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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d by:  
Taylor Cheng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7月14日，在北京強推

《香港國安法》兩週後，美

國總統川普正式簽署《香港

問責法》，該法案旨在問責

對香港人有侵略行為的個人

和實體，以金融等手段對其

進行制裁。分析指出，美國

的制裁將直接觸動中南海高

層在海外的資產。

《香 港 問 責 法》（Hong 

Kong Accountability Act） 原

稱《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授權美國政

府部門以金融等手段嚴厲制裁侵

蝕、損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

員，政府職能部門和其他實體。

白宮闢謠

法令賦予川普政府更大權

力對破壞香港自治權的「主要官

員」實施制裁，允許川普政府有

90 天的時間來確定那些幫助北

京違反香港《基本法》的中國大

Threat to Chinese Officials’ 
Personal Assets Overseas

  On July 14, U.S. President Don-
ald Trump officially signed an 
execute order of Hong Kong Ac-
countability Act, two weeks after 
Beijing imposed the National Se-
curity Law that effectively ended 
Hong Kong’s autonomy. This 
act aims to hold accountable in-
dividuals and entities who have 
committed acts of aggression 
against Hong Kong people, and 
to sanction them by financial and 
other means. It is said that the US 
sanctions would pose direct threat 
to the overseas personal assets of 
Chinese officials. 

White House Dispels 
Rumors

  Bloomberg News reported that 
Trump had ruled out additional 
sanctions on top Chinese officials 
for now to avoid escalating ten-
sions with Beijing. 
  In response, John Ullyot, a 
spokesman for the National Secu-
rity Council (NSC), said in a state-
ment, “In no way has he (Trump) 
taken anything off the table with 
respect to further sanctions of 
party officials for actions in Hong 
Kong or on other issues. Any sug-
gestion otherwise by anonymous 
sources is flat out wrong.”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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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官員和香港官員。

美 國 國 家 安 全 委 員 會

（NSC）發言人約翰 · 尤利奧特

（John Ullyot）在一份聲明中

說，「對於共產黨的官員在香港

或其它問題上的進一步制裁，他

（川普）絕不放過任何機會。匿

名消息來源以其它方式提出的任

何說法都是錯誤的。」

尤利奧特此番表態，是代表

白宮闢謠。因為此前彭博新聞社

報導說，川普目前已經排除了對

中國高級官員的額外製裁，以免

觸動北京觸動北京
海外資產海外資產
Threat to Chinese Officials’ Personal Assets OverseasThreat to Chinese Officials’ Personal Assets Overseas

進一步加劇與北京的緊張關係。

法案以經濟制裁為主

《香港問責法》以經濟制裁

為主，對推動《香港國安法》、

破壞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員和實

體施加強制性的「一級制裁」；

對所有與上述個人和實體有業務

往來的銀行施加「二級制裁」。

根據法案，美國國務院每年

要向國會提交報告，列出「尋求

破壞一國兩制」的官員及相關人

士名單。（下轉 A2）

敬告各位忠實讀者：

感謝你們長期以來對《看中國》報紙的支持和喜愛。
疫情期間，資源有限，因此每位讀者限拿兩份報紙。
如需代拿報紙，請告知送報人員或給致電說明情況。
感謝您的理解和配合。聯繫電話：587-619-4229

近日我們接到熱心讀者反饋有偷報及破壞行為出現。《看中國》報社
即日起正告所有偷報及破壞者，立即停止違法犯罪行為。
根據加拿大法律規定，偷竊或破壞報紙屬「破壞財物罪」，最高面臨10
年刑期。請廣大讀者協助我們，拍下偷報或破壞者照片提供給 《看中
國》或警方。我們將對正義讀者給予報酬。

香港問責法
高高
層層

Hong KongHong Kong
Accountability Act Accountability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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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法案規定，總統

有權凍結相關人士在美國的資

產，並禁止他們入境；受制裁

的企業將被限制商品或技術出

口、禁止從事股票和債券等金

融證券投資等；法案亦提供一

年寬限期讓金融機構中斷與相

關人士的商業合作，據共同發

起該法案的參議員帕特．圖米

（Pat Toomey）透露，在這一

寬限期過後，美國財政部可以

對這些銀行實施各種懲罰，包

括禁止其高層管理人員進入美

國，並限制其進行美元交易的

能力等。

該法案將擴及多數的中國

主要銀行，這意味著，美國有

潛在可能切斷這些銀行與美國

銀行的合作聯繫，並限制它們

使用美元交易。

在港銀行進行緊急審查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

來源報導說，美國和歐洲在香

港的大銀行正為其客戶進行緊

急審查，以分辨中、港官員及

企業是否可能面臨美國制裁，

報導還指出，美國的制裁將打

擊到香港的國際基金經理及保

險業。

香港優惠待遇終結

當天，川普在談及中國問

題時表示：「今天我還簽署了一

項行政令，從現在起結束美國

對香港的優惠待遇，香港將會

與中國大陸等同對待，不再有

特別待遇，不會再有特殊經濟

待遇以及敏感技術的進口。」

川普簽署的行政命令，還包

括撤銷香港護照持有人的特殊待

遇，這意味著，從前赴美免簽的

香港護照今後不再實施免簽，待

遇將等同於與中國護照。

另外，由於美國已經對中國

加徵了大幅關稅，在把香港等同

於中國大陸對待後，意味著美國

也將向香港大幅徵收關稅。

北京沒有對等制裁措施

7 月 15 日早上，中國外交

部對美國的兩項制裁行動表示

「堅決反對，強烈譴責」，並稱

將「做出必要反應，對美方相關

人員和實體實施制裁」。但分

析認為，北京並沒有對等的反

制裁措施。

《香港問責法》 
震懾中南海

分析指出，長期以來，作

為貿易和金融中心的香港在促

進中國大陸進入全球金融體系

方面發揮了特殊作用，但同時

它也可能成為川普政府對中共

加以打擊的薄弱環節。《香港

問責法》和新的行政令的簽署，

徹底消除了北京當局繞道香港

竊取豐厚利潤的漏洞，也標誌

著對北京領導人在武漢肺炎

（Covid-19）大流行中艱難地重

塑經濟的重大打擊。

7 月 9 日，美國國務院和

財政部宣布，川普政府已對涉

及人權迫害的 4 名新疆官員首

次實施了凍結資產、限制 4 名

官員及家屬入境等制裁，這 4
人中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員陳全

國，這是美國首次將制裁級別

升至中共政治局委員。

6 月，美國共和黨議員提出

的一份關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報告中，提議依據美國《全球馬

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對中國

涉港涉疆的最高官員韓正和汪

洋予以制裁，韓正和汪洋的級

別更高，是中共政治局常委。

分析指出，中共高官許多

都在海外存有大量資產，他們

當中的很多子女和家屬都在海

外生活、學習或工作。美國政

府的制裁將直接觸動他們的海

外資產，給中共高層乃至中南

海造成震懾。

美港引渡協議將終止

美媒《外交政策》稱，美

國總統川普近期內還將宣布終

止與香港的引渡協議。美國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

共和黨議員麥考爾（Michael 
McCaul）稱：「中共已經拆掉

它與香港之間的司法制度防火

牆，現在（北京）若將香港的

美國人進行引渡，已產生人身

安全問題，屆時美國人可能面

臨中共的兒戲審判。」

香港在實施《國安法》之

前，與英國、美國、加拿大、

澳大利亞、德國、印度等 20 個

國家有引渡協議，這些國家沒

有與中國大陸簽署引渡協議。

目前，澳大利亞及加拿大已廢

除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外交政策》稱，除了上述

兩項制裁行動，川普政府在數

週內還將有新的決策出爐。

  Focus on Economic Sanctions
  The Hong Kong Accountability Act 
mainly focus on economic sanctions 
with mandatory “Tier 1 Sanctions” 
o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officials 
and entities who promote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of Hong Kong and un-
dermine Hong Kong’s autonomy, and 
with “Tier 2 Sanctions” on all banks 
that do business with the above indi-
viduals and entities.
  The sanctioned enterprises will be 
restricted from exporting goods or 
technology, and prohibited from in-
vesting in financial securities such as 
stocks and bonds, etc. The bill also 
provides a one-year grace period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decouple 
their business relationships with 
sanctioned entities.
  According to Senator Pat Toomey, af-
ter this grace period,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could impose a variety of 
restrictions on these banks. Penalties 
include restricting their senior man-
agement from entering the U.S. and 
limiting their ability to conduct trans-
actions in U.S. dollars.The bill would 
extend to most major Chinese banks, 
which means their cooperation with 
U.S. banks can be ended.
End Preferential Economic 
Treatment for Hong Kong

  On the same day, speaking about 
China, Trump said, “Today, I also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ending 
U.S. preferential treatment for Hong 
Kong.  Hong Kong will now be 
treated the same as mainland China: 
no special privileges, no special eco-
nomic treatment, and no export of 
sensitive technologies.”
  On July 15, China’s Foreign Min-
istry expressed “firm opposition and 
strong condemnation” of the two 
U.S. sanctions and said China would 
“make the necessary move and im-
pose sanctions on the relevant U.S. 
personnel and entities.” However, 
expert suggests that Beijing does not 
have reciprocal counter-sanctions.
  Many senior Chinese officials have 
large assets overseas, and many of 
their children and family members 
live, study or work abroad. The U.S. 
government’s sanctions will directly 
threaten their overseas assets, shock-
ing the top echel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merican magazine Foreign Pol-
icy (FP) predic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ould soon announce the 
termination of the extradition agree-
ment with Hong Kong.

香港問責法
觸動北京高層海外資產

被指違反國安法拘捕的香港年輕人。（中央社） 攝影：龐大偉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碼看�,��高效�

YouTube Channel ( 綱上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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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層屋 2036 呎 , 土庫�部完成 , �屋一
樣 , 光猛開陽 , �屋大量翻� : �油漆 , ��� ,
��氈 , �大理石檯面 , 較�高效�中�暖�
����水爐 (�17), 屋頂 (�17),3+2 �� , 主
層書� ,3.5 浴廁 , ��
�� , �車站��場� $519,900

西北 Rocky Ridge �屋大量翻�

西南 Spruce Cliff  豪�  建於 2013 年
豪�獨立�層屋 2872 呎 , 土庫�部完成 , �屋一樣 , 開
放式設計 , 主層��高 10 呎 , 二��土庫��高 9 呎 ,
高�不�鋼家��石�檯面 ,3+1 �� , 主層書� ,3.5 浴
廁 , ��市中心 (5 �鐘車� ), 步行 5 �鐘到 Westbrook
�場 , �� , 學校 , �書� ,
����車站 , �勿錯� ! $85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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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層屋 2400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
天��林����景 , 建於 2014 年 , ��一� ,
�屋一樣 , 主層��高 9 呎 , �層�實木��磚
�� , ��主人�� 6 件裝�套 + ��沐浴 ,3+2
�� ,3.5 浴廁 , ���
� , �場��車站�

獨立�層屋 2964 呎 ,W/O 土 庫� 部完成 , 侧面
��� , ��向東南光猛開陽 , ��一� , �屋頂 ,
主層�實木��磚�� , 較�廚��高�不�鋼
家��大理石檯面 ,3+1 �� ,3.5 浴廁 ,3 台較�
高效率暖�爐 , �
�學校��車站� $695,000$769,900$1,099,000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獨立 Bi-Level 968 呎 + 土庫�部完成 786 呎 , ��
向西南光猛開陽 , ��廚� , 不�鋼家� , 石�檯面 ,
�户 , 浴廁 , �合�� , 油漆 , 較��氈 , �水爐 (�19),
屋頂 (�16),2+2 �� ,2.5 浴廁 , �大雙車庫 24x24,
��學校 , ����車
站 , �勿錯� ! $429,000

�校� Edgemont �屋大量翻�

新
上
市

獨立 Bi-Level 1095 呎 , ��向南光猛開陽 , �
�一� , 較�廚��石�檯面��磚�� (�17),
�户 (�16), 中 � 暖 � � � (�13), 屋 頂 (�10), 翻
� 浴廁�大理 石檯面 ,3+2 �� ,2.5 浴廁 , �
大雙車庫 , ��學校 ,
�� , �場��車站� $379,900

西北 Macewan  ��向南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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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心 Collingwood ��向西

新
上
市

5 � 2 �� ,2 浴廁栢文�� ,753 呎 , 單位
向南光猛開陽 , ��油漆 , �氈��磚�
� , ��一� , �� , 晚� , 買���,�
在咫尺 , ���� , �車站 , �場�市中心 ,
交�方便�

頂�（四�）2 �� ,2 浴廁栢文�� 828 呎 ,
開放式設計 , ��高 9 呎 , �實木�� , 中
��� , 光猛大方 , ��一� , 包�下停車
位�儲物櫃 , ��學校 , �� ,Tim Hortons, 
Save on Foods, �車
站��場 , 交�方便� $175,000$229,900

唐人街 Chinatown  ⾹港��西北 Panorama Hills ��小學�初中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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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Kincora     ��向南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235 呎 , 土庫�部完成 , 建於
2005 年 , ��一� , 主層��高 9 呎 , �層
�實木�� , 廚��不�鋼家��石�檯面 ,
客��壁爐 ,3+1 �� + 書� ,3.5 浴廁 , �
�學校 , �� , �場 ,
�車站 , �勿錯� !  $649,900

西南 West Spring  ��向南 ��學校

新
上
市

獨 立 � 層 屋 2386 呎 ,W/O 土 庫 � 部 完 成 , 建 於
2008 年 , � �一� , �屋一樣 , 主 層��高 9 呎 ,
�層�實木�� , 廚��不�鋼家��大理石檯面 ,
客��壁爐 ,4+1 �� ,3.5 浴廁 , ���立學校 ( 小
學�初中 ), �車站 #8 直
�卡城大學 , �勿錯� !

平�式雙拼屋 (Villas)1593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
���高爾夫球場 , ��敵�景 , ��一� , �屋頂 ,
主層��高 9 呎 , �實木�� , 廚��大理石檯面 ,1+2
�� ,2.5 浴廁 , � 2 台壁爐 , 每月費用 $180 包��
��� , ��學校 , �場 ,
����車站 , �勿錯� ! $599,900$64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小學�初中�校�  Hamptons  ��高爾夫球場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層雙拼屋 (Duplex)1130 呎 , ��朝西南 , 
較�不�鋼煮⻝�爐 , 大理石檯面 , �合�
� , �水爐 (�19), 屋頂�高效�中�暖��
� (�15),3 �� ,1.5 浴廁 , ���場 , 學校 ,
����車站� $299,900

�校� Edgemont  翻�雙拼屋

新
上
市

川普14日簽署《香港問責法》，並宣布制裁參與削弱香港自治的中港高官。中共政治局委員韓正、汪洋

（右）因涉及迫害人權，成為美國制裁級別最高的中共官員。（Getty Images）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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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not an offering for sale, as an offering can only be made after the filing of disclosure statment, and only in jurisdictions where qual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local laws. E.&O.E.

OWN FROM 

$799 
PER MONTH*

This is not an offering for sale, as an offering can only be made after the filing of disclosure statment, and only in jurisdictions where qual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local laws. E.&O.E.

2-3 BEDROOM + DEN TOWNHOMES 
STARTING FROM $304,900  
IN THE COMMUNITY OF BELMONT

VISIT US TODAY
GOODWINBYANTHEM.COM

PRESENTATION CENTRE
147 - 857 BELMONT DRIVE SW
403.266.0336

MONDAY - WEDNESDAY 2-7PM
SATURDAY - SUNDAY 12-5PM
OR BY PRIVATE APPOINTMENT

FREE CONDO FEES 
FOR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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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EDROOM + DEN TOWNHOMES 
STARTING FROM $304,900  
IN THE COMMUNITY OF BELMONT

VISIT US TODAY
GOODWINBYANTHEM.COM

PRESENTATION CENTRE
147 - 857 BELMONT DRIVE SW
403.266.0336

MONDAY - WEDNESDAY 2-7PM
SATURDAY - SUNDAY 12-5PM
OR BY PRIVATE APPOINTMENT

FREE CONDO FEES 
FOR 1 YEAR

房屋貸款每月

起*$799

免物業費長達1年

2-3 臥室 + 書房的鎮屋 展銷中心

周一 ~ 周三：

周六、周日：

或私人預約

今天就來參觀吧

$304,900 起

在 BELMONT 社區

https://goodwinbyant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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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宋悅綜合報導】

一項最新民調顯示，過半加拿大

人反對用孟晚舟交換被北京當局

關押的兩名加拿大人質，多數人

希望加國政府面對人質外交能更

強硬。時事評論員夏林認為，如

果真想救加拿大人，加拿大應該

學美國，對中共特別強硬。據

加拿大媒體報導，該民調是由

CTV 委 託 Nanos Research 民

調公司所做，受調者是 1049 名

18 歲以上的人群。 
加拿大警方應美國警方要求

在卑詩機場逮捕華為首席財務官

孟晚舟幾天後，北京當局先後扣

押了兩名加拿大在華公民康明

凱 (Michael Kovrig) 和斯帕弗

(Michael Spavor)。北京上個月

明示，加拿大放了孟晚舟，他們

就可能放了康明凱和斯帕弗。

當日 19 名加拿大前政客和外交

官，聯名敦促特魯多政府和中共

搞人質外交。 
不過，加拿大 32 名學者、

政治家和知名人士向總理特魯

多遞交公開信，呼籲加拿大政

府維護司法獨立，不要屈服中

共壓力。特魯多也認為，一旦

「人質外交」開了先例，會將全

球各國加拿大人置於險境中，

其他國家可能會隨時拿海外加

拿大人要脅。 
加拿大民眾也普遍支援特魯

多這一立場。Nanos 民調顯示，

40% 強烈反對人質外交，16%

有些反對。僅 16% 和 19% 受

調者表示不同程度支援，9% 無

態度。 55 歲及以上男性人群

中，支援人質外交比例更高，

魁省居民支援率較低；逾 2/3 分

（68%）認為孟案應交由法院全

權裁決，僅 22% 表示政府應介

入，10% 無態度。 加拿大法律

雖規定，政府有權介入一些司法

程式，但特魯多被告知，政府從

未因外交或政治理由干涉過司法

程式。 
民調還顯示，53% 的受訪

者支持政府採取更強硬態度針對

北京，如禁止中國企業併購加拿

大企業，禁止中共官員及其子

女進入加拿大等；36% 認為政

府應以外交對話為主，6% 認為

應請求美國政府說明，6% 無態

度。其中，卑詩和草原省居民更

傾向於採取強硬立場反制，魁省

居民更傾向於外交斡旋。 

對綁匪要強硬

民陣全球副主席盛雪認為，

中共的人質外交和綁匪遊戲由來

已久，很多年來，它一直使用這

種手段跟國際社會打交道。 90
年代初，因為「六 · 四」屠殺事

件，國際社會在大量救援被中共

迫害的學者、民運領袖，那時中

共就已經在嫻熟地玩弄綁匪遊戲

和人質外交。 
盛雪強調，加拿大政府絕不

能進入中共綁匪遊戲和人質外交

的陷阱。否則，勢必造成在海外

所有的加拿大人都會成為中共的

人質和綁匪的目標，而且還危害

其它民主國家，中共以此要脅、

威脅整個國際社會。

時事評論員夏林分析，支

援人質交換的 19 位前政要背

景，大多數是加拿大前總理克

里靖時代的內閣成員，法官、

高官等。克里靖是中共前黨魁

江澤民的好朋友，私交非常好；

或許他是怕得罪中共，怕影響

自己家族的生意。 
夏林認為，如果真想救加拿

大人，應該學美國，對中共特別

強硬。「因為流氓、黑幫只聽得

懂拳頭，誰的拳頭比它大，它就

怕誰。 現在美國每 10 個小時抓

一個中共間諜，中共不敢抓美國

人，也不敢罵川普；而對加拿大

總理罵罵咧咧，連總理打出的電

話都不接；把加拿大當軟柿子欺

侮。」此外，夏林表示，他很感

激加拿大總理不做人質交換，不

跟流氓做交易，這樣做能保護

千千萬萬加拿大人。

過半加拿大人反對人質外交

Soon after Beijing announc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many countries announced 
or unveiled special programs to 
attract fleeing Hong Kong talent. 
With more sanctions on China on 
the way, Hong Kong is very like-
ly to lose it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status. With all the dynamic 
changes in Asia, who will rise and 
who will fall?

 Hong Kong’s rule of law, level of 
autonomy, talents, and its unique 
status serve as a gateway to China 
and had made it the largest finan-
cial center in Asia. Chinese and 
large foreign companies alike 
were happy to do business in Hong 
Kong where they could mutually 
benefit each other. But, with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ings have changed. Reuters and 
Bloomberg reported that, multiple 
giant enterprises and banks have 
prepared to withdraw from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due to 
political unrest, deteriorating rela-
tionship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ade war.

 Where will the money go? In 
2019, GFCI 25 ranked Singapore, 
Shanghai, and Tokyo just behind 
Hong Kong among 100 financial 
centers across the globe. Let’s look 
at some unique qualities of Tokyo 
and Singapore first.

 Tokyo, being the capital of Japan, 
has more Fortune 500 companies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n addition to that, it has a well-es-
tablished social and legal system 
that gives companies confidence. 

Last year Saudi Aramco was listed 
in Tokyo, this listing can be attrib-
uted to some key strengths of the 
Japanese market; being a dedica-
tion to confidentiality, and estab-
lished financing channels.

 In the past, Japan seldom partici-
pated in political discussions re-
lated to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Bu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seems to have struck a nerve 
in Japan. Shigeharu Suzuki, chair-
man of the Japan Securities Asso-
ciation, said on July 1 that Hong 
Kong will lose its status as an inter-
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Japan 
will benefit from the capital shift.

 Japan Prime minister and the rul-
ing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also 
introduced concessionary meas-
ures such as extending the length of 
stay or tax cuts to attract financial 
talents from Hong Kong. Media 
have described that Japan is eager 
to ride on the tailwind when invest-
ors are adopting an Exit Strategy 
from China and Hong Kong.

 However, Singapore, which has 
been competing with Hong Kong 
for a long time, is a strong competi-
tor. In terms of language, the legal 
system, taxation, and financial regu-
lations, Singapore is well equipped. 
Singapore belongs to the Law of 
the sea legal system, the “unwritten 
law” legal system allows greater 
flexibility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while in Japan’s “written law” sys-
tem, the financial industry has to 
do everything under legal author-
ization. That is why many regard 
Singapore’s market as being more 
appropriate as a financial sector. 
Singapore’s stable political environ-
ment is also an advantage, with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s 
party winning power for another 
term in the recent election.

 
What about Shanghai? China has 

been trying to liberalize its finan-
cial sector for years. However, 
complicated law system and cap-
ital control makes it difficult for 
investors to get money in and out, 
consequently hindering foreign in-
vestments. Since last year, China 
has also tightened controls on cap-
ital outflows. The Shanghai market 
is still dominated by domestic com-
panies which makes it unlikely to 
become a real international finan-
cial center.

  Now let’s look at the core changing 
factors in the recent Asian market.
 
 After the U.S.-listed Chinese com-

pany, Luckin Coffee, was delisted 
due to its fake account scandal, the 
U.S. government began investiga-
tions on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while Nasdaq also set up new list-
ing regulations. The downsides of 
Chinese money has been exposed 
as amongst the worst and as lacking 
credibility. Facing pressure, a wave 
of Chinese companies went back 
to Hong Kong to list. Deloitte esti-
mated that 6 more U.S.-listed Chi-
nese companies will return to Hong 
Kong before the end of 2020. It 
seems Hong Kong’s role as a “jump 
board” hasn’t changed, but now it’s 
the Chinese companies that stand 
on it, waiting for another chance to 
launch to oversea markets.

 Singapore’s stock market size is 
roughly a quarter of Hong Kong, 
and smaller than Tokyo. Although 
it has a lot of cultural affinities with 
China,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it is not quite similar to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Chinese companies 
or officials.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or decades, Singa-
pore has devoted large efforts to at-
tract Chinese capital. But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of foreign 
capital pulling out of China, and 
Chinese capital returning to China, 
it doesn’t look like Singapore will 
get much of it.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
ment, Hong Kong attracted 115 bil-
lion USD of foreign investment last 
year. In 2019, Hong Kong’s stock 
market ranked third in Asia and 
fifth in the world, with 2,449 listed 
companies and a total market value 
of US$4.9 trillion. It’s a huge pie 
not to be ignored.

 However, Japan still has diffi-
culties to overcome, especially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Since taking office, the Shinzo 
Abe administration has introduced 
many policies and tax incentives 
to attract foreign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a 5-year visa program 
that lead a way to permanent 
residency, similar to Canada and 
America. According to EF Educa-
tion Institute, although the ranking 
has been declining over the years, 
the Japanese average English pro-
ficiency index reached 51.51 over 
100 in 2019, just 4 points lower 
than that of Hong Kong.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socie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pen 
to foreigners. With these factors, 
Japan could be able to take the 
leap and become the next Top Asia 
Financial Hub.

