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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6月30日，北京在15分鐘

內高效通過「香港國安法」，

該法於當日晚11時起生效實

施。當天，美國、英國、歐盟

及其盟國紛紛發聲譴責。美

國眾議院7月1日一致通過了

《香港自治法案》，待參議

院批准後，將送交總統川普

簽字，有望快速生效。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 7 月

1 日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港版國安法中的第 38 條「很可

能」被中共用於美國人，這一內

容讓「所有國家感到令人髮指和

被冒犯」。

法例可管轄全球任何人

蓬佩奧所指的是香港國安法

對全世界所有人實行了境外管轄

權。該法第 36 至 38 條規定，

無論該人是否香港居民，是否身

在香港，國安法同樣適用。也就

是說，不是香港人，而且是在香

港以外的地區批評中共，如果踏

上香港的土地，或者搭乘香港註

冊的飛機、船舶，都有可能會被

逮捕。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法

教授郭丹青稱，港版國安法比起

大陸國安法範圍更廣，「如果你

說了什麼東西得罪中共或香港當

局，遠離香港。」

四項罪責可判終身監禁

  On June 30, Beijing passed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 a lightening speed, taking 
only 15 minutes. The law took effect 
at 11:00 a.m. on that day. 
  The law could apply to anyone in 
the world.  Articles 36 to 38 of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stipu-
late th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ppli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person is a Hong Kong resident or 
not, or whether he is in Hong Kong 
or not. That is to say, if a non resident 
of Hong Kong who is critical of CCP 
sets foot on Hong Kong soil or takes 
a Hong Kong registered flight or 
ship, he or sh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risking being 
arrested and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to life imprisonment.

Unrestricted Pow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fice & 

Police Department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establish 
a National Security Office (NSO) in 
Hong Kong, whose duties notably 
include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and the 
“processing” of national security cas-
es. Agents of the NSO are not bound 
by Hong Kong’s legal jurisdiction 
while they are performing their du-
ties.  Departments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re required to cooper-
ate and prevent any obstruction of 
their work.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Department will be created within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as well.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cademic 
Zhang Daming believes that this is 
contrary to the spirit of the rule of 
law, which has always required those 
with public power be subject to the 
supervision of an independent legis-
lature. In the past, Hong Kong Police 
had to obtain the approval of the 
court before carrying out investiga-
tions.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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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層屋 2036 呎 , 土庫�部完成 , �屋一
樣 , 光猛開陽 , �屋大量翻� : �油漆 , ��� ,
��氈 , �大理石檯面 , 較�高效�中�暖�
����水爐 (�17), 屋頂 (�17),3+2 �� , 主
層書� ,3.5 浴廁 , ��
�� , �車站��場� $535,000

西北 Rocky Ridge �屋大量翻�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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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000

市中心 Eau Claire  ��弓河�景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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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900

西北 Tuscany  屋�面向��

新
上
市

西南 Spruce Cliff  豪�  建於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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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75,000

新
上
市

西北 Arbour Lake 豪� (Arbour Vista �段 )
豪�獨立平� 1867 呎 ,W/O 土庫�部完成 (1781
呎 ), �屋一樣 , 光猛開陽 , 於 2002 年建成 , �屋頂 ,
主層��高 9 呎 , �實木�� , 廚����不�鋼
�⻝�爐�洗�� (�20) �大理石檯面 ,2+3 �� ,3
浴廁 , ��學校 , �書� ,
�� , �場��車站 � $695,000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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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900

西北 Macewan ��天��林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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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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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平� 1128 呎 , 位於寧��街 , ��向
西 光 猛 開 陽 , � 大 57 呎 x100 呎 � 皮 , 可
步行到所�學校 ( 小學初中�高中 ),3+2 �
� ,2 浴廁 , �大雙車庫 , ��市中心 , �� ,
�場��車站� $499,900

�市中心 Collingwood ��向西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385 呎 , 土庫�部完成 , ��
向南光猛開陽 , 於 2009 年建成 , ��一� ,
主層��高 9 呎 , �實木�� , 廚�大理石
檯面 ,3+2 �� ,3.5 浴廁 , ���� , �車
站��場 , �勿錯� ! $534,900

西北 Kincora     ��向南

獨立�層屋 1594 呎 , ��向東 , 於 2007 年由��建
�� Jayman 建成 , 位於寧��街 , 開放式設計 , �
�一� , 主層�實木�� , �大家庭��壁爐 , �木
廚��中�島 , �大光猛�� ,3 �� ,2.5 浴廁 , 步行
至學校��只� 2 �鐘�
130 大��場只� 5 �鐘�$369,900

東南 McKenzie Towne ��小學��場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1139 呎 , 土庫�部完成 , �屋
一樣 , 主層����� (�20), 較�不�鋼
家��大理石檯面 , 較��氈 , 較�屋頂
(�12),3 �� ,2.5 浴廁 , ��大��超市 ,
學校 , �� , �車站
��場� $329,000

東北 Harvest Hills  �屋翻�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獨立�式�層屋 2637 呎 , 土庫�部完成 , �大�皮
12,600 呎 , ��向西南 , 光猛開陽 , 主層����合
�� , 客�拱形天� , 家庭��壁爐 , 廚��不�鋼
家� � 大理 石檯面 ,4+2 �� + 主 層書� ,3.5 浴廁 ,
��學校�Superstore�
���學校��車站� $599,900

�校� Edgemont �大�皮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1989 呎 , 土庫�部完成 , �屋一樣 ,
開放式設計 , �中��� , 主層��高 9 呎 , 較
�木�� (�17), 較�不�鋼�⻝�爐�洗��
(�19),Bonus Room ��高 9 呎 ,3+2 �� ,3.5 浴
廁 , ��市�場 , 學校 ,
�書� , ����車站� $524,900

Panorama Hills  ���屋 2009 年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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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000

�校� Edgemont  翻�雙拼屋

新
上
市

香港國安法的全部條款針對

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

活動及勾結外國勢力四大罪責問

罪。這四項罪責，每項罪責刑期

為 3 年至終身監禁。

香港法律界人士指出，香

港國安法的條文中並沒有明確

就國家安全作出定義，四項罪

名定義亦存在很大的「灰色地

帶」，為各方解讀和具體操作留

下很多空間。

新機構國安委、 
國安公署權力大
根據香港國安法，兩個新機

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安

委）和國家安全公署（國安公

署）被賦予了極大的權力。

國安委由行政長官擔任主

港版國安法港版國安法
觸及全球觸及全球
HONG KONG HONG KONG 
NATIONALNATIONAL    
SECURITY LAWSECURITY LAW  
IMPACT THE GLOBEIMPACT THE GLOBE

席，委員會不受任何組織或個人

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開，所作

決定不受司法覆核。

國安公署不受香港特區管

轄，只要執行職務時有其證件，

香港執法人員不能夠檢查、搜查

和扣押他們，而且港府有關方面

要提供必要的便利和配合，妨礙

其執行職務會被追究責任。

另外，香港國安法第 16 條

規定，「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

門」可以從香港以外聘請合格的

專門人員和技術人員，協助執行

國安職務。

以往當香港警方在調查重大

刑事案件時，要先得到法院批

准，才能夠實施上述行為，香港

國安法實施後，警權不再受到法

庭的限制。（下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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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保釋秘密審判 
去除陪審團

（接 A1）普通法有「無罪

推定」原則，香港法例規定警方

只能扣留疑犯 48 小時，然後將

其釋放、保釋，或送到裁判法院

提堂。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相信

疑犯有機會再犯或棄保潛逃等，

否則應予保釋。

但香港國安法第 42 條規

定，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相信

其不會繼續危害國家安全，否

則不予保釋。香港大學學者張

達明解釋說，這意味著任何人

一旦被捕，很大機會被一直囚

禁至案件審結為止，形同內地

執法部門做法。

該法第 44 條規定，因涉及

國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不宜

公開審理的，禁止新聞界和公眾

旁聽全部或者一部分審理程序。

該法第 46 條規定，律政司可以

基於保護國家機密、案件有涉外

因素、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人身

安全等理由，豁免陪審團要求，

並由三名法官組成審判庭。

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

琦指，過往在港可判處終身監禁

的罪行，例如謀殺、強姦、販毒

等，必定有陪審團審理，如國安

法可判囚終身卻不設陪審團，是

完全違反普通法精神。

多方譴責

臺灣總統蔡英文在推特上指

北京背棄承諾，再次證明一國兩

制不可行，宣布臺灣已經啟動香

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另

外，臺灣的臺港服務交流辦公室

將從 7 月 1 日起正式運營。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譴責北京強行通過國安法將引

發負面後果。英國保守黨議員

羅傑斯（Benedicte Rogers) 發
表推文指出，從香港政府領導

人連國安法的內容都不知道這

一點來看，香港自治已經完全

不存在了。

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表

示，國安法通過當日是香港近代

歷史上人權最受到威脅的日子。

無國界記者組織發表呼籲全球民

主國家一同採取行動，阻止北京

在香港強行實施國安法，扼殺香

港的新聞自由。

香港七一遊行

就在「港版國安法」生效首

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

發起原定舉行的「七一」遊行被

港警反對。

泛民主派組織「社會民主

連線」10 多名成員七一上午遊

行抗議，港警雖未阻止遊行，

但首度引用「港區國安法」對參

與成員進行搜身。面對無懼高

壓，走上街頭的港人，港警拘

捕約 370 人，當中 10 人僅僅

被搜獲、展示或揮動「香港獨

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等字句的旗幟、標語或貼紙，

就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

面臨重刑。這亦是香港警方首

次動用「國安法」。

《香港自治法案》

美國眾議院通過的《香港自

治法案》，根據這項法案，美國

將對違反《聯合聲明》和《基本

法》，支持中共損害香港自治的

個人或實體實施制裁，並要求國

務院每年向國會報告制裁落實情

況。該法案與參議院上週通過的

一項法案相似但不完全相同。

之前 6 月 29 日，美國政府

終止對香港出口受管制國防產

品；美國商務部宣布，開始取消

香港的特殊地位。國務院網站發

表聲明說，這是北京決意違反其

在《中英聯合聲明》所做承諾之

直接結果，而該聲明是在聯合國

註冊的（法律文件）；美國的行

動是針對（中共）政權，而不

是中國人民。

在上週五（6 月 26 日），

白宮宣布對破壞香港高度自治和

限制人權的現任及前任中共官員

實施簽證限制。多家美國媒體報

導說，這一政策會向中共傳達明

確信息，這可能會影響在美國大

學就讀的中共官員子女。

  No bail + Secret Trial with 
No Jury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 
requires that bail be denied unless the 
judge has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person will not continue to endan-
ger national security. This means that 
if a person is arrested, there is a high 
chance that he or she will remain in 
jail until the end of the case, similar to 
the practice of mainland law enforce-
ment agencies.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vice-chairman, Anita Yip, 
said that crimes punishable by life im-
prisonment in the past, such as mur-
der, rape and drug trafficking, must 
be tried by a jury, but the National Se-
curity Law sentences a person to life 
imprisonment without a jury, which is 
against the spirit of common law.

Condemna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wen 
tweeted that Beijing has reneged on 
its promise to prove once again tha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not via-
ble, announcing that Taiwan has acti-
vated the Hong Kong Humanitarian 
Aid Plan.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British Conservative 
MP Benedicte Rogers,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d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ll 
issued statements condemning Bei-
jing’s imposi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law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July 1 March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police did not ap-
prove the yearly demonstration. Tens 
of thousands of Hong Kong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in the face of high 
pressure and the police arrested about 
370 people, including 10 for violat-
ing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Hong Kong Police have invok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Hong Kong Autonomy Act

  The Hong Kong Autonomy Act, 
passed by the U.S. House of Rep-
resentatives, under which the U.S. 
would impose sanctions on individu-
als or entities that violate the Sino-
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and the Ba-
sic Law by support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fforts to under-
mine Hong Kong’s autonomy, and 
would require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report annually to Congres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nctions.
  On June 29, the U.S. government 
terminated the export of controlled 
defense products to Hong Kong;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
nounced that it would begin to cancel 
Hong Kong’s special status. On June 
26, the White House announced visa 
restrictions on current and former 
Chinese officials who undermine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
my and restrict human rights. Several 
U.S. media outlets reported that this 
policy would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the CCP, which could affect the chil-
dren of CCP officials who are study-
ing at U.S. universities. 

港版國安法 觸及全球

7月1日，港人無懼國安法實施，上街遊行抗議。圖中抗議人士舉起象徵「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手勢。

加拿大發出香港旅行警告

加拿大政府給予的解釋是：

「針對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於

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你可能

會因國家安全原因被任意拘留，

並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國大陸，此

風險已經增加。」

與香港關係密切的英國，也

在 7 月 1 日更新了其針對香港

的旅行警告，稱在香港被拘留和

驅逐出境的風險已增加。

根據港版國安法第 38 條的

規定，「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

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

用本法。」也就是該條文把《國

安法》的治外法權延伸到世界每

一個人，此法不只規限香港永久

居民或身在香港人士，其適用性

甚至延展到海外及非香港居民。

只要中共自己認定違法，就可以

入罪，這對全世界具有相當的威

脅性。

看中國記者苗青綜合報導

在武漢肺炎全球大流

行期間，加拿大政府已經發

布避免非必要國際旅行的

警告。鑒於北京在香港實施

新國安法，聯邦政府在6月
30日對香港增加了「在香港
要高度謹慎」的警告。

《港區國安法》第 43 條規

定，准予警方等執法部門在調查

嚴重犯罪案件時採取各種措施，

包括「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

處所、車輛、船隻、航空器以

及其他有關地方和電子設備」，

「要求涉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

罪行為的人員交出旅行證件或者

限制其離境」。第 43 條甚至授

權，若中國籍飛機或郵輪上有類

似所謂的「犯罪份子」，港警都

可以搜查，甚至還未定罪只是認

為有可能犯行，就可以先沒收臺

灣遊客的證件、限制臺灣人離開

香港。

另外，《港區國安法》第 59
條規定，「任何人如果知道本法

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情

況，都有如實作證的義務。」為

避免有「漏網之魚」，疑似「犯

罪份子」的友人、親屬，都要配

合調查，若不配合，就可能被視

為「共犯」，同樣都屬犯罪。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的教授

黎 安 友（Andrew Nathan） 提

出警告，在海外支持香港民主的

人士，當在國際間出行或需提高

警惕，並必須規避與中共有引渡

條約的國家。

英國著名人權活動家羅傑

斯（Benedict Rogers）表示，

「我呼籲應該對中共進行制裁、

在香港派駐聯合國特使、救生

艇救援港人。我想我已觸犯了

38 條？」

作家、Axios 的中國問題記

者 Bethany Allen-Ebrahimian
寫：「天啊，我真的沒有看走

眼？？？北京剛剛賦予了自己

對於地球上的每一個人皆有治

外法權？」

慈善機構創辦人、英國上議

院和保守黨人權事務委員的裴倫

德（Luke de Pulford） 寫 道，

「此項法律是相當荒謬的。 38
條規定非香港公民甚至不在香港

的人，若觸犯該法，亦被視為是

犯法，我猜那就是我了。」

英國擴展BNO入籍權
美國會提港人庇護案
【看中國訊】中國政府提出

「港版國安法」後，英國政府已

表明一旦法案在香港實施，將加

大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

人士的簽證權利；美國國會參眾

兩院則提出具兩黨共識的「香港

安全港法案」(Hong Kong Safe 
Harbor Act)，將給可能「國安

法」迫害的香港人第二優先級

(Priority 2) 的政治庇護。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 7 月 1 日

在國會發表聲明稱，英國將會信

守承諾，對於 BNO 持有者英國

將會先提供 5 年的居留許可，這

期間可以工作或讀書，這 5 年後

可以選擇申請長期居留許可，再

過 1 年可以選擇入籍英國。他還

強調，不會有名額限制。BNO 即

「英國公民（海外）身份 /British 
National(Overseas)」。根據英國

媒體報導，香港目前有大約 300
萬人有資格申請 BNO 護照。

英國首相約翰遜也表示，中

國在香港施行國安法「明顯嚴重

地破壞了《中英聯合聲明》」，他

也表示，即便北京反對，英國也

會向 BNO 持有者提供在英國生

活以及未來入籍的可能。

美國國會提 
《香港避風港法案》

美共和黨籍參議員盧比歐

（Marco Rubio）與同黨眾議員

匡 希 恆（John Curtis）6 月 30
日提出立法，希望能讓香港人優

先取得難民身份，簡化他們進入

美國的流程。這項《香港避風港

法案》，要求國務卿讓面臨迫害

港人申請難民身份，且不受每年

限額限制。法案規定，對於因和

平表達意見、參與政治活動遭到

迫害或害怕遭迫害，或因和平行

為遭起訴、拘禁或定罪的香港公

民及其配偶、子女與父母，美

國國務卿應將他們列為「第 2 類

難民優先處理類別」（Priority 
2refugees）。該法案特別列出可

獲得庇護的相關人士，包括在民

間組織中發揮領導作用者、支持

反送中活動或反中共侵蝕香港自

治的抗議者、在此類活動中發揮

了組織作用者、擔任此類抗議活

動的急救人員、在報導類似抗議

活動中受到傷害的記者、對參與

此類抗議活動而被逮補者提供法

律服務者、或因參與抗議活動而

被正式起訴、拘留或定罪者。

法案明定，上述港人若在美

取得難民身份，不得計入每年收

容限額。法案也敦促美方鼓勵盟

國為逃離中共迫害的港人，提供

類似庇護措施。

（Getty Images）

被指違反國安法拘捕的香港年輕人。（中央社） 攝影：龐大偉

創立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的英國人權活動家羅傑

斯。（ICE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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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北京強推港版

國安法，引發國際社會強烈譴

責，美國總統川普宣佈取消香港

的特殊地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週一（29 日）宣佈，美國將終

止出口受管制的國防產品到香

港，同一時間，商務部也宣佈取

消出口許可證豁免。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其發表的聲明稱 :
「中國共產黨剝奪香港自由的決

定，迫使川普政府重新評估美國

對香港的政策。隨著北京繼續推

進通過《國家安全法》，美國宣

佈將終止原產國防設備出口至香

港。在美國國防和雙重用途技術

上，美國將香港視為中國其它城

市一樣，實施同樣的限制。」 
聲明中指稱，「美國被迫採

取行動來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

因為他們再也無法區分出口受管

制物品到香港或中國大陸有何差

異。美國不能冒險讓這些物品落

入中共軍方手中，而其主要目的

就是通過一切必要的手段來維護

中國共產黨的專政。」

「這是北京決定違反其在

《中英聯合聲明》所作出的承諾

的直接結果。」，聲明還強調 :
「我們的行動針對的是政權，而

不是中國人民。鑒於北京現在將

香港視為『一國一制』，我們也

必須如此。」

另一方面，美國商務部部長

羅斯（Wilbur Ross）也同時在

週一宣布，暫停對香港執行的優

惠待遇規定，包括原本提供的出

口許可證豁免。此外，商務部聲

明還表示，該部門正在進行取消

差別待遇評估。聲明稱，隨著中

共對香港推行國家安全法，美國

敏感技術被轉移到中共軍方的風

險正在增加，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的同時，也損害了香港的自治

權。這都是美國拒絕接受的風

險，導致香港特殊地位被撤銷。

5 月 29 日，川普總統在記

者會上宣佈，全方位取消香港特

殊地位，內容包括引渡條約、貿

易、科技、旅行等方面，並且宣

佈將制裁侵蝕香港自由和自治的

中港官員。 

美停止出口國防設備至香港

加拿大多名知名政界及法律

界人士本周寫了一封信，鼓勵加

拿大政府將法治擱在一邊，以換

來兩個米高（Michael Kovrig
及 Michael Spavor）獲釋，他

們目前正被關押在中國監獄系統

中遭受殘酷壓迫，更面臨虛假的

間諜罪指控。

釋放他們的贖金是甚麼？是

結束對華為高管孟晚舟引渡至美

國的程序。目前孟正被保釋，住

在自己位於卑詩省的豪宅裡。

孟晚舟因涉及與伊朗交易、

違反制裁、涉嫌欺詐等罪名面臨

被引渡美國審判。加拿大法院在

6 月的裁決打消了她可以被送返

中國的願望後，加拿大方面對她

的引渡訴訟預料會在 2020 年 8
月進行。卑詩省最高法院早前裁

定，孟晚舟的行為在加拿大也構

成犯罪，符合「雙重犯罪」引渡

原則。

雖然中方過去一直否認搞人

質外交的指控，但中共官方發言

人趙立堅 6 月 24 日表示，「這

種選擇（交換人質）是在法治

範圍內的，可以為解決兩名加拿

大人的處境提供渠道。」在談到

孟晚舟案時，他也清楚表明中國

對這種做法「持開放態度」。

前最高法院大法官 Louise 
Arbour、 前 外 長 Lloyd 
Axworthy、Lawrence Cannon
及前總檢察長 Allan Rock 等 19
人早前在聯署信中都簽了名，呼

籲加國政府交換人質。

不過，總理特魯多在 6 月

25 日一份聲明中拒絕了他們對

放棄法治的呼籲，稱這種行為會

使更多的加拿大人處於危險之

中。

美國國務卿彭佩奧也呼籲中

國立即釋放兩名加拿大人，並

指出中共在 2019 年 12 月拘留

他們是「毫無法律根據」的。他

說：「這些指控是出於政治動機

的，完全沒有根據。美國與加拿

大站在一起，呼籲北京立即釋放

兩人，不要用這些無理的拘留來

威脅加拿大。」

Michael Kovrig 的 妻 子

Vina Nadjibulla 一直都在為丈

夫的釋放努力。據悉，Kovrig
已經被單獨囚禁了數個月，最近

才被安排與其他囚犯共住。

如果加拿大放棄法治，爭取

釋放兩個米高，對中共來說就會

是巨大的勝利。中共近來在西方

極度活躍，積極煽動和參與會削

弱加拿大民主的行動。

加拿大情報機構 CSIS 在 6
月發布報告指出，中國在加拿

大的影響力危及「基本制度的基

礎，包括民主制度本身。」報告

也指責加拿大政府對中國的態度

「放任自流」，並將俄羅斯及中

國均列為對加拿大進行「複雜且

普遍的外國干涉活動」國家。

前駐華大使穆羅尼早前表

示，「中國是加拿大的頭號威

脅，已經持續一段時間。」在接

收《環球新聞》採訪時他說：「有

一些人，比我在政府的資歷更

深，他們與中國有嚴重的商業連

繫。」

在加拿大，中國正利用一個

龐大的商業及媒體組成的網絡

來推動中共議程，名為「統一戰

線」，這個組織裡有中國僑民團

體，他們狂熱地效忠於北京。報

導指出，「中共影響外國政客，

干涉華裔社區，轉移外國核心技

術 ...... 它是中共政治制度的輸

出，破壞社會凝聚力、加劇種族

矛盾、影響政治、損害媒體工

作，為間諜活動提供便利。」

毫無疑問，這個組織也一直

對孟晚舟事件發聲，並力圖影響

加拿大官員對此事的決定。中共

正是透過這些方法，以高壓手段

歪曲民主，並通過在中國非法拘

禁西方公民，並在國外散布他們

的大外宣。

這令人擔憂，隨著中共影響

力不斷擴大，以法治和自由為重

要原則的西方民主國家是否能夠

抵擋住中共的侵略與干涉，保持

民主制度的質量呢？

 The ransom for their release? End-
ing the extradition proceedings 
against Huawei executive Meng 
Wanzho who is currently out on 
bail and living in a mansion in 
Canada’s province of British Col-
umbia.

 Meng faces extradition to the US 
to speak to numerous sanction 
violations concerning her dealings 
with Iran and suspicion of fraudu-
lent activity. Canadian proceedings 
against her are expected to con-
tinue in August 2020 after a ruling 
by the Canadian court system in 
June dealt a blow to her repatria-
tion aspirations.

 A B.C. Supreme Court judge ruled 
the allegations against Meng could 
constitute a crime in Canada.

 China has, in the past, denied al-
legations that they were engaging 
in hostage diplomacy but an of-
ficial spokesperson for the CCP, 
Zhao Lijian, on June 24th in an of-
ficial translation, stated that, “Such 
options are within the rule of law 
and could open up space for reso-
lution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two 
Canadians”; when speaking to 
the Meng case, clearly indicating 
China is open to the practice.

 19 signatories including former 
Supreme Court justice Louise 
Arbour, ex-foreign ministers Lloyd 
Axworthy and Lawrence Cannon 
and former attorney general Allan 
Rock grace the communicatio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in 
a statement on June 25th, rejected 
their calls to abandon the rule of 
law stating such an action would 
put many more Canadians in peril.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
peo has called on China to release 
the two Michael’s calling their 
detention in December 2019 as, 
“groundless”.

 “These charges are politically 
motivated and completely ground-
less.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with 
Canada in calling on Beijing for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the two 
men and rejects the use of these 
unjustified detentions to coerce 
Canada.”

 Michael Kovrig’s wife, Vina Nad-
jibulla has been fighting for her 
husband’s release. It is beleived 
Kovig has spent months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and only recently has 
received cellmates.

 Canada, abandoning the rule of 
law to secure the release of the two 
Michaels would be a massive win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CP is extremly active in 
the West and actively encourages 
actions that would be preceived as 
weakening Canada’s democracy.

 CSIS, Canada’s intelligence ap-
paratus released a report, in June 
of 2020, stating that China’s in-
fluence in Canada endangers the, 
“foundations of our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our system 
of democracy itself,”

 The report accuses Canadian 
policies as being “permissive” to 
China’s methods. The committee’s 
report named two countries — 
Russia and China — among those 
conducting “sophisticated and per-
vasive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iv-
ities against Canada.”

 David Mulroney, former ambassa-
dor to China has stated that, “China 
is the No. 1 threat to Canada and 
has been for some time,”.

 In an interview with Global News, 
a Canadian media outlet, Mulroney 
stated that, “There are people, a lot 
more senior than I was in govern-
ment, and they have some serious 
business links with China.”

 Chinas commuinist idealogies 
have a strong foothold in many 
Canadian provinces. Their con-
sultaes have been known to stage 

pro-CCP protests when it is viewed 
as supporting their agenda.

 In Canada, China uses a vast net-
work of business and media opera-
tives to push their agenda. An or-
gainzation called, “United Front” 
an organized group of Chinese 
expats, feverishly loyal to Beijing, 
has been descirbed as;

 “the system at the he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efforts to influence foreign polit-
icians, meddle in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transfer tech-
nologies from abroad … it is an 
exportation of the CCP’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undermines so-
cial cohesion, exacerbates racial 
tension, influences politics, harms 
media integrity and facilitates espi-
onage.”

 There is no doubt this group has 
been vocal about Meng’s detention 
and strives to influence Canadian 
officials and their decisions con-
cerning the matter.

 It is in these ways that the CCP ap-
plies presure to pervert democracy; 
by unlawfully detaining Western 
citizens in China and spreading 
their propeganda abroad.

 With the CCP’s ever expanding 
influence will western democra-
cies, that hold the rule of law and 
freedom as their primary tenets, be 
able to deflect China’s meddling 
and preserve the quality of their 
democracies despite China’s ag-
gression?

Prominent Canadian 
political and legal fig-

ures have penned a letter 
this week encouraging the 
Goverment of Canada to 
set aside concerns of rule 
of law in order to secure 
the release of Michael 
Kovrig and Michael Spa-
vor who are currently de-
tained, on, what are most 
certainly phony charges 
of espionage, in China’s 
brutal prison system.

