Alulim，

他在位時間長達 28800 年。

而他之後的幾位君王在位

時間也都是超長的；第二個王

叫 Alaljar，他在位時間 36000
年；第三代王叫 Enmenluana，
他 在 位 43200 年； 第 四 代

王 叫 Enmengalana， 統 治

了 28800 年； 第 五 代 王 叫

Dumuzid， 統 治 了 36000 年；

第 六 代 王 叫 Ensipadzipana，
統治了 28800 年；第七代王叫

Enmendurana， 統 治 了 21000
年；第八代王叫 UbaraTutu，
統治了 18600 年。這八個王合

起來一共統治了 241200 年。

這個在位時間，是今人所無

法相信的。王表上記載第一個王

是從天而降，具有幾萬年壽命

的，必定不是地球人。

除了上古時期君主在位時間

令人詫異，「蘇美王表」中另一

個令人震驚的記載，就是大洪

水。王表中描述，一場席捲全球

的大洪水淘汰人類之後，王權再

次從天而降。

在發掘的蘇美文明中有一塊

石碑，上寫著一句話，大洪水之

後又來了一個王從天而降，開始

了新的蘇美王列表。但後來的

王，在位時間就越來越短了。

表中記載，一位叫吉爾伽美

什的王，在位時間只有 126年。

但即便這樣，也不是現代人所能

理解的。

在吉爾伽美什史志上記載

說，他是半人半神，三分之二的

血統是神，三分之一的血統是

人。他擁有神的智慧和力量，卻

沒有神的壽命，所以他在位只有

126 年。

據考古證實，雖然無法確定

吉爾伽美什究竟在位了多長時

間。但他確實是在西元前 2600
年到 2700 年期間在位，與王表

記載的相符。

蘇美文明記載歷史十分嚴

謹，這種越往後壽命越短的模

式以及對大洪水的記錄，和《聖

經》中十分吻合，應該具有很高

的可信度。

不但如此，這份表中後期的

許多君主，都被現代考古證明是

真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蘇美王

朝之後是巴比倫王朝、亞述王

朝，這兩個王朝也有自己的王

表，三個表完全可以連在一起，

時間銜接極為精準。

巴比倫王朝和亞述王朝的王

表上，都有提到蘇美王朝，記載

都是相同的。

目前，蘇美王表共發現 27
份副本。在巴比倫、蘇薩、亞述

等地，以及尼尼微的皇家圖書館

裡，發現了十幾部「蘇美王表」

的副本。它們都被認為源自於一

個原始列表，據信是寫於烏爾第

三王朝（西元前 2000 年）甚或

更早。

其中保存最完好的樣本

是「韋爾德 - 布倫德爾立柱」

（Weld-Blundell Prism）。目前

保存於英國牛津的阿什莫爾博物

館。蘇美文明，大約形成於西元

前 4000 年左右，比傳統的古印

度、古埃及、古巴比倫和中國四

大古文明更加久遠甚至更為先

進，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在那個時期，人類已經擁有

發達的農業系統、社會管理系

統、數位和數學系統、天文系

統。蘇美爾人發明的每小時為

60 分鐘；每分鐘有 60 秒；一個

完整的圓是 360度，以及乘法、

除法和乘法口訣表，根次方、微

積分等，一直影響到今天。

6000 多年前，在我們認為

的蠻荒時代，蘇美爾人不但通曉

天文地理，甚至能在泥板上畫出

星體運行軌道，知道百萬光年之

外的星系運行。沒有發達的科技

手段，他們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高度發達的蘇美爾文明最終

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中，只留下

無法湮沒的石碑和燒錄在上面的

文字，為後人記錄了那些神在人

間的歷史。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是人類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6000年前
（西元前4000年）已有較發達文化，曾出現蘇美爾、阿卡
德、巴比倫、亞述等文明。蘇美文明中，最著名的文物便是

「蘇美王表」。

◎ 文：青蓮   圖：Adobe Stock

  
「蘇美王表」見證了神在人間   ◎ 文：紫雲

日本放送協會（NHK）借

助一項黑光燈（black light）實

驗顯示，病毒可藉由人與人之間

的接觸而迅速傳染。NHK 電視

臺與聖瑪麗安娜醫科大學（St. 
Mariann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衛生專家聯合進

行了一項在餐廳或郵輪裡，病毒

如何人傳人的模擬實驗。

NHK 電視臺記錄了這項實

驗的過程。在模擬自助餐廳的場

景中，有 10 個人正在用餐，其

中一人被指定為傳染源，他的手

上塗了一種溶液，它在紫外光的

照射下會發出螢光，視為具有傳

染力的病毒。

10 個人分別取用食物並開

始用餐。 30 分鐘之後，電燈突

然熄滅，會發出紫外光和少量可

見光的黑光燈隨後開啟。

此時，只見用餐人的手上、

臉上、嘴上，以及餐盤、紙巾、

夾食物的夾子、容器的蓋子、

瓶子的把手等地方，都呈現出

螢光色。也就是說，這些地方

已經附著了病毒。聖瑪麗安娜

醫科大學的國島廣之（Hiroyuki 
Kunishima）教授指出，不特定

多數人很容易碰觸的地方具有潛

在的危險性。人們應該瞭解其風

險並採取適當的措施。

這段短片的觀看次數，目前

已經超過 1400 萬次。

病毒傳播速度驚人

◎ 文：藍月

撒哈拉沙漠，在一億年前是

甚麼樣？最新研究顯示，這裡曾

經充滿了凶猛的掠食者，是地球

上最危險的地方。

《ZooKeys》雜誌上，發表

一項摩洛哥東南部 Kem Kem 
Group 岩層地區 100 年的化石

脊椎動物研究成果，顯示在一億

年前，該地區有廣闊的河流系

統。

研究還發現了超過 26 英尺

的噬齒龍，以及來自三種最大的

掠食性恐龍的化石。而河流系

統，為這些巨型捕食者提供了穩

定的魚類食物。

英國朴茨茅斯大學的大衛．

馬丁（David Martill）教授在

聲明中說：「這裡充滿了絕對巨

大的魚類，其中包括巨型腔棘魚

和肺魚。例如，腔棘魚可能比今

天的腔棘魚還大上四、五倍。也

有一種巨大的淡水鋸鯊，稱為

Onchopristis，帶有最可怕的鳥

嘴齒，牠們像帶刺的匕首。」

美國底特律 Mercy 大學生

物學助理教授 Nizar Ibrahim 博

士說：「這無疑是地球歷史上最

危險的地方，人類如果有時空旅

行的話，將不會在這待很長時

間。」

一億年前的撒哈拉   

模 擬 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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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呂文