Singapore or Tokyo? The Next Top Asian Financial Hub
英文報導  English Report

看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Getty Images）

Tokyo (Pixabay)

Singapore(Pixabay)

Edith Anders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5看加國Canada2020年 7月 16日 — 7月 22日     第 115期    

【看中國訊】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7 月

13 日表示，聯邦政府對企業的工資補貼

（CEWS）將延長至今年 12 月。

工資補貼計畫（CEWS）為受武漢

肺炎影響而造成運營困難的公司和非營

利組織，提供 75% 的工資補貼，最高標

準為 847 元 / 人．周。該補貼可追溯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開始，在 4 月 27 日開

始接受申請。 5 月 5 日開始，稅務局開

始向獲批的申請企業派發補貼。截至 7
月 6 日，稅務局已經向 25 萬家企業發放

180.1 億元。

特魯多說：「本週我們將宣布將工資

補貼計畫延長至 12 月，以便在重啓經濟

為企業提供更大的支持。」

工資補貼計畫是政府應對疫情採取的

重要措施，該計畫旨在使企業保留更多人

手，使人們在經歷數月的有限經濟活動後

盡快重返工作崗位。

上週，政府發布的消息顯示，已將工

資補貼計畫的預算額提高到了 823億元。

政府此前暗示要改變申請援助「收入

降低 30%」的門檻，以讓更多企業獲得

援助。

自由黨最初將工資補貼作為幫助緩

解 COVID-19 造成的經濟打擊的關鍵工

具，幫助工人與僱主保持聯繫，而有些企

業卻因疫情而停業。更多失去工作和工時

減少的工人申請了加拿大緊急福利補助金

（CERB）。

政府數據顯示，在 CEWS 計畫上花

費的資金落後於用於加拿大緊急響應福利

（CERB）的資金。截至 7 月 5 日，稅務

局已向 825 萬人支付了近 548 億元。

CERB 的預算目前為 800 億美元，

但計畫於秋天關閉。

財政部長比爾．莫紐上週表示：「我

們需要減少對增長的不利因素。」「我們

需要確保補貼適合於企業在實際招聘和使

人們重返工作中所面臨的挑戰。」

當天特魯多還承諾在各省尋求重啟經

濟時提供更多有關聯邦財政支持的細節。

特魯多說：「副總理方慧蘭和我一起

努力工作，與各省一起制定安全重啟計

畫，我們將在本週晚些時候對此進行更

新。」

迄今為止，政府已承諾提供 140 億

美元，以幫助各省和地區重啓經濟。

【看中國訊】6月13日大規模冰雹襲

擊卡城及周邊地區，致保險損失近 12億，

成為加拿大歷史上第四昂貴的自然災害。

根據災難指數和量化公司（CatIQ）

的說法，這場暴風雨毀壞了房屋外牆的壁

板和汽車，尤其是在卡爾加里東北區，受

災損失最為慘重。大多數保險損失是對個

人財產和車輛的理賠，對商業財產的損害

賠償的比例較小。

加拿大保險局（IBC）西部副總裁

Celyeste Power 表示，「我們要幫助亞省

人修復房屋，汽車和企業。保險公司將

在實地提供協助，直到工作完成。」除了

$12 億的保險賠償金外，亞省政府還宣布

了對因暴雨而遭受洪災的居民實施財政支

持，因為這種類型的保險在洪水易發地區

並不總能夠獲得賠償。

【看中國訊】7 月 14 日，65 位聯邦

國會議員、4 名參議員和 20 多個社區團

體聯署簽名，發表一份致總理特魯多、副

總理方慧蘭及外交部長商鵬飛的公開信，

要求加拿大政府依據《馬格尼茨基法》制

裁中共及香港有關官員。

「我們謹此聯署，促請加拿大政府啟

用《外國腐敗官員受害者正義法》（亦稱

馬格尼茲基法案）S.C. 2017，c 21，針

對在西藏、東突厥斯坦（新疆）及香港

觸犯侵害人權等罪行之官員實施制裁。」

公開信中寫道。

該信表示，加拿大以《馬格尼茨基

法》的方式制裁這些官員，會是強有力的

行動主持人權正義，也與加拿大過去運用

這一法案的方式相一致。

加拿大香港聯盟已經向加拿大政府遞

交了一份希望制裁的官員名單，其中包括

已經在美國制裁名單上的陳全國、朱海

侖。另外還有中共政府現任公安部部長兼

黨委書記趙克志、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長韓

正、前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現任香港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看中國訊】聯邦移民快速通道恢復

所有項目抽籤，7 月 8 日抽籤結果，共

有 3900 人獲邀請申請永久居民身份，本

次最低分 478 分。這是 2020 年的第 22
次抽籤，今年發出的永久居民申請邀請

（ITA）總數達到 53800 個。

這是 3 月 4 日以來，加拿大第一

次對所有項目抽籤。之前由於武漢肺炎

爆發，加國實行旅行限制，將快速通道

限於在加拿大的申請類別，即省提名計

劃（PNP）和加拿大經驗類別（CEC)。
這使得在加拿大境外的聯邦技術移

民（FSWP）類別和聯邦熟練技工移民

(FSTP) 類別的候選人 4 個月以來無法被

抽籤。

【看中國訊】加拿大央行 7 月 15 日發

布公告稱維持基準利率 0.25% 不變，並

計畫一直保持至經濟情況好轉為止。

今年二季度，較去年同期 GDP下降

14.6%。央行預計今年實際 GDP 將同比

收縮 7.8%；今年的年通脹率為 0.6%，到

2021年將升至 1.2%，2022 年為 1.7%。

加央行的通脹率目標值是 2%，該行

表示，在回到目標值之前將維持當前的利

率不變；而利率必須保持低位，是提供

「非常規的貨幣政策支持」，以幫助加拿

大走出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

【看中國訊】加拿大和美國雙方已

達成共識，將邊境關閉至 8 月 21 日。

加美旅行禁令自今年 3 月份實施，每月

延長一次，目前的禁令將於 7 月 21 日

到期。

加美旅行禁令禁止不必要的旅行，

有些不符合條件的美國人入境加拿

大，加國邊境服務局已經被要求加強

邊境檢查。

5 月份，加國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

曾表示，如果開放旅行禁令，第一步將是

謹慎地重新開放境內旅行。她還表示，即

使恢復國際旅行，14 天的強制隔離仍將

是必要的。

【看中國訊】卡爾加里房地產委員會

（CREB）表示，受疫情影響，與 2019
年相比，卡城房屋 6 月份的月度銷售額

下降了 2%。

雖然房價持續下跌，抵押貸款利率下

降和社會限制減少對房產市場有幫助，但

CREB 首席經濟學家安妮．瑪麗．盧裡

（Anne-Marie Lurie）表示：「市場仍然

遠離正常狀態。失業率兩位數等挑戰將在

未來幾個月繼續給市場帶來壓力」。

該報告顯示，2019 年 6月以來，上個

月房屋掛牌量增加了6%，但卡爾加里房

屋的基準價格仍比去年下降。 基準價格

為 411,300 元，平均房價為 460,442 元。 
根據 Royal LePage 發布的房價調查

報告，卡爾加里的公寓價格在過去一年中

出現了 9.7% 的跌幅。今年 6 月份的公寓

均價降至 252,308 元。這與全國各地的

公寓價格形成鮮明對比，全國其他地區平

均價格上漲了 5.3%，達 503,983 元。

Royal LePage Benchmark 的經紀人

Corinne Lyall 表示，卡城市場上的公寓

數量過剩，影響房價。這種趨勢可能會繼

續下去，因為目前卡爾加里有超過 5000
個公寓單位正在建設中。

除了公寓外，卡爾加里的房市同比

保持相對平穩，房屋總價下降 0.2% 至

465,273 元。卡爾加里兩層樓房的中位

數價格上漲了 1.1%，至 509,918 元，

而平房的中位數價格下降了 0.1%，至

488,838 元。

此外，首次購房者是目前卡爾加里房

市的主要消費者，因此 30 萬 -50 萬區間

房屋的競爭將會比較熱烈，其他價位的房

屋市場則相對冷淡。預計 2020 年第四季

度卡爾加里的房價與上年同期相比將下降

1.5%。

在卡爾加里房價出現下降的同時，

全加拿大的房價卻出現了大幅上漲。

兩層樓房的中位數價格上漲了 8%，達

到 794,392 元，而一層平房價格上漲了

3.9%，達到 550,289 元。價格上漲的原

因可以歸結為各省重新開放房地產活動

後，需求量激增，同時本來就不高的庫存

率也有助推高房價。

聯邦工資補貼計劃延至12月

卡城房屋銷售額持續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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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武漢

肺炎疫情和港版國安法讓美中關係近「冰

點」，美國或禁止香港獲取美元，並且美

國總統川普已簽署《香港自治法》。中國

國有銀行正在研究伊朗銀行的經驗應對制

裁，北京當局還準備在伊朗投資 4,000 億

美元。

隨著在武漢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美

中貿易戰和港版國安法實施等方面的衝

突，美中之間的關係在迅速惡化。而川普

政府的一系列行動顯示出對待北京當局毫

不妥協的強硬態度。

《路透社》日前引述來自五家中國國

有金融機構的消息人士稱，中國的國有銀

行正在修改應急計畫，或借鑒伊朗經驗，

應對美國立法制裁實施港版國安法的官員

以及為其提供服務的銀行。其中提到在香

港出現擠兌的可能性。

兩位消息人士表示，中國銀行和中國

工商銀行在最壞情境預測下，正在考慮美

元的來源被切斷或者無法進行美元清算的

可能性。

香港世強律師事務所專門研究「制裁

和反洗錢」的律師唐寧凱（Nick Turner）
表示，這項法案中的一些舉措，可以解讀

為阻止一家銀行，通過美國的機構，進行

一些美元交易清算。

《路透社》引述第三位消息人士稱，

中國農業銀行正在考慮的「較溫和情境」

預測中，包括，銀行將需要設法解決「被

美國列入黑名單的客戶」的問題，特別是

那些面臨突然失去流動性的客戶。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稱，中國銀行的最

壞情境預測還設想，如果客戶擔心其美元

儲備耗盡，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可能會出

現擠兌。該消息人士還透露，中國銀行也

在研究伊朗銀行的經驗。自 1979 年伊斯

蘭革命以來，伊朗的銀行不時受到美國制

裁的打擊。

美國《紐約時報》取得共 18 頁的協

議草案內容顯示，中國將大規模參與伊

朗的銀行、電訊、港口和鐵路等接近

100 個項目，總值達到 4,000 億美元。

而伊朗則在未來 25 年定期向中國供應

廉價石油。

7 月 14 日，據《自由亞洲》電臺報

導，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鄭宇碩

認為，中伊走近一定程度上與美國恢復製

裁伊朗有關。

鄭宇碩：「中國的確一直有意利用美

國跟其他國家的矛盾，來改善與有關國家

的關係。很明顯，中國可以提供資金和市

場，對於受美國制裁的國家可以起到一定

作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楨表

示，在可見將來，石油短缺的中國仍將

倚重製造業，而盛產石油的伊朗卻佔有

地緣優勢。

許楨說：「中國是一個石油嚴重短缺

的國家。伊拉克和科威特等國家的地緣位

置導致它們的安全狀況並不是非常理想。

什葉派的老大就只有伊朗。如果中國完全

把能源石油押寶在沙特身上的話，我們知

道遜尼派基本上是親美的，這樣中國就會

很被動。中國如果有伊朗這張牌在手，跟

俄羅斯談的時候也比較好談，也變成一個

籌碼，一個本錢。」

也有分析認為，中伊一旦達成協議勢

必為美中關係產生負面影響，甚至為兩國

的角力開闢新戰場。

北京積極向伊朗學習應對制裁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川普政

府計劃很快修改中國企業赴美上市規則，

予以更多審計方面的要求。此前瑞幸咖啡

財務造假引發關注，最新消息指畢馬威將

成瑞幸咖啡最大股東。

7 月 14 日，《路透社》引述美國國務

院一名資深官員報導稱，川普政府計劃很

快取消美國和中國之間 2013 年關於審計

方面的協定，此舉預示著對在美國上市的

中國企業更多審計方面的要求，因這些公

司此前迴避了美國的財務披露規則。

最初由於該協定是美國在努力獲取受

到嚴密控制的中國金融資訊方面取得突

破，並賦予了中國監管機構的合法性，因

此該協定很受歡迎。但是，美國監管機構

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PCAOB) 長久

以來抱怨中國未能批准請求，這意味著無

法洞悉在美上市中國企業的審計情況。

美國負責經濟增長、能源和環境的副

部長 Keith Krach 表示，中國企業的審計

情況缺乏透明度，促使政府官員為儘快退

出該協定舖路，這表明 PCAOB 將放棄

從中國獲取資訊的努力。

「很快就會採取行動」，Krach 在 7
月 13 日回復《路透社》的電子郵件中稱，

「這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因為我們不能

繼續承受將美國股東置於風險之中，讓美

國企業處於不利的地位，任由我們的金融

市場傑出的黃金標準遭受侵蝕。

美國總統川普 5 月 29 日表示，將研

究保護美國抵禦投資中國公司風險的辦

法，要求所有在美上市中國企業遵守美

國的會計和資訊披露規則。 7 月 14 日，

據《華爾街日報》援引消息人士報導稱，

英屬維爾京群島法院已於 7 月 9 日宣判

清算瑞幸咖啡創始人陸正耀持有的瑞幸咖

啡股份。陸正耀將失去對瑞幸咖啡的控制

權，畢馬威將成為瑞幸咖啡最大股東。 
陸正耀可在 14 天內上訴，他本人並未進

行回應。

畢馬威是以經營會計業務為中心的大

型國際專業服務網路，為四大國際會計師

事務所之一，主要提供審計、稅務、管理

顧問及法律服務。總部設於蘇黎世，在全

球逾 147個國家或者地區設有分支機構，

員工總數達 219，000 人。

瑞幸咖啡在 2018 年 1 月才開始試營

運，靠著大量補貼與便利的 APP 外送商

業模式，搭配式的媒體行銷，一夜之間

瑞幸咖啡成為中國最知名的咖啡品牌。

瑞幸咖啡 2019 年 5 月 17 日在美國納斯

達克交易所上市，6 月初宣佈計劃 2021
年底開設 1 萬家分店。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瑞幸咖啡共開設 4507 家直營

門店，成為中國最大的連鎖咖啡品牌。 
在中國大陸，瑞幸咖啡的主要競爭對手

是星巴克。瑞幸咖啡的店鋪數已經超越

星巴克，不過中國大陸媒體指出，2019
年第三季中國星巴克平均每間門市收入

為人民幣 129 萬元，而瑞幸則為人民幣

45 萬元。

2020 年 4 月 2 日，瑞幸咖啡在美國

證券交易委員會自曝 22 億人民幣的交易

額造假，隨後股價崩盤。本應於 2020 年

6 月 25 日舉行聽證會的瑞幸咖啡，6 月

26 日突然宣布決定撤回聽證會，不再尋

求推翻納斯達克退市決定或保留上市資

格，因此股票在6月29日起停牌並退市。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近段時 間，蝗蟲鋪天蓋地洗劫亞、非多個國家。

所到之處，糧田、植被盡毀。雲南普洱市

近日發出公告，指接近中寮邊境的江城縣

出現大規模蝗蟲侵襲，受影響農地逾 11
萬公畝，並迅速向周邊地區蔓延之勢。

7 月 14 日，四川綿陽再發現密集黃脊竹

蝗，專家預計 7 月至 9 月恐爆發大規模

蝗災。

近期蝗災席捲東非、中東、南亞以及

阿根廷北部的畫面令人震驚 : 數以百萬計

的蝗蟲佔領樹木，吞噬沿途的一切。這種

情況幾乎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同時發

生。蝗災會成為糧食安全的威脅，而在中

共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這無疑

是雪上加霜。

7 月 14，老撾蝗蟲正在雲南省呈爆

發增長態勢之際，四川綿陽再現蝗災，涪

城區楊家鎮中心橋村村民 7 月 14 日上午

向有關部門反映，竹林裡的竹葉被密密麻

麻的蝗蟲吃光了，目前這些蝗蟲有轉移禍

害玉米、水稻的趨勢。官媒消息稱， 7 月

至 9 月有機會爆發大規模蝗災。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美方

近日宣佈制裁 4 名涉新疆官員，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13 日宣佈，將制裁 4
名美國官員和政府機構，消息一出，引發

民間熱烈討論。

華春瑩於 7 月 13 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宣佈，即日起對美國啟動制裁，物件

包括美國國際宗教自由事務無任所大使

薩姆布朗貝克 (SamBrownback)、佛州

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 (Marco Rubio)、
德州共和黨籍國會參議員克魯茲 (Ted 
Cruz)、新澤西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史密

斯 (ChrisSmith)，以及美國國會及行政當

局中國委員會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CECC )。

華春瑩聲稱，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此

前制裁了中國新疆政府機構和 4 名官員，

中方認為上述官員及機構在涉疆問題上表

現惡劣，於是採取對等措施，包括禁止他

們入境中國，凍結他們在華資產及禁止在

華人士與他們進行財產交易。但需要注意

的是，華春瑩在記者會上，未提及制裁美

國議員與官員的細節。

對此，北京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對

《蘋果日報》表示，中國外交部宣佈對 4
名美國官員的所謂「對等制裁」，其實在

力度和影響上都非常有限，因為這 4 名

美國官員本來與中共交際就少，除宗教

大使薩姆布朗貝克今年 3 月曾訪港並在

外國記者會 (FCC) 演講外，參議員魯比

奧、克魯茲都甚少赴華。

香港時事評論員桑普則形容中共政府

猶如巨嬰，去玩一些完全沒有辦法處理的

事。他進一步分析，美國根據《全球馬格

尼茨基人權法案》懲罰嚴重侵害新疆民族

權益的事，是對中共政府關起門來侵犯自

國人的一種抗議，美方制裁的是中共行政

機關體系的人，包括陳全國、朱海侖、王

明山、霍留軍，都是黨委書記、政法委書

記、公安廳書記，而中共所言的制裁美國

官員，完全都不是行政機關體系的人，

「表明挑肥揀瘦，專門挑選共和黨人士及

議員等邊沿人，來實行打擊，簡直不知所

謂。中共官方發佈的這一消息，在中國大

陸民間也引發熱議。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2020
年上半年，中國災禍不斷，或引發糧食危

機。 官方不斷宣稱「糧食存儲量足夠」。 
近日有糧商爆料，中國國有糧倉內儲存的

根本不是糧食，而是無法食用的「廢糧」。

7 月 12 日，網路流傳一段糧商拍攝

短片。 該糧商表示，以接近 2000 元 / 噸
的價格從黑龍江肇東市一處國有糧倉內購

買大量儲備玉米，期間受到直屬庫人員刁

難，並向她索要回扣。但最終這位糧商買

到的只是一堆「篩下物」。

所謂「篩下物」，是指用篩子篩過糧

食後，篩子下面遺留下來的灰土垃圾等碎

渣。從視頻中可以看到，這位糧商在一個

糧倉裡，隨手掏出一把糧食，從手中展

開，全部都是這種「篩下物」。 爆料者

表示，存糧的官員對他們明確表示，這

是「篩下物」，國家花錢存的糧食就是這

些「篩下物」，並說糧倉中都是這樣的糧

食，「你能怎麼辦」。

短片發佈後在網路迅速發酵，引發軒

然大波。中儲糧隨後發聲明說嚴查此事。 

【看中國記者朱莉綜合報導】近日，

中國外交部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人權等

問題的長文，稱在中國的任何人都不可

能因言獲罪。大陸微信公號「政在發聲」

隨後發文力挺外交部，但該文很快遭到

華人線民嘲諷 :「無恥到了最高境界」。 
也有線民留言「武漢城市英雄方斌在哪

裡 ?」、「睜著眼睛說瞎話。」

事實上，本月初就剛剛發生了一起因

言獲罪的案例。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

潤被以「嫖娼」罪拘捕（現已釋放）。外

界普遍認為，許章潤被抓與他多次在網上

發文，批評中共極權對肺炎疫情「大流行

的不當處理」等有關。

據不完全統計，自 2017 年 1 月起，

許章潤至少是第 17 位「因言獲罪」的高

校教師。 其他 16 人分別為 : 湖北大學梁

艷萍教授，山東建築大學鄧相超教授，北

京師範大學史傑鵬副教授，重慶師範大學

譚松教授、唐雲副教授，齊魯工業大學劉

書慶教師，山東工商學院李默海副教授，

北京建築學院許傳青副教授，中南財經政

法大學翟桔紅副教授，廈門大學尤盛東教

授、周運中教授，貴州大學楊紹政教授，

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副院長趙思運，電子

科技大學鄭文鋒副教授，四川輕化工大學

李志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外聘教

師周佩儀。

糧商拍短片曝光 國
有糧倉存廢糧川普政府擬修改中企在美上市規則

蝗蟲入雲南 快速向周邊蔓延

Nasdaq證交所

習近平與哈梅内伊（網絡圖片）

北京表態：
「任何人都不會因言獲罪」

中國制裁美官員 民間熱諷

許章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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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疫情和港版國安法的

不利影響下，中國內地和香

港股市脫離經濟基本面逆

勢上漲，而散戶投資者被戲

稱為「韭菜」，諸多分析認

為，遭受最大損失的都是散

戶投資者。

7 月 13 日， 中 國 股 市 收

漲，科技股較多的創業板指數在

獲利改善期望的提振下，漲至四

年半高點。截止收盤，滬綜指

收 升 1.77 % 報 3,443.29 點。

滬深 300 指數收升 2.1%。創

業板指數收升 3.994%，觸及自

2015 年 11 月 26 日以來最高。

上週該指數上漲 12.8%，周線

漲幅為自 2010 年推出以來最

高；該股指今年累計上漲 61%。

香港股市雖然在港版國安法

陰影下，不少外資計畫撤離香

港，但股市在中資帶動下，仍然

跟隨中國內地股市大幅上升。

大股東陸續減持套現

正當中港兩地股市交易火爆

之際，中國內地媒體陸續報導，

各大上市公司的主要股東卻在這

個時候陸續減持套現；也有超過

四百家上市公司遭到重要股東的

減持股份。而減持的股東更有國

家資金背景，以社保基金、國家

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國家

大基金）這些所謂的「國家隊」。

與此同時，多個互聯網公司

創辦人也加入減持行列。例如，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持有的阿里

巴巴股份減少過 2.3386 億股 ，

諸多分析認為，遭受最大損失的都是散戶投資者。（Getty Images）

持股比例首次減至不足 5%，保

守估計馬雲套現了約 430 億元

（人民幣，下同）。騰訊控股董

事會主席兼 CEO 馬化騰也多次

減持騰訊股票，涉及資金近 70
億元。

正當散戶投資者們把資金投

入股市之際，新一輪的上市公司

解禁潮也來臨，意味著大股東可

以減持股份套現。

隨著上市公司的大股東持續

大規模減持，各界有諸多質疑：

這次是牛市？還是重複過去幾年

股災的悲劇呢？

天鈞政經解讀北京意圖

獨立智庫天鈞政經在《港股

和A股連漲 人造牛市與金融戰》

中解讀了北京當局的意圖：

首先，就是讓股市容納多餘

的資金，不至於在金融系統空

轉，以及氾濫在經濟各領域，否

則近年來北京高層就不會不斷高

喊「牢牢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的底線」。

其次，北京當局近年來不斷

發聲拉動內需、刺激消費，同樣

收效甚微。股市的賺錢效應，使

原本用於即期的消費轉化為股票

投資，讓百姓們嘗到「甜頭」，

從而沈迷其中不能自拔，等到北

京當局開始「割韭菜」的時候，

醒悟已經晚了。

最後，香港聯繫匯率制度，

港幣匯率盯緊美元，而在港股上

市的中資金融類的股票中，外資

持股比例較高，那麼港版國安法

實施的敏感時刻，如果外資集體

拋售中資概念股，後果會怎樣？

因此，這也是一場金融保衛戰。

如果股市上漲，外資撤離動力減

弱；而如果外資撤離，中資則奉

命吸收籌碼。

割韭菜悲劇不斷重演

7 月 13 日，據自由亞洲電

財經簡訊

中國海關總署公布半年

度貿易數據

【看中國訊】7 月 14 日，中

國海關總署公布半年度貿易數

據，上半年中美貿易順差減少，

下半年進出口形勢仍然複雜嚴

峻。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

示，上半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

口總值 14.24 萬億元人民幣，同

比下降 3.2%，降幅較前 5 個月

收窄 1.7 個百分點。其中，出口

7.71 萬億元，下降 3%；進口

6.53 萬億元，下降 3.3%。以美

元計，中國 6 月出口同比增長

0.5%，進口增長 2.7%，實現貿

易順差 464.2 億美元。上半年，

中國對美國出口下降 8.1%，自

美國進口下降 1.5%，貿易順差

減少 10.8%。

中國買美國玉米 單日
採購量創史上最高

【看中國訊】據路透社報

導，中國正持續購買美國農產

品，尤其是玉米，近日創下有史

以來最大單日採購規模。

美國農業部 7 月 14 日表

示，民間出口商已經向中國銷

售了 176.2 萬噸玉米，準備從 9
月 1 日開始的 2020/21 銷售年

度交付。

根據美國農業部數據，此

次對中玉米銷售，打破 1994 年

12 月創下的 145 萬噸單日銷售

紀錄。不久之前，美國農業部才

於 7 月 10 日宣布，將在 2 季內

向中國交付 136.5 萬噸玉米。

此外，中國亦在 2020/21
銷售年度訂購了12.9萬噸大豆。

臺報導，香港資深銀行家吳明德

教授就這樣說：「在國內是『國

家隊』說了算，怎樣會把給好處

給我們這些老百姓呢？那些做

莊家的，當然和『國家隊』有聯

繫，他們財大、消息廣，又可以

集合很多人一起做，所以市場就

不斷上升了，但當他們沽市的時

候，韭菜們就被人收割了。」

這種在金融市場割韭菜的方

式，過去多年不斷重演。

在政策市的影響下，2014
年滬指上升 53%，深指上升

34%，跑贏全球股票市場。不

少大學生、大媽、村民紛紛進入

股市，但隨著高位套現規模過

大，股市不可阻擋地快速下跌。

官方出手後也難阻 A 股弱勢，

終開始長達 5 年的熊市。

為甚麼散戶投資者 
被叫做韭菜？

由於韭菜是一種很堅韌的植

物。只要根部存在，照射陽光，

定期澆水，即使農夫拿鐮刀切斷

上面的菜葉，過不久還是會源源

不絕再長出來。

而在市場機構眼中，總會有

源源不絕的新散戶投資者投入到

市場內。因此中國的資本市場，

便將這些人戲稱為「韭菜」。這

些散戶投資者會隨著股市開始上

漲不停買進，使股市繼續像韭菜

生長一樣。等到股市漲到差不多

以後，機構、上市公司大股東們

便會大舉賣出，讓股市迎來一波

下跌。這時這些新散戶投資者們

就會被套在高位，導致認賠出

場。這就是所謂的「割韭菜」。

中國股市癲狂 官方割韭菜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表示，預計美國總統

川普近期內將下令全面禁用中

國開發的海外版抖音（TikTok）
及微信，即使將 TikTok 賣給美

國買家，也阻止不了華府堅決反

擊北京對美國展開的「信息戰」。

納瓦羅 7 月 12 日在接受福

克斯新聞採訪時指出，美國人民

須知道這兩個移動應用程序的數

據，最後都會輸送、儲存在中國

的伺服器，「並直接被北京、中

共軍方，以及想竊取我們知識產

權的機構任意使用。」

他表示，川普政府刻下「開

始」審查 TikTok 及微信，即使

有人馬上將 TikTok 分拆，出售

給美國公司，也解決不了問題，

情況反而會變得更糟。

據《香港經濟日報》報導，

納瓦羅表示，TikTok 聘用迪士

尼前高層梅爾（Kevin Mayer）
擔任其首席執行長，猶如中國電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北京政府利用抬高地價不斷