雙語報導
Bilingual News
Report

看 加拿大總理拒絕「人質外交」

北京強推國安法，

美 國 總 統 川 普 宣

布 取 消 香 港 特 殊

地 位 ， 美 國 將 終

止 出 口 國 防 設 備

至香港。（Getty 

Images）

Canada's Prime Minister Rejected ‘Hostage Diplomacy’
Fox Canning

PM Justin Trudeau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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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美國

聯邦通信委員會（FCC）週二（30 日）

正式認定，中國兩大電信巨頭華為和中興

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並禁止美國公

司利用 83 億美元的政府資金來購買此兩

家公司的設備。

FCC 也要求農村電信運營商更換現

有美國網路中所有華為和中興的設備。

美國之音引述 FCC 主席帕伊（Ajit 
Pai）的聲明稱，美國不能，也絕不允許

中共利用網路的脆弱性危及關鍵的通信基

礎設施。

FCC 委 員 史 塔 克 斯（Geoffrey 
Starks）週二表示，美國網路中仍存在不

值得信任的設備，並表示美國國會必須撥

款更換這些設備。

據報，FCC 對中國公司採取越來越

強硬的路線。FCC 今年 4 月表示，可能

會吊銷三家中國國有電信公司在美運營的

牌照。

華為在全球被步步圍剿

踏入 2020 年，華為在全球面對美國

和西方國家的圍剿，生存之路越顯艱難。

15日，美國商務部宣布，美國將擴大

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的禁令，要求使用美

國設備和軟體的外國晶元製造商向華為出

口晶元產品前，必須先取得商務部許可。

美國商務部批評華為鑽漏洞，惡意破

壞美國的出口管制，持續使用美國科技發

展自己的產品。美國決定修法，堵住漏

洞。雖然再次延長美國企業可以出貨給華

為的臨時許可 90 天，但強調這可能是最

後一次，今年 8 月 13 日到期後，預計不

再延長。

美國 5 月份針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

頒布的最新禁令，已讓華為旗下的晶元設

計公司海思半導體幾乎無路可走，進而將

華為封喉。華為的部分關鍵晶元庫存，到

明年初就會耗盡。華為高層忙著找出路，

但據聞未有解決方案。

三星拒提供晶元

據韓國《中央日報》6 月 19 日報導，

華為已向三星電子發出代工智能手機晶元

的訂單，卻遭到拒絕。此前這些產品，一

直都是委託台積電代工，但由於華為禁

令，台積電已無法再供貨。整體而言，美

國施加壓力仍然很大，雖然華為似退讓，

有意讓出手機市佔率，但三星對此有不同

想法。

分析指，目前有能力為華為建立非美

國生產線的供應商，只有韓國三星及台

積電，而中芯的製程還停留在 14nm 制式

水準，如此一來華為零件或可能斷供。最

終，或需要使用高通晶元來替代其國產的

麒麟晶元，同時需要得到美國的批准。

供應鏈方面消息亦顯示，華為零部件

的採購訂單已明顯縮水，分析師指出，不

僅旗艦機生產停滯，明年以致後年的技術

路線圖亦受影響。

根 據《韓 國 先 驅 報》(The Korean 
Herald) 報導，6 月 19 日，韓國科技巨

頭三星（Samsung）宣稱，該公司已經

被加拿大電信公司 Telus 選定為 5G 網路

基礎設施供應商之一。

多國放棄與華為合作5G建設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表示，隨著各地人民逐漸意識到中共監視

危險，情勢開始轉而對中國電信設備巨擘

華為不利，許多國家 5G 網路建設只允許

可信賴廠商參與，華為與多國電信商合約

因而紛紛破滅。

蓬佩奧舉例，繼捷克、波蘭、瑞典、

愛沙尼亞、羅馬尼亞、丹麥與拉脫維亞等

國後，希臘近期也舍棄華為，同意與瑞

典電信設備商愛立信公司（Ericsson）合

作，建構 5G 網路基礎設施。

根據最新消息，英國兩名高官（30
日）也透露，英國電信基礎設施也將會

移除華為的設備。

美正式認定華為、中興構成國安威脅

【看中國訊】亞省省長康尼（Jason 
Kenney）表示，省府將投資 100 億加元

建設可帶來就業機會的項目，包括醫療設

施、石油管道、學校和戒毒中心等。

康尼說，亞省近期受石油價格戰和

COVID-19 瘟疫打擊，失業率攀升。省

府預計這些基建投資將直接創造 5 萬個

工作崗位，該計畫是「亞省歷史上最大規

模的基礎設施建設」。

康尼還表示，省府將加快實施企業

減稅，從今年 7 月 1 日開始將企業稅率

從 10% 削減到 8%。這比原計畫提前了

一年半。政府宣稱，減稅措施將在 2022
年之前創造 5.5 萬個工作崗位，並且從

2023 年開始每年吸引 40 億加元的投資。

該計畫的進一步目標是加速推動亞省

經濟的多元化，讓亞省更有長遠的競爭

力。該計畫將為科技行業和初創企業提供

雇佣勞動力的激勵措施，並將向亞省企業

斥資 1.75 億加元，為初創企業提供風險

投資。此外，亞省將新設一個叫做「亞省

投資」的機構，將亞省推介給全球潛在的

投資者。省府多元化發展的具體舉措將在

在未來幾天和幾週內公布。

亞省還將有一些旨在減少法規和繁文

縟節的舉措。康尼說，這些舉措「為未來

的增長打下基礎。」

亞省今年的預算赤字從預計的 70 億

加元飆升到 200億加元。經濟學家預測，

這個曾經繁榮的省份將出現嚴重的經濟衰

退，康尼警告說，失業率可能高達25%。

卡爾加里大學和卡爾加里公共政策學

院的經濟學家 Ron Kneebone 認為，目

前亞省政府推出減少企業稅並投資基礎設

施建設以吸引投資，采取幫助經濟反彈的

一系列計畫，正是好時機。

【看中國訊】一名加拿大華裔女子被

FBI 逮捕，罪名是試圖獲取、攜帶化學武

器。法庭上該華裔女子承認了企圖獲取化

學武器的指控，被判刑 6 年。

根據 CTV 新聞報導：這名 37 歲的

華人女子 Sijie Liu（音譯：劉思捷）來

自加拿大曼尼托巴。去年 2 月到 3 月份，

劉思捷在暗網（Dark Web）上試圖購買

化學武器。然而不巧的是，她諮詢的買家

正是 FBI 臥底探員偽裝的賣家。

2 月 12 日，她下單訂購了 10 毫升

的毒素，一個防護服、一個面具還有一副

手套。收穫地址是位於美國北達科他州的

Pembina。

3 月 5 日，FBI 探員史蒂文在證詞中

說：劉思捷駕駛著一輛白色的斯巴魯，使

用的是加拿大曼尼托巴的駕照，越過了美

加邊境。

在邊境，劉思捷說出境目的是要去格

蘭福克斯購物。但是跟蹤的警員發現，她

實際上就是去取包裹。她報了自己在暗網

上使用的假名「朱莉 · 陳」，而在那裡等

候的便衣警察發現並逮捕了她。

在審問之前，劉就一直向警官表示：

「我知道我做錯了。」

劉思捷目前被關在美國 Fargo 的

Cass 郡監獄，直到她被轉移到加拿大，

繼續她的刑期。

【看中國苗青綜合報導】6 月 30 日

被非法關押 3 年多的加拿大籍商人孫茜

（Sun Qian）案，在北京朝陽法院溫榆河

法庭開庭，被重判 8 年。孫茜 3 年前因

為法輪功學員身份在北京被捕。此次突然

被判，孫茜的前辯護律師謝燕益認為，這

完全是冤判，估計和華為孟晚舟案有關，

同時也與孫茜的 21 億財產有關，因為有

人想侵吞她的財產。

6 月 25 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記者

會上拒絕了由 19 名加國前政要提出釋放

孟晚舟，以爭取換回在中國被押的兩名

加拿大人的要求。加拿大國際特赦協會

（Amnesty International Canada） 負 責

人尼夫（Alex Neve）指出，孫茜案的最

新轉折凸顯了加拿大政府為孫茜發聲的重

要性。他在 6 月 29 日說：「這是一個令

人擔憂的跡象，事情並沒有離她的釋放越

來越近，相反，她將面臨更長的監禁。」

孫茜在 2000 年代中期成為加拿大公

民，在溫哥華和北京之間來回奔波，她

與丈夫共同經營一家成功的企業——北

京利德曼生物化學公司。孫茜 2012 年和

2016 年登上胡潤中國富豪榜，身家 35

億。據報導，孫茜因健康因素，在 2014
年學煉法輪功，身體很快恢復健康。

2017 年 2 月 19 日警方突然闖入孫

茜北京的家，搜出法輪功相關書籍後，將

孫茜抓捕。期間，孫茜多次遭受酷刑，被

銬在鐵椅子上，被辣椒水噴臉。全天被戴

上鐐銬，強制洗腦，強迫放棄她的信仰。

此次北京傳來消息，孫茜在中國的法院承

認有罪，但她的家人認為是在脅迫下認

罪，並在只允許近親參加的聆訊上被判

刑。孫茜被捕後，她與丈夫共同擁有的生

化公司的股份被轉讓給了丈夫，孫茜的妹

妹稱這是一筆欺詐性交易。

孫茜的前辯護律師謝燕益說：「這個

案子它一開始就是違法的，就是製造的冤

獄，然後又跟她的財產，因為她有一個巨

大的 21 億的財產，有人非法的利用這個

法律程序在造假，所以對她的財產是一種

威脅。」

謝燕益說，孫茜家屬聘請的 13 名律

師，全部因司法局和國保的威逼恐嚇，被

迫退出代理。謝燕益也因此被吊銷律師

證。謝律師還說，孫茜在獄中被逼解除律

師並退出加拿大國籍、認罪。

【看中國訊】周二（6 月 30 日），加

拿大聯邦政府宣布，為保護國民的健康

安全，對外國人的入境禁令從 6 月 30 日

延長至 7 月 31 日，這項禁對加拿大公

民、永久居民及其直系親屬、外交官和

機組人員，一些季節性工人和一些國際

學生除外。

同時針對入境的旅客實施的檢疫規

定，要求旅行者在抵達加拿大後強制隔離

14 天，並遠離弱勢人群，同樣延長至 8
月 31 日。

另一項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非必要旅

行的禁令，再次延至 7 月 21 日。該禁令

是第三次被延長了。

【看中國訊】疫情爆發後 , 從 3 月 18
日起加政府限制外國人入境，以防止病毒

蔓延。同時不再邀請快速通道中的聯邦技

術與技工類候選人申請移民，只邀請經驗

類移民與省提名計畫的候選人申請移民，

是因為他們很可能已經在加拿大境內，不

太會受到入境限制政策的影響。經驗類移

民的候選人申請移民越來越容易，不但受

邀次數增多，門檻分也越來越低。

在過去 3 個月裡，政府已 8 次邀請

經驗類移民的候選人申請移民，且門檻分

從 467 分降到 431 分。 431 分是過去 3
年來的最低值。 6 月 25 日，3,508 名候

選人及其家人受邀申請移民。

移民律師行 Campbell Cohen 預計，

經驗類移民候選人的門檻分還會持續下

降。不過，候選人遞交移民申請後，可能

需要等更長時間。

【看中國訊】據加拿大媒體報導，自

2017 年至今，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共扣押

了 91,673,189 元現金。華人攜帶現金進

出加拿大海關，一定要瞭解攜帶現金過海

關的規定。

這 筆 被 扣 押 的 巨 額 現 金， 其 中

9,168,022 元被列為犯罪收益而被沒收；

剩餘部分，都是攜帶者用作支援剛移民到

加國的家人；或由加國帶出境，用作協助

居住在其它國家的家人。

根據邊境服務局的說法，跨境轉移 1

萬元或以上不屬違法，但必須在過境前申

報。無申報被扣押後，一般只需繳交 250
至 5,000 元罰款，便可取回現金。

但從事國際貿易與稅務的事務律師

Todgham Cherniak 表示，在某情況下，

被扣押的金額，有可能要等待數月，甚至

數年才可取回；如果被認為是用作資助恐

怖主義，或列為犯罪收益，則可能永遠不

能夠取回。

在此提醒華人朋友，跨境轉移 1 萬

元或以上不屬違法，但過境前必須申報。

康尼披露100億元經濟復甦方案 加公民在華遭重判8年
或被孟晚舟案拖累

    6月30日中國人大常委完成《港區國安法》立法，當晚11時實施，引起全球反彈。

7月1日，大批卡爾加里居民在中國領事館前示威，其中不乏港人及留學生，他們無懼

《港區國安法》，堅持表達意見。不少路過車輛鳴笛致意，向抗議人士豎起大拇指表

示支持。早年移民加國的Allan批評：「這個法律在立法之後才公布條文，令我們香

港人非常憤怒。我們也要求中國釋放拘留的加拿大人，希望聯邦政府能對北京施壓。

今天7月1日，也是加拿大日，我們在這裡很自由，在香港現在舉其他國家的旗都犯

法，完全沒有了言論自由，一國兩制已經死亡，現在是一國一制，就是共產黨的共產

制。」

    在加國長大的陳先生十分關注事件，他高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橫額，並

說：「香港人已經堅持了很久，現在輪到海外的我們幫忙了。」

加拿大入境禁令延至7月31日

民衆中領館前集會 反抗《港區國安法》

（看中國資料室）

（Adobe Stock）

加國技工和技術移民受疫情影響暫停

攜帶現金出入境需小心 海關已扣9000萬

試圖購買化學武器 華女被FBI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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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7 月 1 日， 具 有 歷

史意義的美國 - 墨西哥 - 加拿大協議

（USMCA）正式開始生效。川普總統為

首的美國政府主導並談判成功的這項協議

可能重塑全球能源市場格局，曾佔主導地

位的能源組織歐佩克（OPEC）將面臨著

更多的挑戰。

美 國《福 克 斯 商 業 新 聞》（Fox 
Business）7 月 1 日報導，負責德克薩

斯州石油行業管理的韋恩 · 克里斯蒂安

（Wayne Christian），在接受福克斯商業

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美國、加拿大和墨

西哥三個國家正在商談一個有關能源的協

議，該協議可以保護三個國家的能源生產

避免遭受外國力量的衝擊和損害。

克里斯蒂安說：「這可能會成為類似

北美的歐佩克一樣的組織，或僅僅是一份

（三個國家）能源部門合作協議，或是通

過美國其它獨立組織進行合作的協議，我

們都將對此進行研究。」

克里斯蒂安介紹說，參與這次能

源會談有：美國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美國州際油氣合同委員

會（Interstate Oil and Gas Compact 
Commission）、加拿大和墨西哥。

克里斯蒂安表示，美國 - 墨西哥 - 加
拿大協議允許三國在能源方面建立更加信

任的合作關係。 2019 年，三國之間進行

了總價值高達1.2萬億美元的貿易，石油、

天然氣和礦產部門是三國之間貿易的第三

大產品，成交金額佔貿易總額的 14%。

報導稱，美國能源部否認了建立有關

類似歐佩克組織的構想，但確認了美 - 墨
西 - 加協議催生了能源市場新興力量。

美國能源部發言人對福克斯商業新聞

說：「（我們）無意在北美這裡複製（類

似 OPEC 的）組織。」「但是，我們確

實繼續大力支持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三

方能源合作關係，這對北美的能源安全至

關重要。」

如今，美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能

源生產國。在 2019 年，美國每天生產

1,223 萬桶石油，並且有望在未來數年內

成為全球第一大能源出口國。 2016 年，

在德克薩斯州西部和新墨西哥州的二疊

紀盆地發現了一個石油產地，估計存有

2,300 億桶石油和數萬億立方英尺的天然

氣。這一發現使美國的能源總儲備量增加

了近 9 倍。

目前，僅在德克薩斯州就有 4 個液

化天然氣碼頭正在建設之中，生產的天然

氣很快將會運往墨西哥、中國和歐洲。

大多數德克薩斯州生產的石油都是輕

質原油，非常有利於製造汽油等石油產

品，但對製造瀝青和其它產品卻沒有多大

益處。因此，美國需要從墨西哥和加拿大

進口重質原油。

對此，克里斯蒂安說，他希望看到

「優先購買美國（產品）」協議，以便美

國能夠滿足鄰國大量的原油需求，而不必

過分依賴來自世界各地能源。

在俄羅斯拒絕加入歐佩克產油成員國

減產協議之後，今年 3 月沙特阿拉伯將

油價削減了 25%，並開始生產創紀錄數

量的原油。價格戰加劇了能源市場的供過

於求。為了減緩武漢肺炎疫情快速蔓延，

全球各國採取了居家防疫的措施，導致全

球旅遊業陷入困境，每日石油需求量減少

了 3000 萬桶。

克里斯蒂安表示，雖然美國 - 墨西

哥 - 加拿大協議在關鍵時刻提供了巨大的

能源機會，但正確地建立三國能源合作關

係將是關鍵。他說，獲得能源安全保障

後，美國不想依賴外國來滿足對能源的需

求，就如同在武漢肺炎疫情期間，美國在

藥品和醫療資源方面過分依賴中國和其他

國家一樣。「我不想看到石油和天然氣發

生這種情況。」

【看中國訊】在未來三年內，加拿大

將接受逾一百萬名移民。加拿大人力短

缺，13 個省和地區都接受移民，都願意

為移民創造就業機會，也歡迎多元文化傳

統。安大略省是加拿大人口最多的省份，

約有 8 萬個工作等待著人們。

加拿大地廣人稀，工作機會多，當然

這是移民要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移民美

國越來越難，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轉向加拿

大。

【看中國訊】加拿大主要的幾個城市

都即將重新開放，許多人開始關注房產市

場的情況。目前溫哥華疫情前的樓市熱度

已經完全退去，即使有意購買房子的人，

也必須遵照社交距離和安全措施，減弱了

他們參觀房產的意向。

CREA 早前的報告顯示，雖然 5 月

房屋銷售量比上月增加 57%，但「房

屋交易活動（包括二手和信房產）」比

去年同期下降 40%。CIBC 世界市場

公司副首席經濟專家，資深房屋分析師

Benjomin Tal 說，在這個重新開放階段

中，也不要對提高房屋交易活動有太大的

期望。「你要記住的是，銷售正從一個很

低的水平回升，我們可能要回到幾年前才

能看到真正好的市場情況。不過我們也觀

察到一些較大的反彈。」

他也指出，目前有一群潛在客戶，

「有 25% 的業主告訴我們，他們正在考

慮再買一個單位用來投資，因為市場疲

軟，這是他們一直在等的機會。」隨著在

家工作的普及，不少人也對郊區的獨立

屋提高了興趣。「原本在溫哥華市中心尋

找一套售價 90 萬兩居室公寓的人，現在

都在說如果能以 130 萬買到一套可以出

租地下室的房子，就抵銷了我的帳面成

本。」他說，溫哥華市中心以外 160 萬帶

地下室套房的房子開始出現需求增加。

分析指出，目前對樓市發展趨勢作出

任何明確結論都言之尚早，目前還有另一

個對房產市場有直接影響的因素：移民正

重新解凍。此前新移民、留學生及持工作

簽證人士數量都因為疫情大跌，令租房市

場有些疲軟。

根據租房網站 PadMapper 數據，5
月溫哥華一居室或兩居室的公寓租金分別

下降了 5% 及 6.3%，加拿大全國有 80%
的城市 5 月份租金持平或下跌。Tal 說，

考慮到移民水平降低，經濟重新開放會

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房屋交易，「每年有 50

萬人進入這個國家，他們大多數都是非永

久居民和租房為主的留學生，但很多出租

單位來自投資者，所以你會看到空置率上

升。」

他也提到，每年會有約 10 萬加拿大

人搬到美國去，但現在美加邊境的關閉

和遠程工作的普及或許令這些人考慮重

投住房市場，在中長期增加加拿大的住

房需求。對於部分分析指秋季可能出現

第二波肺炎疫情，並令經濟退回原點，

但 Realosophy.com 主席 John Pasalis 形
容，絕大多數買家似乎並不關心經濟會否

衰退，「人們非常希望利用這幾個月令一

切回到相對正常的狀態。」

溫哥華的公寓樓

（Pixabay）

美墨加協議生效  
OPEC面臨能源格局新挑戰

【看中國訊】根據高力國際（Colliers）
地產公司的最新報告顯示，目前遠程工作

的普及令大量公司重新評估對辦公室的需

求，該公司另一份報告指出，加拿大全國

辦公室需求下降幅度為 8.5%，預計發生

在未來 4 年內。

高力國際在 5 月底向 445 名租戶進

行調查，其中 47% 受訪者表示他們對

辦公室空間需求有所下降，47% 受訪者

中，有 11% 表示辦公室可能減少 80%
至 100%。報告指出，「假設經濟恢復到

肺炎疫情前的水平，持續在家辦公的因素

可能導致辦公室空間需求減少約 8.5%。」

三份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公司對

辦公室的需求在未來不會有變化，還有

20% 表示並不確定未來方向。

近期辦公室時代是否將步向結束引

起許多關注。對此高力地產部總裁 John 
Duda 說，「我相信沒有人會真的說不需

要辦公室，可能辦公室以後會有更大的靈

活性，現在試圖預測長期情況是沒有意義

的。」

報告中還顯示，4% 辦公室租戶可能

因疫情完全倒閉，56% 租戶的整體員工

有所減少，自 3 月中旬以來，只有 44%
受訪者保持了與疫情前一樣員工數量。此

外，遠程工作也對公司的生產力帶來很大

影響，員工生產力比疫情前下降了22%。

隨著一些大城市開始重新開放，北美

最大辦公室房地產公司之一的 Brookfield
表示，該公司在紐約的 30% 員工和倫敦

的 70% 員工都會在本周內重返工作崗

位，並令辦公室的需求增加。

不過，有關這個問題的民意調查仍然

存在分歧，例如史丹福大學在 2018 年進

行的長達 2 年研究顯示，與在辦公室上

班相比，在家工作的工作時間才真正達到

了全班或更多，因為這樣減少了員工之間

的干擾。蒙特利爾大學勞資關係學院的研

究也指出，遠程工作令員工增加了工作

量，生產力也隨之提升。

Dream Office 房地產投資信託公司

首席執行官 Michael Cooper 認為，從長

遠來看，不同意大多數辦公室會被淘汰的

說法，但一些地點位置、或樓齡太長的辦

公室也可能會被急速淘汰。

加拿大人力短缺
將接收大量移民

美國、墨西哥、加拿大三國領導人簽署美加墨協議。（公有領域）

加國重開 房產市場將逐步回春？

辦公室需求減少
但仍不會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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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中國

南方暴雨持續，中央氣象台 6 月 30 日上

午 6 時繼續發佈暴雨藍色預警，預計南

方與西南地區還將持續有暴雨，三峽大壩

從 6 月 29 日開始緊急洩洪，這給下游城

市帶來巨大壓力。

根據中央氣象台發佈的預警，預計 6
月 30 日上午 8 時至 7 月 1 日上午 8 時，

四川盆地南部、雲南東北部、貴州、廣西

西北部、湖南中部、江西西部和東北部、

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等局地有大雨，甚至

是暴雨。

其中，四川盆地南部、貴州西南部、

浙江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區的大暴雨，有

100 至 140 毫米。上述部分地區還伴有

短時間強降水 ( 最大小時降雨量 30 至 50
毫米，局部地區可超過 70 毫米 )，局部

地區會有雷暴大風等強對流天氣。

新華社 29 日報導，「受此影響，三

峽水庫入庫流量 27 日下午開始增長。 28
日 14 時，三峽水庫入庫流量達 4 萬立方

米 / 秒，是 27 日 14 時的兩倍。為應對此

輪來水，長江防總要求將三峽水庫下泄流

量上調至日均 3.5 萬立方米 / 秒。

到 29 日下午 5 時，三峽大壩水位已

高達 147.57 米，超過汛期水位 2.57 米。

當日三峽電站 34 台機組全開，總發電量

超過 2000 萬千瓦，接近滿發狀態。這是

三峽樞紐今年首次洩洪。

然而，三峽大壩洩洪估計將給下游城

市帶來巨大壓力。據長江網 6 月 30 日報

導，當日上午 7 時，武漢市防洪辦傳來

消息，即時水情監測顯示，6 月 30 日上

午 7 時，長江漢口站水位達到 25 米，進

入設防水位。 這一時間比預測的 7 月 1
日早了一天。

重慶、武漢、宜昌洪水不絕

武漢市防洪水位分為三級，以武漢

關水位 ( 漢口站 ) 為基準，分別為設防水

位 25 米，警戒水位 27.30 米，保證水位

29.73 米。而緊鄰武漢、距離長江三峽大

壩只有 40 多公里的宜昌市等城市，日前

也受到 20 年一遇的暴雨襲擊。 6 月 27
日宜昌最高降雨量達到 271.6 毫米，超過

宜昌氣象站歷史最大日降雨量極值，許多

汽車泡在水中。

網傳視頻顯示，6 月 27 日市多處遭

暴漲河水淹沒後，高壓電線掉入水中，導

致不少市民掉進水中觸電身亡。不過，該

消息尚無法得到官方證實。稍早，也有中

國民眾在網路預警武漢、南京、上海等城

市是下個淹水重災區，但傳中共官方禁止

民眾將洪水上網傳播，因此在微博較少看

到災情，反倒是推特上不少中國網民上傳

相關視頻。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湖北省襄陽李

姓居民 6月 27日在一段視頻中說，「現

在在現場可以看到，今天的長江水位已經

非常高了。聽說在上游的三峽大壩、葛洲

壩目前正在全力洩洪。現在汛期還沒有到

來，長江流域的主汛期一般是 7、8月份。

今年長江流域的城市包括武漢，會不會遭

遇洪水，從今天起，我們爭取每一天都到

現場來看一看，來見證一下長江的水位。

推特上也流傳，中國此次洪水重災區

之一的重慶市，當地菜園壩長江大橋的珊

瑚灣社區 6 月 25 日接到中共黨委下發的

「溫馨提示」，內容寫道：「今年洪水預

估水位達到 1981 年的 193.38 米左右，

請 4 樓以下居民提前做好準備。」

消息傳出後，不少民眾聚集網絡展

開討論，網友紛紛留言，「四樓以下，太

恐怖了吧 ... 地基一但泡爛大多數房子都

可能變危樓。」「重慶是三峽的上游這很

嚇人。」「四樓以下怎麼準備？要準備什

麼？是準備死嗎？四樓以下都活不了的

話，四樓以上的就能倖存了嗎？」

目前上述社區通知尚無法得到中國

官方證實，但重慶官方 6 月 22 日就曾緊

急發出通知，指重慶綦河已超限制水位 4
米，預計綦江流域將出現 1940 年以來最

高的 205.85 米洪峰水位，整個市區道路

全都變成澤國，大水至今尚未退去。

值得注意的是，新華社 6 月 29 日曾

報導，預計 7 月 1 日至 2 日，長江上游

支流附近有中至大雨，局地暴雨，而至 7
月 3 日，嘉陵江上游、漢江上游有大雨，

局地暴雨。 因此，「7 月上中旬，三峽水

庫可能迎來新一輪洪水。

有專家指出，三峽大壩今年以來的首

度洩洪，將為集水區帶來新一波洪災。

三峽大壩水位超高 沿江城市告急

【看中國訊】美聯社報導，中國政府

為了壓低新疆維吾爾族及其它少數族群

的生育率，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過去 4
年來，新疆的控制生育運動正導致部分專

家口中所說的「人口、種族滅絕」。

根據訪談、數據顯示，中國政府定期

逼迫少數族群女性接受妊娠檢查，並且強

制數 10 萬人裝設子宮內避孕器、絕育，

甚至是墮胎。隨著二胎政策開放，中國內

地的子宮內避孕器與絕育手術已經減少，

但新疆卻正急遽增加中。

人口控制運動的配套措施包括了大規

模的拘留，這對違規者而言，既是威脅也

是懲罰。美聯社發現，超生居然也是被關

進拘留營的一大理由，養育 3 個以上孩

子的父母親如果付不出高額罰款，就得跟

家人分離。警察還會突襲民宅，搜索遭到

藏匿的孩子，致使家長陷入驚恐。

出生於中國的哈薩克裔的歐米爾札克

（Gulnar Omirzakh），家境極為貧寒。她

當菜販的丈夫正被拘留，而她在生下第 3
個孩子後，就被政府命令要裝上子宮內避

孕器。兩年之後，2018 年 1 月，4 名身

穿迷彩服的軍警找上門來，說她超生了 1
個孩子，並要她在 3 天之內繳交 2685 美

元罰款。

軍官還揚言，如果歐米爾札克不繳罰

款，就會像她丈夫跟其它數以 10 萬計的

少數族裔相同，被送往集中營。歐米爾札

克回想起當天的情況，哭訴著：「孩子是

神的贈與。不讓人生小孩是不對的。他們

想要毀滅我們這個民族。」

根據官方統計，自 2015 年至 2018
年之間，在多數維族人聚居的新疆和田及

喀什地區，生育率驟降了 60%。

至於在整個新疆，生育率則是持續下

滑著。光是 2019 年就驟減了 24%，但全

國生育率只有下滑 4.2%。

美聯社率先獲取了德國學者曾德恩

（Adrian Zenz）的新研究顯示，北京政

府耗費了數億美元執行計劃生育，並在寥

寥數年內，就將新疆從中國成長最快的地

區之一變成了末段班。

美聯社發現的通知單則顯示，當地政

府設置或是擴大獎勵舉報非計劃生育的制

度。部分地區的女性甚至是被迫得在升旗

典禮後，接受婦科檢查，還有一些地方的

官員，居然使用超音波掃描檢查婦女是否

懷孕。

曾在拘留營生活的人表示，女性一旦

被送入拘留營，就被迫裝設子宮內避孕

器，以及被注射疑似避孕針劑。

有 7 名曾經被拘留的人告訴美聯社，

他們時常在不知緣由的情況之下，被迫吞

服避孕藥，或被注射某一種液體，不少人

因此感到暈眩、疲累或者生病，女性甚至

是不再來月經。有一些獲釋後離開中國的

人去做健檢，這才發現自己已經無法生

育。此外，甚至發生有女性在拘留營遭到

毆打下腹、被逼墮胎的事。

2014 年，新疆只使用了大約 20 萬

個子宮內避孕器；2018 年，這個數字暴

增到了 33 萬個，成長高達 60%。與此同

時，中國其它地區的女性則隨著「一孩政

策」放寬而開始移除避孕器，子宮內避孕

器的使用率也顯著減少。

根據中國衛生統計顯示，當中國其它

地區的絕育手術數量減少後，新疆卻是在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間，暴增 7 倍，超

過 6 萬起。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北京

爆新一波疫情之際，政治局 7 常委卻行

蹤詭異，趙樂際更已隱身一個月，引發可

能染疫的猜測。而人大「舉手機器」申紀

蘭在北京參加兩會後，卻突然病亡，死因

也被質疑或在北京染疫。

從 1954 年出任中國全國人大代表

後，連任 13 屆，從未落過選，被稱為人

大的「活化石」的申紀蘭早前傳出病危，

6 月 28 日早上被證實去世。官方聲稱申

紀蘭患胃癌。而《新京報》引述申紀蘭的

生前好友、山西大寨村黨總支書記郭鳳蓮

說 :「我一個星期前才去看望了申大姐，

當時她已病的很重，但已沒辦法醫治。」

不過，中國網路早前盛傳 91 歲的申

紀蘭 5 月底送醫後病危。網上還傳出申

紀蘭躺在病床上的照片，照片中，申斜躺

在枕頭上，鼻子上插著鼻管，疑似昏迷或

昏睡，病入膏肓的樣子，床頭還掛著口

罩。自由亞洲電臺當時引述消息說，申紀

蘭是因胃癌，住進長治市第一人民醫院。 
她是胃癌晚期，因年事已高，醫生不建議

做手術，而做保守治療。

另外，中央社則引述微信朋友圈傳言

稱，申紀蘭身邊的工作人員透露，她在 5
月底因身體不適被海軍總醫院從北京送到

河南安陽，之後轉送至山西長

治第一人民醫院救治。由於申

紀蘭 5 月 28 日剛開完全國人大

會議，有網友懷疑，是否她到

北京參加兩會期間染疫，以其

他病名掩蓋 ? 如果胃癌晚期，

為什麼還要挺著到北京開會 ?
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早

前稱，北京疫情可能不是 5 月

底、6 月初才出現的，時間點

可能要往前推一個月。這也呼應了有關兩

會冒死召開，與會人員或「千里投毒」的

說法。

而兩會剛剛結束，本次北京疫情再

爆，全城進入戰時狀態，中南海更深陷疫

區中心，早前就傳中共高層已到玉泉山避

疫。其中，中紀委書記趙樂際的行蹤最為

詭異，整個 6 月份都沒有他的活動報導。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自 6
月初以來中國暴雨成災，有逾千萬民眾受