那麼，作為自漢末以來達三百年

之久的社會大動亂結束者—隋文

帝楊堅來說，他是預言中的「黑

衣人」嗎？歷史就這樣發展了！

楊堅成為笑到最後的那個人，

僅僅比郭璞預言的時間早了 25
年。楊堅繼位後，下了一道詔，

重振佛教。楊堅可謂黑衣人躲在

北周政權中的「內鬼」，看看他

的人生軌跡即可知曉：從剛出生

不久，他就被父母託付給上述那

位叫「智仙」的尼姑撫養，並一

直穿著黑衣在寺廟中生活，到了

十三歲才回到家中，他的一生更

是篤信佛教。最後摘取果實者，

就是楊堅這位不折不扣的黑衣

人。黑衣作天子，在隋文帝楊堅

身上得到應驗！

明代道士的預言

萬曆末年，有道士在京城鬧

市唱歌，唱道：「委鬼當頭坐，

茄花遍地生。」當時人莫名其妙。

後來明熹宗繼位，熹宗是乳

母客氏和太監魏忠賢陪著玩大

的，對兩個利用熹宗感情的奸人

非常信任。結果魏忠賢和客氏趁

機竊權亂政，生出個閹黨出來，

來，又有個小孩子穿紫衣紮著羊

角辮把貓趕走，貓又從南屋鑽出

去。李德裕就叫小孩子過來，問

幾歲了？小孩子說：「七歲了。」

量一量小孩子拿著的竹竿，

果然長五尺九節。小孩子是鄰居

元從的兒子。杜悰外甥說的一點

都沒錯，原來真的是事無大小皆

前定啊！

「黑衣作天子」 

終結南北朝亂世

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 220
年～公元 589 年），是中國歷史

上出現的第一次戰亂紛爭的大

分裂時期，歷時三百餘年。「風

水鼻祖」郭璞（公元 276 年～

324 年），曾預言：江東分王

三百年，復與中國合。自東晉元

帝於公元 314 年據江東另立，

經宋、齊、梁、陳四朝，到隋於

公元 589 年滅陳，統一全國，

期間歷時 275 年。

而在南北朝後期，曾流傳過

另一條神秘的預言：將有一位

「黑衣人」降臨成為天子，以終

結如今的亂世。「黑衣作天子」

的讖語，打開了一段亂世預言。

傳說中，古人能夠

根據天象等推算出千年

以後的事情發展走向，

留下準確的預言。人們

當時不信，可事情發生

後，人們卻不得不信。

 ◎文：史鑒

把大明江山禍亂得烏煙瘴氣。魏

忠賢所到之處，滿朝士大夫黑

壓壓跪成一片，齊聲高呼「九千

歲」，魏閹對他們連正眼瞧都不

瞧。

全國各地到處興建魏忠賢生

祠，歌功頌德，廉恥喪盡。據

說，有一座魏忠賢像頭雕得稍大

了一點，戴不上冕旒，工匠情急

之下把頭削了一下，一個閹黨就

抱頭大哭，工匠在魏忠賢像面前

痛哭流涕，足足跪了三天三夜，

才「悔過」合格，保住身家性命。

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委鬼

當頭坐」指的是閹黨魔頭姓名

頭一個字「魏」，至於「茄花遍

地生」，有人說是指客氏，當

時「客」又念作「楷」，而「茄」

當時與「楷」音似；又有人說

「客氏」從字腳看寫起來像「加

化」，和「茄花」的字腳形似。

當時閹黨滿朝，遍地生祠，的

確是「委鬼當頭坐，茄花遍地

生。」道士寥寥幾字預言，又預

示名字，又預示時局，可謂巧

妙之極。實在太神奇了！古人

的智慧有很多真是我們所不能 
及的！

姜子牙的 

〈乾坤萬年歌〉

在中國的預言中，也許商末

周初姜子牙的〈乾坤萬年歌〉沒

有別的預言那麼著名，也少為人

所知。但它卻是中國最早出現的

一個預言朝代興衰的大預言，全

文 770 字，預知其生後一萬年

之事，可謂神奇之作。姜子牙

〈乾坤萬年歌〉預測了從三皇五

帝後的五千年國運變遷。

杜悰外甥的預言

唐代杜悰與李德裕同在中書

省做官。一天，李德裕對杜悰

說：「聽高人說，您家有異人，

怎麼不帶他來給我看看？」杜悰

說：「我家哪有甚麼異人？」李

德裕說：「您再好好想想！」杜

悰想了一會兒說：「我家近日只

來了個外甥，他自稱從遠方來求

官。」李德裕說：「那就是了！」

杜悰回家後，就叫外甥到李德裕

那走一趟，好讓李德裕死心。

李德裕開門見山，問自己官

運如何？杜悰外甥說：「太尉位

極人臣，這還用問嗎？凡人細微

小事尚有定分，何況功勛爵祿

呢？明日午時，有白獸從南屋鑽

進來；又有穿紫衣紮羊角辮的小

孩子，年紀七歲，拿著竹竿，長

五尺九節，把白獸趕跑；白獸依

舊從南屋鑽出去，小孩子不是相

公家裡人。相公若不信，明日午

時請在一邊偷偷觀察。」

第二天中午，李德裕隱身偷

窺，果然有只白貓從南屋鑽進

看透未來迷霧的預言

化解風水中的頂心煞

若是住宅犯了頂心煞，就

會使宅主全體運勢下降、身體

虛弱、容易發作不測損傷等；

若是辦公室犯頂心煞，就會招

致團隊分散、業務難以擴展

等。出門見大樹，意味著明堂

受阻，影響運勢。在理想生活

中，頂心煞中煞氣最強的便是

高壓電塔或電線桿，由於高壓

電塔磁場極強，會嚴重攪擾住

宅的正常磁場，而大樹則好一

些，由於大樹自身既可化解煞

氣，但同時又可以帶來煞氣，

所以，我們必須對此多加理

解，不能混為一談。

關於那些危害人們、有煞氣

的大樹，可以將其砍伐掉，來化

解煞氣；針對不能砍伐掉的樹煞

和頂心煞，可以在正對或斜對頂

心煞的屋宅及辦公室裡面，安頓

山海鎮，應用山和海的力氣鎮宅

辟邪、化解煞氣；還可以用八卦

凸鏡對準頂心煞，以此化煞。

對於店鋪、酒店來說，關於

頂心煞，也有一種擋財變招財的

方法，就是將門前的大樹或電線

桿，裡面包上一層自家商鋪的裝

飾，使其成為商鋪的一個組成局

部，這樣反而會招來顧客。

 ◎文：雅雯整理
王
陽
明

「嘉靖我邦國」 
王陽明石刻 

明代最著名的大儒王陽明

（西元 1472—1529 年），名

「守仁」，自號「陽明子」，

故後人多稱其王陽明。他是儒

家的修行人，是通過打坐修煉

而擁有超能力的神人，歷史上

留下了不少這方面的記載。

例如，正德十四年（西

元 1519 年），寧王朱宸濠在

南昌發動叛亂，僅過四十三天

就被王陽明帶兵平定。朱宸濠

被俘後沒有被立刻處死，而是

被押至南京，獻給明武宗。

第二年（正德十五年，西元

1520 年）正月，王陽明親筆

寫了一篇題詞，並刻於廬山石

壁之上。

題詞全文如下：「正德己

卯（西元 1519 年）六月乙

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

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

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

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

還救，大戰鄱陽湖。丁巳，宸

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天

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

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

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

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式

昭皇靈，天下已定，嘉靖我

邦國。」最初人們看到這篇石

刻，只以為是王陽明以這種方

式自述此事件始末。然而，當

年（西元 1520 年）九月，明

武宗不小心翻船落水，從此生

病，於次年（西元 1521 年）

三月駕崩。明武宗沒有兒子，

經朝廷大臣商議，迎立興獻王

之子為新君，第二年（西元

1522 年）改年號為嘉靖。此

時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王陽

明用石刻的形式，提前兩年暗

示了明朝將要發生的變化，他

在石刻中的最後一句「嘉靖我

邦國」，早已預示大明下一位

天子的年號。

資料來源：《碧里雜存》

◎文：李春和

相面大師——韋鼎

韋鼎，京兆杜陵人，

通曉陰陽，尤善相術。曾

先後在梁、陳、周、隋四

朝為官，是個非常神奇

的人物。

韋鼎最初入仕梁朝。陳霸先

在南徐州時，韋鼎通過望氣知道

他應該會君臨天下。韋鼎對他

說：「我觀察明公，天縱神武，

才智超群，當繼大統。」他預言

陳霸先將取代當時梁朝實際掌權

的王僧辯，並建立新王朝。

陳霸先聞言大喜，因而定策

建立陳朝。

陳霸先即位後，拜他為黃門

侍郎，後來一路升到廷尉卿。

韋鼎曾作為陳朝的使者，聘

問北周，在長安與執掌北周政權

的楊堅結交。他對楊堅說：「您

的相貌貴不可言，希望您珍重

自愛。」認為楊堅將取代北周而

興。楊堅後來果然取代北周，建

立隋朝，史稱隋文帝。

陳後主繼位，荒淫無道。韋

鼎看出陳朝滅亡在即，於是變賣

了全部家產，客居寺院。友人毛

彪問其緣故，他說：「江東王氣

已盡，我當葬身長安。」

等到陳朝滅亡，隋文帝楊堅

馬上召他，授他上儀同三司，待

遇很優厚。

當時蘭陵公主（楊阿五）

守寡，楊堅為她求夫，選了重臣

柳機之子柳述及晉王楊廣的妻弟

蕭瑒，讓韋鼎來定奪。

韋鼎說：「蕭瑒會封侯，但

無貴妻之相；柳述也會通達顯

耀，但最終卻不能保住自己的

職位。」隋文帝非常自信的說：

「職位是由我來決定的。」於是

把公主嫁給了柳述。隋文帝又

問他：「我的五個兒子誰適合繼

位？」他答：「皇上、皇后最喜

愛誰，就當傳位給他，不是臣敢

預知的。」於是隋文帝不再勉強

他了。

後來駙馬柳述與重臣楊素結

怨，又捲入仁壽宮變風波。

隋煬帝楊廣登基後，把柳述

流放到嶺南，並令蘭陵公主改

嫁。公主以死相拒，並上書要求

免去公主封號，願與夫一起離

開。隋煬帝大怒不從，蘭陵公主

終憂憤而死，時年三十二歲。

韋鼎所預言的全部應驗，

真的神奇啊！開皇十二年（西

元 592 年），韋鼎任光州刺史。

他以仁義教民，地方大治，路不

拾遺。後召還，卒於長安，年

七十九歲。

事見《隋書 ‧ 韋鼎傳》、

《南史》

(楊堅、王陽明：公有領域;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楊
堅

假如住宅前有大樹

或電線桿等物阻撓，就

會犯頂心煞，也叫作樹

撞煞。

冥冥之中有定數

韋鼎所預言

的全部應驗

事，全部都

應驗了。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6 看教育 Education       第 111期    2020年 6月 18日—6月 24日