抬高房價，搜刮完了中國城市百

姓幾代人的積蓄，又試圖以城鎮

化的方式，讓農民進城買房。據

農業農村部最新數據，全國農村

總資產只有 6.5 萬億，人均 1.15
萬元。農民有實力擔當樓市「接

盤俠」嗎？靠集體資助還是個人

收入？

據中國央行報告，目前，中

國城鎮家庭戶均住房 1.5 套，大

部分城市已供大於求，新的買房

需求正在快速減弱。

很多專家從理論上認為，中

國有 2 億農民工，城鎮化率的

提升空間也很大，農民是買房的

後續潛在力量。但是，農民的收

入能承擔現有的房價嗎？

7 月 11 日，中國農業農村

部發布了全國農村集體家底情

況。

全國共有集體土地總面積

65.5 億畝，帳面資產 6.5 萬億

信商華為玩的把戲同一個模板，

即找個「美國傀儡」做第一把手

但作用不大。他說：「因為（分

拆出售），美方要付出數十億美

元的資金，向中國購買 TikTok
的美國經營權。」

TikTok 由中國公司字節跳

動開發擁有；微信則是中國科技

巨頭騰訊控股擁有。微信不僅是

中國最主要的通訊應用，在海外

華人圈也有廣大用戶。

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Robert O'Brien）曾透露，川

普總統已關注到 TikTok、微信

等中國應用程序，能將美國個人

數據輸送到中國作為惡意用途，

因而川普也正考慮禁用相關的

APP，以杜絕資料外流。

納瓦羅：美將禁用抖音和微信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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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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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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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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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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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總資產6.5萬億 農民能否接盤樓市
元（人民幣，下

同），其中經營

性資產 3.1 萬億

元，占 47.4%；

非經營性資產

3.4 萬億元，占

52.6%。集體所

屬全資企業超

過 1.1 萬家，資

產總額 1.1 萬億

元，其中固定資產占比近半。

資產高度集中在村級，占總資

產的 75.7%，村均 816.4 萬元。

也就是說，全國農村的集

體資產只有 6.5 萬億，大約相當

於三個貴州茅台的市值。

想讓農民進城買房，是靠

集體資助還是個人收入？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

的數據，目前農村常住人口

5.64 億人。如果把集體總資產

6.5 萬億平均一下，人均約 1.15
萬元。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 2019 年

全國居民的消費統計數據顯示，

2019 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達到 3 萬 733 元。在這個平

均收入裡，農民的收入是多少？

按照中國總理李克強的說

法，全中國尚有 6 億人月收入

不足 1000 元。北京師範大學收

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的測算結果

顯示，中國 1090 元以下的總人

口為 6 億人，月收入 2000 元以

下的有 9.64 億人。很顯然，這

個 9.64 億低收入的人中包括了

5.64 億農民。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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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縣舉債400億
綜合媒體報導，7 月 12 日

晚，名為「馬前卒工作室」的中

國微博帳戶發布名為《親眼看看

獨山縣怎麼燒掉 400 億！》的視

頻。

該視頻全長 22分鐘 41秒，

視頻中主持人實地走訪了位於貴

州省黔南州獨山縣的標誌性景

點，包括擁有頂級硬件設施的古

風博物院、造價 3000 萬元人民

幣的獨山鐘樓，及造價 2 億元

的「天下第一水司樓」等。

視頻中主持人質疑，獨山縣

位於貴州黔南州，只有一個街道

和 8 個鄉鎮，卻借了 400 億的

債打造的景觀，而且部分卻已成

為爛尾景區。

根據獨山縣政府官網介紹，

獨山縣地處貴州省最南端，與廣

西壯族自治區接壤，全縣總面積

2442 平方公里，轄 8 個鎮，總

人口 36 萬人。 2018 年，獨山

縣全縣地區生產總值 94 億元。

舉債 400 億元人民幣主要

是縣委原書記潘志立的「大手

筆」。據 《北京日報》旗下公號

「長安街知事」7 月 14 日消息

指，2010 年 7 月至 2018 年底，

潘志立任獨山縣委書記長達 8
年；2019 年 7 月，其被貴州省

紀委監委 「雙開」。

大陸《紀檢監察報》2019
年 8 月 7 日報導披露，潘志立

被免職時，獨山縣債務高達 400
多億元，絕大多數融資成本超

過 10%。此外，為了突顯「政

績」，潘志立還曾安排 8 個鄉鎮

每兩個月輪流舉辦一次項目觀摩

會，每次花費在 60 萬元至 100
萬元左右。

對此，有網友評論道：「專

制體制下，缺乏權力監管和制

約，一個地方發展好壞，全憑當

地最高領導一個人說了算。雖然

潘志立已經落馬，但是如此巨大

債務，當地百姓需要幾百年來償

還。」

據 媒 體 披 露，2010 年 至

2011 年，貴州分兩批從江蘇、

浙江等省引進 12 名所謂優秀幹

部擔任縣委書記，潘志立正是其

中之一。

恐涉高層內鬥

對於在潘志立落馬逾一年

後，獨山縣爛尾工程再被拍成紀

錄片拋出，有網友認為，馬前卒

發視頻指責貴州獨山縣燒錢燒掉

400 億，不管怎麼說這算是牆內

的負面新聞。很難想像馬前卒沒

有後臺。那麼後臺讓他發這個視

頻的含義何在？這麼大的一個負

面新聞，不搞定幾個大領導是不

行的。那最後誰會倒霉呢？要知

道前幾年貴州一把手是陳敏爾，

難道是他要出事了嗎？

現任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

早年在習近平主政地浙江任省

委常委、宣傳部長、常務副省

長，是習家軍的代表人物之一。

2012 年 2 月，陳敏爾任中共貴

州省委副書記；當年 12 月，接

替趙克志出任省政府黨組書記。

2013 年 1 月任貴州省省長。

2015 年 7 月陳敏爾任中共

貴州省委書記，2017 年 4 月連

任，2017 年 7 月 15 日， 時 任

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被免職，

由陳敏爾接任。在同年 10 月的

十九大上，陳敏爾進入政治局。

值得注意的是，獨山縣爛尾

工程大案還疑牽涉同為政治局委

員的公安部長趙克志。

趙克志於 2010 年 9 月任

貴州省委副書記、貴州省長。

2012 年 7 月，任貴州省委書

記，直至 2015 年 7 月履新中共

河北省委書記，2017 年 11 月

趙克志進京出任公安部長。趙克

志也被視為習近平的親信。

1953 年出生的趙克志將屆

滿退休。不過，陳敏爾歷來被外

界認為可能是習近平選定的接班

人。

400億爛尾工程狙擊陳敏爾

又一馬仔被查 孟建柱或成又一副國級老虎

薄熙來遼寧舊副手劉國強被查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孟建柱出事傳聞紛飛之際，他

的舊部密集落馬，日前孟建柱的

又一個馬仔、海關總署廣東分

署緝私局黨組書記、局長詹勵

被查。

習近平反腐此前慣用「剪裙

邊」的方式逼近終極大老虎。因

此，外界猜測孟建柱或成為中共

十九大後首個副國級大老虎。

據媒體報導，7 月 12 日，

中紀委官網通報，海關總署廣東

分署緝私局黨組書記、局長詹勵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

審查和調查。

詹勵，1963 年出生，江西

婺源人，1985 年 8 月起在江西

省公安廳五處工作，2000 年任

南昌海關緝私局偵查處處長；

2003 年升任南昌海關緝私局黨

組成員、副局長。至 2012 年 4
月調任昆明海關緝私局黨組書

記、局長、關黨組成員。

值得關注的是，詹勵是江西

婺源人，與江澤民集團二號人物

曾慶紅，及現任政法委書記、前

公安部長郭聲琨是江西老鄉；曾

慶紅是江西吉安人，郭聲琨是江

西興國人。

此外，詹勵仕途與前政法委

書記孟建柱有長期交集。 2001
年，孟建柱由上海市委副書記

調任江西省委書記，主政江西 7
年，隨後分別在 2007 年、2012
年出任公安部長、政法委書記。

孟建柱主政江西期間，詹勵

被提拔為南昌海關緝私局黨組成

員、副局長。

孟建柱任公安部長期間，詹

勵先後升任南昌海關所屬新余海

關黨組書記、關長，九江海關黨

組書記、關長，昆明海關緝私局

黨組書記、局長。

據官方介紹，海關總署緝私

局既是海關總署的一個內設局，

又是公安部的一個序列局，由公

安部與海關總署雙重領導，以公

安部領導為主。

從詹勵的仕途簡歷顯示，他

是孟建柱主政江西及公安部期間

提拔重用的馬仔。

詹勵落馬時間點敏感，適逢

孟建柱被抓、重病等負面傳聞不

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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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習近平掀起新一輪政法系

統清洗運動之際，而孟建柱的

舊部紛紛出事。有分析指出，

作為習近平打虎慣用的「剪裙

邊」手法，孟建柱身邊人是否安

全是檢驗大老虎安全程度的「試

金石」。

今年 4 月，公安部副部長

孫力軍落馬受查後，不久中央政

法系統另一大將、曾任公安部副

部長的司法部長傅政華也卸去黨

組副書記一職，而二人均曾獲

中央政法委前書記孟建柱大力

提拔。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7 月 13 日

深夜發布消息，遼寧省政協原副

主席劉國強、海南省政協副主席

王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

接受調查。

今年 67 歲的劉國強是遼寧

本溪人。歷任本溪鋼鐵公司技術

員、車間副主任、科長、廠長助

理、副廠長、廠長、集團公司副

總經理、總經理，本溪市委副書

記、代市長、市長等職。 2001
年 5 月，擔任遼寧省副省長；

2013 年 1 月，任政協遼寧省第

十一屆委員會副主席；2017 年

1 月，卸任遼寧省政協副主席職

務。

劉國強在遼寧省副省長任

上長達 12 年，與曾任遼寧省長

的薄熙來共事近 4 年。薄熙來

2001 年任遼寧代省長，2003 年

任省長，直至 2004 年進京主政

商務部。

2005 年 2 月 14 日， 遼 寧

阜新礦業集團孫家灣煤礦發生特

別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 214
人死亡。劉國強是當時主管工業

和安全生產工作的遼寧省副省

長，之後他被停職檢查。同年 5
月 11 日，國務院在專題會議上

宣布，劉國強受行政記大過處

分，劉國強涉險過關。

據悉，劉國強的妻子陳持平

曾擔任本鋼國貿公司遼本公司書

記、副經理等職，後死於一場意

外空難。

2009 年 6 月 1 日， 載 有

228 人的法航 AF447 航班在大

西洋上空失蹤後，經確認機上載

有 9 名中國人，其中 6 名乘客

為遼寧本溪鋼鐵集團公司員工，

陳持平名列其中。這些人是經遼

寧省政府批准，於 5 月 17 日出

發去澳大利亞、巴西，針對進口

鐵礦石、礦粉長期協議事宜進行

考察。

當時有質疑稱，本鋼集團

一、二把手等人陪同副省長劉國

強夫人組團出國，其實既不是因

為進口鐵礦石的談判，也不是商

務考察。而是於天忱、張曉芳等

人為報答劉國強一手提拔之恩，

以商務考察為名陪同副省長夫人

出國遊玩、購物。不過，相關質

疑在事故不久後不了了之。

東北三省曾經是江派勢力長

期掌控之地，江派多位要員都曾

任職東北，在吉林形成了以張德

江為首的「吉林幫」。江派核心

人物李長春、周永康、薄熙來、

徐才厚等都先後盤踞遼寧。而周

永康、薄熙來、徐才厚等江派大

員都涉嫌參與了針對習近平的政

變，前兩人都被判處無期徒刑，

徐才厚落馬後死於膀胱癌。

遼寧省是習近平當局反腐、

打虎的重要省分，曾有多個遼寧

幫高官落馬，其中包括：前遼寧

省委書記王珉、遼寧省人大委副

主任王陽、遼寧省人大副主任鄭

玉焯、前遼寧省委常委、政法委

書記蘇宏章、前遼寧政協副主席

陳鐵新、前鞍山市委書記谷春

立、前遼寧政協副主席李文喜、

遼寧省瀋陽檢察長張東陽、瀋陽

市委副市長楊亞洲等人。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
報導】中國地方債歷來被
指是「定時炸彈」，近日
也疑影響到高層人事動
向。在早幾年兩名政治局
委員趙克志和陳敏爾先後
主政的貴州省，其轄下的
獨山縣借了 400 億債務打
造的景觀，部分卻已成為
爛尾景區。涉事前縣委書
記潘志立已被查，但事件
在官場引發的追責效應仍
在延燒。

河北前副省長 
受賄過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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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7 月 10 日上

午，山西省太原市中級法院一審

公開宣判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

主任張傑輝受賄案，他以受賄罪

被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其被指

控受賄 1.27 億元。張傑輝被爆

是十八大以後河北省落馬的第六

名省級高官。

中紀委發布官方通報指，張

傑輝生活奢靡、貪圖享樂；長期

賣官鬻爵；搞權色、錢色交易

等。他被指在 2001 年至 2017
年期間，利用擔任遼寧省鞍山市

市長、鞍山市委書記、河北省副

省長等職務便利，為相關單位或

個人在企業發展、獲取貸款、企

業收購、項目用地審批和職務晉

升等方面謀取利益，非法收受相

關人員財物。

習近平親信、現任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曾主政貴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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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年寒窗習醫，8年從師磨礪，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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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九：

【顳下頜關節紊亂綜合症（TMJ）】中年
女性，患 TMJ 一年半，口下頜關節開合
受限，疼痛不已，嚴重影響咀嚼功能，導
致消化不良。經牙醫介紹至我中心就診，
經針灸治療2次，關節復位；治療3週後，
關節腫痛消除，咀嚼功能完全恢復，消化
改善，未復發。

            病人反饋之十：

【痤瘡（青春痘）】青年女性，面部及頸
背部痤瘡反復發作 3年，經西醫治療未
見好轉，皮損愈重。至本中心就診，擬以
內調外消，經針灸及中藥治療 2週，痤瘡
始消退；二個月後，皮損基本修復，暗瘡
退去。「對我的皮膚有信心了！」她說。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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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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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116,738–3 Ave SW
諮詢 / 預約 / 定座電話（粵、國、英語）403-255-5288 403-255-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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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國商會（AmCham 
Hong Kong）表示，自北京強

推港版國安法後，該公會在 7
月 6 日至 8 日期間，向在香港

經商的美國會員進行一項問卷調

查，數據顯示一半以上的會員，

對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

「與外國勢力勾結」、「中共國

安人員可在香港執法」以及「送

往中國的法庭審理」等條例深感

不安。

報告指，有 30% 的受訪者

說，他們目前考慮在短期內終結

香港的資金、資源和業務後撤

場；一半以上的會員也承認，擔

心往後在香港工作及生活會大受

掣肘，應該近期內會搬離香港。

報告也說，大部分美國商家

對香港未來的經商環境不樂觀，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香港美國商會13日表
示，自港版國安法7月7日
生效後，八成以上的會員

感到不安，有三分之一的

會員甚至考慮撤資或把生

意遷離香港，以免遭受不

公平的待遇。

在港美商憂國安法 或撤資離港

擔心香港司法再也無力保護人民

和維護法治公正，有會員甚至

說：「對這項法律瞭解的越多，

我越感到不安。」

另外，《華爾街日報》12 日

報導，針對中共在香港強推國安

法，美國也正慎重採取對策該如

何權衡制裁北京，但已排除削弱

港幣兌美元的聯繫匯率制度。

報導指，川普特朗普政府擔

憂「下手過重」制裁香港的金融

體系，難免會波及美國、西方國

家、香港本地企業與消費者的權

益，因此也使不少在港美商放緩

撤離腳步，「靜觀其變」再做打算。

較早前，北京強推港版國安

法引發國際強烈譴責，美國總統

川普在 5 月 29 日宣布，全方位

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包括引渡條

約、貿易、科技、旅行等方面，

並且宣布將制裁侵蝕香港自由和

自治的中港官員。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在同一

天宣布，美國將終止出口受管制

的國防產品到香港；美國商務部

也宣布取消出口許可證豁免。

另 一 方 面， 歐 盟 執 行 委

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

（Ursula von der Leyen）在上個

月曾發言警告，港版國安法將讓

北京政府面臨非常負面的後果。

歐 盟 議 會 議 長 波 瑞 爾

（Josep Borrell）也說，「我們今

日（14日）同意要對港版國安

法做出一致性回應，以展現對香

港自治和公民社會的支持。」

61萬港人初選投票 無懼國安法 
【看中國記者萊恩報

導】一連兩日的立法會選舉

民主派初選，在政權的連串

打壓下完成投票。儘管港府

早前宣稱參與初選有機會

違反「港版國安法」，逾61
萬香港市民仍連續兩日在

全港票站選出心儀候選人，

以最和平、文明的方式，讓

國際社會看到香港人反抗

惡法的意志。

立法會選舉將於 9 月 6 日

舉行，提名期本週六正式展

開。為選出最佳參選陣容，民

主派初選於 7 月 11 日及 12 日

舉行。選前一夜，警方以「警員

私隱外洩」為由搜查負責初選系

統的香港民意研究所 9 小時，

導致 11 日首日投票延誤至中午

才開始。

全港議員辦事處、餐廳、街

站甚至巴士，化身為逾 240 個票

站。烈日之下，港人無分老少，

在票站外大排長龍，除了為投心

儀候選人一票，同時反對國安法

和表達對香港的熱愛。 11 日，

大埔一個票站在晚上 9 時投票完

結前 15 分鐘仍有 400 人排隊。

在天水圍天瑞�票站，數百人

的隊伍更是從早排到晚，12 日

晚上 9 時投票結束一刻，仍有約

300 人的長龍等候投票。

負責舉辦初選的香港大學法

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宣布，截至 9
時電子投票總數為 592,211 人，

還有另外 2.1 萬張實體選票。

戴耀廷表示，香港市民要頂

著可能被捕、被告的壓力，仍有

逾 60 萬人不害怕這些威嚇，堅

持透過投票發聲，意義遠遠超過

一次民主派的初選。參與投票的

香港市民 Spike 受訪時說，在國

安法的陰霾下，他對這次創記錄

的投票率感覺有些意外，「我們

其實已經預料到香港政府會打壓

初選，但由於這可能是香港最後

一次公平的、自主的選舉，就算

我投的參選人最後被取消資格，

我都要表達我的政治意願。」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中央社報導，台灣國防部 15
日下午發布新聞稿表示，今日在

九鵬基地與附近海、空域實施的

實彈射擊，除了標準一型飛彈沒

有命中靶標納入檢討之外，其

餘遠距精準飛彈與武器，包括

了 SUT 魚雷、魚叉、雄二、雄

三、弓一、弓三及愛國者二型飛

彈等都精準命中目標，具體地展

現官兵捍衛台海的能力。

13 日開始連續展開 5 天 4
夜的漢光演習，模擬大陸軍機來

襲、防空攔截演練、淡水河防，

以及台灣三大特勤首度反特攻演

練等。 14 日劍龍級潛艦在東南

外海實施的戰雷（作戰用的潛

射型魚雷）實彈射擊。軍方人

士透露，附近雖然有熱帶性低氣

壓影響，但上午在各項條件皆允

許的情況下，劍龍級潛艦成功的

發射德製 SUT 重型魚雷，並順

利的擊沉除役靶艦，這也是海軍

劍龍級潛艦睽違 13 年後再次試

射魚雷。

台灣舉行漢光演習 
潛艇實射魚雷

波瑞爾表示，雖然目前尚未

討論特定方案，但不排除歐盟將

擴大對香港出口「敏感科技」產

品的禁令，以及重新檢視與香港

的引渡條約、旅行建議等，或者

增加香港留學生的獎學金，同時

對港人提供更多的簽證。

「港版國安法」第 43 條細

則 7 月 7 日生效，規定在處理

有關「危害國家安全」案件時，

香港政府警務處可以採取各種

措施，包括：搜查、限制受調

查人員離開香港；凍結、限制、

沒收及充公與危害國家安全罪

行相關財產；移除危害國家安

全的信息及要求協助；向外國

及臺灣政治性組織及其代理人

要求就涉港活動提供資料；進

行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的授權

申請；提供資料和提交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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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府中聯辦稱「顛覆」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稱，香港

沒有初選制度，警告如果初選人

士目的是阻撓政府所有政策，可

能違反港版國安法中的「顛覆國

家政權」。她又稱政府接獲相當

多投訴，擔心初選造成選舉不公

平，也違反疫情限聚令及私隱保

障等，政府部門會調查，若有證

據便會採取行動。

中聯辦發言人 13 日深夜發

稿，嚴厲譴責民主派初選，形

容是「非法」，堅定支持政府深

入查處。發言人指控「反對派少

數團體和頭面人物」有「外部勢

力支持」。港澳辦 14 日再接力

發聲明，嚴厲譴責初選公然挑釁

《基本法》和《國安法》，是「無

法律效力」和「非法」，支持「依

法查處有關違法行為」。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7 月 14 日則發聲明表

示，祝賀香港泛民主派的初選成

功舉行。他說，有超過 60 萬香

港人參與這次初選，他們的熱誠

清晰反映了當中國共產黨試圖

窒息香港的自由時，港人渴望

發聲。

港府聘深圳公司檢疫涉取港人DNA
【看中國訊】香港武

漢肺炎疫情出現第三波大

爆發，13日單日確診人數破
百。特首林鄭月娥公佈新一

輪防疫措施中，包括安排兩

間深圳公司為40萬港人檢
測病毒，涉及過億公帑。港

府未有交代是否經過招標

和為何不選香港公司。

《蘋果日報》報導，林鄭月

娥在 13 日召開記者會指，除了

下月開始每日進行 8 千個檢測

外，另外再安排兩間深圳的私人

機構，為高風險人群優先提供檢

測服務，包括安老院數萬名員

工、食肆員工、的士（計程車）

司機及物業管理員工。 4 個組

別估計人數超過 40 萬人，涉及

費用過億。她又特別感謝深圳市

政府大力協助、安排兩公司為港

人進行檢測，稱這是為了減低香

港人進行病毒檢測的費用。

記者會上，林鄭月娥未透露

兩間深圳公司的名稱，僅稱它們

都已在香港營運一段時間，並非

負責病毒檢測工作，但在大陸和

海外有進行檢測工作，包括每日

為澳門做超過 1.5 萬個測試。

有關檢測最快將於本週開

始，但雙方仍在商討如何傳送

檢測樣本。至於港人資料被「送

中」，當中涉及生物特徵甚至

DNA 資料等敏感信息，市民私

隱是否有保障，林鄭未有詳細交

代，僅稱很歡迎跟對方合作。

港府上月宣佈將推出港版

「健康碼」，與大陸及澳門政府

研究互認安排，以便進一步恢復

三地經貿合作，惟因疫情惡化而

押後至 8 月。林鄭月娥稱，上

述安排可以讓提供檢測的機構積

累經驗，「將來落戶香港，大眾

要用這個檢測都有好處。」又認

為病毒可能會長期存在，將來若

恢復通關需要健康碼，檢測服務

將會有巨大需求。

多間港媒今日引述消息

指，負責檢測的兩間大陸公

司，分別為「華大基因」和「中

國檢驗認證集團」。《蘋果日

報》報導，「華大基因健康科技

（香港）有限公司」及「香港華

大基因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在港府早前推出的保就業計劃

中，獲資助逾 300 萬港元，涉

126 名員工。

港立法會宣布中止

調查梁振英UGL案
【看中國訊】香港前特首梁

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業 UGL 約

5,000 萬港元未有申報，立法

會 2017 年初成立專責委員會調

查，延宕三年後，於 7 月 15 日

宣佈因取證「困難重重」而結束

調查。專責小組的民主派委員則

發表「少數報告」，批評梁振英

拒絕合作，令委員會無法找出真

相，盡顯其懦夫本色。

本身屬於建制派的立法會專

責委員會主席謝偉俊星 15 日在

立法會大會提交「梁振英先生與

澳洲企業 UGL Limited 所訂協

議的事宜」報告。報告指，委員

會的運作一直困難重重，事件相

關各方包括梁振英、UGL，以

至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稅務局，

都拒絕出席研訊，提供的資料都

只是對本身有利的陳述，難以公

平客觀調查。鑑於委員會無法達

致任何可確立的調查結果，決定

結束工作。報告透露，委員會曾

要求梁振英提供一系列資料，包

括與 UGL 的協議副本、向行會

申報利益的紀錄、收取款項記錄

等，但梁振英沒有配合，只提供

另外 12 份聲稱「足以協助專責

委員會達致正確結論」的文件。

港台簡訊

香港美國商會進行調查發現，30%美國企業將在短期內終結在港業務。（Adobe Stock）

德國官網未置

中華民國國旗

媒體報導，德國外交部網

站沒有中華民國國旗，台灣駐

德代表處回應指，德官網基於

「一中政策」，從未顯示台灣的

國旗，但代表處會繼續努力改

善台灣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駐

德代表謝志偉對此表示，德國

外交部曾向駐德代表處說明原

因，而外界所謂「從有國旗到無

國旗的新的改變」與事實有出

入。德國在台協會也澄清，一

直以來該欄位都沒有顯示中華

民國國旗。

其次，德國官員強調「一中

政策」，而非北京堅持的「一中

原則」，兩者差異很大：前者指

的是在大陸這個地理概念上僅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承

認中華民國台灣；後者則是「台

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輛退役巴士被改裝成

票站供市民投票。

（攝影：萊恩）

▼市民無懼酷暑，在票站外排隊

等待投票（攝影：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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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今年 58 歲的許章潤，是中國知