災，數周內累積死亡人數至少有 78 人。

中國新聞網報導，浙江省水利廳表

示，6 月 30 日下午 3 時 35 分，位於錢

塘江上游蘭溪市的水文站水位觸及 28 米

的警戒水位，當局宣佈錢塘江今年第 1
號洪水已形成，當地在晚上 10 時 30 分

啟動水旱災害防禦 IV 級應急響應。

官方指出，浙江全省大中型水庫超汛

限水位有 20 座，其中大型水庫 5 座，分

別為新昌縣欽寸水庫、嵊州市南山水庫、

上虞區湯浦水庫、衢州市銅山源水庫、臨

安青山水庫；主要江河站有 21 站超警戒

水位，其中 1 站超保證水位，為嘉興烏

鎮站。

截至 6 月 30 日下午 4 時，浙江省大

中型水庫蓄總量為 272.68 億立方米，較

入梅以來增蓄 38.03 億立方米。

中央氣象台資料顯示 7 月 1 日長江

流域再下大雨，黃河流域則進入汛期。水

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日前要求黃河小浪

底水庫開始洩洪，6 月 29 日上午 8 時起

水庫以每秒 5,520 立方米的速度排水，當

局 30 日要求水庫加大洩洪量，以騰出庫

容，確保在汛前將水位下降到汛限水位以

下。

據黃河水利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江恩慧

介紹，小浪底水庫運用以來，經過水沙聯

合調控，黃河下游主河槽的最小過流能力

從 1800 立方米每秒逐步提升到 4350 立

方米每秒，但逐步粗化的泥沙在河床形成

了一層幾厘米到十幾厘米的粗化層，影響

了下游河道過流能力的提升。

趙樂際（左）和申紀蘭（右）（Getty Images圖合成）

三峽大壩洩洪（STR/AFP/GettyImages)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導】港版

國安法實施前夕，6 月 29 日，前中國足

球名將郝海東再次於網上發佈視頻，力挺

「新中國聯邦」的支援者先前去中國駐韓

國領館的抗議行為，並再次表示，中共逆

天而行，在文明世界裡沒有它的位置。視

頻中，郝海東首次稱讚了去中使館前抗議

的人們 :「你們一直在向全世界以及韓國

揭露中共惡行、CCP( 中共 ) 病毒以及他

們鎮壓香港的民主運動。消滅中共是正義

的需要，我堅信善良、正義一定會戰勝邪

惡。在這裡我向你們表達深深的敬意，我

會永遠和你們在一起，消滅中國共產黨，

消滅 CCP。」郝的妻子葉釗穎，曾經是

中國羽壇一姐，長期稱霸世界排名第一，

葉釗穎近期發推文說，很慶幸我和老公政

治觀非常一致。

黃河入汛
水庫加大洩洪量美媒：北京壓制維族人生育如種族滅絕

申紀蘭和趙樂際同時陷染疫謎團

（視頻截圖)

郝海東: 
共產黨你們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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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中國總理李克強日前

在北京的外貿會議上表示，

外貿形勢嚴峻複雜，並要力

保中小微企業和勞動密集

型企業。不過受武漢肺炎

疫情影響，業內人士表示，

90%的外貿企業將破產。

李克強 6 月 28 日在北京的

外貿會議上稱，下一步外貿環境

依然嚴峻複雜，對此必須有充分

估計和準備；要按照保就業、保

民生、保市場主體的要求，落實

各項幫助企業的政策，在積極擴

大內需的同時，研究出臺穩外貿

和穩外資的新措施。

李克強表示，加大力度保住

中小微企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

幫助大型骨幹外貿企業破解難

題，更好地穩住就業。要完善出

口退稅的方式。要堅持擴大開

放，完善吸引外商投資的政策。

中國國務院日前發文稱，支

持出口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簡化

產品認證、企業辦稅程序；鼓勵

各類金融機構對出口產品轉內銷

提供金融支持，結合實際開展內

銷保險項下的保單融資業務，加

大流動性資金貸款等經營週轉類

信貸支持等。

數據顯示，小型企業經營壓

力加大，從業人員指數持續下

降，生產經營預期指數亦進一步

回落，疊加海外疫情仍未有效控

制導致外部市場仍存變數。

6 月 29 日，官媒中國新聞

李克強在北京的外貿會議上表示，外貿形勢嚴峻複雜。（Getty Images）

網報導稱，第 127 屆廣交會首次

在網上舉辦，海內外近 2.6 萬家

企業上線參展。但是，官媒並沒

有公布成交訂單的數量和成交金

額。《看中國》記者查詢廣交會

官方網站，也沒有詳細的數據。

香港《經濟日報》認為，這反

映了外貿企業日子難過，還需很

長時間才能恢復到一定的水平。

路透社 6 月 29 日報導，一個美

國農業行業組織表示，由於北京

要求海外供應商提供商品沒有病

毒的證明，使得一些美國供貨商

放棄了對中國的出口。北京的這

種舉措被美國農業行會認為是不

合時宜、不科學的貿易壁壘。

受疫情影響，中國傳統的外

貿行業遭到全面洗牌，外貿訂單

有一部分已經徹底消失。而其餘

的訂單轉向線上平臺銷售，傳統

的小商品城外貿批發、工廠外貿

直銷類從業者面臨生存危機。

電商巨頭阿里巴巴國際站總

經理張闊在《第一財經》發表的

評論文章說，按照當今局勢，除

線上外貿模式以外的傳統外貿企

業，「90% 可能會被淘汰」；「逛

展會，這種來源單一的外貿生意

本已式微……疫情一來基本都停

辦了，一下子斷了很多中小企業

的活路。而割裂的物流、支付、

匯兌、退稅等服務，經疫情衝擊

支離破碎。部分小貨代倒閉，航

空運輸說停就停……客戶也自

顧不暇。」「外貿轉內銷？國內

市場確實很大，但畢竟『內外有

別』，而且競爭可能更慘烈」；

「我們很難樂觀地預計全球性疫

情會在短期內終結……更難指望

趨於割裂的全球貿易體系，能夠

完全重歸過往的格局」。

目前，中國對外貿易的國

企，破產的風險大增，但是有來

自政府的補貼，應該能支撐得下

去，相關聯的很多產業可能就支

撐不下去，而沒有補貼的民營企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港版國安法獲得人大常委會

通過引發國際關注，美國料將有

進一步制裁行動。分析師指出，

如果美國制裁中共官員，會觸動

中國四大銀行1.1萬億美元資金。

6 月 30 日，全國人大常委

會以 162 票全票通過港版國安

法草案。美國則從 6 月 29 日起

撤銷香港的特殊地位，同時也進

一步限製出口國防設備到香港。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中共

剝奪香港自由的決定，迫使川普

政府重新評估對該領域的政策，

又形容撤銷特殊地位並非令人開

心的決定，但這是北京違反聯合

國認可的《中英聯合聲明》的直接

後果。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宣布，

他們正在撤銷香港的特殊地位，

暫停對香港執行優惠待遇。他也

補充道，美方正在評估其它措

施，進一步消除香港的特殊待遇。

而美國最嚴厲的制裁當屬美

國參議院早前通過一項由兩黨發

起的法案，法案中禁止金融機構

向受到制裁的中共官員提供金融

帳戶，這項法案仍有待眾議院通

【看中國訊】知名醬料品牌

「老乾媽」日前因被騰訊公司控

告長期拖欠廣告費用，被中國

法院凍結旗下 1624 萬人民幣資

產。對於騰訊指控，老乾媽發聲

明表示，雙方並未有任何商業合

作，騰訊被騙了。

據《自由時報》報導，騰訊

日前表示，該公司在去年與貴陽

南明老乾媽風味食品銷售有限公

司與貴陽南明老乾媽風味食品有

限責任公司簽訂《聯合市場推廣

合作協議》，為老乾媽油辣椒系

列推放千萬人民幣廣告。然而事

成後，老乾媽卻沒有按照合約中

的約定付款，騰訊多次催款無果

之後，只得向老乾媽提起訴訟。

對於騰訊的指控，老乾媽也

發出聲明反擊，表示從未與騰訊

或授權他人與騰訊公司進行任何

商業合作，稱騰訊被騙了，並也

於 6 月 20 日正式向警方報案。

但此案經深圳市法院初步

審理後於 6 月 30 日裁定騰訊勝

訴，並凍結老乾媽 1624 萬人民

幣的資產。不料案情隔日就發生

大逆轉。貴陽警方 7 月 1 日發

布通報，經過初步調查發現，原

來是有 3 名不法人士為獲得騰

訊在推廣活動中配送的遊戲禮

包，並用來轉賣獲取非法經濟利

益，因此冒充該公司的高層，用

偽造的印章與騰訊簽訂合作協

議。上述 3 人目前已被拘留，

該案將繼續進一步調查。

業根本支撐不下去。

中國國務院辦公廳日前發布

關於支持出口產品轉內銷的實施

意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鼓

勵外貿企業充分利用網上銷售、

直播帶貨、場景體驗等新業態

新模式，促進線上線下融合發

展。」並要求工業和信息化部、

商務部按職責分工負責，各省、

自治區、直轄市政府負責推廣。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唐新

元認為，面對困境，外貿企業尤

其是民營企業只能積極自救，因

為中共只幫扶國有企業，現在讓

外貿企業和那些「網紅」一樣直

播賣貨，就說明了這一點。實際

上出口轉內銷是比較困難的，以

製造業為例，出口國際市場的產

品是執行國際標準或某一國家的

標準，無法在國內市場銷售的。

中國出口外貿企業當務之急

需求轉型，但現實中的瓶頸也迎

面而來：國內市場交易鏈條相對

冗長、回款慢。對外貿企業來

說，要在短時間內重新瞭解新的

市場並建立渠道，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

中國企業聯合會企業研究處

處長劉興國認為，對出口轉內銷

的企業來說，渠道問題比品牌問

題更加突出，尤其是那些產品以

外銷為主很少內銷的企業，在國

內市場根本就沒有能夠為自己所

用的銷售渠道。轉內銷意味著不

得不投入大量資金在國內市場鋪

設營銷渠道，進而大大增加企業

營銷成本。

李克強稱形勢嚴峻力保外貿    騰訊告老乾媽案情大翻轉

美國制裁將觸動中國四大銀行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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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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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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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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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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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看中國訊】中國最大的黃

金生產企業「武漢金凰珠寶」，

2015 年起以「黃金質押加保單

增信」手法，向中國逾 12 家金

融機構融資 200 億人民幣，結

果陸續遭踢爆其質押的純金為銅

鍍金，引發震撼。

2010 年在美國那斯達克上

市的金凰，目前市值僅 1200 萬

美元，較一年前縮水 70％。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金凰未

到期融資達 160 億人民幣，截

至六月，存放在債權人保險箱內

的「純金」據悉重 83 噸，相當

於中國黃金年產量的 22％、國

家黃金儲備 4.2％。而由國有的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等機構發

行的相關保單達 300億人民幣，

將在十月到期。

《財新週刊》報導，金凰珠

寶公司董事長賈志宏的一條簡

訊暴露了這起騙局的破綻：5 月

16 日，民生信託的一個 6 億元

的信託計畫即將到期，於是他們

要求對融資方金凰珠寶所質押的

黃金進行開箱檢測。就在檢測結

果出來的前一晚，賈志宏強烈希

望對方能叫停檢測，但被拒絕。

第二天一早，他就給信託公司發

了條簡訊，大意是感謝對方多年

來給予這家民營企業的支持，最

後還寫了兩個字：「別了」。

報導引述民生信託的一位高

管說：「我一看這倆字，就感覺

那金子百分之百是假的 ...... 當
時我的心就涼了。」

武漢市中級法院組織評估檢

測機構對存放於中國工商銀行武

漢水果湖支行保險箱的 2,990 公

斤黃金進行現場評估檢測，5 月

22 日，武漢市中級法院出具的

檢測報告：金凰珠寶質押的黃金

質量和重量不符合保險單約定。

發現黃金存在質量問題的不

止民生信託一家。今年 2 月，

東莞信託在處置金凰珠寶董事長

賈志宏用以抵債的黃金時，隨機

抽取其中 1 根 1 公斤重量的金

條去檢測。檢測結果顯示，黃金

是假的，金條表面鍍金，內部成

分為銅合金。金凰對其貸款違約

18 億人民幣，另有 16 億人民幣

過及美國總統川普簽署。

6 月 30 日，彭博行業研究

駐香港資深分析師 Francis Chan
在最新發表的報告中指出，這些

中共官員大多使用中國大型銀行

提供的服務，因此這些銀行若違

反美國規定，恐將面臨被禁止進

入美國金融系統的風險。

根據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

設銀行、中國銀行及中國農業銀

的年度財報顯示，截至 2019 年

年底，這 4 家銀行合計有約 1.1
萬億美元資金，其中 47% 為存

款，其餘則是銀行同業借款及發

行證券取得。

Francis Chan 的報告指出，

由於全球銀行的業務中也可能

有中共官員、其親戚和合夥人作

為客戶，因此它們也可能面臨風

險。例如，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PLC） 因 違 反 對 緬

甸，古巴，伊朗，蘇丹和敘利亞

的制裁，於 2019 年支付了超過

6 億美元的罰款。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 SA）在 2014 年因

與蘇丹和其他列入黑名單的國家

的交易而被美國罰款89億美元。

將於下月到期。提供融資近 41
億人民幣、最大債權機構民生信

託取得法院命令，在貸款到期

前，開箱檢驗質押品，結果發現

也是銅塊權充金塊，另兩家聲請

檢驗的信託公司也獲相同結果。

去年獲中國當局挹注 140
億美元才從壞帳風暴中起死回生

的恆豐銀行提供 39 億人民幣，

是第二大債權人。本月初，民

生、東莞與第四大債權機構、提

供 19 億人民幣融資的安信信託

控告金凰，並向中國人保求償損

失；上海黃金交易所 24 日撤銷

金凰會員資格。

軍方出身的賈志宏 2002 年

成立金凰，消息來源說，賈與湖

北當局關係密切，「多年來我們

都知道他手中的黃金不多，有

的全是銅」；湖北在地的金融機

構都避免與金凰打交道，而自

2015 年起，金凰對黃金質借的

依賴增加，2016 年其貸款高出

前一年近 16 倍，債務與資產比

暴增至 87.5％，質押黃金 54.7
噸，高出前一年 7.5 倍。

中國最大黃金商詐貸200億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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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整軍文件

新 華 社 6 月 29 日 報 導，

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中國共

產黨軍隊黨的建設條例》和《中

國共產黨基層組織選舉工作條

例》，習近平主持會議，再次聲

稱要做到「兩個維護」，貫徹軍

委主席負責制、確保中央對軍隊

絕對領導等。

央視新聞 6 月 28 日報導

稱，中共中央印發〈關於調整預

備役部隊領導體制的決定〉。自

2020 年 7 月 1 日零時起，預備

役部隊全面納入軍隊領導指揮體

系，由現行軍地雙重領導調整為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一

領導。

這是繼自 2018 年 1 月，武

警部隊由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

導，歸中央軍委建制，不再列國

務院序列之後，習近平藉軍改收

權的又一動作。

另據官媒 6 月 21 日消息，

中央軍委辦公廳日前印發〈軍隊

領導幹部經濟責任審計規定〉，

自 7 月 1 日起施行。該〈規定〉

稱審計監督無禁區、無盲區、無

例外，明確軍隊和武警部隊擔任

領導職務、負有經濟責任的領導

幹部全部納入審計對象範圍。

紅二代蔡小心日前在微博

貼出照片，顯示中央軍委審計

署月初啟動了針對前海軍司令

吳勝利任職期間的審計工作。

吳勝利卸任海軍司令已逾 3 年

半，此時遭經濟責任審計，還

是令外界覺得頗不尋常。

憂慮軍隊是否「忠心」

兩會期間，官媒公號「政知

道」報導稱，中央軍委副主席

張又俠，5 月 22 日參加兩會軍

方代表小組審議時在會上稱，

要「全面徹底肅清郭伯雄、徐才

厚、房峰輝、張陽流毒影響」。

外界認為，這是習近平藉親信發

出對軍隊再行清洗的信號。

張又俠與習近平關係密切，

二人都來自陝西，又都是太子

黨。評論人士林和立去年初在

《蘋果日報》刊文中爆料稱，目

前中共軍隊中，中央級別的最高

將領對習近平的支持度仍差強人

意。據靠近軍方的消息說，目前

7 個軍委委員中，習近平的唯一

鐵桿親信只有同為太子黨的軍委

副主席兼政治局委員張又俠。

從十九大以來，中國大陸反

習聲量逐漸增大。修改國家主席

任期制、迫害人權、美中貿易

戰、隱瞞疫情令當局面臨前所未

有的危機。包括地產商任志強、

青海前政協委員王瑞琴、清華教

授許章潤等體制內學者、商人、

紅二代，不斷發出對現政權不滿

的聲音。

紅二代、牛津大學政治學博

士、歷史軍事學者徐澤榮早前對

《看中國》表示，現在很多人都

對習近平不滿，他知道在美的紅

二代人脈要求美國配合推翻習近

平。他指，「動用軍隊推翻他好

像沒有可能，他們採取的手法就

是當年勃列日涅夫推翻赫魯曉夫

的做法」，這種做法就是開政治

局擴大會議「逼宮」等等。

徐澤榮還形容目前中國大陸

形勢如同要爆發的火山，習近平

用水泥去填，是填不住的。他表

示，雖然習近平提拔了很多將

軍，但「他未必得人心，將軍們

是否會服從習近平，是否在危難

時救他，還是未知數」。

今年 5 月 15 日，身在美國

的前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校姚誠對

美國之音表示，軍隊跟習近平其

實並不是心貼心。

澳門資深軍事研究員黃東

曾在香港《蘋果日報》刊發評論

說，雖然徐才厚、郭伯雄等威脅

其統治的軍中老虎已除，但習近

平未必真的對軍隊忠誠自信，故

此，以反貪、軍改為名的全軍整

肅行動才一直未停。

當局整軍不停 軍隊仍是隱憂

廳官將情人送進監獄 情人出獄後舉報將其扳倒

薄熙來之子薄瓜瓜現狀被曝光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2012 年 1 月，江蘇省揚州市原

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蔡愛華涉嫌

受賄一案，在鎮江市中級法院開

庭審理。

在起訴書中，公訴機關列舉

了被告人蔡愛華的四起受賄事

實，在每一段事實中，都有一個

叫「周青」的女人名字出現。

周青與蔡愛華是在 2002
年夏天的一場飯局上認識的，

2002 年聖誕節後，兩人發展成

情人關係。周青稱，蔡先後從她

那裡借了17萬元，並打了欠條。

2006 年 8 月前後，蔡愛華

攀上了他仕途的頂峰，被提拔為

揚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由

於受賄手頭逐漸寬裕起來的蔡愛

華建議周青做點生意，他願意資

助一部分錢。蔡愛華當時表示，

收受的錢財並不在自己手中，而

是暫時寄存在一位級別比他低的

女性官員嚴紅 ( 化名 ) 手中。周

青表述，蔡愛華當著她的面，給

嚴紅打了個電話，要求匯 35 萬

元給周青，並寫下了承諾書。

蔡愛華在 2008 年 7 月報

案，稱當年 5 月遭到了周青的

敲詐勒索。當月，南京市鼓樓公

安分局對周青執行逮捕。 2009

年 4 月，鼓樓區檢察院根據蔡

愛華寫下的 35 萬元的承諾書，

指控周青涉嫌敲詐勒索罪、侵犯

通信自由罪、侮辱罪三項罪名。

與罪名相對應的人，正是蔡愛

華、嚴紅和案件另一關係人袁

靜。

此外，蔡愛華在 2008 年 6
月，向周青的農業銀行卡裡匯

入 16 萬元，周青堅稱這是蔡所

欠的 17 萬元的還款，但檢方認

為，這是周青敲詐勒索的結果。

2009 年 12 月，法院以侮辱罪

判處周青有期徒刑兩年。周青不

服一審判決，上訴至南京中院被

駁回。

在南京市看守所服刑期間，

周青寫了一份揭發材料，請刑滿

釋放的一位同監犯人帶了出去，

這份材料幾經周折，遞到了江蘇

省紀委。

2010 年 7 月，周青出獄後

仍繼續一輪又一輪地上訪、申訴

和檢舉。此後，開始有媒體介入

周青案，江蘇省紀委作出反饋。

2011 年 2 月， 蔡 愛 華 被

「雙規」；6 月，蔡因為涉嫌受

賄罪被江蘇省公安廳刑事拘留，

隨後被逮捕。當年 8 月，江蘇

省檢察院指定鎮江市檢察院負責

此案的審查和起訴。

蔡愛華被首席情婦反戈一擊

挑落馬後，他的小情人袁靜也跟

著被查。袁靜原本一個農村小姑

娘，在蔡愛華的運作下，不僅被

招錄為公務員，還被提拔為揚州

市經濟開發區團委組織部部長，

被評為江蘇省傑出青年消防衛

士，還被「選為」團中央候補委

員。經查，袁靜的幹部檔案是蔡

愛華指使他人偽造的。袁靜很快

被終止人大代表資格，團中央候

補委員的職務也被罷免。與此同

時，袁靜還被開除中共黨籍和

公職。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在美國制裁中共官員及其家屬的

背景下，被指犯下侵害人權罪行

的前高官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被

曝居住地，引起外界關注。

據報導，中共前高官薄熙來

的兒子薄瓜瓜目前低調住在加拿

大多倫多，他的住宅位於約克維

爾區（Yorkville）。
多倫多約克維爾（York-

ville）社區是多倫多租金最貴的

社區之一。那裡的商業區是全國

最繁忙的街口之一，每天 24 小

時人流、車流如織，諸多國際奢

侈品專賣店蜂擁在那裡開店。

薄瓜瓜的住房位於 Yonge 街與

Bloor 街口附近的一棟兩層鎮屋

裡。與主街的繁華相比，這裡非

常安靜。

薄熙來於 2013 年被判處無

期徒刑，正在秦城監獄服刑；薄

熙來的妻子谷開來在 2012 年以

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

行。

薄熙來案牽連到了薄瓜瓜。

當年穀開來及其助手毒殺英國商

人尼爾．海伍德案曝光後，有媒

體披露，是海伍德幫助薄瓜瓜取

得英國哈羅公學的學位。

彭博新聞曾報導說，海伍德

是薄家的長期助理，海伍德還涉

嫌充當薄家的中間人，協助他們

將大筆資金秘密轉移到海外。據

報導，海伍德要求為他的服務索

取更高的傭金，否則將公開薄

家的業務往來和估計總額超過

1.36 億美元的海外資產，海伍

德因此遭到谷開來毒殺。

此外，自 2004 年開始，薄

熙來的「白手套」、大連富商徐

明代為薄瓜瓜支付的機票費用

多達 76 次，一共 300 多萬人民

幣。徐明於 2015 年 12 月突然

暴斃於獄中。當時有海外中文媒

體報導，徐明掌握薄熙來家族大

量的證據，薄熙來餘黨在監獄中

殺人滅口。

2019 年 12 月 16 日，加拿

大《環球郵報》報導，畢業 3 年

多的薄瓜瓜在加拿大鮑爾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 PCC 做分析師。報

導指出，鮑爾公司是 40 多年前

最早進入中國的西方投資者之

一，長期以來一直與高層權貴保

持著關係，「包括與薄熙來家族

的關係」。

近期針對北京在香港、新疆

侵犯人權，美國對中共官員及其

家屬的制裁措施不斷升級。加拿

大前情報局局長法登近期在一個

研討會上表示，加拿大也應對中

共官員在加拿大的家屬評估，以

確定其對加拿大的危險性。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全國人大常委會 6

月20日通過新修訂的《人

民武裝警察法》（下稱武

警法）。此法修訂用了4年

3個月的時間。武警部隊

因曾涉政變，被指是習近

平心腹之患。有關修改工

作遲緩被指因內鬥阻力。

溫家寶露面曾冷對三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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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大陸連日暴

雨，20 多個省遭洪災侵襲，三

峽潰壩疑慮又起。就在這敏感時

機，鮮少問津三峽工程的中國前

總理溫家寶近日為蘭州大學地質

科學與礦產資源學院題寫了「大

道無垠，精誠致遠」的院訓，學

校黨委書記馬小潔、校長嚴純華

等人一行在看望溫家寶時，當面

接受題詞。

溫家寶 2002 年 11 月成為

政治局常委，2003 年 3月出任

國務院總理，2013 年 3月退休。

近期中國南方暴雨洪災肆

虐，三峽大壩工程質量及防洪能

力備受質疑。一篇早年三峽舉行

封頂儀式的報導再次流傳，報導

指，斥資 2400 億元的三峽在竣

工時竟無一名中南海高層出席，

清華大學水利樞紐專業出身的胡

錦濤在位 10 年竟一次沒去過三

峽。

《自由亞洲》的文章分析，

中共對三峽的重視程度幾乎人盡

皆知，而全線竣工當天舉辦的慶

祝活動僅僅持續了 8 分鐘，沒

有中央領導參加，草草了事。

胡、溫時代，出身水利的胡錦濤

和出身地質的溫家寶都對三峽工

程表現得很冷淡。胡錦濤主政

後，一次也沒去過三峽工程的工

地。溫家寶出任總理後的 3 年

多時間，只去過三峽庫區 2 次，

每次都只是關注三峽移民問題，

對工程本身興趣不大。

文章分析，大學念水利工程

的胡錦濤和念地質的溫家寶對三

峽大壩造成的種種隱患自然心中

有數，萬一變成爛攤子，這筆帳

反而會算到他們頭上。經過對三

峽工程的風險評估，胡、溫情願

低調一點，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習近平再採取多項措施，進一步緊控軍隊。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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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五：

【老年性黃斑變性】一病人患老年性黃
斑變性，黃斑出血，視力下降。西醫治
療效果不顯；轉至本門診，經針灸及中
藥治療一月，視網膜出血停止，滲出吸
收，雙眼矯正視力恢復至 1.0。「真沒
想到，中醫能治黃斑變性！」她說。

            病人反饋之六：

【甲狀腺瘤】一病人頸部甲狀腺瘤一個
月內增長至雞蛋大。病人不願接受西醫
化療及手術，轉至本門診。經針灸及中
藥治療二次，腫瘤縮小一半，治療一月
半，腫瘤完全消退。「中醫真是很神奇！」
病人曾經的主治西醫感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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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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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時間 6 月 30 日上午九

時許，全國人大常委會以 162
票全票通過港版國安法草案。

下午近五時，人大常委全票通

過把有關法例納入《基本法》附

件三，在香港頒布實施。中國

官媒《新華社》在 23 時發布了

全文。

美國商務部在該案公布後

隨即宣布暫停美國對香港給予

的特殊待遇，並評估是否永久

取消這項待遇。此前美國國會

已經一致通過加強版的制裁法

案《香港自治法》。分析師們認

為，北京當局為所謂的「國家安

全」，不惜應對國際制裁。

《路 透 社》7 月 1 日 報

導，DNR 資本組合經理 Scott 
Kelly 認為，此事件是中美冷戰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極具爭議的港版國安