過年時，家中客人是有著

數十年教學經驗的安親班數學

老師，上課對象是學齡前到小

學的小朋友。閒聊時，她提到

以前她上課從不看時間，總想

把一個單元的課完整上完後才

下課。但是現在卻不一樣了，

學生會跟她說 :「老師你不能超

過時間，不然我補下一堂課會

遲到喔 !」所以現在她一上課，

一定會先把手錶放在桌上，

深怕自己超過了預定的上課時

間，耽誤要趕場的學生。

她感慨說道：「現在小朋友

的素質一年不如一年，專注力和

學習能力年年下降。我實在想不

透，怎麼可能讓每個小朋友十八

般武藝都會，允文又允武呢？大

人忙著賺錢，也完全不考慮孩子

的興趣，就是怕孩子輸在起跑點

上，怎麼不適情、適性的去栽培

孩子呢 ? 這個現象，在都市更加

嚴重，只能說苦了父母，也苦了

孩子。」

我的一位親戚是在美華裔，

她有三個男孩，孩子興來問越南

裔爸爸 :「我們家富有嗎 ?」爸

爸出於愛子答道 :「我們非常富

有。」媽媽也總是忙於賺錢，滿

足孩子的一切需求，甚至不顧爸

爸反對，媽媽堅持要孩子學中

文。所以這三個孩子，自小每年

暑假都回臺灣或中國大陸學習中

文，換宿於不同的家庭。

某年，她把三個孩子安排

在臺灣原住民的偏鄉，讓孩子

教英文、種菜、打工換宿。有

五個孩子的民宿女主人，有一

天要求大男孩打掃自己使用過

的廁所，大男孩卻回說：「我在

家裡都不用做這種事情啊 !」因

而罷工了兩個月，他下山時還

抱怨：「沒有網絡的兩個月，真

是場大災難。」

說起來，這都是多年以前

的事了，現在三個男孩已經長

大了，但是與父母的關係卻日

漸疏離。男孩的媽媽和我感

嘆，她付出了這麼多，但教育

的效果並不好，她要我好好珍

惜孩子年幼時，能留在自己身

邊的日子。

這位親戚的故事，讓我不禁

想到 2017 年英國 BBC 廣播公

司對巴菲特（Warren Edward 

Buffett，1930 年 8 月 30 日 ）

拍攝的一部專題片。眾所周知，

華倫．愛德華．巴菲特是一位白

手起家的富豪，他的子女現在

也各有一片天，三名子女分別

描述了他們過著再平凡不過的 
日子：爸爸每天準時下班，打開

車庫的門說：「我回來了 !」然後

我們共進晚餐。爸爸總喜歡在樓

上看書，但我們也一起做遊戲、

睡前唱歌，過著日復一日的平常

日子，也沒有特殊的金援支柱或

享樂。

巴菲特的女兒蘇珊．巴菲

特 (Susan Alice Buffett) 直 到

二十幾歲離開家後，才知道父親

竟然是大家眼中的大富翁。這樣

看來，以物質滿足孩子的所有慾

望還真不是對的。不是富翁的我

們，本來也無須苦苦的奔波籌措

孩子的補習費，其實我們隨手就

能給予孩子平靜而溫暖的家庭 
生活。

《圍爐夜話》是清朝咸豐時

期，自封為識字農人的王永彬，

留予家人和後輩的心得嘉言。其

中有句話是「富家慣習驕奢，最

難教子。寒士欲謀生活，還是讀

書」。我想這句話，對於富貴

人家如何教子，很具啟發。

文 |鄭宇

在以日本為首深受儒教影響

的東方文化中，孔子教導的禮儀

已經構成了文化的根底。儒家思

想不僅在中國流傳了兩千多年，

在東亞各國也影響頗深。

在日本的職場工作久了，自

然會發現日本是一個高語境文化

的社會。那麼，甚麼是高語境文

化呢？就是一種高度共享語境的

文化，也是一種特殊的交流環

境，這是由美國人類學家愛德

華 · T · 霍爾提出來的。

在高語境文化的環境中，即

使沒有太多語言的交流，也可以

通過理解彼此的意圖，用表情、

動作、眼神去交流。尤其是在日

本，交流的環境取決於有共同的

經驗、常識、價值觀、邏輯、愛

好、理解能力等。

瞭解日本的「觀察文化」，

是融入日本社會的最重要因素。

觀察文化是指即使不說出來，也

能夠猜測出，或者能夠理解各種

場面、團體、組織中的氛圍，

這就是日本人經常說的「空気を

読む」（察言觀色 / 看懂當時的 
狀況）。

在日本工作一段時期後，大

家會不會有下面的一些感受：如

果在電車上沒有一個人說話，只

有你一個人在大聲地說話或打電

話，是不是會覺得打擾了別人

呢？如果在上班要遲到時，你沒

有提前打電話告訴上司，自己

可能會因為某種原因遲到 30 分

鐘，是不是會覺得會給同事帶來

很多不便呢？如果在工作開始

前，你沒有提前 10 分鐘進到辦

公室裡，或者沒有提前做好準備

工作，是不是會覺得比別人差了

很多呢？如果同事們都在拚命地

加班時，只有你一個人準時下班

回家，是不是會覺得不好意思

呢？如果在晚上 10 點鐘以後，

你仍然把電視機的聲音開得很

大，是不是會覺得打擾到鄰居休

息呢？

諸如此類的事情，在大家初

到日本工作時，可能經常會被周

圍的日本人提醒。但是，仍然有

很多外國人很難理解，也很難做

到這些看起來不經意的小事。外

國人同事經常會被投訴，有時候

會因為做事方法不同，做事的觀

點不同，經常會和日本上司、同

事發生矛盾，甚至會和上司、同

事爭吵起來。很多人是在日本工

作了 10 年之後，才逐漸瞭解日

本的觀察文化，尤其是經常換工

作的人，更加須要掌握觀察文化。

日本是個單一民族的國家，

也沒有多種多樣的文化，當然就

沒有必要去瞭解不同的文化背

景。因此在日本人的彼此之間，

很容易觀察到和理解到對方的心

情和感情，這就是日本人常說的

「以心伝心」（以心傳心）。在

日本的諺語、成語和俗語中，也

能夠表現出日本的傳統價值觀和

語言觀，比如：「口は災いの元」

（禍從口出）、「言わぬが仏」

（不知為妙）、「言わぬは言うに

勝る」（無聲勝有聲）、「沈黙は

美德」（沉默是一種美德）。

日本同事經常會用曖昧的語

氣，或者欲言又止，甚至面無表

情地轉身離開，這經常會讓外國

人很難理解：日本人為甚麼不直

接說出來呢？日本人為甚麼總是

用奇怪的表情，卻一句話都不說

呢？日本人為甚麼突然生氣，卻

又轉身離開了？總之，外國人很

難猜透日本人在想些甚麼，以及

日本人要表達的真正意思。

如果大家能夠仔細觀察在日

本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就會逐漸

適應日本的禮儀、日本的規則、

日本的習俗，也就容易和日本人

溝通了。

文 | 心怡

【原文】

火樹銀花合，指元宵燈火之

輝煌；星橋鐵鎖開，謂元夕金吾

之不禁。

【注釋】

（1）火樹銀花：比喻各式

各樣的燈火，光彩絢麗。通常指

元宵節的燈景或施放的煙火。火 
樹，元宵節的燈燭懸在樹上叫做 
火樹。銀花，火樹上的燈花，像

銀光一般的燦爛。（2）星橋：

指護城河上的橋。護城河中倒映

無數燈火，有如天上繁星點點的

星河，所以被稱為「星橋」。

（3）鐵鎖：指平時的夜禁，夜

晚將護城河上的橋吊起不准隨意

通行。（4）金吾：掌管京城戒

備防務的官職。

【語譯參考】

火樹銀花合，是比喻元宵節

的夜晚燈火燦爛，熱鬧輝煌。星

橋鐵鎖開，是說元宵節的夜晚，

金吾官取消夜禁，放下護城河上

的吊橋，讓城內外的遊人隨意進

出，觀賞燈火美景。

【讀書筆談】

這一課講的是元宵節的習

俗。「火樹銀花」大家都耳熟能

詳，而「金吾之不禁」就是古代

常用的成語「金吾不禁」，原來

指元宵節前後三天取消夜禁，後

泛指夜間城門不鎖，自由通行。

唐朝的韋述在《西都雜記》

寫道：「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

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

十五日夜敕許金吾弛村，前後

各一日。」指的就是金吾負責都

城夜裡的防衛，通知時辰禁止

夜間通行，唯有正月十五夜，

元宵節那天前後各一日，被朝

廷允許解禁。

唐朝蘇味道的《正月十五

夜》，也有「金吾不禁夜，玉漏

莫相催。」的詩句。玉漏是古

代計時器，意思是元宵節夜裡

熱鬧歡慶、通行無阻，不必告

知時間的早晚，後來「玉漏無

催」也成為通用的成語。明朝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也使用了

「金吾不禁，玉漏無催。」這兩

句成語，多指正月十五的歡慶

氛圍。清朝時，人們漸漸把夜

間城門不上鎖比喻成「金吾不

禁」。總之，這些古代詞句，

常常出現在各種詩詞、戲曲和

小說當中，不可不知。不知則

讀不懂古書，也就不能真正瞭

解自己民族的文化、生活和思

想，生為華人定感慚愧。

高語境文化的社會職 場 教 育

每天下午三點多，就

可以見到成排的小學生等

待著娃娃車，預備接往安