名法學家。 6 月底，紐約一個

出版社出版了許章潤文章的合集

《戊戌六章》，這本書目前在購

物網站亞馬遜上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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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

章最近集結成書《戊戌六章》，6
月底在紐約的出版社博登書屋出

版。

據報導，7 月 6 日，許章潤

從北京家中被四川警方帶走，

12 日已獲釋回家，但仍處於被

監視的狀態下。與許章潤熟悉的

朋友對 BBC 中文表示，許章潤

本次被捕與這本新書有關。許章

潤被抓捕引起輿論和國際社會強

烈反應。

許章潤因近年多次發文針砭

時政，直言批評北京當局，於

2019 年 3 月被清華大學停職停

課。日前被清華大學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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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到處強

拆，名為「增加土地儲備」，實

則為了「土地增值」、「倒騰牟

利」，「苦的是萬千住戶。」

【看中國訊】中共全國政協

主席汪洋近日強調，要在西藏全

面普及漢字和普通話。北京長期

以來對藏人採取強制漢化政策，

致使西藏語文和文化瀕臨失傳。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西藏流

亡政府駐臺灣辦事處代表達瓦才

仁認為，學習漢文與學習藏語文

並沒有矛盾，但北京卻一直意圖

以漢語取代藏語文，把推動藏

語教育視為「煽動分裂」。從

2008 年開始更以「寄宿學校」

的形式，阻止新一代藏人延續藏

文化。

達 瓦 才 仁 說，2008 年 以

後，當局不允許西藏孩子在自己

的村莊附近上學，所有的西藏孩

子都被強制送入「寄宿學校」。

寄宿學校裡全用中文，只是象徵

性的教幾句藏語，每週只有兩三

節課，而且這些寄宿學校採取半

封閉或封閉式管理，與外界隔

絕。

達瓦才仁說，當地一度出現

不少義務教授藏文化的補習班，

但最近幾年，這些補習班已幾乎

銷聲匿跡。

【看中國訊】由於騰訊對在

美國境內註冊的微信個人賬號和

微信群，進行管控封號封群，

涉嫌侵犯海外言論自由，今年 5
月 30 日，美國華人維權聯盟委

員會發出公開信，呼籲被微信封

號、封群的個人或團體加入到起

訴騰訊的集體訴訟中。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美國華

人維權聯盟委員會委員，「公民

力量」創辦人楊建利，在今年 4
月表示，李文亮事件後，產生了

起訴騰訊的想法。武漢醫生李文

亮去年 12 月 31 日在微信同學

群發出「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

了 7 例 SARS」的信息，但遭到

警方訓誡。由於中共對武漢肺炎

疫情的隱瞞、掩蓋，還打壓言論

自由，封鎖真相，讓世界各國錯

失初期最寶貴的防範時間。他表

示，截止到今年 4 月，已有數

千人加入到對微信的起訴。

據知情人透露，在美國華人

中，一些挺川普的華人的微信號

和微信群，也被微信莫名其妙地

封號、封群。他們表示這是微信

公然干涉美國人的言論自由，甚

至可以說是干預美國總統大選。

在海外，不少華人在微信中

發表對中國時政的看法而被封

號。近日被微信封號的袁先生在

接受採訪表示，很多華人為了自

由才來到美國，但使用微信後，

到了美國也受到北京的言論控

制。

美國華人 Fion 對《看中國》

表示，為了與國內的親人保持聯

繫，不得不使用微信。因為知道

微信被監控，所以她和家人在微

信聊的全是家常話。但由於時差

關係，國內親人通常是在中國時

間白天、即美國的深夜時間給她

發語音，她通常是在第二天早上

起床後才打開微信聽留言。但她

發現家人給她的語音留言順序全

都給打亂了，這樣的情況經常出

現。Fion 表示，她相信家人給

她的語音留言，全部都給監控人

員聽過一遍，再給她轉發過來，

在轉發過程中，順序就給搞亂

了。Fion 對此表示非常生氣，

決定卸載微信：「我們來到美

國，就是為了可以享受自由，沒

想到微信居然對我們這些只談日

常的用戶都監控得這麼嚴密！聽

說美國要禁微信，好！我舉雙手

雙腳贊成！」

今年 5 月 30 日，美國華人

維權聯盟委員會發出公開信，呼

籲被微信封號、封群的個人或團

體加入到起訴騰訊的集體訴訟

中。

委員會呼籲凡遭到騰訊公司

封號、封群的個人和團體組織，

加入該聯盟對騰訊公司集體法律

訴訟，向騰訊提出索賠，可聯

繫凱撒律師樓（Liu & Shields 
LLP），電話：718-463-1868，
地 址：41-60 Main Street, 
#208A, Flushing, NY11355 電

子郵箱：liushieldslaw@gmail.
com。

【看中國記者蘇菲報導】疫

情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社會和生

活。現在人們去看醫生、理髮

等，只能在門外或停車場等候。

在美國維州開美髮店的華人

男子彼特告訴《看中國》，他的

店在 5 月重開。彼特表示，疫

情前，顧客一般在預約時間前的

5 ～ 10 分鐘到達，然後坐在等

候室等候。美髮店重開後，他在

店門外張貼了一張告示，告訴顧

客到達美髮店後，在門外等待職

員呼叫才能進入店內。另外，顧

客在店內不能使用手機。

彼特表示，當一名顧客離開

後，他必須將座位、剪髮工具、

工作臺等全面消毒，才能讓下一

名顧客入內。當被問及有沒有加

價時，彼特表示：「都是老熟客

了，亦客亦友，沒加價。不過經

濟條件好一點的顧客，一般都會

主動多給點小費，因為他們知道

我們購置手套、口罩、消毒水

等，經營成本提高了。」

華人媽媽艾薇告訴《看中

國》，最近她幫 6 歲的女兒預

約一年一次的身體檢查。電話

中，護士告訴她，「疫情下有新

規定——到達診所後，不要直接

進入診所，要打電話告知你們已

到。醫生準備好後，我們會打電

話給你們，你們才可以進去。」

【看中國記者蘇菲報導】疫

情下，一些商家、診所、美容美

髮店等，要求進入營業場所的顧

客，先簽署「健康調查表」。

美國律師 Andrew Gold-berg 表

示，目前推出「健康調查表」要

求顧客簽署的商家，主要包括美

容院、美髮店、醫療中心、按摩

店及牙醫等場所。因為這些行業

經常需要與顧客近距離接觸，這

類表格一旦填寫並簽名後，通常

意味著「你進來後自負風險。」

律師建議大家填寫時一定要

誠實回答。「假使你填表格時作

假，那麼你就可能犯罪，因為你

可能讓別人染疫。」

他說：「對病情撒謊，到時

吃官司的機率很高。」不過，如

果填表時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感

染病毒，後來卻發現確診的話，

「只要填表時填寫的情況真實，

那麼一旦確診後，要替受感染者

負責的風險也會降低」。他也

提醒，如果你真的看不懂商家

提供的表格，或者對該表格問

題感到不確定的話，請「不要簽

名」。那麼要求顧客簽署健康

表，商家是否就可以不管防疫？

該律師表示，儘管顧客簽署了上

述表格，但並不代表業者可以因

此放棄採取防疫安全措施。每個

商家都有責任保護消費者。

長江上、中、下游 
暴雨3至4天

截至 7 月 14 日傍晚 6 時，

長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陽

湖水位超過警戒線 0.12 至 2.76
米。太湖平均水位達 4.44 米，

超警 0.64 米。

其中，鄱陽湖主體及附近

水域面積在 14 日達到 4403 平

方公里後，比 7 月 2 日和 8 日

分別擴大 549 平方公里和 197
平方公里，比 5 月 27 日時擴

大 2196 平方公里，與歷史同期

平均值的 3510 平方公里擴大

25%，由於鄱陽湖五大支流入

湖口濕地，使得鄱陽縣昌江和潼

津河、千秋河區堤防潰堤，大片

耕地和村莊被水淹沒。

根據中央氣象臺的消息，7
月 15 日起四川、重慶、陝西、

河南、湖北、安徽、江蘇、上

海、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區有大到

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局地有大暴

雨的情況發生（100 至 120 毫

米）。中央氣象臺已對 9 省市發

布暴雨藍色預警。

中國水利部方面提到，四

川、重慶、湖北、河南、河北、

安徽、江蘇、浙江等地暴雨區內

部分中小河流或發生較大洪水。

另據「臺灣颱風論壇—天氣

特急」指出，中國長江流域新一

輪暴雨將再度展開，根據最新模

式預測，這次上、中、下游同

步下，預計這波強降雨將持續 3

至 4 天，恐讓水情更加嚴峻。

中國氣象局應急減災與公共

服務司副司長王志華也表示，

6 月以來，長江中下游流域降雨

量有 498.5 毫米，比過往同期多

64.3%，也是 1961 年以來的歷

史同期最多記錄。

三峽大壩「超級泄洪」
前線防汛人員揭內幕

《今日印度》顧問、印度

退休空軍上校維納亞．巴特

（Vinayak Bhat）釋出的照片顯

示，中國大陸在 6 月 24 日就開

始泄洪，但大陸官媒直到 7 月 2
日才釋放消息，稱三峽水庫按日

每秒 3.5 萬立方米泄洪，減少了

長江高峰流量的 30％。

根據希望之聲電臺的報導，

中國第一線防汛人員金先生近日

爆料，長江流域汛情十萬火急，

政府高層卻發出封口令，規定

不准談論有關水災的消息，內

容為：「轉上級通知，@ 所有同

志，剛接通知要求，今後在防汛

工作中有關險情處置和有關雨

情、汛情分析等的宣傳，必須要

經市防汛指揮部的審覈同意，不

得擅自對外宣傳報導和發布！」

金先生透露，三峽大壩的確

已經進行「超級泄洪」，官方就

算犧牲百姓也要全力保住三峽大

壩。「我估計官方它不惜水淹一

些長江中下游的三、四線城市和

農村，來保（住）。至於官方為

什麼 13 號突然停止更新長江水

位的消息，我想可能和這兩天

小圍口泄洪有關係，因他（官

方）預測有 29 米的洪峰將通過

武漢。」

專家：三峽大壩 
只能容納9%的洪水量

原本中國政府建造三峽大壩

是想「馴服」長江，但隨著近期

長江流域一帶飽受洪災之苦，各

界開始質疑三峽大壩是否發揮預

期功能。有專家直言，三峽大壩

根本無法發揮作用。

中國水利部副部長葉建春

13 日曾在國務院政策記者會上

強調三峽大壩在控制洪水方面是

有效的。他說，此次 2297 座水

庫共攔洪 647 億立方米水量，

其中三峽水庫就攔洪 29 億立方

米；三峽大壩營運方則聲稱，三

峽大壩有效降低長江中下游水位

上升的速度和程度。

但路透社引述研究中國

洪水問題的美國阿拉巴馬大

學地質學教授尚克曼（David 
Shankman）的話說，修建三峽

大壩的主要理由之一是防洪，但

事實上，三峽大壩根本無法阻止

像今年這樣嚴重的洪水。

中國地質學家範曉也指出，

三峽大壩水庫的庫容不到此次洪

峰水量的 9%。「三峽水庫只能

部分和暫時攔截上游的洪水，但

是對長江中下游強降雨引發的洪

澇災害無能為力。」

他認為，三峽大壩和其它主

要大壩項目因為改變長江下游的

泥沙流可能會使洪水更加嚴重，

大壩本身的工程發電需求也影響

防洪。「在人們只是考慮用水庫

解決防洪問題時，他們往往會忽

視，甚至削弱江河湖泊調節洪水

的自然能力。」

 「一江三湖」水位超警戒 曝「洩洪」內幕

華人欲集體起訴索賠微信

律師：必須如實填寫健康表 疫情下「入內等候」成過去式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中國長江流域近

期暴雨不斷，各地紛紛傳出

災情，截至14日晚間，中國
「一江三湖」（長江、洞庭

湖、鄱陽湖、太湖）全數超

越警戒水位，且15日後恐再
迎來新一輪洪水。有專家直

言，三峽大壩根本無法發揮

作用。

許章潤紐約出新書 【看中國訊】美國和澳大利

亞政府日前對本國公民發出警

告，公民在中國要多加小心，

赴中國旅遊可能面臨被「任意拘

押」的風險。

路透社報導，美國國務院 7
月 11 日向在華美國公民發出安

全警報，北京當局針對外國人的

肆意執法風險增加，包括肆意拘

留和禁止出境，並且這些舉動並

非是出於維護法律和秩序的目

的。

美國國務院指，「美國公民

可能被拘留，而且無法得到美國

領事的服務或有關他們指控罪行

的信息」。美國公民可能因為

北京當局聲稱的「國家安全」有

關的原因，遭受「長時間的審問

和拘押」。

國務院還警告說，美國公民

可能因為發送對北京政府持批評

態度的私人電子信息，而遭到北

京當局的安全人員拘留和 / 或驅

逐。國務院表示：「如果你被捕

或被拘留，請要求警察或獄方官

員立即通知美國大使館或最近的

美國領事館。」

法新社報導說，澳大利亞外

交部日前也發出了類似的警告，

在最新旅遊警示中說：「北京當

局已經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拘禁

一些外國人。澳大利亞人可能也

面臨著被『任意拘押』的危險。」

北京在香港實施「香港國安

法」後，引發澳大利亞政府的批

評，該國還警告澳大利亞民眾，

如果赴港旅遊可能一不小心就要

觸犯國安法。

美、澳發警告 赴中旅遊有風險

藏文化瀕臨失傳

三峽大壩（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西藏布達拉宮

（Antoine Taveneaux/WIKI/CC 

BY-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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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印之間在 1962 年曾

有邊境戰爭，印軍受挫，但今天

的印度絕非當年，習近平們根本

不清楚印度近年的五大變化，中

共將為錯判付出巨大代價。

首先，終結尼赫魯左派政治

的保守派莫迪崛起。長期左派執

政的印度已巨變。在印度獨立之

後的 60 多年中，不幸的是，熱

衷社會主義的尼赫魯家族主導的

國大黨（NC）執政近 50 年！

僅尼赫魯和女兒英迪拉 . 甘地兩

人就掌權 32 年！左派國大黨煽

動反富、反商、均貧富、國營

化，這種列寧毛澤東式的洗腦在

窮人多的國家很容易俘虜人心，

尤其得到喜歡唱道德高調和作秀

的左翼知識份子支持，所以國大

黨在印度長期掌權。這種一黨獨

大造成印度政治腐敗、經濟落

後。

雖然在野的人民黨（BJP）
也執政過，但直到 2014 年莫迪

當選，印度巨變，人民黨才成

為 1984 年以來首個獲國會過半

議席的單一政黨，結束印度近

30 年靠聯合小黨的「聯盟政治」

（印度有 700 多政黨）。

2019 年大選莫迪不僅連

任，人民黨在國會席位更增加，

是印度獨立 72 年後首次完成第

一任期後再次勝選。印度是五年

一次大選，莫迪成功連任，該黨

獲有史以來最大勝利，史家認為

印度進入「莫迪時代」（他將執

政 10 年），那個 1962 年中印

戰爭時對外軟弱、推行社會主義

導致經濟貧困、軍力不強、政黨

腐敗、領袖無能的局面已被結

束。習近平們還用舊眼光看印

度，完全時代錯位。

第二，不少中國知識人強調

印度雖有民主、但經濟不如中

國。但印度的經濟問題不是出在

民主政治，而是左派尼赫魯們推

行社會主義政策造成的。就像中

國毛時代計畫經濟和專制導致

貧窮。 1964 年（中印戰爭兩年

後）尼赫魯去世時，印度人均

收入才是韓國一半；英迪拉．甘

地接班執政 20 年，1984 年她

被暗殺時，印度的人均收入降到

只是韓國人的 25%。左傾社會

主義害苦了印度。

而莫迪的保守派人民黨主張

市場經濟。九十年代人民黨在大

選中獲勝，印度就開始揚棄社會

主義。尤其現任總理莫迪擔任

11 年州長時力推自由商貿獲成

功，他執政後強勢全面改革，推

行市場經濟，印度開始騰飛，過

去六年中，有五年印度的經濟增

長率都超過中國！

印度的知識精英普遍懂英文

（是國家法定語言之一），方便

印度與西方國家接軌，尤其在科

技和經濟領域。另外印度有充足

的勞動力，20 歲以下年輕人佔

印度人口 55%。在大量外資撤

出中國之際，很多選擇去印度，

那裡不僅有廉價勞動力，更有民

主法治等對經濟投資的保障。

第三，經濟增長使印度更有

能力投資軍事。莫迪執政第三年

（2016）印度的國防開支就超越

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成為

全球第四大軍事開支國（前三

是美國、中國、英國）。印度海

軍排名全球第五，印度軍隊 133
萬，全球排第三（中國 200 萬，

美國 140 萬）。中印邊境衝突

後，印度國防部長說現在已不是

1962 年，意思就是印度軍力絕

非當年。印度從美國獲得射程三

萬米的榴彈炮、美制重型運輸直

升機，還有從以色列購買的萬枚

「長釘」反坦克制導導彈，它只

需一名士兵就能操作，射程八百

到八千米，適應高原作戰環境，

對邊境的中國輕型坦克構成極大

威脅。

如今親美的印度不僅從美國

獲得尖端武器，還因印度是俄國

傳統盟友，也從俄羅斯拿到先進

戰機等，這些都有助印軍強大。

印度也是核武大國，其「烈火五

號」導彈射程覆蓋整個中國，這

些都對北京構成戰略平衡和反制。

第四，莫迪執政後印度民族

主義高漲。人民黨強調「印度教

特性」（Hindutva），突出印度

教在國家身份認同中的重要作

用，要以共同的宗教、文化、歷

史、種族、語言等建構同質的強

大印度。

莫迪有魄力大刀闊斧改革。

他連任後印度就頒發法令，取消

了對克什米爾地區（印屬）的

憲法 370 條款，把它分為兩個

邦，並允許外地居民在當地購買

不動產，不僅有助改變該地多數

是穆斯林的人口比例，更壓縮了

該地區極端伊斯蘭的空間。莫迪

說，他履行競選承諾，執政 70
天就做到了。他給從阿富汗、孟

加拉國、巴基斯坦等來到印度的

被迫害教徒以印度公民身份，但

不包括伊斯蘭教徒。雖遭左派國

大黨等抗議，但這個政策等於遏

阻伊斯蘭勢力在印度的擴大，增

大印度教的主導地位。

第五，印度外交大轉向、與

美國結盟。在尼赫魯時代，印度

實行所謂「不結盟」政策，其實

這是幌子，實際上尼赫魯們在與

共產蘇聯連手，暗中抗衡美國。

到了莫迪當選則情況大變，印度

清晰地朝向與美國、日本連手。

上述五個變化都展示，印度

作為戰略大國的實力與日俱增。

眼前明擺著的，就是更促使印度

與美國結盟，更導致印度人民的

反獨裁中共的情緒，這個強大民

意更給了莫迪政府助力。

7 月 12 號河北唐山和巫山的地

震。唐山地震官方說只有 5.1 級，北京

震感明顯，被「磚家」說成是 1976 年

唐山大地震的遠期餘震，但我們還是來

關心一下三峽庫區重慶巫山縣的地震。

巫山算正根的三峽腹心地震了。三峽就

是巫峽、衢塘峽和西陵峽。這次巫山縣

3.0 級地震之所以引人注意是正在洪災

嚴重時期，可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

三峽庫區近年來一直是地震的多發地

帶。 2019 年湖北省發生了 101 次地震

活動，而且看圖（畫個圈）就集中在

宜昌以上的三峽庫區。 101 次聽起來

嚇人一跳，其實比起 2014 年以來算是

少的，但是強度在增加。 2019 年湖北

最強的一次地震是 4.9 級，發生在宜昌

和武漢之前的應城縣，是 6 年以來的

最強地震。

7 級以下的地震可能震不垮三峽大

壩，但見險之處在哪裡？我這裡還是推

薦大家讀王維洛博士在 2019 年發表的

萬字長文《三峽大壩存在的嚴重安全技

術問題和產生問題的根本原因》，我仔

細看完以後，就知道頻繁地震，雖然小

震不會直接震垮大壩，但是它對大壩的

穩定仍然有很大危害，就是增加了壩基

的滲漏。按這篇文章的說法，壩基滲漏

指的是大壩的壩體和作為壩基的混凝土

大坨坨之間是有縫隙的，水會從這些縫

滲過去。三峽蓄水以後壩基的滲水量是

一分鐘從幾百升到 1000 多升。但是地

震一晃當會讓滲水量增加，這叫壩基滲

漏，長此以往會影響壩體的穩定。三峽

兩邊的船閘，是用炸藥把山體炸開的，

用了大約 2.2 萬噸炸藥，廣島原子彈才

相當於 1.5 萬噸炸藥當量哪。愣把山炸

開之後，山體就不穩了。持續下雨以後

山就越來越重，兩側邊坡山體就向船閘

的方向傾斜。這時候再有地震一晃蕩，

就更加重變形。總之這篇文章雖然很枯

燥、有很多術語，也建議有心的朋友用

心讀一下。

庫區的頻繁地震還有一個很直接的

後果，也是官方媒體不會說的，就是大

壩的管理當局對大壩的安全擔心度升

高，不斷地把承受極限往下修正，也就

加大泄洪的力度。今天三峽庫區水位

是 155 米，說起來離 175 米的那個上

限還差很多，官媒就有文章帶風向說三

峽大壩已經盡力了。早就在可著勁的泄

洪，也就是說當局對大壩本身的安全性

信心度不高，也就不敢把水位存得太

高。泄洪也就加重了下游的災難，這也

算是頻繁地震的一種次生性的後果。

我們多次談三峽，不是要預言大壩

什麼時候垮，而是要總結更多的資訊，

用一般的常識和邏輯判斷當局宣傳的

不可信，有許多和人們安全有關的重要

信息是公布的不完整、或者隱瞞的。肺

炎疫情的爆發是這樣。絕不會因為有了

沉痛教訓他們的做法就有改變，在三峽

和洪水這事上也是同樣。大家要增加瞭

解、自求多福。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北京在香港強推的國家安全法已於 6
月 30 日晚 11 時生效。香港政府宣稱，

呼喊「香港獨立」和「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口號，與持有寫著這些字句的旗幟或

標語，均可能以違反國安法的罪名逮捕。

在當天的遊行中，有示威者因展示或藏有

「香港獨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

旗子或標語被捕。

當晚，在港島銅鑼灣時代廣場外有一

位少女手舉一張白紙表示抗議，引發關注

和熱議。有人問這位少女為什麼舉白紙。

這位少女說，過去都會在現場舉標語，通

常都是到場後隨便發隨便拿那種，今天是

國安法第一天，她不知道要舉什麼才不會

犯法，所以就找了張白紙。

這就使人想起前蘇聯的一個政治笑

話：紅場上，有個人在發傳單，警察到場

把人逮捕，發現傳單都只是白紙，上面一

個字都沒寫。警察對那個人說：哼，你別

以為我們不知道你想寫什麼！

這位少女舉白紙，激發了大家的靈

感，於是網友們發起白紙抗爭。 7 月 6 日

這一天，不少人在九龍觀塘商場聚集，大

家紛紛舉起了白紙。正所謂此時無聲勝有

聲。一張沒寫字的白紙，代表了被禁止

的口號。我們從白紙上，看到了「香港獨

立」，看到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看到了港人不屈不撓的抗爭。在這裡，一

個字不寫，就是寫下了一切。

聰明的香港人，又創造出一種新的抗

議方式，可圈可點。港府對此很頭疼，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當局把「香港獨

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當作

定罪的依據，這明顯是以言論治罪。但當

局若是拘泥於字句，那就注定毫無用處。

我在《論言論自由》一文裡寫道：即使言論

可以懲罰，其標準也無法確定。因為「人

類的語言是那麼富於變化，奧妙無窮，躲

過幾個字的忌諱，避開幾句話的障礙，人

們照舊可以表達一切思想，不同的詞句可

以表達相同的意思，一樣的詞句可以造成

不同的效果」。因此，這種做法「幾乎完

全不能起到禁止的作用」。眼下港人的

「白紙抗爭」就是一個漂亮的例證。當然，

港府可以學北京，乾脆用「尋釁滋事」一

類罪名抓人，但是這麼一來，那就把法治

的外衣徹底撕破了，在當下的香港，當局

恐怕還走不了那麼遠。

至於「香港獨立」這句口號本身，記

得去年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拉里 . 戴雅

門（Larry Diamond）接受採訪，談到港

獨時說：本質上，我不反對獨立，但政治

上，那不是一個聰明的策略。戴雅門說：

在目前這種政治格局下提港獨，不但是不

切實際，不可能實現，更是政治自殺，因

為那只會把中共內部本來同情港人的開明

派推向強硬派一邊。我要補充的是，即便

你想追求香港獨立，那麼在現階段，你也

應該首先追求真民主真自治。因為真民主

真自治是實現獨立的前提。如此說來，現

在不再提「香港獨立」的口號，應該是明

智的、策略的。

北京對印度的五大誤判

三峽庫區地震有多凶險？

◎文：胡平

一個字不寫就是寫下了一切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加怡保險加怡保險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房屋保險

旅遊 / 探親保險

Andy Chang, CRM CIP
Branch Manager - 商業保險

手提 : 403-875-8879403-875-8879
achang@lloydsadd.com

Kitty Kong
Account Executive - 個人保險

手提 : 手提 : 403-408-9233403-408-9233
kkong@lloydsadd.comkkong@lloydsadd.com

Andy Chang
Branch Manager -
手提 : 手提 : 
achang@lloydsadd.comachang@lloydsadd.com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00 am - 5:00pm; 星期六須預約Unit 420, 1110 Centre ST NE地址 : https://WWW.LSIINS.INFO網址：403-474-3700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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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 15日，印度總理莫迪出席印度獨立日慶典（Getty 

Images）

一名香港少女在七一遊行銅鑼灣時代廣場外，

因高舉白紙表達訴求而受到關注。（網圖）

三峽大壩上游與庫區附近近期接連發生地

震。（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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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美國白宮計畫本週將

