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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7月6日，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表示，美國正考慮在全

美禁止使用包括TikTok（抖

音海外版）在內的中國App，

理由是這些程式有與中共政

府共享資訊的嫌疑。

抖音在全球目前約有超

過 8 億 名 活 躍 用 戶。 美 國，

TikTok 應用的下載量超過 1.75
億次，僅次於印度和中國。 7
月 7 日，美國總統川普表示，

禁止 TikTok 是他針對北京政

府防疫不當「諸多反擊方式的

其中一種」。同日，美國副

總統彭斯表示，川普將捍衛美

國利益免遭「中國共產黨的危

害」。彭斯說：「無論是華為或

TikTok，都對國家的隱私和安

全構成威脅，我們將繼續採取

強硬立場。」

印度 6 月 29 日以國家安

全和隱私疑慮為由，禁止包括

TikTok 在內的 59 款中國手機

應用程式，初估損失超過 60
億美元，更直接失去 2 億名用

戶。其中抖音和社群平臺 Helo
均為位元組跳動公司推出的應

用程式。

剛在澳洲成立據點的抖

音，也面臨被封殺的命運。澳

洲計畫調查抖音將用戶資料傳

送到中國伺服器的情況，正在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said on July 6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considering ban-
ning the use of Chinese apps in-
cluding TikTok for allegedly shar-
ing informatio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ikTok currently has more than 
800 million active users world-
wide. India banned 59 Chinese 
apps, including TikTok, on June 
29, cit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i-
vacy concerns. The resulted finan-
cial loss was initially estimated at 
more than $6 billion. Australia is 
also considering a banning order. 
The European Union is also inves-
tigating TikTok.

TikTok’s Quick Rise to 
Popularity

  TikTok is the short-form video 
app launched by China-based 
ByteDance for users outside main-
land China as part of a strategy to 
grow its global audience. The tech 
company operates a similar short 
video sharing app in China called 
Douyin.
  Market research firm Sensor-
Tower reported in April this year 
that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TikTok’s number of downloads at 
Google Play and App Store com-
bined reached 315 million times, 
more than any other app in history.
In 2017, TikTok acquired musi-
cal.ly, a similar product in North 
America, for $1 billion. It is con-
sidered to be a key step for Tik-
Tok’s quick popularity.

TikTok’s Security Risk
  In January of this year, Israeli 
cybersecurity firm Check Point re-
ported that TikTok had serious vul-
nerabilities, which can be exploited 
by hackers to steal user data. 
(To Next Page)

考慮發出禁用令。

據報導，歐盟也同樣正在

對抖音進行調查。

TikTok迅速躥紅 
一樁收購交易受審查

TikTok 是中國短影音 App
「抖音」的海外版，母公司是總

部位於北京的位元組跳動科技有

限公司（Byte Dance）。位元組

跳動旗下有今日頭條、火山小視

頻和抖音等。川普上任以來，美

中對抗白熱化，TikTok 成了少

數打進西方主流市場的中國社群

媒體公司。

TikTok 的主要用戶為年

輕 群 體， 據 路 透 社 2019 年

11 月發布的數據，美國 60％

抖 音 退 場 ?抖 音 退 場 ?
TikTok Exits The World StageTikTok Exits The World Stage

的 TikTok 用 戶 年 齡 在 16 至

24 歲 之 間。 市 場 研 究 公 司

SensorTower 今年 4 月的報告

顯示，抖音和 TikTok 在全球已

經被下載了 20 億次，今年第一

季度，其在 App Store、Google 
Play 的下載量相加達 3.15 億

次，高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應用軟

體的下載量。

作為一款新興軟體，抖音

於 2016 年 上 線；2017 年， 國

際版抖音 TikTok 投入上億美

金進入海外市場；同年 TikTok
以 10 億美元並購北美同類產

品 musical.ly，此項收購被認為

是抖音迅速躥紅的關鍵，因為

Musical.ly 原本在美國就已經很

受歡迎。（下轉 A2）

https://yangshihomes.com
https://www.excel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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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 美 國 聯 邦 政 府

所屬的「美國海外投資委員

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 ted 
States，簡稱 CFIUS）」認為可

能有潛在的國家安全風險，已

經開始審查這樁收購 Musical.ly
的關鍵交易。

TikTok嚴重安全隱患
從去年到今年年初，由於

擔心 TikTok 為國家安全帶來風

險，美國五角大樓和五大軍種均

公開表示禁用抖音。今年 1 月，

以色列網路安全公司 Check 
Point 的報告指出，TikTok 存

在嚴重的安全漏洞，黑客可以利

用漏洞竊取用戶數據。

5 月 28 日，美國聯邦眾議

院 14 位民主黨籍眾議員要求對

TikTok 侵犯兒童隱私行為進行

調查。這些議員指責 TikTok 沒

有對年齡在 13 歲以下的兒童用

戶的個人信息進行全部銷毀，

未能將他們蒐集到的兒童信息

通知家長，也未能在蒐集兒童

信息之前家長的同意，因此觸

犯法律。

6 月，Apple 蘋果最新一代

系統 iOS 14 公開後，資安專家

利用 iOS 14 系統安全通知功能

發現，TikTok 每隔幾秒鐘都會

讀取剪貼簿功能，可能在使用者

不知情的狀況下，偷看 iPhone
剪貼簿裡複製的密碼、信用卡資

訊、文字等。

TikTok屏蔽香港 
反送中運動

作 為 一 個 超 熱 門 App，
抖音已在多起重大事件中發

揮作用。《華盛頓郵報》稱，

去年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中，

在 推 特（Twitter） 上 搜 索

「＃ hongkong」，會看到有關

香港抗議的大量圖像，包括對

香港抗議者同情支持的聲音，

當然也有親北京的宣傳。但在

TikTok 上進行同樣的搜索，卻

很難看到香港動盪情景。

儘管抖音的母公司辯稱，

TikTok 是一個娛樂平臺，而非

政治場所，但研究者發現，抖

音在中國為政治宣傳服務，自

香港抗議活動開始以來，支持

中共的「愛國」消息一直在主導

著抖音。

TikTok退出香港
7 日，中資社交平臺公司

TikTok 突然宣布退出香港市

場，TikTok 公 關 表 示， 公 司

因「近期事件」而撤出香港。但

TikTok 母公司的中國 CEO 張

楠，同日回覆媒體提問時卻表

示「『抖音』將繼續為香港用戶

服務」。有分析者認為，「抖

音」是中國人可以下載的版本，

而「TikTok」則是針對中國以外

的國家所發行的「海外／國際

版」抖音。

中國專用的抖音被視為「內

容審查版的 TikTok」，彼此的

內容並不連通。TikTok 母公司

此舉的意義在於他們不再將香

港視為海外，因應「港版國安

法」將香港視為中國國內，因此

香港人當然只能使用中國國內

版的「抖音」。

抖音稱美軍投毒

今年 1 月下旬中共病毒由

武漢開始在全球爆發。 3 月上

旬，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拋

出「美軍帶毒到武漢」的推文，

誣陷美國研製生化武器、病毒源

於美軍生物實驗室。

在此期間，抖音和 TikTok
傳播了大量相關影片，其熱門影

片的點擊量常高達數百萬。雖

然國內外同期就有諸多澄清和

闢謠的分析影片，但在抖音和

TikTok 卻鮮少見到。

TikTok助力全美騷亂
今 年 5 月 底， 美 國 明 尼

蘇達州黑人喬治 · 佛洛伊德死

亡案，引爆美國全境的暴力示

威。在前線街頭或網路現場，

TikTok 成為暴力運動的重要擴

散工具，其他網路社交媒體禁

止的煽仇鼓暴信息，在 TikTok

一律暢通無阻。

TikTok破壞 
川普競選集會

6 月 20 日，川普舉行了疫

情爆發後的首次競選集會，但和

以往集會滿場形成鮮明對比的

是，可容納 1 萬 9 千個座位的

會場出現多片空位。

事後，極左民主黨人、聯

邦眾議員奧卡西歐 · 科爾特斯在

推特上公開了 TikTok 的青年用

戶，利用預訂門票卻不出席的策

略來破壞川普競選。TikTok 的

年輕用戶宣稱，他們在該社交媒

體上教人如何預訂免費門票，卻

不出席集會。

抖音按北京意志審查

除 此 之 外， 抖 音 和

TikTok 還按北京意志審查內

容。如有關天安門大屠殺的

#TiananmenSquare 標 籤， 在

TikTok 的視頻中，大部分都在

開玩笑說該鎮壓事件從未發生

過。抖音還刪除有關西藏、新疆

和法輪功等話題的視頻。

    In June, after Apple’s latest system 
iOS 14 went public, through its no-
tification feature, information secu-
rity experts found that TikTok reads 
the clipboard every few seconds, 
possibly without the user’s knowl-
edge, to take sneak peeks at copied 
passwords,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text and more.

TikTok Exits Hong Kong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last 
year during Hong Kong anti-extra-
dition bill protests, when search-
ing on TikTok, it was very hard to 
find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see the 
turmoil taking place in the city. On 
July 7, TikTok, the Chinese social 
media platform company, abruptly 
announced its withdrawal from the 
Hong Kong market. Some analysts 
argued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move is that Hong Kong is no lon-
ger considered overseas, so Hong 
Kong people can only use the Chi-
nese domestic version ‘Douyin’.” 

TikTok’s Involvement in 
American Politics

  In early March,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Zhao Lijian 
claimed that the U.S. had developed 
biochemical weapons and the virus 
was originated from U.S. military 
biological laboratories. At the same 
time, Douyin and TikTok were 
spreading a large number of related 
videos. The most popular videos of-
ten received millions of hits.
  From the end of May till now, 
violence and riots were seen well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On Tik-
Tok, videos of violent movements 
on frontline streets or online scenes 
have flowed unimpeded.
  On June 20, Trump held his first 
campaign rally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Afterwards, Demo-
crat and Federal Representative Oc-
asio Cortez tweeted about TikTok’s 
youth users, using the The tactic of 
pre-booking tickets but not showing 
up to sabotage the Trump campaign.
TikTok Censor Content by 

Beijing’s will
  In addition, TikTok censor content 
according to Beijing’s wishes. For 
example, videos with #Tiananmen-
Square hashtag about the Tianan-
men Square Massacre, most users 
joked that the crackdown at Tianan-
men Square had never happened. 
The company also removed videos 
on topics such as Tibet, Uyghurs 
and Falun Gong.

抖音退場？

印度掀起大規模抵制抖音等中國軟件的示威（左）。6月20日川普競選集會，會前受到許多干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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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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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中國

連日暴雨成災，湖北省更是災情險峻，截

至 7 日該省 1094 座水庫超汛限，武漢、

黃岡等 11 個市州的雨量超過 400 毫米；

黃岡市浠水縣驚傳該縣第二大水庫「白洋

河水庫」大規模壩體滲漏、變形，由於當

地未來強降水還將持續，引發潰壩之憂。

不只長江流域災情險峻，位在錢塘江上

游、華東地區最大的「新安江水庫」也面

臨嚴峻考驗。

湖北水庫驚傳變形

7 月 5 日晚間至 7 月 6 日，湖北黃

岡市浠水縣遭遇強降雨，12 小時降雨量

超過 300 毫米，該縣第二大水庫白洋河

水庫水位達 85.6 米，超過限溢水位 1.12
米，為水庫建成以來最高水位。

7 月 5 日晚間 7 時 30 分，巡守人員

發現大壩異狀，上報後才做緊急處理並派

人 24 小時盯守。 6 日上午 9 時，左壩肩

脫坡險情迅速發展，到中午 12 時在右壩

肩的背水面發現一處更大面積的損害，嚴

重威脅水壩安全。

白洋河水庫位於巴水水系白洋河支

流，1962 年建成使用，總庫容 2400 萬

立方米，一旦潰壩，將危及團陂、關口、

汪崗等 3 個鎮、22 個村，因此當地近 3
萬居民緊急撤離。據中央氣象台表示，湖

北省將持續強降雨。

杭州新安江水庫狂洩洪

浙江省杭州市新安江水庫俗稱「千島

湖」，為華東地區最大的水庫，因受連日

暴雨影響，7 日上午 10 時開啟 3 閘門洩

洪，這是新安江水庫時隔 9 年開閘洩洪。

截至 7 日上午 11 時，水位仍持續上漲，

水位達到 107.43 米，超過防汛限度 0.93
米，到中午 12 時官方已開啟 5 孔洩洪。

氣象部門預測未來 3 天暴雨仍將持續。

官方承認，此次洩洪至少影響建德市

新安江街道、洋溪街道、下涯鎮、楊村街

道、大洋鎮等沿江流域 8 個鄉鎮街道，約

30 萬人口。杭州市 7日消息指，當天下午

1 時起將防汛應急響應提升至一級最高警

戒。杭州市公布的數據顯示，全市雨量已

達 676 毫米，是歷史同期的 2.6 倍。

武漢降雨超歷史記錄

《長江日報》報導，自 6 月 8 日入梅

以來，武漢已發生 7 輪強降水，其中 7
月 4 日至 6 日，武漢市連續降下大到暴

雨，局部特大暴雨；7 月 5 日至 6 日，江

夏烏龍泉自動氣象站日降雨量超 420 毫

米，成為武漢市有歷史記錄以來最高單日

降雨量。

報導指出，具體而言，武漢市累計

降雨量在 426 到 754 毫米之間，比常年

同期偏多 1 倍以上。平均降雨量達 604.8
毫米，總量達 840.9 毫米。大暴雨地區主

要集中在蔡甸、開發區、漢陽、礄口、江

漢、江岸、東西湖、武昌、江夏等地。

武漢市政府 6 日已將防汛應急響應

級別由Ⅳ級提升至Ⅲ級，排澇應急響應級

別則由Ⅲ級提升至Ⅱ級。

【看中國訊】7 月 6 日，大陸第一家

赴美上市的網際網路公司新浪網宣布，即

將啟動從美股退市程序，成為繼易車、

58 同城、搜狐暢遊、聚美優品之後又一

個在 2020 年即將退市的中概股。此前，

瑞幸咖啡因財務造假，已被美國納斯達克

股票交易所勒令退市。

當天，新浪董事長兼 CEO 曹國偉正

式宣布，將以每股 41 美元的現金價格，

收購公司發行在外未持有的全部普通股，

目前正待啟動收購程序。由於曹國偉是控

股股東，所以市場預計收購將最終得以完

成。此次收購完成後，新浪將正式從美股

退市。

新浪於 2000 年 4 月在美國納斯達克

股票交易所上市，是大陸第一家在美國上

市的網際網路公司，隨後開始有大批網際

網路公司赴美上市。其股價曾在 2011 年

4 月和 2018 年末出現超過 120 美元的高

點。 2018 年末至今，其股價持續下跌，

今年 3 月份一度跌至 2009 年以來的低點

26.3 美元。其後股價雖有反彈，但最近

三個月持續下跌，目前股價已至近 5 年

來的低位。而新浪第一季度財報顯示，公

司淨收入同比下降 8%，淨利潤同比下降

41%。其中，廣告收入同比下降 20%，

來自微博的淨收入同比下降 19%。新浪

的市值已經從最高時的 80 億美元跌至目

前大約為 26 億美元。

新浪是大陸最大的門戶網站，也同時

執行中共的監控和審查言論的制度。今年

6 月 13 日，新浪網總編輯陳彤在「3G 無線

新媒體產業發展高峰論壇」上說，新浪微

博監控實行「兩方三審制」，每個編輯都

要通報，每時每刻都有人監控，發現「不

良信息」進行刪除和封殺，並鼓勵舉報。

今年 4 月初，瑞幸咖啡曝出財務造

假並被納斯達克勒令退市之後，多隻網

際網路中概股相繼主動宣布退市計畫。 4
月份搜狐暢遊、聚美優品均宣布完成了私

有化，意味著從美股退市。

5月份美國參議院通過法案，規定

如果在美股上市的外國公司連續 3 年

沒有接受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PCAOB）的審查，將被禁止進行股票交

易，同時需要披露其是否由外國政府擁有

或控制，以保護投資人。 6月初，美國總

統川普 ( 特朗普 ) 簽署備忘錄，要求審查

中概股違反美國監管標準的情況。當月，

易車宣布退市，58 同城宣布將啟動退市程

序，網易和京東宣布在香港二次上市。

最近，出現了大陸多家企業蜂擁湧入

港股上市的趨勢，但是由於中共已經強推

了《港版國安法》，令香港不再擁有「一國

兩制」下的特惠地位，已經有跡象顯示香

港正在出現資金外逃的情況。目前，尚不

清楚新浪公司會選擇在 A 股還是在港股

再次上市，但大陸經濟觀察網 7月 7日引

述業內人士的消息說，網際網路公司從美

股退市後，能否再度成功上市仍不確定。

湖北水庫變形 千島湖狂洩洪 

以下為付費廣告

新中國聯邦於北京時間二零二零年六月四日
於美國紐約自由女神像前宣告成立！聯邦中
文宣言由中國史上最優秀的足球運動員郝海
東先生宣讀；英文版宣言由前美國總統顧問
斯蒂芬·班農先生 (Steve Bannon) 宣讀。
自此向全世界宣告中共建立七十年的政權為
非法的偽政權！

新中國聯邦願景

建議新中國聯邦參照西方民主法治體系和相應國際
法，在國際機構和喜馬拉雅監督機構的共同監督下，
制定憲法，建立三權分立政體，「一人一票」產生新
政府。選舉與彈駭制度並存，高效運行，以避免巨大
的社會動盪和人治災難。

新中國聯邦憲法包括以下内容：

1. 國家精神：人權、法制、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私
有財產神聖不容侵犯。
2. 追求與世界人民永久和平相處、共同發展。
3. 教育、養老、醫療是民生基本需求、必須立法予以
保障。教育是國之根本。擴大教育投資，西為中用；
尊師重教，有教無類。
4. 保護大自然與動物生態，萬物和諧共生。
5. 對於香港、澳門、西藏等地區，應立即頒布特別自
治條例，並嚴格執行。對臺灣則維持現狀，擴大貿易，
穩健發展，共同繁榮。
6. 沒收並追繳中共盜國賊集團掠奪的財產，還富於民。
7. 新政府成立後實施大赦，嚴重刑事罪犯和反人類罪
除外。

新中國聯邦宣言發起和制定者：全球億萬爆料革命戰
友；喜馬拉雅監督機構；法治基金主席：凱爾·巴斯
先生 (J. Kyles Bass) ；法治社會主席：斯蒂芬·班農
先生 (Steve Bannon)；爆料革命、法治基金、法治社
會發起人：郭文貴先生。

黎明使者   海之嵐   

郝海東、葉釗穎夫婦斯蒂芬 · 班農                       郭文貴

新中國聯邦新中國聯邦
NEW FEDERAL STATE OF CHINANEW FEDERAL STATE OF CHINA

成立於成立於2020.6.42020.6.4

作為爆料革命的一員，我們全力支持新中國聯邦！衷心祝福我們 14
億中國同胞擁有幸福、安全、自由、民主、法制的新生活。新中國聯
邦是我們所有中華兒女的希望！祝賀新中國聯邦成立滿月！

新中國聯邦國旗以海洋藍、太陽金為國旗主色，由 49 顆喜馬拉雅星雙橢圓環繞呈中字造型圍合而成。國
旗比例為 3：2。49 顆喜馬拉雅星均為七芒星，七芒星的含義就是再造華人的信仰星。最中間的一顆星為信
仰之星，標示著「信仰定乾坤」。 賀

三峽大壩（圖片來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新浪：在美上市第一股將啟動退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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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苗青綜合報導】

6 月 30 日中國人大正式通過香

港國安法，引來國際社會的密切

關注。英國、美國和臺灣政府等

均在考慮各種措施，為受到迫害

的港人提供移民或難民身份；與

此同時，港人和其它一些海外民

眾自發蒐集親共者的信息，期望

西方各國政府機構留下為共產黨

政府服務的組織或個人的案底。

7 月 7 日 美 國 聯 邦 調 查

局（FBI）局長克里斯托弗 · 雷
（Christopher Wray）敦促在中

國出生的美國華人，如果中共官

員強迫他們返回中國，一定要

及時報告 FBI。此前，美國國會

通過《香港問責法》，要求白宮

遞交違反和破壞香港自治的中共

和香港官員，對名單上的人物

予以懲罰。 6 月 24 日白宮高級

官員，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Robert OBrien），在亞利桑那

州鳳凰城發表講話，首次指中共

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為斯大林的繼

承人。雖然現在西方各國尚無明

確的法律針對親共者，但種種跡

象表明，對共產主義的清算將是

未來國際社會的趨勢。分析人士

認為，一旦中共被定義為恐怖主

義組織或犯罪組織，在清算的程

序上將更可實施。

在今年 2 月，FBI 局長雷告

知公眾：聯邦調查局在全美 56
個辦公室已在處理約 1000 件有

關中共盜竊美國技術案件。那

時，已有網民發起舉報呼籲。署

名 THOMAS · L 網友在推特發

文寫道：「美國 FBI 和司法部已

經在全美設立了 56 個 FBI『中

國計畫』辦公室，面向社會公開

動員人們舉報中共政府偷竊美國

機密、損害美國利益、宣傳共產

主義等違背美國法律的言行，辦

公室配有中文工作人員。在美國

的華人如果被偽民運和中共欺

騙、威脅和敲詐，可以直接舉報

討回公道。看來，在美國的『沉

默力量』作到頭了。」

近期國際社會迅速警覺共產

主義的危害，更給予了眾多網友

「未雨綢繆」的動力。在不少網

站上網友發文分享了美國聯邦調

查局舉報網址，呼籲眾人舉報中

共在美間諜活動等違法行為。在

香港連登論壇上，美聯邦調查局

舉報網址成為討論熱點，網民們

互相轉告，將「藍絲」（親共者）

的信息蒐集起來，發送給聯邦調

查局舉報網址，防止這類人向美

國政府申請移民或難民。

同時，網友還分享了《加拿

大移民系統保護法》（Protecting 
Canada's Immigration System 
Act），呼籲將親共者的信息發

往加拿大有關部門，如加拿大皇

家騎警、加拿大移民局或加拿大

稅務局，以封堵這類人群湧向加

拿大或期望對加拿大親共者進行

調查。有網友貼出了 6 月 21 日

《明報》發表的「加拿大華人團

體聯合聲明：支持香港法制穩

定，反對暴力行徑」一文，呼籲

起底發布聲明的加拿大「僑團機

構」。一名網友這樣寫道：「可

以的話，逐個團體起底查徹，看

下有沒有與中共資金方一起進行

間諜活動」

英國近日宣布，持有 BNO
護照的香港人將獲准進入英國工

作、生活五年，之後可以申請「定

居」，12 個月可以申請入籍。香

港的網民們亦在詢問，英國是否

有相關法案可遵循，以防親共者

利用了英國政府的援助政策。

【看中國訊】週三（7 月 8
日），特魯多政府發布「財政快

報」，公布疫情下的聯邦赤字和

債務，聯邦政府今年的赤字預

測為 2,560 億元。反對黨則表

示，政府不僅僅要公布財政數

字，還要拿出恢復經濟的具體

措施。

此次財政快報的消息首次

公布了加拿大經濟和金融狀況

評估。

聯邦政府上週的數據顯

示，政府在疫期直接支出超過

了 1,740 億元，其中包括加拿

大緊急應急福利計畫（CERB）

的預算增加，該計畫從 16 週增

加到 24 週，現在預計將花費

800 億元。

與此同時，加拿大統計局

上週報告稱，4 月份加拿大經

濟萎縮了 11.6%，是有記錄

以來最大的月度跌幅。此前，

3 月份國內生產總值（GDP）
萎縮了 7.5%。預計兩者都會

隨著稅收損失而觸及渥太華的

底線。

加拿大 RBC 銀行首席經濟

學家賴特表示，解決巨額赤字的

唯一方法是促進『增長』。

小企業評論家卡明認為，政

府進行準確的財政預測和計畫對

加拿大商業至關重要。

但是保守黨和新民主黨在

上週日明確表示，他們不僅需

要數字，聯邦政府還需要採取

行動提振經濟，以及增加聯邦

疫期支持計畫更改和擴展的責

任感和透明度。

保守黨金融評論家波利耶夫

抨擊自由黨對處理經濟不善。

他認為，應逐步終止 CERB 計

畫，使國民重新工作，而不是簡

單地如果月收入超過 1,000 元就

終止福利。

魁北克政團領導人布蘭切上

週也呼籲逐步取消 CERB，以

鼓勵人們重返工作崗位。

新民主黨的金融評論家朱利

安指出，聯邦政府應該打擊避稅

天堂，並對富有的加拿大人和企

業徵稅，同時放寬企業獲得聯邦

工資補貼的標準。

【看中國訊】7 月 3 日，加

拿大衛生部宣布，在全國範圍

內召回以下品牌的免洗洗手液：

Biogel、eSafe、Alco-San、
Healthcare Plus、Manogel 及

Sanitagel。之前，衛生部已召

回多個品牌的免洗洗手液，如

Gel 700、Dash Vapes、Smart 
Care、Tidol、Vima-San、
Walker Emulsions、Tekare、
Sanilabs、Protectenol、Isogel、
Germzero、Eltraderm 等。

疫情爆發後，免洗洗手液已

成為許多人的生活必需品。加衛

生部建議民眾立即停止使用含工

業乙醇的洗手液，將問題產品退

還當地藥店；用肥皂洗手至少 20
秒鐘，以防止病毒蔓延；如果沒

有肥皂和水，可用酒精類洗手液

代替。因為含工業乙醇的免洗洗

手液存在健康隱患，可能導致皮

膚乾燥、過敏或開裂。一些洗手

液廠商使用工業乙醇時未經授

權，並且洗手液中可能含有雜質。

親共者移居海外 網民圍堵

“Hong Kong Is Dead,” said Sankei 
News, the largest Japanese News 
Agency. This is not only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view 
of Hong Kong, but also echoes 
the sentiment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On June 30, Beijing passed 
the controversial Hong Kong na-
tional security law, marking the end 
of 23 year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broke the promises 
it made with Britain before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in 1997. 
Many China and Hong Kong ex-
perts have described the legislation 
as “unlawful”.

 Hong Kong, as promis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be-
fore its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from Britain, was to enjoy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a “One 
Country Two System” administra-
tion, protected by the Basic Law. 
From Britain’s angle, Hong Kong 
was handed back to China under a 
Joint-Declaration and the establish-
ment of Basic law. It is supposed to 
protect certain freedoms for Hong 
Kong: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speech,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and some democratic rights - free-
doms that no other part of mainland 
China has. 

 However, China bypassed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set up the Hong Kong Na-
tional Security Law by adding it 
to the Annex III of the Basic Law,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
mittee, which consists of only 162 
members and claims to be the high-
est legislative body of the CCP.

 After passing the law on June 30th, 
Beijing released the full text of the 
law later in the evening, that had 
never been disclosed even t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t intro-
duces new crimes; the act of se-
cession, subversion, terrorism and 
collusion with foreign or external 
forces, each with severe penalties - 
up to life in prison.

 There have already been reports of 
Hong Kong people deleting social 
media posts and accounts with con-
tents that are sensitive and critical 
of Beijing.

 Some pro-democracy activists, 
such as Joshua Wong, who have 
been lobbying foreign govern-

ments to help Hong Kong people 
and organized campaigns, quit his 
Demosisto party with the other two 
founding members in an effort to 
avoid prosecution under this law.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is set up to allow mainland per-
sonnel to legally operate in Hong 
Kong with impunity. The world 
might wonder how China can do 
this since the Basic Law states 
Chinese Laws are not applicable to 
Hong Kong, unless they are listed 
in Annex III.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China implemented new laws 
in Hong Kong in this fashion.