親班，跟我小時候鑰匙兒

童的風景相差很多。新鮮

的倒是一棟寫著「菁英教

育」的漂亮大樓，門口貼了

一張印製精美的海報，上

頭寫著斗大的字眼：「AI
時代來了，你的孩子準備

好了嗎?」我一看，愣住了，
好奇的想：這是上甚麼課?
這兩句廣告詞很厲害，既

結合了時代脈動，又擾動

怕孩子輸在起跑點上的父

母，讓父母還真是難為啊! 

富家該如何教子？富家該如何教子？

（Fotolia）

《幼學瓊林》內容上

自天文神話，下至地理人

文，旁及人倫制度、治國之

道，包羅萬象。我們將節選

適宜的章節呈現給大家，

讓讀者瞭解中國傳統文化

的博大精深，活出文明古

國的自豪與自信來。

《幼學瓊林》筆談：火樹銀花

張 養 浩（西 元 1269 ～

1329 年），字希孟，號雲莊，

濟南 ( 今山東省 ) 人，元代著名

散曲家。自幼聰明苦讀，被薦為

東平學正。受平章不忽木的欣

賞，被舉薦為御史臺掾史，成宗

大德九年（1305 年）被薦為堂

邑縣尹。在任期間勤政愛民，改

革弊政，深得百姓愛戴，去官

十年，百姓還懷念他。武宗時

（1308 年）被拜為監察御史。

敢言直諫，為權貴所忌，觸怒皇

臣被罷官。後復官至禮部尚書，

參議中書省事，以厭倦宦海浮沉

辭官歸隱，屢召不赴。著有《歸

田類稿》、《三事忠告》及《雲莊

休居自適小樂府》等。

這首小令是描寫雲山美麗的

景致，抒發作者對大自然的喜

愛。山是靜的，雲是動的；山為

主，雲為客；有雲無雲，雲低雲

高，雲的變化，山的景物也隨著

變化了，把雲山的變化，極盡

描摹；再加上「野鹿眠山草，山

猿戲野花。」構成美麗的山野景

致，真切動人。末句「雲霞，我

愛山無價，看時行踏，雲山也愛

咱。」賦予雲山以人情，達到情

景交融、物我為一的境地。作者

生動形象地描述了雲山之美，令

人神往。

雲飄來的時候，山的景物

美麗極了；雲飄走的時候，山 
的景色美的如圖畫一樣。山

因雲的行蹤來去，有時昏暗， 
有時明朗；雲隨著形勢的高

低，有時在山頂上，有時在 
山腰下。倚著手杖站在高平

的沙地上，回頭看見山中的 
住家。野鹿在山草叢中睡眠， 
山猿摘著野花在玩耍。雲霞啊﹗

我愛這無價的山景，我邊走邊漫

遊，雲山對我也充滿愛意啊﹗

（Adobe Stock)

編輯 |何問

雲來山更佳，雲去山如畫，

山因雲晦明，雲共山高下。

倚杖立雲沙，回首見山家，

野鹿眠山草，山猿戲野花。

雲霞，我愛山無價，

看時行踏，雲山也愛咱。

雁兒落
兼得勝令

元曲欣賞

 ― 張養浩

語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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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誠聘：
惠食街

【看中國訊】福特公司設計了

一種新的車內增強型加熱功能，

配置在福特探險者 Interceptor 

Utility 警車上，該功能可以被

美國各地的執法機構用來幫助減

少新冠病毒的影響。

據福特汽車稱，該軟體解決

方案是汽車智能網聯技術的最新

實例，增強型加熱功能將通過軟

體升級的方式，應用在美國、加

拿大的2013-2019年款的福特探險

者Interceptor Utility警車上。

福特產品開發和採購首席執

行官唐浩泰（Hau Thai-Tang）

表示，「急救人員在一線保護我

們所有人。他們極易感染病毒，

急需採取保護措施。我們看了看

我們的技術儲備庫裡有什麼，以

及我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幫助。

這次，我們就把車輛的動力系統

和溫度控制系統變成了病毒消毒

器。」

增強型加熱功能工作原理

解決方案很簡單：高溫烘烤

座艙，直到車內病毒被滅活。

藉助福特探險者 Interceptor 

Utility 警車自己的動力總成和

溫度控制系統，該軟體解決方案

使車輛能夠將車內溫度升高至

133 華氏度（約為 56.1 攝氏度）

持續 15 分鐘，超過美國死亡谷

的最高氣溫記錄，足以為車內消

毒。

功能激活後，車輛的動力總

成和溫度控制系統會自動協同工

作，以提高車內溫度。該軟體將

發動機預熱至較高水平，並且熱

量和風扇設置均處於較高狀態。

該軟體能自動監測車內溫度，直

到整個車廂達到最佳溫度，然後

將溫度保持 15 分鐘。

為了研究這種消毒方法的有

效性，福特與俄亥俄州立大學緊

密合作，確定了減少新冠病毒所

需的溫度和持續時間。

「我們與福特汽車公司的

研究表明，將新冠病毒暴露在

56 攝氏度的溫度下 15 分鐘，

可使福特探險者 Interceptor 

Utility 警車內的內飾表面病毒

濃度降低 99％以上。」俄亥俄州

立大學微生物系的實驗室主管

Jeff Jahnes 和 Jesse Kwiek 解

釋道。

執法機構可以通過多種方式

來監控車內消毒的進度。雙閃燈

和尾燈將以預設的模式閃爍，消

毒開始與消毒結束將通過不同的

閃爍模式傳遞信號。車輛的儀錶

盤也會顯示消毒進度。消毒結束

後，冷卻功能會將車內溫度降低

至正常水平。

警察可以在離開車輛時定期

使用這一功能對車輛進行消毒。

與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簡

稱美國 CDC) 批准的衛生處理指

南相結合使用，通過加熱整個座

艙，可以幫助彌補在人工消毒程

序中遺漏的區域。熱量能夠滲透

到車內縫隙和難以觸及的地方，

有助於減少人為錯誤使用化學消

毒劑的影響。

福特在紐約、洛杉磯、密歇

根州、馬薩諸塞州、俄亥俄州博

德曼鎮的警察局和佛羅里達州塞

米諾爾縣警長辦公室所擁有的車

輛中進行了軟體操作試驗。

抗 疫 奇 招

堪稱「美國硬漢」的福

特探險者 Interceptor 

U t i l i t y 警車藉助自身

的動力總成和溫度控制

系統，高溫烘烤座艙，

直到車內病毒被滅活。

該軟體解決方案使車輛

能夠將車內溫度升高至

133華氏度（約為56 . 1

攝氏度）持續 15分鐘。

（Ford）

福特探險者Interceptor警車

【看中國訊】在最近 Top Gear 舉辦的

首 屆 電 動 車 大 獎 評 選 中， 現 代 Hyundai 

KONA EV（中文名：昂希諾純電動車）憑

藉 24 小時橫跨歐洲 9 個國家、行駛 1600

公里的完美成績被評選為「最佳小型家用

車」。作為現代汽車打造的純電動 SUV，

Hyundai KONA EV 通過其高效率、長距離

的行駛表現及其卓越的駕控體驗備受好評。

Top Gear 是英國 BBC 電視臺出品的一

檔汽車節目，始創於上世紀 80 年代。為與

電視節目互補，Top Gear 於 1993 年在英國

本土推出紙本雜誌月刊，迄今在全球 30 多

個國家出版發行，深受廣大消費者的喜愛。

BBC Top Gear 雜誌主編 Charlie Turner

表示：「如今電氣化已成為汽車行業未來

發展方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雖然大部

分電動汽車的續航里程不盡如人意，但現

代汽車的 KONA EV 用 24 小時橫跨歐洲 9

個國家、行駛 1600 公里的超強能力，證

明了電動汽車也可以進行長途旅行。」

Top Gear 所進行的 KONA EV 公路之

旅於 2019 年 12 月正式啟程。此次旅程從

捷克開始，先後經過了德國、奧地利、瑞

士、利希滕斯坦、法國、盧森堡、比利時

和荷蘭等地，共跨越 9 個歐洲國家，總行

程 1600 公里。

現 代 汽 車 歐 洲 營 銷 與 產 品 副 總 裁

Andreas-Christoph Hofmann 表示：「我們很

高興 Top Gear 肯定了 KONA EV 的實力。

作為一款經濟實惠零排放的車型，KONA 

EV 完美兼容了實用性、長續航以及良好的

駕控性能。」

24 小時橫跨歐洲 9 個國家 行駛 16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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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達人秀》