法在人大常委完成立法，並

於7月1日在香港實施。國際
社會反應強烈，除了美國因

此採取措施，巨大的不確定

性也對香港的資產有負面

影響。

港版國安法影響在港資產

的又一發展，這冷戰其實已經

持續了很長時間，這也是人們

不願意看到的發展，影響眾多

地緣政治因素，中國的行為對

在該地運營的公司帶來了很高

風險，香港可以說已經被列入

避免投資的名單了。

CMC Markets 首席策略師

Michael Mccarthy 表示，早前

市場反應能看出國際市場已經

對這法案出台做好了妥善的準

備，港股存在估值折讓已有一

段時日，恆生指數的市盈率是

11 倍，對比周邊市場來說是非

常低的，港版國安法對港股前

景有不可避免的負面因素。

在港銀行或被制裁

6 月 30 日， 彭 博 行 業 研

究駐香港資深分析師 Francis 
Chan 在最新發表的報告中指

出，中共官員大多使用中國大

型銀行提供的服務，因此這些

銀行若違反美國規定，恐將面

臨被禁止進入美國金融系統的

風險。

上述報告指出，由於全球

銀行的業務中也可能有中共官

員、其親戚和合夥人作為客

戶，因此它們也可能面臨風

險。例如，渣打銀行因違反對

緬甸，古巴，伊朗，蘇丹和敘

利亞的制裁，於 2019 年支付了

超過 6 億美元的罰款。法國巴

黎銀行在 2014 年因與蘇丹和其

他列入黑名單的國家的交易而

黃之鋒、羅冠聰和周庭退出香港眾志
【看中國訊】6月30日

人大常委全票通過港版國

安法後，黃之鋒、羅冠聰和

周庭都在臉書上宣布退出

香港眾志，但三人都表示會

以個人身份繼續參與香港

抗爭運動。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

臉書上感謝團隊夥伴們一直以

來的不離不棄，即使面對大風

大浪，「大家未曾退卻，跟我迎

難以上」。

近日，《解放軍報》在微博

發放影片，稱中共駐港部隊狙擊

手進行實彈射擊訓練，揚言「完

成近 100 個目標的射擊」，更威

嚇可對「港獨分子」執行斬首行

動。黃之鋒表示，在國安法壓境

之時，解放軍又演示斬首行動，

對於在香港進行民主抗爭的人來

說，身家性命堪憂，「以十年起

計的政治牢獄、送到白屋嚴刑銬

問、乃至直接送中，誰也沒有辦

法確定明天」。

他指，在嚴峻的命運考驗面

前，要拿起擔當和勇氣，「我現

在宣布辭任香港眾志秘書長，同

時退出香港眾志，並會以個人身

份踐行信念」。他亦表示，香

港人的意志不會被任何一條惡法

而冰封，一年以來的反送中運動

是一場時代革命，造就了無數覺

【看中國訊】北京官媒央視、

東南衛視和海峽衛視設有台北演

播室，甚至直接在台灣開設政論

節目。有立委批評大陸媒體不能

因為核准來台駐點就能為所欲

為，政府對於涉及矮化台灣的北

京官媒政治性節目應該禁止在台

灣製作，並廢除其來台許可。

《自由時報》報導，陸委會

對此表示，北京駐點媒體記者，

因採訪所需，向台方媒體租用攝

影棚，將在台採訪回傳大陸播

出，無需陳報核准。倘非因採訪

所需，來台錄製節目，應先申

請，並且經由相關主管機關審核

許可。陸委會還說，東南衛視、

中央電視台是政府開放來台駐點

媒體之一，如果是通過目前尚在

台停留駐點記者錄製新聞回傳大

陸，應屬駐點採訪所需之新聞採

訪行為。

民進黨立委邱志偉質疑，

陸委會認定過於寬鬆讓他無法接

受，核准來台駐點就可為所欲為

嗎？對於陸媒記者工作內容就可

不追蹤嗎？節目中的中國籍主持

人是否有申請了工作證？主持的

工作內容是否符合當初申請，都

必須詳查。他表示，美國都已經

有警覺，認為北京官媒影響國家

安全，再度把中央電視台、《人

民日報》、《環球時報》和中國新

聞社等 4 家北京官方媒體機構認

定為「外國使團」，北京官媒記

者賦有情搜統戰任務，台灣不可

以後知後覺、不知不覺。

台立委促禁大陸
在台製播政論節目

被美國罰款 89 億美元，為有史

以來額度最高的罰款。

面對美國態度突然強硬，

《美國之音》7 月 1 日報導，上

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港澳研究室

主任張建認為，美國總統川普

( 特朗普 ) 首先考慮的是跟中國

做生意談貿易，迴避香港問題。

不過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

學中國問題學者馮崇義教授則

表示，一些中國智庫學者關於

川普政府的重商政策的看法已

經過時，特別在疫情重創美國

經濟，華盛頓對於香港事態的

發展不會袖手旁觀。

美國西東大學商學院經濟

學教授尹尊聲此前認為，北京

當局在制定港版國安法時應該

已經做過權衡，失去了作為亞

洲金融中心、自由港的香港，

對中國內地肯定有一定的影

響。過去 30 年香港對於中國內

地來說至關重要，「特別在中國

的金融交往上，特別港幣是自

由兌換的貨幣，還是非常重要

的。」香港在金融上對中國內

地的重要性目前仍是無可替代

的，中國內地超過 70% 的人民

幣國際貿易是在香港進行的。

醒的人，走在熙熙攘攘的城市

裡，擦肩而過的人，從清潔工到

身穿筆挺西裝的上班族，「都有

可能是抗爭中的無名傳奇」。

香港眾志創會主席的羅冠聰

也宣布退出，他說在國安法下，

「香港掀起一股腥風血雨的文革

潮，香港人將被以言入罪、以思

想入罪，輕則三年監禁，重則

在白屋被刑求兼送中，人心惶

惶」，風聲鶴唳中，政治人物的

自身安危堪憂。

作為創會一員的周庭形容退

出眾志是個「沉重且迫不得已的

決定」。她表示自己未來也無

法再參與國際連結工作。她勉勵

大家，「即使活在絕望當中，我

們都要繼續堅強地生活著」。

【看中國訊】加拿大駐台北

貿易辦事處代表芮喬丹（Jordan 
Reeves）二度派駐台灣。近日

他受訪談到台灣國際參與等議

題時表示，加拿大持續支持台

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和各項

多邊論壇。除了 WHA 的秋季

復會，加拿大也將協助台灣獲

邀參加 WHA 復會前的 WHO
各項技術性會議。他說：「對台

灣因應武漢肺炎疫情的成就，

我個人打分數是 A+。」他也再

次感謝台灣在武漢肺炎疫情期

間援贈口罩，尤其是第一批 50
萬片醫用口罩抵加拿大時，正

好是加國各醫療院所口罩儲備

極度短缺的時候。

他也提到，台加雙邊貿易總

額去年超過 80 億加幣，創新高

記錄。近 5 年來，台灣也是加

拿大在亞洲地區出口額成長速

度第二快的市場。加拿大也積

極投入台灣的潔淨能源建設，

包括北陸電力公司（Northland 
Power）參與的海龍 2 號及海龍

3 號離岸風電計畫，就是加拿大

迄今在台灣的最大投資案。

加拿大駐台代表 
大讚台灣

台灣潛艇試射魚雷引關注
【看中國訊】台灣海巡

署「國艦國造」的100噸巡
防艇，首艘巡防艇30日開工
建造。為了配合將於7月13日
至17日舉行的漢光36號實
兵實彈演習，海軍劍龍級潛

艦1日擬在東南外海試射德
製的SUT重型魚雷。此次射
擊，是劍龍級潛艦自20 07
年來，時隔13年再一次執行
「戰雷（實彈）」射擊 。

綜合中央社與蘋果日報報

導，艦隊分署表示，新艇長度達

40 公尺，與 34 公尺的舊型 100
噸艇相比，更長、更大，同時是

採取硬稜泌船型，可以大幅提升

耐浪性，在蒲氏風力 9 級時仍

具備執行任務能力，更優於現今

的 100 噸巡防艇平均最大耐浪 8
級的強度。

此外，新型艇的左、右舷外

板上頭，特別設計加裝了大型防

撞碰墊，搭配射程可達 95 公尺

以上，可水平達 360 度、上下

達 30 度轉動操作的高壓水炮，

強化了巡防艇執法能量，針對不

法越界作業的中國大陸漁船，將

可以採取更加強勢的扣留手段，

來確保漁民安全與作業權益。

艦隊分署表示，籌建海巡艦

艇的發展計畫，是守護藍色國

土重要的藍圖，目前從最大的

4000 噸巡防艦，至 100 噸巡防

艇等 6 種船型都已經開工建造，

各項建案建造進度也都正常，甚

至是大幅超前，未來將會如期、

如質、如預算完工交船，除了能

夠全面提升海巡艦艇執勤能量，

亦落實政府「國艦國造」政策，

有效捍衛台灣主權與漁權。

為了 7 月 13 日至 17 日登

場的漢光 36 號實兵實彈演習，

國軍於 6 月 16 日就已經在台中

甲南海灘實施聯合反登陸實兵實

彈操演，亦同步執行台中港反特

攻，以及清泉崗反空機降演練。

一名軍方人士 30 日就已透

露，為了配合漢光演習，海軍

劍龍級潛艦 7 月 1 日擬在台灣

東南外海試射德製 SUT 重型魚

雷，只是細節不便說明；若有按

照規劃執行，將會是繼 96 年後

再一次試射魚雷。

依據海軍 256 戰隊隊史館

「戰雷驗證命中目標成果表」的

記載，從 92 年至 96 年之間，

一共有 5 次試射紀錄，包括了

民國 95 年 10 月 4 日，以及 96
年 5 月 16 日兩次的試射，當時

少將戰隊長正是現任參謀總長黃

曙光上將，其中一名上校艦長是

現任艦隊指揮部指揮官高嘉濱中

將，而兩次的演習名城分別為漢

光 22、23 號，地點分別為西南

海域、蘇澳外海。

此 外， 美 國 在 5 月 21 日

批准對台軍售 18 枚的 MK-48 
Mod6 AT 重 型 魚 雷（MK-48 
Mod6 AT HWT）。此款重型

魚雷是 MK-48 魚雷升級版，能

夠以時速 52 公里以上的速度巡

航，最大衝刺航速為每小時 102
公里，採用了 MK-48 的聲納探

測器、導引與控制系統、電力

系統與靜音技術（減少遭到探

測的機會），達到了台灣不對稱

作戰戰略目的，可望取代海軍目

前的潛艦海龍、海虎所使用德

製 SUT 重型魚雷。跟劍龍級潛

艦現役使用的德製 SUT 重型魚

雷相比較，此款重型魚雷在導

引、機動性能上都超過 SUT 魚

雷，最高時速則比 SUT 魚雷快

60％，最大射程能遠 25％。

台灣成大研發
1分鐘病毒快篩
【看中國訊】成功大學 29 日

發布新聞稿表示，科技部工程司

在 4 月公開了徵選防疫科技發展

計畫，其中「利用增顯病毒包膜

的拉曼特徵峰強度進行快篩」，

在全國眾多提案中脫穎而出。負

責的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表

示，病毒極為微小，大約 100 奈

米左右，但他主持的生物醫學應

用實驗室，早在西元 2009 年到

2012 年期間，就以「奈米抓奈

米」的構想，投入了製作奈米陷

阱捕捉病毒的相關研究，也設計

出了有多個奈米漏斗型孔洞的試

片，讓病毒掉入後，只能進不能

出，即使僅有 1 顆病毒也能捉得

到。目前檢測病毒大多是採取核

酸檢測方式，藉由核酸定序、分

子偵測技術，以讀出病毒的核醣

核酸，整個程序最快約需要 4 小

時，且昂貴的設備也不能夠隨意

遷移。

          黃之鋒                             羅冠聰                                周庭

港台簡訊

台灣海軍劍龍級潛艇（台灣海軍網）

香港經濟因國安法面臨重大危機。（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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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聞天清報導】

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全球退

黨服務中心」（Global Service 
Center for Quitting the Chi-
nese Communist Party） 近 日

發起了一項「終結中共」的倡議。

「終 結 中 共」 徵 簽 網 站

（endccp.com）的倡議〈消除惡

魔中國共產黨〉（ELIMINATE 
THE DEM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寫

道，如果中國共產黨（CCP）
不說謊，這種病毒（sars-cov2）
大流行本可以避免。現在是全球

所有人一起發聲，拒絕和結束中

共的時候了！

海外媒體報導，全球退黨中

心主席易蓉日前表示，共產主義

在全世界蔓延，西方被中共滲

透。人們對這個歷史上前所未有

的邪惡沉默、無視了太久，招來

了毀滅性的災難。

易蓉強調，全世界各個角落

的人們從內心發出終結共產黨的

呼聲，就能得到神的眷顧和救

度，遠離這場瘟疫。

易蓉說，加入過中共黨、

團、隊的華人，需要在退黨網站

或通過義工聲明退出中共黨、

團、隊組織，脫離中共；對西方

人來說，他們也需要瞭解中共惡

黨的邪惡本質，拒絕中共，才能

遠離危險。

「終結中共」徵簽網站還列

舉了中共的主要罪行，以下是部

分內容。

一、中共最初隱瞞真實疫

情，導致了病毒全球大流行，疫

情還在持續蔓延。中共採取強制

隔離措施，若家中有染疫者，門

會被焊死。

二、中共通過港版國安法，

摧毀香港「一國兩制」。

三、中共滲透全球，搞「一

帶一路」，目的是重塑國際秩

序。它在海外建孔子學院，向外

國學生宣傳中共的東西。它搞千

人計畫，鼓勵海外學者盜竊知識

產權。

四、中共迫害法輪功（1999
年至今）。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害

怕法輪功普及，下令迫害法輪

功。數百萬的法輪功人士成為綁

架、酷刑、謀殺的受害者。中共

強制活摘人體器官，受害者主

要是法輪功人士，據估計，自

2000 年以來，在中國進行了超

過 100 萬例謀殺性人體器官移

植手術。

五、共產主義基於無神論，

摧毀人類的傳統道德價值觀。中

共在中國施行暴政，造成八千萬

人死亡。文化大革命破壞了五千

年的傳統文化。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近日湖北宜昌、安徽合

肥、四川冕寧縣等地因水庫泄洪

造成嚴重的洪澇災害。中國紅十

字會總會宣布向貴州、江西、湖

南洪澇災區救濟款物 285.56 萬

元人民幣，人均只有 0.018 元。

中國南方洪災持續一個多

月，造成上千萬人受災及傷亡事

件，損失嚴重。據中國紅十字會

官網 6 月 27 日消息，中國紅十

字會總會針對貴州、江西、湖南

等地的暴雨洪澇災害，先後啟動

四級應急響應，向三省調撥了賑

濟家庭包、毛巾被、服裝等救

災物資，並撥付了緊急救災備

用金，款物價值共計 285.56 萬

元，用於支持三省開展災害救助

工作。

公開資料顯示，截至 2019
年末，貴州省常住人口 3622.95
萬人；江西常住人口 4666.1 萬

人；湖南常住 6918.38 萬人。

紅會向三省捐贈物資，人均

0.018 元。

有網友計算是人均 6 分錢，

併發貼稱：「人均 6 分錢！洪災

淹不死，都被氣死！向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免除債務，卻對救助國

內災民極度的吝嗇苛刻。」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 /
綜合報導】美國政府日前公布 20
家被中共軍方擁有或控制的中國

企業名單，分析稱這是為美國新

一輪的金融制裁鋪路。據悉，名

單中包括華為、海康威視、中國

移動和中國電信等集團。

路透社報導，美國國防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的文件披露了一份由

中國軍方支持、在美國運營的

20 家中國企業名單，大多數為

中共國有企業，覆蓋航空、通

訊、核電、船舶等領域。

根據 Axios 網，其它的企

業還包括中國航空工業公司、中

國鐵建（2 家相關公司）、中國

航空科技公司、中國航空科學工

業公司、中國南方工業集團公

司、中國船舶工業公司、中國國

家船舶公司、中國北方工業集

團公司、浪潮集

團、中國航發集

團、中國鐵道建

設公司、熊貓電

力集團、曙光資

訊產業股份有限

公司、中國廣核

集團和中國核工

業集團。

美國國防部

是根據 1999 年

《國防授權法》的

要求而擬出這份

清單。五角大樓

目前還沒有懲罰

或制裁這些企業，但根據法律規

定，美國總統有權對它們實施金

融制裁，包括凍結它們的所有

資產。

此外，Axios 網也稱，美國

總統還可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

力法》（IEEPA）

懲罰在美國境內

運營的中共軍

方公司。在《國

際緊急經濟權

力法》下，通常

美國財政部會宣

布政府的制裁措

施，切斷受制裁

的外國企業和個

人與美國金融體

系的聯繫。

路透社稱，

由於美中兩國在

技術、貿易和外

交政策方面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美國兩黨議員一直要求白宮公布

這份名單。

去年 9 月，參議院民主黨及

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共和黨參議員湯

姆 ‧ 科 頓（Tom Cotton） 和

眾議員邁克 ‧ 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致函國防部長馬

克 ‧ 埃斯珀（Mark Esper），
對北京招募中國企業進行軍民融

合戰略表示擔憂。

白宮沒有透露是否會對名單

上的公司進行制裁，但一位高級

政府官員表示，該名單將被美國

政府、公司、投資者、學術機構

和商業合作夥伴作為一個有用的

工具，在與這些中國實體開展合

作項目前先進行調查。

報導稱這份清單將對與這些

中國企業有合作關係的美國公

司，以及它們在美國的業務造成

影響，目前尚未瞭解影響的深遠

程度。

【看中國訊】病毒學家的報

告顯示，武漢肺炎病毒（SARS-
COV2）對患者健康造成難以估

計的傷害，並將在未來數年內影

響康復者的日常生活。

路透社報導，加州斯克里

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心臟專科主任艾力 ‧

杜波（Eric Topol）醫生受訪時

說，感染病毒的患者，初期除了

會有喘不過氣的呼吸道問題之

外，病毒還會侵襲人體多個器官

系統，引發難於預防的災難性

破壞。

「在一開始，我們並沒察

覺，以為僅是呼吸道受影響。事

實證明，病毒過後會轉移至胰

腺，然後侵襲心臟、肝臟、大

腦、腎臟和其他器官。」

艾力 ‧ 杜波醫生補充說，

武漢肺炎患者除了呼吸困難的症

狀之外，還會經歷血液凝結失調

導致中風，過後甚至引發嚴重的

炎症，感染侵入多個器官系統。

他說，該病毒還可能引起神

經系統併發症，包括頭痛、頭

暈，喪失味覺或嗅覺，引發癲癇

症發作和精神錯亂。

值得一提的是，有醫生越來

越留意到那些症狀不明顯、沒有

住院治療的患者，在發病以後的

數個月仍有不適感。

據報導，牛津大學的海

倫‧索爾茲伯裡（Helen Salis-
bury）博士在《英國醫學雜誌》

撰文指出，她有一些患者的胸

部 X 光片呈現正常，也無炎症

跡象，但實際上健康仍未恢復

正常。

她舉例，有的患者以前可以

每週 3 次跑步 5 公里，但現在

每次上下樓梯後就會呼吸困難，

或者不停咳嗽又時常感到筋疲力

盡，無法專注工作。

另外，中國上個月又再傳出

另一種未明的新型流感病毒，引

發全世界的警惕，而美國也密切

關注這種新型流感的走向。

白宮武漢肺炎特別工作組成

員、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

所所長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6 月 30 日在一項聽證會

上透露，美國也留意到這個暫

被科學家稱為「G4 EA H1N1」
（簡稱 G4）的病毒信息，衛生

部官員也正密切關注中國豬只所

引發的新型流感。

福奇向議員們表示，以目前

的研究報告顯示，「G4」病毒尚

未顯示出能夠感染人類，但具有

「適合感染人類的特質」。

苟晶事件發生在山東省重

點濟寧市實驗中學。 2020 年 6
月 22 日，苟晶以網名「前世是

天使 2001」在新浪微博網站陳

春秀事件相關微博下發表評論，

稱自己與陳春秀一樣，是高考頂

替事件的受害者。苟晶在微博

中稱，1997 年她第一次參加高

考，拿到了假的成績，她班主任

的女兒以苟晶的身份頂替其上了

北京的一所大學，而苟晶落榜加

入了復讀。班主任的女兒畢業後

在濟寧一所中學教書，任後勤部

老師。 1998 年苟晶以全任城區

前幾名的摸底成績參加高考，再

次落榜，並最終在未填報相應志

願的情況下被錄取至湖北黃岡一

院校。苟晶已向山東省教育廳實

名舉報此事，此事件正在進一步

調查中。

據悉，班主任邱印林是濟寧

市實驗中學的明星教師。在苟晶

發帖後，從山東濟寧前往浙江

湖州試圖與苟晶見面，被苟晶

拒絕。新浪網刊文《班主任「跨

省堵人」是想向苟晶道歉還是施

壓》稱，根據監控，一輛山東牌

照的白色小汽車堵在了廠區門

口，幾名大漢下了車，從中午

12 點守到晚上 7 點多。但苟晶

始終沒有與對方見面。

據報導，苟晶老家的親戚對

苟晶發了脾氣，責怪她「為什麼

要把事情鬧這麼大，我們還要不

要在這裡混了」。當地的領導

覺得苟晶破壞了濟寧的正面形

象，希望她能把帖子刪掉，消除

不良的影響。苟晶拒絕後，他們

還去了苟晶的家裡溝通。因此苟

晶的道歉被網友解讀為受到壓力

被迫致歉。

據報導，在學校畢業後，苟

晶很少回山東老家，一度刻意避

開所有朋友和老同學，也沒有參

加過一次同學會。在畢業後，她

獨自一人來到浙江打拼，從事電

商工作，也過上了安穩的生活。

但這依然不是苟晶原本的人生，

也有很多被頂替的考生未能獲得

更好的下半生。

有網友挖出苟晶的高中同學

名單，感嘆其中多人已成為社會

精英，苟晶被「偷走人生」。比

如同學朱德舉現在是湖南大學教

授、博士生導師；程德強是中國

礦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馮

翠典是教育學博士，浙江外國語

學院副教授；廉立芳是山東交通

學院學院的講師；孫福勳是山東

蓬萊市財政局局長……

同時，上海交大多年前洩露

的一份高考關係戶照顧名單重現

網路，高考黑幕再成輿論熱點。

上海交大多年前外洩的「高考關

係戶照顧名單」，一些考生的基

本信息後面直接備註所屬關係。

比如，「電力局紀委書記李永鳴

之女」、「上海檢查院二院副檢

查長曾勉之子」、「西南交大蔣

校長之子」、「上海市人事局聞

處長之女」等等。

高考成績被頂替案 發帖人受壓致歉

美國公布軍控中企名單

醫生：病毒刁鑽多變又獨特

高考頂替受害人苟晶（圖片來源：網路） 

美國國防部總部位於五角大樓（Adobe Stock）

【看中國苗青綜合

報導】山東網友苟晶當年

高考成績兩度被頂替的事

件在中國網路引發持續關

注。更令外界嘩然的是，

在29日下午，苟晶通過視
頻報了平安的同時，還向

自己的親戚道了歉，表達

了因為自己的事情給他們

帶來困擾的歉意。

全球退黨中心倡議終結中共

中國紅十字會 
向三省捐贈物資 
人均不足2分錢

湖南衡東地區成為澤國（推特）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網站徽標

（Story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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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昭

◎文：林忌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繼美國參議院通過《香港自

治法案》，以授權美國政府以金

融等制裁手段，懲罰有關侵蝕、

損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員或機

構後，美國政府更於 26 日，針

對損害香港高度自治與香港人

權，基本自由的現任或前任中共

官員，對其本人與家屬，提出

簽證限制後，中國於 29 日提出

報復，宣布對在「涉港」問題上

「表現惡劣」的美國人員，同樣

實施簽證限制。

消息傳出後，如環球時報總

編輯胡錫進，質疑美國目前在武

漢肺炎的疫情影響下，沒有人想

去美國；而其他網友則反問，究

竟有誰想前往中國，即使在沒有

疫情的情況下？難道美國的官員

子女，會好似中國的官員子女去

美國讀書般，想去中國讀書嗎？

然而眾所周知，有關「港版

國安法」引致美中兩國的交惡，

以至未來將會推出的制裁而言，

這個限制簽證，只是牛刀小試；

早前美國總統川普 ( 特朗普 )，
重申完全切斷與中國之間的關

係，仍然屬於美國可行的選項；

而中方則表明，美國在臺灣與香

港問題的立場，可能「危及」中

國採購美國的農產品云云。

而問題的關鍵，正是美中兩

國貿易金額，以至產品科技的絕

對不對等；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

差達每年 5 千億美元，因此完

全斷交的話，虧蝕的當然是中

國；在貿易戰的問題上，中共的

叫價非常奇怪──先恐嚇美國，

不買美國貨；然後再恐嚇美國

人，買不到「廉價」的中國產品

云云；然而上年起中國嘗試改為

買入巴西大豆，甚至已買入巴西

九成的大豆，卻仍然遠遠不足以

應付中國自己的需求。

反之美國大豆照樣經第三國

轉運中國，甚至早前中國國企停

購美國大豆，卻仍然是要靠私企

代買美國大豆；而同樣中國的平

價工業製品，更因疫情與空運大

減，令中國貨的叫座力減低；因

此對中共而言，唯一能影響談判

議程的，就是川普是否能夠連任

的問題，而一旦美國總統選舉結

束，這張令中共有利的牌，將會

全面失去效力。

又例如近日中共軍機不斷

進迫臺灣的空域，而美國則首

次公開了，美軍在臺灣與臺灣

軍方聯合演習訓練的片段，更

得到臺灣的國防部證實，美軍

曾派遣戰鬥部隊人員到臺灣。

因此當中共打「香港牌」時，

美國隨時再打「臺灣牌」，加

上日本在東海的釣魚臺（尖閣

諸島），及印度在藏印邊境的

糾紛，甚至上週六（27 日）連

東盟十國也罕有地針對南海問

題，要求根據 1982 年的《聯合

國海洋公約》為界，即變相認同

2016 年荷蘭海牙的國際仲裁法

院，就菲律賓單方提出的「南

海仲裁案」的觀點，反對中方

自行劃出的「九段線」邊界，

簡單而言就是在中共大半的邊

界，都陷入包圍之中。

如果再計算因中共違反《中

英聯合聲明》，聲稱會增加英國

國民海外護照（BNO）移民權

力的英國；早前要求就武漢肺

炎獨立調查，而不斷被中共製

裁打壓的澳大利亞；因孟晚舟

事件，與加拿大 2 名「人質外

交」的交惡；以至暫時仍未出

手，但因歐洲議會大比數表決

通過聲援香港，以至國內壓力

愈來愈大的歐盟 27 國；各國的

態度，或者因為疫症，或者因

為未改變貨源，短期未能對中

國構成更大的影響；但長遠而

言，卻必然斷送中國產品在這

些國家的市場，以至幾十年來

中共經營的友好關係，絕非中

共幻想可以靠貿易，或者金錢

外交，可以解決的問題──不

守承諾，以至借經濟施展政治

壓力的手段，已經令各國提高

了警覺，可一而不可再。

十幾年前就看到一系列農家子

弟被冒名頂替上大學事件，有湖南

的羅彩霞、湖北的王俊亮、安徽的

石鳳霞、四川的雷夢蓮、河南的王

娜娜和李帥……還有一個叫王宏偉

的男生被一個叫許新霞的女生冒名

頂替上了河北中醫學院，而且該名

初三女生順利地大學本科畢業了。

現在苟晶的事讓人出離憤怒，

她正是我們最熟悉的那種農家女，

她走 30 里山路幫父親推板車賣棉

花賣了 120 元得到 6 元蘋果獎勵，

和所有善良樸實的家庭一樣，全家

只是希望通過高考改變命運。她兩

次被人冒名頂替上大學，腦癌的父

親聽到消息渾身顫抖，手抬半空，

眼神震驚，氣死了。得知道，這不

僅僅是邱老師人品敗壞，老而不死

是為賊，因為還有陳春秀，還有山

東 242 個被頂替的孩子。據中國

新聞網報導：有個叫朱吉吉的已溺

死的男孩被人頂替了高考錄取書，

頂替者不僅讀完湖南大學醫學院，

畢業後還成了廣東監獄系統的獄

醫，屬警官編製。

沒有什麼比靠個人奮鬥改變命

運更高尚，也沒有什麼比靠個人奮

鬥改變命運更高風險。畢竟在鏈式

社會裏如果你膽敢擁有真正的個人

夢想，就很容易破壞濟寧的形象，

山東的形象，甚至國家形象。我拚

命考上了大學中文系，卻發現首

任班長是縣長的孩子。我分配到單

位，卻發現管我的小頭目是單位領

導的孩子。我玩起足球，卻發現某

足協主席也是領導的孩子。我回去

搞寫作，發現作協主席早是領導的

孩子。你以為你有夢想嗎，你那只

能叫在夢裡想一想。

山東曝出的 242 個頂替者裡，

有 135 名是進入了山東廣播電視

大學這個三流大學，可見頂替者並

不是什麼顯赫人物，他們只是比陳

春秀苟晶王麗麗地位高一級的獵食

者，可你永遠不知道縣城人情模式

裡二樓之於一樓的倨高臨下……山

東步長藥業的老闆花 650 萬美元

把女兒送進斯坦佛的壯舉，我算了

很久才知道合計人民幣 4374 萬才

數清後面跟了多少個零。更高的高

手，廣州巡撫萬慶良的兒子因科技

發明獎保送中山大學，後來被指該

發明由老師完成；大慶道臺兒子五

門挂科，仍保送北大讀研；中國青

年報透露，一廳官兒子落榜後竟拒

絕二本學院的特招，對他爹說「我

雖然成績不行，但尊嚴還在」，

然後很有尊嚴地接受一本院校的

特招。所以網友們說，中底層在

廝殺，高層在笑看……「事成拂

衣去，深藏身與名」，這是格局；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這

是手段。

問天下蒼生，誰沒有一個被偷

走的人生，頂替大學頂替高中頂替

小學頂替幼兒園，頂替升職頂替公

派留學頂替獲獎，至於屠呦呦落選

中科院院士，相信你已不用瞭解內

幕。所以說，不單單是最底層的農

民被傷害，市民階層，中產階級，

工人，小企業主，誰不是對酒當割

的一窩韭菜。

（註：限於篇幅，本文有刪節）

中印邊境沒能降溫下去，

美國的軍事新聞網站 defense 
blog 的報導是雙方在邊境地

區還在增兵，印軍部署達到

36000 人。中印在 1996 年有

個協議，在邊境線兩公里範圍

之內彼此不動用槍械。有消息

說印度可能打算放棄這個約

定，再受到攻擊授權部隊可以

開火還擊。現在有更多細節批

露 6 月 15 號邊界發生的打鬥

是中共解放軍對印軍的一次伏

擊，300 多人圍毆印軍的 50
人，有分析說這種級別的行動

得是得到戰區一級批准的，最

終也就是要得到習近平的首

肯，不太可能是邊防部隊一線

的一種臨時起意的決定。

那問題來了：習近平為什

麼要做這種決定？難道他真的

想和印度干一仗？上次中印戰

爭是在 1962 年中國剛剛經歷

大飢荒之後，對印戰爭對恢復

毛澤東因大躍進失敗造成的威

信下降有補救。難道習近平又

想踏著毛主席的腳印前進？搞

一次對印戰爭，把因為中美關

係、疫情造成的威信損失給找

補回來嗎？

也可能是有這樣的考慮，

可能習覺得陸軍對印度方面的

技術優勢，比起海空軍對臺灣

的優勢還明顯一些。但是說

像 1962 年那樣成度地殲滅印

軍，這種級別的局部戰爭很難

相信習近平能做出這樣的決

定。 1962 年毛澤東還是投入

了數萬人兵力，對待一個核大

國發動這種級別的地面攻勢很

難想像。這裡反映了習近平的

一個性格特點：就是在他並不

打算和對方做一次徹底較量的

時候，卻希望通過出奇不意地

冒險佔到便宜。

這種事情他上一次做是在

去年 5 月份突然推翻之前的

中美貿易談判成果，可能他的

判斷是川普不會甘心之前的談

判前功盡棄，為了延續談判會

向他做大幅度的讓步。但事實

是，立刻招來川普把關稅加到

了 25%。

這種冒險有可能成功，也

有可能失敗，在於你面對的對

手。希特勒在二戰前的幾次冒

險都成功了，因為他面對的對

手太軟弱。你比對方豁得出

去就贏了。但是在很多時刻

戰狼也直接玩砸，很著名的

一出就是南宋「收復三京」的 
行動。

故事發生在宋理宗端平元

年（公元 1234 年），南宋聯

合蒙古把金朝給滅了。但是接

下來怎麼辦，戰狼和務實兩種

主張就發生尖銳的對立。戰狼

派認為應該立刻北進中原收復

三京。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

府（洛陽）、南京應天府（河

南商丘）。戰狼的主張之所以

被採納，關鍵是南宋皇帝有僥

倖心理，在沒有準備好要和蒙

古全面開戰的時候，想通過一

個出奇不意的冒險佔便宜。這

個計畫無法成功有一些顯而易

見的原因，主要之一是在蒙古

滅金的過程中，中原的屠殺和

破壞非常嚴重，南宋大臣史嵩

之算了一筆賬，要守住潼關、

黃河防線最少要 15 萬部隊。

而且金朝不缺騎兵，部隊移動

比較快速，才能守住這麼久，

南宋騎兵很少。要守這條防線

比金朝還困難，中原被戰爭蹂

躪到這種程度，拿什麼去養這

15 萬大軍呢？

蒙古人的習慣是：只要遇

到敵對行動就往死裡打，一看

宋軍在沒有協商的情況下出

兵，就當成開戰了，殺了個回

馬槍。宋軍沒有騎兵行動遲

緩，幾路宋軍被蒙古鐵騎各個

擊破，損失巨大，戰狼當場傻

眼，把南宋的虛弱暴露無遺。

戰狼拼的是一口氣，宋理宗的

一念之差在於他不真的想和蒙

古人死磕，只是想出奇不意撈

個便宜。

當戰狼碰上這種賭博心理

的領導人，又恰好不真的具備

強大國力的時候，三個因素加

在一起就沒有什麼好事了。

國安法通過 美中制裁戰一觸即發

問天下蒼生
誰沒有一個被偷走的人生

◎文：文昭

中印衝突之源：

戰狼加賭博領導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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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承鵬