 Professor Johannes Chan, a legal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ld BBC that "Effective-
ly, they are impos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criminal sys-
tem onto the Hong Kong common 
law system, leaving them with 
complete discretion to decide who 
should fall into which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law, trials can 
be held in secret (Article 41) and 
without a jury (Article 46). Judges 
can be handpicked (Article 44) by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who 
answers directly to Beijing. The law 
also reverses a presumption that 
suspects will be granted bail (Arti-
cle 42), which is observed to be con-
trary to Basic Law.

Hong Kong government also an-
nounced on July 1 that the Police 
Force will set up a National Security 
Department to enforce the law with 
the Beijing appointed agencies.

 This article particularly shocked the 
free world. Article 38 said, “This 
Law shall apply to offenses under 
this Law committed against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rom outside the Region, 
by a person who is not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the Region.” That is to 
say, if a non-Hong Kong 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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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rest.

 This instantly reminds Canadians 
of the Two Michaels case. Michael 
Spavor and Michael Kovrig, who 
were detained by China in the wake 
of the arrest of Meng Wanzhou, the 
Huawei executive in Vancouver. 
They were claimed to be charged 
with espionage on June 19. China’s 
action has been widely regarded 
as “hostage diplomacy”. On June 
24, Beijing’s spokesperson, Zhao 
Lijian, was asked about whether 
China is doing “hostage diplo-
macy”, he didn’t deny the state-
ment and said, “Such options are 
within the rule of law and could 
open up space for resolution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two Canadians.”

 In a statement on June 25th,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rejected 
such an option to abandon the rule 
of law, stating such an action would 
put many more Canadians in peril. 
In fact, there are more Canadians 
still being held as political prison-
ers by China, including Huseyin 
Celil, a Uyghur human rights activ-
ist, Sun Qian, a Falun Gong prac-
titioner, and Wang BingZhang, a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

 Hong Kong has been the inter-
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for the 
past decades, attracting millions 
of foreigners and investments. 
According to the 2019 census, it 
was estimated 300,000 Canadians, 
100,000 Australians, 85,000 Amer-
icans, 56,000 Europeans, 40,000 

Indians and 30,000 Japanese cit-
izens are living in Hong Kong. The 
Basic Law that once protected their 
freedom and rights has now been 
undermined by the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 and now they are all 
subjected to China’s National Sec-
urity Law, risking to be extradited 
to Mainland China for trial, and 
possibly, creating more “hostage 
diplomacy”.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both issued a travel alert soon af-
ter the law took effect, stating that, 
“travelers may be at increased risk 
of arbitrary detention on nation-
al security grounds and possible 
extradition to mainland China.”

 Beijing’s action has shocked 
and angered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The U.S., U.K., Australia, 
European Union and its allies 
issued strong condemnations. 

 British Foreign Minister Dominic 
Raab announced on July 1 that the 
UK will keep its promise to BNO 
holders by providing a five-year resi-
dence permit and a way to apply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and citizenship 
in the future. BNO stands for "Brit-
ish National (Overseas)”, a passport 
issued to British colonial Hong Kong 
citizens who were born before 1997, 
approximately 3 million Hong Kong 
people are eligible for BNO.

 The Foreign Ministry also sum-
moned the Chinese Ambassador Liu 
Xiaoming to express Britain’s deep 
concern. This was the second time 
since 1984 that the UK had sum-
moned the Chinese ambassador.

 When the Beijing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are celebrating the 
sovereignty handover anniversary 
and legislation of the new law on 
July 1,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said in a press conference 
that “ This (law) is outrageous and 
an affront to all nations. Free Hong 
Kong w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table, prosperous and dynamic cit-
ies. Now, it will be just another Com-
munist-run city, where peopl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party elites’ whims”.

 In response to the new Security 
law, the U.S. Senate unanimously 
approved the “Hong Kong Auton-
omy Act” on July 2, which author-
izes the U.S. government to impose 
economic sanctions on individ-

uals and entities that violate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and 
the Basic Law.

 On June 30, US senator Marco Ru-
bio and fellow Congressman also 
introduced “Hong Kong Safe Har-
bor Act”, which would give Hong 
Kongers priority to refugee status, 
and protect former politically ac-
tive Hong Kongers from persecu-
tio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th an unlimited quota.

 Australia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 also said on July 2 that a 
bill to allow Hong Kong people to 
apply for residency and citizenship 
in Australia is currently being draft-
ed. In addition, Japan and Taiwan 
showed their support by setting up 
task forces and drafting bills that 
would provide direct assistance to 
Hong Kongers and allow them to 
apply for residency.

 Despite the strong reaction from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Beijing’s spokesperson Zhao Lijian 
said on July 2 that Hong Kong’s 
affairs are purely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China is determined to 
push forward Hong Kong’s Nation-
al Security Law. He also mentioned 
that China resolutely opposes the 
words and a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interfering with Hong 
Kong's affairs.

 Notably, there are also countries 
publicly supporting the law and de-
fending China at the 44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such as Russia, North 
Korea, Pakistan, Cuba, Egypt and 
Venezuela, where some of them 
have extremely poor human rights 
recor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Hong Kong 
demonstrates to the free world that 
the promises of a dictatorial regime 
should never be trusted. Without 
any moral standard, the regime 
does not care about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but only considers its own 
interests. If the CCP remains ada-
mant on the Hong Kong issue, the 
luckier Hong Kongers may be able 
to leave for other countries and live 
a safer life, however, many more 
will struggle to survive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and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may also be at risk of 
China’s “hostage diplomacy”.

Refuse “Hostage Diplomacy” World Standing Up For Hong Kong

July 1, Hong Kong people protested agains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Getty Images)

聯邦公布財報 反對黨促提振經濟

加衛生部宣布召回
免洗洗手液

Christopher Wray在哈德遜研究所演講（FBI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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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7 月

3 日（週五）表示，加拿大暫停與香港

的引渡協議，作為對中共強推「港版國安

法」的回應。同時，加拿大還將禁止向香

港出口敏感的軍用物品。

據加拿大媒體報導，特魯多週五在魁

北克省加蒂諾市的一家食品銀行對媒體談

到了港版國安法的影響。他表示，國安法

是對「一國兩制」的威脅。英國 1997 年

將香港主權移交至中國後，「一國兩制」

原則本應保持 50 年。

特魯多說：「加拿大將不允許向香港

出口敏感的軍事物資，立即生效。」在過

去 5 年，加拿大向香港出口了小型武器、

輕型武器和飛機。

特魯多還透露，加拿大正在考慮採

取其他措施，包括「未來幾天或幾週」採

取新的移民措施，以幫助想逃離香港的

香港人。

加拿大外長商鵬飛在一份聲明中說：

「加拿大與國際社區一道，重審對中共全

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香港國安法表示嚴重

關切。

這項立法是在秘密的過程中制定，沒

有香港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或人民的參

與，違反了國際義務。

這一過程表明瞭對香港《基本法》和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對香港高度自治承

諾的無視。香港作為全球樞紐的角色就是

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沒有它，加拿大被

迫重新評估現有的安排。

加拿大將對出口香港的敏感商品與

運往中國大陸的商品一樣對待，加拿大

將不允許向香港出口敏感軍事物品，並

立即生效。

加拿大還暫停加拿大與香港的引渡

條約。

最後，我們已經更新了對香港的旅行

建議，以便向加拿大人就新國家安全法可

能產生的影響提供建議。

加拿大政府將繼續與合作夥伴合作，

以保護全世界的人權和法治。

加拿大將在支持香港人民的同時，繼

續支持加拿大與香港之間的許多有意義的

交流。」

據報導，加拿大是繼美國、英國和澳

大利亞等盟國之後採取的行動。美國取消

香港享有的特殊地位，中止向香港軍事出

口並限制高科技產品貨運。

英國宣布將為香港 290 萬名持有英

國（海外）護照的人士提供為期五年的

工作和學習簽證，從而給予香港近一半的

人口獲得英國國籍的途徑。

澳大利亞總理莫裡森表示澳政府可

能跟隨英國，向香港人提供簽證。 7 月

2 日，莫裡森公開表示，在北京政府對香

港實施有爭議的國安法之際，澳洲政府正

「積極考慮」為香港人提供庇護簽證。

【看中國訊】自去年反送中運動開

始，北京對香港的控制日漸強硬，隨著國

安法立法，香港人移民的意願越來越大。

香港約有 30 萬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

有多倫多及溫哥華的房產經紀表示，已經

做好準備迎接新一波客戶。

《金 融 郵 報》 報 導， 溫 哥 華

Macdonald 房 地 產 集 團 總 裁 Dan 
Scarrow 表示，近日接收到諮詢的數量大

增，「開發商的預售單位很可能從現在香

港的情況中獲利，但你現在還看不到數

據，因為預售的單位需要幾年時間完成成

交。」不過他也提醒，許多人認為香港人

湧進加拿大後會令樓價大漲的想法是錯誤

的，「如果你深入了解有多少資金會離開

香港、進入加拿大的數據，其實對加國房

價的影響是很微小的。」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Sauder 商學院院

長 Michael Goldberg 也指出，自從 2016
年開始，就有來自香港的資金不斷進入加

拿大房地產，雖然金額不足以動搖整個房

地產市場大環境，但他指出，「即使與政

治立場無關，香港人也開始擔心資產安全

和他們孩子的未來」。他也表示，「我們

確實知道，香港一些身為加拿大公民或家

人在加拿大的人處於高度警惕狀態，在準

備好可以『一瞬間』回來，我想如果中國

持續壓迫，尤其如果有軍事行動，這些人

就會馬上來加。」

CBRE 集團溫哥華資本市場副主席

Tony Qauttrin 說，「一個開發商告訴我，

他們上周末賣出了 19 單位，其中 16 個

是香港買家，這些單位都是兩居室、三居

室的單位，看起來都是用來自住而不是

投資的。」他也指出，在 2 年前開始徵收

15% 外國買家稅後，許多香港投資者及

大型機構已經將投資目光轉向歐洲，「許

多高淨值資金都去了倫敦投資」。

來自香港的多倫多地產經紀人 Lok
表示，自己接到許多的查詢電話都是雙重

國籍的人，同時大部分都是專業人士，說

明港人前來加國定居的意願很強烈，但短

期內不會看到爆發性增長，「他們需要先

賣掉香港的房子、再融資、整合資金才能

離開香港，這需要一定時間」。

另一個尚未看到香港爆發性移民潮的

原因是，目前加拿大仍未開放邊境，除

了擁有永久居民或公民身份人士、及一

些必要出行者外，其他均被列為「非必要

旅行」，一些在加拿大有親人或聯繫的香

港人尚未能夠入境。加拿大政府的數據

顯示，在今年 1 月和 2 月，來自香港的

新永久居民入境人數與去年相比增加了

75.7%。此外，在今年頭 3 個月，來自香

港的難民求助人數達到 25 人，而去年全

年僅有 9 人。

香港媒體指出，加拿大一向是香港

人的移民首選目的地。多倫多移民律師

Chantal Desloges 表示，收到很多港

人查詢如何前赴加拿大，許多家庭計劃

出售家庭資產以踏上獲得加國公民身份

的途徑。但除非旅行限制解除，否則很

難有人在這段時間裏能夠登機，前赴加

拿大。

加拿大暫停港加引渡協議

【看中國訊】亞省重要的石油管道項

目 Keystone XL 的建設目前又一次遭遇

挫折。美國初級法院裁決該項目沒有通過

一項關鍵環境許可，本週一，美國最高法

院裁決維持了原判。

總部位於卡爾加里的 TC 能源公司需

要獲得該許可，才能將管道跨國美國的河

流和溪流。

在經過多年的法庭抗爭後，該項目工

作終於在今年開建。如果沒有這個許可，

這個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大

力推動的項目將面臨更多的延誤。民主黨

候選人拜登（Joe Biden）曾表示，如果

他當選下一屆總統，將取消該許可。TC
能源公司發言人 Terry Cunha 表示，該

公司不會放棄 Keystone XL 的建設。但

他表示，該公司將不得不推遲 1947 公里

長項目的大部分工作。

該項目旨在每天從亞省的 Hardisty
運送 83 萬桶 (1.32 億升 ) 原油到內布拉

斯加州的 Steele 市，在那裡將與 TC 能

源公司的現有設施連接，並最終到達墨西

哥灣沿岸的煉油廠。

該項目已經完成了跨邊境部分的建

設，上週剛剛開始了亞省部分管道的建

設，省長康尼曾到場祝賀。Cunha 說，

該公司在美國進行法庭抗爭的同時，這項

工作將繼續進行。

亞省政府已經押注於項目的推進，並

投資了 15 億加元，同時還提出了 60 億

加元的貸款擔保。康尼在投資時表示，由

於風險太大，使得私營投資者不願參與這

個價值 80 億加元的項目。

亞省能源部長的發言人 Kavi Bal 在
聲明中說，「隨著項目在多個法院迂迴，

我們相信 TC 能源公司最終會像過去一

樣繼續克服障礙和挫折，成功完成這個

項目。」他還補充說，Keystone XL 是

美國歷史上研究得最透徹的基礎設施項

目之一。

參與此案的一個名為生物多樣性中心

的環保組織的律師 Jared Margolis 稱，

週一的法庭令是對抗 Keystone 的重大勝

利。他坦承原告希望阻止全國範圍內的所

有石油和天然氣項目。他說，「我們的關

注點原本是在 Keystone 上，所以我們非

常高興，法院的命令使這個項目沒有合法

的許可，無法推進」。

【看中國訊】加拿大政府近日宣布，

從 7 月 1 日開始，恢復受理旅遊簽證和

電子旅行證（eTA）在線申請服務。打算

來加拿大留學、工作、旅遊、探親的外國

人必須在線遞交申請。

中國大陸的申請人在線遞交申請後，

還需提供指紋，並需提前預約。

北京、成都、廣州、杭州、濟南、昆

明、上海、瀋陽、南京和重慶的簽證申請

中心僅對已提前預約的申請人開放。

獲得加拿大簽證後，大部分外國人

暫不能抵達加拿大。政府規定，只有在 3
月 18 日之前獲得學生簽證的留學生可入

境。加國公民與永久居民的外籍直系親屬

入境時，必須證明他們有「充足的」理由。

據加拿大海關消息，工作、學習、買

藥可算作「充足的」入境理由，旅遊、休

閑或娛樂則不算。

香港移民潮未到 加國房產市場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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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tone XL 輸油管道項目再遇挫折
加國恢復受理
旅遊簽證和
電子旅行證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Getty Images）

www.cathychen.ca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6 看時事 News 第 114 期     2020 年 7 月 9 日—7 月 15 日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導】「709」
案五周年前夕，《看中國》記者獨家專訪

了兩位知情人士。

709 案受害律師之一，中國著名維權

律師江天勇自去年 2 月底刑滿出獄後，

一直遭到中共當局軟禁，他的狀況廣受國

際社會關注。知情人士告訴《看中國》，

江天勇目前被軟禁在河南信陽老家，中共

當局在附近專門租了房子，雇傭 20 多人

輪流看守他。當局之所以如此興師動眾地

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人權律師，是因為抓

捕江天勇的命令來自中共最高層。

知情人士透露，當時具體負責江天勇

案子的正是原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還有

一個國保一局的賴姓局長，「孫立軍和姓

賴的局長是保持電話溝通的。基本上十天

半個月他們都要去彙報一次。孫立軍在北

京，他們去北京彙報；孫立軍在上海或深

圳，他們就跟到上海或深圳彙報。

被問及為何「709」律師會觸動中共

最高層時，知情人士說：「人權律師和社

會上其他的公眾越來越活躍，因為侵權太

厲害，反抗也厲害。當時不同人群還相互

合作，出現了『建三江事件』，很多人都

到建三江去。國內外報導，以至於最後把

洗腦班給徹底廢除了。等於當著全世界的

面打了共產黨的臉，政府當時不說什麼。

但是你想這樣就算了 ? 很快政府就開始

對人權律師展開報復，於是就有了『709
濰坊大抓捕』和『709』。」

知情者還披露：「江天勇遭到了嚴酷

的刑訊逼供，比如說審訊期間不讓上衛生

間、打耳光、拿東西砸頭、不讓睡覺、各

種恐嚇等等，那幫員警都是打黑的，面對

的都是那些重刑犯、死刑犯，隨便動動手

都能讓人大小便失禁！」當局還以江天勇

妻兒的前途來恐嚇威脅他，同時長時間不

讓睡覺，高密度的審訊。

他談及「709」律師遭遇時深表同

情，並認為他們敢於為老百姓發聲，非

常值得敬佩：「他們為一些群體辯護，這

些人具體包括法輪功學員、包括很多基

督徒、還有一些天主教徒，我認為呀，

可能這些人本來就是關注自己的信仰，

這也是他們基本的權利，可是這些基本

的權利都被共產黨剝奪、打壓時，有些

人開始用法律來維護權利，自然就要請

律師。其實像江天勇這些律師並不是專

門要找這種案件來做，「只不過他們在

正常的做案件的過程中，法輪功學員也

好，家庭教會或者基督徒也好，來找他

們，他們按照法律的規定為他們提供法

律服務，這是再正常不過的。」

北京著名中醫師趙中元因遭到中共當

局威脅，半年前逃到加拿大。他在接受

《看中國》採訪時表示，除了王全璋出獄

他沒有經歷，其他的都經歷到了，那種黑

暗壓迫得讓人難以喘息。

他說：「一開始『709』律師被抓的時

候，國內律師都不敢接『709』律師的案

子，因為沒有人知道共產黨要做什麼。當

時給律師再找律師，這個律師都有可能是

在他們抓捕範圍之內的，有的律師前幾天

還給別的律師去要求會見呢，過兩天自己

也被抓進去了。」

他說，中共當局對維權律師使用的酷

刑手段極為殘忍， 如王全璋律師，「很有

骨氣、很硬氣。中共當局將他釋放後沒有

馬上讓他回家，是因為他被酷刑折磨得已

經不成人形。他現在那個腰疼是受酷刑打

的，還有扇嘴巴，扇得耳膜穿孔，啪啪的

連續扇幾個小時，造成腦震盪、整個臉都

變形。為什麼「709」律師被放出來以後，

中共都想方設法的給留著，不讓你立馬回

家，給你擱在賓館裡頭養一段時間 ? 因
為他已經根本不成人形了，養出人形來，

再讓你出去。」

趙中元說，除了酷刑毆打，中共還強

灌精神類藥物，摧毀他們的神經系統。以

「709」維權人士唐志順為例，每天被灌三

次精神類藥物，一次 20 片，「你看 20 片

藥擱在手心裡頭，得多少 ? 都是些精神

類藥物，或者安眠藥啊等等，他們出來的

時候那種神情、都很傻、很呆的樣子。」

他還談及包龍軍、王宇、江天勇、張

凱等維權律師受到的不同種類的酷刑、對

身體造成的傷害及後遺症，因內容太過殘

忍，記者在此實在不忍敘述。

趙中元在受訪最後告訴記者，通過

這麼多年的交往，他非常了解這些「709」
律師，「他們都是非常正直的人，是一群

被急迫需要並具法律精神的人。僅僅是因

為給共產黨打擊的物件辯護，就成為了所

謂的『敵人』」。

獨家：揭密「709」案駭人內幕

【看中國訊】在面臨歐美許多國家的

大學強烈質疑和紛紛予以切斷或終止合作

的情況下，被普遍認為是中國共產黨當局

對外宣傳機構的「孔子學院」近日以低調

的方式更名。

中國教育部星期天（7 月 5 日）發

布公告稱，「為適應國際中文教育事業發

展需求，教育部設立中外語言交流合作

中心，簡稱語言合作中心。」與此同時，

中國教育部發布內部通知說，「經教育部

（中國共產黨）黨組研究決定，將孔子學

院總部更名為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

心，不再對外使用「國家漢辦（英文名稱

HANBAN）」名稱。

有意見認為，中共當局的這種名稱修

改顯然是意圖淡化或掩蓋中國教育以及孔

子學院被中共當局操控這一事實，但這種

做法是否能取得成效，是否能減輕乃至消

除其他國家的公眾對中共把教育視為維持

其統治的工具的擔心還有待觀察。

中共當局將它控制的對外宣傳和教育

機構取名為「孔子學院」，本身就是一件

十分滑稽的事情，因為中共在 1949 年武

裝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之後，甚至還專門發

動了一場批判孔子的政治運動，不屑傳統

文化與儒家學說。

近年來，中共當局以普及中國文化、

增進世界各國公眾對中國、對中國語言的

瞭解為名在許多國家興辦孔子學院，然而

許多國家注意到，孔子學院由中國官方操

控，其課程安排、教材選擇、教學方式、教

學內容、師資選拔都要由中國方面決定，

學生和教師不得在教學過程中提出中共不

喜歡的話題，如少數西藏、新疆、人權、

臺灣、中國政治之類的話題。其干擾和破

壞學術自由的問題也受到了廣泛注意。歐

美許多大學紛紛與孔子學院中止合作。

此外，中國當局堅持將名義上是以普

及中國文化知識為己任的孔子學院設在外

國大學並使之構成外國大學的一部分，這

種做法也引起許多國家及其大學擔憂其運

作受中共當局的影響乃至操控，孔子學院

成為中共當局情報蒐集運作的一部分。比

利時一所主要大學（VUB）先前就是以

擔憂間諜問題為由關閉其孔子學院的。

【看中國記者理翺綜合報導】美國政

府週二（7 月 7 日）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

了退出世衛組織的正式通知。白宮亦於當

天就該正式撤銷通知了美國國會。據悉，

該退出將於 2021 年 7 月生效。

據福克斯新聞網報導，一位美國政府

高級官員證實，退出通知已經提交。這位

官員說：「美國退出（世衛）的正式通知

已提交給聯合國秘書長，秘書長是世界

衛生組織的托管人。」根據程序，該正式

退出將於 1 年後、「2021 年 7 月 6 日生

效」。

同天，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

排名最高的參議員鮑勃．梅能德斯（Bob 
Menendez）在推特上說，民主黨參議員

對在武漢肺炎大流行期間此舉的來臨感到

遺憾。

然而，縱觀世界衛生組織在病毒大爆

發初期以及其後的種種表現，加入世衛並

沒有給美國乃至全世界人民帶來健康和衛

生安全。

4 月 14 日，川普總統宣布計畫暫停

給予 WHO 的資助。他在當時的新聞發

布會上說，世衛組織沒有履行義務，沒有

報告有關病毒爆發的真相，隱瞞了該病毒

可能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證據。 5 月 18
日，川普總統致信世衛總幹事譚德賽，發

出最後通牒，宣布暫時凍結美國對世衛的

巨額資金支持，敦促其「迅速採取行動」

進行改革，「我們沒有時間浪費。」

美國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最大年度捐

助國，提供的資金約佔該組織預算的

15%，約為每年 4.5 億美元。而北京當局

每年支付給世衛組織只有約 5,000 萬美

元。在美國宣布凍結資金後，北京聲稱將

向世衛注資 20 億美元。

5 月 29 日，川普總統在白宮玫瑰園

簡報會中對記者說：「由於他們未能進行

要求的和急需的改革，我們今天將終止與

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並將這些資金重新

分配給全球其它理應得到資助的緊急公共

衛生需求。」

川普總統說：「儘管中國每年只支付

4,000 萬美元，而美國每年給予 4.5 億美

元，但是中國已經完全操縱了世界衛生組

織。」世衛組織官員在武漢肺炎大流行疫

情初期，極力稱讚北京的「透明性」，卻

無視臺灣有關引發武漢肺炎的病毒的警

告。並且北京反覆聲稱該病毒不能在人與

人之間傳播，而世界衛生組織一直附和併

發布誤導全球的通告。凡此種種，美國對

此感到憤怒。

「由於中國政府的不當行為，世界現

在正在遭受苦難。」

7 月 2 日，《華盛頓自由燈塔》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WHO）撤回了原先聲稱

北京當局自行報告病毒的說法。也就是

說，北京最初並未如國際公約所要求的那

樣告知過世衛組織病毒的存在。

根據多份報告，這些修訂是於 6 月

29 日在世衛組織的網站上進行的。更新

的時間表指出，世衛組織駐中國國家代表

處最早是從武漢市衛生委員會的網站上獲

取了有關武漢市病毒性肺炎的媒體聲明，

並非中國主動上報。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北京清

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 7 月 6 日被警方

以涉嫌嫖娼的罪名從家中帶走，引發外界

廣泛關注，外界質疑他是因言獲罪。

香港電臺 7 月 7 日報導引述消息人

士披露，許章潤的妻子已獲警方通知，許

教授可在 12 日獲釋回家。報導稱，許章

潤妻子和學生商量後決定，為了儘可能減

少對許章潤的麻煩，以及確保他順利回

家，他們將會等他獲釋後，再向外界公布

其他消息。有北京律師接受香港電臺的採

訪時分析稱，如果許章潤 12 日獲釋，估

計當局是以行政拘留 7 日的方式對他進

行了處罰。

據悉，許章潤教授是 7 月 6 日上午

被四川警方從北京家中帶走，警方其後對

外宣稱許涉嫌在四川嫖娼。日前網路有譴

責警方以涉嫌「嫖娼」為由抓捕許章潤，

此舉為「毫無下限的誣陷」。

與許章潤熟悉的朋友對 BBC 中文表

示，懷疑許被帶走與最近幾年他發表的批

評中國當局的文章有關，這些文章最近集

結成書《戊戌六章》，6 月底在美國出版。

最近兩年，許章潤曾多次發表文章及

公開演講，分析中國歷史及現狀，抨擊中

共極權，批評北京當局的治國弊端，包括

批評當局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度等，呼籲

改革政治制度，許章潤於 2019 年 3 月便

被清華大學停職與停課。

今年 2 月，許章潤發表題為《憤怒的

人民不再恐懼》一文，抨擊中共隱瞞武漢

疫情，並譴責當局政治敗壞、政制潰敗，

改革開放已死，稱中共敗像已現，倒計時

開始。有媒體報導稱，他隨後被北京當局

軟禁在家中。

今年 5月他發表文章，分析中國在武

漢肺炎疫情下暴露的問題，呼籲改革制度。

上個月，許章潤面對北京近期強拆

藝術家聚集區，發表題為《踐踏斯文，必

驅致一邪魅人間》檄文。文章斥責，北京

繼驅逐「低端人口」後，又在歇斯底里到

處強拆，名為「增加土地儲備」，實則為

了「土地增值」、「倒騰牟利」、「權錢之

間，勾肩搭背」，「苦的是萬千住戶。」

中國著名維權律師江天勇和妻子金變玲（網圖）

多次批評中共被帶走
許章潤12日可望返家面對國際反感反彈 孔子學院更名

美國正式提交退出世界衛生組織通知

美國總統川普

中醫‧中藥‧針灸‧按摩‧拔罐和耳針

8年卡城中醫師

8年北京中醫藥大學年北京中醫藥大學
醫療系學士碩士醫療系學士碩士

23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一週七天：
上午11點∼下午6點 587.352.3152（英、國）info@kt-lucky.com

成功診治 源自3131年的積累

一週七天：

主
治

‧ 神經系統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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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分泌
‧ 泌尿系統    ‧ 肌肉肌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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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股市連日上漲，股