敲定一項新的法規，禁止使

用華為等5家中國公司產品
的任何公司和企業將其商

品或服務提供給美國政府；

倫敦方面也於14日宣佈，英
國手機營運商從今年底起

將禁止購買任何華為5G設
備，華為在英國現有的5G
設備也必須在2027年前全
部撤換。意大利媒體透露，

意大利正在考慮是否將華為

排除在5G項目之外。

◆韓國警方於 10 日凌晨在

首爾北嶽山一帶發現了失蹤的首

爾市長樸元淳的遺體，並在辦公

室發現一封遺書。死亡原因有待

進一步調查確定。樸元淳是一

位長期的公民活動家和人權律

師，2011 年當選首爾市市長，

並於去年 6 月連任第三任，也

是最後一任。樸元淳是文在寅總

統的自由民主黨成員，被認為是

2022 年選舉中充滿希望的潛在

總統人選。

◆歐盟 7 月 13 日舉行外長

會議，表示中國實施港區國安法

影響歐中關係，歐盟將協調會員

國採取行動，討論措施包括限制

出口敏感科技、檢討引渡協議和

旅行建議等。歐盟強調支持香港

自治和基本自由，「我們將繼續

支持香港人民」。

◆印度總理莫迪啟動了「雷

瓦超兆瓦太陽能發電站」，將可

終結對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進口依

賴，當局同時也正在採取幾項步

驟，以提高國內製造業自製率，

其中包括延長並大幅調高對中國

太陽能電池及零組件的防禦性關

稅。此座位在中央邦中央的發電

廠，其發電量達 750 兆瓦，可

望每年能夠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150 萬噸，當地媒體譽之為亞洲

最大的發電廠。

◆美國務院 9 日批准出售

日本 105 架 F-35 戰機，價值估

計超過 230 億美元，這是美國

史上第二大筆軍售。軍售案包

含 63 架 F-35A 戰機，以及可供

「出雲號」（JS Izumo）與「加

賀號」（JS Kaga）起降的 42 架

F-35B 戰機，與為數龐大的備

用引擎及相關設備。

美英封殺華為 意大利或跟進

至此，在將華為剔除出美

國 5G 網路行列、禁止華為等中

國公司購買美國公司產品，以及

英國亦禁止華為參與其 5G 建設

後，華為等中國公司將面臨美英

兩國政府的全面封殺。

涉及華為且無豁免者 
不得參與政府採購

據《福克斯商務》報導，美

國即將頒布的這項來自聯邦採購

管理委員會的新規是由 2019 年

的一項法律所推動的。根據禁令

的內容，凡是使用華為、海康威

視、大華、海能達（Hytera）和

中興通訊（ZTE）等 5 家中國

公司產品的任何公司和企業，在

未通過聯邦機構的國家安全分

析，並取得美國政府豁免前，都

將無法再具有向美國政府供應產

品或服務的資格。

這項聯邦採購監管委員會新

規預計 8 月 13 日生效，白宮明

確表示該規定不會被拖延，並且

不合格的公司很難獲得豁免。根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美國國務院 7月 13日宣布，

美方認為北京在南海的權利主

張「完全不合法」。美國國務

院高級官員 14 日表示，中共使

用「流氓手段」在南海領土挑起

爭端，美國不會坐視不理。他表

示，美國或會實施制裁。

也有分析稱，美國宣布北京

在南海的離岸資源權利主張「完

全不合法」，意味著在短期內兩

國在亞太地區發生衝突的風險將

增加。

實施制裁併非不可能

CNBC 報導，東亞及太平

洋地區助理國務卿戴維．史迪威

（David Stilwell）在戰略與國際

研究中心的在線論壇上表示，川

普政府可以針對北京在南海的非

法申索實施制裁。「沒有什麼是

不可能的。」

「無論在什麼地方，北京都

想提出主張、脅迫和擁有控制

權。史迪威說：「從本質上講，

它不能接受具有選擇和良知等基

本自由的多元化世界。」

他補充說，美國在該地區的

介入只是為了執行已定的法規。

他說：「這些都是我們在很久以

前就應該做的事。」

北京干擾菲律賓 
在斯卡伯勒淺灘捕魚

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

(USNI News) 報導，史迪威也

說，當中共採用「流氓手段」

（Gangster Tactics）南海挑起爭

端，美國將不再坐視不理。如果

北京繼續阻止菲律賓進入斯卡

伯勒淺灘（Scarborough Shoal）
的捕魚水域或在該地區軍事化，

美國會將其視為「危險舉動」。

四年前，國際仲裁小組作出

裁決，斯卡伯勒淺灘主權屬於菲

律賓。史迪威說，北京無視這項

裁定，稱其為「一張紙」。他

說：「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不再

說我們是中立的」。

短期內兩國在亞太地區

發生衝突的風險增加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之所以

改變立場，是因為中國近兩年在

南中國海的行為讓美國已經「退

無可退」。分析稱，美國在南海

爭端上的表態，短期內會增加兩

國在亞太地區發生衝突的風險。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

心亞洲海事透明項目主任、東南

亞項目研究員格裡高利．波林

（Gregory B.Poling）對美國之

音表示，在南海問題上，美國已

經沒有退路。

他說：「首先，我們接近沒

有退路的地步。過去兩年中，中

國對漁業、石油和天然氣以及其

他合法使用海洋的騷擾變得愈加

明顯。在不久的將來，未經中國

允許，東南亞其他聲索國在海上

行使其任何權利將具有極大的危

險。」

四年前，國際仲裁庭裁決中

國在南中國海宣布的「九段線」

不符合國際法。在國際仲裁庭裁

決滿四週年之際，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 13 日發表聲明，宣布美

方認為北京在南海大部分海域

的離岸資源權利主張「完全不合

法」，也不承認曾母暗沙是中國

最南端領土的說法。

蓬佩奧還譴責北京使用「強

權即公理」的恐嚇手段剝奪東南

亞國家的主權。

在國際仲裁庭的裁決後，中

共無視國際仲裁法庭的裁決，繼

續在南海區域積極建人工島，大

舉軍事化。今年來，中共更是頻

頻作出各種挑釁行動，包括撞沉

越南漁船、阻止馬來西亞的海上

能源勘探活動、在有爭議的水域

進行軍事演習等。

設也必須在2027年前全部撤換。

英國首相強生 14 日上午在

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討論華

為問題時表示：「這並非容易的

決定，但無論是從現階段或長期

來看，這對英國的電訊網路、我

們的國家安全與經濟而言，都是

正確決定。」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

育大臣陶敦（Oliver Dowden）
表示，國家安全委員會在上午會

議中作出結論，認為美國 5 月

實施的制裁，確實導致華為無法

被信賴足以在英國的電訊建設中

扮演重要角色。

據中央社報導指出，美國的

施壓，加上英國與中國近來因為

中國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不透

明，以及強推港區國安法等議題

而關係緊張，都導致英國正式決

定排除華為。

英國官員先前曾表示，強生

據白宮預算局，美國政府每年採

購合約金額超過五千億美元。

雖然尚不清楚這是否會影響

當前合同，但可能會使將來的合

同複雜化。

例如，亞馬遜雲端部門是美

國情報機構的主要合約供應商，

但亞馬遜四月才從浙江大華技術

採購 1500 個感測溫度的相機，

以應對武漢肺炎大流行疫病。那

麼，在新規生效後，亞馬遜將為

此陷入困境。

白宮的一位官員指出，該

規則的目的不僅僅是禁止政府機

構使用華為和其它中國公司的產

品，而且是在限制其影響力。他

說，這實際上是在給廣大的公司

和企業提供選擇：與美國政府開

展業務還是與中國公司開展業務。

6 月 30 日，美國聯邦通信

委員會正式指定華為和中興通訊

股份有限公司構成對美國國家安

全的威脅，該聲明明令禁止美國

公司動用 83 億美元的政府資金

從這些公司購買任何設備。

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艾吉．

派（Ajit Pai）表示，華為和中

興與中共關係密切，這一決定發

出了一個信號，即妄圖損害美國

安全網路的任何公司的任何企圖

都是不能容忍的。

英首相拍板全面封殺

英國今年 1 月才決定讓華

為「有限度」參與政府認為屬於

5G 網路中的非敏感部分，並把

參與程度限制在 35% 以下。

7 月 14 日，英國政府答應

讓華為加入 5G 建設 6 個月後態

度急轉彎。政府官員在當天的國

家安全委員會（NSC）會議結

束後宣布，英國手機營運商從今

年底起將禁止購買任何華為 5G
設備，華為在英國現有的 5G 建

【看中國訊】為緩和中印兩

國最近因邊境衝突引發的緊張局

勢，兩國邊防部隊舉行了第四輪

軍長級會議。中國外交部 7 月

15 日表示，這輪會談在緩和邊

境局勢方面取得了積極的進展。

印度官員則表示，要解決談判涉

及的棘手問題還需要時間。

中印邊防部隊軍長級會議 7
月 14 日近中午時舉行。有報導

說，中國南疆軍區司令柳林和印

度第14軍團司令辛格（Harinder 
Singh) 參加了這次談判。

印度英文媒體論壇報 (The 
Tribunal)15 日報導說，會議持

續了 15 個小時。這是自一個月

前兩國在喜馬拉雅山邊界線附近

的加勒萬河谷發生流血衝突以來

的第四輪談判。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15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雙方

在前三輪軍長級會談達成的共識

和落實工作的基礎上在推動邊界

西段一線部隊脫離接觸和緩和邊

界局勢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希

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以實際

行動落實好雙方達成的共識，共

同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路透社 15 日報導說，印度

國防部或軍方沒有對這次談判立

即做出評論。

印度斯坦時報 14 日表示，

有印度官員認為，由於中國軍隊

仍然在關鍵的指狀區域（Finger 
Area）和達普桑盆地派有駐軍，

這會是談判的棘手問題，要解決

這些問題需要時間。印度軍方消

息人士承認，印中在達普桑盆地

和班公錯湖地區就實際控制線有

激烈爭議，要最終敲定第二階段

的降級過程方案會有很多困難。

自上個月中印爆發邊界衝突

以來，兩軍高層舉行過 3 次會

晤。目前中國和印度軍隊已經從

實際控制線的 3 個摩擦地點撤

出，其中包括 6 月 15 日發生流

血衝突的地點。但雙方對邊界實

際控制線一直存在爭議。

【看中國訊】波蘭總統大選

於 6 月 28 日舉行，大選計票結

果於 7 月 13 日出爐。波蘭國家

選舉委員會（NEC）宣布，現

任 總 統 杜 達（Andrzej Duda）
以微弱的優勢，成功贏得連任。

根 據 13 日 上 午 已 計 算

的 99.97% 選 票 中， 杜 達 以

51.21% 的支持率擊敗得票率

為 48.79% 的 自 由 派、 華 沙

市市長恰斯科夫斯基（Rafal 
Trzaskowski）。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分

析，這次總統大選是自 1989年，

共產主義政權垮臺以來，總統候

選人雙方得票最接近的大選結

果。由於選舉得票率含 2% 誤

差，因此只要兩位候選人得票率

相差少於 1%，落選者可挑戰選舉

結果。另外，本次大選投票率為

68.1%，也是有記錄以來第 2高。

有分析指出，此次選舉被視

波蘭總統大選 現任總統杜達連任

要求官員制定 3 年計畫，要在

2023 年之前，將華為參與英國

5G 建設的程度降到零。但由於

華為在英國已經紮根 20 年，涉

入太深，因此 14 日公布的計畫

將時限拉長至 7 年，且不包括移

除華為的 2G、3G 與 4G 設備。

骨牌效應？ 
意大利或跟進

據中央社報導 , 意大利媒體

《共和國報》8 日透露，意大利

正在考慮是否將華為排除在 5G
項目之外。意大利外長迪馬約

(Luigi Di Maio) 上週在羅馬會晤

了美國大使，會談的內容包括華

為問題。該報說，和許多歐洲盟

友一樣，意大利政府準備改弦更

張。並稱，就連原本支持華為的

「五星運動」也在重新考慮立場。

五星運動是執政聯盟成員之一。

意大利議會的安全委員會的

成員認為，意大利應該考慮阻止

華為和中興參加意大利的 5G 網

路開發。並表示，「在不使用中

國技術的情況下，在歐洲建立

5G網路的所有條件都具備了」。

中國外交部反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7
月 15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針對英

國跟進禁用華為一事，痛批英

方「在沒有任何確鑿證據的條件

下，以莫須有的風險為藉口配

合美國一再歧視、排除中國企

業」聲稱這違反了市場經濟原則

和自由貿易規則，嚴重損害中國

企業的正當利益，也衝擊中英合

作的互信基礎，「中方對此強烈

反對。」並稱：英國選擇禁售華

為將損害英國自身利益。世界很

大，英國比較小。我想無論如何

這一禁令並不會阻礙華為的發展

和成長。

從左至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美國國務卿彭佩奧、英國文化大臣陶敦（《看中國》合成）

抵制北京在南海領土爭端 美或實施制裁

為關乎波蘭與歐盟未來的關係。

杜達的勝選意味著「法律與公正

黨」執政將至少持續到 2023 年

議會選舉，這將使該黨能夠繼續

進行司法改革，並引發波蘭與歐

盟之間的激烈衝突。

杜達還承諾，要加強已相當

嚴格的墮胎法律，並反對移民、

反對墮胎，反對「LGBT 意識形

態」，支持「家庭價值觀」。

此外，杜達與美國總統川普

的關係較好。日前，川普下令縮

減駐德美軍，杜達則表示會爭取

更多美軍派駐波蘭。

波蘭現任總統杜達以微弱的優勢

成功連任。(Getty Images)

中印新一輪
談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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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看最近上證指數的

走 勢， 從 7 月 1 號 放 量 突 破

開 始， 連 續 漲 了 7 天， 很 多

人想等回調，但是股市就逆人

性的，越是你想等回調它越是

連續上漲，等你追進去了，好

了，它開始回調了。我們看它

現在一口氣從 3000 點以下漲到

了 3450 點，接近 3500 點的位

置，可以明確的告訴大家大幅

震盪即將來臨。 18 年 1 月份當

時上證指數止步於 3587 點。

當時的背景是中國通過連

續的貨幣刺激政策和漲價去庫

存，讓中國經濟重新進入再通

脹過程，經濟經過 16/17 年兩

年的連續復甦，16/17 年週期產

業的情況非常好，PPI 都在 5%
以上位置，當時大家挖掘的都

是鋼鐵、水泥、煤炭、化工這

些行業的業績，當然週期行業

中的代表還是地產板塊，尤其

在香港的上市的碧桂園、中國

恆大、融創中國，這三隻股票

是 16/17 年的典型的十倍股，

讓不少人發了財。

16/17 年那兩年價值股完成

成長股，滬深 300 走勢完勝創

業板、中小板走勢，但就是在那

樣的情況下，上證指數也是止

步於 3587 點。今天又快接近那

個位置了，上邊有著巨大套牢

盤，那大盤再次接近 3500 這個

區域，大幅震盪不可避免，而且

近在眼前，大家要小心謹慎。中

國 A 股這波牛市已經走了 1 年

半了，目前正進入最後的瘋牛階

段，這個階段非常暴力，賺錢很

快，賠錢也很容易，買入不難，

全身而退不易，還是那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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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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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YouTube頻道主
MaskFinance蒙面財經

麼叫紙上富貴，這就叫紙上富

貴。銀行資產規模不斷膨脹，不

管銀行賺的錢也好，輸血融資的

錢也好，都用來貸款擴張信用規

模了，所以銀行的低估值是有深

刻背景原因的。真正投資銀行股

都是在壞賬暴露以後，在高估值

時買入，然後在低估值時賣出，

投資很多時候就是反人性的。

再來看看券商板塊和保險板

塊的情況，可以看到券商板塊離

15 年的最高點 20600 點還有些

距離，券商板塊目前的點位區域

在 164000 多點，貌似還有些空

間，但是券商板塊的領頭羊——

中信建投，從最低點 5.56 到

最高點的 55.9，基本十倍了，

之前領導板塊的領導股上漲 10
倍，是一波牛市中會出現的一個

典型現象，從中信建投的漲幅來

看，這週剛好達到了。

最後看一下保險，基本已經

接近 1800 點的區域，這個區域

是 17 年 11 月創下的高點，然

後在 19 年 4 月這波行情啟動時

第二次達到過，然後就是這次。

所以我們看到銀行和保險板塊基

本已經到達之前多次觸及的高位

區域，券商板塊看似好像還有一

定的空間，跟 15 年 6 月份高峰

時相比，當時有兩個因素大家要

考慮到，一個就是領導股中信建

投已經達到了 10 倍漲幅，第二

個就是要考慮最近幾年上市了很

多券商股，分散了很多資金，如

果沒有新上市的這些券商股，可

能券商板塊指數的漲幅已經接近

15 年 6 月份時的高峰。

至於各個行業中的領導股，

例如代表高端消費的貴州茅台、

且行且珍惜。

再來看銀行板塊的走勢，金

三胖在整個上證指數中的佔比非

常高，東方證券 6 月份研究報

告中的一個統計圖，金融板塊在

上證指數的權重中佔到 30% 的

比例，非常高，所以要探尋上證

指數能漲到多少，那一定要看金

三胖各個板塊在什麼位置，大致

還有多少空間。

銀行指數在 3500 點區域有

很大壓力，幾次衝刺都很難越

過，第一次是 15 年 6 月份牛市

頂峰時的 3581 點，第二次是

18 年 1 月份 3400 點，第三次

是 19 年 4 月份，也就是這波牛

市啟動初期時，拉抬權重股，

達到的 3500 點區域。目前在

3280 點的位置，那我們拭目以

待，看看這次會不會衝破 3500
點左右的區域，銀行板塊指數整

體再上一個高度。

有的人喜歡說，你看，銀行

股的估值多低啊，但其實總資產

裡面只要有 1.5% 的壞賬損失，

銀行的利潤就歸零了，而且這麼

多年銀行利潤一直佔據 A 股上

市公司的半壁江山，但是依然需

要不斷的輸血，甚麼永續債、次

級債、優先股，包括央行的不停

降准給商業銀行補血，銀行都這

麼賺錢了為什麼還這麼缺血？什

中國股市最近看起來

很火爆，到底怎麼回事？這

次我們從三個角度來看，第

一部分是中國股市走到什

麼階段了，未來會有哪些大

的變化；第二部分是金融

市場和實體經濟的背離甚

至乃至脫鉤；第三部分再談

談如果經濟再遭受一波衝

擊，全球央行究竟還有多少

寬鬆的空間？

平民普通老百姓消費的海天味

業，醫藥裡的恆瑞醫藥。科技股

裡由於真正的核心科技股不在

A 股上市，那就以硬體方面的

立訊精密為指標，其他兩個加上

騰訊和阿里巴巴。這些股票大家

要緊盯他們的走勢，他們都在加

速沖頂，他們的拐頭，會直接影

響大盤的走勢，值得密切跟蹤。

貨幣的水體量很大，能給人

信心的資產卻很少，久而久之形

成孤島，所有的資金都往這幾個

孤島上擠，最後到某一天會發

現，末日孤島都不再安全。

接下來看看十年期國債收益

率，這是無風險收益率，最近一

段時間受三個因素影響收益率開

始上行，一個是特別國債 / 地方

專項債的密集發行；供給多了，

資金少了，收益率上行；第二個

因素是寬鬆經濟尾聲，年初的三

次降准效應正在邊際遞減，寬鬆

效應消退；第三個我認為是最不

重要的因素，也是最有疑問的一

個因素，就是疫情過後經濟復

甦，導致收益率上行。不管怎麼

說，最近做債券的兄弟們日子不

好過，天天眼睜睜看著債券狂

跌，隔壁市場股市那邊缺狂漲，

心中非常惆悵。但是風水輪流轉

嘛，債市的牛市從 18 年初開始

不也持續兩年多了？

資金從固定收益開始洶湧的

往權益市場跑，這場牛市不管是

人造的還是天造的，可以說正當

時，買固定收益產品的投資人本

來就求個穩，結果還虧錢，再一

看隔壁股市漲這麼好，理財資金

很難不搬家，所以這也是這幾天

瘋牛狂漲的一個助推因素。

中國A股這次能走多遠?財經 
評析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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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劉翰青