中印發生在加勒萬

山谷的戰鬥造成至

少20名印度軍人

死亡、76名印度

軍人受傷，這是中

印這兩個亞洲大

國45年來首次發

生致命衝突。(網

圖）

被冒名頂替上大學的苟晶（網絡圖

片）

港版國安法通過，中美漸行漸遠（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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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6月28日中午，紐約青
年共和黨俱樂部召集約150
位紐約市民聚集在美國自

然歷史博物館（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入口
處前，要求保留老羅斯福總

統（Theodore Roosevelt）
的銅像。俱樂部主席加文．

瓦克斯（Gavin Wax）說，
拆除運動是一場妄圖摧毀

美國歷史和傳統的文化大

革命，我們應該站起來，

「我們不怕暴徒」。

◆美國國防部宣布，川普

總統已經批准了裁減駐德美軍

9500 人的計畫。報導稱，目

前，駐德美軍人數約為 3.45 萬

人，川普總統的計畫目標是將駐

德美軍人數減至 2.5 萬人。美國

《時代》（Time）雜誌報導稱，德

國尚未向 NATO 支付該國國民

生產總值（GDP）2％的軍費，

這是 NATO 各成員國在 2014 年

達成的協議內容。在 2019 年，

德國在 NATO 軍事開支中貢獻

了其國民生產總值的 1.3％。

◆東盟成員國 6 月 27 日在

年度峰會翌日罕見發表一致聲

明，反對中共以歷史為由，聲稱

擁有南中國海主權。該次會議東

盟聚焦武漢肺炎疫情以及南中國

海主權問題。翌日發表聲明，重

申 1982 年通過的「聯合國海洋

公約」是界定海洋權利、主權權

利、管轄權，以及海洋區域合法

權益的根據，所有海上活動必須

在這份公約的框架內進行。有評

論認為，即便成為歷史性中國第

一大貿易夥伴，東盟仍在峰會後

嚴批北京，使外界感到意外。

◆日本政府為防止尖端技術

外流，6 月 26 日匯整 2020 年

度版「綜合創新戰略」草案，原

則上將強化留學生及外國研究人

員的審查，加強管理可觸及機密

技術情報許可權的內部管理機

制，以及包括公開接受國外資金

狀況等情報，並藉此檢討現行出

入境管理及簽證發放方式。目前

日本國內有超過 22 萬 8000 名

留學生，學術間諜已成最大隱

憂，有日本官員指出，「特別是

北京政府會有組織地使用留學

生，竊取外國技術。」

◆非洲第二波沙漠蝗蟲大軍

在肆虐非洲多國後，這批數量超

過第一批 20 倍、長達七公里的

蝗蟲正一路向東挺進，迅速蔓延

到中東和南亞。目前大波蝗蟲已

逼近印度首都新德里，而緊挨著

西藏的尼泊爾也遭遇蝗蟲入侵。

中國雖宣稱，蝗災對中國不構成

威脅，但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

張澤華此前曾表示，第二波蝗蟲

入侵中國的可能性很高。

◆愛沙尼亞環境保護局表

示，近日在空氣中偵測到輻射物

質包含銫（Cs-137、Cs-134）、
鈷（Co-60）、釕（Ru-103）等

放射性同位素濃度上升，芬蘭、

挪威和瑞典等國也相繼偵測到，

引發議論，荷蘭公共衛生機構表

示，在對數據進行分析後，此乃

非自然現象，認為輻射物來源為

俄羅斯西部，恐有核電廠「燃料

元件損壞的狀況」發生，不過，

俄羅斯當局否認。

◆法國法院 6 月 29 日裁

定， 前 總 理 費 雍（Francois 
Fillon）提供妻子和子女「假工

作」，支付逾 100 萬歐元薪水，

以挪用公款等罪名，判費雍 5 年

刑期、緩刑 3 年，且未來 10 年

不得參選。費雍的妻子則被以共

謀等罪名，判緩刑 3 年。 2 人各

併科37.5萬歐元罰款，可上訴。

文革襲美 人們不再沉默

紐約市長推波               
拆歷史銅像

據《紐約時報》報導，這座

青銅雕像自 1940 年以來一直佇

立在博物館的中央公園的西入口

處，描繪的是羅斯福騎在馬背

上，一位美國土著人和一位非洲

人站在其兩旁。

福克斯新聞報導稱包括市長

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
在內的官員近日揚言，該雕像象

徵著殖民擴張和種族歧視，將會

被拆除。白思豪的聲明發表之

際，美國的主要城市因喬治．弗

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被

警察制伏期間死亡，而引發的以

反種族主義之名進行的示威活動

仍在繼續，有一些頂著要求黑人

權力平等名義的抗議活動，已變

成伴隨暴力犯罪的動亂。現在有

著各種勢力參與和推動的運動更

要求拆除幾乎所有的美國歷史人

物，甚至是耶穌基督的雕像、紀

念碑和其他圖像。

文化大革命正席捲美國

加文．瓦克斯 6 月 28 日宣

布，他的俱樂部「將與來自五個

行政區的活動家一起集會，以示

與非裔美國激進分子站在一起

時〉一文，揭露早在 20 世紀中

葉，中國共產黨和美國的一些黑

人激進主義者實際上就有著共同

目標，中共前黨主席毛澤東就曾

多次公開支持美國非裔激進分子

「抗暴鬥爭」，北京利用美國的

種族緊張局勢宣傳其實已不是甚

麼新鮮事。BLM 抗議活動席捲

美國以來，北京官員屢屢發表公

開聲明，譴責美國種族歧視的現

象。這些言論是在搧風點火，唯

恐天下不亂，因為現在的北京不

代表受壓迫的弱勢團體，而是壓

迫新疆、西藏少數民族的「專制

集團」。

中國問題專家若迪．段

（Ru-odi Duan）也指出，中國

共產黨充實了美國內部種族等

級制度的動態，並自稱是「反帝

國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的擁護

者」。實際上，中共公開譴責

種族歧視，目的是試圖利用它來

進行全球社會主義運動。共產黨

企圖讓人們相信，「實現全球社

會主義」將是消除種族不平等的

「唯一途徑」。而那些自稱為馬

克斯主義信徒的 BLM 族群，也

正試圖循中共過往的暴力式文革

路線，實踐共產黨全球社會主義

的企圖，正如莫勒博士所言，其

目的只是政治綱領的延伸，而非

關於生命的意涵。

一名黑人父親就批評 BLM
運動持有雙重標準，在他兒子遭

謀殺的時候並沒有伸出援手。

美 國《福 克 斯 新 聞》6 月

29 日報導指出，賈米爾．肖

（Jamiel Shaw）的兒子於 2008
年遭到一名非法移民謀殺，但由

於其兒子被殺案件與警察無關，

因此他與家人並沒有得到 BLM
運動的支持，並遭到非洲裔美國

人社區領導人的袖手旁觀。

威捍衛泰迪（老羅斯福總統的

昵稱）的馬術雕像。」瓦克斯一

針見血的指出：「毫無疑問，那

不僅僅只是一座雕像，（拆除運

動）更是一場文化大革命，這

場革命正在席捲我們的國家。」

他嚴厲抨擊道：「全美各地的左

派暴徒正在試圖摧毀和抹滅美國

的歷史、我們的傳統、我們的過

去。」他解釋說：「因為正如我

們從法國革命的雅各賓派、到納

粹德國、到蘇聯、到毛主義中國

的整個歷史所看到的那樣，操控

歷史的那些壞人操控著未來。」

不再沉默 起身捍衛
瓦克斯呼籲：「我們希望向

這個國家的沉默的多數派傳達一

個信息，即他們應該不再保持沉

默。」「我們應該站起來捍衛它。」

然而，身為博物館主席的艾

倫．弗特（Ellen Futter）卻將

這場文革運動稱為「種族正義運

動」。對此，瓦克斯指出，「存

在太多的偽善。」他接著說，

就雕像側面的人物（羅斯福旁

邊站著的美國土著人和非洲人）

本身而言，「他們並沒有受到負

面的描繪，他們站得高大而自

豪，沒有屈從。」

BLM發起人自稱：         
經訓練的馬克思主義者

藉機擴大這場文革式暴動

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 組 織，

最近遭到媒體的揭底，證實馬克

思主義早已如影隨行的藉由各種

事件大舉滲透美國社會。

辦事處設於紐約的保守派週

報「猶太人之聲」（The Jewish 
Voice）新聞網報導稱，BLM
組織是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創

立，並被民主黨劫持的政治陣

線組織。其最初創始人與馬克

思主義運動有著深厚淵源。報

導指出，本次 BLM 示威運動

發起人之一的卡洛斯（Patrisse 
Cullors）在幾年前的採訪中就

直言不諱地承認，她本身和另

一名組織的聯合創始人加爾薩

（Alicia Garza）都是「經過訓練

的馬克思主義者」。而在接受

CNN 採訪時更坦承「我們的目

標就是要趕走川普」。

BLM拖美入社會主義
中國問題專家、記者貝書穎

（Bethany Allen-Ebrahimian）
在美媒 Axious 上刊登〈當中共

過的全球性經濟和戰略不確定同

時存在的局面。

莫裡森表示，澳大利亞希望

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印太，一個人

們可以進行貿易、可以正常生活

的穩定環境。在這個環境中，主

權國家可以進行生產、可以相互

貿易，可以保持良好關係。為了

這些目標，他強調，澳大利亞就

必須「擁有可信的威懾力量」。

根據澳大利亞政府發布的

《2020年防禦戰略修訂》和《2020
年部隊結構計畫》，澳大利亞將

重點投資發展新式遠程導彈、網

路安全能力和水下偵察系統，以

「維持亞太地區安全，和遏阻與

應對該地區的侵略行動。」

這個計畫指出，澳大利亞

面臨二戰以來「最重要的戰略調

整」，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日

趨激烈。印太周邊地區，如印度

洋東北部、東南亞和太平洋西南

部將是防禦的重點區域。

澳大利亞軍費水平 
將提升到GDP的2%
澳大利亞的軍費開支中有一

部分（約 750 億澳元）用於加

強海上作戰和偵察能力，一部分

（約 600 億澳元）用於加強空戰

和偵察能力，還有一部分（約

150億澳元）用於強化網路安全。

重點採購項目包括：從美

國海軍購置 AGM-158C 遠程反

艦導彈，其價格約 8 億澳元。

這種導彈的打擊目標距離超過

370 公里，比澳大利亞目前的

AGM-84 空射魚叉反艦導彈提

高了三倍。AGM-84 導彈是上

個世紀 80 年代初引進的。

澳大利亞還將採購或者提升

多達 23 中不同類別的海軍和陸

軍軍艦，總支出約1830億澳元。

此外，政府將從軍費預算中

撥出 93 億美元用於高速、遠程

武器的研發，其中包括高超音

速武器。莫裡森從 2013 年上臺

以來，澳大利亞的軍費在國家

GDP 中所佔比重從 1.56% 增加

到 2.0%。

澳中關係全面緊張

中國是澳大利亞的最大的貿

易夥伴，但是自從 2018 年莫裡

森政府因國家安全原因禁止中國

的華為公司參與澳大利亞的 5G
網路建設之後，兩國之間的摩擦

明顯增加。就在同年，澳大利亞

為因應中國到處插手而啟動了立

法程序，意圖阻止外國對於澳大

利亞政府、媒體和教育等方面的

干預行為。

今年 4 月澳大利亞外長佩

恩提出應該對中國武漢進行國際

調查，以查明新冠病毒的源頭。

這個行動導致澳中關係進一步惡

化。週三佩恩對中國通過香港國

莫裡森宣布，今後十年，

澳大利亞的軍費將從 2016 年的

1950 億澳元提升到 2700 億澳

元（約 1850 億美元），增幅高

達 40%。

莫裡森是在堪培拉發表重要

講話中宣布這個決定的。莫裡森

表示，澳大利亞增加軍費開支是

基於澳大利亞政府對未來世界局

勢做出的判斷。

大疫之後，世界會更貧

窮、更危險、更混亂

莫裡森說，大疫之後，世

界將會變得「更加貧窮、更加危

險、更加混亂」，澳大利亞將面

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沒有出現

澳大利亞大幅提升軍費 應對中國的軍事擴張

印度禁59種中國App 
抖音母公司損失慘重

【看中國訊】澳大利亞

總理莫裡森週三宣布將大

幅度增加軍費，加強澳大利

亞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軍事

力量，以應對中國在該地區

的軍力的增長。

【看中國訊】日前，印度政府

發布公告，封禁包括 TikTok( 抖
音 )、Wechat( 微 信 )、Kwai、
Helo、UC Browser 在 內 59 款

移動應用。此次封禁風波，字節

跳動恐受到最大衝擊。

封 禁 名 單 中 TikTok 和

Helo 均為字節跳動公司推出的

應用。前者為字節跳動旗下的

全球短視頻平臺，後者則是字

節跳動推出的印度頭部社交媒

體平臺。該公司旗下另一款短

視頻 App Vigo Video 也同樣

在封禁名單中。移動應用分析

公司 Sensor Tower 數據顯示，

TikTok 今年 5 月有 1.12 億下

載量，其中 20% 來自印度，比

美國市場高一倍。

接近字節跳動人士稱，過去

幾年，字節跳動在印度的投入超

過 10 億美金，如今旗下產品在

印度市場幾乎全部折戟，導致的

損失超過 60 億美金。他表示，

這一金額極有可能超過了其餘所

有被禁公司損失的總和。

法新社報導，蓬佩奧在週三

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們歡

迎印度禁止某些可用作中共國家

監視工具的移動應用程序。」蓬

佩奧並補充說：「正如印度政府

所宣稱的，印度禁止一些 App
的作法旨在加強印度主權，以及

國家的安全與完整」。

另據《中央社》消息，印度

政府正逐步擴大在經濟上抵制中

國。印度政府主管公路興建的部

長週三表示，印度將不允許中國

企業及合資企業參與印度道路與

高速公路建設。

澳大利亞皇家海軍(美國之音）

位於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西大門。門前可見一座包括西奧多．

羅斯福在內的紀念雕像。(Ajay Suresh/Flickr)

安法一事表示「深度」關切。她

的這個表態讓中國感到不快。

從 4 月以來，中國對澳大

利亞採取了一系列報復措施：對

澳大利亞出口中國的大麥加征高

額關稅；暫停進口澳大利亞四家

主要的牛肉加工商的牛肉產品；

並勸阻中國遊客和學生前往澳大

利亞，說是那裡有遭到種族主義

攻擊的風險。

莫裡森在講話中多次提到

「經常發生脅迫性活動」，「通

過新技術散佈虛假信息和外國干

預」。

莫裡森在 6 月 19 日說，澳

大利亞政府、健康和教育服務機

構以及其它多個行業都成為網路

襲擊的目標，襲擊者是「非常老

練的」國家級團隊。莫裡森雖然

沒有點名襲擊者來自的國家，但

業內人士都知道他指的是中國。

莫裡森指出，澳大利亞應當

加強防禦力量，使之擁有更為強

大的威懾能力，對襲擊者造成足

夠的威懾。( 選自美國之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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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團創始人被劫持

我們先從富豪被劫持這件

事兒說起，6 月 14 號下午 5 點

左右中國頂級富豪何享健一家人

在自家別墅被劫持的事件。大名

鼎鼎的中國家電業巨頭美的集

團，何享健就是它的創始人，一

家人被劫持後他的兒子何劍鋒成

功逃脫了，從自家別墅旁邊的河

中游泳到河對面報的警。警察趕

到後，對峙了差不多一晚上，一

直到第二天早上 5 點，案件破

獲。廣東省佛山市公安局進行

了通報，通報中說「民警已抓獲

5 名涉案犯罪嫌疑人。處置過程

中。無人員受傷，事主何某某安

全」，具體怎麼處置的，外人無

從得知，但大概率估計是通過談

判解決的，應該沒有發生激烈的

暴力衝突。據說這 5 個人是有槍

支的，而且其中一人身上還綁了

炸彈。這個圖片裡面的地方就是

何家的豪宅，名字叫君蘭國際高

爾夫生活村，也是美的集團自己

開發的頂級別墅區。

美的集團是家電業巨頭，

市值 4000 億，是家電行業排

名第一的公司。比格力電器的

市值要大，它從 2013 年上市

一來，一路從 4-5 元錢（人民

幣）的價格漲到現在的 50 多元

錢，也算是一隻 10 倍的大牛股

了。在一系列收購整合之後，

美的集團實現了橫向家電品類

的大擴張和縱向產業鏈一體化

融合，整個何享健家族控制了 7
家國內外上市公司。

隨著美的集團市值的一路

上漲，何享健家族的財富也水

漲船高，2019《胡潤百富榜》，

77 歲的何享健及其兒子何劍鋒

以 1800 億人民幣財富總量排名

第四，這是何享健在胡潤百富

榜上的歷史最高排名，僅次於

馬雲家族、馬化騰和許家印，

在製造業富豪裡何享健家族是

排名第一的。在全球何享健家

族也排進了前 50，2020 年 2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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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文：YouTube頻道主
MaskFinance蒙面財經

個法規是 2019 年 2 月 1 日實施

的。很多人對這個法規沒有感

覺，但給大家分析就知道了，這

個法規影響重大。按照官方的話

說就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

深遠歷史影響」。這個法規的

全稱叫《公安機關維護民警執法

權威工作規定》。這是我國公安

機關第一部維護民警執法權威的

部門規章，也是我國第一部行政

機關維護執法權威的部門規章。

一共有 33 條，我們來看幾條重

點的，

先看第三條，公安民警依

法履行職責、行使職權受法律保

護，不受妨害、阻礙，民警及其

近親屬的人身財產安全不因民警

依法履行職責、行使職權行為受

到威脅、侵犯，民警及其近親屬

的人格尊嚴不因民警依法履行職

責、行使職權行為受到侮辱、貶

損。這條是從總則上給與警察及

其近親屬人身財產安全保護，在

形式職權時，減少公安民警各方

面的顧慮。

再看最重要的第十四條，

「民警按照法定條件和程序履行

職責、行使職權，對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

損害的，民警個人不承擔法律

責任，由其所屬公安機關按照

國家有關規定對造成的損害給

予補償」。這一條給警察卸下

了心理負擔，執法時不用太擔

心賠償問題，出了事，民警個

人不承擔法律責任，由其所屬

單位兜著。

再看第九條，「行為人實施

侵犯民警執法權威的行為，構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尚不構成犯罪，構成違反治安

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

理處罰」。

從刑事責任和行政處罰上

給與民警執法權威的保護，如

果行為人有侵犯行為，重的可

以判刑，輕的可以拘留。

最後看第 30 條，確定近

親屬確定範圍，包括夫妻、父

月 26 日，何享健家族以 1820
億元財富位列《2020 胡潤全球

富豪榜》第 41 位。

77 歲的何享健本人其實非

常低調，很少接受採訪，也很

早就退出了一線的管理，2012
年甚至連董事長都卸任了，最

後索性只專心做個大股東。那

這次被劫持事件，新聞關注度

一下子又上來了，因為確實中

國很多年沒發生過劫持頂級富

豪這類事件了。一方面是現在

布下天羅地網的監控攝像頭無

處不在，就算拿到錢最後還得

被抓回來，另一方面就是富豪

尤其是頂級富豪一般都會有保

鏢，據說 70 年大閱兵時登上天

安門城樓那位地產大亨，在深

圳灣一號的家裡，裝的都是防

彈玻璃，身邊永遠跟著幾個黑

衣人。馬雲就更不說了，身邊

的保鏢都是荷槍實彈。所以一

般劫匪也不敢動他們的腦筋，

這次不知道是何享健老爺子安

保措施疏忽了，還是劫匪膽子

太大了，直接到別墅家裡劫持

綁架去了。我估計不管怎樣，

中國富豪看到這事以後，心裡

都犯嘀咕，估計都會加強安

保，做安保生意的有福了，出

了這個事以後，富豪們估計都

要會大幅加強安保措施了。

時代的灰塵 
亦落在富人的頭上

現在網上有這麼個段子，

挺逗的，說綁兒子的話老子肯

定給錢，而綁老子的話，兒子

一定報警。好像還真是這樣。

這個偶發事件也可能背後

有著一些值得大眾關注和警醒

的背景因素，就看佛山市公安

局怎麼公布這個案件了，這個 5
個人是什麼背景，哪裡獲得的

槍支和炸藥，為什麼明知有天

羅地網不可能逃脫，還要鋌而

走險。

按理說，中國的維穩力量舉

世公認，再加上常年的掃黑除惡

行動，可能有人會覺得中國是全

世界最安全的國家。但是最近發

生在何享健家族的這起惡性犯罪

案件，或許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時代的灰塵，不僅落在窮人的頭

上，也開始落在了富人的頭上。

經濟的下滑，尤其是持續下

滑對人們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不

光影響是收入，還有人們的心態

和行為。在失業率和犯罪率相關

性這塊，有很多經濟學者、社會

學者做過研究，也有一些數據。

中國在犯罪率方面比較典

型的例子就 2000 年前後的國企

員工下崗潮，當時總計失業人

口大概在 7000 萬左右，如果按

照一家三口計算，影響的總人

數大概在 2 億人左右，當然很

多國企都是夫妻雙方在同一家

企業工作，那保守估計受影響

的也有 1.5 億人左右。當時數

據是 1998 年全國每 10 萬人立

案人數為 159 起，1999 年全國

刑事案件每 10 萬人立案人數為

182 起，2000 年達到高峰，全

國刑事案件每 10 萬人立案人數

為 286 起。中國自 1978 年改革

開放以後，社會犯罪率最高的階

段就是 2000 年前後的階段。也

就是 1998 年開始大下崗，直到

2000 年才達到高峰，很多人一

開始還是有儲蓄的，短時間維持

沒有太大問題，但是時間長了，

各種問題就會出現。

不管是超過軍費開支的巨額

維穩費用，還是步下天羅地網的

監控攝像頭，再加上警察、輔

警、城管三位一體的網格化管

理，都不如穩定健康發展的經

濟，更能保證社會的穩定和人心

的安寧。還是那句話：免疫力是

對抗病毒的最佳解藥，而經濟則

是對抗各種災難的最強武器。

執法新規在保護誰？

現在我們來說對一個對「強

力維穩」至關重要的法規，這

在2019年2月開始實
施了一部法規，很多人沒有

注意到，但其實這個法規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法規，

尤其是面對未來經濟持續

下行過程中，政府實施維穩

政策方面的一個具有歷史

性影響意義的文件。

母、子女和同胞兄弟姐妹。第

31 條把警務輔助人員也納入進

來，也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輔

警人員。

綁架案與法規

為什麼我們從講美的集團

創始人被綁架劫持事件，談到

這個法規了？我告你大家，這

個法規和何享健被劫持事件它

背後反映的是同一經濟現實，

就是經濟長期下滑的大背景

下，社會不穩定事件會增多，

有報復社會的，也有搶劫富豪

的，當然同時政府的「維穩力

量」就跟上。 2019 年 2 月出

臺的這個規定官方為什麼說有

深遠的歷史意義，這個歷史意

義體現在哪，就體現在高層的

預判發生變化了。「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還記得「難以想

像的驚濤駭浪」，這些從中國

最高層嘴裡說出來的，很多時

候不是說說就完了，在各個層

面、教育、宣傳、公檢法、網

路管制等等各個領域它都會有

對應的措施跟隨。《公安機關

維護民警執法權威工作規定》

就是在維穩層面的一部重大行

政法規。

這些年因為投資的陷阱比

較多，很多人投資虧損了以後

去維權，你一維權，人家就「堅

決維穩」。很多人不理解，

你 想 P2P， 私 募 基 金 暴 雷，

財富公司暴雷，信託暴雷，包

括租金的泰禾集團開發的北京

院子、杭州院子這些豪宅的暴

雷，無法交付，還有最近的深

圳學區房遭降級事件，我看好

多業主跑去向教育局下跪，你

說這種維權能成功嗎？

我想說的意思就是在當前

這種大環境下，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小心謹慎，少踩雷，避開

一些投資道路上的各種坑，要

不然在這個前浪後浪都有可能

被收割的時代，一不小心就成

了時代的塵埃。

從美的大老板被劫持到

大陸警察執法新規大陸警察執法新規

財經 
評析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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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劉翰青