指創 5年新高，不過 7家券
商集體提示風險，另有近百

份減持公告披露了上市公司

股東減持計畫，包括實控

人、大股東（持股 5%以上
股東）、高管、創投機構等。

7 月 7 日，中國股市滬深

300 指數連續第 6 個交易日上

漲，收盤創逾 5 年高位。但指

標股指午盤回吐漲幅，部分交易

員了結獲利。官媒報導稱，散戶

紛紛跑步進場，參與這場政策牛

市。在全球疫情的衝擊以及美中

關係已經全面轉冷的情況下，A
股的表現，出乎許多人的預料。

僅一週，A 股滬指最高漲

幅超過 10%，創指更是全球第

一。有統計數據顯示，A 股總

市值一週內增長了近 3.8 萬億

元。與此同時，成交量額大幅增

加，有券商App甚至一度宕機。

截 至 7 月 7 日 收 盤， 滬

7月7日，中國股市創逾5年高位。（Getty Images）

深 300 指 數 收 高 0.6%， 報

4698.13 點， 創 2015 年 6 月

25 日以來最高收位。滬綜指收

高 0.37%， 報 3345.34 點， 為

2018 年 2 月 6 日以來最高收

位。過去 6 天，滬深 300 指數

已累計上漲逾 14%。

7 月以來券商股集體拉漲，

多隻券商斬獲數個漲停板。也正

因股價異動，多家券商開始發布

公告提示風險，僅在 7 月 6 日

便達 7 家。

7 月 6 日，國金證券發布

《關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的公告》

稱，公司股票價格於 7 月 2 日、

3 日和 6 日連續 3 個交易日內日

收盤價格漲幅偏離值累計超過

20%，根據相關規定，屬於股

票交易異常波動。經自查併發函

問詢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截

財經簡訊

傳被北京接管的海航 
子公司領取美紓困貸款

【看中國訊】據彭博社 7 月

7 日報導，身陷債務黑洞並傳出

被北京政府接管的海航集團，被

發現其兩家子公司 HNA Group 
North America LLC 和 HNA 
Training Center NY LLC，通過

美國政府因應疫情推出的薪資

保護計畫（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分別獲得 35 萬至

100 萬美元的貸款。PPP 計畫旨

在幫助因疫情陷入困境的公司，

能向員工支付工資。

目前，美國小企業管理局已

批准約 490 萬筆貸款，總金額共

達 2510 億美元。對該報導，海

航代表拒絕發表評論。

香港辦公大樓空置率 
創15年新高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

報導，全球經濟遭疫情打擊，地

產商「戴德梁行」發布的最新報

告顯示，截至今年 6 月，香港未

來 12 個月內的可用辦公空間攀

升至 10.7%，即香港目前的辦

公大樓空置率，已是 15 年來最

高，且隨著〈港版國安法〉的施

行，前景恐會越發不明朗。

「戴德梁行」在報告中指出，

今年上半年，香港共計有 88165
平方公尺的辦公空間，被以退

租、出售等形式放棄，此數字幾

乎是去年下半年的 3 倍，讓香港

辦公大樓空置率創下 15年新高，

第二季辦公空間被放棄的比率，

較第一季暴增 55%。

至 7 月 6 日，不存在應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國金證券明確提示，敬請廣

大投資者注意二級市場交易風

險，理性投資。

同一晚發布公告提示風險的

還有中信建投、浙商證券、中泰

證券、太平洋、山西證券和招商

證券，近期數個交易日內其收

盤價格漲幅偏離值累計均超過

20%。江海證券母公司哈投股

份近期股價亦出現暴漲，7 月 6
日晚間公司同樣發布公告提示風

險。

股價頻頻走高的同時，一批

上市公司也紛紛推出了減持計

畫。不少個股已走出連板走勢，

股價近期創下歷史新高。

進入 7 月以來，兩市已有

近百家上市公司發布了股東擬減

持計畫。以擬減持股份上限乘以

最新股價計，股東合計擬減持市

值達 226 億元人民幣，集友股

份、卓勝微、奧美醫療、藍帆醫

療擬減持上限超10億元人民幣。

A股暴漲 近百公司發減持公告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經濟受到疫情衝擊，直

接影響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和 874
萬大學畢業生的就業。 7 月 6
日，中國大陸總理李克強稱，企

業應多招聘農民工。另外，教育

部的通知也透露了今年大學生的

就業情況。

據中新社 7 月 6 日報導，

李克強在貴州考察時說，沿途看

到很多閒置廠房，當地政府完全

可以支持企業，利用這些廠房進

一步擴大生產，且「多招一些當

地的農民工兄弟姐妹」。李克

強的表態也證實不少製造業的生

產線處於停頓狀態，也反映中國

大陸經濟在疫情的影響下，仍未

有起色。

李克強是在貴州銅仁倍易通

科技有限公司做出上述表態的，

該公司是銅仁市政府從廣東深圳

引進的大型企業，現有員工超過

2 千人，其中有 1592 人是疫情

趨緩復工後新招聘的農民工。

除了農民工，今年 874 萬

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也始終被

人們關注。 7 月 6 日，中國人

社部聯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

家統計局向社會發布了 9 個新

職業，此外，還發布了一些職

業發展出的新工種，如互聯網

營銷師職業下增設的「直播銷售

員」，即人們熟知的電商主播和

「帶貨網紅」有了正式的職業稱

謂。

除此之外，「互聯網信息審

核員」、「小微信貸員」等 5 個

工種也成了正式的職業稱謂。民

眾們調侃道，「五毛」們也有了

廠房閒置 李克強要企業多僱農民工

香港（Storyblocks）

正式的職業稱謂（互聯網信息

審核員）。

7 月 5 日，媒體披露了一

份中國教育部〈關於嚴格核查

2020 屆高校畢業生就業數據的

通知〉。大學畢業生開個網店或

者有個公眾號，就算其就業，這

樣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將大大增

加。中國 21 世紀教育研究院副

院長熊丙奇表示，今年畢業生要

有過緊日子的打算，中國大陸本

身存在畢業生結構性就業難的問

題，再加之今年人才供給增加，

疫情讓市場需求減少，中、小企

業也不想新增人手，因此大學生

的求職活動更受影響。

www.rundledental.co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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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7 月 7 日引述

明鏡新聞網報導稱，曾任中央政

治局委員兼政法委書記的孟建柱

目前已「病重住院」，但被當局

嚴密監視、限制自由，並把門窗

釘死慎防他自殺，猶如當年軍

委副主席徐才厚被關在軍方 301
醫院住院到死的「翻版」。

政法委一直被視為中共「刀

把子」，關乎政權安危。習近平

2012 年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

將中央政法委書記一職由政治局

常委改為政治局委員兼任，變相

降級之前周永康領導的政法委。

近期中共公安部領導層頻密

調整，3 個月 4 名高層去職。今

年 4月，公安部副部長、曾任中

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秘書的孫

力軍落馬，孫力軍被指是孟建柱

的親信，孟建柱任公安部部長期

間（2007 年至 2012 年），孫力

軍曾任其秘書。孟建柱 2012 年

升任政法委書記、主管政法系統

後，孫力軍 2013 年被提拔為公

安部一局局長，並兼任二十六局

局長、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

港澳臺事務辦公室主任等要職。

另一名於 6 月 28 日去職的

公安部黨委委員、反恐專員劉躍

進（副部長級），他是江派大員

郭聲琨任內被提拔為副部級的反

恐專員。但有港媒報導指，劉躍

進與賈春旺、孟建柱都有淵源，

劉躍進在賈春旺擔任公安部長期

間，曾任公安部辦公廳主任，周

永康擔任公安部部長，他被貶

到河北擔任武警學院副院長，

周永康下臺之後他獲得孟建柱

的重用。

6 月 14 日，孟建柱的昔日

「大管家」鄧恢林，已於重慶公

安局長職位上落馬。

時政評論員李林一表示，因

為任孟建柱辦公室主任關係，鄧

恢林掌握孫力軍和孟建柱多次行

動的機密。在孫力軍落馬後，鄧

恢林也落馬，標誌著習近平當局

將採取與抓捕周永康一樣的做

法，即先抓捕與孟建柱關係密切

的手下，掌握證據後再抓孟建

柱。孟建柱未來大事不妙，處境

危險。

除上述兩人外，孟建柱的另

一個下屬、中共中央 610 辦公

室前副主任柯良棟也在近期被貶

閑職。《財新網》報導，柯良棟

於今年年初已轉任中國國際貿易

促進委員會副會長這一閑職。

柯良棟曾任公安部法制局局

長、杭州市公安局長。孟建柱任

中共政法委書記，掌控中央 610
小組時，柯良棟於 2014 年 6 月

被調任中央 610辦公室副主任，

直到 2018 年 3 月中央 610 辦公

室被裁併，柯良棟才轉任全國

人大副秘書長。對此，香港《明

報》的文章指，柯良棟突被貶，

是受孟建柱之累。

而孟建柱的另一個舊部、中

共司法部部長傅政華到齡退休，

他接連於 4 月 20 日被免去司法

部黨組副書記、4 月 29 日被免

去司法部部長、5 月 5 日被免去

依法治國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三

個職務。

傅政華也是在孟建柱任政法

委書記時被其提拔為正部級。孟

建柱 2012 年 11 月任政法委書

記，傅政華 2013 年 8 月被提拔

為公安部副部長，2015 年 2 月

兼任中共中央 610 辦公室主任

（正部長級），2016 年 5 月成為

公安部常務副部長。

今年 73 歲的孟建柱早年在

上海官至市委副書記，2001 年

4 月轉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並

在中共十六大上，當選中央委

員。 2007 年 10 月 29 日，孟建

柱被任命為公安部第十二任部

長，還陸續兼任中共中央政法委

副書記、中央綜治委副主任、武

警部隊第一政治委員、國家反

恐怖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等職。

2008 年 3 月，晉升國務委員，

2012 年 12 月 28 日卸任公安部

部長，2012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 25 日任政治局委員、中央

政法委書記，權傾一時。和周永

康一樣，孟建柱被認為是由江

澤民和曾慶紅安插到政法系統

的人。

傳孟建柱住院 似徐才厚翻版

趙樂際「失蹤」月餘 被曝涉中南海重大陰謀

孟宏偉落馬案情細節 抽調公安海警當傭人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最近中共高層行蹤詭異，特

別是中紀委書記趙樂際在 5月底

的全國兩會結束後，已離奇「失

蹤」一個多月。日前有多方信息

顯示，趙樂際罕見介入中共迫害

法輪功，並且扮演了核心角色。

分析人士認為，這可能是中共高

層重新了進行權力分割，與王岐

山不同，趙樂際反腐只是業餘的。

根據海外《明慧網》7月 7日

報導，近期中共中央現任常委、

紀委書記趙樂際到某省某市搞

調研時，直截了當的提出要聽當

地「610」的工作匯報，並稱「610」
被撤並、不獨立存在是為了「搪

塞西方社會反華勢力」，黨的官

員不能相信。在今年 6月，趙樂

際的一個秘書抵達湖南省，專門

代表趙樂際，直接督陣迫害法輪

功學員。

報導援引中共湖南省政法委

內部人員透露：趙樂際的這個秘

書在代表趙樂際聽取湖南省政法

委關於法輪功的情況匯報後，進

一步要求直接聽取一批洗腦班法

輪功學員的反饋，是不是真的「轉

化」了。言外之意如果是假轉化，

就要繼續加大迫害力度。於是湖

南省政法委只好帶他去各個地級

市視察。這下子把各個地級市政

法委忙碌壞了，趕緊通知下級政

法委佈置。

6月19日，趙的秘書一夥到

達湘潭市，按預定計畫脅迫了十

多個法輪功學員，大部分是以前

在各個洗腦班被折磨的轉化了的

人。趙的秘書先問還信不信法輪

功？如果是轉化了的，就問：在

家裡還打坐嗎？消息人士說，趙

的秘書這個提問明顯的比政法委

更加邪惡，因為平時有的政法委

人員還說：在家裡煉沒人管你，

只要你不出來講什麼真相。

報導還說，由於趙的秘書窮

根究底的追問，當時湘潭縣送去

的一個姓劉的男性法輪功學員被

他逼迫導致精神分裂症發作，說

他什麼都不曉得了。旁邊該縣的

陪同人員說他被勞教、刑事拘留

關押以及學習班（即洗腦班）多

次了，因有一次關押期間被折磨

得受不了了，送長沙市鑑定為精

神分裂症。

報導質疑，中紀委必須管迫

害法輪功的事情，那麼為什麼趙

的前任王岐山沒說過？

據公開資料，「610」是 1999
年 6月江澤民為打壓法輪功而專

門成立的類蓋世太保組織，其擁

有一個獨立的權力體系，權力如

同「中央文革小組」。中共借這

套從中央到地方的體系，調動所

有黨政資源迫害法輪功。

據追查國際主席汪志遠認

為，趙樂際這次強調「610」的工

作，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體

制內許多人其實已經厭倦此類

迫害。

時評人士鄭中原分析認為，

「610」自成立以來先後由李嵐

清、羅干、周永康擔任組長，但

是到習近平 2012 年底上臺後，

我們看不到組長是誰，李東生只

是副組長，兼 610 辦主任。即在

周永康之後，公眾看不到中共政

治局常委中誰在主管此事。一般

認為是降級由時任中央政治局委

員、政法委書記孟建柱主管，但

是這並不符合中共官場的分管慣

例，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中必有一

人主管。

鄭中原表示，這次同樣是常

委級的中紀委書記趙樂際被曝

頻頻出面主動說要管法輪功，說

明這個中央防範領導小組組長，

可能就是過去是由中紀委書記王

岐山兼管，但王只是低調處理。

但另一種可能就是王岐山沒有

兼管，這意味著現在中共高層權

力進行了重新分割，重新由常委

秘密挂任「610」的領導小組以加

大迫害。如果前邊兩種可能都不

是，就是趙樂際主動要幹壞事。

最近趙樂際在兩會後失蹤超過

一個月，盛傳染疫，如果不是染

疫，長時間失蹤，可能就是在跨

界密謀主導迫害法輪功的事。這

種不務正業的事情，在中共建政

史上也是罕見的。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前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兩年

前落馬，由中紀委出版的中共

十九大後落馬官員案件的所謂

「警示錄」一書，指孟宏偉 2004
年擔任公安部副部長後，「官氣

十足、盲目自負」，更「毫無顧

忌、公器私用」，把國家資源

當成自家的「菜園子」、「車輪

子」、「百寶袋」。

據指，孟宏偉長期分管公安

邊防部隊，在擔任正部級的國家

海警局局長以來，他先後抽調了

十多名現役公安邊防、海警戰士

到他家提供日常生活服務，充當

孟家的「傭人」：有的負責打掃

衛生、料理家務；有的當廚師，

從早晨五點起床到孟家做早餐，

忙到晚上十一點洗完碗才離開；

有的當司機，白天開著公交車為

孟家辦私事，晚上睡在空置房裡

「看家」；還有的當保姆，幫助接

送孩子上下學。

文章又指孟宏偉「毫無節

制地滿足」妻子高歌的「奢靡生

活」，違規幫她謀取多個職務，

在多個企業掛名領取高薪。

文章形容孟宏偉「揮霍公

帑、大講排場」。在海警局某

基地居住期間，一日三餐均安排

現役軍官服務。在河北某地休假

時，要求基層邊防部隊為其家設

置夜間警衛哨，調配軍車、巡邏

艇供其家人遊玩使用。

書中稱，孟宏偉 2016 年擔

任國際刑警組織主席後，私下安

排妻兒到法國里昂居住，並向外

事等相關部門施壓，謀求享受常

駐及家屬隨任等生活待遇。

孟還以駐外工作名義，安排

多名幹部及軍人到里昂為跨國妻

兒提供家庭服務。

孟宏偉於 2018 年 10月 7日

被通報接受調查，並在 2019 年

3月 27日被通報「雙開」。孟宏

偉於今年 1月 21日在天津一中

院被判 13 年零 6 個月。

孟宏偉之所以引起諸多關

注，更由於他的「國際刑警組織

主席」身份。 2018 年 9月底，孟

宏偉由法國返回中國後，與家人

立刻失聯。 10 月 5 日，孟宏偉

的妻子 Grace Meng（中文名高

歌）在法國報案，事件引起國際

關注。

高歌已於 2019 年 5月15日

在法國獲得政治難民身份。她曾

在法國向媒體表示，她的丈夫沒

有涉及腐敗，遭到中國當局逮捕

是因為政治原因。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近期公安部高層人事
異動頻繁，有消息指，前
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傳「病
重住院」，但被當局嚴密
監視，並把門窗釘死慎防
他自殺，其下場似徐才厚
翻版。

工行前上海分行
行長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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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工行上海分行

前黨委書記、行長顧國明案 7
月 7 日在上海開庭審理，他被

指控受賄 1.36 億余元，其中他

自己供出辦案機關還未掌握的受

賄金額 1.31 億余元。顧國明羅

馬後，交代了與其有性關係的十

餘名工行內部員工，一時間工行

上海分行內部幾乎人人自危。早

前媒體曾披露，顧國明主動招供

曾潛規則 32 名女下屬。

顧國明是工行上海分行元老

級人物。他 2002 年 6 月起任該

分行副行長，2015 年 9 月任行

長至去年 6 月落馬。

孟建柱傳已病重住院，被限制自由。 (Getty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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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七：

【青少年近視】一男性患兒，13 歲，
患真性及假性近視 1年，伴視疲勞，睡
眠不佳，食慾差。在本門診經針灸治療
8次，並結合中藥調養，假性近視及視
疲勞消除，視力明顯提高，睡眠及消化
功能改善，隨訪一年視力穩定。

            病人反饋之八：

【梅尼埃氏病】一女性患者，嚴重眩暈
反覆發作 2 年，診為耳水不平衡，即
梅尼埃氏病。予以西醫治療，症狀未得
緩解，眩暈仍頻繁發作。患者於本門診
經針灸及中藥治療 3 次，眩暈消除，
治療 1月，平衡功能恢復，未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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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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香港政府官方網站 7 月

6 日消息，「港版國安法」第 43
條實施細則今日刊憲公布，7 日

生效。該細則規定在處理有關

「危害國家安全」案件時，助理

處長級以上警務人員可授權在毋

須法庭手令下，進入涉事地方搜

證；警員可向裁判官申請手令，

限制受調查人士離開香港；「危

害國安」的相關財產，可以凍

結、限制、沒收及充公；警方在

必要情況時，可在特首批准下截

取通訊，毋須如其它案件般要法

官批准。

43 條還引申出一些現行法例

未有的細則，包括可要求電子平

台發布人或服務商移除「危害國

家安全」的信息，限制或停止連

接信息平台，甚至要求服務商提

供身分紀錄或解密協助，若不配

合可判罰 10 萬元及最高監禁一

年。警方又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

下，向外國及台灣政治組織要求

看中國記者魯宇仁綜合報導

北京人大推出「港版

國安法」之後，各界一直關

注該法規細則。7月6日晚，
香港政府發布公報稱，「港

版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
則刊憲公布，並將於7月7日
生效。

港府公布國安法細則 英提制裁

提交指明資料，包括在香港的活

動及個人資料、資產、收入來源

和開支等；不按要求提供可判罰

10 萬元和監禁半年；提供虛假或

不完整資料更可監禁兩年。

綜合歐美、港台媒體報導，

中共推出的「港版國安法」條文

以大陸法系為基準撰寫，並非香

港所採用的普通法系之論述。香

港本地法律與此法不一致的，適

用此法規定；香港國安法的解釋

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香港國安法未有公開意見

徵求或諮詢階段、施行前未公開

法律內容，情況罕見。

香港法律界及社會各界批

評，「港版國安法」從立法以至

制訂實施細則，都完全偏離立法

程序，無限擴大執法部門的權

力。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

張達明 7 日在電台節目直指國

安法細則繞過立法會，更完全摒

除法庭的把關角色，變相授予執

法機關極大權力，基本上全無限

制。同時，過往行之有效的立法

過程亦被摒棄，完全偏離香港現

行法制中保障人權、法治的精

神，這也反映香港和大陸在處理

問題上已無分別。他感慨說，香

港已失去獨特性，再沒有「兩制」

之別。

「港版國安法」條文引起了

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和強烈批

評，特別第 38 條備受關注。該

條文稱「港版國安法」適用於全

球所有人，包括位於香港以外的

人，以及沒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的外籍人士。因此，英國、美

國、澳大利亞和臺灣決定接納更

多的香港移民。

根據國安法條文亦規定，

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審訊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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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條），「案件具有涉外

因素或者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

人身安全等理由，發出證書指示

駐港國安公署開幕
鄭雁雄就任署長

【看中國訊】港版國安

法生效幾日，駐港國安公署

宣布開幕，選址位於靠近天

后地鐵站的銅鑼灣維景酒

店，該酒店在8日凌晨掛上
國徽和國安公署牌匾。

8 日上午，港府高官到場參

加國安公署牌匾揭幕儀式，中聯

辦主任駱惠寧、特首林鄭月娥、

前特首梁振英、董建華、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律政司司長鄭若

驊、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以及人大常委譚耀

宗等一眾建制派人士均有到場，

期間林鄭發表演說。

駐港國安公署被外界認為

是凌駕香港法治的「政法委」機

構，署長由因「烏坎事件」而聞

名的「烏坎酷吏」鄭雁雄出任，

副署長則由李江舟、孫青野擔

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則出任國

家安全事務顧問。

據報，銅鑼灣維景酒店僅是

國安公署的臨時基地，日後或

另覓新址。於 2002 年開幕的銅

鑼灣維景酒店位於銅鑼灣道 148
號，是香港中旅集團旗下的飯

店，而中旅的母公司中國旅遊集

團公司是隸屬國務院的央企，為

四大駐港中資企業之一。

中旅集團還持有香港中國

旅行社，亦辦理香港居民赴大

陸的簽證業務（回鄉證）；集團

名下還有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

限公司、香港中旅汽車服務、

灣仔維景酒店、九龍維景酒

店、旺角維景酒店、以及維景

國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香港

中旅物流貿易有限公司和香港

中旅置業有限公司等。

中國維權人士莊烈宏曾揭

發 2011 年烏坎村官員貪污，

非法倒賣土地等事件，被迫流

亡美國。在當年處理「烏坎事

件」的鄭雁雄就任香港國安公署

署長後，莊烈宏在社交媒體上

發表照片聲援香港。他接受《蘋

果日報》視像訪問時，表示當年

擔任汕尾市委書記的鄭雁雄，

恨不得把村民「剝皮」、「刀

砍」。莊亦驚訝於鄭雁雄就任

香港國安公署署長，但從目前

的局勢來看，香港猶如一隻「待

宰的羔羊」。

他亦回憶烏坎村抗爭一

事，指自己 2011 年 12 月被捕

後，烏坎村的民選村代表、臨

時理事會副會長薛錦波等人也

一同被捕了，2 日後薛錦波死於

汕尾市看守所內。他回憶當年

鄭雁雄動用幾千特警、武警包

圍整個村莊，有村民看到迫擊

炮都被運進村，架勢看似要「屠

村」，還有抓走、拘留、虐打村

民，手段異常殘忍。他至今仍

對此事憤憤不平，認為鄭雁雄

必須負最大責任。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威

脅籠罩全球，台灣今年 6 月出口

年減 3.8%，不過在兩大科技類

貨品高速成長支撐之下，上半年

出口年增 0.5%，仍居亞洲四小

龍之首。

中央社報導，財政部今日公

布了 6 月出口 271.3 億美元，年

減3.8%，連續4個月已負成長，

出進口相抵後，上半年出口淨值

為 213.5 億美元，年增了 13.2 億

美元。財政部統計處處長蔡美娜

表示，雖然台灣出口已經連月下

降，但降幅都不大，上半年出口

則是年增 0.5%，自最新統計數

據來看，亦是亞洲四小龍中唯一

還「保正」的國家；至於韓國上

半年的出口年減了 11.2%、新加

坡與香港前 5 月出口則是各年減

了 11.1% 與 5.4%。

蔡美娜分析，2020 年以來

出口貨品表現持續兩極化，科技

類貨品包括電子零組件、資通與

視聽類產品出口大放異彩，抵銷

傳統類貨品的衰退，令出口沒有

大幅衰退，兩大類貨品上半年的

規模均創下歷年同期最高。值得

一提的是，6 月的電子零組件出

口達 111.8 億美元，資通與視聽

產品的出口達 40.2 億美元，更是

刷新歷年單月新高與次高紀錄。

台灣上半年出口居
四小龍之冠

相關訴訟毋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

下進行審理」（第四十六條）。

法官可以由香港的行政長官親自

挑選（第 44 條），行政長官亦

直接向北京負責。該法還推翻了

《基本法》中嫌疑人可以獲准保釋

的權利（第四十二條），部分嫌

犯可以不得準予保釋。

英國不排除制裁 
林鄭月娥

香港危機加深之際，英國外

相藍韜文（Dominic Raab）早前

宣布為香港 300 萬符合申請英國

國民（海外）護照（BNO）資

格人士提供入籍英國的途徑。他

於 7 月 6 日在國會下議院宣佈，

英國將首次引用《馬格尼茨基法

案》（Magnitsky Act），就侵犯

人權問題對俄羅斯、沙特阿拉

伯、朝鮮和緬甸的 49 名人士或

組織實施經濟制裁，當中未有包

括涉及打壓新疆及香港人權的中

國及香港特區政府官員。

保守黨議員施志安（Iain 
Duncan Smith）在會上敦促英

國政府制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藍韜文回答，今次公佈的只是

首輪制裁名單，正準備新一輪的

名單，不排除將林鄭月娥列入其

中。他強調，「港版國安法」只

是剛剛公佈和實施，英國政府會

在適當時候作出決定。

被指「非法集結」 
周庭認兩罪

【看中國訊】黃之鋒、周庭

和林朗彥被指在去年 6 月 21 日

反送中運動期間包圍位於灣仔

的香港警察總部，分別面臨涉

及「非法集結」三項控罪。周庭

承認「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兩罪，黃之鋒和林朗彥則否

認全部控罪。黃、林案件押後至

8 月 5 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

預審，屆時會一併處理周庭的定

罪及判刑，三人繼續獲准保釋。

周庭於聆訊後在庭外表示，

政權的打壓體現在方方面面，除

了惡法及警方的拘捕等，冗長的

司法程序和限制人身自由也是打

壓的一部分，她希望其他被捕人

士可以繼續堅持下去。對於刑期

是否有心理準備，周庭指自己的

情況與黃、林兩人不同，因為她

此前沒有案底，估計或會面對幾

個月的監禁。

英國外相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稱不排除制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維景酒店                  鄭雁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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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疫情下，餐飲