秦時殘月掛金鉤，

眼見嬴王成楚囚。

群雄逐鹿奪社稷，

漢家定鼎得九州。

呂氏專權高帝后，

孰料轉瞬百事休。

許負神相自天授，

早知「文景」耀千秋。

秦時明月漢時關

廢除峻法

對我們這些現代人而言，

「律法」的改革，更容易體現道

家的「無為而治」對社稷萬民的

益處。劉恆首先倡議廢除的，是

從秦朝延續來的「連坐法」。

「連坐法」是戰國時，由秦

國重臣商鞅發明創造的，主要內

容是：如果一個人違反了法律，

若是周圍的鄰居沒有舉報，那麼

連鄰居們都要跟著遭殃。如果旅

客沒有「暫住證」、「身份證」，

旅店就不准收留，否則店主就得

被抓。當然，商鞅發明了這麼缺

德的惡法，不可能不遭報應，後

來，商鞅自己被通緝，逃到邊境

想住店，因為沒有「身份證」，

店主不敢留宿。商鞅因此豐富了

漢語的詞彙，留下「作法自斃」

的典故。

這項惡法後來就一直這麼延

續了下來，漢初的「連坐法」雖

然沒有商鞅時那麼變態，但是有

人如果犯了重罪，還是會累及

親人。這種源自「法家」思想的

「損招」，自然不能被受道家、

儒家教育的劉恆接受。可是劉恆

要廢除這項惡法卻不像安撫南越

那麼簡單。安撫南越，劉恆只用

了半尺書函，但是，要修改法律

得經過相關部門認可。

現代人對中國帝制時代常常

產生一種誤解，認為皇帝可以為

所欲為，沒有任何約束。史實卻

非如此，自秦始皇吞併六國、結

束了夏、商、週三代封建制度以

後，幾乎在整個帝制時代，國家

權力基本是由士人——也就是知

識份子組成的政府掌握的。每個

職位有自己的權限範圍，不能逾

越。比如，除了清代，皇帝無權

直接干預各部門和地方事務，尤

其在宋代以前，政府首腦是丞

相，有封駁皇帝詔書的權力，就

是可以否決皇帝的命令。

在這樣一種體制下， 劉恆即

使作為皇帝，也不能獨斷專行，

不經相關官員認可，不能直接下

發詔書。文帝對立法部門的官員

說：「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

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

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

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

(《史記‧孝文本紀》)——「法

律這東西，是社會秩序的保障，

是用來制止暴行和表彰好人的。

現在（這項連坐法）除了把違

法的人判罪，還要把他父母妻兒

也治罪，我的意見是不贊同的。

希望你們討論一下。」

可是觀念一旦形成，往往

容易形成「慣性」，要改變延續

了多年的「成法 」，並不那麼容

易。而且，修改法律多麻煩啊，

修改一條，就要牽扯方方面面很

多領域，官員們對此持反對態

度：「一人犯法牽連他人，這樣

做是為了讓人心裏有所顧忌，不

敢輕易違法。這條法律已經有些

年頭了。算了吧，還是保持原樣

方便點。」這是給了皇帝一個軟

釘子。

但是，劉「恆」很有「恆」

心的，堅持要廢掉這條惡法：

「我聽說，法律如果公正，民眾

就誠實，刑罰得當，民眾才會服

從。官員是幹啥的？就是管理民

眾，引導民眾向善的。現在既不

能引導他們，還要用不公正的法

大腿：「我為甚麼就得不到廉

頗、李牧這樣的將軍，有了他

們，我還用得著擔心匈奴嗎？」

沒想到，馮唐卻說：「陛下雖得

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史

記 ‧ 張釋之馮唐列傳》)——

「給您廉頗、李牧，您也不會

用。」劉恆差點嗆到，心說，你

能不能好好嘮了，一生氣轉身

進屋了。

過了一會，劉恆冷靜下

來，把馮唐叫了進來：「當著

那麼多人，您都不給我個台階

下，您就不能私下跟我說嗎？」

馮唐答：「我是個粗人，不知道

忌諱。」劉恆因為最近匈奴騷擾

邊境的事，正鬧心呢，就問他：

「您為甚麼說我不會用廉頗、李

牧？」

馮唐接著這個問題，開始

「教育」劉恆：「我聽說古時候

任命將軍，君王要跪著給將軍

推車，而且還告訴將軍：『朝

中的事我來管，外邊的事您說

了算。』軍功和賞賜都是由外

邊的將軍決定，回來的時候再

上報給朝廷， 這不是空話。我

爺爺說李牧當初就是這樣。現

在，我聽說，魏尚當太守的時

候，把軍中市場上收的稅都分

給士兵，還自己掏腰包買牛肉

給手下的軍官們吃，匈奴因此

不敢靠近雲中要塞。將士們努

力戰鬥，現在僅僅因為戰報的

數字有一點不符合，就撤了魏

尚的職，還要關他一年。我從

這件事上看，認為現在就算有

李牧、廉頗，您也不會用。」

於 是，「文 帝 說 ( 通

『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史

記 ‧ 張釋之馮唐列傳》)——劉

恆一聽，樂了，原來這麼回事

啊。他立即讓馮唐帶著自己的

符節，去向魏尚發佈「元首特

赦」。魏尚復職，匈奴又頭疼

了，漢朝邊防卻多了保障。

「肉刑」無蹤

劉恆的法律改革並未就此

結束。齊國的太倉令（糧食局

長）淳于意犯了罪，要受「肉

刑」——要麼被削掉鼻子，要

麼被砍掉腳，最低限度也得在臉

上刻上字。有關部門要押他到長

安關押。

淳于局長的小女兒淳于緹

禜很傷心，跟著老爸一起進京

了。她給「國家最高領導人」劉

恆寫了一封信：「我父親在齊地

做官，大家都說他公正廉潔，現

在他犯了法，要受肉刑。我很悲

傷，因為人死不能復生，受了肉

刑之後就不能復原了。即使想改

過自新也沒機會了。我願意到官

府作奴婢，代替父親贖罪，讓父

親能有個自新的機會。」

淳于緹禜言辭如此懇切，而

且淳于小姑娘的處境引起了劉恆

的共鳴，因為劉恆也是個孝子，

而且被後人列入「二十四孝」之

中。在劉恆還是代王的時候，有

一次，薄太后得了重病，劉恆常

常整夜不睡在母親床邊照顧，給

母親的湯藥，他都要先親自嚐嚐

有沒有甚麼問題。俗話說：「久

病床前無孝子」，可是薄太后一

病三年不起，劉恆從未懈怠——

「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嚐

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

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嚐弗進。』」

（《史記‧袁盎晁錯列傳》）。

淳于緹禜此時的心情，

劉恆感同身受，他以此為契

機發佈了廢除「肉刑」的詔

書：「我聽說在舜帝的時代，

因為罪犯的帽子和衣服要畫上

特別的圖形，而且衣服樣式也

不同於其他人，用這個方式讓

他們知道恥辱，百姓們卻因此

而不犯法。為甚麼會有這樣的

效果呢？因為這是從根本上解

決了問題。現在的刑罰有三種

肉刑，但是犯罪行為卻不斷出

現，這不是因為我德行不夠、

教化不明嗎？對此，我很愧

疚。所以說教化的方法不對才

導致民眾犯罪。

《詩經》上說：『賢德的君

主，應該像父母愛護子女一樣，

愛護百姓。』 現在人們犯了過

錯，沒有教化就施加刑罰，堵死

了他改過自新的路。我很可憐這

些人。施用刑罰讓人肢體斷裂，

在皮肉上刻字，這些終生不能復

原。這是很不賢德的行為，怎麼

配稱作民眾的父母呢！從此廢除

肉刑。 」
這道詔書雖然是由淳于緹禜

上書引發的，但絕不是劉恆的心

血來潮，母親薄太后、妻子竇

皇后都是「道家」學說的忠實粉

絲，劉恆生活在這樣一種家庭環

境中，自然形成了重教化、輕刑

罰的思維方式。（未完待續）

做法。」

聞過必改

需要言論自由的不僅是民

眾，廢除了「誹謗罪」，開放言

論自由，孝文帝和漢朝廷因此

得到的好處更多。劉恆糾正了

被錯判的將軍魏尚一案，就是

一個明證。

邊境雲中郡 ( 今內蒙古托克

托東北 ) 的太守魏尚，是一員良

將，他治軍嚴明，愛惜士兵。

但是有一次，魏尚在戰報中寫

的殺敵人數比實際人數多了六

個，朝廷因此認為魏尚有虛報

戰功之嫌，把他撤職查辦。

有一天，劉恆和中郎署長

( 總統府衛隊長 ) 馮唐聊天，

得知馮隊長的祖父是趙國人，

因為劉恆以前的封地代國和趙

國很近，兩人便談的越來越投

機，自然的就談到了趙國名將

廉頗和李牧。劉恆感慨的直拍

（四）

律處罰他們，這是加害民眾的暴

行。怎能阻止犯罪呢？我沒看出

這麼做有甚麼好處，你們還是好

好討論一下吧。」

在劉恆的一再堅持下，立法

部門的官員們終於討論，並最終

廢除了「連坐法」，從此，讓天

下多少人免受無妄之災，可謂功

德一件。

開放言路

按劉恆的行為來看，如果他

不作皇帝，可能會成為一名優秀

的法律專家。「連坐法」的問題

解決了，劉恆又想起了「進善之

旌」和「誹謗之木」。

這事兒年代可是夠久遠

了，這是五帝時代堯、舜的發

明創造，也是本次人類文明史

上，最早的政府監督機制。他

們以天子的身份，在交通要道

的路口插上旗子，通告天下，

讓民眾指出天子的過錯，這就

是「進善之旌」，路口還要立

上一塊高高大大的木頭，木頭

上釘有一塊橫板，專供百姓在

上面書寫對國家政事缺失的意

見，這就是「誹謗之木」，這

塊木頭後來升級了，作用也變

了，就是天安門前那一對「華

表」。三皇五帝時代結束後，

中原進入了夏、商、週三代的

封建社會，可是讓百姓監督的

傳統卻延續了下來，商湯時代

設「司過之士」，周武王設「戒

慎之鞀」，都是用來監督天子行

為的。

從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三

代封建社會，「誹謗」二字，一

直是褒義詞，意指民眾對於國家

政事的自由議論。

可是，到了秦代，「誹謗」

成了一種罪名，有議論朝廷過失

的，都成了罪犯，尤其秦二世胡

亥，因為自己篡位心虛，更是嚴

密監控輿論，人人道路以目，結

果很快引起革命，政權垮臺。但

這項「誹謗罪」也留到了漢初。

劉恆拿「進善之旌」和「誹

謗之木」為歷史依據，要求相關

部門廢除所謂的「誹謗罪」，讓

百姓有抨擊皇帝過錯的言論自

由。他說：「古之治天下，朝有

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

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

之罪，……朕甚不取。」(《史

記 ‧ 孝文本紀》)——「古代的

「進善之旌」和「誹謗之木」都

是用來收集意見，改善國家治理

的。現在這條「誹謗罪」讓人不

敢發表意見，皇帝就沒機會聽到

自己的過失。百姓有抨擊皇帝

的，官員就認為這是大逆不道，

很多人因此獲罪。我很反對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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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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Qi was a well-known 
military strategist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ut he 
never met a virtuous master who 
appreciated him. On one occa-
sion, Wu heard that Wei Wenhou 
was virtuous, so he went to visit 
him to ask him to take him on as a 
military leader.

 Wei hesitated over whether to put 
Wu into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asked the minister Li K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Wu Qi?”

 Li said: “I heard that Wu is greedy 
for power and has a low character, 
but he is outstanding in leading 
troops to battle!”

 “If so, let him be a general and 

lead an army, and let’s see how 
capable he is!” Wei made up his 
mind to trust and value Wu.

 After becoming a general, Wu 
faithfully trained soldiers for Wei 
State and stayed with the soldiers 
day and night. The food he ate and 
the clothes he wore were the same 
as those of soldiers. Wu did not 
lay on a mat when he was sleep-
ing, he did not ride a horse when 
he was marching, and he did not 
let the soldiers carry the military 
food for his meals when he was 
fighting. He shared hardships and 
woe with the soldiers and every-
one loved him very much.

 One time, a soldier had a carbun-
cle on his back, bleeding with pus 
which was very painful. To cure 
the soldier’s illness, Wu sucked 
the bloody discharge from the 
wound with his mouth for the sol-
dier. All the soldiers seeing this 
were moved to tears.

 As Wu managed the army well 
and had outstanding commanding 
abilities, he won several battles 
in succession. Wei was glad that 
he had put the right person in the 
right job, and let Wu guard the 
Xihe County, where is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Beiluohe River, to pro-
tect the area against the army of 
Qin and Han.

 After Wei Wenhou died, Wei Wu-
hou took the throne, and the new 
leader appreciated Wu very much.

 Once, Wei Wuhou conducted site 
inspection in Xihe by boat, and 
when the boat reached the mid-
stream, he suddenly exclaimed: 
“Look, how magnificent are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we own! 
The firm mountains and rivers are 
really our country’s treasure!”

 Most of the officials on the same 
boat echoed, “Yes,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of Wei State are strate-
gically located, difficult to access, 
and they can really keep our coun-
try safe.”

 As Wu was straightforward and 
unwilling to flatter, he bluntly 
said: “The country’s safety does 
not depend on how dangerous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are and how 
easy it is to defend. It depends on 
virtue.

 In the past, the ancient country 
Sanmiao has the danger of Dong-

ting on the left and has the benefit 
of Pengli on the right. The terrain 
was easy to defend and difficult to 
attack. However, due to the roy-
al court’s officials being morally 
corrupt, Sanmio was eventually 
eliminated by Yu. 

 The Shang Dynasty had Meng-
men Pass on the left, Taihang 
Mountain on the right, Chang 
Mountain in the north, and a big 
river in the south. The terrain was 
really arduous. King Zhuo who 
was extravagant and corrupt, in-
dulged in wine and promiscuous 
behavior, and was finally wiped 
out by King Wu.

 So, the safety and prosperity of 
a country depend on morality, not 
on the geographical situation. If 
the monarch does not pay atten-
tion to virtue, even the people in 
our boat may become enemies!”

 “Yes, what you said is really 
good!” Wei Wuhou agreed em-
phatically with Wu’s unique opin-
ion.

 Since then, Wu’s reputation 
raised higher and higher, and he 
even had the prestige of becoming 
prime 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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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熱線

戰國時期，吳起是著名的

軍事家，但他總是遇不到賞識

自己的明主。有一次，吳起聽

人講魏文侯比較賢明，就到魏

國去投效。

魏文侯對是否重用吳起，

舉棋不定。就向大夫李克詢問：

「你覺得吳起這個人到底怎麼

樣？」

李克說：「我聽說，吳起這

個人貪官好名，人品低劣。可是

在用兵打仗方面，卻是出類拔

萃！」

「既然如此，就讓他當個將

軍，帶一支部隊。看看他到底有

多大能耐！」魏文侯下定決心重

用吳起。

吳起當了將軍後，忠心耿耿

地為魏國操練兵馬，整天和士卒

待在一起。他吃的飯菜、穿的衣

服，和士卒沒甚麼兩樣。吳起睡

覺時不鋪席子，行軍時不騎戰

馬，打仗時不讓士卒為自己背軍

糧。因為他與士卒同甘共苦，所

以大家都很愛戴他。

有一回，一名士卒背上生了

癰疽，流膿流血，感到非常痛

苦。吳起為了安撫軍心，竟然張

開嘴巴替他吮吸膿血。士卒們見

到將軍這樣愛惜士兵，感動得流

下了眼淚。

吳起治軍有方，又有傑出的

指揮才能，結果一連打了幾次勝

仗。魏文侯見發現果然沒有用錯

人，就讓他鎮守西河，防備秦國

和韓國的軍隊。

魏文侯死後，魏武侯即位，

他仍然很賞識吳起。

一次，魏武侯乘船在西河進

行調查，船行到中流，他突然高

興地說道：「你們來看，我們的

山河，何等壯美！山河的牢固，

真是我們魏國的珍寶呀！」

同船的官員們，大多應聲

附和說：「對呀，魏國山河險

要、堅固，真能使我國太平無事

呀……」

吳起是個直性子，不願意阿

諛奉承。他說：「國家的牢固，

不在於山河多麼險峻，多麼易於

把守。而是在於德行。以前三苗

（一古國名），左有洞庭之險，

右有彭蠡之利，地形可謂易守難

攻；可是由於朝廷在道德上不

好，最終仍然被禹滅亡了。商朝

左有孟門關險，右有太行山峰，

北有常山，南有大河，真稱得上

固若金湯；但是紂王奢侈腐化，

酒池肉林，結果終於被武王滅

掉。」

「這樣來看，一個國家的安

全、昌盛，是在於德政，而不

在於地理形勢。如果國君在德

行方面不注重，就連我們這個

小船上的人，也許都會成為敵

人呢！」

「對， 你 說 得 真 是 太 好

啦！」魏武侯對吳起的獨特見

解，表現出由衷地贊同。

從此以後，吳起的聲望越來

越高，甚至有升任宰相的希望。

◎文：白雲飛

Wu Qi Stated That 
the Prosperity of a Country Lies in Its Morality

吳起直言
太平盛世在于德

「孝」在中國古代是很重要

的道德觀念。「孝」是個象形

字：兒子（下面的「子」）背

著老人，寓意孩子侍奉老人為

「孝」。下文的故事展示了在中

國傳統文化中，兒子對父母的孝

順能達到甚麼境界。

Filial pie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live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he tradi-
tional Chinese character xiao "孝"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character 
for an elder person being car-
ried by the son (Zi) becoming 孝 
and illustrates the concept of the 
younger ones helping their elders. 
The following story illustrates just 
what lengths a filial son would go 
to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show respect and consideration 
for his aged parents.

 Zhao Xi was a feudal provincial 
governor of the Dunhuang area 
in the Han Dynasty. Eventual-
ly, he resigned and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because of his ill 
health. After arriving home, he 
encouraged his children to engage 
in farming and show good con-
duct toward his elderly mother.

 One night, a band of robbers 
came to his house. Zhao was 
worried that his mother would 
be frightened, so he took the ini-
tiative to go the door to meet the 
robbers. Also, he prepared a table 
of dishes to entertain the robbers.

 During the meal, Zhao said to 
them: “I have an elderly mother 
who is over 80 years old and not 
in good health. When you take 
things from us later, please leave a 
little food and a few clothes for my 
mother. As for the belongings of 
the rest of us,  you can take what-
ever you like, but for my mother, 
please do leave something for her. 
She raised me through hardships, 
so I have to try my best to make 
her life as comfortable as I can. I 
don’t need many things for my-
self. Will you please accept my 
humble request.”

 After listening to Zhao’s request, 
the robbers were deeply moved 
by his filial piety and noble char-
acter. They felt ashamed, thanked 
Zhao, and said: “It’s a shame for 
us to come to your house and take 
away things from an old lady. We 
have never seen such an official 
who treats his mother with such 
a devoted heart. You are a good 
person with high respect for your 
mother. We can’t rob anything 
from you. We will not do anything 
in this village.”

 The robbers left without having 
anything to eat. Zhao followed 
the robbers, hoping to give them 
some money instead as they had 
not robbed him, but he could not 
catch up with them.

A Band of Thieves 
Wa s  Mo v e d  b y 

Filial Piety

孝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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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人原是生活在的的喀喀

湖中的一個部落， 1243 年來到

現今庫斯科。從第一任首領曼

科 · 卡派克起，到 1532 年末代

首領阿塔瓦爾帕被西班牙征服者

皮薩羅殺害，印加國大約經歷了

3 個世紀，共傳 12 世、13 王。

古印加人的傳說中，他們是

「從天空中飛來的人」，是「太

陽之子」。所以，他們的君主

是神在俗世的繼承人。在印加

人的宇宙觀中，時空分為三層：

「烏 庫 · 帕 查」（Uku Pacha）
低層世界，位於地表內；「卡

伊 · 帕查」（Kay Pacha）人類

所居住的世界；「哈南 · 帕查」

（Hanan Pacha，）更高的世界，

位於人類世界之上，是太陽和月

亮居住的地方。

1911 年，考古學家在祕魯

的庫斯科腹地、烏魯班巴河流域

發現了古印加文明的馬丘比丘遺

蹟，也讓一段被遺忘的古文明重

見天日。

馬丘比丘遺址是在海拔

3800 米的山頂上挖掘出來的，

這裡原有大約 400 間石造的住

房，還有不少石頭建成的宮殿與

神廟，那些用來建神廟祭壇的巨

石大約有百噸重。另外，印加人

還在山頂壘起了總重達數百噸的

巨石，作太陽的日晷。

除此以外，還有模仿著庫斯

科的太陽神殿而建造的各種圓形

塔。這些圓形塔是在巨大的岩石

上建起來的，看上去渾然一體，

整體上就像一個建築物似的。

這些石頭建築的技術非常神

奇，都是用自然界的岩石切割堆

積而成，但卻不是常見的四方

形，而是形狀複雜的多面體。且

這些多面體岩石都不是統一的形

狀。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由這

些複雜多面體堆砌起來的建築，

不用水泥或砂漿之類的黏合材

料，石頭跟石頭之間竟然嚴絲合

縫，連刀片都插不進去。

傳說古代的印加建築師有一

種神秘液體，可以使岩石變得像

橡膠那樣柔軟，輕鬆將成噸的岩

石切開，然後再將其像搭積木那

樣將建築物搭起來。所以，印加

人也被稱為「石頭魔術師」。不

過這種液體到底是甚麼，到現在

也只能是個謎。

印加文明不但有著精絕的石

頭建築技巧，根據考古發掘，當

時印加帝國還有青銅器皿和刀、

鐮、斧等勞動工具，其冶煉鑄造

技術也相當精巧。印加人也有發

達的農業灌溉系統，綿延的驛

印加文明，與瑪雅文明、

阿茲特克文明並稱為「印

第安三大古老文明」，是

在南美洲西部、中安第斯

山區發展起來的著名印第

安古代文明。有著許多令

今人無法解釋的神秘。

◎ 文：青蓮

  
印加文明中的未解之謎   

道，成熟的造酒工藝等。

考古學家認為，印加人的醫

學、織布和染色技巧也非常發

達。他們的外科手術特別是穿顱

術以及麻醉術，在當時都居於世

界先進行列。

在天文、曆法和數學領域

內，印加人也已經達到了相當高

的水準。印加人測得地球運行週

期是 365 天零 6 小時，並據此

制定了太陽曆。與中華文明相似

的是，印加人的曆法也有陰曆，

是根據對月亮的觀測結果制定的

354 天。印加人的數學採用 10
進位制。

印加人用結繩記事的方式記

錄和採集信息，克丘亞語稱「奇

普」，即在一條主繩上結上許多

小繩，用結節表明數字，用不同

的顏色和長度表明不同的類別。

有研究認為，印加文明與中

國華夏古文明有共同的源頭。在

華夏文明中，有「結繩記事」的

傳說。印第安人把 「結繩記事」

這個方法延續了下來。

「奇普」是不是一種書面

檔，科學界一直頗有爭議。直到

哈佛大學的考古學家格里 · 烏爾

頓及其同事、數學家兼編織專家

凱利．布熱利，通過電腦對這些

繩索的各種元素進行長期的分析

和研究，結果發現了「奇普」代

表的數位記錄方式，並成功破譯

了第一個印加文字——印加的宮

殿所在地：普魯楚柯城。

科學家們認為，「奇普」很

可能是比記數形式更加複雜的書

寫形式，以繩索為介質的三維空

間書寫方式，它跟我們今天的電

腦語言原理相似。

◎ 文：藍月

相信很多人都曾經歷暈車

的痛苦。據統計，中國是世界

上暈車發生率最高的國家之

一，80% 的人都曾經歷過不

同程度的暈車反應。

法國雪鐵龍公司為了讓

用戶旅途中不會因為暈車影

響好心情，研發了一款可以

防暈車的眼鏡，名字叫做

Seetroën。只要在暈車初發時

佩戴 10 分鐘左右，即可消除

暈車症狀，享受一段舒適的旅

程。

這是一個非常巧妙的設

備，正面和左右兩側共有四個

圓形鏡框，每個圓框中裝有高

度為鏡框一半的藍色液體，這

些藍色液體的作用是在交通工

具出現搖晃或傾斜時，讓使用

者始終能在視線範圍內看到正

確的水準線，以此來修正視覺

的感知，不管是暈車、 暈船，

還是暈飛機都適用。

Seetroën glasses 無 鏡

片，而且就算戴著眼鏡也可以

使用。雖然該眼鏡的有效率

達到 95%，但它不能和暈車

藥同時使用，十歲以下兒童

也不能使用，因為 Seetroën 
glasses 的治療原理需基於人

體內耳發育完全才能實現。

神奇「暈車眼鏡」

九個太陽棲息在下面的樹

枝，一個太陽棲息在上面的樹枝。

每天會有一個太陽乘著金烏神鳥

從人間值班回來，另一個太陽便

會在這時乘著金烏神鳥，去人間

值班，這樣十個太陽每天輪流值

班。天帝另一個妻子常羲生了

十二個月亮，也正在給月亮洗澡。

世界著名的四川省三星堆遺

址中，曾出土了青銅神樹和太

陽神鳥，轟動一時，印證《山海

經》中的記載。

我們人類的三維時空之中，

我們地球上，太陽是能量的來

源，使地上萬物生長、風水循

環，是我們太陽系的能量中心。

十個太陽就是指十天干，在天，

是從高層時空連接到太陽系，連

接到人類時空的十根脈絡，為人

類時空提供高層能量來源，驅動

人類時空運轉。

十天干（高層時空脈絡），

輪番值守，與十二地支（人類

時空脈絡）像齒輪一樣咬合，

進行連接循環，為人類時空輸入

能量。這就是十個太陽輪流到人

間值班的內涵。

那扶桑神樹是甚麼？在高維

度時空中看，脈絡形象就是樹

形。扶桑樹的根紮在高層時空之

中，十根枝幹連向人類時空，與

人類時空的十二大脈絡（十二

地支）對應連接，進行天地大

周天循環，為人類時空輸入能

量，維繫著人類時空的運轉。

羲和是更高層時空之神，類

似於大地之母，所以十天干是她

所生，從高層時空中，連接對應

到太陽系，以及人類時空。這是

扶桑神樹的和太陽神鳥的面目。

那常羲生十二月是甚麼呢？

常羲類似於人類時空的大地之

母，十二月是十二地支，就是人

類時空的十二大主脈。為甚麼把

它稱為月呢？

因為月亮與地球的十二大脈

（十二地支）運行是對應的，它

守護著大地之門，同步環繞大

地、守護著大地的周天運轉。

前面說過，地球是有生命

的，是一個生命體，有神靈在主

宰著，也就是人類說的地母，或

稱為后土。

中華文化中一個核心概念

叫「天人合一」，認為人體與自

然宇宙是對應相合的。人體是

微型的自然、宇宙，自然宇宙

是宏觀的人體。因為人體是神

仿照神的身體造的，與神體是

對應的，高層神靈與自然、宇

宙是合為一體的。

地球與人體是對應的。人體

有血循環、氣循環、營養循環、

脈絡循環等生命機制；地球也有

水循環、氣循環、生物鏈循環、

龍脈循環等生命機制。人體有體

溫，有骨、肉、髓；大地也有地

溫，有土、石、岩漿。人體有血

管、脈絡；大地也有水脈、龍

脈。人體有靈在主宰，我們稱為

靈魂，以及三魂七魄；大地也有

神靈主宰，稱為地母（后土），

以及河洛、山川之神等等。為甚

麼古人把祭禮看得這麼重？尤其

是祭祀天地、山川河洛，一般都

得由帝王親自帶領祭祀，因為那

是直接通神的。

地球是有生命的，它對人來

說，是巨大的生命體，只是它的

生命跡象在人類這個低層時空之

中不大表現出來，人類認識不

到。宇宙也是一個巨大的生命

體，高層的神靈與自然、宇宙是

合一的，正與人的靈魂與人體合

一是一樣的。

這裡再順便談談脈絡。

人體有動脈血管、靜脈血

管、淋巴系統、神經系統等，這

是人能看得到、摸得著的，存在

於人的肉體之中。但人體還存在

著脈絡，這是人看不見，也摸不

著的，因為脈絡不存在於人類這

個低層的時空之中，它處於更高

層的時空。

人類身體是分很多層的，是

高維度的，不止三維的存在。因

為人體是神依照神體造的，是與

神體相連接的，是高維度的。這

就是為甚麼人可以修煉成神，可

以成為高層生命，可以跨越時

空、跳出人類時空的原因。

不光人類時空中存在著人的

肉體，這只是人體的一小部分，

在相對更高層的時空之中也都存

在著人體，像中醫中說的五臟六

神話密碼解譯‧扶桑神樹 上
腑、脈絡等，就是存在於更高時

空之中的高維度人體部分。但另

外維度的人體與我們這個時空中

的肉體是一體的，是同時存在、

不可分割的一體，只是那部分在

高維度之中，我們觸及不到，也

理解不了。但是，位於其他維度

的人體是休眠的。目前人類所開

啟的只是位於人類三維時空中的

表層肉體這部分，也就是說，人

類被鎖進了最表層的低維度肉體

部分之中。

人類有神秘的第三隻眼，或

稱為天眼、天目等。修煉中講開

天目，天目開後，能看到人類所

看不到的東西，能看到更高維度

的時空，或能透視等等。從另一

方面來看，就是開啟了人體位於

高維度身體的眼睛，喚醒它、啟

用它。

為甚麼三星堆的太陽神樹造

得這麼逼真？為甚麼中醫能把人

體的脈絡、穴位等高維度結構解

說得如此詳細、準確？這不是古

人想像的，是古人開啟了第三隻

眼睛 —— 天目，用天目直接看

到的，就像我們現在用肉眼看到

的東西一樣真切。在修煉人眼

中，這個世界和宇宙是另一番景

象，奇妙無比，層次越高的，看

到的越玄妙，妙不可言，而凡人

是理解不了的。凡人就像是被困

死在井底的青蛙，永遠只能看到

巴掌大的天空，而且認為這就是

整個宇宙和世界，井口之外的都

不相信，也接觸不到。（待續）

◎ 文：李道真

ADOBE STOCK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扶桑樹與太陽神鳥，記載於《山海經》。
說天帝的妻子羲和生了十個太陽，正在甘淵給
太陽洗澡。有湯谷這個地方，湯谷上長著一棵
巨大的神樹，名叫扶桑，是太陽洗澡的地方。

SIYUWJ/WIKI/CC BY-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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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佚名