秦時殘月掛金鉤，

眼見嬴王成楚囚。

群雄逐鹿奪社稷，

漢家定鼎得九州。

呂氏專權高帝后，

孰料轉瞬百事休。

許負神相自天授，

早知「文景」耀千秋。

秦時明月漢時關

病榻問相

公元前 195 年，劉邦箭傷

發作，病勢日漸沉重，估計自己

頂不住了，於是他請許負來商量

自己的身後事。

許負勸劉邦想開點，不必太

費神，但是一定要暗中保護代王

劉恆母子的安全，以保留血脈，

他日復興劉氏。劉邦聽了一驚：

「難道有人以後會造反？告訴我

是誰，我現在就殺了他，以絕後

患。」許負馬上勸阻道：「萬萬

不可，此人目下反意未彰，您貿

然行事只會適得其反。而且，這

是劫數，天意難違。」不過，許

負給劉邦吃了個定心丸：「臣觀

天象，劉氏應當有四百年的江

山，將來會由周勃、陳平二位大

人安劉氏天下。」

天子病重，呂雉身為人妻

兼打天下的老戰友，自然關

心。但是權欲極強的呂后更關

心的，是劉邦駕崩後朝廷的人

事安排。呂後問：「陛下百歲

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 
(《史記．高祖本紀》)——老公

你死了以後，如果現在的相國

蕭何去世了，誰可以繼任？劉

邦回答：「曹參可以繼任。」呂

后又問曹參如果也死了，誰能

繼任？劉邦說：「王陵可以，但

是需要陳平輔助。周勃可以做

太尉。」呂后又問，這之後呢？

劉邦回答她：「此後亦非而所知

也。」意思是，這之後的事情你

也不能知道了，或者說，你也

看不到了。後來的歷史，也的

確符合《史記．高祖本紀》中記

載的這一段「病榻問相」。

如果說，在人事安排上，劉

邦可以根據當時朝廷的情況做點

安排，那麼，劉邦能如此淡定的

回答呂后，在陳平、周勃之後的

事情「非而所知也」，則確實有

幾分讓人驚訝。因為，呂后的年

齡與王陵和陳平、周勃等相彷，

劉邦如何確定呂后看不到陳、周

之後的事情呢？劉邦本人沒有通

天徹地的本事，但是許負是未卜

先知的高人，呂雉的命數自然盡

在掌握。

呂后專權

「病榻問相」這個小插曲過

後沒多久，劉邦就駕崩了。十六

歲的太子劉盈順理成章的登上天

子寶座，是為漢惠帝。與劉邦這

個混混老爸不同，他的兒子們大

多溫文有禮，漢惠帝劉盈尤為典

型，他既沒有老爸劉邦的痞子

氣，也沒有老媽呂雉的冷血，似

長兼三軍總司令 )，卻進不了兵

營，呂家的勢力似乎根本難以撼

動，然而呂氏並非天命所歸，無

論表面看來如何強大，不過都是

浮雲。

代王繼位

鬱悶的周勃去找丞相陳平

商量對策，最後，找了個說客

勸說呂祿到封國去享清福，呂

祿竟然鬼使神差的答應了，拱

手把北軍的兵符交給了周勃。

但南軍的兵符還在呂產手中，

眾大臣本沒有太大的把握，然

而，天意使然，此時的呂產，

還不知道北軍已經脫離了呂家

控制，他帶著侍衛，試圖進入

未央宮作亂，但是守護殿門的

衛兵得到了陳平的命令，不許

呂產進殿，呂產竟然著了魔似

的，在宮門和殿門之間晃悠。

傍晚時分，周勃派朱虛侯

帶兵以保衛皇帝為名入宮，於

是，在未央宮前上演了一齣全

武行。恰在此時，突然刮起一

陣大風，把呂產的隨從官員、

侍衛刮的一片混亂，眾人不敢

再抵抗，呂產伏誅。呂氏家族

的勢力頃刻瓦解，一切都沒有

逃出許負的預言。

塵埃落定，眾大臣面臨一個

更大的問題——如今朝堂上坐著

的那個少帝，並非漢惠帝親子，

而是呂后拿別人的兒子冒名頂

替，放在後宮撫養，然後讓漢惠

帝認的兒子，為的是日後，無論

繼承皇位，還是封為諸侯王，都

可加強呂家的勢力。因而，於情

於理，都不能繼續作社稷之主

了。可是，國不可一日無君，尤

其在這種狀況下，初經巨變，皇

帝的位子如果空久了，「後果很

嚴重」。那麼，該由誰入主未

央宮呢？

於是，一場主題為「該由誰

作繼承人」的「內閣會議」開始

了。有人推舉齊哀王劉襄，因為

他是劉邦的長子長孫（漢孝惠

帝是劉邦第二個兒子），而且，

在這次剿滅諸呂的行動中，立了

大功。結果，馬上招來一片反對

之聲。原來，齊王的舅舅駟鈞是

個出了名的暴徒，這些年呂氏專

權，大家都丟了大半條命，如果

齊王當了皇帝，搞不好再上演一

齣駟氏專政，剩下的小半條命是

鐵定要交代了。

大家一商量，還是從劉邦的兒

子裡邊找吧。劉邦有八個兒

子，經過呂雉一番折騰，碩果

僅存兩枚——淮南王劉長年紀

太小，而且他母親娘家的凶

悍，又勾起了大家對呂氏家族

的「美好回憶」，最後，只剩

下代王劉恆了。劉恆老媽那邊

沒有甚麼家族勢力，這原本是

他的弱項，誰曾想，此時卻成

了他眾望所歸的一個重要理

由。如果魏豹沒有背棄與漢軍

的盟約，魏豹不會命喪滎陽，

薄羽蘇依然是魏王妃，而不會

成為薄太后；如果呂雉不是滿

腦子「羨慕嫉妒恨」，沒有殘

殺戚夫人，惠帝劉盈不會英年

早逝，劉恆不會有做天子的機

會；如果劉恆母子不是淡泊名

利的人，早被呂雉視為眼中

釘，劉恆會和其他幾個兄弟一

樣丟掉性命；如果齊王、淮南

王沒有強大的外戚背景，眾臣

依然不會公推劉恆繼位 ……

只要一個如果成為現實，歷

史上就只有代王劉恆，而不會有

漢孝文帝。可是，歷史大戲的劇

本早已寫好，最後的結局早在神

相許負的預料之中，此前種種不

過是精彩章節的前戲而已。

上天的安排有時候很幽默，

這個從未想過爭權的代王，就這

樣戲劇性的被公推為下一任國家

元首，又一次驗證了老子的名

言——「夫唯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 」。

陳平、周勃派使者去迎接代

王進京。這麼大的一個餡餅從天

上掉下來，劉恆當然不能擅自做

主，他向左右大臣和郎中令（智

囊團長）張武諮詢，大多數人

不贊成劉恆去吃這個「餡餅」。

他們的主要意見是，京城新變，

形勢不穩，劉恆最好裝病，觀察

事態變化。只有中尉（公安部

長）宋昌力主劉恆不要猶豫，

立即進京。

劉恆一時難以決斷，只能徵

詢天意，於是請人占卜，卜得

大橫吉兆，卜辭顯示：「大橫庚

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意

思是劉恆會稱王，像夏啟一樣光

耀祖先。劉恆說：「我已經被封

王了，還做甚麼王呢？」占卜師

回答：「這裡的天王是指天子。」

如此一來，劉恆不必擔心安全問

題，安心的帶著宋昌、張武等人

一起奔赴長安了。

群臣都到渭橋來迎接，劉恆

下車還禮，周勃想和劉恆說點悄

悄話，宋昌阻止道：「太尉如果

要談公事，那就公開講。如果要

談私事，那麼，為王者不受理私

事。」於是，周勃向劉恆獻上天

子的玉璽符信。皇帝的「辦公用

品」是號令天下的，換個人也許

一把就搶過來了，可劉恆卻推辭

說：「到我家再商量吧。」

到了代王在京城的府邸，群

臣法理、義理、人情的說了一

堆，總之，從各個角度闡述了劉

恆繼位的必要性。劉恆開始坐在

東邊的椅子上，推辭了三次，結

果群臣跪求劉恆一定要繼位。劉

恆閃到北邊的椅子上，又推辭了

兩次，頗有幾分許由、巢父之

風。最後陳平說：「我們眾大臣

仔細的考慮過了，您最合適，各

路諸侯和天下百姓也都認為你是

最合適的人選，您就別推了。」

公元前 180 年，代王做了

天子——後世稱頌的漢孝文帝。

（未完待續）

不能治天下。」——「這就不

是人幹的事，我作為你的兒子，

不配治理天下。」劉盈大病一

場，從此不理朝政，每天借酒澆

愁，幾年後鬱鬱而終。劉邦的幾

個兒子幾乎都死在呂雉手中，劉

恆能在這樣的環境下存活下來，

確是個異數，正如許負所言——

為劉氏家族保留了血脈。

呂雉疑心自己的權力不穩，

變態的殺害別人，未曾想卻害自

己的獨子劉盈早逝，這也算是對

她的報應，可是這並未減輕她對

權力的感情。漢惠帝駕崩後，呂

家的勢力更強了，先後兩個小男

孩在大殿上頂著皇帝之名，呂后

則是無冕女皇。好在呂雉感興趣

的只是那份手握大權的虛榮，騷

擾的也都是政府高官，對平民倒

沒有甚麼影響，任憑呂后在朝堂

上如何折騰，天下照樣「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史記 ‧ 呂

太后本紀》) 可是，人生苦短，

總會到站，公元前 180 年，呂

雉的人生也到了終點。

逢此變故，諸呂開始蠢蠢欲

動了。此時，呂氏眾人身居高

位，封王的就有三個，其他高官

就更多了，其中趙王呂祿、梁王

呂產分別掌管南、北軍 ( 京城衛

戍部隊 )，呂氏家族貌似權傾天

下了。而周勃身為太尉 ( 國防部

（二）
乎不太符合通常的家庭狀況。這

一方面是因為劉盈天性善良，另

一方面，大概是因為教導影響他

的人，都是秦漢的一時俊彥，比

如他的老師叔孫通，還有著名的

「商山四皓」等。「人伴賢良品

自高」，劉盈自幼耳濡目染的，

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他的

思想自然也與之相符。

劉盈如果能享盡天年，而

後，其子承父業。那麼，大漢

王朝就不會有孝文帝，劉恆能

留於青史的記載，恐怕也就是

一條訃告——「某年月，代王

恆薨」。然而，歷史沒有「如

果」，一切都在按照既定的劇本

上演。劉盈無法正常的走完自

己的人生之路，因為他有個「虎

媽」呂雉——許負所說的劉氏家

族的劫數，也是造成劉盈人生

悲劇的凶手。

劉邦一命歸西，呂雉由呂后

變成了皇太后，她若是像正常的

中老年婦女一樣，打打牌、跳跳

舞，有空出去串串門，也未嚐不

是個安逸的晚年生活。無奈，呂

雉「不折騰」她難受，用現在的

話說，就是心理變態，所有心理

變態的人有個通病——捕風捉

影，今天說張三像「特務」，明

天看李四是「間諜」，隔天又宣

佈王二麻子是「敵對勢力」。遇

到這麼一個「主兒」，很多人，

包括她兒子劉盈的人生難免變成

「杯具」。

劉邦有個兒子叫劉如意，是劉

邦的寵妾戚夫人生的。當初因

為劉邦對戚夫人偏心，曾一度

想換劉如意作太子。劉邦死

後，劉如意在自己的封地趙

國為王。以前的事本該時過境

遷了，可是呂雉在這方面的「

忘性」不好，她把劉如意從趙

國召回了長安。劉盈知道自己

「虎媽」的心思，所以他親自

到城外迎接這個同父異母的弟

弟，並且把他放在身邊，同吃

同睡，不給呂雉下手的機會。

百密總有一疏，一天早上，劉

盈出門打獵，不過離開片刻功

夫，回來只見劉如意七竅流血

的屍體躺在床上，這對於一個

不滿二十歲的弱冠少年是種甚

麼樣的精神打擊啊？

「杯具」不只這一件，劉邦

的兒子們遇到呂雉，下場大體

相同。趙王劉如意被毒死；梁

王劉恢被逼上吊自殺；淮陽王

劉友被軟禁活活餓死；燕王劉

建雖然是病死的，但是他唯一

的兒子卻被呂雉派人暗殺了；

齊悼惠王劉肥差點也被呂雉毒

死，幸好被劉盈所救，後來主

動割讓自己的封地給呂家才逃

過一劫，不過一番驚嚇也去掉

他半條命，沒過幾年就死了。

最讓人無語的是，呂雉自己

的兒子也是間接被她害死的。呂

雉殘害戚夫人之後，竟然召來自

己的兒子「欣賞」現場。劉盈見

到戚夫人的慘狀，悲痛大哭道：

「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

南宋．卻坐圖：畫中描繪了上林苑花園的一角。畫面右側共有七

人，漢文帝居中而坐，右手按膝，左手扶椅，端凝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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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Kangxi  (1654  –  1722  AD) 
of the Qing Dynasty had a very special  

method  of  educating  his  descendants,  
even  among  emperors.  He had a very large 
family including 35  sons,  20  daughters,  
and  97  grandchildren. 

 So  how  did  Kangxi  educate  his  de-
scendants?  He  used  various  methods  to  
teach  hi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One  method  was  by  example.  He  took  
his  heirs  on  hunting  expeditions,  rounds  
of  inspections,  and  even  to  battle.  It  is  
through  these  kinds  of  hands-on  expe-
riences  that  he  raised  and  trained  hi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One  im-
portant  method  was  that  he  also  used  
the  classroom  to  teach  hi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he  “Study  Room”  was  where  the  Em-
peror’s  family  was  schooled.  During  the  
Kangxi  era,  the  Study  Room  was  locat-
ed  in  the  “Wu  Yi  Zhai”  (Room  of  No  
Leisure)  in  Chang  Chun  Garden.  Placing  
the  children  there  prevented  them  from  
indulging  in  play,  leisure,  comfort,  or  

becoming  idle.  Details  of  the  Emperor’s  
heirs  attending  school  are  described  in  
the  book,  “Record  of  Kangxi’s  Daily  
Activities”  (unofficial  translation)  and  
several  other records.Let  us  take  a  look  
at  a  typical  day  to  find  out  how  the  Em-
peror’s  children learned their lessons.

 On  this  particular  day,  from  3  a.m. 
to 5 a.m., the princes reviewed the  lessons  
and  homework  from  the  previous  day.  
The  crown  prince  was  13  at  the  time,  
and  he  had  to  get  up  even  earlier  to  
get  ready  for  school.  From  5  a.m.  to  7  
a.m.,  the  teachers  arrived  at  the  study  
room.  The  Manchurian  teacher,  Dahata,  
and  the  Mandarin  teacher,  Tang  Bindeng, 
first bowed to the princes as  common  eti-
quette,  then  both  checked  the  children’s’  
homework.  Meanwhile, the children mem-
orized books,  recited  books  aloud,  and  
were  careful  to  make  no  mistakes.  Then 
the Mandarin teacher assigned another par-
agraph for the children to memorize.After  
having  studied  four  hours already, from 
7 a.m. to 9 a.m., Emperor  Kangxi  left  the  
imperial  court  daily  briefing  and  went  to  
the  study  room.  When  the  children  saw  
Kangxi,  they  received  him  outside  at  the  
stairs  to  the  study  room. 

  After  Kangxi  was  seated,  he  wanted  the  
children  to  recite  books.  Kangxi  random-
ly  selected  a  paragraph from the book for 
recital. They  had  to  recite  perfectly,  with  
no  mistakes.  Kangxi  said,  “When  I  was 
young I would read a paragraph aloud  120  
times,  and  recite  it  120  times  afterwards.  
It  was  not  until  I  memorized  each  para-
graph  that  I  moved  on  to  the  next  para-
graph.  I  learned  the  lesson  paragraph  by  
paragraph.” An official commented, “Isn’t it 

enough to recite 100 times?” Kangxi replied 
that it had to be 120 times.  Then,  he  asked  
the  teachers  how  the  children  were  do-
ing.  Some  teachers  said  that  the  crown  
prince  was  very  intelligent  and  was  able  
to  recite  the  lessons  well.  Kangxi  com-
mented,  “You  should  not  praise  them  and  
should  criticize  them  more.  This  is  to  
prevent  them  from  becoming  arrogant.”  
After  the  inspection,  the  emperor  left  to  
tend  to the affairs of the state.

 Since  it  was  summer,  the  weather was 
quite hot. The children were not allowed to 
carry fans or to fan  themselves,  and  they  
had  to  sit  up  straight.  From  9  a.m.  to  11  
a.m.,  they practiced calligraphy, and were 
required to write each character 100 times.  
Lunch  period  was  from  11  a.m.  to  1  
p.m.  The  servants  brought  the  food  to  
the  princes  and  the  teachers also ate. 

 After  lunch,  they  continued  with  their  
studies  without  a  break.  From  1  p.m.  to  
3  p.m.,  they  went  outside  to  a  courtyard  
where  an  archery  practice  site  was  lo-
cated.  The  purpose  was  for  them  to  take  
a  rest  by  engaging  in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to  practice  skills  such  as  horseback  
riding,  archery  or  martial arts. 

 From  3  p.m.  to  5  p.m.,  Emp-eror Kangxi 
went to the study room again  to  check  the  
children’s  work.  He  also  listened  to  them  
reciting  their  lessons.  The  princes  formed  
a  line  and  took  turns  reciting  before  
the Emperor. From 5 p.m. to 7 p.m., every-
one  went  outside  to  practice  archery. The 
children  went  first,  and one by one, they 
shot arrows at the  target.  Then  it  was  the  
teachers’  turn.  Finally,  Kangxi  himself  
shot  at the targe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time  after  time,  Kangxi’s  arrows  
hit  the  bull’s  eye.  Practicing  archery  was  
the  last  lesson  of  the  day.  Every  day,  this  
was  the  schedule, from 3 a.m. to 7 p.m. and 
without  a  break,  throughout  the  summer 
and winter.

 We  can  see  that  Kangxi  edu-cated  his  
children  using  very  strict  discipline.  Un-
der  his  tutelage,  Kangxi’s  heirs  devel-
oped  various  types  of  talents.  The  first  
talent  was  politics.  Emperor  Kangxi’s  
son,  Yongzheng,  became  the  next  emper-
or.  His  grandson,  Qianlong,  also  became  
an  emperor.  Both  Yongzheng  and  Qian-
long  were  outstanding  empero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Thus,  one  can  conclude  
that  Kangxi’s  method  of  teaching  was 
very successful.

 The  second  talent  was  scholarship.  
Kangxi’s  third  son,  Yinzhi, was a distin-
guished scientist. He  was  one  of  the  con-
tributors  to  the  Imperial  Encyclopedia,  
which  consisted of 10,000 volumes.

 The  third  talent  wa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stic skills. Some of the princes excelled 
i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e  fourth  talent  was  “life  skills.” Some 
of the princes’ mothers did not have high 
status amongst the Emperor’s  concubines.  
Thus,  those  princes  could  not  compete  
for  the  emperor’s  position.  However,  
these  princes  led  peaceful  and  productive  
lives.

 Because  of  the  success  of  Emperor  
Kangxi’s  method  of  education, none of his 
heirs became a wastrel, playboy, or crimi-
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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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熱線

清聖祖康熙大帝對子孫講教育，在中

國歷代帝王裡是非常特殊的。康熙帝一共

有 35 個兒子、20 個女兒，他孫子輩有人

統計是 97 個，這是個很大的家族。那康

熙怎麼教育他的子孫的？他教育的方式重

在言傳身教，讓他的子孫跟他行圍打獵、

跟他巡視，甚至作戰的時候，也帶著他

們，就是在實踐當中來進行培養教育。另

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學校教育。

皇子、皇孫讀書的地方叫「上書

房」。康熙時候的上書房在暢春園無逸

齋，就是避免他的子孫貪玩，要無逸，不

要閒著、不要貪玩、不要貪圖享樂。《康

熙起居注》和其它的一些書記載了皇子、

皇孫上學的具體情況。

舉一天做例子，看看皇子、皇孫們是

怎麼學習的。

這天的寅時，就是早上三點到五點，

皇子們就要到無逸齋，開始複習前一天的

功課，要有一個時辰的時間，就是兩個小

時，皇太子這個時候才 13 歲，早上三點

鐘就要到無逸齋書房，他起床時間當然是

更早。卯時，就是五點到七點，老師來到

課堂，滿文的師傅達哈塔、漢文的師傅湯

斌等到了上書房，到了之後先給皇太子實

行跪拜的禮節，然後就檢查皇子們功課，

讓皇子背書，皇子朗朗背誦，一字不錯。

然後漢文師傅再給他劃下一段，接著背下

一段。底下就是辰時，就是早上七點到九

點，這個時候學生上課已經過了四個小時

了，康熙下了朝就來到了無逸齋，皇子們

到齋外面臺階下迎接康熙來。康熙來了之

後落坐，就說要背書，就讓他的兒子背

書，康熙拿出書來隨便點一段，皇子就

背，背完了以後，果然一字不錯。康熙

說：我小時候書要朗誦 120 遍，之後還

要背誦 120 遍，完全熟練了，然後再換

下一段，這樣一段一段地學。這時候有了

大臣說，說是 100 遍是不是就可以了？

康熙說必須背足 120 遍，然後就問其他

那幾個師傅，說剛才背的怎麼樣？有的老

師就說了，太子很聰明，背得很好。康熙

說，你們不能表揚他，要多批評他們，免

得他們驕傲。檢查完了之後，康熙就處理

政事去了。

巳時，九點到十一點，這個時候，已

經是數伏了，很熱，皇子讀書的時候，是

不許拿扇子的，不許搖扇子，正襟危坐，

這時候寫字，每一個字要寫 100 遍，來

練習書法。底下就到了午時，十一點到下

午一點，就到了午飯的時候，侍衛就送上

飯來，皇子們也讓老師吃飯。吃完飯之後

不休息，繼續前頭的功課。底下就到了未

時，就是下午一點到三點，這時候皇子們

到了無逸齋的外面的院子，那兒有靶可射

箭。一個是休息一下、一個是體育活動、

一個是練習騎射，練習武藝。申時，就是

下午三點到五點，康熙又到了無逸齋再次

檢查功課，還讓這些皇子們背，他幾個皇

子排著隊一個一個背。底下是酉時，下午

五點到七點，這節課是在無逸齋外面練習

射箭，康熙先讓諸子們一個一個射箭，之

後讓那幾位師傅一個一個射箭，最後康熙

自己射箭，史書記載叫做「連發連中」，

功課完了之後放學。從早上三點到下午七

點。請注意，不是一天，是天天如此，叫

做「無間寒暑」。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來，康熙皇帝對

教育子孫是極為嚴格的。在他教育之下，

他的子孫成長為幾種類型：

一種是政治精英型，譬如：康熙的兒

子雍正帝、孫子乾隆帝都是很傑出、政績

優異的皇帝；第二個類型是學術型，如：

皇三子胤祉學識淵博，是一位傑出的飽學

之士，主持編修了《古今圖書集成》一萬

卷；第三種類型就是藝術型，寫字、繪

畫，有的皇子字寫得很好，畫也畫得很

好；第四種類型是生活型，如果其母親在

妃子裡面地位較低，不可能競爭皇位，他

有一個平平安安的生活，所以康熙皇子、

皇孫當中沒有紈絝者、為非作歹者。

◎文：白雲飛

Emperor  Kangxi’s  Methods  of  Eduction

康熙大帝教子讀書
 康熙帝（1654年5月4日－

1722年12月20日），名玄燁，

愛新覺羅氏，清朝第3位皇帝，

清朝自入關以來的第2位皇帝，

清朝主導中國後第1位掌握實權

的皇帝，1661年2月5日至1722

年12月20日在位，年號「康

熙」，康熙元年由1662年起。

  康熙帝在位期間，注意緩和

階級矛盾，採取輕徭薄賦與民

生息的農業政策，重視農耕，

發展經濟，改革稅收，疏通漕

運。同時還對三藩、明鄭、噶

爾丹等各地反清勢力大規模用

兵，對沙俄簽訂條約確保黑龍

江流域和廣大東北地區的控

制，實現清朝的國土完整和統

一。康熙帝主政，使中國社會

出現「天下初安，四海承平」

相對穩定的局面，為開啟百餘

年的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夯實基

礎。

康熙帝讀書像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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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道真

我們這一輪中華文明有上下五千年的

歷史。根據現有的歷史記載，在這五千年

文明之前還存在著極其漫長的史前文明時

期，稱為三皇時期，是以有巢氏、燧人

氏、伏羲氏、神農氏等遠古帝王為代表的

史前時期。我們這一輪五千年文明開始於

黃帝，開始於以黃帝為起始的五帝時期，

如：黃帝、少昊、顓頊、嚳、堯、舜等。

接著舜禪位給大禹，大禹繼承帝位後，便

開創了第一個朝代 —— 夏朝，然後朝代

更替，商朝、周朝、秦朝、漢朝……

傳說顓頊是黃帝的孫子。在顓頊大帝

在位的時候，水神共工不服從統治，發動

戰爭，與顓頊爭奪帝位。結果共工大敗

後，一怒之下一頭撞向不周山，將山給撞

斷了。不周山是撐天的八根天柱之一，在

西北方，天柱被撞斷，天便向西北方塌

陷，地向東南方傾斜。同時，天破了一個

大洞，地上洪水滔天，人類處於毀滅的邊

緣，女媧便煉五彩石補天，把天補好了，

拯救了人類。

天就是頭頂的大氣層，頂多再飄幾朵

水蒸氣構成的雲，再往高處就是宇宙真

空。這玩意兒還能像屋頂一樣，需要柱子

給撐著？還能給撞破一個窟窿？而且破了

後，還能像補衣服一樣的給補上？並且燒

個石頭就能給補上？

如果說是真的，大家肯定會從內心笑

話。第一篇中已解說了，我們人類與神處

於不同維度的時空當中，我們不能用人的

思維概念來理解神的語言，因為內涵是完

全不同，我們得站在多維度時空中去理

解。

當牛頓的經典力學解釋不了高速度或

高質量物體的運動時，愛因斯坦便提出相

對論，跳出我們這單一時空的限制，認為

時空被扭曲，對此進行了較完美的補充，

使物理學更上一層樓，解釋了之前解釋不

了的現象。

我們對待神話也是如此，須要跳出人

類時空維度的限制，才能解開人類世界的

密碼。高層生命造了人類，並把智慧都藏

在了神話裡，為了今天這個時刻來解開！

神所說的天，不是人類概念中的天

空，因為神在更高維度時空之中，正如神

所指的地也不是人類概念中的地。如果神

指的天是我們頭頂上的天空，那麼美國人

頭頂的天空剛好在中國人的腳下，因為他

們在地球另一邊。我們看月亮在天上，如

果跑到月亮上去，地球就在天上，這樣就

都亂套了。

跳出人類的局限，神指的天空是指比

人類更高層的時空，正如神指的地就是人

類時空一樣。比人類高的時空都可稱為

天，神話中講的神仙上天了，就是指離開

人類時空，進入到高層時空中去了，而不

是上到外太空中去了。人類太空船飛到外

太空上去，在神的眼裡，那不是上天，還

是在地上，因為人類的時空，在神眼中都

是地。正如我們看地平面這個二維時空中

的生命，它們怎麼跑、怎麼飛，我們都認

為它們在地上，因為它們怎麼跑都無法逃

離它們所在的那個時空維度，都在地平面

這個二維度時空中，都是在地上。

現在繼續回到女媧補天，說不周山是

撐天的八根天柱之一，即使天是指高層時

空，那高層時空如何需要柱子撐著？ 
我們知道，一條路無論多長，它終究

是有盡頭的，終究會走到終結。只有形成

圓，形成循環，它才沒有盡頭，無始無

終，亙古永存。

宇宙與萬事萬物都是這樣，它必須形

成循環，才能長存不息，不然就會走向盡

頭與毀滅，這是宇宙的機制。

月亮以圓形軌道圍繞地球旋轉，地球

又圍繞太陽公轉，一圈又一圈，永無休

止。太陽又圍繞著銀河系旋轉，銀河系又

圍繞本超星系團旋轉……

人體也是一樣，有血循環、氣循環、

淋巴循環、水循環、消化循環、脈絡循

環……任何一個循環斷裂，人體就會死

亡。

地球也是一樣，有水循環、生物鏈循

環、空氣循環、五運六氣循環、龍脈循

環……任何一個循環斷裂，人類就會毀

滅。只有循環暢通，才能生生不息。

道家修煉中，有一個重要術語叫做

「周天」，從名字上理解，就是繞天一

周。天地間循環一圈，稱為一個周天，比

如：地球繞太陽循環一周，天文學上稱為

一周天；地球自己自轉一周，稱為一小周

天。人體能量沿全身的脈絡，七經八脈、

插畫：WINNIE WANG；背景：ADOBE STOCK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十二正經都循環一遍，稱為大周天循環；

沿著任、督二脈循環一小周，稱為小周天

循環。

宇宙間不同維度的層層時空也是一

樣，低層時空與高層時空也像齒輪一樣，

層層咬合著，對應循環。宇宙就是一個循

環體，生命也是循環體，循環斷裂，就會

走向終結。

我們人類存在的這個時空（地），也

與更高層時空（天）對應循環著，這就

是天地大周天循環。

練道家功的人知道，入門後，得先通

小周天，然後通大周天。通小周天就是打

通任、督二脈，形成人體能量的小循環。

通小周天的時候，需要衝三關，分別是尾

閭關、夾脊關、玉枕關。這三關就是位於

後背督脈上的三個關鍵點，要提丹田氣逆

督脈而上去衝關，衝尾閭、通夾脊、過玉

枕，然後上頭頂後與任脈會合，再回到丹

田，形成小周天循環。這三關不打通，就

無法通小周天。

周天有多大？周天有天那麼大。大周

天是每個層次內，從天到地、從地到天的

大循環。每個層次中的大周天就是這個層

次中最大的循環，這個層次中的一切、萬

事萬物，都在這個循環之內，無所不包，

無物可逃。周天形成一個大結界，也困住

了這個層次之內的一切。若能跳出這個大

周天循環，那就跳出了這個時空層次，進

入到更高的時空層次之中，進入到更高層

次的大周天循環之內，就是上天了，也就

是打開了天門 —— 周天之門。

每個時空層次的大周天都是獨立的大

循環，但整體上，所有不同時空的大周天

又像齒輪一樣咬合對應，層層循環。

自古以來都講修煉成仙，不管是佛

家，還是道家。修煉如何能成仙？不管哪

家修煉，都得先通人體的周天。人是神造

的，人體與自然、宇宙是對應的。通人體

周天就是將人體能量循環，對應連接到更

高層時空的大周天，獲取更高時空層次的

宇宙能量進入人體循環，提升人體能量，

跳出低層的大周天循環，進入到更高時空

層次之中，成為更高層的生命。（待續）

講女媧補天，就先講講共工怒觸不周山，這樣便於解說。如果

一時弄不明白的，請往後看，後面有詳細的補充和解說。關於

共工怒觸不周山的傳說，流傳了幾個版本，內容基本都是一

樣，只是與共工爭戰的人不同，這個後面再解說，先簡單說說

共工與顓頊帝大戰的傳說。

神話密碼解譯‧女媧補天 上

女
媧
補
天

X-57飛機將幫助制定電動飛機的

認證標準。

◎ 文：藍月

距地球最近的黑洞

一個距離地球僅 1000 光年

的黑洞，被科學家發現，這是至

今為止發現離地球最近的黑洞。

據天文學家估計，這個黑洞

質量約為太陽的 4 倍，比所知

的下一個最靠近地球的黑洞近

2500 光年。與銀河系其他黑洞

不同的是，這個黑洞貌似不從周

圍的環境中吸取任何物質，也不

噴吐出 X 射線，是個真正「黑

黑的空洞」。

這個被命名為 HR 6819 的

系統，由兩顆恆星環繞旋轉。研

究人員稱，這兩顆恆星看起來像

繞著太空中一個大質量的黑點在

運轉。如果這個黑點是一顆恆

星，這麼近的距離一定容易觀測

到，因此研究人員推測那只可能

是個黑洞。

天文望遠鏡觀測到更遠地方

的一些系統，如 LB-1 系統，也

有類似 HR 6819 的特徵。科學

家認為，這種質量的黑洞是由大

型恆星死亡形成的，在宇宙中數

◎ 文：天羽

美國宇航局（NASA）不

久前發布了全電動飛機 X-57
「麥克斯韋」最終構型概念圖

Mod IV。X-57 具有細長的大

展弦比機翼，可減少飛行阻力，

提高效率。

兩側翼尖各安裝一個帶有直

徑 5 英尺 (1.524 米 ) 螺旋槳的

巡航電動機，以回收因翼尖渦流

而損失的能量。沿機翼前緣分布

安裝 12 個帶有螺旋槳的小型高

升力電機，用於在起飛和降落階

段提供升力。電動飛機以其高效

率、低排放、低噪聲等優點，將

為未來航空業帶來一系列潛在收

益，隨著電動飛機市場的興起，

X-57 飛機將幫助制定電動飛機

的認證標準。

量應該不少。而像銀河系中心那

樣大質量的超級黑洞的成因，目

前還是個謎。

這項發現有助於研究者瞭解

由三個大型天體組成的系統如何

產生引力波。通常引力波是由兩

個大型天體合併釋放。

電動飛機要來了

大質量的超級黑洞的成因，目前

還是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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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湛 提 醒 姪

子：「此 馬

任 重 方 知

之，平 路 無

以 別 也。」

王 濟 還 真 的

把 兩 匹 馬 帶

到 丘 陵 地 做

測 試，高 下

立判。

◎文：史謙宇

百工百業各司其職，

或為文人將相，或為地

方官吏、士兵獄卒，雖職

責分工不同，但待人以寬

厚，雖身不由己，仍可心

生一念善，則福報綿延；

倘若藉機作惡造孽，罪

亦難逃。

◎文：曉淨

殺人罪重 有冤必報

地動山搖 無德主災

◎文：櫻子

同為人，但人人資質

稟賦各不相同，能識人

而任其職，方能成就大

功大業。

劉邵三國時期曹魏人，所著

之《人物志》開宗即明言：「夫聖

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

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

則眾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

矣。」

不過，俗世庸庸之輩，趾高

氣昂，就很可能輕視了不凡之

士。王湛（公元 249 ～ 295 年）

是晉朝三公之一司徒王渾的胞

弟，身形碩長，約有 190公分，

他年少時就展現出非凡的氣度與

見識，卻甚少言語。《晉書 ‧

王湛傳》描述他的相貌特徵是

「龍顙大鼻」，即高額大鼻。

不過，他的寡言少語卻被視

作癡呆無能，除了王湛的生父知

其不凡，對他另眼相看外，平時

親族往來間，大伙都輕視他。當

時，連晉武帝在言談間，也都會

笑弄王湛癡呆。

王湛的父親死後，他在父親

墓旁搭間小屋守喪，隨順而淡

然，不與世俗往來，卻有大臣的

氣宇。

雖然如此，王湛的姪子王

濟，對他卻最為輕視，就算到了

吃飯時間，也不招呼叔父用餐。

王濟當時既是少年得意的公主駙

馬爺，又勇武威猛，年紀輕輕就

受命為中書郎，驍勇善戰，豪侈

成性，好與人爭。而這般輕蔑怠

慢，王湛毫不為意，坦然處之，

總命人準備些許蔬菜後，對而食

之。一日，王濟見叔父床頭有本

《周易》，開口問王湛：「為何要

看此書？」王湛回覆：「不舒坦

時翻閱。」

王濟再向叔父請教，王湛的

回覆奇趣而微妙，王濟聞所未

聞，連住了數夜才離開。此行不

由得對叔父心生敬畏，猛然驚

醒過往的心高氣傲，懊悔嘆曰：

「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

之罪也。」

王濟臨行前，王湛送至大

門。王濟突然想到自己有匹悍

馬，好雖好，卻很難駕馭，有意

請叔父試乘。叔父欣然應允，一

躍上馬，果然回繞自如，從容而

優雅。

對於王濟的另一匹愛馬，王

湛卻說：「這匹馬雖能跑快，卻

力薄不能任勞苦行，還不是真正

的好馬。我知道地方巡視官督郵

的馬更好，只是那馬吃得不夠

好，顯不出牠的優勢。」

後來，王濟姑且就把這兩

匹馬共同餵養，王湛又提醒姪

子：「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

以別也。」王濟還真的把兩匹馬

帶到丘陵地做測試，高下立判。

此後，王濟才體認到叔父只是性

情溫和謙沖，不與人爭而已。此

後，王湛的不凡也漸為人知，王

湛一生也確實是位居要職。受朝

廷所重用。

合肥城隍廟:Virgil Guo/Wikipedia，五行：Zentao.org /WikipediaCC/ BY-SA 3.0：其他圖片：adobe stock