（America's Got Talent） 除 了

能讓民眾一圓明星夢，節目組還

替總冠軍提供了一千萬美元大

獎。由於不限年齡，吸引了許多

歌手、舞蹈家、魔術師、喜劇演

員和其他表演在內的參賽者。在

2020 的初賽中，有一名參賽者

很特殊，他因為遭遇司法誤判而

坐牢超過 36 年，直到去年才重

獲自由。

這個名叫威廉斯（Archie 
Williams）的男子，在 1982 年

12 月因被誤認為一宗強奸案的

嫌疑人被捕，隨後被判處無期徒

刑，且不得假釋。當時的他只有

22 歲，卻因為司法誤判，導致他

在獄中度過了大半生的時間。後

來 DNA 檢測證明了他的清白，

使他得以在 2019 年 3 月出獄。

出獄時他已經是個58歲的老人。

威廉斯透過《美國達人秀》，

向觀眾吐露：自己在獄中經常觀

看這節目，且想像自己也出現在

這節目中，本次順利參與比賽，

並借由演唱歌曲抒懷，他感恩的

表示：「感謝上帝，這是一生只

有一次的機會。」

當被主持人克魯斯（Terry 
Crews）問到，他如何經歷這段

艱難的歲月時，他回答說，自由

在他的心中。「我坐牢，但我從

未讓我的心坐牢。」

威廉斯演唱了《別讓太陽落

在 我 身 上》（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這首歌曲，歌

聲深深的感動了現場的評審與觀

眾，演唱中不斷有觀眾在拭去眼

角的淚水。待演唱結束，所有評

審和觀眾都起立為他鼓掌。

一 名 評 審 薇 格 拉（Sofia 
Vergara）對於威廉斯並未被

36 年的冤獄擊垮，深表佩服，

並且表示自己可以感受到威廉

斯在獄中觀看這個節目時，心

中一直抱持希望，而如今，終

於如願以償了。主評審考威爾

（Simon Cowell）在講評時，大

讚威廉斯不僅勇氣十足，而且歌

聲很好。他稱讚的說：「這是我

這輩子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一次初

賽。」

男子冤獄 36 年 《達人秀》唱哭觀眾

美國男子威廉斯（Archie Williams）在2020年《美國達人秀》初賽中演唱歌曲，令觀眾頻

頻拭淚。(Youtube視頻截圖)

【看中國訊】混血女模特兒水原希子因

出眾外貌，時常佔據各大美麗女星排行榜，

不過她 15 日在個人 IG 上公開質疑，美國

電影網站《TC Candler》推出的「全球百大

最美臉孔排行榜」票選，直言：「這種榜單

對提名人士很失禮，甚至助長外貌主義盛

行」，觀點一出，吸引不少網友點讚支持。

現年 29 歲的日本女模水原希子，擁有

高挑的身材，以及深邃立體的混血五官，

是許多知名品牌的御用廣告新寵兒，活躍

在各大國際舞臺，她那招牌的冷酷臉龐展

現出的獨特的個性美，吸引了不少粉絲的

喜愛。據瞭解，水原希子歷年來也曾被票

選在《TC Candler》百大美女排行榜單中。

水原希子直言表示：僅憑一個人的外

貌去評斷一個人絕對很有問題，怒批：「都

已經 2020 年了，為何還有這種看臉決定排

名的排行榜？」

觀點一出，不少

網友紛紛表示相

當同意，若過分

以外貌來衡量女

星，會造成網友

對美的片面認知。

她強調美的

標 準 和 定 義 因

人 而 異：「要 靠

臉蛋選出一個

最 美 的 人， 根

本是不可能的

事。 況 且 我 認

為， 只 有 心 靈

美的人，才稱得上是一個美人」！引來許

多網友的讚賞。

為啥看臉選美？水原希子怒懟「百大美女榜」

【看中國訊】臺灣藝人吳奇隆近期參演

大陸真人秀《奇妙小森林》，節目中大談育

兒經驗，屢屢被問及與愛妻劉詩詩是否有

「二胎計畫」，湊成人生「好」字？他大方

的回應，迎來網友一片讚好。不過，女星

鄭爽卻因為參與該節目錄製後，在二手平

臺販售一批兒童玩具及擺飾，意外捲入「偷

竊」風暴。

吳奇隆近期參演《奇妙小森林》錄影，

在受訪時透露，目前生活重心全在愛子「步

步」的身上。錄影時，坐他旁邊的大陸女星

鄭爽頻頻詢問他是否有「二胎計畫」，湊成

人生「好」字？對此，吳奇隆大方的回應：

這不是他一個人能說了算的事，要與妻子劉

詩詩一同商量才能「決定」。字裡行間滿是

對家庭的愛與對妻子的尊重，令許多網友直

呼感動，一片讚好。

節目也傳出意外的花絮，由於女星鄭爽

近日在二手平臺販售一批兒童玩具及擺飾，

被眼尖的網友發現，這些相關玩具與擺飾，

全都是《奇妙小森林》中使用過的道具，因

而遭到部分網友批評「偷東西」。

對此，鄭爽 13 日在微博發長文回應，

坦承那些拍賣的物品確實是節目的相關道

具，但她解釋道：節目組成員沒有相關經

驗，買了太多玩具和擺飾，為了不讓這些物

品造成浪費，於是她才決定轉售以節約能

源。不過，她也強調已經事先經過節目組同

意。對於網友酸評，鄭爽以堅定的態度表

示：「哪怕有人落井下石，以小人之心度君

子之腹，我也會把自己的理念堅持下去。」

意外捲入「偷竊」風暴
【看中國訊】去年 6 月 16

日，香港大批民眾反對逃犯條例

修正，200 萬港人上街為自己發

聲，捍衛民主自由。今年，中共

強推「港版國安法」，嚴重衝擊

一國兩制和香港法治。在香港政

局動盪飄渺時刻，又適逢「反送

中」一週年，對於 6.16 迎來 58
歲生日的香港歌手黃耀明來說，

感觸特別深。

黃耀明 15 日晚間接受媒體

訪問時發表生日感言：「雖然香

港面臨前所未有黑暗和艱難，但

香港人不會被恐懼蠶食心靈，大

家會更加連成一體對抗邪惡勢

力！」並在臉書發布消息：由作

詞人林夕填詞，黃耀明主唱的抗

爭歌《自由之夏》，已於「反送

中」週年紀念日當天派上各大電

臺。

據瞭解，目前《自由之夏》

暫時只有商臺播放，而單曲 16
日則在歌手何韻詩網路商店

hall1cshop 販售，價錢部分，

將開放讓網友自由定價購買。黃

耀明表示，部分收益將撥捐至

6.12 人道支援基金。

黃耀明在發文中寫下：剛過

去的冬天，一位韓國朋友提議改

編一首韓國民主運動的重要歌

曲「當那天到來」，這也是電影

「1987：逆權公民」的插曲，希

望這首歌可以為香港人打氣。

由光州、首爾到香港，由

1980 到 2020，歷史不斷輪迴，

但掌權者並沒有從當中汲取教

訓。由卄三條、國民教育、到送

中惡法，再到定於一尊的國安

法，香港人「何止像造了幾十年

夢，覺醒原來活於驚恐」。

「反送中」週年黃耀明：

一起對抗惡勢力！

黃耀明發表生

日感言：「雖

然香港面臨前

所未有的黑暗

和艱難，但香

港人不會被恐

懼蠶食心靈，

大家會更加連

成 一 體 對 抗

邪惡勢力！」

（看中國）

女星鄭爽近日在二手平臺販售一批兒童玩具及擺

飾，卻遭網友批評「偷東西」。（微博截圖）

日模水原希子直言：

「這種（選美）榜單對

提名人士很失禮，甚至

助長外貌主義盛行」，

觀點。(Getty Images)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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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爽拍賣二手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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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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6月24日