2019 年一件中國瓷器最近

英國拍賣市場高價落槌：一個清

代乾隆年間的茶壺，雖然壺蓋有

破損，卻在 10 分鐘內賣出 104
萬英鎊的高價。

這 個 茶 壺， 高 13 厘 米。

英 國 多 切 斯 特（Dorchester）
的 杜 克 拍 賣 行（Duke's 
Auctioneers） 最 初 的 估 價 是

1000 至 2000 英鎊。出人意料

的是，最後賣價超出估價 1000
倍。

茶壺屬於多切斯特的一個普

通人家，它的「重出江湖」也屬

機緣巧合：賣主把鑒寶專家請到

家中，原本是要給其他幾件古玩

估價，順便請鑒寶專家看了一眼

這個茶壺，結果專家發現了茶壺

底部的乾隆年制印記。

近年來的中國古董拍賣價格

不斷創下高紀錄。下面就來看看

近年來在拍賣市場上出現的十件

高價古瓷器：

1）2003 年 9 月由紐約朵

爾（Doyle）拍賣行拍賣的元代

青花朝聖龍紋扁壺，成交價為

583.15 萬美元。

2）2005 年 07 月 13 日，

倫敦佳士得拍賣行以 1568 萬英

鎊的價格拍賣了一件元代青花鬼

谷子下山大罐，當年創下中國瓷

器和中國工藝品全球最高價紀

錄。

3）2005 年 10 月 23 日，

在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上，一件清

乾隆御製琺琅彩「古月軒」題詩

花石錦雞圖雙耳瓶以約 1.15 億

港元成交。

4）2006 年 11 月 28 日，

香港佳士得拍賣的清乾隆御製琺

琅彩杏林春燕圖碗以 1.513 億港

元成交。

5）2010 年 10 月 08 日，

清乾隆淺黃地洋彩錦上添花「萬

壽連延」長頸葫蘆瓶以 2.5266
億港元在香港拍賣。

6）2010 年 11 月 11 日 在

倫敦西北 Bainbridges 拍賣行以

4300 萬英鎊拍賣了清朝乾隆粉

彩鏤空「吉慶有餘」轉心瓶。

7）2011 年 7 月 11 日，在

中國江蘇萬達拍賣會上，明宣德

青花海水白龍紋扁瓶拍出 2.24
億元人民幣。

8）2012 年 4 月 2 日， 北

宋汝窯天青釉葵花洗在香港拍賣

出 2.0786 億港元，創造宋代瓷

器新的世界拍賣紀錄。

9）2014 年 4 月 8 日， 中

國明代成化年間一隻斗彩瓷器

雞缸杯在香港蘇富比拍賣行以

3600 萬美元成交。

10）2017 年 10 月， 有

900 多年歷史的宋朝汝窯天青釉

洗，在香港拍賣出了 3800 萬美

元的高價。

（本文圖片來源：網絡）盤點十件天價古瓷器

元代青花朝聖龍紋扁壺

最初估價1000英鎊而卻拍賣出百萬

英鎊的一個清代乾隆年間的茶壺。

項元汴有自己的一套很特

別的收藏方法，正因為如此，

有後來人評價，項元汴根本上

是一個商人。

其一是，熱愛蓋章。項

元汴經常用的印鑑有「項元汴

印」、「子京」、「墨林」、「天

籟閣」等等，大概有 110 方。

其二是，喜歡記帳。項元

汴往往在藏品的題款中，把購

買的價格也寫上去，就跟帳本

一樣。比如：他藏的最貴的是

王羲之的〈瞻近帖卷〉，二千

金；其次是懷素〈自敘帖〉，

值千金；趙孟頫〈書道德經卷〉

「其值七十金」⋯⋯當時的一金

等於一兩銀子，一兩銀子大概

可以買兩石大米，高級府邸大

概要 400 金。世人評價項元汴

有些吝嗇，但在收藏上，他卻

常常一擲千金，是真的千金！

其三，獨家編號。項元汴

將自己收藏的所有作品做了一

個編號，編號是按〈千字文〉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來

的，比如：韓滉〈五牛圖〉的編

號是「此」字；王蒙〈稚川移居

圖〉對應的是「聖」字。

項元汴曾經收集到一架據

說是魏晉時期的孫登的古琴，

琴上刻著「天籟」兩個字，所

以就將自己的藏書樓叫做「天

籟閣」，天籟樓裡除了藏書，

就是他收集到的各種古董。

那麼「天籟閣」裡有多少

奇珍異寶呢？我們從何良俊寫

的《四友齋叢說》裡可以略知

一二。

據載，何良俊在項元汴的

帶領下，走向天籟閣。堂前

是松石梅蘭，似有暗香來。入

書房，登上墨華閣，轉過四座

大理石屏風，最後進入一個密

室。這裡，何良俊看到了一個

「時光隧道」。這裡陳列著商

周的彝鼎、漢代的玉器、唐宋

的巨跡、宋元的名畫、永樂朝

的漆器、宣德朝的香爐，還有

數之不盡的大小瓷器、古籍、

古硯、佛像與各類珍玩，好像

整個世界的寶物都擠到了這小

小的閣樓中。

然而，當時的何良俊不知

道，他所看到還遠遠只是閣樓

裡的冰山一角。這裡還有在後

世能讓無數藝術史學家為之讚

歎的米芾的畫作、宋徽宗的工

筆，以及王羲之的書帖。

這就是天籟閣，讓後世為

之讚歎，並且無限惋惜的天籟

閣。

項元汴的收藏有多少？以

其最著名的書畫收藏為例，

民國年間，歷史學家陳寅恪的

弟子翁同文根據千字編號，推

測出了項元汴的書畫的收藏總

量——2190 件。這個數字代表

了甚麼？對比一下匯聚了數百

年積累，以及舉國之力做收藏

的故宮博物院，或許就比較直

觀。根據《故宮書畫錄》，故宮

博物院的書畫收藏為 4600 餘

件，項元汴個人的收藏，就將

近故宮的一半，更不用提其收

藏質量之高。

他的收藏質量有多高呢？

他一生收藏過王羲之、孫過

庭、褚遂良、懷素、歐陽詢、

顏真卿、蘇軾、黃庭堅、米

芾、趙孟頫等書法名帖；顧愷

之、王維、韓滉、巨然、李公

麟、馬遠、梁楷、宋徽宗、趙

孟堅、趙孟頫、王蒙、吳鎮、

倪贊、黃公望、文徵明、仇

英、沈周等繪畫精品。

顧愷之的〈洛神賦圖〉、王

羲之的〈瞻近帖卷〉、〈行楷書

千字文〉、仇英的〈漢宮春曉

圖〉、米芾的〈清和帖〉、趙孟

頫的〈鵲華秋色圖〉等，都曾經

置於天籟閣。

宋代，在藝術上是一個無

比璀璨的時代，項元汴天籟閣中

的宋代書畫是他收藏的重要一

環，那裡閃耀著——李成、范

寬、米芾、馬遠、宋徽宗、李迪

⋯⋯——頂尖書畫家的光輝。

他的天籟閣，是所有當時

的文人、後世的藝術史學家和

收藏家夢寐以求的天堂。

在項元汴的天籟閣中，除

了震驚世人的書畫，還有同樣

豐富的青銅器、瓷器，甚至樂

器等藏品。如此豐富的收藏，

也難敵後世的變故。

西元 1590 年，項元汴去

世，部分藏品流出天籟閣，被

董其昌等遞藏。 50 年後，清軍

南下，天籟閣毀於戰火，項家

人流落各地，藏品被千夫長汪

六水洗劫，人去樓空，斯文不

再。再後來，項元汴最大的仰

慕者乾隆皇帝專訪天籟閣，收

藏了項元汴的大部分藏品。最

後，又經一些變故，部分珍品

流出國外，有些進入故宮。

對項元汴，歷來是有褒有

貶的。最有名的應數乾隆帝

了。乾隆六下江南，都到過嘉

興，八遊南湖，專訪天籟閣舊

址，提了幾十首詩。之後，又

下旨在承德避暑山莊新建了

一座「天籟書屋」，並且又寫

了七首詩。此前藏在天籟閣，

後藏在宮廷的米芾、吳鎮、徐

賁、唐寅的畫卷各選了一幅，

送到天籟書屋。

乾隆最後一次南下嘉興，

寫的〈天籟閣〉是這樣的：

攜李文人數子京，閣收遺

跡欲充楹。

雲煙散似飄天籟，明史憐

他獨掛名。

當然，貶低項元汴的人也

不少，大多是看不得他的商人

行徑，又是彈幕，又是帳簿，

在文物的亂塗亂畫⋯⋯大概也

是這層原因。

項元汴可以說是古往今來

民間收藏裡的第一人，存世的

古畫精品，當年大多都曾經過

他之手。一座天籟閣，撐起了

書畫的半壁江山。

作為這些藏品的主人，項

元汴花費巨資所贖買的，乃

是逝去的時間、逝去的榮光。

當項元汴在滿眼古物的天籟閣

踱步時，他一定是這樣想的，

由於他連接著宋元、隋唐、魏

晉，乃至更早時候的文化英

雄，連帶自己也加入到文化菁

英的行列中去了，在「功利主

義者」的眼光看來，這或許正

是藝術戰勝世俗的一個明證。

項元汴（1525 ～ 1590），
字子京，號墨林，是明代著名

收藏家、鑑賞家。項元汴被譽

為明清以來八大鑒賞家之首，

他的書畫收藏總量大概是故宮

博物院的一半，而且世界上諸

多博物館的中國書畫類的鎮館

之寶也來自於他，可說是一個

傳奇人物。

項元汴的父親項銓年輕

時，靠經營典當業完成了原始

積累，然後置地買屋，收取地

租。項銓在日後有更多的財富

增長，除了經商頭腦外，或許

更得益於他的品格——項銓當

年買下一處房屋，幾十年後翻

修時，從壁肚裡發現了一大筆

金子，項銓找到舊宅主人的後

代，把這筆錢如數還給了他們。

項銓逝後，家產以一作

三，分給了他的三個兒子。二

哥醉心於文藝事業，天天賦詩

作畫；兄長（項元汴比長兄小

25 歲）踏入仕途，無心金錢。

所以，項家的大部分家產都給

了最小的兒子項元汴。

項元汴從 16 歲開始收藏，

到 30 歲左右，是他的第一個

收藏高峰，那時大部分元代佳

作已入他的藏書樓——天籟

閣。 50 歲左右時，晉、唐及兩

宋精品也都被收入到項元汴手

中。顧愷之〈女史箴圖〉卷（唐

摹）、韓幹〈照夜白圖〉長卷、

韓滉〈五牛圖〉、李唐〈采薇

圖〉、趙孟頫〈鵲華秋色圖〉、

王羲之〈蘭亭序〉、懷素〈苦筍

帖〉⋯⋯任何一件作品都是無

價之寶。收藏這些閃耀古今的

精品，必然需要雄厚的財力支

撐，但完成如此浩瀚的收藏，

僅靠財力還遠遠不夠。那他如

何在 30 歲左右時，完成了初步

的收藏體系建立呢？這得益於

他與同時代書畫大家的交往。

文徵明就是其中之一。當

時，文徵明不僅是當紅畫家、

吳門畫派的盟主，而且在江南

一帶的書畫鑑藏中也是泰山人

物。文徵明長壽（近 90 歲時去

逝），所以雖然比項元汴大 55
歲，兩人還是有幸有很多交往。

因項元汴而提升了自己藝

術成就的也大有人在，明代四

家之一的仇英便是其中之一。

仇英早年只是工匠出身的畫

工，靠作畫餬口，但是他的模

仿能力極強。項元汴把他請到

家裡來臨摹古畫，一待十幾

年，終於摹成了一代大家。董

其昌年輕時，也多次拜訪過項

元汴，在短時期內閱遍了天籟

閣歷代的精品，終從晉、唐人

的真跡中尋找靈感。

【看中國綜合報導】

民國年間，據《故宮書畫

錄》統計，故宮博物院的

書畫收藏一共也就4600

餘件。而這裡近半數的

字畫上都有一個人的印

記，歷史學家陳寅恪的

弟子翁同文最終復原了

一份藏品目錄，推算出這

個人的書畫藏品總數為

2190餘件。此人便是明

代大收藏家項元汴。

王羲之的〈瞻近帖卷〉（公有領域）

曾屬項元汴

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公有領域）故宮一半書畫藏品名
人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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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溪姑娘終日不停的奔流

著，她用那辛勤的汗水滋潤著溪

畔的花草樹木和大地，蔥鬱的美

景直引得鳳鳴鶴舞，百花爭奇。

又有那牛兒、羊兒悠閒的吃著青

草，牧童吹起悠揚的笛聲，好一

派大自然的繁榮景象。閒暇時，

小溪姑娘會飛到空中與遊龍嬉

戲，與眾精靈們玩耍，真是逍遙

樂自在。就這樣，億萬年的光陰

倏忽過去了。

這一天，溪水姑娘沒像往常

一樣奔忙，她緩緩出水，坐在溪

邊一塊褐色的大石上，雙手掩面

傷心的嗚咽著，嗚、嗚……她的

哭聲悲涼而空洞，有如風吹空竹

發出的聲音。

溪畔的玉女峰俯視著小溪，

不由發出低沉的嘆息；草木精靈

聞之，也黯然無語；鳥兒聞之，

亦止住了啼鳴。

羊兒跑了過來，問小溪：

「為何如此傷心？」小溪姑娘搖

頭不回答。

牛兒走過這裡，問小溪：

「遇到甚麼煩難事？」小溪嗚咽

仍不語。

天上的雲朵飄過來聲聲

喚：「小溪姑娘快上來，與我玩

耍！」小溪姑娘大放悲聲不答

話。

風兒聞聲飛過來，輕拂小溪

長長的秀髮，柔聲細問：「溪水

姑娘，你為何如此悲傷？是媽媽

不愛你了嗎？是姐妹不疼你了

嗎？是爸爸對你太嚴厲了嗎？」

小溪仍是嗚咽：「不是的，

嗚、嗚……」

風兒輕聲道：「那你因何哭

泣呢？我要怎樣才能幫到你？」

小溪慢慢仰起掛滿淚水的

臉：「風兒阿姨啊！請您看看我

的臉，再看我的髮，還有我的肌

膚和衣衫！」

和風吹起小溪的袖衫，布滿

瘡痍的手臂令風兒為之心顫。風

兒阿姨驚呼道：「小溪姑娘！你

生病了嗎？難道爸媽虐待你，

姐妹不和睦？還是遊龍欺負了

你？幾日不見，怎麼變成這般模

樣？」

「不是，不是，都不是！」

「那你秀麗的臉龐為何如此

的憔悴？往日靚麗的肌膚為何布

滿瘡痍？柔美的秀髮為何暗淡無

光？而這襲凌波羽衣怎也襤褸不

堪？」

小溪飲泣道：「只因這裡來

了一條惡龍，操控一群無腦人戰

天鬥地，移山填海，還要山河改

道，攔河築壩，我們的家族正在

遭受前所未有的災難啊！更有那

可怕的是……」小溪姑娘的手指

向汙濁的水，「風兒阿姨啊！請

您看看我的身體裡，終日流淌著

的這些泛著黑色泡沫的汙水，這

些有毒的汙水時時刻刻都在侵蝕

著我的肌膚，汙水流經之地，就

會變成滿目瘡痍，昔日蔥鬱的繁

榮景象，早已一去不復返了。

有誰不知水是生命的根本

哪！人怎麼能如此不知道珍惜

呢？其實，我們就像人體中的毛

細血管一樣，流經之處都是在滋

潤萬物，恩澤眾生，給世界帶來

生機。人們不知感恩，卻以怨報

德，殘忍的往我的軀體上傾倒垃

圾、排泄汙水，還要攔腰截斷我

們，嗚、嗚……

那一天，我與那條惡龍不期

而遇，我告誡牠：『你這樣做，

會毀掉地球！你與天地為敵，最

終將自取其辱，快快住手吧！』

不料惡龍惡狠狠的說：『我就是

為毀滅地球而來。我要先掐住你

的家族——長江這條主動脈，讓

你的主人中風癱瘓，受盡萬般折

磨後而死去。哈哈哈……』

好可怕啊！如今我們家族已

經穴道阻塞，循環不暢，淨化和

還原功能都出現了障礙，已無力

承擔起我們的重責。如今，我們

無論怎樣努力，都不能再使我們

的地球達到過去的純淨程度了！

我們家族身體裡的各種汙染指

數，不僅高得嚇人，而且濁臭熏

天，每日都會聽到主人日漸沉重

的喘息聲。風兒阿姨，我好害怕

啊！嗚、嗚……」

小溪姑娘繼續哭訴道：「我

的媽媽、爸爸——地球主人的這

兩條主動脈，正在經歷著空前的

浩劫。三峽哥哥更遭受曠古未聞

的災難，惡龍強行移植他的軀

體，之後的排異現象令他痛苦難

捱。媽媽的軀幹也被弄成地上

「懸河」，致使軀體粥樣硬化。

自從惡龍附體到主人身上，我們

的家族就在一天一天的消亡。如

今我已飛不上天，無法徜徉在金

色的和風中與小雲朵、小雨絲仙

子們嬉笑玩耍，不僅難以拜見爸

爸和媽媽，也難以與哥哥、姐妹

們相聚歡唱。我不止一次向蒼天

吶喊：上蒼啊！快來救救我們

吧！救救我的爸爸、媽媽，救救

我的主人！除掉這個惡龍，還眾

生靈一個清新的世界吧！」

風兒阿姨悄聲道：「每當夜

幕降臨，我用寬大的袍袖輕拂著

人們的臉面，與人們愉悅相伴

之時，常聽到人們的竊竊私語：

『主佛已降臨人世！』來，我帶

你去求他的弟子吧！」

風兒用寬敞的袖袍罩住小溪

姑娘，飛越山澗、田野、高山、

峻嶺，來到了一個湖光水色、景

色宜人的地方，綠茵茵的草地上

見到了幾位寧靜祥和的主佛的 
弟子！

風兒阿姨和溪水姑娘悠然而

下，吹起陣陣清風：「主佛的弟

子啊！請您告訴我們，怎樣才能

拯救眾生於危難中，怎樣才能除

去那條惡龍？」

主佛的弟子慈悲的答道：

「風兒啊！你的體態是那樣的輕

盈，你的腳步是那樣的匆匆；溪

流啊！你的聲音是那麼的悅耳清

脆，你的身姿是那樣的柔美嫻

靜。請你們走遍五湖四海，告

訴所有的山川、河流及萬物生

靈：生命需要真善忍！一切邪惡

的生命都將在我們的歌聲中解體

掉！」

風兒和溪水姑娘頓然感悟，

聯袂飛向空中，暢笑著飛向廣袤

的原野，向著高山河流高聲唱

道：「生命需要真善忍！」

青山點頭，森林歡笑，江河

湖海為之奔騰跳躍。歌聲所經之

處奇光迸射，異彩紛呈。邪魔盡

除，萬象更新，美妙的世界無與

倫比。

小溪姑娘已然是全新的生

命，她歡快的躍入溪中，奔騰

著、跳躍著、歡唱著，激起浪花

朵朵，彈奏出清脆悅耳的音符一

串串——叮叮呤呤、叮叮呤呤。

小溪姑娘一路挽起哥哥、姐姐的

手臂，擁入了黃河母親的懷抱。

文 |雲竹

兒子小學畢業時，學校發給

最後一個學期的成績單，上面除

了有各項科目的成績之外，還有

一段老師的評語。他的導師給他

的這段評語如下：「某某（兒子

的名字）是塊待琢的寶玉，有

資質但缺乏努力，在學習上不能

投機取巧，需要用心認真，才能

發出光華，再加油吧！」

我當下看到這段評語時，其

實很感動於老師的用心與期許。

尤其這第一句話「是塊待琢的寶

玉」更能顯示出老師的用心良

苦，以及望子（學生）成龍、

恨鐵不成鋼的心情。我跟兒子

說，光是因為這一句話，你就應

該好好努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表現出來，來回報老師對你的深

重期待。兒子聽不太懂，於是我

就跟他進一步解釋。

我問了兒子說他有沒有看過

寶玉？兒子回答說「有」。我再

問他說，那他有沒有看過還沒有

被開採前的玉石？兒子說沒有。

於是我跟他說玉石還沒被開採出

來前，其實是包裹在石頭之中，

外觀看起來就是一顆石頭。我舉

例說坊間常見一種開運的裝飾品

叫做水晶洞，通常都是兩邊一

對，就像把石頭從中剖開，露出

裡面的水晶結晶。兒子說他有印

象，我說水晶洞跟玉石的原理是

一樣的，就是外層的石頭包裹著

裡面的水晶或玉石，只有很有經

驗的人，才能看出裡面有水晶或

玉石，然後再想辦法彫琢或切

割，把石頭的外層去除後，就能

顯露出裡面的水晶或玉石。

剛好最近我要兒子開始讀

《古文觀止》，正好讀過「完璧歸

趙」的故事，於是我就跟他引申

說明。我說「完璧歸趙」裡面，

大家搶著要的那塊「和氏璧」，

除了是一塊很漂亮、號稱完美無

瑕的玉石之外，它的由來還有另

一個典故。於是，我就簡單講了

一下「和氏璧」由來的故事給兒

子聽，我說那個發現「和氏璧」

的人卞和即使被兩任君王砍斷雙

腳，還是堅持那塊石頭裡有著

絕世的寶玉，最後終於被彫琢出

來，成為稀世珍寶的「和氏璧」。

我跟兒子說，你的老師在成

績單上面的評語，根本可以不

用寫「是塊待琢的寶玉」這一句

話，就直接寫「有資質但缺乏努

力…」也就可以了，但是老師堅

持把這句話放在最前面，不就像

是卞和一樣，看出你真正是個人

才（寶玉），可是如果荒廢了自

己，不踏實學習、只會走捷徑做

表面，那就像是《禮記．學記》

或《三字經》中講的「玉不琢，

不成器」，也就永遠是塊石頭，

無法顯露出寶玉的內在。

我說老師跟你就是兩年的師

生之緣，這還是你畢業前的最後

一份成績單，這個老師以後也沒

有機會再繼續教導你，所以如果

不是對你抱持很大的信心與期

許，根本就不需要這樣寫的，但

是老師願意在最後一張成績單上

面的評語還如此的用心，你除了

要感謝老師的「知遇之恩」外，

也一定要自我要求、自我勉勵，

把自己內在的這塊寶玉開採出

來，以回報老師的這份心意。

兒子聽了認真的點點頭，我

從他眼中看到了堅定的眼神與意

願。我期待另一塊「和氏璧」可

以在未來發光發熱，以無愧自己

寶玉的資質與恩師的期許。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

在 Netflix 排行榜收視不俗，是

一部人氣非常旺的韓劇，故事描

述一位美麗的少女住在森林深

處，總是獨自一個人所以常感到

孤單又無聊，無意間，救了一個

墜入冰湖的少年，那天之後，那

少年成為她的玩伴，總是緊跟在

少女身後。某一天，少女跟少年

在山中玩耍，少女突然轉身，小

心拿著一隻鮮艷的蝴蝶，左右兩

手分別握著蝴蝶展開翅膀，雙手

用力一扯在少年面前將蝴蝶翅膀

扯掉，少年低頭望去，發現滿地

都是少女已扯落的蝴蝶翅膀，少

年驚嚇的跑走了。幾年後兩人再

次相遇，一位是具有反社會人格

的童書作家高文英，一位是在精

神病房當了十年護工的文鋼太，

是否會因為小時候的偶遇就注定

成為彼此情感的鏈結。

成長的過程中，父母若是常

常用語言威脅孩子，管教非常嚴

厲卻又缺乏時間督導，很少花時

間陪伴孩子，也沒有花心思觀察

孩子的行為舉止，親子之間的依

附情感薄弱，無形中養成孩子反

社會人格傾向。記得多年前，有

次和一票朋友到風光明媚的海邊

度假別墅過週末。就在大家換好

性感的泳裝，套好輕鬆的海灘

裝，嘻嘻哈哈前往海邊玩水的途

中，有人發現了一隻渾身濕淋淋

的落水狗，大家不約而同停下了

腳步，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該如

何幫忙這隻小狗狗。

沒想到，正當我們埋首在包

包裡想找點零食給小狗狗果腹

時，有個平日脾氣溫和的朋友，

竟然對著小狗邊跺腳邊大聲咆

哮，嚇得那隻小狗當場尿失禁，

渾身顫抖地撒了一地尿。更驚人

的是，這個平常說話輕聲細語的

朋友看到小狗驚嚇過度的反應，

竟足足興奮地笑了十分鐘。我永

遠忘不了他那張兩眼發亮的滿足

表情，至今想來都覺得不舒服。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脾氣好

的人就會對你好，在我認識的人

中，就有不少人是只對「外人」

好，而不對「自己人」好的，越

是跟他們關係親密的人就越倒

楣，他們會將所有「不敢對別人

發的脾氣」都發泄在親密愛人身

上。我看過很多人面對寵物吠叫

的時候，會採取各種不同的方法

管教寵物，最常見的是罵它、打

它、踢它；也有主人會給寵物帶

口罩，避免寵物傷人或吵到別

人；亦有人會試圖用電擊項圈來

控制寵物；甚至有主人會想要用

外科手術割除寵物的聲帶；還有

些主人會直接把寵物棄養。

有次到一個朋友家做客，一

進門就看到他們家的魚缸上站著

一隻楚楚可憐的小狗，它的四隻

腳剛好站在魚缸的四個角上。看

到這幅莫名其妙的畫面，我好

奇地問朋友：「你在幹什麼啊，

訓練它的膽量嗎？」朋友用有點

邪惡又有點幸災樂禍的口吻說：

「誰教它要犯錯，現在它正在接

受『處罰』。」看到他用這麼不

人道的方法處罰小狗，萬一哪天

不小心惹他生氣，真不知道他會

想出什麼刑罰來虐待別人。光是

想想，就讓人不寒而慄，還是趁

早跟對方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此外，不少會打動物的人

也可能會打老婆、打小孩。有

個朋友經常被老公打得青一

塊、紫一塊的，有次她跟我訴

苦的時候，無意間講了一個暴

力老公虐待動物的故事。故事

的大綱是：她老公曾經為了打

一隻狗，而把自己的小腿弄成

骨折。這個朋友非常懊惱地表

示，如果她早知道，會打動物

的人也會打老婆和小孩，她絕

不會選擇嫁給有暴力傾向的人。

千萬別小看虐待動物的

行 為， 在《DSM-5 精 神 疾 病

診斷準則手冊》中，只要滿

六歲以上，會以肢體攻擊或

傷害動物的人，有可能是間

歇 暴 怒 障 礙 症 (Intermittent 
ExplosiveDisorder)， 也 有 可

能是行為規範障礙 (Conduct 
Disorder)，不可不慎。

文 | 林萃芬

在那遙遠的美麗

古老的國度裡，有一

條蜿蜒流淌了億萬年

的小溪流。溪水中住

著一個美麗又善良

的小仙女──小溪姑

娘。

文 |張季民

童 話 樂 園 小溪的嗚咽

ADOBE STOCK

別養成孩子
「反社會人格」傾向

玉不琢，不成器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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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誠聘：
惠食街