合肥城隍廟

隋 煬 帝 大 業（西 元

605~618 年）年間，京城有一

獄卒，對囚犯殘酷暴戾，囚犯不

堪其苦，該獄卒卻以虐囚為樂。

爾後，獄卒生了一個無頸之子，

腮頰長得特別低而肩膀卻異常的

高；他這沒長脖子的小孩，數歲

有餘卻還都不能行走，且早早

就夭折了。（引自《廣古今五行

記》）

唐朝，江西省境內，王簡易

擔任地方官司馬一職，卻總是怪

病纏身，感覺到有一大隻動物寄

居在他的肚子裡頭，不但會隨著

吐納呼吸而上下浮動，還會攻擊

王簡易的五臟六腑，王簡易無奈

臥床數月。

某夜，這個腹中不明物一呼

嚕就跑到心上去不動了，好不容

易才逮到機會能夠安然入睡的王

簡易，睡醒後卻說：「我剛才夢

到一名自稱為丁郢的鬼差使，手

中拿著官令說：『我奉城隍爺之

命，來追捕王簡易。』」

夢中的王簡易隨即跟著丁郢

行走了十餘里，才抵達了城隍

廟。廟前門人問他：「你生平在

世，頗聞修善，非命絕之時，為

瘟神不取
君子之命

唐以後，五代十國的

第 一 個 皇 朝 是 梁（西 元

907 年～ 923 年）。

某夜，天晴月皎，一

位讀書人趁著透亮的月光

漏夜從河南徒步前往陝西

方向趕路，恰在一處荒

郊野地，忽聞後有馬車聲

響，聲音越發靠近，讀書

人就順勢在路邊草叢閃避

一會。

驚見三名騎士，頭冠

穿戴如王爺之相，徒步徐

行交談，讀書人又再退避

了數十步之遙。

但仍清晰聽見某一騎

士說：「今奉命往邠州（今

陝西省彬州）取命 3 千人，

但不知將以何種方式取命

為好？想聽聽二位高見。」

其中有一人建議：「當

以兵取。」

即當以兵家爭戰取命

為好；但另一人又言：「兵

取雖優，其如君子小人俱

罪其禍何。宜以疫取。」

此人不同意以戰爭取

命，因為雖然爭戰取命數

量多又快，卻會讓君子和

小人同遭禍害，所以建議

應該以疫病取命。

商量後，三人皆表認

同，但聞車騎聲漸遠，再

無交談之聲。此讀書人行

至邠州後，果然發現瘟疫

流行，死人無數。

（引自《太平廣記》）

 ◎文：陳風

高額大鼻 大智若愚

五行與五色

老子曰：「五色

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

◎文：峪川

《古今圖書集成》

於康熙四十五年（西元

1706年）成書，並由康熙

皇帝預覽後親自命名，

而在其《地異部》中記

載了「地」的異象。

關於地震，曰：「無德專

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湧

水出。」；關於地裂，載曰：「大

道中忽折裂，不出一年，有大風

雨，地裂千里已上，或山阜破成

蹊，谷為大水。」

古書上靜默無聲的幾段字

句，讀來不由得和 6 月 17 日夜

半發生在四川丹巴驚心動魄的畫

面連結了起來。

自古「萬物有靈」的智慧貫

穿在中華文化中的事事處處，小

自個人的起心動念，都可以牽動

外在環境，那麼，當人依存的山

河大地動盪不安時，其實是結果

的展現，起因是施政無德，例如

「大臣專恣不任事」，又如「刑

罰妄施，賢者退，不肖者進，厥

妖地裂。」

對比當今神州大地上的亂

象，不言而喻。

不過，《周易》明言：「地勢

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對於平

凡如你我的小老百姓，筆者想到

了一幅第四十六卦「巽下坤上」

的升卦圖示。

雖然烏雲在天，但烏雲散

去後，將會是恩澤沾惠的甘

霖，而地上有一人正在磨鏡，

意味著善惡漸漸分明，已經磨

好在旁的明鏡，也象徵著未來

無塵垢沾染的美好世界；地上

的另一端正是一木匠運用墨線

雕刻木材，不就意味了不管世

道如何變化，只要努力保持心

中的美德，堅守正道，有德威

者不需憂慮，守住那心中的良

善，終能獲得吉祥。

這次怕是我無話可說，不能再開

脫了。」王妻追問：「小奴何許

人也？」王答：「是我以前的僮

僕，還未成年，我因管教約束，

卻致他於死，我現在肚子裡的不

明生物，就是這小奴所為啊！而

且，我還看到了前任吉州最高長

官鍾初，穿著黃衣囚服，身上背

著沉甸甸的大鐵枷，手腳還被鐵

鏈綁著。冥間對於非理殺人致死

十分看重，重重審訊，絕不輕

放！」

王妻不解，反問夫婿：「只

不過是一個奴才，膽敢如此？」

王簡易回道：「人世間有貴

賤之分，但到冥間卻無此分別

啊！」王妻又問：「那陰間何罪

最為重大？」

王簡易答道：「殺人最重。」

一說完，隨即就斷了氣。

（引自《報應錄》）

那麼五色到底是哪五色

呢？分別是：黑、白、赤、

黃、青；起源自上古帝舜為了

要製作祭天地的朝服，觀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等而以

五彩彰施於五色，分別對應

金、木、水、火、土五行和

東、南、西、北、中五方。

就方位言，中央為土德，

以黃色象徵；古代沒有化學染

劑，黃色也確實是用黃土磨成

粉後燒製而來的。

天子位居天下之中心，用

黃色提醒皇帝應以中正無私的

品德，教化四方臣民，是故多

用黃色，寓意深遠。

王 簡 易 說：

「冥 間 對 非

理 於 殺 人 致

死 十 分 看

重，重 重 審

訊，絕 不 輕

放！」

常見城隍廟有匾

書「爾來了」或

「你來了」。意

思說，每個人無

論 在 世 貧 富 貴

賤，遲早要到城

隍爺處報到。城

隍爺據專司人間

善惡之生死簿而

判定每人相應的

果報。

何來此呢？」

見到城隍神時，門人隨即稟

報城隍神此人命不該絕，應放還

陽間。城隍神於是命令左右呈上

生死簿，調閱審視後宣告王簡

易：「你還能再活五年，予以放

還陽間為人。」

歲月悠悠，又過了 5 年，

這腹中不明物再跑到心上去，一

動也不動的待在心上；同上回，

王簡易睡醒又說：「方才又被提

到了冥間被審判。一小奴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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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經常抱怨別人歧視自己，其實

很多時候，是因為在中國不正常的教育方

式下形成的錯誤思維模式，造成了自己不

能理解別人，甚至做了冒犯別人的事還沒

有感覺。很多人覺得自己學歷也很高啊！

理解力不會那麼差吧 ? 幾乎沒有多少人，

會意識到自己從基礎教育上就已經和西方

有了很大的差距。

對於中國來的移民，補上西方的基礎

教育，特別是學習好當地的語文課，是融

入西方社會的好辦法。很多移民可能不知

道，當地政府為了幫助移民能夠融入社

會，特意開設了成人中學課程，可以讓移

民自己選修文學課，相當於中國的語文

課。在加拿大的基礎教育都是免費的，另

外還有夜校，在其他國家的移民，也可以

參加類似這樣的學校。

學習好文學課之後，共有三大好處：

1、提高寫作水平，才能進入西方社

會。西方社會的社交、聯繫政府時，都是

需要寫信函，所以具有好的寫作能力，是

非常重要的。在西方社會裡，對寫作的訓

練有模式化的方法，而在中國的語文課

上，是不會講這麼詳細的，盡量要學好當

地的文學課。

2、英文大大提高後，更能融入社

會。很多人認為自己是高學歷，已經學了

很多英文，而且托福等英語考試都是高

分，所以英語不可能說不好的。其實，中

國的教育模式，往往都是急功近利，往往

都是應試教育，為了考試而學習。相反，

與考試題型沒有關係的英語，往往不會去

學習。

但是，加拿大文學課的老師們卻認

為，這些考試無論考題是甚麼，因為考的

都是英語，所以只要把英文學好，就自然

能考出好成績。文學課裡面很多內容，都

會涉及到當地的文化、歷史、政治等內

容，都是托福等考試不考的內容，而這些

內容才是真正人們生活中會談論的內容，

所以學了這些內容之後，才能跟當地人更

有可以交談的話題。

3、學好當地的文學課，還可以去除

黨文化。這一點，很多人事先是想像不到

的，即使跟他們描述，他們也不會懂得是

怎麼一回事。因為這就像跟一個先天盲人

形容顏色一樣，盲人會不知所云。在這個

正常人類文化的教育與黨文化教育的差

別，只有當您學習了之後才會明白的。關

於學習當地的語文課，我覺得從思維變化

上會有很多好處。在當地接受過英文寫作

課的人，都很受益。

但是，我發現有時跟別人說話，對方

可能不知道在當地受過的基礎教育指的是

甚麼，因為那些內容在中國的教育裡根本

沒有。所以，我想把思維方面的變化再講

清楚一些，而且這個變化是來西方社會直

接上大學或讀研究所的人根本接觸不到

的。

第一、西方學術寫作非常講究條理和

論據（support）。這對寫評論和新聞都很

有好處，會讓讀者覺得言之有據、平實。

在中國的議論文中，雖然也有論據，但

是往往是想當然的自說自話，不夠紮實

（solid）。而西方人會把所有細節都摳清

楚，甚麼地方用名詞，甚麼地方用代詞，

都必須以讀者可以理解為準。每一個事實

的提出，都要再看有沒有下一個為甚麼，

來確保論據成立。每個觀點也需要幾個論

據同時支持，才能確立這個觀點等等。

所以，從小就接受這樣寫作方法訓練

出來的人，是很難去冤枉別人的。不會認

為權威說了誰有問題，誰就有罪，他們會

問：「你憑甚麼說他做了那件壞事 ? 證據

是甚麼 ? 反方是怎麼說的……」這些寫作

方法和思維方式，都直接影響著生活中的

人與人的交往。

第二、西方人的文學創作中會有非常

多的隱喻。這樣的想像力在中國古代的文

學中比比皆是，但是在現代的中國幾乎都

被共產黨給扼殺了。比如：一篇關於印度

大象的故事，初學者以為是講動物的，可

是讀完後才發現不是。

大象其實代表的是殖民主義，牠闖進

市場就像英國殖民者入侵印度一樣，牠橫

衝直撞、破壞攤位、傷人，就像英國入

侵時，對印度原有社會的破壞。後來，

牠跑到了草原上安靜的吃草，溫馴的就 
像一頭牛，這裡表現的是殖民者統治了印

度後，會有一個安靜的統治過程。後來，

村民們趕來了，本想懲罰傷人的大象，但

是看到牠那麼溫馴，就猶豫還要不要殺

牠。

這篇文章反映的是印度人在殖民者建

立新秩序後，思考要不要趕走殖民者。後

來大家想清楚了，大象就是大象，不會是

牛。牠此時即使很安靜，但是不順心時還

是會傷害村民。於是，大家合力殺死了傷

人的大象，分了牠的肉，這是指印度人經

過思考，終於趕走了殖民者。這篇故事

中，全文沒有一字提到印度的社會變革，

雖然只講了一隻大象的故事，可是卻把印

度的社會情況講得清清楚楚。

第三、學習文學課讓自己的思維發生

了重大的變革。中國學生來到加拿大後，

在寫作時，很多人都被會西人老師罵，因

為他們總是寫「我們」。比如：一位西人

老師是加拿大的當地白人，是一激動就會

臉紅的北歐後裔，他是一位語言學博士，

曾經在香港生活過，也瞭解一些中國的情

況。所以他非常生氣時，至少能比其他不

瞭解中國黨文化教育的西人老師強一些，

他會告訴學生們原因是不能用「我們」。

學生們都不明白的問：「這個觀點就是大

家認同的常理啊？」

老師說：「你們用『我們』，是因為

你們在中國不敢表達自己的觀點，只能用

政府認可的統一觀點來表達，所以你們就

愛說『我們』。其實歷史上，中國人不是

這樣的！中國人本來是敢於表達自己的觀

點，是共產黨發動文革等政治運動後，把

你們整怕了，你們才掩藏自己的觀點！你

們現在得明白，你們是在加拿大，你們可

以自由的表達任何觀點，但是你們要講出

你們這樣認為的原因，哪怕是我不認同你

們的觀點，只要你們有你們的理由，我也

可以認可你們持有這樣的觀點。但是，你

們不能用『我們』，因為你們的觀點不代

表我的觀點，當你們用『我們』時，或者

把你們的觀點當作了世界常理時，這就是

對別人的侵犯 !」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受黨文化

教育的人往往是不會界定自己和別人的不

同。一方面，經常會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

人，因為主觀認定自己的觀點就代表了全

人類，結果就像瞎子摸象一樣，認不清真

相。另一方面，容不得別人有不同的觀

點，一遇到不同觀點時，就惡語相加、上

綱上線、打棍子、扣帽子，說出很多極端

的話。但是，世界是多樣性的，習慣多樣

性才是正常生命的生存之道，才是宇宙善

與包容的體現。

這樣看來，在海外的華人朋友是不是

會明白，有時為甚麼生活中會跟周圍產生

衝突？也會瞭解怎樣化解矛盾衝突的辦法

了吧 ?

詩 詞 賞 析

文 |李青城

職 場
教 育 學好語文課
是融入西方社會的好辦法
很多華人朋友來到西方社

會，都會面臨如何融入社會的

問題。很多人通過工作、交友

等方式，進入了西方的社會結

構中，但是卻發現自己總是和

西方社會隔著一層東西。

註釋

⑴渭川：一作「渭水」。渭水源於

甘肅鳥鼠山，經陝西，流入黃河。田家：

農家。

⑵墟落：村莊。斜陽：一作「斜光」。

⑶窮巷：深巷。

⑷野老：村野老人。牧童：一作「僮

僕」。

⑸倚杖：靠著枴杖。荊扉：柴門。

⑹雉雊（zhìgòu）：野雞鳴叫。《詩

經 · 小雅 · 小弁》：「雉之朝雊，尚求其

雌。」

⑺蠶眠：蠶蛻皮時，不食不動，像

睡眠一樣。

⑻荷（hè）：肩負的意思。至：一作

「立」。

⑼即此：指上面所說的情景。

⑽式微：《詩經》篇名，其中有「式

微，式微，胡不歸」之句，表歸隱之意。

兩個小道士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個村莊的附近

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大山，在這座山上有

一座道觀，在道觀裡住著一些道士。

有一年的夏天很熱，一天兩個小道士

在山上砍柴。這兩個小道士，一個胖、一

個瘦。胖的道士，個子高高的，按現在來

說有一米九的個兒。瘦的道士，個子矮矮

的，按現在來說也就是一米六的個兒。

他們倆每個人砍了一捆柴，背著柴往

道觀裡走。當走到鍘刀背時，突然颳起了

一陣大旋風，塵土飛揚，他們倆雖然相隔

很近，但是居然誰也看不到誰了。

說的鍘刀背就是一條很窄的路，路的

兩邊是山溝，從路上往下看幾乎是垂直

的，都是萬丈深淵。

旋風是無情的，兩個小道士被捲下了

半山腰。小胖道士被掛到了一棵大樹上，

小瘦道士被掛到了旁邊的一棵小樹上。

小胖道士醒過來就喊：「師父啊！我

們掉到山谷裡了，掛到了樹上，求師父來

救救我們吧！我們在這裡一定要堅持住，

等著師父來救我們。」

小瘦道士醒過來就說：「媽呀！我掉

到山谷裡了，掛到了一棵小樹上，嚇死我

了，摔死我了，我就要死了……」

道長師父一會兒就來了，順手從山上

折了一些藤條，接成了很長很長的兩根，

並且拴在了一塊大石頭上，然後把藤條的

另一邊的兩個頭扔下了半山腰，剛好在兩

個小道士的身旁一人一根。

小胖道士看到了師父扔下來的藤條，

馬上就知道師父來救他們了。小胖道士沒

有多想，抓住藤條，就像飛一樣，不一會

兒就爬上了鍘刀背，見到了師父，立即跪

在地上：「感謝師父救命之恩。」

小瘦道士看到了師父扔下的藤條，心

裡卻埋怨師父：師父怎麼這樣傻呀？藤條

這麼細，一拽不就斷了嗎？斷了的話，我

還能有命嗎？

這時，小瘦道士定眼看了看小胖道

士，小胖道士竟然爬上了鍘刀背。小瘦道

士又看到了小胖道士那根藤條，心裡想：

小胖道士是重量級的，自己是輕量級的，

肯定也不會拽斷，而且那根藤條才是唯一

能救命的藤條。

小瘦道士馬上爬到了小胖道士的那棵

樹上，下定了決心，抓住了小胖道士的那

根藤條。說時遲那時快，小瘦道士剛一抓

住那根藤條，藤條竟然馬上斷了，小瘦道

士就掉進了萬丈深淵。

文 |王領
寓 言 故 事 渭川田家

唐代/王維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

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

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

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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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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就是消

耗品，空氣的氧化、太陽的直

射、氣候及路面塵埃等，對車

身的損害是非常大的。從我們

開車的那一刻開始，汽車的各

個部件都在損耗，特別是沒有

保護層的車燈罩就更容易損壞。

5 年以上的汽車燈罩容易

出現猶如鱗片般的雜質，那是

因為大部分的車燈罩是塑料材

質的，在陽光暴曬和氣候氧化

下就更容易受損，這種情況一

般被稱為「車燈氧化」，易導

致汽車在夜間的能見度下降，

對安全駕駛造成不好的影響，

另外也非常影響汽車的美觀

度。今天推薦兩種解決車燈氧

化的妙招，希望可以幫助到大

家。

短期恢復大燈透光度

短期復原方法相對更簡單

也更省錢，家中常見的物品就

可以解決。

1、肥皂水

首先用清水沖掉砂子雜

物，防止二次刮花大燈，然後

用柔軟的毛巾蘸著肥皂水擦拭

車燈，建議使用汽車專業的擦

車巾，吸水性強而且不掉毛。

因為肥皂水是鹼性的，能有效

的清除車燈上面的污垢，同時

還起到增加亮度的作用。清洗

完畢後，建議大家在大燈上塗

抹一層拋光劑，然後用海綿仔

細擦洗打磨發黃的地方，發黃

的大燈像新的一樣明亮。

2、牙刷 +牙膏

準備廢舊牙刷一支和牙膏

少許。首先用清水沖掉砂子雜

物，在大燈上噴塗適量的清潔

液，將大燈上殘留的污漬顆粒

清洗乾淨。第二步是將少量牙

膏塗抹在大燈燈罩上，然後用

牙刷重複刷燈罩直到達到滿意

的效果。

這個方法的原理是利用牙

膏內的顆粒狀體，以刷掉燈罩

表面的雜質和氧化物，但牙膏

內的顆粒物摩擦力比較細微

的，所以汽車過一段時間後又

會變回原來渾濁的樣子。

永久修復大燈亮如新

這種方法需要使用市面上

販售的大燈復原產品。第一步

和短期復原方法一樣，需要

清潔燈罩，但這裡需要用到

2,500 至 3,500 之間的超細磨

砂紙，將塑料表層的氧化物磨

掉。需要注意的是不要選擇過

於粗糙的磨砂紙，否則會對燈

罩造成過度磨損而變花。

用磨砂紙清潔打磨後，將

大燈復原產品塗抹在擦車巾的

一角，然後稍微用些力道擦拭

燈罩，直到達到最滿意的效

果。最好最快速的方法是需要

用到拋光機或打轉機，如果家

裡沒有拋光機或打轉機，用擦

車巾反復擦拭也可以達到磨光

變亮的效果。

本文圖片：ADOBE STOCK

◎文：黃詩錚

夏季天氣炎熱，車子在高溫天氣下很容易出現各種問題。車子

是由眾多精密機械組成的一部大機器，需要定時保養。這樣我們

才能安心駕駛。作為一位駕駛員，掌握一定的汽車保養知識，不

僅能保證車子安全運行，也能減少車子的損耗，幫您省些荷包。

好好閱讀車子使用說明書 

  很多人常常忽略認真讀汽車

使用說明。一些新手駕駛員，經

常是遇到一些小問題就直接把車

開去車廠修理，其實關於車子的

一些知識可以從使用說明書這本

小冊子裡得到。儀表板的燈與符

號標識、座椅的乘載、固定里程

數的保養都能在這學習到。又

如，對霧燈的使用，在說明書裡

也有。只要閱讀說明書，就可以

知道在各國不同環境與溫度下，

如何使用霧燈。經常見到一些新

手駕駛員，在正常天氣的夜晚，

也開著霧燈行駛，使得車子不必

要的慢慢損耗。所以，使用前詳

讀說明書，能確保您瞭解車子的

許多細節。

輪胎檢查

夏季的平均溫度比較高，曝

晒在太陽下的柏油路更面的溫度

更高，這使得汽車輪胎容易損

耗。現在大部分的新車都有胎壓

偵測器。而在之前購買的汽車，

就需要固定檢查胎壓，以防爆

胎。在駕駛側邊車門都會有一張

胎壓標籤，這些標準值是指輪胎

在冷卻時的壓力，在停車 3 小

時後測量冷卻的輪胎才能得到準

確的胎壓值。

一般都是虧氣的輪胎容易產

生爆胎現象，這現象占了爆胎原

因的一半，另外過期的輪胎也要

進行汰換，雖然一般輪胎的使用

壽命在 5~8 年，但是建議更換週

期在 3 年。養成定期檢查輪胎的

好習慣，可讓您上路更安心。

固定時速行駛減

少燃油損耗

任何機械都怕高溫，發動機

活塞溫度過高的情況下，容易產

生熱燒熔而導致爆缸。車輛軸承

在過熱下，會使潤滑油變質，易

導致軸承燒毀、性能下降，造成

車子損毀。經常性的剎車及加速

很容易損耗燃油，所以保持平靜

的心情，掌握開車的節奏，可讓

您的愛車更加省油。

定期清潔濾芯

車上的濾芯有空氣濾芯、空

調濾芯、汽油濾芯，這些濾芯零

件都需要定期清理，否則容易積

碳或是有雜質卡住。當雜質全卡

在油路汽缸內，更容易加速相關

機件的損壞，造成汽車故障。更

甚者，讓汽車無法發動。

五油三水

汽油、機油、變速箱油、剎

車油、動力方向機油是汽車保養

最重要的五油。汽油盡量不要快

耗盡才去加油，目前的新車，都

裝有電子油量感應器，必須浸泡

在汽油中才能散熱。在夏季是最

需要注意機油的季節，由於高溫

會導致機油加速損耗。變速箱油

的檢查較為繁雜，可以請託專業

車廠人員幫您檢查。動力方向機

油是大家常常忽略的，在 4000
公里時仍建議更換一次。剎車油

則要注意不要添加過量，過量容

易噴灑在高溫引擎上，讓機件腐

蝕或是損壞。

三水指的是水箱水、雨刷

水、電瓶水。在夏季高溫狀態

下，可在水箱中添加水箱精，與

水箱水混合後能減少水箱水蒸

發，達到冷卻引擎的效果。可以

添加些擋風玻璃清潔劑，增加雨

刷水清潔的效能。夏天的高溫容

易讓（加水式電瓶的）電瓶水蒸

發，定期檢查電瓶水，可避免因

電瓶水過少而減低電瓶的壽命。   

不 可 不 知 的

（圖片來源：Un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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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米德大戰》電影劇照

1933 年，日本與歐美的對

立加劇，日本帝國海軍高層對於

建造巨大戰艦——大和號寄予相

當大的期待，但海軍少將山本

五十六（館廣飾）卻希望能暫

緩這項計畫。即使山本提出了替

代方案，高層仍支持建造向世界

炫耀的大和號。

山本為了計算出建造大和號

需花費的龐大經費，向外界公布

計畫所隱藏的不合理條件，請來

天才數學家櫂直（菅田將暉飾）

協助計算。櫂直活用與生俱來的

數學能力和氣度，開始試算大和

號所需的經費，但帝國海軍的力

量向他侵襲而來……

菅田將暉飾演數學天才，年

輕氣盛，看不慣海軍的階級意

識，自顧自玩起測量，從人臉、

書桌到戰艦，無所不測，簡直是

怪胎。然而，菅田把天才的勇

電影簡介

◎文：周明真

氣、堅持與行動力演得討人喜

愛，對比於跟在身邊的少尉，講

求遵守規定與階級禮貌，他秉持

「數學不會說謊」的原則，把數

學當成信仰，談起公式眼睛會發

光，令人難忘。

全片大多篇幅放在櫂直如何

阻止另一陣營的巨大戰艦建案通

過，滿心以為數學能改變世界，

而被周遭的人信賴的櫂直，其實

也只是軍閥手中的棋子。

雖然電影是戰爭題材，但藉

數學天才一窺戰爭的命定與無

理，海軍與財閥的官商勾結，跟

時間賽跑完成任務，從戰火無情

的開場，揭露日本人的民族性。

《阿基米德大戰》看似辯證

戰爭的利弊，最後給人的卻是虛

無命定的逃無可逃，在巨型戰艦

的華美中流洩注定的破敗，卻有

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力量。

影片
《阿基米德大戰》

The Great War of 
Archimedes

導演 山崎貴

主演
菅田將暉、館廣、小日向

文世、 笑福亭鶴瓶

故事

改編自三田紀房同名人氣

漫畫，菅田將暉詮釋數學

天才。大和號戰艦 VS天
才數學家！這是關於一名

男子想以數學終止戰爭的

故事。 

The Great War of Archimedes

一窺戰爭的命定與無理

《阿基米德大戰》電視
隨記

車庫娛樂提供

車庫娛樂提供

16人確診武漢肺炎 NBA還能打嗎？

據中央社報導，美國職籃聯

盟目前做出第一階段檢疫，302
名球員中共 16 人確診，感染率

為 5.3％，其中國王隊傳出至少

有 4 人確診，染疫災情最為嚴

重，球員工會則擔憂若持續進行

比賽，可能會爆發更大規模的群

集感染，因此反對復賽的聲浪大

增。 
對於 NBA 是否如期復賽一

事，NBA 總裁席爾瓦（Adam 
Silver）近期密集與各球團主管

開會，並與球員工會、醫療團

隊、政府公衛人員進行相關防疫

措施的商討，進行危機處理，竭

盡一切力量想讓本季能夠如期在

迪士尼進行復賽。 
席爾瓦對官方打造出的「泡

泡聯盟」仍深具信心，認為只要

透過滴水不漏的檢驗，並在封閉

的環境下復賽，一定可以保障球

員的健康是安全無虞的。 
不過，仍有不少球團對此提

出疑慮，因為即使所有參與復賽

的人員都保持健康，也難以確保

及過濾所有迪士尼的司機、客房

【看中國訊】日前趙麗穎現身錄

製《中餐廳》的現場，與黃曉

明、張亮、林大廚等人趕往湖

北錄製，而這一幕恰巧被路過

的網友拍到。

據新浪娛樂報導，這檔娛

樂節目是趙麗穎產後接拍的第

一檔綜藝節目。由於疫情原

因，該節目一改過去召集藝人

到海外開中餐廳的製作方式，

而是在國內開「移動中餐廳」，

眾人搭船出航巡迴，首集選在

恩施巴東的遊船上拍攝。拍攝

地點僅離受災嚴重的湖北省宜

昌市約 40 公里，網民擔心兩人

太搏命。

網友拍到錄製時一行人正

在某個市場上買菜 , 一身黑色打

扮的黃耀明，單手扛起買菜的

購物車，另一隻手與穿白色短

袖襯窄腳褲的趙麗穎搶著拿購

物袋，兩人一起去街市，沿途

有說有笑。趙麗穎在市場裡挑

選菜品，手上還拿了一張白紙

貌似是在記賬，由此可以推斷

趙麗穎應該是頂替了去年秦海

璐的角色，是兼職會計。黃曉

明則為她拿「戰利品」。「兼

職」大廚張亮也回歸了，張亮的

加盟無疑對整個節目組來說是

最有力的幫手。

由於沿途有不少人認出黃

曉明和趙麗穎，紛紛拿出手機

跟著他們拍攝，網友都說：「節

目都不用等正版播出，路透已

經把內容曝光得差不多了。」

從所有路透照可見，最受

關注的是趙麗穎，她於 2018 年

和男星馮紹峰結婚，育有一歲

的兒子。據搜狐網披露，趙麗

穎早前曾拒絕綜藝節目《乘風破

浪的姐姐》的邀請，而理由並不

是說檔期滿或拿其它私事當藉

口，而是說「我捨不得兒子」。

【看中國訊】參與NBA奧蘭多復賽的22支球隊，就要陸續進駐迪

士尼園區，然而，園區所在地的佛羅里達州，目前確診案例已經

逼近15萬，對此，美媒發出質疑坦言：「NBA還能打嗎？」 

服務人員和廚師等數百名員工的

健康狀態，倘若這其中有任何一

名中共肺炎（COVID-19）的帶

原者，都將成為最大的防疫破口。 
布魯克林籃網前鋒錢德勒表

示，因為該肺炎所造成的安全

疑慮，他決定多花點時間陪伴

家人，將不會參加 NBA 在奧蘭

多進行的復賽。錢德勒對 ESPN
記者表示：「做出不和隊友並肩

作戰的決定是非常艱難的，但家

人的健康與福祉必須擺在首要的

位置上。」「感謝籃網球團能理

解並支持我的決定，我會關注將

前往奧蘭多的籃網，並為他們加

油。」 目前已經有另一些 NBA
球員也表態不會參加在佛羅里達

州進行的復賽。

黃曉明趙麗穎到災區拍綜藝

為救夫 8折
售豪宅？ 
大 S經紀人回應

【看中國訊】有傳臺灣藝

人大 S 為搶救丈夫的事業，

將手上的「冠德遠見」19 樓

2 戶豪宅在今年 5 月以開價的

八折轉售，而日前大 S 通過

經紀人回應：「原價賣出。」

大 S 這間屋子是 2011 年

購入，去年年中釋出求售，開

價 2.76 億新台幣，而今年 5
月賣出，成交價約 2.47 億。

《ETtoday》報導指出約是以開

價的 8 折價成交，是由新竹

的 2 位買主共同買下，且全

是以現金購入，也讓大 S 順

利進帳一大筆錢。

先前有關大 S 出脫房產

救夫及 S HOTEL 經營問題，

已遭夫妻兩人駁斥，大 S 的

經紀人於 6 月 29 日也否認成

交價開 8 折，「我們的確是賣

了冠德遠見，之前買了新房子

搬離冠德遠見也有 2 年了，

當初搬家的時候就已經同步委

託房仲賣屋，直到最近很幸

運地賣掉了，房價並沒有打 8
折而是原價賣出。」

與臺灣藝人大 S（徐熙

媛）結婚九年的大陸富二代

汪小菲，2 月時曾傳出在臺

灣經營的「S HOTEL」生意

吃緊。

臺媒報導，汪小菲近年在

臺灣經營的副業，似乎不甚理

想，如「俏江南」餐廳很快就

收攤，本來就經營不善的飯店

「S HOTEL」因受到「武漢肺

炎」波及，大陸來臺旅遊不景

氣，一度爆出飯店員工放無薪

假、遭資遣等風波，甚至還爆

出飯店面臨生死存亡的消息。

臺灣藝人大S（徐熙媛）與大陸

富二代汪小菲（右）（網圖）

趙麗穎（左）產

後接拍的第一檔

綜藝節目《中餐

廳》，與黃曉明

（右）等在湖北

宜昌開拍首集。

（網圖）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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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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7月8日