業是受衝擊最嚴重的行業之一。

為了應對疫情，加拿大媒體報

導， 多 倫 多 一 家 名 叫 Ascari 
Enoteca 的餐廳，8 年來第一次

有了露臺，老闆只用了 3 天時

間就打造出來了露臺。

沒什麼花哨的裝修 , 只有木

製的 16 個座位，黃色的雨傘佈

滿整個露臺，入口處有幾張獨立

的桌子，可以再坐四個人。

自 2011 年開業以來，the 
Leslieville 的餐廳從未設置過戶

外座位，也沒有打算設置戶外座

位。但是，隨著在多倫多重新開

放的第二階段 , 人們蜂擁到多倫

多餐廳的露臺上合法用餐，各家

機構都在爭先恐後地拼湊出一些

表面上的戶外空間來招待用餐

者，否則就有倒閉的風險。

這家餐廳的老闆說 ,「如果

不是建造了那個庭院，這家餐廳

很可能會永久關閉。」

他說，他們就在兩週前做

出了增加戶外座位的決定，當

時安大略省已經開始推進其大部

分地區（多倫多除外）進入第

二階段。

老闆說，在與承包商聯繫後

的三天內，Ascari Enoteca 就有

了一個可以正常工作的露臺，週

六就可以使用了。根據衛生法

規，桌子的間距為兩米，工作人

員穿著個人防護用品，菜單已經

被取代，換成了一次性的。

這是一個非常快速扭轉盈虧

的做法。其實，如果這家餐廳在

武漢肺炎爆發之前，它的 38 個

內部座位很可能在夏季週末晚上

就被預訂一空。

【看中國訊】美密歇根州東

南 部 的 亨 利 ‧ 福 特（Henry 
Ford）醫療系統的研究人員發

現，早期服用羥氯奎藥會使武漢

肺炎住院患者的死亡機率大大

降低。

醫院傳染病科負責人馬

庫 斯 ‧ 澤 爾 沃 斯（Marcus 
Zervos）博士日前在新聞發

布會上說：「我們認為重要的

是……要及早治療患者。為了使

羥氯奎發揮作用，需要在患者開

始遭受某些嚴重免疫反應之前就

開始治療。」

一份來自川普總統競選活動

的聲明稱該研究為「了不起的新

聞」。

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多的證

據表明羥氯奎對治療武漢肺炎患

者卓有成效。並且，一項對數千

名醫生進行的國際民意調查將羥

氯奎評為治療武漢肺炎的「最有

效療法」。

【看中國記者路克報導】武

漢肺炎（COVID-19）大流行已

經揭示了中共對美國，包括：救

命藥物、技術和設備在內的供應

鏈的不良影響。但有分析人士認

為，持續的危機掩蓋了中共在美

國領土上取得的進展。

北京及其合作夥伴對美國

的滲透到了甚麼程度？美國安

全研究所（American Security 
Institute）最近就此發布了一份

報告。

報告說，中方生產了 97%
的美國抗生素和大約 80% 的用

於美國藥品的活性藥物成分，這

使得北京對可能挽救生命的藥物

具有絕對的控制權。

報告稱，2017 年，美國從

中方進口了 46 億美元的農產

品，這也是全球在營養補品和合

成肉中大豆和豌豆蛋白供應的主

要來源。

一家中資公司還收購了世界

最大的豬肉加工和生豬生產商，

位於美國弗吉尼亞州的史密斯菲

爾德公司。

報告指出，幾十年來，中共

盜竊知識產權一直是公開的秘

密。最近，美國當局發現北京正

在秘密資助美國大學研究人員。

美國智能手機和其他家庭用品的

製造也嚴重依賴於中方，北京控

制著製造這些產品所必需的稀土

礦物質。

此外，中資公司已經收購

了 AMC 娛樂公司、傳奇影業

和其他媒體公司。對 8000 多個

美國劇院銀幕和其他媒體平臺

的控制，使北京可以投射「軟實

力」。

美國安全研究所援引無黨派

經濟智囊機構鮑爾森研究所的報

告說：「中資公司和投資者在近

2400 家美國公司中擁有多數控

制權。」

美國安全研究所常務董事威

爾 · 科金對福克斯新聞說：「當

務之急是恢復我們的關鍵供應

鏈，使我們能夠變得安全，而不

依靠北京。」

國際事務專家，世界經濟

論壇的撰稿人米洛斯 · 馬里奇

（Milos Maricic）表示，儘管中

方擁有接近 1500 億美元的美國

公司（與美國經濟相比並不算

特別多），但是真實的數字可能

更多，美方根本不知道。

他推測說：「由於中方有時

會採用複雜的所有權結構，因此

很難正確地估計這一數字。」

【看 中 國 訊】美 國 運 動

員 科 里 · 卡 佩 洛 尼（Corey 
Cappelloni），近日在 7 天內長

跑 350 公里，去探訪染疫的 98
歲祖母，同時為老人籌款。科

里 · 卡佩洛尼是一名耐力運動

員，曾參加過撒拉哈沙漠馬拉

松賽跑，頂著烈日在 6 天內橫

跨撒哈拉沙漠。

科里和祖母露絲 · 安德列

斯（Ruth Andres）感情深厚。

祖母住在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

療養院，6 月初感染了武漢肺炎

（COVID-19）。科里說，他每

天給祖母打電話，感受到被隔離

的祖母的孤獨和無助。她擔心家

人、朋友不能再去看望她。

科里想鼓勵她，讓她振作起

來。於是決定從自己住的華盛頓

特區長跑到祖母居住的療養院。

科里沿著小道向北跑，有時要穿

越森林和居民區。他的女友駕駛

著房車一路跟隨。七天後，他們

到達了目的地，十幾名療養院員

工打著橫幅，舉著氣球迎接他

們。住在四樓的祖母透過窗戶看

著科里，窗戶外面掛著寫有「我

愛你，科里」的標語。

科里說，這是自己一生中最

有意義的一次長跑。「為露絲而

跑」已籌集了 24000 美元。這

筆錢將用於購買智能手機和平板

電腦，幫助在病毒大流行中不能

出門的老年人與親人交流。

【看中國訊】川普總統在美

國獨立日發表賀詞，慶祝美國建

國 244 週年。國務卿蓬佩奧也

發表聲明，慶祝美國的自由和獨

立。

川普總統在賀詞中指出，

「對自由和正義理想的持久承諾

源於我們國家的建國之初，這種

理想確定了我們的美國精神」，

「244 年後的今天，《獨立宣言》

奠定的原則在繼續指導我們前

行，繼續讓我們國家成為所有人

的自由、繁榮和機會的燈塔」。

「過去幾個月來，美國精神無疑

受到很多的考驗。但我們國家面

臨逆境卻迎來了一些我們最引以

為榮的勝利時刻。我們今天尤其

不忘我們國家成立將近 250 年

以來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我們必

須共同做到不辜負《獨立宣言》

的理想，盡全力去保護和維護讓

我們成為世界上最偉大國家的自

由。」

美國之音報導稱，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也在獨立日發表聲明，

慶祝美國獨立建國 244 週年。

蓬佩奧在聲明中說，人類歷

史上首次出現了一個國家，後者

創建之初就承認《獨立宣言》所

明確的「人人享有造物主所賦予

的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

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記者從貴州省安順市應急管

理局獲悉，截至 7 日 22 時，經

過全力搜救，承載多名考生的安

順公車墜入虹山水庫事件一共搜

救出 37 人，包括受傷 16 人，

無生命體徵 20 人，送醫搶救無

效死亡 1 人。

然而，目前網路傳出駕駛該

輛公車的男性駕駛員張某鋼是一

名拆遷戶，事發當日早上還在反

映問題，而他女兒去年因高考不

順而投湖自殺。

新 華 社 報 導，7 日 12 時

許，安順市有一輛車牌號為貴

G02086D 的 2 路公車自安順火

車站開駛向客車東站，途經虹山

湖大壩中段期間，忽然衝破石護

欄墜入虹山水庫中。經過全力搜

救，截至 22 時，一共搜救出 37
人，包括受傷 16 人，無生命體

徵 20 人，送醫搶救無效死亡 1

人。

目前墜湖公車已經打撈上

岸，駕駛員無生命體征。經過初

步查明，男性駕駛員張某鋼，

52 歲，安順市西秀區人，執 A1
駕照，從 1997 年迄今一直在駕

駛 2 路公車。其它詳細情況正

待進一步調查。

記者後續在貴州安順七十三

醫院看到一名受傷乘客，她正在

醫院接受救治。這名傷者表示，

目前自己的身體狀況平穩，家人

也一直陪在身邊。

公車墜湖事件發生後，當地

政府對事件開展救援救治與調查

處置，目前已動員了 1100 餘人

開展搜救。貴州省也已成立專案

組開展事件調查，至於搜救工作

仍在繼續進行。

針對司機開車衝入水庫一

事，外界疑慮難平，網路上有疑

似知情人透漏出司機的更多信

息。消息稱駕駛員叫張包鋼，退

伍軍人，西秀區的拆遷戶，多次

打 12345 熱線電話反映問題，

上訪無果。在事發前，這位司機

還打了兩次熱線電話。

博主「愛笑的賈小嘎」發文

表示，「司機張某鋼駕駛安順 2
路公車已經 23 年」，對 2 路公

車的路況應該是瞭若指掌，但為

何會突然發生這樣的事故。該博

主表示，根據事發現場的視頻監

控顯示，該輛公車是在避開一輛

小車後，才突然轉彎駛向湖中，

並強調，據悉，「路邊路燈立柱

間距只有四米左右，如果不是特

別巧合或者駕駛員以較高的駕駛

技術刻意瞄準，公車很難穿過路

燈立柱之間的距離。」因此「有

可能是司機張某鋼故意製造的這

起交通事故。」

「愛笑的賈小嘎」還表示，

目前有消息稱，張某鋼的女兒在

去年參加高考失敗，後來投湖自

盡。但這消息尚未被官方核實，

如果消息確定，「張某鋼故意製

造事故的可能性就會更大」。

對此，中國網友也紛紛表

示，「都快 30 個小時了，公車

也撈上來了，卻沒公布黑匣子錄

影，熱度反而消失了，昨晚還詭

異的發布關注駕駛員心理健康身

體健康，要等到什麼時候公布實

情？難道傳言是真的？真的是當

地政府針對張包鋼多次反映家裡

拆遷的事處置不當？」推特網友

「兩宋遺風」則表示，「貴州公

車悲劇，就是當下整個中國的微

縮版和預演。」

貴州大巴案釀21死 傳司機報復社會

北京已滲透美國眾多領域

川普發賀詞 
慶祝美國獨立日

孝孫跑350公里 
探染疫祖母

為營業拼了 餐廳老闆3天造一個露臺

【看中國訊】日前，美國一對

新婚夫妻剛完成婚禮，在開車返

家時撞見車禍事故，穿著婚紗的

新娘立即下車照顧一名受傷者。

新郎事後在網上貼文說，我很幸

運能有這麼一位出色的妻子。

綜合外媒報導，22 歲的瑞秋

（Rachel Taylor）與丈夫卡爾文

（Calvin Taylor）完成結婚儀式

後，從教堂開車回家，路上目擊

一起三車連環相撞的車禍。卡爾

文立即打電話報警，瑞秋則趕緊

下車，照顧一名腿部受重傷的女

子。瑞秋席地而坐，抱著這名女

子，不斷輕聲安撫她。救護人員

抵達後，把她抬上救護車，這對

新婚夫婦才離開現場。

卡爾文將瑞秋照顧傷者的照

片傳上臉書，他留言寫道：「我

很幸運能有這麼一位出色的妻

子，她始終照顧著需要幫助的

人。」瑞秋則說，自己剛從護士

學校畢業，很高興當時知道自己

該怎麼做。（Adobe Stock）

目擊車禍 
新娘穿婚紗救人

治武漢肺炎 
病毒感染 
羥氯奎有效

帶露臺的餐廳（示意圖/非本文圖片/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美國總統川普與第一夫人梅拉尼

婭7月4日出席獨立日慶祝活動。

（Getty Images）

貴州大巴墜入水庫（圖片來源：網路） 

羥氯奎藥（Adobe Stock）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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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聯邦調查局 FBI
的局長發表了對中國工作的公開

講話，他說中共是史無前例開展

大規模竊取活動，偷竊美國的技

術資料和公民的各種數據，還提

到現在 FBI 平均每 10 個小時就

會立一個涉及到中共間諜活動的

案子。情報界直接出面對公眾講

話不常見，就是情報界在為一些

嚴厲的政策預先做背書，爭取理

解和支持，情報界在公眾心中比

較有權威。

在五眼聯盟當中除了美國之

外，其餘幾個英國體制式的國安

的力量都不夠強。這是亟需改進

的。加拿大雖然也有國家情報

局 (CSIS），但它沒有執法權。

它是個情報獲取、和分析研究機

構，它負責給政府出報告，建議

政府採取何種行動。真要反間

諜、動手抓人它沒有執法權，得

通過加拿大皇家騎警（相當於

聯邦這一級的警察）來動手。

渥太華的政府不重視，皇家

騎警不配合它就愣沒轍。美國聯

邦調查局就強勢得多，它既是聯

邦一級的警察、兼執行聯邦反間

諜法律，它就可以動手逮人。其

實加拿大國家情報局對中共的滲

透早就有很透徹的瞭解了。據報

導記錄片《假孔子之名》裡，有

原情報界官員出面作證，對於多

倫多公校局把孔子學院踢出去起

了關鍵的作用。政府首腦身邊圍

了很多和中共利益關係深厚的

人，他們阻擋小土豆有行動也沒

有辦法。現在這個形勢客觀上需

要英國、加拿大這種體制的國家

做出改革，賦與國安部門更強大

的執法權，一個更強勢的安全部

門自己能執行聯邦法律，馬上就

能推動很多事。

推倒網際網路防火牆，這事

坊間流傳幾個月了，現在終於有

點實錘的跡象了。川普新任命的

全球媒體總署 CEO 邁克尓．帕

克 (Michael Pack) 最近有個表

態。這個全球媒體總署前身叫做

美國廣播理事會，是美國之音、

自由亞洲他們這些媒體的管理機

構。帕克說對中國廣播是「極為

優先」的考慮，而且他特別提到

了會投入一部分資金開發繞開網

路封鎖的技術。這是迄今關於推

牆的最實錘的表態。

「建牆」這事是中共在以國

家之力在做，而「推牆」這事也

只能以國家之力來完成，大夥不

太指望得上私人公司能把這活

給辦了。很多人對艾龍．馬斯

克（Elon Musk）的那個星鏈計

畫寄與厚望。這個構想很富於創

造性，它開創了一種新的網際網

路覆蓋的方式，叫「天基接入方

式」，徹底取代地面通訊設施。

因為星鏈是一個改寫通信行業整

體面貌的創新，很多人就希望它

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掉中共的網

際網路封鎖。畢竟中共「長城防

火牆」要依賴現有的通信基礎設

施，要在伺服器、路由器這些東

西上做文章。人在家中坐、wifi
天上來，那當然也就繞開了牆，

這套信息封鎖的打法就不靈了，

所以很多朋友很興奮。

這裡要給大家潑點冷水，我

不是技術牛，我習慣於從人文和

社會的角度來分析問題。除了個

別的企業家確實有很明確的使命

感之外，請大家記住，企業的本

性是不會去和一個政權對抗的，

只要這家公司在按照資本的性格

辦事，專注於商業上的成功，以

財報作為衡量自身成就的唯一依

據，那它就不會去和政權為敵、

不會捲入這種層面的鬥爭。這世

界上最大的公司也不會有去和一

個最弱小的國家鬥爭的願望，更

不要說去和中共這樣的龐然大物

作鬥爭。

長城防火牆是集一國之力搞

起來的，中共也會集一國之力去

維護它。相應推倒它也只能一個

國家級別的行動才能奏效。

美國政府資助破網技術是從

歐巴馬時代就開始了，當時國務

卿還是希拉里．克林頓。現實是

中國網民要自由獲取資訊是越來

越難，不是更容易，現有資源的

使用才是顯而易見無效的，也是

嚴重不足夠的。需要做出改變。

美國國內的一些既得利益者也在

阻礙這些變化的發生，客觀上在

幫助中共。

我的朋友矽谷尹公說美國這

個社會比中國更公平和正義，但

大家不要以為在美國公正就是一

個現成的擺在那裡的東西，就像

空氣一樣可以免費地享用。在世

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這樣的

事，公正總需要去爭取和維護。

只是美國的社會公平的保底線比

中國高很多，同時人們有爭取的

機會。你可以結社、辦媒體、組

織各種社會運動來爭取。推倒中

共防火牆的這場戰爭不只發生在

中國，也發生在美國、發生在加

拿大和世界許多地方，沒人可以

坐享其成、都需要付出努力、只

是以不同的方式。要推中共的

牆，自由社會也需要做出很多方

面的努力。所以我支持各種方式

的行動，包括白宮網站上發起的

那個推倒中共防火牆的征簽、包

括直接給白宮網站的留言板寫

信、包括給自己所在選區的議員

提議、包括各種渠道的發聲。

印度報復邊境石戰，宣布取

締五十多款手提電話 App，除了

禁用微信，還包括風魔一時的「抖

音」，外面叫做 TikTok。
印度聲稱中國的 App 上載手

提電話，都吸取用家的私隱，另有

用途。

印度 IT 非常先進，唯中印

邊境高原，一日不動手，TikTok
和 WeChat 就一天不會危害印度

十三億人的私隱。死了二十名官

兵，印度才突然發現中國的 App
有問題。此一東方邏輯不知如何由

古印度的婆羅門教演繹過來，甚為

奇怪。

不過西方文明國家專家公認：

抖音亦即 TikTok，實是低端人口

瀋迷的玩意。

本來已經有 YouTube，再有

Instagram，已夠耗費光陰，再來

這樣一款讓生來平庸渺小的人，動

兩片嘴皮，配一段天王歌曲，扭動

腰肢或穿露胸裝，仿效猴子動作自

拍，即有萬千 Like，迅即小圈子

上位。

但「抖音」在全球低端人口渴

慕一舉成名的動物本能之下，迅速

變為一個「孌童金魚缸」。根據統

計，最熱衷自玩抖音的是年輕女

子，尤其以未成年少女更多。她們

受了美國 America's Got Talent 之
類的電視綜藝成人 Show 洗腦，覺

得自己也可來兩下子。十三四歲的

小女孩剛開始發育，學著塗口紅、

衣著暴露，兩截腰裙露出肚臍和一

對大腿，迅速在手提電話網路吸引

全球老男人孌童癖圍觀的人肉市

場，熱鬧過武漢野生動物市場。

不論德國、美國還是墨西哥，

老得坐在輪椅上，還可手持一部

華為，因為 TikTok，心底裡一團

熄滅了的火焰又燒了起來，張大嘴

巴，嘴角掛著一絲口水，一隻手在

顫抖。正能量一點來說，對於世

界，其實有建設性。

上一代的人教導子女要愛惜光

陰。生命就像時針走動，滴達滴達

TikTokTikTok，一分一秒在無聊

空虛中就溜走了。

帕米爾高原一通狼牙棒、幾塊

石頭，好像終於令印度參悟了釋迦

牟尼菩提樹下當年想到的智慧，一

怒而掃場。從此沒了 TikTok，孟

買加爾各答的青少年自殺率恐怕會

抑鬱飆升。

這個世界積聚粉絲很容易，其

中的粉絲也可以做小天王，也聚集

了許多小粉絲。於是炮聲隆隆，快

打仗了。

世界範圍內大瘟疫在繼

續，目前北京封城，凶猛的第

二波疫情是否即將來臨？有文

章運用星象解析圖作出預測，

當二波疫情到來時，由於醫學

無法醫治，人類將出現驚人的

大淘汰。武漢肺炎的變種病

毒，當它再次聚然爆發出來

時，將會定時，定點，定數橫

掃人類，令全球死者無數。不

止是瘟疫，人類還面臨其他災

難，水災，地震，飢荒和戰

爭。

諾亞造方舟時，他周圍的

人誰都不信他得到神的旨意大

洪水就要來了。洪水席捲地球

而來時，他的全家和動物種子

在方舟中安然度過劫難，而地

球上一切生命都沒有了。老天

降洪水於世界，是因為人類道

德太敗壞，只有諾亞是義人，

才被上天留下。

人都以為避開瘟疫只需避

開傳染，殊不知，瘟疫有眼是

被歷史證實的。明朝因為冤殺

袁崇煥導致大瘟疫。當時瘟疫

長眼不染清軍，不染袁崇換舊

部，瘟神不僅滅掉殘酷凌遲活

剮忠臣袁崇煥的昏庸朝廷，還

滅掉了被謊言矇蔽追隨朝廷辱

罵袁崇煥的明朝百姓。老天有

眼，跟隨大忠臣袁崇煥的人都

在大瘟疫中安然無恙。自古

言，人有正氣瘟疫不染。

諾亞造方舟啟示我們：災

難是由於人類道德敗壞而導

致，人若能提升道德改變自

身行為，更多的人成為「義」

人，那麼二十一世紀的諾亞方

舟上將承載更多得救的生命

從歷史角度看，人類歷史

上大瘟疫，通常都會經歷不同

階段爆發。歐州 14 世紀洲黑

死病以及百年前西班牙流感，

都是第一波之後繼發第二波，

而第一波相對來說較輕微，而

第二波爆發則波及面更廣，致

死率極高。今年人類能否逃過

瘟疫之手，難關在後。

根據專家預測，第二波疫

情是必定要來的，只是時間問

題。那麼在第二波瘟疫到來

之前，我們是否具備了防疫

能力，反省自身，自己是否

是「義」人，可以被上天留下

來？歷史經常出現驚人的相

似，大家都知道，歷史上羅馬

大瘟疫，是因為羅馬帝國迫害

有信仰的聖徒而導致，由於迫

害基督徒，羅馬城死者無計其

數，當時屍體堆在街上無人收

屍，直至整個國家向天懺悔瘟

疫才停止。

聖經啟示錄十七章，大淫

婦騎在七頭十角獸上的預言已

明顯在應驗中。「我又看見那

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

穌作見證之人的血。」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 70 年

中，屠殺了八千萬中國人，有

人說現在不屠殺了，你怎麼知

道不屠殺了？這個集權政府對

持有對神佛信仰的人們發起了

大規模的迫害，甚至將活人放

在手術台上取其器官後活活殺

害，然後將器官高價賣出謀取

暴利。每年這樣的手術高至

五，六萬例。這樣的罪行現在

還在大陸醫院發生著。它是不

是聖經啟示錄裡的大淫婦呢？

能夠站到諾亞方舟上的

人，是義人。「義」人首要的

標準，是不能跟隨邪惡走，在

權力的淫威下，在金錢的誘惑

下，你能否守住你的良知？

很多中國同胞覺得中國現

在有錢了，只要自己生活好就

行了，管它中共迫害誰呢？人

愛自己的子女父母，也是道德

的一個層面，但是在天道和公

德的範疇，才能真正檢測出人

的道德底線所在。

愛因斯坦說：「上帝不擲

骰子」，這也暗合了長期以來

東方人信奉的理念「福禍無

門，唯人自招」。讓我們都

站到諾亞方舟上，做一個有良

知，有正義心的「義」人吧。

美國終於要拆「長城防火牆」了 

小抖音、老男人
◎文：飛雲升

讓我們都站到諾亞方舟上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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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陶傑

上一代的人教導子女要愛惜光

陰。 .滴達滴達TikTokTikTok，

一分一秒在無聊空虛中就溜走了。

Getty Images

專家稱，中共防火牆在損害中國，因為它既不允許外部信息流入，也

阻止中共當局的骯髒內幕曝光。（網路圖片）

上天降洪水於世界，因為諾亞

是義人，才被上天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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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導

美 國 聯 邦 調 查 局

（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
（Christopher Wray）7月
7日在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
院（Hudson Institute）發
表演講稱，中共大規模的間