無籽西瓜

Red Seedless Grapes 無籽紅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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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 Tomatoes 田園番茄 Seedless WatermelonYellow Peaches 黃桃Red Peppers 紅辣椒

Green OnionsHead Lettuce 西生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青葱

$16868 lb

Fresh Kale 新鮮羽衣甘藍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and get a free 
2 lb mini carrots.2 lb mini carr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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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磅小胡蘿蔔。

$3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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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8
lb

$18888
lb

$09898
2

$$00888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1 2828
lb

$1 4848
ea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 文 :斯玟

日本拉麵源自中國麵食，卻在日本發揚

光大，由南到北結合在地特色，開發出

豐富多樣的拉麵風景。

日本拉麵大不同
從 南 到 北

函館拉麵的

特點是湯底

清透，以鹽

調味，口感

清爽。

北海道

東北

關東

中都

近畿

中國

四國

九州

沖繩

      
函館| 鹽味拉麵

函館以貿易港地利，廣納

世界飲食文化，一百多年前函

館就出現拉麵。相較於現代五

花八門的拉麵風貌，古早味的

拉麵湯頭是用雞骨與昆布熬煮

出清透湯底，以鹽調味，搭配

細直麵，溫潤香醇，相得益

彰。

4

    
福島|喜多方拉麵

據說五萬多人的喜多方市

就有 120 多家拉麵店，麵店

密度日本第一。喜多方市水

質好自古產好醬油，造就經

典醬油湯頭；喜多方麵條寬

扁有彈性，加上香醇爽口的

清高湯，嘗來頗有中國南方

清湯麵風韻。

6

喜多方拉麵

的湯頭香醇

清爽，有中

國南方清湯

麵風韻。

      
博多|豚骨拉麵

博多拉麵以豚骨湯及細麵

為原料。據傳白湯其實是煮豬

骨湯的時候，沒控制好火候，

意外熬出濃稠湯頭。同時，細

麵容易吸收湯汁，為了怕麵泡

爛，麵放得少，衍生出「替え

玉」，也就是麵吃完再追加麵

條的文化。

1

      
札幌|味噌拉麵

札幌味噌拉麵是北海道三

大拉麵之一。據說源於早年麵

店客人一句「好想在豬肉味噌

湯裡加麵」，至今發展出多種

風味。其中，強調現炒鮮香及

紅味噌濃郁湯頭的人氣拉麵，

更是北海道美食地圖的地標之

一。

3

      
東京| 醬油拉麵

東京是拉麵一級戰區，各

式拉麵百家爭鳴。其中，有名

的東京醬油拉麵，是以醬油底

襯托動物及海鮮湯底，似乎起

到融合兩種不同湯底的作用，

提升了整體湯頭的厚度與深

度，造就了平凡卻不簡單的好

滋味。

2

       
沖繩| 拉麵

沖繩風味的拉麵湯頭，也

可以分為醬油及味噌風味，

麵上的配菜有叉燒肉、筍乾

或玉米等。沖繩拉麵與其他

地區拉麵最大的差別，在於

使用的麵條，不管是外型或

口感，都很像華人的陽春麵

用的白色扁麵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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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端午節又名「正陽節」，古