無籽紅提

 Jumbo BC Cherrys BC 大櫻桃

*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Apricots 杏 Red Seedless GrapesWhite Flesh Peaches / Nectarines 白桃 / 油桃Navel Oranges 臍橙

5lb CarrotsAltufo Mangoes 呂宋芒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胡蘿蔔

$38888 lb

3 Pack Garlic 大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and get a free 
10 lb potato.10 lb potato.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0 磅土豆。

$1282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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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8
lb

$09898
lb

$3989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119898
cs

Red Seedless Grapes

$

White Flesh Peaches / Nectarines 

$1 4848
lb

3 顆 裝5 磅裝 $$009898 3pack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10 磅土豆。

醬料的適當運用，可增添食

材風味，促進食慾。不同的蔬菜

有適合的搭配醬料，例如：茄子與

味增的結合，提味增鮮，相得益

彰。

食材
茄子、麵粉少量、白芝麻適量。

醬料：味增 15g、冷開水 15cc、淡味

醬油 1小匙、白醋 3小匙、味霖 1小
匙。

作法
�備料：茄子洗淨瀝乾。芝麻烤

試一試不同的烹飪方式，說不定

有令人出奇的美味效果。蔬菜凍是一

種能同時享受視覺與味覺的料理，大

人小孩都會喜歡。

食材
四季豆、秋葵、玉米筍、西芹、杏鮑

菇、紅椒、黃椒、茄子適量。

凍汁材料：吉利丁片 1 0 g、雞高湯

400cc。

 作法
 ①備料：蔬菜清洗乾淨。西芹、四季

豆去筋。彩椒去籽及內膜。杏鮑

菇、西芹、彩椒切長條片狀備用。

② 鹽水煮蔬菜：煮滾一鍋水，加入

鹽。分別汆燙蔬菜，依喜歡的蔬菜

口感決定汆燙的時間。起鍋後蔬菜

泡浸冰水。

③準備蔬菜凍的容器。容器底部先

放一張保鮮膜，才好脫模。

④雞湯凍汁：a.吉利丁片以冰水泡
軟，擠乾水分。b.以小火加熱雞高
湯，煮滾後加入吉利丁和調味料，

一起攪拌均勻，熄火。c.放冷至開
始凝結稠狀。

⑤按成品要呈現的剖面，依序放入

蔬菜排列整齊，再倒入雞湯凍汁。

最後用保鮮膜密封，冰鎮定型，切

片食用。

蔬菜的種類多樣，風味多元。多

認識蔬菜，可豐富自家餐桌的蔬菜菜

餚。以涼拌烹調蔬菜，既方便又能享

受到蔬菜的原汁原味。

食材
四季豆 200g、辣椒（或紅椒）少量。

調料：蒜頭 1瓣、鹽 1/2小匙、芝麻香油

2小匙、開水 50cc。

作法
�備料：四季豆洗淨，去筋。煮滾一鍋

水（水量必須足以淹過所有食材），加

入少量鹽，放入四季豆，煮熟撈出，

放入冷開水中，降溫後撈出，瀝乾水

分備用。

�四季豆切小段，辣椒去籽切絲備用。

�混合調料，拌入作法�中。翻動食

材，使均勻沾裹醬汁。盛盤排列整

齊，即可上菜。

◎ 文 :米娜

蔬菜是大自然賜給我們的禮物，

嘗試各種蔬菜和烹調方式，做出

百變蔬食好滋味。蔬菜好滋味享
受

烤
蔬
菜
沙
拉



涼
拌
四
季
豆



香。混合味增和冷開水，調勻。加

入其他材料，調勻備用。

�麵粉放進盤子裡備用。茄子去頭

尾，切短圓柱狀。

�熱油鍋，茄子沾上一層麵粉，放

入鍋裡以小火煎 3至 5分鐘。翻面

繼續煎至兩面金黃，起鍋整齊排放

在盤子上。

�將醬料鋪在茄子上面，撒上烤香

的芝麻，即可上菜。

�味增風味的茄子料理作法多樣，

除了煎茄子沾醬，也可以抹醬烤

熟，或是炒茄子以味增調味，都能

品嘗到味增茄子的美味。

茄
子
佐
味
增
醬



鼓勵孩子多吃蔬菜，可嘗試不同

的方式，例如：變化蔬菜的切割形

狀；或是將蔬菜與孩子喜歡的食材一

起烹調，例如：添加起司等。這樣，

可以借助鮮豔的色彩和變化的形狀，

提升孩子對蔬菜的興趣。

食材

櫛瓜（zucchini）、洋蔥、彩椒、土

豆、茄子適量、新鮮馬蘇里拉起司

（mozzarella）適量、新鮮巴西里葉。

沙拉醬汁：橄欖油、紅酒醋適量（油醋

比例 3：1）、鹽、黑胡椒少量。

作法

�備料： 蔬菜洗淨瀝乾，食材切適合大

小。烤箱以250攝氏度先預熱 10分鐘。

�土豆需要前處理。將土豆放入滾水

裡，煮至八成熟，瀝乾水分。

�烤盤抹上食用油。將所有食材全部

鋪在烤盤上，橄欖油均勻倒在所有食

材上面，撒上少量鹽。烤盤送入烤

箱，以 250攝氏度，約烤 20分鐘。

�取出烤盤，將蔬菜與撕小塊的馬蘇

里拉起司一起裝填入大碗裡，食材壓

密緊實，倒扣在大盤子上。

�上菜前，淋上醬汁，撒上撕碎的巴

西里葉，風味更佳。

1.衛生：
涼拌蔬菜
水要燒開
開水製冰

茄子：

下鍋或者
放入鹽水
減緩氧化

2.入味 ：

蔬菜切割
大小一致
均勻拌醬

什
錦
蔬
菜
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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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名家李可有一句話——

「人體有一處陽氣不到，就是疾

病」，所以人體老、病、死的過

程，就是一個陽氣逐漸衰亡的過

程。人死之後會全身冰冷，是因

為陽氣耗盡了。所以留得一分陽

氣，就保存一分生機。

避免陽氣損害過多

我們現代社會，損害人體

陽氣的情況太多了。恣食生

冷，尤其是夏天吃冰、喝冷

飲，成了家常便飯，殊不知冷

飲入胃，損傷脾胃，脾胃一

傷，百病叢生；再有一個就是空

調，現在生活水準提高了，基

本上家家戶戶都有空調，有人

把空調開的溫度很低，時間長

了都凍起來了；還有，就是現

在抗生素的濫用，發燒、感冒

了，都要用抗生素，殊不知抗

生素是大寒之品，雖然暫時緩

解症狀，卻永遠的傷了陽氣。

陽氣。可是現代社會，人們有很

多貪欲、私心和怨念，這對於我

們的心臟來說，都是陰性的東

西、負面的東西，久之人心裡就

會變得陰冷，心身一體，人的身

體也會變得陰冷，很多抑鬱症的

陽虛就是這麼造成的。古語有

云：「良言一句三冬暖。」帶著

慈悲之心說出一句完全為別人好

的話，讓人在三九寒冬都能感到

溫暖，這是多麼強大的陽氣啊！

夏天是排寒的好時間

夏天，自然界陽氣隆盛，我

們身體的陽氣也盛於體表，是排

寒的最好時間。夏天應該少吃冷

食，避免長期待在空調屋子裡，

適當進行戶外運動，適當出汗。

人體有個機制，就是通過經絡，

六味地黃丸由熟地黃、山茱

萸、山藥、澤瀉、茯苓、牡丹皮

等六味藥組成，主要的功能就是

滋補肝腎，對於肝腎陰虛、腰膝

酸軟、頭目眩暈、耳鳴耳聾、盜

汗遺精、骨蒸潮熱、手足心熱、

虛火牙痛、口燥咽乾、小兒腦囟

遲遲不合等，都有良好的療效。

現代醫學也發現，六味地黃丸能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對於慢性腎

炎、高血壓、糖尿病、神經衰弱

等，均有一定的療效。

六味地黃丸加上枸杞、菊

花，就成為杞菊地黃丸，功能是

滋腎養肝、補血明目；加上知

母、黃柏，就成為知柏地黃丸，

功能為滋陰降火；加上麥冬、五

味子，就成為麥味地黃丸，功能

是滋腎養肺，對於腎臟陰陽虛實

的變化，可以隨症活用。春天陽

氣漸盛，萬物生發向上，調補方

向應著重疏泄條達、養陰柔肝，

枸杞陰陽雙補，菊花疏散風熱、

平肝明目，加上專補命門之水的

六味地黃丸，可供春季養生使

用，對於兩眼乾澀、昏花流淚

者，卓有功效。

夏季炎熱，屬純陽的氣候，

應用六味地黃丸純陰重味，可以

壯水制陽，保護肝腎，均衡陰

陽；若是虛火頻發、虛煩盜汗，

可用知柏地黃丸。

秋日燥氣偏盛，也可用知柏

地黃丸潤燥降火。但知柏地黃丸

較寒，不用吃太久，可用麥味地

黃丸，尤其在酷寒的冬天，養生

應封藏精氣，五味子斂腎氣，麥

冬質黏，含多醣體、類固醇物

質，可共湊養藏之道。麥味地黃

丸也叫做八仙長壽丸，對於陰虛

形體瘦弱，疾多食慾不振，因腎

氣久衰所致，可長期服用八仙長

壽丸調理。

中 醫 有 句 古

話——「百病生於

寒」，很有道理。

《黃帝內經》中說：

「陽氣者若天與日，

失其所則折壽而不

彰。」這是把陽氣比

作天和太陽，可見陽

氣是多麼的重要。

      百病生於寒——
      兼談夏季排寒

六味地黃丸的用藥特點是

「三補三瀉」，補、瀉兼施，適

合腎陰虛的人，如：舌質紅、經

常口乾舌燥、心跳偏快的人，因

此陽虛的人不適合；如：臉白怕

冷、畏寒肢涼、夜尿便清等，脾

胃虛寒的人不宜服用，因為六味

地黃丸滋陰藥偏多，脾虛者會消

化不良；再來是濕熱證的人不適

用，表現為口苦泛酸、小便黃赤

等，因為滋陰藥會斂溼，讓濕熱

流連不去，達不到調養的目的。

瞭解了地黃丸系列特點後，就可

達到養生較好的效果。

保健

常識

把一些代謝廢物和平時體內積攢

的寒氣從五臟六腑，推到皮毛，

夏天人可通過出汗把它排出體

外。夏天從來不出汗的人肯定會

得皮膚病，因為人體總會想辦法

把它排出去，不能走生理管道，

就走病理管道。現在流行的三伏

貼，冬病夏治，也是這個原理。

當然出汗後要注意多喝

水，補充體液。傳統的「酸梅

湯」是夏天非常好的飲品，它的

酸、甘可以化生津液，也可以

制約人體的陽氣，使之不至於

生發太過。        
再適當地喝些溫補的茶提

升身體的能量，協助身體排除

寒濕。如：綠茶、普洱茶、烏龍

茶、大麥茶、生薑紅茶和枸杞

薏米茶等。

很多人用抗生素治好病後，體

質下降，變得很容易感冒、怕

冷，或者不愛吃飯，還有的孩

子長不高了，這都是傷陽的表

現。長期熬夜也會損傷陽氣，

晚上 9 點到凌晨 3 點，對應於

四季中的冬季，此時人若處於

深度睡眠，陽氣可以很好的閉

藏，白天才有能有精神（陽氣

充足的表現），長期熬夜會造成

陽氣閉藏不足，久之造成陽虛。

多說溫馨的好話

不良的心理也會傷陽。因為

人體的陽氣來源於心臟，心臟就

像太陽一樣，普照萬物，無私無

我，任勞任怨，所以我們應該像

太陽一樣無私無我，充滿仁愛、

慈悲之心，才能保護我們的心臟

免、防護及遮蓋。

早上 10 點到下午 3 點，盡

量避免待在戶外；使用防晒係數

30 以上的防晒乳液；並配戴帽

子及穿著長袖衣物，遮蓋皮膚，

可以有效避免紫外線的傷害。

建議家長提醒孩子，或者觀

察小朋友的皮膚，活動中或活動

結束後，皮膚如果出現持續的紅

或刺痛，應特別小心，可以沖冷

水，或是塗抹具蘆薈成分的修護

鎮定產品。

提醒大家，塗抹防晒乳液

時，不要遺漏耳朵及後頸部位，

而且也要適時重複塗抹。如果流

汗量太大，建議選擇防水性佳的

防晒乳液。

戶外或外宿的夏令營也要防

止蚊蟲叮咬。

如果平常小孩被蚊蟲叮咬後

有較強烈的反應，例如：紅腫常

超過一天或出現水泡等，建議隨

身攜帶平常使用的皮膚藥物，在

剛被叮咬時立刻塗抹，可以降低

過敏反應。

防蚊三法則：避免、防護及

遮蓋。在早上太陽出來後 1 小

時和太陽下山前後 1 小時，蚊

蠅活動力最旺盛時，避免在花

園、草地或水池邊進行活動。

先抹防晒乳液  
再塗防蚊液

使用防蚊液或防蚊貼片來

保護皮膚。DEET（敵避）是

歷史最悠久，也是最有效的防

蚊成分。小朋友建議使用濃度

為 10 ～ 30%，成人則建議使用

30 ～ 50% 的濃度，分別可防護

2 ～ 6 小時。

戶外活動時，穿著薄長袖、

長褲，或是戴帽子遮住耳朵及後

頸，可以保護小孩的皮膚。

睡覺時使用蚊帳，也是遮蔽

的好方法。

皮膚較敏感的小孩，如果不

敢直接在皮膚上塗抹防蚊產品，

也可以在衣服外噴灑防蚊液防

護。

如果要同時使用防晒及防

蚊產品，宜先塗抹防晒品，等 5
至 10 分鐘後，再塗抹防蚊液，

才能有效對抗紫外線和蚊蟲。

戶外夏令營 防晒防蚊3法則
家長帶著小孩來門

診，爸爸問：「醫師，

我家小孩皮膚超敏感

的，暑假到了，他又要

露營，又要健行，這樣

皮膚受得了嗎？」

六味地黃丸 春夏秋冬皆可用

現代醫學發現，六味地黃丸

能提高人體免疫功能，適時

的攝取六味地黃丸，不失為

簡捷、有效的養生策略。

（轉載自自由時報）

夏季順時養生
夏季要跟著太陽「晚

睡早起」，才能達到「順

時養生」的效果。所謂

「晚睡」，是指不要在晚

上 9點以前就去睡，但最

晚也不能超過11點以後。

如果超過 11點，甚至 12

點以後才睡，就算「熬

夜」，對健康非常不利。

「早起」最好於早上

5∼ 7點之間（陽氣準備

或正要開始旺起來的時

候）起床，接受太陽的

照射——「吸收陽氣」，

將體內在冬天時累積的寒

濕之氣，透過太陽的光和

熱發散掉，有助於筋骨強

健。

夏季自製解暑飲料
1. 五汁飲：梨汁、

荸薺汁、藕汁（或甘蔗

汁）、麥冬汁、鮮蘆根汁

攪勻，製成五汁飲，為生

津止渴的解暑飲料。

2. 消暑湯：取西瓜
皮、花生各 100 克，麥

芽、薏苡仁各 50克，煮

湯飲用，清熱解暑效果很

好。

3. 綠豆湯加料：綠
豆湯加一些食物或藥物共

煮，例如：綠豆南瓜湯、

綠豆薄荷湯、綠豆薏苡仁

湯、綠豆銀花湯等。

西瓜治病小妙招
明代著名的藥理學家

李時珍，總結西瓜的醫療

作用：

1. 每日喝西瓜汁 3

次，每次1杯，治黃疸病。

2.西瓜瓤絞汁，徐徐

飲用，治口瘡。

3. 西瓜肉焙乾，加

鹽醃製，或以醬油浸渣後

服用，治紅眼病、口舌糜

爛。

4. 西瓜汁加適量白

糖沖服，治哮喘、乙型腦

炎。

5.西瓜汁加適量紅糖

沖服，一日3次，治血痢。

6.西瓜汁和番茄汁等

量混合飲用，治夏季食慾

不振、消化不良、重症感

冒。

六味地黃丸

能提高人體

免疫功能。

參加戶外活動的夏令營，例

如：健行、游泳、攀岩、登山或

溯溪等等，要記得預防晒傷。

18 歲以前的嚴重晒傷病史，會

增加日後罹患皮膚癌的風險。

避免、防護、遮蓋  
保護皮膚

建議遵守防晒三法則：避

夏天是排寒

好時機，可

適當進行戶

外運動，適

當出汗。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醫 師 講 堂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文：王綺嫻

◎  文：蕭川

醫道
尋真+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小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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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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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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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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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曼麗夫人您好：

我跟男友（獨子）交往多

年，和他母親之間一直客客氣

氣，即使她對我的態度不太好，

但我的基本禮數都有做足。但是

當我們開始談論婚嫁時，我發現

她的控制欲太強了，包括婚後一

定要同住，每個月要給家用，每

天回家煮飯，最重要是一定要生

男生等。每一個話題對我來說好

像都是一顆炸彈，他母親還表示

自己沒錢（可是聽我男友說每

個月都有房子租金可以收），沒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有錢給我們做餅和給聘金。

一直到這時，我還是客氣地

回應，因為不想把關係弄僵，但

近日男友向她提出婚後可能搬出

去時，事後她大發脾氣打電話罵

我，夾雜好多粗口侮辱的話，掛

了電話後，我真的想打退堂鼓

了。雖然男友和我感情深厚，但

面對婚後這樣一個母親，我自認

還沒有那麼大的修養可以應付，

只要想到他母親，我一點結婚的

喜悅都沒有，我也相信這些摩擦

足以把我們的感情在婚後都磨掉

了。很多朋友都勸我離開，我想

聽聽您的想法。 
晴天

 ◎ 文：曼麗夫人 
 ◎ 圖：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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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天你好：

可以理解晴天承受的巨大壓

力，許多獨生子的家長確實普遍

存在控制慾比較強的現象。如果

從另外角度來看，男友母親的要

求和期盼也是人之常情。相信晴

天是位知書達禮的女孩，交往之

初你就應該知道他獨子的背景，

他的母親多少會把希望寄託在他

一個人身上，但是你想過沒，要

成為一家人除了客氣和基本禮數

之外可能還要更用心將男友的父

母當做自己的父母，一但彼此融

入感情之後，她不但不會擔心失

去從小依靠指望的兒子，而是慶

幸多一位孝順的媳婦在身邊。

首先我們不妨先設身處地的

看待似乎無法接受的種種要求，

放棄先入為主負面的想法，背後

其實都有可以理解的用心；就拿

跟母親同住來說也不完全是一件

壞事，不管是從節省房租支出跟

彼此照應、或是將來孩子的幫忙

撫養來說都是一個優勢，所以暫

時同住確實不失為一個好的建

議，如果日後真的無法和睦相處

再做打算也不遲，這點是可做彈

性調整的。

況且既然同是一家人又是獨

子的情形下，家用的要求說白了

難道不是為了幫你們打理未來的

經濟嗎？至於生育的問題先承諾

下來再說，日後的變化就不是任

何人可以決定的，杞人憂天根本

是沒有必要。

至於喜餅跟聘金的習俗對現

代人來說就更好解決，不拿聘金

的前提也就表示沒有嫁妝的要

求，現代人公證結婚的情形相當

普遍，再說你們的幸福豈是建立

在這些表面的細節上，這些都不

會成為影響婚姻的問題。

假如你和男友間的感情是薄

弱、不值得努力的話，自然可以

聽從身邊朋友的勸告，早些分

手，但是你自問：表面上看來似

曼麗小語：最重要的是你的

心態，樂觀積極會讓你看見

轉機，以善意包容出發，你的

幸福將掌握在自己手中。

乎面臨重重難題，但還不至於讓

人絕望；當你和男友同心協力、

抽絲剝繭將問題一個個分析解決

後，依然可以看見希望的曙光；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態，樂觀

積極會讓你看見轉機，以善意包

容出發，你的幸福將掌握在自己

手中。祝福你早日成為幸福快樂

的新娘子！

未來婆婆控制欲強未來婆婆控制欲強

市面上的清潔劑種類繁

多，看得人眼花繚亂，廚房、

廁所、去霉、去污等，都不知

該從何選起。而且市面上的清

潔劑普遍充滿化學劑，為了達

到強力去污，內含不少有毒成

份。

近日，臉書上一名澳洲媽

媽在討論組裡上傳一種自己研

發的清潔噴霧，據說非常神

奇，能去除許多頑固污漬哦。

小編仔細一看，這款神奇的清

潔劑使用了 5 種成份製成，都

是些我們身邊的日常材料。如

今宅家空閑得很，自製清潔劑

如何呢？既擁有與市面清潔劑

相同的效果，還天然無毒，讓

你清潔乾淨又放心。

如此神奇的噴霧，需要些

什麼成份呢？

1、1.5升水（其中包
括一杯開水）

2、300ml醋
3、60ml洗碗液
4、25ml桉樹油
5、3茶匙洗滌蘇打
首先將蘇打用開水溶解，

然後加入其它成份。用這個方

法就能製成多功能洗滌噴霧，

方法非常簡單、便捷。

許多網友照此方製作，紛紛

讚不絕口，都說這個噴霧好用過

市面上買的清潔劑哦！

「喜歡這種噴霧！這是我現

在唯一用的清潔劑了，可以在各

處使用，比如烤箱頂部、浴室等

都可以。噴完靜置十分鐘後再

擦，不需要其它任何東西。」

「我發現我的蠟燭櫃有蠟油

滴落在上面，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了，非常黏，這個噴霧也能輕鬆

解決。」

「給髒的地方來點噴霧，過

會兒就能擦掉污漬了。」

布沙發的污漬最難去掉，使

用這噴霧污漬竟神奇消失！

哇，經過噴霧清潔後的地

板，乾淨得能反光當鏡子用！

再看看水槽，骯髒的不像

樣子也能救回來，還跟新買的 
一樣！

還有冰箱門縫上，那些常年

「漏網之魚」的頑固污漬，都能

被擦得一乾二淨！

另外一名澳洲媽媽早前也曾

在群裡分享了她研發的清潔劑。

只需將鋁箔紙和洗碗片同時放入

水槽中，灌上熱水後靜置 5 小

時，然後用布擦拭，水槽就會變

得煥然一新！

這方法非常好用，網友們紛

紛觸類旁通，用這妙招清理了烤

箱架和烤箱底部，效果也是立竿

見影！

食醋的主要成份是醋酸及有

機酸，能溶解油污，還有殺菌、

防霉、去除異味的作用。這裡，

再教大家使用食醋製作天然的清

潔劑。

使用醋與熱水 1:1 混和，

將抹布沾取這種混和液擦拭油

污處，靜置 1 分鐘，然後以抹

布擦拭就能擦掉廚房裡的頑固 
油污。

微波爐用久了，內壁會有

一層頑垢，可以將醋與水 1:1 混

合，放進微波爐微波 1 至 2 分

鐘，熱蒸汽會軟化微波爐的內

壁污垢，然後便可用抹布輕鬆

擦掉污垢。

用 1:1 比例混合的食醋、水

混合液體塗抹玻璃、鏡子、瓷

磚等，會讓它們變得明亮如新。

此外，你可以將醋倒入水

槽，靜置半日，再用熱水沖洗

就能去掉水槽的異味。

  在家自製「神奇噴霧」
超強去污力 比市面上的好用百倍！

◎ 文：張靜

◎ 圖：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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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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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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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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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音矯正一對一課程：靈活安排

9週兼讀課程：根據需求靈活安排。矯正口音，
有助職場溝通。

定制的一對一課程：為專業人士、商務、
提升印象等量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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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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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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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為您提供專業可靠的

Melanie Wen

403.889.5575

國/粵/英語服務

ICCRC 理事

加拿大留學移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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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
國家和地區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支票兌現

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35 149

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看中國

發行點

#312, 5149 Country Hills Blvd. NW

403.286.6824
403.288.9677 info@calgaryregistry.com

calgaryregistry.com

車牌
駕照
實習駕照
交罰款
駕照路考
留置權搜索

出生證
結婚證
註冊公司

宣誓公證人
健康卡
地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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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gary

RegistryRegistry
ServicesServices

政府授權
註冊機構

Country Hills Blvd. NW
Registry

Crowchild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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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store

STAMPEDE 豐田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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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底薪 +提成，每月和年
度獎，牙醫和健康保險，眼科
保險等。

Lucas Chui，銷售經理

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看中國訊】研究發現，人們一小時

內摸臉的次數超過 16 次。鼻子發痒、眼

睛疲勞、用手背擦嘴都導致我們不假思索

就觸碰臉部。然而，眼睛和嘴是病毒最容

易入侵人體的部位，觸摸臉部會大大增加

被感染的風險。

在 2008 年的一項研究中，10 名受

試者分別在辦公室環境中單獨觀察了 3
個小時。研究人員發現，他們平均每小時

摸臉 16 次。

2015 年的另一項研究觀察了澳大利

亞一所大學的 26 名醫學生，發現他們每

小時摸臉 23 次。幾乎一半的臉部觸碰涉

及到嘴、鼻子或眼睛，這些都是病毒和細

菌最容易進入我們身體的途徑。

即使是本應更瞭解情況的醫務人員，

也被發現在 2 小時內平均摸臉 19 次。

「在積極工作的時候，人們經常會抖

腿、拨弄自己的頭髮，或者在這些情況

下，觸摸自己的臉。當然，知道自己什麼

時候最容易受到這種活動的影響，

並盡量保持警覺，在開會、打

電話的時候，或者沉浸在工

作中的時候，這肯定是有

幫助的。」加州門洛帕

克精神病學和睡眠醫學

雙認證、精神病學和睡

眠醫學的創始人亞歷克

斯 · 迪米特里烏醫生說。

我們會採取一些預防措

施，比如經常洗手，並且洗手

至少 20 秒。但是，只有當我們

也避免觸摸我們的臉時，這才會有

所幫助，因為你沒法知道你

什麼時候用手接觸

了微小且危險的

病毒。在洗手之

後，只要碰一

下門把手或類似

的表面，你就會

再次面臨感染的危險。

好消息是，摸臉的

習慣是可以打破的。

美國伊利諾伊州臨床

心理學專家 Sikora
提供了以下提示，

以避免在冠狀病毒爆

發期間觸摸你的臉。

「要隨時注意你手的

意圖。僅僅一個短暫

的停頓，就能幫助你

更清楚自己的手要做

什麼。」

在家裡或辦公室裡放置像便簽紙這樣

的提醒物也有幫助，這樣你就可以看到它

們，並記住你要讓你的手遠離你的臉。

「讓你的手忙起來。如果你在家裡看

電視，可以試著疊衣服，整理郵件，或者

用手拿東西。」Sikora 解釋說，即使是

一張紙巾也可以，只要它能提醒你讓你的

手遠離你的臉。

他還建議使用有香味的洗手液來幫

助提醒自己，讓手遠離臉部。氣味會讓

你注意到手的位置。如果你在開會或坐在

教室裡，他建議把手指交錯在一起，放在

腿上。

最後，如果你知道你習慣性地觸摸你

的臉，Sikora 說戴上手套可以有效地提

醒你。

「當你在公共場合外出時，你可以戴

上手套，」Sikora 說。「然後在你到達目

的地時摘下它們。在家裡戴上手套也可以

幫助你打破摸臉的習慣。」

如何避免用手觸碰臉部

開
卷
有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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