諜活動不但威脅美國國家

安全，而且還對美國經濟造

成前所未有的衝擊。除了在

美國總統大選中暗中幫助

其屬意的候選人外，中共還

脅迫海外中國人回國，或者

自我了斷。

◆墨西哥總統安德烈斯．

曼努埃爾．洛佩茲．奧夫拉

多 爾（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於 7 月 8 日訪問美

國，並與美國總統唐納德．川

普（Donald Trump）在白宮簽

署聯合聲明。這是他上任以來

首次出國訪問。當日下午，洛

佩茲與川普慶祝於 7 月初正式

生效的新版北美貿易協議——

《美國 - 墨西哥 - 加拿大協定》

（USMCA）。 此 次 陪 同 洛 佩

茲．奧夫拉多爾一起訪問白宮的

是一個墨西哥商務代表團，其中

包括墨西哥首富、電信大亨卡洛

斯．斯利姆（Carlos Slim）等

人。雙方會面討論了墨西哥非法

移民問題和雙方在能源投資方面

合作事宜；重點議程還包括墨西

哥將持續支持川普的移民政策，

以及如何減輕武漢肺炎所造成的

破壞等。而此前雙方關係層因非

法移民及邊境牆問題一度緊張。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7 日宣布確診感染

病毒，但他強調自己已經「完全

正常」。據《中央社》報導，博

索納羅 7 月 6 日出現低燒咳嗽

的武漢肺炎症狀，當日晚間前

往首都巴西利亞三軍醫院進行

檢測後，波索納洛在總統府外

向支持者表示，肺部檢查沒有

狀況，請大家不用擔心。他還

表示，自己正在服用羥氯奎寧

（hydroxychloroquine）。 與 美

國總統川普一樣，博索納羅也一

直在推廣使用瘧疾用藥奎寧和其

衍生藥物治療武漢肺炎。根據巴

西各州衛生部門最新數據指出，

截止目前，巴西累計確診達 166
萬 8589 例，6 萬 6741 人染疫

身亡。

◆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

爾（PoK）首府穆薩法拉巴德

（Muzaffarabad）的居民 7 月 6
日舉行了一場大規模示威活動，

抗議中共在當地非法興建水電站

破壞生態。報導稱，當地居民指

控，如果水電站完成投入營運，

就會把尼肋姆河 90% 的河水轉

移到水電站，這將嚴重影響穆薩

法拉巴德 50 萬人口的生計，且

引發當地氣溫升高。此外，抗議

民眾還質疑，巴基斯坦和中共無

法律依據卻在巴控克什米爾興建

水電站，違反了聯合國安全理事

會決議。據報導，尼肋姆 - 吉魯

姆水電站和柯哈特水電站興建項

目，都是中共「一帶一路」下的

「中巴經濟走廊」（CPEC）的工

程項目。

中共脅迫海外中國人
回國或自我了斷

中共間諜活動猖獗 
美國損失嚴重

雷說，中共的威脅是如此巨

大，以致美國司法部部長和國務

卿將在未來數週內需要解決非常

多的這類問題。如果美國人認為

這僅僅是間諜活動問題，或者是

政府部門問題，或是大型公司的

問題，那麼不能再這樣繼續錯下

去了。美國人是受害者，中共所

犯下的偷竊案件規模之大，在人

類歷史上前所未有。「如果您是

美國成年人，那麼中共很有可能

竊取了您的個人數據信息。」

2017 年， 中 共 軍 方 蓄

謀侵入美國信貸機構艾可飛

（Equifax）的資料庫，竊取了 1.5
億美國人的敏感個人信息數據，

這可是近一半的美國人口，很顯

然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雷說：「現在聯邦調查局已

經到了約每 10 個小時就對一宗

與中國有關的新反情報案件進行

項全球反犯罪活動，但它絕對不

是那麼回事。該計畫旨在針對居

住在中國境外的中國人。這些人

被視為威脅，因此要不擇手段使

其返回中國國內，以消除對北京

的政治和人權政策的批評。那些

拒絕返回的人的國內家屬受到威

脅，有些人在中國大陸被捕是

「出於槓桿作用」。

雷說，中共鎖定的海外中國

人，許多都是美國公民或持有美

國綠卡，它們所採取的脅迫手段

令人髮指。

其中有一個案例是，由於中

共所圈定一名目標人士下落不

明，於是派人去探視這名人士的

家人。官方給目標人士留了一個

訊息稱：可以選擇回到中國，或

是自我了斷。

對此，雷呼籲，如果遭受中

共的脅迫中國人或海外華人，可

以聯繫當地的FBI區域辦公室。

調查的程度。目前在全國範圍內

進行的近 5,000 例 FBI 反情報案

件中，幾乎有一半與中國有關。」

雷表示，他在這裡的相關指

控與中國人民無關，當然也不是

華裔美國人。「當我談到來自中

國的威脅時，我指的是北京當局

和中國共產黨。」

雷提醒美國人必須瞭解中共

的野心。他說，中國共產黨認

為，它們要超越美國，就必須在

經濟和科技領導領域進行世代鬥

爭。中共不是通過合法的創新與

公平競爭的方式，也不是為中國

人民提供與美國一樣的言論自由

和創新環境，而是不擇手段想成

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

為此，中共使用了各種各樣

的方法，從網路入侵到行賄可信

任的內部人員，無所不用其極。

他們甚至開創了一種竊取知識產

權的方法，通過中共情報部門、

國有企業、私營公司（實際由

北京當局掌控），以及某些領域

的科研人員和留學生等，來達

到偷竊的目的。通過諸如所謂

的「千人計畫」這種人才招聘計

畫，中共試圖誘使科學家將美國

知識產權和創新秘密地帶回中國

大陸。

企圖影響美國國家政策

雷說，中共所採取的惡意外

國勢力行為是一天 24 小時、一

週 7 天、一年 365 天不間斷關

注美國國家政策和立場。這種行

為不只是威脅美國的選舉，而是

全方位全年無休的威脅。如今，

不但已對美國選舉產生了影響，

而且中共肯定選定了暗中支持的

候選人。

現在，傳統的外國影響力是

通過正常的外交活動所推動的。

但是，中共這種不良的外國影響

力是具有顛覆性的，它們企圖影

響美國政府政策，破壞美國公共

言論自由，並扭曲民主價值觀。

中共常見所採用的方法有賄

賂、勒索和秘密交易等。中共外

交官還利用開放、赤裸裸的經濟

壓力和看似中立的中間人來施加

中共的影響力。

脅迫海外中國人回國 
或自我了斷

中共也沒有放過旅居海外的

中國人，尤其是異議人士。雷

表示，中共發起了一項名為「獵

狐」的計畫。北京當局曾將「獵

狐」（Fox Hunt）行動吹捧為一

印度審查
涉中企投資案

【看中國訊】印度禁用中國

59 款 App、限制中國電力設備

進口之後，7 月 7 日有消息稱，

印度政府正在根據一項新的審查

政策，對約 50 項涉及中國企業

的投資方案進行審查。此外，印

度商業和工業部正在考慮對來自

韓國等第 3 國商品審查，而此

舉旨在阻止被禁的中國進口商品

通過這些國家進入印度。

印度商業和工業部一直在推

動對《海關法》進行快速修訂，

並要求財政部出臺有關原產地規

則的嚴格規定，授權海關工作人

員核查濫用自由貿易協定的情

況。並且印度政府已經在《海關

法》中增加了一個關於貿易協定

下原產地規則管理的新章節。根

據新規則，進口商不能僅僅通過

提供原產地證書就享受優惠。中

印邊境衝突後，印度頒布了針對

中國進口的新規定，對來自中國

的貨物實施了 100% 的檢查。

路透社 7 月 6 日援引三名消

息人士的話稱，印度政府正在根

據一項新的審查政策，對約 50
項涉及中國企業的投資方案進行

審查。根據印度 4 月份頒布的規

定，所有來自鄰國的實體投資，

無論是新投資還是追加投資，都

須要得到印度政府的批准。來自

中國實體投資則占了相當大的

比例。印度一家知名律師事務

所的合夥人阿洛克 · 桑克（Alok 
Sonker）表示，最近幾週至少

有 10 位中國客戶就關於印度投

資方面事宜向他的徵求建議，目

前，他們都在等待這項政策在未

來的進一步明確。

另外印度電力部日前頒布命

令，要求印度企業從中國進口電

力設備和部件前，須要得到政府

許可。

【看中國記者喬夫綜合報導】

近日，備受爭議的紐西蘭國家黨

議員楊健再度成為媒體關注焦

點。 而 TVNZ 的 Q/A 節目媒

體近日披露，電視一台連續兩年

試圖多次採訪楊健，均被其拒

絕。副總理 Winston Peters 則

明確向國家黨黨魁 Todd Muller
發出警告，要求他「捍衛紐西蘭

的利益」，並就留任楊健的決定

做出解釋。 
2017 年，楊健被外界揭露

出曾在中共軍方院校工作，引起

軒然大波。據媒體披露，楊健曾

在中共解放軍總參三部下屬洛陽

外國語學院任教，還是中共黨

員。面對外界的調查，楊健承認

在中國軍方院校工作，但堅決否

認自己是間諜。儘管調查的下文

沒有公布，但此後很長時間楊健

都處於近乎銷聲的狀態。 

在被重新選為今年大選的

國家黨的排名議員後，楊健僅以

中文在特定中文媒體上發表了聲

明。不過在這份中文聲明中，他

依然沒有提及自己的中國經歷，

有意思的是，他的政黨也沒有發

表相關英文聲明，看來國家黨內

部對此也是相當忌諱。儘管他保

持低調，但在過往楊健組織和參

與的政治活動中，可以明顯看出

楊健與中共高層的聯絡相當密

切，而這也自然成了他留任國家

黨核心的重要籌碼。據媒體透

露，去年楊健還為當時的國家黨

領導人 Simon Bridges 安排了與

中共政法委書記郭聲琨的會晤。 
對於楊健的留任，香港

《金融時報》亞洲部編輯 Jamil 
Anderlini 在採訪中表示，讓楊

健做國會議員使「紐西蘭成為全

球乃至中共的笑柄」。 

局長
F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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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西蘭媒體追蹤「隱身議員」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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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微貸網P2P爆雷
2020 年 7 月 4 日 新 聞 報

導，微貸網爆雷了。這是杭州最

大的 P2P，在浙江省排名前三。

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進行了警

方通報，通報微貸網涉嫌非法吸

收公眾存款被立案調查。相當於

宣布了微貸網正式爆雷了。

微貸網 2011 年 7 月份上線

的，運營了近 9 年，是非常老

牌的一家 P2P，它主要業務是汽

車抵押貸款。截止今年 2 月份，

其借貸餘額 86 億，當前出借人

數量 11.5 萬人，平均每個人砸

進去大概 7 萬人民幣。微貸網

在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間，已

經開始收縮了，想歸還貸款。

2018 年的貸款餘額是 199 億。

根據微貸網 2019 年財報公布的

數據，微貸網截止 2019 年年底

對外貸款未償還餘額為 137億。

到今年 2 月份的借貸餘額是 86
億。可以看到微貸網一直試圖把

貸款清償掉，但看樣子是走不下

去了，86 億很難全部歸還。

微貸網第一大股東和實際

控制人是姚宏，A 股上市公司

漢鼎宇佑（300300.SZ）是第二

大股東，參股了大概 20% 的股

份。微貸網在 2018 年 11 月 15
日紐約上市，所以微貸網本身是

一個上市公司。為什麼上市？

我想應該是給投資機構和 PE 和

VC 一個交代。畢竟投了這麼多

錢，總要想辦法退出。當時股價

最高漲到 13.63 美元，後面一路

下跌到 1.33 美元，現在市值不

足 1 億美金。

微貸網與山西陽泉銀行

我對這件事有三點思考：

前一陣子我們談過山西陽泉銀

行被擠兌的事件。微貸網是山

西陽泉銀行的第一大股東，在

2017 年 4 月份的時候入股了

山西陽泉銀行。當時算是 P2P
參股銀行的第一例，並持股

9.76% 成為第一大股東。所以

各方面都是相關聯的。前有山

西陽泉銀行的擠兌，接著微貸

網的爆雷就來了。

第二點，是關於二手車的

交易市場情況。因為微貸網主

要經營的是汽車抵押貸款，現

在有很多汽車收不回貸款，成

為了壞賬，這與二手車的交易

不景氣有很大的關係。網易在 7
月 4 日有報導《疫情下的全國二

手車市場：成交量暴跌，約兩

成商戶出局》，可以看出現在二

手車的銷量非常難，也對微貸

網構成了一個致命的衝擊。

第三點，P2P 暴雷有規律，

通常是從鏈條上最弱的或者是最

激進的開始暴雷，然後一層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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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鬧一鬧，通過媒體把事

情擴大可能還有一些用處。

更重要的大家在投資理財

的時候，應該小心和警惕。比

如你買的信託產品有些私募基

金產品，乃至一些保險產品，

都要小心。保險的資產規模

也是擴張了一兩倍，2014 年

2015 年時，其資產剛突破十

幾萬億，這也是很大規模，而

且很多保險後面還發展了理財

型的投連險。它其實是個投資

產品，把公眾的錢錢圈起來以

後，然後在資產端去配置一些

資產，不外乎也就是那些債券

非標、城投、再配置一點點權

益、股票。

我比較關注債券市場，有

一些債最近幾年都在爆雷，一

些網紅債券，比如像中融新大

這些大量的網紅債券，比如山

東那一帶有很多的網紅債券，

在這些爆雷債券，人們很驚訝

地發現裡面投資人居然有大量

的保險投資人，大量的保險投

資人居然在投一些資產資質

很差的非標類資產。你想不到

一個堂堂的保險公司甚至有名

的保險公司，居然資產裡面去

配置這麼差的垃圾的非標類資

產。所以大家不要覺得保險的

資產質量有多好。有些保險通

過「投連險」這種理財產品，

每年年化許諾 5%、6% 的，然

後轉手去配置的資產質量可能

並不怎麼好，所以保險的爆雷

也是要防範的，尤其是投資型

的這種保險產品。

總的來說，大家要迴避一

些前幾年非常激進的金融機

構。它們吸收資金的時候給

的收益或許諾的回報率都非常

高，到了要還債的時候，就爆

雷了。這個時候你要高度小

向裡面最核心的頭部的 P2P 去

接近，最後頭部（核心）也挺

不住了，也倒下爆雷。

這是對微貸網整個爆雷過

程的簡單介紹。

金融機構「金三胖」

各個金融機構包括中小銀

行 / 信託 / 保險 / 私募 /P2P，以

及他們所對應的資產端：一些

大型民營企業或大型企業，它

們的爆雷是有聯繫的，就好比

佛經中說：「凡事皆有因果」，

一切的因緣其實早在 3-5 年前

便已種下。

炒股的人常說的「金三胖」

是：銀行、保險、證券，這三胖

擴張得很洶湧，每一胖裡都有

代表。比如銀行裡，擴張凶猛

的代表主要是中小銀行，中小

銀行在 2016 年和 2017 年以後

資產增速迅猛，年增速大概是

15% 或 20% 以上。股票如果

是年化 30% 的增長，三年翻一

倍，如果年化 20% 的增長，不

到 4 年的時間翻一倍。從 2015
年到現在，剛好五年的樣子，

所以很多中小銀行的資產規模

早就翻了一倍了。

誰在這四五年擴張最猛，

加槓桿最猛，誰就會最先出

事，比如銀行中的中小銀行，

還有信託，越激進地搞資金池

的，搞大規模擴張的爆雷就越

快。最早出事的是安信信託，

去年開始爆雷了。現在四川信

託也爆雷了。

信託裡也分層，那些很激

進有資金池的爆雷爆的比較

快。如果大一點的穩健一點

的，比如中信信託這些就慢一

點。信託也是加槓桿的主力

軍，信託也是影子銀行的一個

重要組成部分。影子銀行裡面

信託的資金規模，當初猜測說

突破 10 萬億都不得了，現在都

達到 20 萬億的資產規模，在

五、六年間就翻了一倍。

影子銀行這個概念的出

現，就是因為銀行資產它不符

合銀行的資產質量的要求，其

資產質量比較差，所以才丟給

了信託，讓信託貸款，所以叫

做影子銀行，可想信託對應的

資產有多差。相對於銀行的資

產質量和債券交易所交易的那

些債券的資產質量，信託的肯

定是偏差的。信託它不爆雷，

誰爆雷。

我們再看私募基金裡面的

代表，2015 年後私募基金達到

近十幾萬億的規模，其大部分

都是股權類，也即是大概一兩

萬億是證券類的。股權類的資

產流動性很差，股權類最近幾

年爆雷爆得相當多了。大量的

股權類的底層資產在爆雷。私

募基金裡的股權類資產也是脆

弱的一個環節。

也 就 是 說，2014 年、

2015 年以後誰加槓桿加得比較

猛，誰狂飆突進比較兇，誰到

了現在最容易還債的時候，誰

就是比較脆弱的時候。這不光

是銀行的事，這是整個中國金

融體系裡面「金三胖」他們共

同做的事情，共同資產大規模

擴張，共同狂飆突進，導致了

這個現象。

謹慎投資保險產品

四川信託爆雷後，很多人

跑去四川信託的總部去拉橫

幅，沒有用的。上期節目我們

談到 2019 年 2 月份出的法規，

維護執法許可權的權威法規，

這種法規出臺後，你就知道維

權沒有什麼方法了和出路了。

各個金融機構包括中

小銀行/信託/保險/私募/
P2P，他們所對應的資產
端是一些大型民營企業或

大型企業。它們的爆雷是有

聯繫的，就好比佛經中說：

「凡事皆有因果」，一切的

因緣其實早在3-5年前便
已種下。

心，這個時候你不要去參與。

系統性風險

金融企業是提供資金的，

是資金的融入方。它大量地提

供資金，提供給誰了？提供給

了那些很激進的企業。這些年

有些激進的企業出現爆雷事

件，像安邦、萬達、海航、華

信，華信那個叫葉建明的已經

抓進去了。大量這樣的企業都

出現了爆雷，你去翻一翻他們

的資產負債表，你會清晰地看

到從 2015 年以後，不到 5 年就

翻倍，有的 3 年就翻倍，就這

麼誇張。

因為這些企業樹大根深，有

很深的背景，他可以迅速地拿到

各種信貸資源，包括銀行、信

託、影子銀行還有私募基金等，

它來者不拒都拿來，拿過來之後

轉手去買一些別的資產，到海外

收購，在海外買買買，槓桿收

購，上市公司併購，玩這種資本

遊戲，做資本運作，做市值管

理。這是一脈相承的。因為金融

機構的大膨脹，對應實體企業或

實體產業的大膨脹，所以有些企

業也會爆雷。

另外，在中國還有一種特

別的情況：借錢借得越猛的人

情況不一定比借錢更謹慎的倒

下得快。中國的企業，如果你

負債 1 萬億，它都不再害怕

了。所以有些中國人說內債不

是債，外債才是債。比如說恆

大欠款 1.8 萬億，當然它裡面有

很多收款買房的預收款，但不

管怎麼說，它的負債率還是很

高的。因為企業大了，大了不

能倒。在中國業界的核心圈的

人，他們已經看透了，誰先負

債誰加槓桿加的猛，誰反倒不

怕了，因為一旦出事了以後，

有可能政府反而還會救助它。

比如海航，海航加槓桿加

得很猛，海航也最先出事，但

一兩年了還沒有倒，而航空業

現在這麼慘淡。按理說，海航

的現金流都已經完全枯竭了，

那怎麼還沒有完全轟然倒下

呢？你膽子大，狂飆突進猛借

錢的，先出事了，在政府還有

錢的時候就先救助你；那些膽

子小不借錢的企業，甚至借錢

晚，沒有那麼猛地借錢的，甚

至負債率都不高，30%，40%
的，後來才出事，但這個時候

政府已經沒有錢了再救了，當

系統性風險來的時候，這類的

企業照樣倒掉。

金融和企業 爆雷的財經 
評析

Adobe Stock

因與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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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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書定越

在其位，就要謀其政。既然

做了領袖，就要忙於國是 (「國

是」指國家大計，「國事」是具

體事務 ) 了。眼下就有個棘手的

領土問題——南越王國，其範圍

北至南嶺（今廣東北部、廣西

北部和江西南部一帶），西至夜

郎（今廣西，雲南的大部），南

至海 ( 今越南的中部和北部 )，
東至閩越 ( 今福建南部 )，都城

在番禺 ( 今廣州市 )。
南越王趙佗原本是河北真

定（今河北正定）人，秦始皇

時期，他奉命帶五十萬秦軍平定

嶺南。秦始皇死後， 群雄並起，

趙佗讓軍隊嚴守南嶺各關口，防

止中原各路軍隊南進，自立為南

粵武王。後來，劉邦做了皇帝，

趙佗被漢朝冊封為南越王。劉邦

死後，呂后當權，搞了一些小動

作，對南粵實施鐵器禁運，聽說

還平了趙佗家的墳，趙佗一怒之

下鬧了獨立，自立為南武帝。呂

后興兵南下，久戰無功，直到呂

雉死了，這個戰場上才有了「中

場休息」，劉恆面對的就是這樣

一副爛攤子。

自幼受道家思想影響的劉

恆，深知強制是改變不了人心

的，他要做的是曉之以理、動之

以情。他派人去真定修了趙佗的

祖墳，又召來趙佗的兄弟，給了

他們不少精神和物質上的快樂。

接著，劉恆寫了一封真誠但不失

威嚴的信，讓陸賈給趙佗送去，

就是後來著名的《漢文帝賜南越

王書》：「皇帝謹問南粵王，甚

苦心勞意。……必多殺士卒，傷

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

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

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

國。」 (《漢書 ‧ 西南夷兩粵朝

鮮傳》)
大概意思是：

「趙老叔，您辛苦了。我從小

被送到代地，和北邊的外國人

做鄰居。道兒太遠了，我腦袋

又笨，一直沒給您寫過信，您

老別挑理啊。前幾年老爸死

了，二哥身體不好也死了。二

哥他老媽呂老太太當家了，這

老太太不是啥善男信女，她娘

家那些親戚也都沒安啥好心，

把家裏家外弄的亂七八糟，還

拐騙別人家的孩子來冒充我侄

子，想搶我家的家產。

幸虧祖宗有靈，我爹的老戰友

們也夠義氣，才把這事解決

了。我本來不想當這個家，可

大伙不放我走，非讓我當家，

我只好從了。

我聽說您老給隆慮侯周灶稍

過信兒，想把您那些兄弟接到廣

東，還要我撤走長沙的兩支部

隊。我看在您老的面子， 已經撤

走一支部隊了，您老家真定的那

些哥哥弟弟們，我也慰問過了，

您老的祖墳也給修了 ( 對您夠意

思了吧 )。
前幾天，我聽說您派人到湖

南折騰我的人，我們這邊受了不

少苦，您那邊遭的罪更大吧！如

果打起來，肯定會死很多當兵

的，讓人家的老婆當寡婦，孩子

變成孤兒，父母沒兒子養老，這

種揀芝麻丟西瓜的事兒，我可不

認真想想我的過失，你們知道

的、見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夠

的地方，懇請你們告訴我。我怕

外族侵擾邊境，因此邊疆的防務

一直沒停止。現在既然不能撤除

邊防軍，怎麼還能增加兵力來保

衛我呢？

劉恆的實際行動是「罷衛

將軍軍」——為了節省財政支

出，劉恆減少了自己的一支衛

隊；「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

給傳置。」——太僕掌管的現有

馬匹，只需留下一些夠用就可以

了，其餘的都交給驛站使用——

等於削減了總統車隊，只留幾輛

夠用的，其他的都捐給各地招待

所了。

這番舉措並非劉恆的矯

情、做作。按照中國傳統文化

的認識，「夫君，神之主而民

之望也。」（《左傳 ‧ 襄公十四

年》）——君主是祭祀天地神明

儀式的主持人，也是萬民的希

望。所以，如果天子缺乏德行，

就會使社稷遭受天降之災，因

此，明智的君王在遭遇天災時，

都會反省、檢討自己的過失，三

皇五帝時早有先例。

商朝初年，天下連續五年大

旱，於是，湯王「以身為犧牲」

（《墨子‧兼愛下》）——拿自己

的身體祭祀上天，要把自己架在

柴火堆上燒了，而且，他在對

上天的誓言裡說：「萬方有罪，

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 萬
方。」（《墨子‧兼愛下》）——

「天下所有的罪過，由我一人承

擔，我自己的罪過，不要連累其

他人。」可謂誠感動天。誓言已

畢，就要點火的時候，突然，天

降大雨，商湯因此得救，萬民歡

騰。——「民乃甚悅，雨乃大

至」（《呂氏春秋．順民篇》）。

而今，上天示警，但災難未

至，劉恆自然不必把自己「烤」

了，不過，他因「日食」凶兆而

下詔罪己，也的確承傳了古風。

不祈私福

作為天子，天下的災難要自

己一肩挑，可是天下的福氣卻不

應歸自己所有。因為，按照中國

傳統文化的認識，「天生民而樹

之君 , 以利之也。」(《左傳 ‧

文公十三年》)——上天所以要

任命一個君主，是為了讓民眾受

益的，因此，一個合格的天子，

應該是「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左傳 . 文公十三年》)——只

要對百姓有利的，我就去做。

《左傳》說：「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祀就是祭祀，包括祭

祀天地山川、祭祀祖宗，歷朝歷

代都設有主管祭祀的官員，天子

也要每年按時祭祀天地祖宗，這

在信仰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社

會，是頭等大事。但是，到了秦

朝，在負責祭祀的部門，多了一

個叫「秘祝」的職務，他專門負

責為天子個人祈福，這與軒轅黃

帝開啟的華夏文明宗旨，大相逕

庭，等於在助長天子的私心，但

是，這個陋習也遺留到了漢文帝

的時代。

劉恆是個很傳統的人，這種

違背傳統精神的東西，自然不能

保留。他說：「……以不敏不明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

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

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

祠官致敬，毋有所祈。」（《史

記 ‧ 孝文本紀》）——「我不

夠賢德卻長期治理天下，這已經

讓自己很慚愧了。以前聖明的天

子，都是給廣大的民眾帶來恩

惠，卻不求回報。現在，我聽到

官員在祭祀上天的時候，祈求把

福氣都給我一個人，卻不為百姓

祝福，我自己聽了都臉紅。我不

賢德，卻獨自享受天降之福，百

姓卻沒有份兒，這會讓我變的更

不賢德。」從此，禁止祭祀官員

為皇帝個人祈福，撥亂反正，恢

復了秦之前的古制。

幾欲讓國

劉恆想復古的事情，可不只

一兩件。從夏啟開始，除非國家

元首自己不著調——像夏桀商

紂，否則，天子之位基本都是子

承父業，已經成了不成文的規

定。可是劉恆想像三皇五帝時一

樣，推位讓國。所以，當有關部

門向劉恆提出，該從兒子中選一

個作太子，劉恆拒絕了。

他 的 理 由 是：「朕 既 不

德，……謂天下何？其安之。」

(《史記‧孝文本紀》)——「我

自己已經沒有那麼大的福德了，

我還沒機會祭祀上天神明，也沒

讓天下百姓滿意。現在不能廣求

天下賢能有德之士，把天子之位

禪讓給他，反而讓我預先立太

子，這是讓我變的更不賢德，

怎麼向天下萬民交代呢？算了

吧。」大臣們說：「早立太子，

正是為了表示重視宗廟社稷，為

天下著想啊。」

劉恆說，那不成啊，你們看

啊，我叔叔楚王治國經驗豐富，

我堂哥吳王人厚道、智商也高，

我弟弟盡心輔佐我，他們不都重

視社稷嗎？還有那麼多對國家有

功的人，如果選舉道德高尚而且

有能力的人來繼承我的事業，國

家民眾就有福了。現在不選這樣

的人，非要讓我的兒子作太子，

人們會認為一心只考慮自己的兒

子，不為天下人著想。我極力反

對這麼做。

眾大臣一聽，咱們這位頭兒

怎麼總出新花樣啊，咱們還是都

按以前的規矩來吧。大夥兒以史

為鑒，說商朝啊、周朝啊，都延

續了一千來年，為啥啊，就是因

為他們很早就立了太子啊。還有

那啥，您老爸當年平定天下，讓

子孫繼位，這是您老爸的願望，

現在您放著兒子不立，要另外選

人，這不是您老爸的願望啊。您

還是別改來改去了。劉恆這才立

了自己的兒子劉啟作太子。

於影響和伴隨他成長的黃老

之學——中華真正的起始文

明——道家思想。

道家的「無為而治」在整個

劉恆時代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不

僅如此，中華文化中的「敬天愛

民」在劉恆身上也充分的得到了

演繹。

文帝二年冬月和臘月，連續

兩次出現日食，這在講究「天人

合一」的中國傳統社會，引發的

效應，不亞於連續兩次大地震。

按照我們祖先對天地的認識，日

食代表的是凶兆。

對此，劉恆做了一次「公開

檢討」，他說：「人主不德，布

政不均，則天示之以災，以誡不

治。……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

見思之所不及，丐以告朕。……

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

厚衛……」(《史記 ‧ 孝文本

紀》)——如果君主不賢德，施

政不公平，那麼上天就顯示出災

異現象，警告他，這個君主當的

不好。十一月最後一天發生日

食，這是天象上最嚴重的災異現

象。天下能不能管理好，這個責

任都在我一個人身上。我下沒能

好好的治理國家安撫百姓，上對

不起上天，所以才發生日蝕，我

的問題實在太嚴重了。大家都要

（三）
幹。我本來想把長沙那塊兒曲裡

拐彎的邊界規整規整，但是主管

幹部說，這是我家老爺子定的邊

界，我沒權力改。主管幹部還

說了，我家搶來您的土地，也

增加不了多少地盤（我家比你

大多了），搶了您的錢，也增加

不了多少家產（我家比你富多

了）。嶺南讓您老自個兒管就行

了。不過有個事兒，我是皇帝，

您現在也當皇帝了，一個國家倆

皇帝，之間沒有人幫忙通氣兒，

那就叫『爭』。只有『爭』沒有

『讓』——這種事好人是不幹的。

以前的事，咱們就都揭過

不提了，還恢復友好的關係。

讓陸賈去把我這個意思說清

楚，咱們自己人就不要總動刀

了。順便給您捎去一百套中高

檔服裝。希望您沒事兒聽聽音

樂、搞點藝術，出國旅個遊甚

麼的，過的開心點。」

趙佗看了劉恆的信，又被陸

賈一番分析開導，生出七分敬、

三分怕。他立即下令去掉自己的

皇帝儀仗，歸順漢天子。他又給

劉恆寫了一封回信，大意是：

「俺這個野人酋長糟老頭子

問候您了。俺本來是廣東一個小

官，您老爸提拔俺當了高級領

導，對俺不錯，您二哥給了俺很

多好東西，對俺也不錯。後來，

您那個大媽呂老太太當家了，搞

種族歧視，不賣給俺們農具，俺

沒法種地，也不賣牛馬羊給俺

們，偶爾賣給俺們一點，還光賣

公的，不給母的。俺那個地方偏

僻，不進口點牲口，連祭拜祖宗

的東西都沒有。俺又聽說俺家祖

墳被呂老太太扒了，俺兄弟也被

她『卡嚓』了，俺被逼的沒招兒

了，才把自己提拔成皇帝，不是

成心給你們添亂。

另外，俺懷疑長沙王那小子

說了俺不少壞話，所以派人去修

理他。俺這兒的地方東西南北也

有上萬里，當兵的也有上百萬，

可是俺祖宗是中原人，不敢忘

本。俺這個糟老頭子現在都抱孫

子了，可是睡也睡不甜，吃也吃

不香，為啥呢？因為您家不收留

俺。現在既然您當家了，又給俺

平反了，俺就不當皇帝了。讓人

給您捎點各種顏色的玉器，意思

意思。」

南越從此復歸於漢，一場經

年的戰爭被劉恆半尺書信消弭於

無形。老子說：「兵者凶器也，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在傳統的

中國社會，只要稍有學識修養

的人，沒有遇到問題就喊打喊

殺的，正所謂「匹夫見辱，拔劍

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

也」（《留侯論》）。中國傳統文

化講究的是，出現問題的時候，

首先要改善自己，就像孔子所

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劉恆尺書定越，為這句

話做了一個完美的註腳。

敬天愛民

尺書定越式的處事風格，

不是劉恆的獨出心裁，而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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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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Hongzh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ruled by Emperor Xiaozong 

(1488 –  1505 AD), there was a prefect 
(county magistrate) named Kong Yong. On 
his first day as the prefect of Tianzhou he 
was greeted with big trouble. His troops had 
been dispatched outside the county to carry 
out a task. As a result, Tianzhou was with-
out any defense. The people of the Tong 
ethnic minority had long been dissatisfied 
wit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had 
had numerous conflicts with them, so they 
attemp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
tunity to attack the city with all kinds of 
weapons.

 The situation was critical. Some proposed 
to close the city gates and defend it with 
their lives. Some advised to borrow troops 
from neighboring counties to defeat the re-
bels. Kong Yong said to his subordinates, 
“Our city is now isolated and it’s very weak 
inside. Defending the city can hardly last 
long, while borrowing troops is like trying 
to put out fire with remote water. Let me 
talk to them in person and try to persuade 
them. Perhaps they will retreat. If that’s the 
case, it’ll be a most wonderful thing as a 
war situation will be turned into a peaceful 
friendly relation..”