人認為，這是一年中陽氣最旺的

日子，而陽氣最旺的時辰落在

正中午的午時（中午 11 點到 1
點），此時所取的水稱為「午時

水」，相傳具有明目、進補、解

熱、治痘、避疫癘等養生功用，

也有人認為只是流傳的習俗而

已，並沒有太神奇的功效。

端午養生，須注意起居以養

陽氣，重視飲食以調氣血，多運

動可防疾病，還有許多自古流傳

下來的防疫習俗，例如：掛菖

蒲、艾葉、飲雄黃酒等，防病健

體，全面防護。

粽子益氣健脾

大家都知道端午節要吃粽

子，粽子是糯米製品，糯米味甘

性平，能健脾胃、益肺氣、補血

補虛等，可說是糧食中的佳品，

食療作用甚佳。某些粽子的配料

也有保健作用，例如：香菇、栗

子、鮮肉、鴨蛋黃等營養豐富，

綠豆、赤小豆等有補血安神、利

尿排毒的功效。

要注意的是：糯米黏膩不

易消化，粽子油膩，又是高鹽食

品，不可多食，尤其糖尿病患、

慢性病患者和腸胃消化功能比較

差的小孩和老年人，都要有所節

制，即使是吃少油、少鹽、低熱

量的養生粽，也要注意分量，以

免造成腸胃負擔。

在吃粽子的同時，也要多

攝取蔬菜、水果，增加纖維質以

幫助消化；均衡飲食，可以搭配

冬瓜湯、絲瓜湯、竹筍湯、苦瓜

湯、白蘿蔔湯等，減輕腸胃負擔。

掛中草藥避毒祛邪

黃曆五月有「毒月」、「惡

月」之稱，此時節天氣炎熱易滋

生細菌，蜘蛛、蜈蚣、毒蛇等

有毒動物、昆蟲特別多，是「瘟

疫」容易發生的季節。

自古以來，端午時節有家

戶戶在門口掛艾葉、菖蒲（水

酒，可以驅蟲；在廚房下水道等

位置倒入雄黃酒，可以殺菌、滅

蟑螂；用少量雄黃酒塗抹手腕腳

踝，還可以避蚊。

夜臥早起以養陽氣

端午時期白晝時間加長，起

居應符合《黃帝內經》所言——

「夜臥早起，無厭於日」的原

則。夜臥約在 10 點半以前，但

不能超過 11 點，早起則約在 6
點左右，對於夏季養陽氣才有助

益。

午時（中午 11 點到下午 1
點）是人體「合陽」的時候，此

時午睡可以養心。午睡一定要

睡，但不能睡太久，大約 15 ～

30 分即可，若睡太久可能會覺

得更累，還會影響晚上的睡眠。

運動強身健體又防病

天氣悶熱時，人體氣血不

順，易出現煩躁、心悸、胸悶等

現象，影響臟腑功能，所以應該

加強運動，並且堅持下去，對身

體很有好處。

端午節的應景運動莫過於划

龍舟了，划龍舟的傳統習俗能使

周身氣血暢通，增益心肺功能，

調理脾胃代謝，還能化解憂鬱的

情緒。

不過，划龍舟畢竟只是少數

人的活動，大家不妨堅持一項適

合自己的長期運動，例如：健步

走就是能強身健體的好運動。

健步走時宜身體放鬆、目視

前方、兩臂自然擺動，步幅比平

時稍大，速度稍快一些，保持自

然有節奏的呼吸，達到「頭目清

爽、足部發熱，全身微微出汗」

的狀態最好。

明朝默許兒童理髮

據說理髮業在中國的歷史還

沒有很悠久。明熹宗朱由校於天

啟四年，由於太子頭上生瘡，詔

御醫診治，御醫當即甚是為難，

不剃頭不好敷藥，剃了頭有觸冒

天威之嫌，不敢妄動，只好奏明

熹宗，明熹宗認為太祖朱元璋崇

佛，又曾身為佛門，就詔來龍福

寺的維那羅和尚來宮中為太子剃

髮，因此維那羅和尚成為天下第

一剃頭匠。

當時的剃頭業仍不流行，只

在兒童身上「牛刀小試」，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能隨便剃頭

的，老的不從，小的從，因此就

默許兒童理髮。明代傳統五子登

科燈會，就有五胖娃娃剃成五種

髮式，有的頭上剃成「桃尖」形

狀；有的剃成「一匹瓦」形狀；

有的剃成左右雙「抓角」、「戲

蟾劉海」、「沖天炮」等，一直

流傳沿襲到清代。

清代剃頭成為正式職業

清代開始，剃頭業就成為一

個正式職業了。自清軍入關，順

治登基，就施行「留髮不留頭，

留頭不留髮」政策，征服華夏

從「頭」開始，下令剃髮蓄留辮

子，不從者格殺勿論。清政府將

剃頭匠集中起來，給予職稱，

叫做「待詔」，每人配發一套設

備，稱為「剃頭擔子」：一是三

屜坐凳，內放剃刀、梳篦、磨

石；二是生火爐子，上置鐵銅鍋

煮熱水；三是洗頭銅盆，後豎一

刁斗桅杆，上掛黃布牙邊長方

旗，上書「奉旨剃頭蓄辮」。

清順治十八年，鄭成功組

織洪門「金台山」結盟反清，72
行皆可入門，唯將剃頭匠拒之門

外。清代剃頭業尊羅和尚為開山

始祖，清政府在京兆尹衙門和順

天府立案給予牌照，正式承認合

法地位，並列為百業之一。

剃頭匠使出十八般武藝

自古百業為求生意興隆，多

掙錢財，需有一手絕活，十八般

武藝使出，剃頭匠也不例外，在

簡單的髮型上作不出錦繡文章，

便引申發揮，與醫道掛勾，操練

出幾手絕活兒，如：翻眼皮、刮

砂眼、治落枕、治歪嘴歪脖、捏

痧、止血、挖耳、剃胎髮、給死

人剃頭等等，尤其是端打推拿、

舒筋搥背，不開藥、不診脈，不

論是外感風寒，還是勞損痠痛，

利用敲、拍、揉、搓、推、拿、

按、端、點等，再巧用各種手

法，把關節弄得嘎嘎作響，動手

動腿，還有配音——「嗨」、

「哈」的聲響。短短十幾分鐘理

療，有聲有色，有張有弛，氣血

活耀，全身通泰，花一點小錢，

獲得意想不到的享受。

落枕痠痛之病，上醫院似乎

小題大作，不理它又非常痛苦。

找剃頭匠，少花錢，不費神，效

天 氣 愈 來 愈 炎

熱，蚊蟲開始滋生，

時值夏季，正是許多

傳染病流行的季節，

因此，五月端午還有

「衛生月」之稱，端

午節遂成為祛病防

疫、避瘟驅毒、祈求

安康的節日。

防病養生大補帖端午
習俗

果立竿見影，先提肩動手，揉大

椎，推拿筋臂，拖下巴，拖後

腦，左右輕轉，猛閃一提，喀的

一聲，腦袋又輕轉自如。醫院有

耳科，沒有挖耳，有鼻科，沒有

剪鼻毛，剃頭匠還有一套例行服

務，如：絞汗毛、挖耳垢、掃耳

孔、揉雙耳，讓人覺得被照顧得

無微不至。

剃頭匠還接了迎來送往的業

務，如：嬰兒呱呱墜地，至週歲

要剃胎髮，邊剃口中還念念有

詞：「剃去胎髮，越剃越發，人

財兩旺，金玉滿堂。」「麒麟送

子到府庭，朝中又添新貴人，狀

元及第登皇榜，祿位高昇喜臨

門。」人死後，也要剃個頭，體

面精神去見閻王，總與醫道打了

點擦邊球。

現代的理髮師，用紅、藍、

白三色旋轉作招牌，紅代表動

脈、藍代表靜脈、白代表筋骨，

又與醫道沾了邊，還有很多理髮

店有按摩服務。難怪古人描述剃

頭匠，都說是「半個郎中」！

艾葉苦燥辛

散，有理氣

血 、 溫 經

脈、逐寒濕

的功效。

端午節時配

掛香包有令

人 醒 腦 清

心、祛邪避

穢等作用。

養生
之道

劍）、劍蘭、榕枝等化濕除穢辟

邪的習俗。艾葉苦燥辛散，能理

氣血、溫經脈、逐寒濕；菖蒲

辛、苦而溫，芳香而散，可補肝

益心、消腫止痛、解毒殺蟲；劍

蘭芳香，能避穢除臭；榕樹的葉

和氣根可入藥，具清熱、解表、

發汗、化濕等功效。

平時家裡可以種些艾草和除

蚊菊，也有相同的效果。

戴香包化濕避穢

香包的起源很早，在先秦時

代就有「容臭」之稱。一般多用

芳香化濕、開竅避穢的中藥磨成

粗粉，例如：熏草、雄黃、藿

香、艾葉、沉香、檀香、小茴

香、丁香、桂枝、川椒、菖蒲、

薄荷、冰片、雄黃、蒼朮等中草

藥搭配組合。

端午節時配掛香包有令人醒

腦清心、神清氣爽、增進食慾、

殺蟲滅菌、祛邪避穢、刺激腸胃

蠕動等作用。研究指出，香包還

有預防感冒的免疫作用，能提高

鼻黏膜表面抗原的量達 4 倍。

但由於香包中有部分中藥是孕婦

應避忌的，所以孕婦不宜佩戴。

外用雄黃酒解毒殺蟲

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

「雄黃味辛溫有毒，具有解毒、

殺蟲等功效；主治百蟲毒、蛇

毒。」因此雄黃適用於各種病菌

滋生的端午時節。

雄黃浸於米酒、高粱酒所製

成的雄黃酒，可以外用塗擦治疔

瘡、疥癬等皮膚病。然而現代醫學

證實，雄黃是有毒的礦物，含三硫

化砷成分，故不宜飲用雄黃酒。

在家中角落潑灑少量雄黃

理髮師也半郎中

自古百業為求生意

興隆，需有一手絕活，

剃頭匠也不例外，在簡

單的髮型上作不出錦繡

文章，便引申發揮，與

醫道掛勾，操練出幾手

絕活兒。

袪邪避穢香包
材料：蒼朮 3 錢、

菖蒲 3 錢、蒿本 3 錢、

桂枝 2錢、高良薑 2錢、

甘松香3錢、冰片0.5克。

作法：以上材料磨

成粗粉，用薄紗布包入 2

錢（約 6克）的藥粉，

用不織布或普通的碎布縫

成一個小吊袋，或其他造

型皆可，綁上線掛於脖子

或腰帶上，即可散發出中

藥味，達到清心醒腦、袪

邪避穢的作用。嬰幼兒只

需取中藥荊芥一味，1∼

2錢製作即可。

麥芽茶除脹氣

端午節粽子吃多了，

擔心油脂熱量過高，或感

到腹脹，難以消化，可沖

泡麥芽茶來消除脹氣。作

法簡易，取麥芽 1兩放

入 6∼ 8碗水煮開，當

茶飲，亦可加入一點糖調

味，虛寒者不妨放一片生

薑。

麥芽茶有退乳作用，

正哺餵母乳的媽媽可改喝

綠茶、山楂茶、普洱茶

等，以促進消食。

蓮棗桂圓粽

材料：紅棗、蓮子、

桂圓、核桃、黑糯米、沙

拉油少許。

作法：

1.黑糯米泡水 1∼ 2

小時後瀝乾，紅棗洗淨，

乾蓮子先泡水（生蓮子直

接用）。

2.所有材料加入少

許油，拌勻，以粽葉包

裹，水煮至熟。

功效：紅棗有健脾益

胃、養血安神、補氣養血

的功效；蓮子能清心火、

補脾胃；桂圓具鎮靜、健

胃、滋養作用；核桃味甘

性溫，能溫肺潤腸、補氣

養血。蓮棗桂圓粽非常適

合身體虛弱者補養身體，

但糯米不易消化，仍應節

制食用。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小妙招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到

一些小問題、小狀況，如果

知道如何處理，您就會覺

得得心應手，輕鬆許多。

以下介紹一些生活養生小

妙招，提供您參考。

粽子是糯米

製品，能健

脾胃、益肺

氣，食療作

用甚佳。

 醫 師 講 堂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文：國強

◎  文：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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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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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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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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曼麗夫人：

我和老公打架了，因為他看

到我手機和前男友的曖昧簡訊，

僅只文字上的想念妳這樣而已。

但我老公沒有問清楚就當場打我

巴掌，把我講的很難聽，污辱的

話都毫不留情的講，下手也很

重。隔天我離開婆家，但小孩卻

還在他們那邊。我也反省過，知

道不能為了過去溫情還有連絡，

所以我打電話抱歉，說請他們為

了小孩原諒我，但他們把我說的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很難聽，我現在心真的很痛，這

個裂痕太大，我也害怕老公繼續

打我，我娘家的人也很生氣我先

生打人，我到底該怎麼面對？

無助害怕後悔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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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助害怕後悔的人你好：