 Kong Yong opened the gate himself and 
walked alone toward the military camp of 

the Tong troops. Watching a solitary person 
walking toward them without any weap-
ons, the rebels did not stop him. Kong went 
to the middle of the camp and sat down 
on a chair. The leader of the Tong yelled 
at Kong, “Who are you and why are you 
here?” Kong replied, “I’m Kong Yong, the 
newly appointed prefect. I know you are 
kind citizens. You gather here because you 
live in hunger and cold. Today you are pov-
erty-stricken because the former officials 
were not considerate. They used troops to 
suppress you and attempted to exterminate 
your people. Now, following the emperor’s 
order, I’m here to serve you as your official. 
I’ll take you as my children, and I’ll nev-
er kill you or corner you. Why in the world 
would parents kill their children? If you can 
really listen to me, I’ll forgive your wrong-
doings. If you send me back to the county 
capital, I will distribute grains and cloth to 
you. In the future, please do not rob any-
more. If you don’t follow my advice, you 
can kill me, but soon the official troops will 
come and the result will be horrific.”

 Quite a lot of people were present at the 
scene. Having heard Kong Yong’s words, 
they all admired his courage and compas-
sion. The commander said, “If you can truly 
be as considerate as you just said, our Tong 
people will really be lucky during your ten-
ure, and we will not violate the laws any-
more.” “My words are set. Please believe 
my sincerity,” Kong replied. Everyone 

thanked Kong.
Kong Yong stayed overnight and had a nice 
conversation with Tong people before re-
turning to the capital the next day. He gave 
away a lot of grain and cloth to the Tong 
people, who repeatedly thanked him and 
then retreated. From then on, they lived 
a peaceful life and never committed any 
crimes to disturb people.

 As the poet Du Fu wrote, “When officials 
live frugally and show compassion, thieves 
will be their obedient people as they should 
be.” As long as the officials, ranked high or 
low, live a plain life without being extrav-
agant, and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people to have prosperity without exploit-
ing them, the people will not steal or rob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families and lives. As 
the saying goes, “Oppressed by officials, the 
masses revolt.” Those in power must take 
this saying seriously.

 Presenting compassion and credibility, 
Kong Yong quickly won the trust and sup-
port of the Tong people. It demonstrated 
that people are reasonable, obedient, and 
good. It is admirable that in handling this 
incident, Kong Yong demonstrated his 
compassion, credibility, and courage. Only 
those who are selfless can be courageous, 
and be truly compassionate and trustwor-
thy. Kong Yong’s attitude and policies to-
wards other ethnic groups are a demonstra-
tion of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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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熱線

明 孝 宗 弘 治 年 間（公 元 1488-
1505），有一個太守名叫孔鏞，他剛上任

到田州當知府，就遇到了一件大麻煩事。

他的下屬軍隊調到外地去執行任務，田州

一時空虛，毫無防禦能力。因侗族民眾長

期對田州官員不滿，曾與官府多次發生過

衝突。趁此時，侗族民眾手持凶器，聲勢

浩大的突然來進犯州城。

 情況緊急，有人提議：關緊城門，死

守州城；有人提議：速借鄰州兵力，馳擊

叛亂分子。孔鏞說：「目前這裡是一座孤

城，現正內部空虛。守城難以持久；請求

借兵，一時遠水難救近火。不如我親自去

曉諭他們，或許他們會解圍而去。要真能

這樣，也就化干戈為玉帛了。」

 於是孔鏞隻身一人，獨自大開城門，

向侗族的軍營走去。對方見他一人大搖

大擺的走來，也未加阻攔。孔鏞來到屋

子中間，坐定。侗族首領大聲的斥問孔

鏞：「你是誰？來幹甚麼？」孔鏞說：「我

就是剛來此上任的太守孔鏞。我知道你

們本是善良的百姓，只因為飢寒交迫，

才聚集起來苟且活命。你們有苦衷，是

前任官員不體諒你們，動不動就用軍隊

來鎮壓，想把你們剿盡殺絕。我現在奉

朝廷的命令，來做你們的父母官，我把

你們看成自己的晚輩，我絕不會殺害你

們。哪有父母殺害晚輩的道理？如果你

們真能聽從我的話，我將寬恕你們的罪

過。你們把我送回州府，我把糧食、布

匹發給你們。你們以後就不要出來搶掠

了。你們如果不聽從我的勸告，可以把

我殺掉。但是很快就有官軍來興師問

罪，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當時有很多人在旁邊，都聽到了孔鏞

的講話，人們都佩服孔太守的膽量和善

心。那個侗族首領說：「要是真像您講的

那樣體恤我們，在您任太守期間，我們侗

族人民真是有福了！我們絕不再做違法的

事。」孔鏞說：「我一語已定，請你們相

信我的誠意！」眾人一齊拜謝孔鏞。

 孔鏞在這裡住了一夜，和他們作了親

切的交談。第二天，回到州城，送給侗族

人民許多糧食和布匹。侗族人民再三道謝

而歸。從此以後，他們安居樂業，再也沒

有做過擾民之事。

 杜甫有詩道：「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

臣。」大小官員們，只要簡樸一些，不要

過份奢侈靡費，少剝削一點，讓人民略得

溫飽，他們是不會拋家捨命去搶掠的。官

逼民反，為官者當深細思之。

 孔鏞向侗族人民，表現出善良和誠信

的風範，立刻就取得了侗族人民的信任擁

戴，這也就說明：人民是通情達理、溫順

善良的。孔鏞在處理這次突發事件中，表

現出他的善良、誠信和勇毅，是令人欽佩

的。只有無私的人，才能無畏，才會真正

的做到善良與信誠。他對其他民族的態度

和政策，也是華夏美德的一種體現。

◎文：白雲飛

Prefect Kong Yong Peacefully 
Resolves an Armed Insurgency

孔鏞太守妥善處理民變
戰國時期，魏國的魏文侯想挑選一

名宰相，人選有兩個：魏成與翟璜。他

一時拿不定主意，就請大將軍李克來商

量研究，一起選定出一個。

魏文侯說出了自己的難處，李克則

說：「下屬不參與尊上的事，外人不過

問內眷的事。臣子我在朝外任職，不敢

妄議朝政。」

魏文侯一再請求，李克這才講了判

斷人格的五條原則，即：「平時看他所

親近的；富貴時，看他所效法的；顯赫

時，看他所推薦的；窮困時，看他所不

做的；貧賤時，看他所不取的。這五

條，就足以判斷人格的高低了。」

李克並沒有明確地指出到底誰更合

適。

魏文侯聽完李克的話後，沉思了片

刻，說道：「先生請回府去休息吧，我

的宰相，已經選定了。」

李克在回去的路上，碰到翟璜。翟

璜問他：「國君對宰相的人選，確定了

沒有？」

李克說：「是魏成。」

翟璜一聽，立刻變了臉色，憤憤地

說：「我曾經向國君推薦了五名臣將，

其中還包括你李克，我哪點比魏成差

呢？」

李克慢悠悠地說：「您把我介紹給

您的國君，難道是為了結黨營私以謀求

高官顯職嗎？今天國君問我宰相的人

選，我只不過說了一番原則，並沒有講

出其中任何一個人。我之所以推測國君

會選中魏成為相，是因為：魏成雖是千

鍾俸祿，卻拿出十分之九，用來結交外

面的賢士；以十分之一，留作自己用。

所以使國君得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

干木這樣的英才。這三個人，國君都奉

為老師。而您所舉的五個人，國君都任

用為臣屬。僅這一點，您能和魏成相比

嗎？」

翟璜聽後，仔細的一想，感到十分

慚愧。一再向李克道歉說：「我是個粗

鄙之人，剛才的話失禮了！我願拜您終

生為師！」

翟璜之所以對李克大為不滿，是因

為李克在魏文侯面前，推薦他人當宰

相。在翟璜看來，自己也曾經向魏文侯

積極薦賢，你李克能獲得如此地位，也

全仗我翟璜的推薦，你為甚麼不思報

恩，推薦我？卻去幫我的競爭對手魏

成，去說話呢？

其實，出於至公之心的李克，只不

過是在魏文侯的強烈要求下，說出判斷

人格高低的標準之言，並沒有對魏文侯

明說誰該是宰相的人選。而翟璜卻認定

李克一定在魏文侯面前，褒讚了魏成，

貶抑了自己，這是翟璜憤怒的真正原

因。當得知事情的真相後，便真誠地向

李克道歉。

應該說，翟璜、魏成、李克，這三

位，都不失為君子。李克薦賢能出以公

心，實為難得。魏成將自己的大部分俸

祿，拿出來結交賢士，

是真正的宅心仁厚。翟

璜雖有私心，但深明大

義，過而能改，亦不失

為大丈夫，他表示：「我

願拜您終生為師！」——

多麼鄭重，何等虔敬而

感人啊！

孔鏞畫像

三位義薄雲天的君子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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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英國廣播公司（BBC）

報導，研究發現，人體只有

43% 的細胞屬於人類，而非人

類的微生物細胞群占了人體大

半。也就是說，你的身體不完全

是你自己，有一大半屬於非人類

的微生物。

微生物，簡單說就是那些用

肉眼無法看到的微小生物，包括

細菌、真菌、病毒等。微生物還

包括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顯微

藻類等在內的一大類生物群體。

人類微生物群系（Human 
microbiome）又稱為正常菌群

（Normal Flora），是細菌、真

菌、古菌和病毒等微生物與宿主

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形成共生關

係，這類細菌一般對宿主無害。

諾 貝 爾 獎 獲 得 者 Joshua 
Lederberg 曾說過，人體與人體

共生微生物構成了超級生物體

(superorganism)。
細胞是生物體基本的結構和

功能單位，人體是由無數個細胞

組成的。

人身上有 10 萬億左右的人

體細胞，但微生物細胞卻有數百

萬億個。也就是說，微生物的數

量大約是人體細胞數量的10倍。

2016 年，以色列和加拿大

的幾位研究者對人體細菌與細

胞估算，得出：一個體重 70 千

克、身高 1.7 米的「標準參考

人」身上的細菌 / 細胞比值平均

為 1.3：1。
不僅如此，在基因方面，人

也無法與微生物相比。人體內大

約有 2 萬個人類基因，但攜帶

的微生物基因大約有 200 萬到

2000 萬，占人體基因的 99%。

加州理工學院的微生物學家

薩爾基斯認為，人體中的微生物

群是我們身體中的第二個基因

組。每個人都是由自身的 DNA
再加上人體中微生物的 DNA 結

合起來的。而這些微生物群與人

體有著互動並影響著人體。

微生物在人體內無處不在，

皮膚、鼻子、肺部、腸道。人們

每天無論怎樣清洗，身體的各個

角落依然被微生物所覆蓋。健康

人的體內和體表平均每人攜帶超

過 1 萬多種微生物，重量可達

數磅。人體間的微生物差別也很

大。雖然人體腸道微生物的主要

組成類群非常相似，但在不同宿

主個體間，不同微生物類群的相

對含量和菌株種類存在著很大差

異。有研究認為，人體腸道微生

物的相似度只有 10%。

影響微生物菌群差異的因素

包括宿主的地域、年齡、生理狀

況、飲食習慣等因素。在地域方

面，一項對來自非洲、南美和美

國的人群展開的研究表明，來自

不同文化和地理位置的人們腸道

細菌多樣性上存在著顯著的差

異。而人體間的差別，也基本由

微生物的不同決定。

現代科學已經發現，微生物

在人體的各方面扮演著重要角

色。作為人體最龐大、最複雜的

微生態系統，腸道微生物本身及

其代謝產物不僅能調節人體健

康，更在膳食和宿主之間起到了

很多人在談及健康時常常

說，甚麼都不是自己的，

只有身體才是自己的。不

過，科學研究的結果卻顯

示，人體超過一大半是由

非人類的微生物細胞群組

成，只有43%的細胞屬
於自己。

◎ 文：青蓮

  
你的身體不只是你自己   

重要的橋梁作用。比如：幫助消

化、調解人體免疫功能、保護人

體免受疾病攻擊，以及生產人體

必須的維生素等。

過去，人類將人體中的微

生物當成敵人，發明了抗生素

和疫苗對抗病菌和病毒。然而

在殺死病菌的同時，也傷害了

大量的益菌。維康桑格研究所

（The 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的勞利醫生進行了

一項實驗，分別培養健康人與

病人的微生物群。實驗結果顯

示，在那些病人體內可能缺乏

某些細菌。

馬 克 斯 - 普 朗 克 研 究 所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微

生物組學的研究人員表示，人體

中占了一多半的微生物，對人體

健康至關重要。長期大量使用抗

生素、免疫抑制劑等，就會打破

正常菌群與宿主之間的平衡，引

發人體疾病。

◎ 文：天羽

閃電會將人擊斃或震昏，也

會創造出無數奇蹟。在奧地利，

有位名叫德萊金格的醫生，一次

他乘火車回家，走出車廂後發現

錢夾被偷了。錢夾是用玳瑁制

的，面上用不鏽鋼鑲著兩個相互

交叉的大寫「D」字，是他姓名

的縮寫。當晚，他被叫去搶救一

個被雷電擊中的外國人。那個人

躺在樹下，已經奄奄一息了。在

給他作檢查時，醫生突然發現那

個人的腳上赫然印著兩個交叉的

大寫「D」字，同錢夾上的字母

一模一樣。結果，就在外國人的

口袋裡找到了那個失竊的錢夾。

自然界的閃電以枝狀閃電最

為常見，此外，還有像一道虛線

似的聯珠狀閃電，像一節節飛升

的火箭似的火箭狀閃電，像整塊

雲都在閃光的片狀閃電……而其

中最罕見，最引起科學家注意的

是球狀閃電。

在法國某個小城市裡，閃電

把站在一棵菩提樹下躲雨的三名

士兵擊斃了。他們仍然站著，好

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雷雨過

後，行人走上去同他們搭訕，聽

不到回話，便觸了觸他們的身

子。結果，三具屍體頓時倒地，

化成一堆灰燼！

在蘇聯某集體農莊，有兩個

孩子在牛棚的屋檐下躲雨。突然

他們發現在屋前的白楊樹上出現

一個橙黃色的火球。它在樹枝上

跳來跳去，最後一躍到地，直朝

牛棚滾來。火球好像燒紅的鋼水

似的，不斷冒著火星。當火球滾

到他們跟前時，一個孩子突然踢

了它一腳。轟隆一聲，奇怪的火

球爆炸了。孩子們給震倒在地，

不過沒有受傷。可是在牛棚裡的

十二頭奶牛中卻只有一頭倖存。

「神奇的閃電」

創造了無數奇蹟

大周天是這個時空層次最大

的循環，有天那麼大，所以天門

也有天那麼大，無處不在，所在

從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上天，進

入高層時空。有的深山老林中有

一間破茅草屋，一位老道在那

修行，看起來非常寒酸，可是

進入後，發現破茅屋裡是另一

番天地，裡面是一個無比廣闊

的新奇世界；也有的深山修煉

人，往山崖石壁裡一鑽，就進

去了，裡面也是一個廣闊而神

奇的另一個世界。這就是上天

了 —— 上到了更高的時空中，

而不是飛到天上才算上天。當

然飛到天上去也能上天，因為

天門無處不在，所以有修煉人

白日飛昇，然後上天了。

如何開天門？跳出這個時空

層次的大周天循環，就等於打開

了這個層次的天門，就可以上天

了，進入更高的時空層次之中。

古人講天干、地支。甲、

乙、丙、丁、戊、己、庚、辛、

壬、癸，是十天干；子、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

酉、戌、亥，是十二地支。十天

干配十二地支，像齒輪一樣滾動

咬合，對應循環。如：甲子、乙

丑、丙寅……六十次組合後，又

回到甲子，為一大循環，稱為一

甲子。

古人用天干、地支來計年、

月、日、時等，如：2019 年是

己亥年，2020 年為庚子年。算

命、看天象、中醫等等，都要用

到天干、地支去對應、推算。

天干 地支是甚麼
天干、地支是天地大循環的

脈絡。干是干脈，如同樹幹，為

陽脈，在天（高一層時空體系

的）；支是支脈，如同樹枝，為

陰脈，在地（人類時空之脈）。

天干、地支像齒輪一樣，對應咬

合，滾動循環，這就是人類時空

的天地大周天循環。是從天到

地、從地到天的陰陽大循環，人

類時空內的萬事萬物都在其中，

無所不包。

中醫學中有一個「五運六

氣」學說，他要根據天干、地支

去推演每年天地間的運氣變化，

去預測、治療疾病。就是把人體

與自然體對應，通過天地脈絡

（天干、地支）的循環，推演大

自然脈象的變化，從而對應人體

的疾病及治療。

現在，再說說為甚麼天需要

柱子撐著。這個天柱它是一座

山，是我們人類時空與更高層時

空大周天循環脈絡上的重要位

置、結點，或稱為關卡，也可以

說是重要的穴位。

我們生存的地球也是一個生

命體，它有能量循環的脈絡，稱

為龍脈。延伸到地表的龍脈就是

地上的山、山脈。我們站在地上

不知道，不信可以在谷歌的衛星

地球上，從高空往地上看一看，

當拉到一定高度的時候，你看看

遍布地球表面的山脈，是不是脈

絡？不只是像脈絡，而是與人體

的脈絡一模一樣，絲毫不差。

遍布自然界的宏觀脈絡，會

以山的形式存在，這是自然體的

脈絡形式，所以看風水的尋陰宅

點地穴的時候，都要順著山勢、

走向，查來龍去脈。穴位是脈絡

上的重要節點、關卡，是脈絡能

量的出入口，也會以山的形式存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預言家邵雍的預言詩〈梅花詩〉中有一句：蕩蕩天門萬

古開，幾人歸去幾人來。天門在哪兒？天門並不是人

類認為的一扇門，它是這個時空層次的大周天之門，

大周天有多大，它就有多大。

神話密碼解譯‧女媧補天 下
在。八根天柱是天地大周天循環

脈絡上的八個重要節點、穴位，

表現形式是八座仙山，但不在我

們人類的這個三維時空存在，而

是存在於更高一層的時空當中。

這就是撐天之柱的內涵。

天柱被撞斷，這個穴位就斷

了，天地大周天循環也就斷裂

了、漏了。所以說天破了、天漏

了，那人類時空就處於毀滅的邊

緣，就像人體重要脈絡斷裂，人

就會死亡。

所以來自高層時空體系的神

靈 —— 女媧，下到低層時空來

補天，就是修補大周天之漏，以

保護她所造的人類。女媧煉五彩

石，就是提煉五行。我們整個人

類和三界都是由五行這五種基本

元素構成的，這超出了現在化學

中所說的 108 種元素。 108 種

元素都可歸入五行之中，這是站

在更高時空層面上對人類時空構

成元素的認識。

這就是女媧補天的故事。

水

火

土

金

木

相生 相剋

◎ 文：李道真

ADOBE STOCK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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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榮川整理

取財不義 終將散盡

「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一直是古人深信不

疑的真理。

或許有人對此抱持懷疑的態

度，因為放眼望去，許多幹盡壞

事的人，卻是坐擁豪宅名車，吃

著山珍海味。但老天有眼，不是

不報，只是時候未到而已。

《閱微草堂筆記》是清朝乾

隆年間大學士紀曉嵐晚年所著。

這本書裡邊，記錄了很多他自己

耳聞目睹、有名有姓的真實又神

奇的事蹟。以下是其中一則故

事。

獻縣官吏王某，善於寫刑

訟，很會巧取別人的錢。

然而，每次有金錢積累，必

然有一意外事耗去。城隍廟裡一

個道童，晚上聽到兩個鬼吏拿著

官簿對算。一個說：「他今年得

的錢很多，應當用甚麼法銷掉這

些錢？」正沉思的時候，另一個

說：「一個翠雲足矣，不用更麻

煩了。」這個廟常常遇鬼，道童

習以為常，也不害怕。只是不知

翠雲是誰，也不知這兩個鬼吏在

為誰銷算。

過了不久，有一個妓女翠雲

來到獻縣，王某非常寵愛她，

在翠雲那兒花費了有八、九成

積蓄，又染上了惡瘡，求醫問

藥，等到痊癒，所積蓄的已經

蕩然無存，一點兒不剩。

有人計算他平生巧取的，能

算出來的就有三、四萬金。後來

王某突然發狂暴死，竟然沒有買

棺材的錢。

測字
可算出前途吉凶

漢字不僅僅是

一種書面的語言，它

具有全息性，每個漢

字，都蘊藏著不同

時空的相應信息。

如果人的死生禍福命中

註定，測字可能就是提前看

到了上天的一種安排吧！

清康熙年間，掌管江西

地區司法的按察使劉廷璣，

記載了一個民間測字先生

的幾個故事。隨便寫個字給

他，片刻就知前途吉凶。

有人來卜個「字」

先生略微審視一番，便

對來者拱手承讓：「要占卦

的現任官吏啊，不是都察院

的，就是按察使的。『字』

和『憲』同為寶蓋頭，『字』

下是一個『子』，『子』乃

地支的初始，說明閣下要到

異地履職了，恭喜啊！」

來人問：「到甚麼地方

任職呢？」先生回答：「總

在一個好地方吧！因『子』

在『好』的一邊嘛。」臨走

前， 來人又竊問：「有甚

麼不吉利的？」先生回答：

「『子』是一了，只怕此任不

能再往上升遷了。」後來驗

證，果真如此。

「文」字占一件官司

先生說：「說『吝』不

是『吝』字，說『凶』也不

是『凶』字，這個官司啊，

要撤案無事了。」來人問：

「甚麼時候撤案啊？」先生

問：「今天是幾號？」

來者：「十五。」先生

說：「再過六日必撤案。」

六日後，訴訟果然解除。

怎麼算出來的呢？先

生說：「『散』字是『昔』和

『文』，『昔』是『二十一

日』的意思，當天是十五，

那就過六天後，案子就撤散

了。」

 ◎文：宗家秀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

有神傳文化之說。燦若

星辰的華夏古文明中，

觀星術被視為「離神最

近的科學」，古人認為，

世間的吉凶禍福，上天

都會通過星象的變化，

預先給人類警示。

◎文：青蓮

古代觀星術破譯神的警示      

中國古人對星空的探索，最

早可追溯到上古時期，先秦時期

的古人就已經將滿天星斗劃分成

群，並一一取名。

西元前 270 年前後，三國

時期吳國的太史令陳卓統一了全

天星官，編成具有 283個星官、

1464 顆恆星的星表，史稱「陳

卓定紀」，這一體系成為後世觀

測星象的基礎。

西元 600 年前後，隋代一

個法號為丹元子的隱居者，按照

陳卓所定全天星官的布局，將此

前流傳的星官知識重新整理，做

了一首認星歌謠〈步天歌〉，至

今流傳。

古人觀星，除了製作星象

圖之外，還通過觀察天上星星

的變化，斷定人間即將發生的

重大事件。古人認為，上天若

對人類有所警示，就會在星象

上表現出來。「離神最近的古科

學」是古代皇家天文機構「司天

監」的職責，除了確定時間、頒

布曆法、計算日、月食等，還須

觀察天象所預示的吉凶，以提醒

天子順應天命。在占星術中，最

為星象學家和帝王們所顧忌的就

是「熒惑守心」，這被認為是大

凶的天象。在《漢書 ‧ 天文志》

中記載：「熒惑為亂、為賊、為

疾、為喪、為飢、為兵，所居之

宿國受殃。」熒惑即火星，星象

家認為，當火星運行到「心宿」

附近，即「熒惑守心」時，就是

涉及皇室社稷興亡的徵兆，輕

者天子要失位，嚴重者就是皇

帝死亡。《史記》也記載：「熒

惑星守之，則有水之憂，連以 3
年。」

《呂氏春秋》記載，宋景公

三十七年（西元前 480 年），

當夜空中出現了「熒惑守心」的

凶險天象後，星象家子韋告訴了

宋景公三種辦法可以解此災禍：

一種是把災厄轉嫁宰相；一種是

把災厄轉嫁百姓； 一種是轉嫁

五穀收成上。宋景公是個仁君，

他不願意傷害他人，更不願讓無

辜的平民百姓和「年歲」來作替

罪羊，寧願自己承擔一切禍殃。

子韋讚歎說：「現在主公至

心發出為人君的三種仁愛、寬厚

的言論，必然感應天心，熒惑星

必會有所移動。」

果然，宋景公的仁德慈悲感

動了上蒼，奇蹟出現了，子韋是

夜再觀星象，發現火星迅速離開

了心宿。

宋景公不但保住了社稷，還

被上天延長了 21 年的壽命。

而 4 百多年後的漢成帝就

沒有那麼幸運了。

後漢書中記載：「建安 18
年，歲星、鎮星及瑩惑俱入太

微。」那一次的火星降臨事件，

被多人看見。

漢成帝，就是那個寵幸與楊

貴妃齊名的趙飛燕的皇帝。綏和

二年（西元前 7 年）時，天穹

中又一次出現了「熒惑守心」，

身邊的星象家讓他將天象顯示的

凶險移禍給丞相翟方進。

漢成帝沒有宋景公的仁慈，

在嚴斥翟方進沒有盡力輔助自

己，羅列了一大堆罪狀後，隨即

下詔讓他自己「審處焉」逼他自

盡。但嫁禍於人的漢成帝並未因

此逃過「劫難」，翟方進死後只

過了一個月，他就暴病而亡，駕

崩了。而西漢王朝，也在十多年

後，被王莽篡滅。

《魏書 ‧ 崔浩列傳》說，崔

浩精通玄象陰陽，長於道學。北

魏明元帝時，有一年，太史上

奏，「在匏瓜（星名）五星之中

的熒惑星，忽然不知去向。依照

推占常法，這是國家危亡的先

兆。」明元帝拓拔嗣大驚失色，

連忙召集眾碩儒商討對策。

崔浩卻胸有成竹的說：「熒

惑星一定進入後秦。」群臣不

屑，認為人怎麼可能知道天上星

星的去向。

兩個多月後，熒惑星真的出

現在後秦上空，而這一年，後秦

發生大旱，池水乾涸，謠言四

起，國人不安。

一年後，後秦滅亡。北魏朝

堂滿朝上下，無不佩服崔浩的精

妙神算。

不過崔浩後來因進言北魏太

武帝興道教滅佛教，令佛教門徒

遭到殘酷迫害而慘遭報應不得善

終。現代人認為觀星術不過是古

人故弄玄虛，應驗了也只不過是

巧合。

其實中國古代觀星術經歷了

幾千年傳承與無數朝代更替的檢

驗，其中的玄奧非普通人能懂。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官吏王某，善於刑訟，很會巧取別

人的錢，但都沒有積累財富。

◎文：明古

中國古代一直有人

認為，神靈有時會藉助

童謠或民謠，來向人間

暗示未來的吉凶禍福。

這種預言性質的童謠，

在歷代史 籍中多有記

載。

《晉書 ‧ 天文志》中把童謠

說成是熒惑星降臨人間所為：

「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

為人。歲星降為貴臣，熒惑降為

童兒，歌謠嬉戲……吉凶之應，

隨其象告。」

在清代古籍《池北偶談》

中，就記錄了幾例童謠應驗的事

件，在此與大家共享。

明代萬曆年間，山東鄉試

時，當時山東省省會濟南府曾流

行一首童謠說：「三人兩小，太

陽離島。」

後來發榜，那一屆的解元

（科舉鄉試第一名）為長山縣的

徐海曙。徐海曙，字「日升」。

此時，人們才明白，這首童

謠正是在預言此事：「三人兩小」

就是一個「徐」字，雙人旁與右

半邊「余」字上的「人」字，合

起來為「三人」；「余」字的下半

部為「二」、「小」兩字的重疊。

「太陽離島」有太陽升出海面，

漸漸高升的意思，而這正是徐海

曙的名「海曙」與其字「日升」

的含義。

後來，山東的平度縣又有一

首童謠相傳，即「山佳木，一旦

挑」。後來發榜，那一屆的解

元為平度縣的崔桓。此時，人們

才發現童謠的謎底正是「崔桓」

二字。「山佳木」是「崔」字，

加上「桓」字的偏旁；「一旦挑」

便是個「亘   」字。兩者合起來

正巧應了「崔桓」兩字。

明代天啟年間，有個叫朱純

領的人在鄉試中高中解元。

在此之前，鄉間就流傳著

一首童謠，裡邊有一句「一牛兩

尾」，正好預兆了「朱」字。

到了康熙庚子年間，新城縣

又流傳著一首童謠。兒童們到處

唱著：「一裹針，三條絲。」後

來發榜，那一屆的解元正是該縣

的李嗣真。「真」字讀音與「一

裹針」的「針」字相同。那一屆

的解副（鄉試第二名）為同鄉

的高三思。詞音和詞意與「三條

絲」相同。

其實，縱觀中國歷史，從有

明確文字記載以來，歷朝歷代都

有不少的預言，以童謠、詩歌、

石碑等形式流傳。這些預言往

往都是以類似於字謎或其他的

形式讓人去悟，而不直說。因

此，往往只有個別人能在事發之

前瞭解預言的真實含義，而大

多數人只能等到事發之後才能 
明白。

「三人兩小 太陽離島」 

預言性質的

童謠，在歷

代史籍中多

有記載。

童謠
預言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6 看教育 Education       第 114期    2020年 7月 9日—7月 15日

今天的家長不是這樣，好像特別明

白「技多不壓身」的道理，誰家孩子長大

沒有幾門技藝在身，好像就生存不下去

了。所以家長們除了逼迫著孩子們在學校

學習之外，還要在校外參加各種輔導班，

比如：奧數班、英語提高班、美術班、舞

蹈班、武術班、各種樂器班等。哪個家長

這樣做了，就會顯得家長英明、有遠見；

如果誰不這樣做，誰就是對孩子的未來不

負責任。可是，家長們重視了技藝的生成

與提高，反倒對孩子的品德教育視而不見

了，只要學習好，甚麼都可以忽略不計。

在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教育中，可

不是這樣的教育方法，單從古時候小孩子

的啟蒙讀物《三字經》中就可以看出來，

古人在孩子心性品德培養的基礎上，才會

有知識的傳授，而且古人這樣的教育方法

才更有遠見。

中國歷史上，很有名的北宋學者歐陽

修，他的父親歐陽觀很有學識德行，曾當

過泗、綿二州的判官，對案件的審議判罪

很下功夫，唯恐有冤情。他的父親每每都

是再三推敲，能否免除犯人的死罪，以免

不該死的被誤判死刑，常常為不能免除犯

人的死罪而嘆息。

歐陽觀去世時，歐陽修還未成人，歐

陽修的母親很有見識，就將這些事告訴了

歐陽修，並對他說：「我不知道你將來能

不能有所成就，但我知道你父親一定會有

好的後代。」

後來，歐陽修果然考上進士，成為一

代賢相，並且皇上追封他的父親歐陽觀為

鄭國公。人有善行，祖上積德，後代沒有

出息都難，因為善惡有報是天理。因為歐

陽修的母親深信天理的存在，所以才會有

這樣的英明見識。

重視自身的修行，多做好事、善事，

福報自然會福澤綿長。刑部主事康僖公屠

勛曾住獄中，詳細詢問每個犯人的罪情，

發現有無辜之人後，暗中告知尚書，尚書

核實後，釋放了十多個受冤的無辜之人。

屠勛還提議每五年派減刑官核實案情，為

無辜者平反，尚書為他奏明皇上後獲准。

屠勛也曾被派作減刑官，他有一天夢

見一位神靈告訴他說：「你命中無子，減

刑之議深合天心，賜汝三子，皆衣紫腰

金。」後來，屠勛果然得善報有了三個兒

子，他的三個兒子後來也都做了大官。

鄞縣人（今浙江省鄞縣）楊自懲，

是縣衙內的獄吏，心存仁厚，公正守法。

當時的縣官非常嚴厲，有次用棍棒鞭打一

名囚犯，打得囚犯血流至地，縣官仍怒

氣不息。楊自懲見狀，跪在地上懇求、

勸解。縣官說道：「這個人逾法背理，不

由人不憤怒！」楊自懲叩首回道：「獲知

實情宜當心懷憐憫，不因查出案件事實而

愉悅。既然連高興都不可以，何況因此而

憤怒呢？」縣官聽了他的話，這才消除怒

氣。

楊自懲的家境非常貧窮，卻從不接受

賄賂。若遇囚犯缺乏錢糧，總是多方救

濟。一天，來了好幾位新囚犯沒有飯吃，

楊自懲也是家缺米糧，便與妻子商量。於

是，兩人自己不吃飯，卻煮粥給囚犯吃。

後來他們生了兩個兒子楊守陳、楊守

址，擔任南北吏部侍郎；兩個孫子，楊茂

元為刑部侍郎，楊茂仁為任按察使，全是

有名望的賢臣。子楊守陳、楊守址、侄楊

守隨、楊守隅、孫楊茂元均為進士出身，

有「一門五進士」之謂。

以上三則小故事均選自清代《德育古

鑒》，古人非常明白通曉天理，德才是立

身之本，百技壓身不如積德在身，所以不

用強求孩子如何多學技能，只要祖上積

德，後代一定興旺發達。

今天的中國人已經不相信天理報應之

說，把篤信神佛視為封建迷信，很容易的

被黨文化的謊言帶動著走。其實，人信了

神佛之後，才會明白人活著的真正意義。

但是，在黨文化教育出來的人，不再相信

神佛的存在，也不再遵從中國五千年的傳

統文化，反而去汙衊信神佛的人，最後害

人害己。

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造就出了無

數的王侯將相、英雄豪傑、文人志士，歷

朝歷代都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歷史故事流傳

至今，甚至流傳到全世界各地，而且現在

也依然受到世界各國人們的尊敬。而無神

論、進化論和實證科學，卻使人沒有了善

念，沒有了基本的普世價值觀。當人們都

鑽到現實中來，越來越重視現實，越來越

覺得人們手中的金錢和名利才是不可放棄

的，而這些東西如果沒有技藝怎麼才能得

到呢？這樣的想法也會誤導孩子，相反重

視家長自身的品德修養和孩子道德教育，

才會福澤後代。

重技藝輕道德，這也是黨文化毀滅下

一代的一種手段，也很容易被黨文化帶動

著做壞事，而且有了在身技藝就能躲過各

種天災人禍嗎？人中再有才能，有再多的

技藝與聰明才智，都很難逃脫善惡有報的

命運。但是，人有德就是不一樣，出門遇

貴人，遇難能成祥，逢凶能化吉，這樣的

例子在現實中太多了，各種因善行得福報

的例子不勝枚舉。

讓孩子從小接受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文

化教育，百技壓身不如積德在身，生命一

定大放光彩，人生之路一定越走越寬敞。

詩 詞 賞 析

文 |向上

家 庭
教 育 百技壓身 不如積德在身

賞析

這首詞不掩飾地流露了女子青春的熱

情，迫切要求戀愛自由。詞意質樸大膽，

很近民歌。

此詞開端之「春日游」三字，為後文

所寫的感情之穠摯做了很好的準備和渲

染。「春日」是何等美好的季節，草木之

萌發，昆蟲之起蟄，一切都表現了一種生

命之覺醒與躍動。而春遊所見之萬紫千紅

鶯飛蝶舞之景象也就從而可想了。其後再

加以「杏花吹滿頭」一句，則外在之春物

遂與游春之人更加了一層直接的關係，其

感染觸發之密切乃竟有及身滿頭之勢。

「吹」字雖有花片被風吹落的意思，

然而在此一句中卻並沒有花落春歸的哀

感，而卻表現出一種當繁花開到極盛時，

也同時伴隨有花片之飛舞的一種更為繽紛

盛美的景象。首二句已經為以後的感情之

引發，培養和渲染了足夠的氣勢，於是

下面才一瀉而出毫無假借地寫了「陌上誰

家年少、足風流」一個上六下三的九字長

句，讀起來筆力異常飽滿。

韋莊這首小詞雖不必有儒家之修養與

楚騷之忠愛的用心，然而其所寫的用情之

態度與殉身之精神，卻確實可以引發讀者

一種深層的感動與豐美的聯想。

《閱微草堂筆記 • 灤陽消夏錄一》

【原文】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婦，素無勃谿

狀。突狂電穿牖，如火光激射，雷楔貫心

而入，洞左脅而出。其夫亦為雷焰燔燒，

背至尻皆焦黑，氣息僅屬。久之乃蘇，

顧婦屍泣曰：「我性剛勁，與母爭論或有

之。爾不過私訴抑鬱，背燈掩淚而已，何

雷之誤中爾耶？」是未知律重主謀，幽明

一也。

【註釋】

（1）雷楔：傳說中雷神用以發霹靂

的工具。其形如斧楔，故稱。（2）勃谿：

家庭中爭吵。

【譯文】

雍正壬子（1732）年間，有個官宦

人家的媳婦，平時並沒有怎麼與姑嫂、

婆婆吵架。可是有一天，突然有一道強

大的閃電穿過窗戶，像火光激射，擊中

這個媳婦的心臟，從左脅下洞穿而出，

這個媳婦當場死去了。而她的丈夫也被

雷火燒傷，從後背至臀部一片焦黑，只

剩下一口氣尚存。她的丈夫過了許久才

甦醒過來，他回頭看見妻子被雷擊死的

慘狀，哭道：「我的脾氣暴躁，平日裡頂

撞母親的事是有的。可你呢，只不過在

私下裡向我傾訴心中的委屈，背地裡悄

悄地哭泣而已，怎麼雷電就這樣誤把你

擊死了呢？」（這位做丈夫的似乎在埋怨

上天懲罰得不公平）他不知道刑律是嚴

懲主謀，這一點，無論陰間、陽間都是

一樣的。

【讀書筆談】

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媳婦

在背後有意無意地製造仇恨、挑撥離間，

致使她的丈夫做惡，其罪業甚至比直接做

惡者更加深重，必然被上天的神靈記載，

到時必加懲罰。雖然，有的人並不認為自

己做錯了甚麼事情，可是神靈判斷善惡的

時候，是自有標準的。所以，做人善良，

才能得到神靈的保佑，做了不好的事，即

使別人都不知道，也是照樣會受到神靈的

懲罰。

雨過天晴後，天地彷彿被洗淨了一

樣，天光伴隨著雲影，小溪裡、水窪裡，

到處都映射著太陽光的色彩。天空裡突然

顯出一彎彩虹，紅、橙、黃、綠、藍、

紫，就像音樂的音階，和諧的色彩序列反

映著宇宙的和諧的秩序，天空中奇妙的色

彩也映射著宇宙的光輝。

溪水裡的水滴望著彩虹，被這宇宙的

光輝感染了，心中讚歎：太陽真是偉大

啊！他使彩虹裡的水滴折射出這樣美麗的

光彩！溪水裡的水滴目光閃爍，為偉大的

宇宙的造化而喜悅，為能目睹太陽的光輝

而幸福，也為彩虹裡的水滴——自己的兄

弟姐妹能夠被允許折射一絲太陽的光芒而

高興。

可是，彩虹裡的水滴高高在上，看見

了溪水裡的水滴的仰望的目光，心想：溪

水裡的水滴這樣欣賞我、仰慕我、崇拜

我，我的色彩多麼燦爛啊！天地是因為我

才有了這樣美麗的光彩。而浮在彩虹上面

的水滴飄飄欲飛，風一動，就被吹走了，

輕飄飄的水滴飄得越來越高，越來越遠，

化成了氣體，然後就再也沒有機會折射太

陽的光彩了。沒有飄走的彩虹裡的水滴又

看見了，心想：原來彩虹的色彩是這樣的

虛幻啊，只有太陽的光芒才是真實存在的。

這時，太陽出來了，金色的光芒照亮

了整個天地，溪水裡的水滴映著金光，彩

虹裡的水滴掩映在金色的陽光裡，小草、

大樹也被披上了金色的光芒，萬事萬物都

沐浴在溫暖的陽光裡。溪水裡的水滴潤入

了大地，滋潤了田野，彩虹裡的水滴漫過

了天空，濕潤著空氣。他們匯成巨流，稟

行太陽的意志，把清新和生的希望帶給了

萬物；他們蒸騰著，將小小的自己溶在金

色的陽光裡，向著太陽的懷抱飛去。

寓義：

當一個人被別人尊敬時，別人仰慕的

大多是他身上表現出來的高貴的品德（嚮

往美好高尚是人的本性），而不是這個人

本身，但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錯覺——以

為別人欣賞的是自己。相反，一個人被錯

覺陶醉，不把別人放在眼裡時，即使別人

有良好的教養，對他禮敬有加，但是內心

也很難升起對他的敬重和佩服，因為一個

不懂得尊敬他人的人，是不會被他人真正

的尊敬。

當我們被別人認可和讚揚時，可知道

別人心中感動的是「你的心眼真好」嗎？

當我們被別人肯定和尊敬時，可知道別人

敬佩的是誰嗎？別人敬佩的是：「是誰教

出了這樣好的人？」

文 |劉啟

有句話叫「技多不壓身」，

意思是多掌握一門手藝，生存

的路就會寬。這句話小時候也

不斷的聽老人們講，但那時

的長輩們只是掛在嘴上，生活

中並不強迫孩子們學這學那，

更多的是道德品質的培養與

薰陶。比如：平常生活中的一

言一行，如不合規範的時候，

就會被家長制止；爺爺、奶奶

雖也疼愛孫輩們，但是更多的

是講善惡有報的故事，講行為

禮儀的重要性。

酌 古 鑒 今

寓 言 故 事

讀《閱微草堂筆記》
得到的啟示

水滴和太陽 文 |馬閱洋

ADOBE STOCK

ADOBE STOCK

思帝鄉·春日游
唐代/韋莊

春日游，杏花吹滿頭。陌上誰

家年少足風流？

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

情棄，不能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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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開車

【看中國訊】多年來，

汽車製造商一直都致力於將

車子的安全性不斷提高。同

時，各種的市場宣傳也在告

知買家，現在的車如何比之

前的更安全。其實，很多人

一直都在提出質疑，以前的

老車都是鋼質的車身，現在

的車身多是塑料材質，怎麼

現在的車會比老款車更安全

呢？

我們這裡一同探討一下

吧！

安全性能後面的理念

車的整個框架、車身都

是由鋼質製成的，這聽上去

好像車子會很結實，尤其是

當事故發生時，可能這樣的

車子會結實。但實際上不是

這樣的！儘管有氣囊等安全

配置，鋼質的車子並不是真

的那麼可靠。而且，如果一

旦發生事故，鋼質的車身更

會像一個鐵籠子，讓乘客更

不容易脫身。

現在車輛正在進行 
多方位的全面改進

一輛車子看上去強壯，這

並不一定意味著它就安全。現

在車子的整體設計理念會教之

前的老車更安全。其並不是在

車子外部下功夫，而是更側重

在車內增加防護措施。

現在汽車引入了易碎區

的概念，這也是一種安全性

能。也就是說，當發生碰撞

時，現在車子車身的易碎區

可以幫助吸收碰撞中的衝擊

力，而不是讓乘客自身去承

受這種衝擊力，從而更好的

保護乘客的安全。而舊式的

汽車卻沒有這種理念。這就

是為什麼現在車子會比老車

更安全的原因之一。

預碰撞防護措施

現在的汽車並不只是在

碰撞時，會給乘客提供更多

的保護，而是更側重於如何

去預防碰撞。現在的很多汽

車都配置了預碰撞報警系

統、盲點檢測系統、ABS、
氣囊、安全帶、各類感應器

等，這些安全性能都可以幫

助車主更清楚的瞭解路況。

但這些安全系統的配置，在

老車中就不多見。

雖然，現在的車子發生

碰撞後，車外觀非常糟糕，

但車內部的安全情況卻比老

車要好的多。

汽車行業一直都在不斷

的推出更多革新，制車材質

也在不斷的升級，同時制造

過程也會更多引入自動化生產，

這樣就會使整車的駕駛感或外觀

會順滑和流暢。

因此，汽車這個比較複雜的

動力設備，其安全性能並不能簡

單的從車體框架的材質就可以判

斷出來的。駕駛者的專注駕車、

車內部更多的創新、更多創意的

安全系統的設計會讓車子更安

全。

如果您正在考慮換一臺新

車，那您就不要猶豫了，如果您

現在還在猶豫著或預算有點困

難，那您可以升級一下車內的安

全配置，這樣會讓您的駕駛更安

全、更順暢。

【看中國訊】很多車主去加油

時，總喜歡將油箱加滿，其實在

夏天裡將油箱加滿反而不好。

因為夏季溫度高，油箱內的

汽油很容易揮發掉。所以，如果

平時只在市區駕車，就沒有必要

將油箱加得太滿，一般達到油箱

容量的百分之七八十就足夠了，

這樣不僅可以降低汽油的揮發

量，同時，由於少加油而給愛車

省掉一些載重量，對省油也大有

益處。

去加油站加油的時間最好選

在夜間或者凌晨比較划算，一方

面可以避免受到中午太陽毒、氣

溫高的侵襲，另一方面是因為汽

油是以體積而不是以重量計費，

熱脹冷縮。夜間或凌晨汽油的體

積比較小，同體積的汽油可以有

較好的質量，也不太容易起泡與

揮發，所以夜間或凌晨加油，可

節省不少錢。加油站地下儲油罐

只有在每天凌晨 5 點至 8 點 ( 夏
季 )、5 點至 9( 春、秋、冬季 )
溫度最低，此時加油是最恰當的

時間。

【 看 中 國 訊 】 F 1 是

世 界 一 級 方 程 式 錦 標 賽

（FIA Fo rmula  1  Wo rld 

Championship）的簡稱，它起

源於1950年，是一項由國際

汽車運動聯合會（FIA）舉辦

的最高等級年度系列場地賽

車比賽，以高科技、團隊精

神、智慧與勇氣著稱。F1和

奧運會、世界盃足球賽並稱為

「世界三大體育盛事」。

參賽資格

F1 也和一般的道路駕駛一樣需

要 駕 照， 在 F3000、F3 或 CART
系列賽事表現傑出的車手將獲得

FIA（國際汽車聯合運動理事會，

簡稱「國際汽聯」）頒發的「超級駕

照」－－ FIA Super Licence。荷蘭

中國裔車手董荷斌是唯一擁有「超級

駕照」的華人車手。

比賽制度

F1 車賽被很多人認為是賽車界最

重要的賽事，同時也是最昂貴的體育

運動，其賽車經常採用汽車界最先進

的技術和高成本的材料。F1 賽車是由

各賽車公司或車廠的賽車運動部單獨

設計和製造的，在普通汽車廠沒有生

產。車子的座艙敞露在外，巨大的輪

胎也是暴露在車身外，沒有翼子板遮

擋。F1 賽車不能在普通道路上行駛。

F1 比賽的時間不是跨年度的，

使用的是單一年度聯賽制度，積累全

年積分來決定車手和車隊的成績，以

便產生冠軍。從1950年至2010年，

在所有 F1 舉辦過的賽事中，歐洲舉

辦最多，其次是北美洲，而大洋洲最

少，只有 11 次。

每年規劃有 16至 17站的比賽，

通常約在三月中開跑，十月底結束賽

季。按照 F1 的章程，成立車隊的必

要條件需要擁有自主研發的底盤，發

動機總成、空氣動力學套件等可以使

用其他車隊或廠家的產品。例如：索

伯車隊的引擎由法拉利提供，而法拉

利車隊也使用同樣的引擎。

以前的車賽是借用城市的街道和

公路作為賽道，比賽規則不完善，選

手的局限性也大。現今的比賽有專業

車道，比賽規則也不斷的在完善，使

車手能更好的發揮。

每個分站比賽將產生一名冠軍，在

全年各分站成績獲得最高積分的賽手將

成為當年度的 F1 世界冠軍。

賽道規格

F1 比賽在世界十多個封閉環行線

路進行（包括專業的環行賽車場和個別

封閉後的城市街道），起終點在一條線

上。每個賽道的周長都不同，最長的是

比利時的「斯帕」賽車場，單圈長度為

7 公里。最短的是摩納哥的「蒙特卡羅

街區賽道」，單圈長度為 3.3 公里。

積分規則

積分規則在 2010 年做了很大的修

改，前十名都有積分，具體如下：

第一名：25 分 第二名：18 分

第三名：15 分 第四名：12 分

第五名：10 分 第六名：8 分

第七名：6 分 第八名：4 分

第九名：2 分 第十名：1 分

知名賽車手

F1 車手中最著名的是德國車手邁克

勞力士車隊在2018年澳大利亞墨爾本

舉辦的F1車賽上。

爾‧舒馬赫（Michael Schumacher）。
他一共獲得了 7 次世界冠軍，並且創

造了諸多記錄，在世界體壇享有很高聲

譽。 1991 年 8 月 25 日第一次參加比

賽，2006 年 9 月 10 日 退 役，2009 年

12 月 23 日宣布復出，加盟梅賽德斯 GP
車隊。 2011 年，舒馬赫 ROC 比賽，攜

手維特爾為德國隊作戰。 2012 年 10 月

4 日，舒馬赫宣布再次退役。

英國的賽車手

劉易斯．漢密爾頓

成功拿下個人第六

座世界冠軍，被外

界喻為下一個邁克

爾 ‧ 舒馬赫。目

前以 413 分高居個

人積分榜首。

旗語

F1 車賽的工作人員會在賽車或場

地出狀況時揮舞著不同的旗幟，來告知

行進中的選手場上出了什麼樣的狀況。

旗幟有黃旗、藍旗、綠旗、黑旗、白

旗、紅旗、黑白方格旗、紅黃豎條紋旗

等。例如，黃旗代表車道上有障礙物，

紅黃豎條紋旗代表賽道前方有油或路面

滑；紅旗表示比賽因某種原因提前結束

或暫停 ;黑白方格旗表示比賽結束等等。

（本文圖片來源  劉易斯：Wikipedia，其餘圖片：F1官網）

劉易斯．漢密爾頓劉易斯．漢密爾頓

（本文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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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有研究指出中國

是世界最大的抄襲王國，範圍涵蓋

領域有科技、文化、娛樂、體育、

軍事、生活的方方面面等，無一不

抄襲。近日大陸《蒙面歌王》製作

公司被法院強制執行賠償韓國，就

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剽竊案。

在 2015 年開播的內地音樂

節目《蒙面歌王》，很多著名歌手

曾參與過，創下高收視率。節目

由上海燦星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向韓國 MBC 電視臺簽約買版

權，合約寫明燦星要向 MBC 支

付版權費及部分廣告收益。

豈料第一季節目結束後，「燦

星」以「限韓令」為由，表示無

法支付收益金。之後，MBC 曾

提請仲裁，但中方仍未支付任何

版權費。但節目在第二季起改名

為《蒙面唱將猜猜猜》，只對節目

原本的賽制稍作修改，讓觀眾從

評團提供的候選名單中猜出誰是

蒙面歌手，同時去除節目原有的

PK 模式。經過如此「修改」後，

「燦星」便以「原創節目」為由，

拒絕支付相關合約費用給 MBC。

由於 MBC 一直未收到廣告

方面的任何款項，故去年起訴燦

星，今年 4 月燦星被判需要支付

第一季的廣告收益，但一直拖到

6 月都未付款，直至 7 月 2 日，

「燦星」被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

院列為「被執行人」（即不履行法

院判決的當事人），被法院強制

執行賠償。

事實上，「山寨」一直是中

國令人詬病的問題，韓國議員金

聖洙曾就曾披露，自湖南衛視

2013 年從韓國 MBC 電視臺引進

《爸爸去哪兒》收視爆棚之後，僅

從 2014 年至 2018 年，就有多達

34 個韓國綜藝節目被中國剽竊。

其中 KBS 有 7 檔、MBC 3 個、

SBS 10 個、JTBC 5 個、TVN 6
個、MNET 3 個。

蒙面歌王是韓國 MBC 電視臺

《日晚》一部的綜藝節目，韓國時

間每週日晚上 16:50–18:15 播出。

山寨升升級級？
拒付韓國版權費 陸綜遭強制賠償

《蒙面歌王》製作公司上海燦星文化傳媒被列為「被執行人」，被法院強制執行賠償。（網圖）

【看中國訊】日本前桌球名將福原愛，自

2016 里約奧運之後，有長達 2 年都沒在正

式比賽中亮相，2016 年 9 月 1 日與臺灣桌

球運動員江宏傑結婚，成為臺灣媳婦，婚後

育有一女一子。 2018 年 10 月對外宣布退

役，逐漸淡出桌壇，專心相夫教子。

福原愛在曾經是桌球運動員的母親啟蒙

下，3 歲 9 個月即開始參加桌球運動。童年

成材的她，5 歲時就曾獲得日本全國大賽兒

童組冠軍，創下史上最年輕的冠軍記錄，自

此廣受日本電視傳媒關注，小時候的福原愛

專注打桌球的模樣，相信老一輩的粉絲一定

還是印象深刻。

近日，福原愛罕見的在社群媒體（IG）

上晒出自己與媽媽 24 年前的同框照片，與

現在形成了對比，立刻引起臺日網友驚艷，

紛紛留言讚嘆「小小愛也太可愛了吧！」、

「媽媽根本都完全沒變」。

福原愛也與粉絲分享自己與母親現今

的同框合照，除了在自己臉上畫上愛心外，

也幫媽媽畫上同樣的愛心，並且還附上兩人

24 年前的合照做對比，只見 1996 年的照片

中，小愛媽媽以慈愛的眼神看著當時只有 8
歲的小愛，不難看出母女 2 人的好感情。

【看中國訊】演藝圈的美女太多，今天

要介紹的是比較有特色的那一個，她就是

演遍了四大名著美人－－何晴。

何晴，浙江江山人，中國大陸女演

員。何晴是第一個演遍中國大陸四大名著

影視作品的女演員。她也是第一個在瓊瑤

劇中擔當主演的大陸女演員，在《青青河邊

草》中出演華又琳走紅，之後何晴又參演了

不少臺灣電視劇，故在臺灣也有相當的知

名度。何晴兩次出演了北宋名伎李師師，

分別是 1989 年電視劇《李師師》和 1996 年

電視劇《水滸傳》。

除了古典名著影視劇和瓊瑤劇，何晴

也參演過金庸劇（2001 年《射鵰英雄傳》，

2007 年《碧血劍》）。由於與生俱來的古典

甜美氣質，何晴被媒體譽為「水鄉中走出

的古典美人」。

1983 年，何晴因其文靜高雅的氣質幸

運入選，在《少林俗家弟子》中飾演了一個

機智勇敢的少女小琴，之後她又被《西遊

記》導演楊潔發現，出演靈吉菩薩憐憐，從

而邁上了正式的演藝道路。

事業巔峰之時，何晴在拍電影《女子別

動隊》時與演員劉威擦出了火花，但遺憾

的是兩人 5 年後還是分手了。後來因為電

視劇《風荷怨》和許亞軍相識相知，兩人於

1995 年結婚，兒子也很快就出生了。然而

由於拍戲聚少離多，何晴和許亞軍於 2003
年離婚了。之後的何晴也一直沒有遇到心

儀的人，沒有再婚。

唯一演遍中國「四大名著」的女演員
【看中國訊】來自加拿大、

曾獲東尼獎的知名百老匯演員尼

克柯戴羅（Nick Cordero）罹患

武漢肺炎在加護病房治療數個月

後，引發血栓併發症，並將右腿

截肢，7 月 5 日仍不敵病魔過世，

享年 41 歲。相較於先前因染疫

逝世的名人，大多為 60歲以上，

尼克較為年輕，引發外界關注。

尼克柯戴羅今年 3 月底在洛

杉磯確診武漢肺炎，進入醫院治

療後便與病魔對抗長達 95 天，

期間他的妻子克魯茲（Amanda 
Kloots）一直在網路上記錄他的

抗疫過程，包括他因染疫後衍生

出許多併發症，包括遭到截肢的

消息，Amanda 希冀能為丈夫盡

一份心力陪伴他走過難關，無奈

最後仍不敵病魔。

尼 克 柯 戴 羅 的 妻 子 克

魯 茲（Amanda Kloots） 在

Instagram（IG） 寫 道：「我 親

愛的丈夫今天早上過世。他在家

人愛的包圍、歌唱和祈禱下離

世。」

「艾維斯（Elvis）和我會

日日懷念他和我們做過的每件

事。」艾維斯是他們的一歲兒子。

克魯茲持續在個人 IG 更新

丈夫病況，她透露，尼克柯戴羅

在加護病房將近 3 週後，右腿

出現血栓情況，血液無法到達腳

趾，醫師不得已將他右腿切除。

尼克柯戴羅曾陷入昏迷好幾

個月，但 5 月初一度恢復意識，

只能透過眨眼睛與人溝通，無奈

最後仍傳出噩耗，「我們確實瞭

解到，因為武漢肺炎，尼克的肺

部受到嚴重破壞，他看起來就像

是煙齡長達 50 年的吸菸者」。

金獎男星染疫遭截肢

不敵病魔 41歲離世

知名百老匯演員尼

克柯戴羅（ N i c k 

Cordero）罹患武

漢肺炎在加護病房

治療數個月後，引發

血栓併發症，並將

右腿截肢，仍不敵

病魔過世。（Getty 

Images)