一通簡訊引爆婚姻危機， 這絕

對是始料未及的震撼。雖然，先

生出手打人是不對，但是，靜心

思過，你又豈能以「僅只文字上的

想念妳這樣而已」為自己找尋藉

口。這社會充斥太多不倫之戀、

之情，造成離婚率高居不下，既

然選擇了和先生結婚，怎能和前

男友藕斷絲連？因為，藕斷絲連

往往是婚外情的原因之一啊！

不過，事情總有一體兩 
面，雖然引發先生動粗，從另一

面看，他很在乎這件事情對家庭

的影響，只是表達方式錯誤；再

者，要慶幸這件事情在此時發

生，因為，在自己心意不堅的情

況下，若是真正發生婚外情，恐

怕後果會更難以挽回。

如果你為了孩子、為了這個

家成立的初衷而真心要挽回這裂

痕，接下來該如何做呢？慎重道

歉與懺悔是一定要的，然後拿出

決心，換個手機號碼，取得夫家

初步的諒解，而這過程中，再聽

到對方負氣之言，要能忍受、要

能逆來順受，這算是改過誠意

吧。畢竟，還是一家人，況且有

孩子這無法切割的親情在，最

終，會被原諒的機會是很大的。

穩定下來後，你要做的更重

要的事是找到問題的根源，是什

麼原因讓你會在結婚後和前男友

聯繫起來？是一時鬼迷心竅，還

是你和先生的感情出現危機（如

習慣彼此相依的步調，反而不知

道珍惜）。你要明白：能誠實面

對婚姻的責任與忠誠才是明確、

無愧於心的選擇。

最重要的是，在裂痕彌補的

過程中，難免會有掀起舊傷口的

時候，千萬要記住，除了保護自

己不要受到身體上的傷害之外，

不要翻舊帳，甚至，要能忍住心

性，不再說出彼此傷害的話語，

至少你可以這樣要求自己，因為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

期望你們夫妻能破鏡重圓，

莫忘初衷， 而危險的情感勿輕易

碰觸，它會毀了自己、也毀了別

曼麗小語：面對不正的情感

念頭，要能快刀斬斷，千萬

不能任其滋長，以造成無

法收拾的禍患。

曖昧簡訊引婚姻危機

簡單餐桌擺設
打造美好食光

   夏季有時氣溫較高，許多人

經常會食慾不振。坐在餐桌上，

吃的不只是食物，環境的氛圍更

重要。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在小吃

攤上吃飽就趕快走人，可是卻能

在餐廳或咖啡廳待上好幾小時的

原因了。

如果能把餐廳的氣氛帶回

家，不但能達到目的，還能省下

荷包，也能在家人或朋友面前展

現自己的優良廚藝，讓家裡的質

感瞬間提升。其實只要巧妙運用

餐桌的布置，運用視覺效果來刺

激大腦，透過餐桌擺設，可以改

善夏日食慾不振的情況。如何準

確地布置出賓客喜歡的風格、構

圖、配色、及瞭解料理與器皿之

間的搭配，都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學習餐

桌擺設的小訣竅吧 ! 往後，和家

人、朋友團聚的時刻，您精心布

置的餐桌擺設，將為大家帶來舒

心且感動的「食刻」。

桌巾

  桌巾決定餐盤擺設的格調。

在選擇上可依據周圍的環境或是

餐具來搭配色調、圖案。若想展

示桌子本身的木頭紋路，可考慮

使用桌墊或是桌旗，增加餐桌上

的豐富度及層次感。然而，桌巾

使用前，有以下幾點需要注意：

1. 在鋪桌巾前要先鋪上一

層止滑墊，可以保護桌巾，達到

止滑的作用。         
2. 而桌巾的長度盡可能超

過椅子坐墊的長度。素色、自然

風格的棉麻桌巾，能展現出質樸

溫潤的樣貌，與餐盤及料理的色

調搭配下，能互相呼應，讓餐桌

多了分層次感。

3. 在春、夏季時，須考量

◎ 文：黃詩錚      圖：Adobe Stock

 現在的人自我意識觀念很強，對生活質量要求
也比較高，對於居家或餐桌擺設就特別講究。凡是

追求高質感生活的讀者，對生活的任何小細節都非

常用心。您可曾注意過歐美精美家飾連鎖店中的餐

桌是如何擺設的嗎？這些餐桌只要在生活美學達人

的魔法下，便能成為優雅又舒適的居家環境。

托盤

   夏天餐桌擺上木製托盤，瞬

間便可提升質感。木質紋理就像

是美麗畫布，能點亮食物的靈

魂，映襯出料理之美。木製托盤

沒有邊框，適合擺上沙拉、開胃

菜等料理。運用藝術美感，讓托

盤上的料理自由擺設，輕鬆營造

出愜意風格。

餐盤

 夏季餐盤色系建議選擇白色

簡約的設計，可以傳達出乾淨清

爽的感覺。餐盤和餐碗的顏色挑

選同色系，能讓餐桌主色調統

一。運用同色系深淺不同來搭

配，或是用撞色的方式，讓色彩

產生活潑的組合。

在預算許可下，可少量運用

陶器、玻璃、木器、瓷器等多種

材質來搭配點綴，注意到色系的

搭配要平衡，您會得到意想不到

的效果。

餐墊

  餐墊是能夠輕易改變餐桌氛

圍的織品，並且擁有多種表情，

變換造型也最容易。

純白器具是經典的擺搭款，

在餐墊的挑選上，可以選擇別緻

的顏色。但是餐墊最好挑選暖色

調，看起來會讓人食慾大增。桌

上的顏色盡量不要超過二種，否

則在視覺上會讓人有凌亂感，還

會搶掉菜餚的光芒。過年、喜慶

場合配上紅色系圖樣餐墊，喜氣

洋洋。若喜歡日式風味的居家氛

圍，可以選擇棉麻材質、染印日

式風格圖案的餐墊，如深藍底

色、規則線條、幾何圖形的布餐

墊，最為經典。 

鮮花

  除了蠟燭外，鮮花也是提升

擺設質感的主角，尤其是花的清

香和食物的香味融合在一起，簡

約的呈現豐沛的浪漫美感。若用

餐人數少，可以選用豎立、細長

的花卉做裝飾 ； 用餐人數多，

可以選擇矮杯盛裝，將花卉分散

置於檯面中央。花是能幫助餐桌

擺設提升質感的配件之一，不需

要繁雜的花藝技巧，只要隨意將

花插在花器中，就能讓人感到花

卉的馥郁與天然美感。 
最近很熱門的多肉植栽，只

要是小型盆栽，多擺放幾種不同

的品種，藉由高低落差，也能成

功豐富視覺效果。

環境溫度，適合採用亮色系及淡

色系桌巾為主。如果您喜愛桌子

本身質感，不喜以桌巾呈現餐桌

風格，可以直接擺上餐墊，讓桌

子的自然紋理與色彩繽紛的餐

墊，產生視覺的豐富度。

人、甚至自己摯愛的孩子。所

以，面對不正的情感念頭，要能

快刀斬斷，千萬不能任其滋長， 
以造成無法收拾的禍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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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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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香料

1、洋蔥、大蒜和紅蔥頭別放冰箱

這些只要擺放在乾燥、通風良好處就

行，能保持新鮮。

2、薑可放入夾鏈袋

盡可能將袋子裡的空氣排出，然後再

放入保鮮盒中。

新鮮的麵包

不妨用乾燥且乾淨的布巾蓋住麵包，

然後再放進紙袋裡，這樣麵包就不會變

乾。

蛋奶類食物

1、把牛奶放冰箱中間或底部層架

很多人習慣將牛奶放在冰箱門上，但

這是很糟糕的位置。因為我們每天會開

關冰箱很多次，導

致冰箱門處的溫度

一直在變化，如此

一來，牛奶與其他

奶製品變質的速度

會更快。正確方法

是把牛奶放在冰箱

中間或底部層架、

靠近冰箱內壁的地

方，這是溫度最穩

定的地方。

2、以乳酪紙、

蠟紙或烤盤紙包裹起司

把起司緊緊包裹在保鮮膜或錫箔紙

中，是常見的錯誤保存法。正確保存方式

應該要用起司專用紙或蠟紙、烤盤紙（烘

焙用紙）加以包裝後，再擺入未密封的

塑膠袋中。因為蠟紙會在起司和塑料間形

成屏障，而塑膠袋可以防止起司變乾。

3、雞蛋不要放在冰箱門邊

和牛奶一樣，雞蛋不適合放在門上，

也要放在溫度最穩定的靠內壁層架。若想

讓雞蛋鮮度維持更長的話，不妨將雞蛋煮

熟，通常可以再延長一周的保鮮期。  

肉、禽類、魚和海鮮

1、依食用時間，再決定冷藏或冷凍

如果沒有要馬上食用，那就要放入冷

凍庫保存。這樣可以保鮮好幾個月。

2、解凍時要放在冰箱靠內壁

冰箱內壁因為是溫度最低的地方，所

以放在此處解凍，可確保食物在烹調時仍

保持新鮮。當然要記得，肉類海鮮解凍時

要放在大碗中，這樣才能防止解凍的水流

到其他食物上。

3、未使用完的肉類或海鮮

千萬不要將未使用完的肉類或海鮮，

放回原本已經打開的塑膠包裝中，不然這

些食物很快會被冰箱凍傷。要另外放入密

封的容器，才能使這些肉類長保新鮮。 

延長保鮮期 5大類食物放置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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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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