何晴出演過《紅樓夢》中的秦可卿，《西遊記》中的憐

憐、《三國演義》中的小喬、《水滸傳》中的李師師。

福原愛曬出自己與媽媽24年前的同框照片。

何晴

福原愛晒母女同框照 「24年對比」驚喜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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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7月15日

黃油桃

 Local Green Cabbage          本地捲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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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a Tomatoes 羅馬番茄 Yellow NectarinesRed Seedless Grapes 無仔紅提Bananas 香蕉

5lb CarrotsRed Mangoes 紅芒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胡蘿蔔

$07878 lb

BC Broccoli Crowns 卑詩無莖西蘭花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and get a free 
pineapples.pineapples.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 個菠蘿。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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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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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8
lb

$05858
lb

$3989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 09898
ea

$0 9898
lb

5 磅裝 $$114848 lb

$

Roma Tomatoes

$30$30購物滿       即可購物滿       即可$30購物滿       即可$30

$8.88/ CS

珍
珠
奶
茶

◎ 文 :米娜   圖：ADOBE STOCK

炎炎夏日，來一杯清涼飲料，令人頓時暑氣全消。不妨試著在家自製冰飲，喝起來更放心。

作法

抹茶粉加熱水沖開，加入冰塊。
用奶泡器將牛奶打成奶泡，倒在作
法的抹茶上。

美味秘訣

製作抹茶的茶葉在採摘前會先覆蓋
一段時日，減少太陽照射，使苦澀物

質不容易產生。

紅豆、糖、鮮奶油也可減少苦味。

抹茶牛奶可說是享受抹茶最簡單

的方式了，抹茶加上奶泡，喝起

來口感會更好。

抹茶粉、熱水（依據抹茶粉包裝袋指

示熱水用量）、牛奶、冰塊適量。

器具：奶泡器。

食材

作法

蜜桃洗淨去核去蒂，冷凍備用。
將冰凍的蜜桃和柳橙汁混合，用果
汁機攪打成冰沙狀。建議不要打得太

細碎，方可嘗到果肉口感。

依據口味決定蜂蜜用量。
裝飾香草或水果片，即可上桌。

美味秘訣

將冷凍水果和優格一起打成乳霜狀，

口感與風味亦佳。

品嘗水果冰品正當季。專家認為：

水果冷凍之後，風味不會改變，

甚至還增強。

蜜桃1個、冰柳橙汁200cc、裝飾香
草或水果片、蜂蜜適量。

食材

梅
子
氣
泡
飲

抹
茶
牛
奶

家庭版珍珠奶茶

並不難，只要掌

握關鍵作法，加

上真材實料，絕

不輸外面賣的。



作法

將醃梅與梅汁放在容器裡備用。
續加入冰塊、氣泡水，攪拌均勻，
裝飾香草即可上桌。

美味秘訣

酸酸甜甜的水果特別適合用來做氣
泡飲，鳳梨、檸檬、百香果或柳橙等

水果，亦是絕佳的選擇。

加料的氣泡飲充滿趣味，如：蜂
蜜、濃茶都是很好的風味添加。

過完四、五月梅子盛產期，迎來

夏季，酸酸甜甜的醃梅，正是此

刻最應景的食材。

醃梅 4顆、濃縮甜梅汁 1大匙、氣泡
水 500cc、冰塊、裝飾香草適量。

食材

水
果
冰
沙

做珍珠的原料基

本有3種：土豆澱
粉、地瓜粉和樹

薯粉，也可依適

當比例調和。



製作奶茶的方法

很多，依據喜歡

的口味和濃度，

用煮的或用沖泡

的方式都可。



珍珠的魅力除了

嚼勁，也可添加

風味，例如將煮

好的珍珠浸泡在

紅糖或蜂蜜中。



醃梅的風味

因醃漬過程

而有不同，

各地醃出來

的梅有各自

特色。

酸甜的水果

滋味特別適

合冰涼的冰

沙，喝起來

非常沁涼。

很多人擔心在外

面買的飲料不健

康，在家製作各

種飲料，不用擔

心用料的問題。



揉成珍珠狀的粉

糰，放進沸水，

轉小火煮至粉圓

吸水變軟，再冰

鎮可增加口感。



夏日飲品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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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貼屬於冬病夏治的範

疇，為甚麼冬病能夠夏天治療

呢？冬天天寒地凍，陽氣潛藏，

寒氣當令，此時人體一些寒性疾

病，比如：哮喘、慢性支氣管

炎、蕁麻疹、寒痺病等，就會加

重。到了夏天，隨著自然界陽氣

的隆盛，人體的陽氣也隨之相

應，此時，那些寒性的疾病就在

陽氣的作用下，得到了暫時的緩

解。

三伏天是肺經氣血運行最旺

盛的時刻，這時候在俞穴上敷以

辛溫發散之中藥，可達到祛除寒

邪、宣通經絡、補益人體正氣的

功效，達到冬病夏治的預防目

的。

治療寒性的呼吸系統疾病和一些

過敏性疾病為主，如：哮喘、過

敏性鼻炎、慢性支氣管炎、慢性

阻塞性肺病、容易感冒、異位性

皮膚炎、蕁麻疹等。

因為中醫認為肺主皮毛，所

以皮膚病多從肺論治，當然現在

也有人用來治療寒痺等疾病，叫

老寒腿，或者關節炎等，但是選

用的藥物和穴位要有所不同。

根據不同體質選用

一般情況使用的中藥主要

有：甘遂、白芥子、細辛、延胡

索、丁香、薑汁等，辛溫、逐

痰、溫陽、通絡的藥物。選用的

穴位主要有大椎、定喘、大杼、

風門、肺俞、膏肓、心俞、膈

俞、脾俞、厥陰俞、腎俞等背俞

穴位，根據每個人不同的情況辨

原來，吳先生患有慢性腎臟

病，因為血液中的鉀離子飆高而

引發心室顫動，所幸搶救得宜，

經過急救及心臟電擊後，恢復心

跳與意識。

聯新國際醫院腎臟科主任林

盈光表示，中藥湯裡的藥材屬於

植物類，而植物均含有鉀離子，

熬煮出來的中藥湯雖然是補品精

華，但裡頭所含鉀離子甚高，加

上橘子的含鉀量也高，吳先生就

是因血鉀離子過高，引發身體不

適。

鉀離子飆高  
會引發心室顫動

林盈光說，從食物攝取的鉀

離子，90% 需經尿液排出，由

於慢性腎臟病患的腎臟排鉀能力

變差，如果飲食沒有忌口，很容

易造成血中鉀離子濃度上升。

一旦血鉀濃度過高，可能會

出現四肢無力、頭暈等情況，嚴

重恐造成心律不整，甚至猝死，

不可不慎。

哈密瓜、香蕉等 
含鉀量偏高

他提醒，除了中藥材，很

多夏天水果的鉀離子含量偏

高，像是哈密瓜、香瓜、火龍

果、百香果、香蕉、奇異果、

榴槤、木瓜、荔枝等，腎功能

不佳的民眾應多留意，不可一

次吃太多。

另外，像是精力湯，雖然

營養價值高，但也屬於高鉀、

高磷的食物，透析病患應避免

食用。

精力湯食材裡的腰果、核

桃、杏仁、卵磷脂、小麥胚芽

及啤酒酵母粉都是高磷食物，

加上生鮮蔬菜未經水煮去鉀，

以及水果直接打成汁（高鉀），

所以精力湯是一種高磷、高鉀

的食物，應多注意。

至於含鉀量比較高的蔬

菜，則有紅莧菜、空心菜、

菠菜、地瓜葉、綠花椰菜等，

以及番茄、草菇、金針菇、紫

菜、豆類製品、堅果類等，建

議洗腎病人先汆燙後再吃。汆

燙的水因為有溶出的鉀離子，

所以不要食用。

很 快 就 要 入 伏

了，又到了每年一次

貼三伏貼的時間了。

三伏貼主要是在頭

伏、中伏和末伏的第

一天，用中藥貼敷在

特定的穴位上，達到

治療疾病的目的。

「三伏貼」有奇效冬病
夏治

此外，腎功能不好的民眾

應避免以低鈉鹽或低鹽醬油取

代一般的鹽或醬油。

所謂低鈉鹽或低鹽醬油，

其低鈉的成分就是以鉀來代

替，也就是「鈉低、鉀高」，低

鈉鹽、低鹽醬油均屬於高鉀食

物，特別是血液透析病患常有

高鉀血症的現象，不宜當作一

般調味料食用。

證選取 3 ～ 5 個穴位。中醫認

為，人體的腹面屬於陰，後背屬

於陽，所以選取後背的俞穴，也

有溫陽的作用。中醫理論講五臟

病行於陽，六腑病行於陰，對於

一些在五臟深層的疾病，取背俞

穴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沒有條

件做藥物貼敷，用艾條在上述穴

位上懸灸，也可以起到相似的作

用，因為從本質上來說，用這些

刺激性藥物貼敷在穴位的方法叫

做天灸，屬於灸法的一種。

三伏貼藉助了天時的力量，

順應了陽氣的升發，所以可以取

得不錯的效果。當然平時如果注

意夏天少吃冷飲、冷食，少吹空

調，適時的增加衣物，減少陽氣

的損耗，人體元氣充足，人體就

會少生病，也就不用貼三伏貼

了。

用藥物扶助陽氣

為甚麼在三伏天治療呢？三

伏的「伏」，是收斂的意思，表

示陽氣由盛極開始轉衰。中醫認

為陽極必陰，陰極必陽，在陽氣

開始轉衰的時候，人體的陽氣也

達到了極點，此時陽氣雖然可以

暫時克制體內的寒氣，但是因為

正氣不足以排出寒氣，所以疾病

只是暫時的被壓制，沒有消失，

所以疾病潛伏起來了。此時沉寒

也都隨著陽氣浮於體表，如果藉

助溫熱藥物貼敷在背部腧穴，可

以進一步扶助陽氣，達到排寒、

固本的目的，這屬於《黃帝內

經》中說的「春夏養陽」的範疇。

三伏貼最早見於清代張潞的

《張氏醫通》，當時主要用來治

療寒性的哮喘病。現在一般用來

夏天高溫炎熱，吃

下香甜多汁的水果，讓

人心曠神怡，但是有些

水果的含鉀量高，腎臟

功能不好的民眾不可以

一次吃太多！

炎夏水果「鉀」多多 腎功能欠佳要節制

中 醫 認 為，「 陰

暑」的發病原因不單純

是暑邪，而兼有寒和

濕。

（轉載自自由時報）

中暑，是指在夏季感

受暑邪而發生的病症，現

代醫學認為是人體的排熱

功能降低所致，表現為突

然暈倒、身熱、噁心、嘔

吐、煩躁、大汗（或無

汗）、面色蒼白，重者牙

關緊閉、四肢抽搐，應快

速將患者轉移至涼爽通風

處，補充水分，以得到緩

解，恢復正常。

而對「陰暑」，中醫

認為是「靜而得之」、「避

暑乘涼得之」、「陰寒襲

人者快而莫知」，夏季人

們貪涼、露宿太過，或者

久臥空調房間，或用涼水

沖澡；年輕人則自恃身體

結實，大量進食冰啤酒、

冰汽水、冰西瓜；更有怕

熱者，乾脆在室外鋪上涼

席睡一覺，因而出現惡寒

頭痛、鼻塞流涕、口渴咽

乾、四肢痠痛、發熱無

汗、胸悶噁心、嘔吐腹瀉

等一系列症狀，這就是中

醫所謂的「陰暑」。

「陰暑」不像中暑那樣

明朗化和發病急劇，「陰

暑」病程比較長，濕邪纏

綿，或汗出而熱小退。中

醫的治療在辨別其暑熱、

暑濕、濕熱、寒濕的不同

情況，以分消、清化、清

利、宣通等辦法綜合調理。

夏季一般對中暑的預

防較重視，但對陰暑的認

識不足，特別是老人、兒

童、孕產婦、體弱及患有

慢性病者，更容易患病，

所以夏季不可因避熱而過

於貪涼，以免寒濕侵襲而

引起「陰暑」。

夏夜不要露宿室外，

更忌席地而臥；外出乘涼

時不可貪涼太過，或久臥

冷氣房間；飲用生冷瓜

果、甜膩之品不可無度，

以免暑濕傷人正氣而致病。

一旦患「陰暑」，症

狀較輕者酌情服用藿香正

氣散，以化濕祛暑、散寒

止瀉，症狀偏重者要及時

就診。陰暑並不等同「感

冒」，是因體內暑熱、暑

濕、濕熱、寒濕未能得以

清理的緣故，服用解熱鎮

痛藥、抗炎藥均無效。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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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有關，而且還可改善血壓、

腹部肥胖和血糖水準。

❷ 咖啡可以降低過早死

亡、心血管病死亡、心臟病、癌

症、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肝硬化

和糖尿病的風險。

❸ 咖啡要喝有機的和遮蔭

生長的咖啡，要喝黑咖啡或加

入椰子油、MCT 油（液態椰子

油）。

❹ 茶也要喝有機的，並在

無汙染的環境中生長，以避免被

重金屬或氟化物汙染。不要加牛

奶喝，不過可以加檸檬。

❺ 孕婦不宜飲用咖啡或

茶，以免嬰兒出現低體重、心臟

病和行為問題。

十六、以脂肪為 
卡路里燃料

① 低脂肪高碳水化合物飲

食 能夠損傷線粒體功能，從而

導致慢性疾病，如：肥胖、2 型

糖尿病、心臟病、阿茲海默氏症

和癌症等。

② 研究表明，低碳水化合

物高脂肪飲食，以及減少進食，

可能是肥胖流行病的剋星。然而

這種飲食的好處是我寫的《脂肪

燃料（Fat for Fuel）》和補充線

上課程的主要焦點。

③ 當身體能夠以燃燒脂肪

作為燃料時，肝臟會產生水溶性

脂肪，稱為酮類，比碳水化合物

燃燒得更有效，從而產生更少的

破壞性的活性氧和二級自由基。

④ 經常禁食（只喝水）可

以啟動身體的自噬（autophagy）
功能，這時身體可自我清潔，並

激發幹細胞的再生。每天只有

200 或 300 卡路里的熱量，就

足以中止這種自噬過程。

現代健康新理念30貼士保健
常識

當 今 的 人 類 社

會，到處都被一些看

不見的威脅所包圍

著，這些威脅，包

括：轉基因生物、加

工食品和電磁場等，

使人面臨著健康風

險。但這些還只是冰

山的一角，所以，目

前大多數人都在尋

求健康指導，以幫

助防範這些危險。

⑤ 已經證明禁食可引發 1
型和 2 型糖尿病患者胰腺的再

生，這是經過禁食時體內釋放的

再生能量所證明的。

11

十五、咖啡和茶的好處

❶ 茶，特別是綠茶，與降

低中風、糖尿病和抑鬱症的患病

 醫 道 尋 真

藉助溫熱
藥物貼敷
在背部 俞
穴，可扶
助陽氣達
到排寒、
固本的目
的。

醫師講堂

夏天貪涼 
當心中「陰暑」

吳先生因為肺炎住院，家人

熬煮十全中藥湯幫他補身體，喝

了 2 碗湯，又吃 2 顆橘子，半

小時後突然感到胸悶而失去意

識。

喝完中藥再吃橘子  
竟昏過去

◎  文：李容萍

療養
保健

◎  編譯：高新宇

◎  文：肖川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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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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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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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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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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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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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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青蓮

曼麗夫人您好：

我和先生去年結婚，我先生

年紀已經 35 歲了，我則 32 歲

了，所以一直被長輩關心肚皮，

但是我們有自己的考量，至少等

我們都真正想當父母親，有足夠

的認識、愛心與責任感。我跟先

生現在也都還有新婚的磨合期，

再說我覺得自己也沒有成熟到可

以去教育我的孩子。我很不喜歡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他們一直給我壓力，更不喜歡一

回去就盯著我的肚皮看。

但其實我又擔心我們沒有生

孩子會破壞和公婆之間的關係，

但我又不希望只是為了讓她們開

心就草率地懷孕。現在我聽到誰

誰懷孕了就覺得很觸心，一方面

覺得自己比下去，一方面就很清

楚其實自己也沒有想生，我都快

搞不懂我的想法了，可以請您告

訴我該如何做嗎？

小公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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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公主你好：

到了適婚、適生年齡的人，

都會遇到類似你這樣的問題。除

非過了相當的年紀，否則這樣的

關心會如潮水般湧來。

首先，先撇開少子化的問題

不談，你覺得該準備到什麼程度

才能孕育一個生

命？還是， 就如同

大多數的新手爸媽

一樣，第一胎從孕育到

生育、教養基本上都是「照

書養」，沒有說準備好才生小孩

的。因此，如果你覺得戀愛、結

婚、生子，是人生責任的一環，

你也不排斥生育小孩，那是該有

個時間表，否則當了高齡產婦，

累了自己，也增加了生育健康寶

寶的難度，就後悔晚矣。

相反的，如果你目前「不

想生」的理由都言之有理，甚

至，你「很清楚其實自己也沒有

想生」，那你就要趁早和先生達

成共識，然後勇敢的公諸周遭

親友－謝謝他們的關心，目前

沒有計畫到這一步，然後，快

樂地當「頂客族」。如果做次 
決定，除了要一番家庭軟革命

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善後？

其實，不想生的結果，影響

公婆之間的關係的層面不大（沒

有同住），倒是你和先生之間的

關係，是否因此更相敬如賓？

還是又多了考驗你倆磨合度的問

題？因此，曼麗提醒你：「夫妻

曼麗小語：順其自然，領受上

蒼發給你的牌，學習承擔， 
過程的苦與樂都將是你生

命中不可或缺的一張拼圖。

同心，其利斷金」，如果，兩個

人對於沒有子嗣的生活非常有願

景及規劃，那旁人的耳語自然會

漸漸消音，你更無須爲誰又生小

孩的事情鬧心。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婚

姻真的不是兩個人的事情，

如果說傳宗接代是幸福家

庭圓滿的因素之一，除非

身體條件無法生育不該

勉強，不然，就順其自

然，領受上蒼發給你的

牌，學習承擔，過程

的苦與樂都將是你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一張拼圖。曼麗祝

福你！

風情，比如森林感的綠色和熱帶

水果黃色，這樣的搭配簡直絕壁

了！如果能靈巧地使用不同顏色

或材質的來混搭，例如暗紅色的

靠包、針織毯、帶有熱帶植物或

水果的靠包，這些小單品讓你的

空間瞬間充滿浪漫的異域氛圍。

如果想讓家更清涼一些，藍

色與綠色是絕佳拍檔，而黃色只

要作為吸睛單品存在就夠了。

此外，木材、麻質、籐條、

竹子、石材、青銅和黃銅等天然

的材質混搭在一起，能讓來自熱

帶島嶼的風吹的更撩人。

怎樣，Mojito 風設計是不

是也讓你微醺和陶醉其中呢？是

就趕快行動吧。

說到 Mojito，它是雞尾酒

界的入門款，味道不濃但卻足以

讓你微微醺醉，朗姆酒中調入青

檸與薄荷，同時滿足了視覺與味

蕾。Mojito除了作為美酒存在，

還提供我們居家配色靈感，黃與

綠的主色調，會為居家帶來什麼

樣的感覺？

檸檬黃讓空間明亮奪目

檸檬黃是黃色系中明度較高

的一種，高調且讓人難以忽視。

當家中使用檸檬黃時，可佐以綠

色做陪襯，例如白色、木色作為

主色的空間，配上一副檸檬黃沙

發，加上一些綠色植物，色彩搭

配恰到好處，予人清爽、乾淨的

感覺。檸檬黃也很適合應用在餐

廳，把牆面粉刷成檸檬黃或在餐

廳中添幾把檸檬黃椅子，不僅讓

人心情愉快，還能促進食慾。

黃+綠=絕佳復古配對
對復古風情有獨鍾的朋友，

一定也喜歡墨綠色，綠色與黃色

是最佳復古配對，當綠色與黃色

相遇，沉鬱得到紓解，歡脫得以

沉靜。深綠色的牆面，搭配精緻

且具有超強氣場的金黃色桌燈或

靠包、地毯，以及富有質感的粉

色，整體空間層次感瞬間提升，

更予人高級的質感。墨綠色的櫃

子搭配土黃色花瓶與白色的牆

壁，看起來層次分明，也很有質

感。把黃色作為點綴存在，也可

以實現復古風，在細節上多加留

意，比如壁燈、擺件與畫框的顏

色，都可以考慮黃色系。

黃和綠的主場可以輪著來

黃色與綠色很適合搭配一

起，這兩種顏色可以大面積鋪開

使用。如果其中一種顏色作為主

場時，另一方顏色就要降低存在

感。墨綠色由於純度高、明度

低，作為牆面顏色時，室內採光

一定要好。薑黃色沙發搭配墨綠

色牆面，復古氣質讓人不禁叫

絕。若使用黃色作為背景，可運

用木質與籐編家俱來提升樸質

感，配上幾盆綠植，肯定讓人眼

前一亮。黃綠配對非常討喜。

色塊盡顯巧思

如果不敢使用大面積色彩，

可以使用小色塊，這樣更低風

險，大膽創新的幾何圖形設計，

使空間更加 chic 和時尚。你也

可以使用 baby blue 打底，C 位

讓給玫紅色沙發，用墨綠色凳子

搭配，完美中和色彩的溫度。黃

色的方塊可作為背景牆，再使用

金色抱枕點綴。還有更簡單的方

式，將兩種自帶色塊的家俱擺在

一起，就完美實現了你想要的黃

綠配對。此外，大白牆加醒目的

黃色色塊，再用綠植襯托，空間

素淨又有視覺中心。

黃+綠點綴法
最容易且保險的方法是，採

用黃色和綠色的裝飾品做點綴，

這樣看膩了還可以隨時撤換，例

如抱枕，秋冬季時使用黃色抱

枕，春夏季則換成綠色抱枕。

另外，你也可以使用黃色和

棕色，同一色系為空間打造層次

感，再添加一些綠植為空間營造

清新感。

自然清新的壁紙與牆磚

你也可以使用清新的黃色或

綠色牆紙，牆紙的圖案可以是一

棵樹或其它花草圖案，貼在淺藍

色牆上，讓心賞心悅目，放到客

廳或小孩睡房最適合。例如綠葉

牆紙搭配亮眼的檸檬黃茶几讓人

格外耳目一新。

又或是在廚房牆壁貼上小黃

花牆紙，或瓷磚使用檸檬黃，而

其它地方或傢俱則使用木色和白

色的，這樣的色彩搭配準沒錯。

黃色能激發人的創造力，在

工作室內使用檸檬黃可幫你提

神，造型典雅的碧綠色台燈助你

穩定心神，靈感泉湧而來！

黃色+綠色 
營造異域風情

黃色與綠色也可以打造異域

黃綠色居家裝飾黃綠色居家裝飾
亮眼清新亮眼清新的

公婆催生壓力大公婆催生壓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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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新的研究發現，

市售漱口水中的成分可能會破壞導致

COVID-19 的病毒，使其無害。但專家

表示漱口水的作用有限，不能替代口罩。

COVID-19的弱點
根據研究人員的說法，COVID-19

的病毒株是一種具有脂肪（脂質）膜的

包膜病毒。如果破壞了這層包膜，病毒就

會失效。

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表示，這種包膜

來自受感染的細胞或宿主。在這個過程

中，新形成的病毒顆粒會被「包裹」在由

一小塊細胞膜製成的外衣中。包膜可能會

幫助病毒生存並感染其他細胞。

感染從鼻子和喉嚨開始

COVID-19 的感染被認為是通過呼

吸道飛沫發生的，病毒顆粒在氣溶膠中的

生存時間長達 3 小時。

卡迪夫大學系統免疫研究所副主任 
O'Donnell 說：「疾控中心對牙醫有建

議，患者在手術前使用漱口水預防呼吸

道疾病的傳播已經有了建議。」但她補充

說，這在理論上有好處，但未通過臨床試

驗證明。這些試驗還沒有進行。

COVID-19研究者的觀點
「含有酒精的漱口水有可能減少，也

許稍微減少病毒對家庭密切接觸者的短

期傳播。」阿拉斯加大學生物學助理教授 
Bortz 博士說。

他補充說，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組織

經常被感染，並能產生可傳播的病毒。

「所以對於大多數冠狀病毒患者來說，

漱口水對預防 COVID-19 傳播的價值有

限。」

漱口水不是最好的防禦措施

Bortz 也認為，任何在試管中能殺死

病毒的東西都可能殺死口腔中的病毒，

「但這並不意味著你應該把它作為第一道

防線。例如，漂白劑可以殺死病毒 ——但

不要喝它或用它洗嘴，因為它有毒。」

「冠狀病毒主要生存在呼吸道的細胞

內，而不僅僅是口腔，」他強調。「漱口

水不會治癒任何人的 COVID-19，或防

止冠狀病毒感染」。但他表示，良好的

口腔衛生是健康的一部分。「所以對於成

人，酒精或非酒精類漱口水是有益的，但

是兒童不要使用酒精漱口水。」

漱 口 水 公 司 Listerine 呼 籲 消 費

者在流行期間不要使用漱口水來對抗

COVID-19。該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說：

「LISTERINE 漱口水沒有經過針對冠

狀病毒的測試，也不是為了預防或治療

COVID-19」。

結論

研 究 發 現， 漱 口 水 成 分 在 對 抗

COVID-19 方面具有潛在作用。他們表

示，市面上的漱口水可以破壞新的冠狀病

毒，使其無害。

一 些 科 學 家 強 調， 既 然 咽 喉 是

COVID-19 的主要感染區域，那麼像漱

口水這樣降低粘膜中病毒濃度的策略，可

能有助於降低傳播風險。

另一些專家則持不同意見，他們指

出，即使使用了漱口水，冠狀病毒也能在

咽喉部迅速繁殖，而口罩和保持社交 / 身
體距離仍然是防止傳播或發生感染的最佳

方法。

漱口水不能代替口罩阻止COVID-19的傳播

開
卷
有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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