【看 中 國 訊】對 於 資 深

車 迷 來 說， 古 德 伍 德 速 度

節（GoodWood Festival of 
Speed，簡稱 FoS）算不上陌

生，但對於大部分人而言，它顯

然沒有 F1 那樣名聲遠揚，今天

給大家介紹下這個歐洲規模最

大、參賽人數最多的汽車盛宴。

簡介

英國是一個汽車愛好者的國

度。位於英國南部沿海西薩塞克

斯郡的一個特色小鎮，有個地方

叫古德伍德，在那裡每年都會舉

辦一場汽車盛會——古德伍德速

度節。不過，由於要與 F1 和勒

芒 24 小時耐力賽避開檔期，每

年的舉辦時間並不固定，但大概

時間是在 6 月底到 7 月初，為期

三天。

在這場汽車盛會上，你可以

看到不同時代、不同領域的車：

從 19 世紀的蒸汽機車，到最新

的 F1 賽車；從拉力賽車到勒芒

戰車；從老爺車到公路超跑，一

切與輪子有關、追求速度的利器

都能夠在這裡見到。你知道的、

不知道的都會出現在這場饕餮盛

宴上，它可以堪稱是世界上最大

型的賽車節慶。

起源

古德伍德速度節源於一對

祖孫對賽車運動的癡迷。早

在 1936 年， 爺 爺 Frederick 
Gordon Lennox 公爵開始在自

己的封地古德伍德內舉辦賽車爬

山賽，並在 1948 年修建了古德

伍德賽道。古德伍德賽道是圍繞

飛機跑道修建的，由於這個只有

1.87 公里長的賽道擁有 91 米的

高度差和 4.9°的平均坡度，所

以為了安全起見，公爵創辦的賽

事在 1963 年被停辦了。 1993
年，公爵的孫子秉持繼承爺爺

的遺願和復興古德伍德莊園的意

圖，在莊園裡舉辦了第一屆古德

伍德賽車節。

主要看點

1、珍稀車型

與遍布全球各大車展不同的

是，每一屆古德伍德速度節都

會雲集不同年代、不同類型的

超級跑車，甚至還有限量版和老

古董，這些車型的吸睛力不容小

覷，在其他大型車展都不一定能

夠看到。對於真正的車迷來說，

古德伍德速度節可是能夠有幸觀

賞珍品的天堂。

2、短道爬坡賽

在古德伍德速度節上，各種

不同年代、不同類型的車在不同

賽道上的競速項目也是每年的一

大亮點，其中爬山賽向來是最大

看點。這條長度僅約為 1.87 公

里、高低落差約為 90 米的爬坡

賽的賽道建立於古德伍德莊園內

部。雖然跑道長度很短，但仍吸

引不少廠商來刷賽道記錄。

眾多參賽車手從古德伍德公

園南門出發，沿鄉間賽道，向北

部丘陵地區行駛，以最短時間跑

完賽道的車手勝出，其中不乏許

多明星車手，看他們同場激烈競

技，真是令人大呼過癮。

3、主題雕塑

從 1997 年開始，在每一年

的速度節中，主辦方都會展示

一個後現代紀念雕塑，以表達

當屆盛典的主題。雕塑作者則

是來自英國本土的藝術家 Gerry 
Judah，第一年是象徵法拉利用

於征戰 F1 的 F310B 戰車的雕

塑。 2000 年的捷豹紀念雕塑算

是最為有趣的一個，其設計靈

感來自於貓窩，在那個龐大的

「貓窩」上，可以看到多台捷豹

賽車，其中包括 E-Type 賽車、

XK120、C-Type、D-Type 及

XJR-5 等等。這些主題雕塑在記

錄汽車文化發展史的同時，也震

撼著遊客的視覺感觀。

全球車迷的狂歡盛宴——

（本文圖來源：goodwood官網）

2001年：奔馳100週年 2004年：勞斯萊斯誕辰100週年 2011年：捷豹E-type 50週年 2014年：奔馳參賽120週年 2019年：馬丁70週年

主題雕塑

買賣攻略

【看中國訊】買新車還是

買二手車？這是每個想要買車

的人都會思考的問題，為了讓

消費者作出更好的選擇，筆者

整合了一些資料，提供給那些

還在新車與二手車之間徘徊的

讀者朋友們，助大家早日買到

自己心儀的汽車。

買新車的優勢

1. 質量絕對放心。質量

的保證 ，是新車一個顯而易

見的優勢。通常車行都提供 3
年保修，你還可以付錢延長保

修期。對於不太熟悉汽車結構

的人來說 ，購買新車的風險

遠遠低於購買二手車。

2. 折舊優勢。如果你自

營生意、購買的車全部或部分

用於生意，那麼對你來說，購

買新車比舊車合算。因為新車

可以每年計提折舊，打入生意

費用中。記住，前提是你 的
生意是賺錢的。如果你的生意

不賺錢，本來就不用交所得

稅，也就談不上享受稅收上的

好處了。筆者曾經看到有朋友

2 年換一部新車，都是名牌，

還以為他一定中 了彩票。一

問才知道，原來這是會計師給

他出的計策。開著名車談生意

容易讓人產生信賴。另外，還

在保修期內的二手車掉不了太

多價。所以他一、兩年就換一

部新車，中間的差價都打到折

舊裡了，等於永遠免費開新

車。

買新車的劣勢

1. 價格較高。上天是公

平的 ，在給予了新車質量和

售後服務優勢的同時 ，也給

了它過高的價格，這也成為許

多消費者放棄購買新車的主要

原因之一。

2.顧慮太多，舉步維艱。

消費者對於剛買的新車是非常

在意的，新車碰一下不僅心

痛，而且一般都會馬上重新做

漆修補，一年下來要花不少

錢。而對待二手車的心態就不

同了，小剮小碰不傷大雅，先

湊合著用，實在車上傷疤太多

了可以攢在一起做一次翻新。

買二手車的優勢

價格便宜。二手車的價格

便宜成為許多消費者選擇它的

主要原因 ，而且二手車的價

格不像新車那樣明碼標價。消

費者如果運氣好，可能會遇到

一些比新車價格要便宜一半以

上的二手車。從經濟角度來看 
，二手車的貶值空間不大 
，所以相對於新車 ，物美

價廉的優勢，讓二手車成為許

多消費者追捧的對象。

買二手車的劣勢

1.價格波動大，風險大。

二手車的價格不定性 ，是它

的優勢 ，也是它的劣勢 ，就

是因為價格的波動大 ，導致

了購買二手車的風險也隨著增

加，消費者有時可能會選到價

格便宜的二手車 ，可更多的

可能會遇到賣家的漫天要價。

當然最可怕的就是花了高

價錢買到一輛質量差的汽車，

所以二手車的極大風險 ，成

為許多消費者望而卻步的原

因。

2. 毛病多，花錢多。俗

話說得好 ，「內行買便宜 ，
外行靠運氣」 。二手車的使用

時間過長 、原車主沒好好保

養等問題 ，是一直令消費者

頭疼的問題，所以對外行人來

說 ，買到質量差的二手車 ，
往後的修理費和保養費可是一

筆不小的數目。筆者的第一部

車就是花 2,500 元在一家車行

買的，剛開了一個月就大修，

修理費花了 3,500 元。所以筆

者在此提醒不懂汽車的朋友，

購買二手車需謹慎。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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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一帆綜合報導】

過去因獨家取得《甄嬛傳》、《羋月

傳》的網路播出版權，獲得超高收

視流量，市值曾高達 1,700 億的大

陸串流媒體先驅樂視網，近年爆發

嚴重財務危機，今年 5 月 14 日晚

間被深圳證券交易所發布公告勒令

退市，許多大陸娛樂圈藝人包括孫

儷、鄧超、黃曉明、劉濤等大明星

的投資持股，也都付諸流水。

「樂視網」是賈躍亭於 2004
年創辦的明星企業，早年通過轉讓

和出售版權賺得第一桶金，許多大

陸一線明星都投資持股，包含在

《琅琊榜》飾演霓凰郡主的劉濤，鄧

超、孫儷這對明星夫婦，還有孫紅

雷、賈乃亮、黃曉明、倪妮、秦嵐

等都大筆投資，沒想到事隔幾年，

一切風雲變色， 創始人賈躍亭自

2017 年 7 月飛赴美國至今未回中

國，目前 28 萬股民很難維權，樂

視網日前也被勒令下市。

所有投資人中，又以在《琅琊

榜》飾演霓凰郡主的劉濤，損失最為

慘重。因為她不只在樂視影業投資

1000萬人民幣，還在樂視體育投資

5000萬人民幣，一共台幣 2億 5千

多萬，一夕之間，全部化為烏有。

【看中國訊】英國前足球國

腳 貝 克 漢（David Beckahm）

的 21 歲 大 兒 子 布 魯 克 林

（Brooklyn Beckham），近日宣

布向女友妮可拉佩茲（Nicola 
Peltz）求婚成功，他們計劃明

年夏天在大西洋兩岸舉辦兩場婚

禮，估計花費 400 萬英鎊（相

當於 1.48 億新台幣）。

布魯克林在 IG 發文宣布訂

婚喜訊：「兩週前我向我的靈魂

伴侶求婚，她說好，我是世界上

最幸運的男人。我承諾將來會成

為最棒的丈夫與父親，寶貝我愛

你。」

妮可拉在下面評論說：「我

很幸運地說，你是屬於我的。」

同時也在她的 IG 頁面上宣布訂

婚新聞。根據外媒報導，布魯克

林、妮可拉珮茲計劃在明年夏天

或是秋天初分別在英國、美國佛

羅里達州舉辦二場奢華婚禮。

9 歲的妹妹「小七」哈珀將成為

「首席伴娘」，而 17 歲的羅密

歐和 15 歲的克魯茲兄弟擔任伴

郎。媽媽維多利亞也對兩人表示

了祝福。

布魯克林是貝克漢夫婦最大

的兒子，去年 11 月認識妮可拉

佩茲，去年底跨年時還帶著女友

和家人一起晚餐看煙火，兩人交

往不到 8 個月就閃電訂婚。

25 歲的妮可拉是《變形金剛

4：絕跡重生》的女主角，父親

尼爾森拉珮茲是美國投資大亨，

身價超過 13.4 億英鎊（約 497
億台幣），超過貝克漢夫妻身價

3.35 億英鎊（約 124 億台幣）。

【看中國記者一帆綜合報

導】近來由於受到武漢肺炎疫情

的影響，藝人通告減少，加上

直播風潮的盛行，不少藝人都

跨足網紅，加入直播行列，港

星曾志偉也加入其中，日前他

在抖音（Tik Tok）進行一場近

5 小時直播，累計觀看人數逾

1000 萬，創下銷售紀錄，令他

一躍成為「酒類帶貨」第一人。

曾志偉在直播中介紹了包

括紅酒、白蘭地、威士忌等等

一共 24 款酒類產品，累計觀看

人數逾 1000 萬，直播間同時

線上人數長時間維持在 10 萬

人以上，最高值甚至高達 17 萬

人，銷售額更是驚人，初估超

過 1400 萬人民幣，讓他一躍

成為抖音酒類銷售第一人。

不料，近日有網友質疑：

賣給顧客的是「假貨」，引

發軒然大波。據《香港 01》報

導，曾志偉因為這場直播，抖

音粉絲由原先的 162 萬人，增

加至現時的 213 萬人。不過報

導指，直播結束後不久，有網

友收到商品後，竟留言揭露，

收到的貨品根本是假酒：「人

頭馬條碼掃不出來，是不是假

酒」、「都是假酒氣死我了」、

「現場可能給你看真酒，但賣給

客戶的是假酒。」至截稿為止，

曾志偉及品牌方都暫未對此有

所回應。

早前，北京當局不顧港民

反對，強推「港版國安法」，

引發港民不滿抗議，北京當局

為了籠絡這些人，刻意讓身為

大陸政委的親中藝人成龍，在

演藝界發起連署挺「港版國安

法」，據稱共有 2605 位藝文界

知名人士共同參與，企圖以此

影響一些無知婦孺，引誘更多

人撐「港版國安法」，而港星

曾志偉便名列其中。

樂視下市 孫儷鄧超賠 2.1 億

【看 中 國 訊】探 索 頻 道

（Discovery Channel）14 日

發布聲明，「流言終結者」

（MythBusters）節目主持人

格 蘭 今 原（Grant Imahara）
辭世，享年 49 歲。聲明中並

未說明死因。 格蘭今原生前

為探索頻道科普節目「流言終

結者」和 Netflix「白兔計劃」

（White Rabbit Project）的主

持人。他在好萊塢以電子長才

和製作機械動畫人偶聞名。

格蘭今原在《流言終結

者》的第三季加入，2014 年時

宣布退出，他是日裔美籍的工

程師，曾為「侏儸紀公園：失

落的世界、星際大戰首部曲：

威脅潛伏、星際大戰二部曲：

魔鬼終結者 3、星際大戰三部

曲：西斯大帝的復仇、駭客任

務：重裝上陣」等多部電影做

過模型、特效。 
面對好友突然逝世，「流

言終結者」的前主持搭檔薩維

吉（Adam Savage） 在 推 特

表示：「我茫然無措，說不出

話。過去 22 年來，我和格蘭

今原在 2 個工作大家庭合作，

他真的是個優秀的工程師、藝

術家和表演人員。他大方、溫

柔又好相處，和他共事非常有

趣。我會想念我的朋友。」

其次是孫儷和鄧超夫妻檔，各投

資 3000 萬和 2000 萬人民幣，總計約 2
億 1 千多萬新台幣也這樣付諸流水了。

其他包含孫紅雷、賈乃亮、黃曉明、李

晨、倪妮、秦嵐等人也都各自投資 500
萬元人民幣，如今也都拿不回來。

其他如郭敬明、馮紹峰、周迅、陳

坤、王寶強、蘇芒、李小璐、瞿穎、陳

赫、霍思燕、馬蘇等數十位明星藝人也

都有出資持股。導演張藝謀也是受災戶

之一，據了解，他在六年前加盟樂視，

投資 208 萬元人民幣（約新台幣 886 萬

元台幣），也沒來得及賣出，血本無歸。

6 月 13 日在京東拍賣官網上，對

於賈躍亭持有的 2210 萬股「樂視網」

無限售流通股進行法拍，吸引 1.47 萬

人圍觀，但無人參與出價，最終以流拍

收場。

孫儷、鄧超投資大陸串流媒體「樂視網」，慘賠2億1千

多萬新台幣。（Getty Images）

「流言終結者」主持人「流言終結者」主持人

「流言終結者」

節目主持人格

蘭今原辭世，

享 年 4 9 歲 。

（facebook)

英國前足球國腳貝克漢（右）

的21歲長子布魯克林貝克漢，

宣布與女友妮可拉佩茲訂婚。

(Getty Images)

直播5小時介紹酒品，狠撈1400萬人民幣，但曾志偉遭質疑賣假

酒。（圖片來源：視頻/微博截圖）

網友質疑：賣給顧客的酒是「假貨」

遭質疑直播「賣假貨」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曾志偉

斥資400萬英鎊貝克漢長子 
明年結婚

格蘭今原辭世 享年49歲格蘭今原辭世 享年4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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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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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特價
2020年7月16日∼7月22日

大花椰菜

Satsuma Mandarins           薩摩蜜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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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dless Watermelons 無籽西瓜 Jumbo Caulifl owerYellow Nectarines 黃油桃Red Or Black Plums 紅 / 黑李子

Parsley Cilantro 香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歐芹

$12828 lb

Jumbo Green Globe Grapes 綠提子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and get a free 
 2lb bag of BC carrots. 2lb bag of BC carrots.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2 磅卑詩省胡蘿蔔。

$29898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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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98
ea

$14848
lb

$09898
2

H&W Produce H&W Produce 

$ 09898
2

$1 4848
lb

$$118888 lb

Cilantro 

$

蔥
白

洋
蔥

◎ 文 :李芬芳

米飯吸收了鮮蝦湯汁的鮮美，並與調料、起司達到完美結

合，其美味令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回味無窮。

米飯有多種吃法，除了一般的

白米飯，世界各地也有各式各樣的

米食料理，例如：中式炒飯、燴飯、

粥品、日式雜炊、意大利燉飯等

等。其中，意式燉飯可同時享受豐

盛的主料與香醇的米飯，在家開伙

不妨試著做做看簡易版的燉飯料理。

道地的意式燉飯是將生米粒直

接下鍋，烹調的時間較長。傳統意

式燉飯強調米飯富有嚼勁，對許多

人，尤其是牙口不好的長輩而言飯

太硬了。改良意式燉飯最簡單的方

法就是以熟米飯取代生米，只要掌

握關鍵美味秘訣，省時也不失美味。

鮮蝦燉飯

用蝦頭熬製蝦

油、燒煮蝦湯；

用蝦油炒蝦仁，

更加鮮香；用蝦

湯煮飯，飯粒吸

收蝦湯鮮味，味

道更加濃郁。

灑青豆的同
時，可放上一些

起司，再用小火

加熱，待起司軟

化滲入飯粒，能

增加燉飯奶香的

好滋味。

鮮蝦開背後去腸

泥，剝去蝦殼；

加醃料，攪拌均

勻，醃30分鐘。

原來的油鍋，放

入300c.c.的清
水，煮滾，熬製

蝦高湯備用。

蔥白切段、洋蔥

切片、胡蘿蔔切

丁；鍋內加油，

放少許鹽，加蔥

白、洋蔥、胡蘿

蔔，翻炒均勻。

切下蝦頭，熱油

鍋，蝦頭放入，

用中小火，熬出

蝦油備用。

鍋內放蝦油、蔥

白煸香，放入鮮

蝦，加適量鹽、

胡椒粉，翻炒至

兩面金黃備用。

製作流程圖

待蔬菜稍微軟化

時，加入白飯，

倒入蝦高湯，加

鹽、胡椒粉，翻

炒均勻，開中大

火收乾。

食材

蔥白：2根
鮮蝦：12尾
蝦頭：22顆
洋蔥：50克
青豆：50克
白飯：400克
胡蘿蔔：70克

調料

鹽：1匙
胡椒粉：1匙

醃料

鹽：2克
酒：2克
菱粉：3克
胡椒粉：2克

食材列表 美食秘訣

胡
蘿
蔔

加入鮮蝦，灑上

青豆，翻炒均勻

後，即可起鍋。

   鮮蝦燉飯成品和製作過程：WINNIE WANG；其他圖片：ADOBE STOCK

芬芳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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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不乾淨的牙刷

比馬桶水還要髒，如果繼續使

用高含菌量的牙刷，恐怕牙齒

刷好，病菌也吞下肚了。

每天養成良好的口腔清潔

習慣，除了刷牙和使用牙線

外，也別忽略了牙刷這個關

鍵角色。過去有美國的研究發

現，一支使用了 3 個星期的牙

刷，如果沒有注意保持清潔，

含菌量竟然可超過 100 萬，是

廁所馬桶水的 80 倍。持續使用

這種帶菌的牙刷，反而容易形

成蛀牙或牙周病，若嘴巴有傷

口，嚴重還會導致心內膜炎和

敗血症。

至少3個月更換牙刷
牙刷使用過後，刷毛上容

易殘留牙膏或食物殘渣，若未

清洗乾淨，容易滋生細菌，加

上多數人都習慣將牙刷放在廁

所裡，潮溼的環境更是利於細

菌生長。

應該多久換新的牙刷呢？

一般牙醫師建議，至少 3 個月

❶ 乾燥
牙刷刷毛如果持續在溼潤的

狀態中擺著，刷毛間殘留的縫隙

很容易有細菌繁殖。牙刷的刷毛

根部特別容易有食物殘渣和齒垢

殘留，平時要用流動的水仔細清

洗，充分清洗後，可用紙巾擦

拭，讓牙刷更快乾燥。

❷ 紫外線殺菌

「紫外線殺菌」最簡單的做

法就是日晒，早上 10 點到下午

2 點間是紫外線較強的時段，這

時將牙刷放在陽臺或窗邊，能照

射到紫外線的場所，即可達到消

毒效果。如果平時白天要上班，

沒時間進行紫外線消毒，至少每

週日晒一次。除了這兩種方式

外，也可設定「牙刷更換日」，

一個月換一次牙刷。

如果覺得日晒消毒耗時費

導致發炎原因非常多，不勝

枚舉，諸如：細胞缺氧、細胞受

外敵入侵（病毒與細菌）等；

還有一個是大環境的改變，中醫

講的陰陽失衡，諸如：糖尿病的

燥熱，細胞受不了這燥熱環境，

好比一個城市空氣汙染太嚴重，

人會生病，糖尿病就是細胞對胰

島素不敏感，血糖升高，細胞發

炎。

中、西醫消炎法各異

西藥消炎，最主要的藥物就

是抗生素與消炎藥，再嚴重的用

類固醇與抗癌藥。抗生素是把細

菌殺死，破壞細菌細胞壁合成，

導致細菌解體；消炎藥最強的是

類固醇，但是類固醇藥效太強，

副作用大，有反跳作用，所以還

有非類固醇性消炎藥，藥性較溫

和，可以作用在中樞神經鎮痛退

熱，局部也有消炎作用，但局部

作用有限；類固醇與抗癌藥的消

炎作用主要在於抑制白血球分泌

一些化學物質，從而使細胞沒有

發炎反應，達到消炎效果。

中藥消炎是用中藥的清熱解

毒特性，讓細胞發炎反應降低，

達到消炎作用，常用於對付諸

如：青春痘的毛囊炎、咳嗽感冒

的氣管發炎等等；其實只要是發

炎症狀，中藥就有其一定作用，

常用的藥物有：蒲公英、金銀

花、白花蛇舌草、半枝蓮、敗醬

草等等。

中藥的消炎藥物對細菌有抑

制作用，雖殺不了它，但對局部

細胞發炎反應消炎效果好，所以

運用範圍十分廣泛。

中、西藥可並用

常有一些情況，中、西藥是

可以並用的，拿肺炎來說，老年

人最麻煩了，小小感冒引發肺

炎，免疫力不好，細菌感染，抗

生素一代一代的追加上去，很快

的就會用到所謂的第三線用藥、

最強用藥等等。肺炎是肺部細胞

發炎，氣管咳痰，痰黃黏稠，發

燒老不見退，常常一住院就是一

個月以上。因為發炎不是除掉細

菌所有問題就都解決了，還有許

多的發炎反應，讓免疫力降低，

所以許許多多不同的細菌會輪番

上陣，甚至還有病毒呢！因此咳

嗽老不見好，此時中藥的消炎藥

可以運用上了。中藥局部反應

強，發炎反應消失後，免疫力回

大家都知道病從

口入，可不只吃進

去的食物會影響人體

健康，平常使用的牙

刷，若沒有正確清潔

和適時更換，可能潛

藏著「百萬細菌」。

  錯誤使用牙刷習慣
小心牙刷比馬桶水髒

歸正常，一切反應也都會一件件

回到正常，抗生素就可發揮應有

的療效，就像作用在年輕人身上

一樣。

常保健康之道

中藥消炎與西藥消炎思考的

內容不同，西藥就是要移除有針

對性目標，或廣泛性鎮痛解熱，

但病毒目前是幾乎無解的，局部

發炎也是不斷的用追加抗生素來

預防或治療發炎現象；中醫不管

目標是甚麼，事實上都是外感六

淫、外邪導致發燒發炎，有是症

用是藥，就是對症下藥。在佛家

來看，細菌、病毒都一樣，都是

業力的表現，生病就是還業，業

力返出來的大病症就嚴重。雖然

使用醫療可以往後推延病症，抑

制眼下症狀，但端正身心，以防

六淫、外邪侵擾，才是常保健康

的根本之道。

視力
保健

力，也可採用熱水（約 90℃）

燙燙刷毛，大約 20 秒～ 30 秒

就可達到殺菌效果。

影響牙刷含菌量的 
其他因素

多數人習慣將牙刷放在浴

室洗手臺上，而往往洗手臺就

在馬桶旁，需要注意的是，沖

馬桶時如果少一個動作，可能

會讓整間浴室中的用品沾染細

菌。過去研究指出，馬桶沖水

時，水流產生的氣旋可以將病

菌帶到 6 米高的空中，各種

葡萄球菌和大腸桿菌會從馬桶

裡飛噴出來，散落在一旁的牙

刷、漱口杯和毛巾上。如果不

想與這些病菌有「親密接觸」，

記得在沖馬桶時把馬桶蓋蓋

上，或者試著把牙刷換到更合

適的地方放置，遠離馬桶。

更換新的牙刷，若刷毛已經變

形「開花」、變色、損壞或有發

霉情況，就應該提早更換，而

且變形的牙刷不僅清潔作用降

低，還容易對牙齒、牙齦等，

造成傷害。

除了牙刷變形時要提早更

換，在感冒期間，刷牙後牙刷

上容易殘留病菌，所以感冒痊

癒時，可拋棄舊牙刷或用適當

熱水消毒後使用，避免再次受

到病菌感染。

清潔牙刷的方法

據早安健康網站報導，

牙 醫 專 家 在 日 本 TBS 生 活

情報節目《サタデープラス》

（SATURDAY PLUS） 中 介

紹，牙刷清潔、消毒最重要的

方法是「乾燥」，以及「紫外線

殺菌」。

2.頭部後仰或平躺，將下

眼皮輕輕往下拉，使下眼瞼與

眼球分開，將眼藥水點 1 滴在

下眼瞼與眼球之間（眼藥膏約 1
公分長度）。

3.點眼藥水後應輕閉眼睛

約 5 分鐘，同時用手指輕壓眼

睛內部靠近鼻子處約 2 分鐘，

防止藥水經鼻淚管流到嘴巴裡，

出現苦澀感。

4. 眼藥水（膏）使用完

後，應立即蓋好瓶蓋，避免汙

染。

同時點2種以上眼藥
每種眼藥水都必須間隔至少

5 分鐘，否則第二種眼藥水可能

會稀釋掉第一種藥水，或降低藥

品的吸收。

不同類型 
眼藥水（膏）的順序

為讓眼藥水達到有效吸收，

點眼藥順序也非常重要，其順序

應為：眼藥水（澄清）→眼藥

水（懸浮液）→眼藥凝膠→眼

藥膏。

配戴隱形眼鏡使用眼藥水

若眼睛有感染或發炎時，是

不建議配戴隱形眼鏡的。若要使

用人工淚液作為配戴隱形眼鏡溼

潤時，應該選用不含防腐劑的眼

藥水，因防腐劑會黏附在隱形眼

鏡上，導致著色、降低含氧量或

變質，且也可能會傷害眼睛的角

膜。

眼藥水的保存

眼藥水的保存會影響藥

效，通常要放在室溫陰涼處，

應避免在日光照射、高溫與潮

溼等環境下儲存，導致眼藥水

變質，失去藥效。

眼藥水上面標示的有效期

限，僅限於眼藥水未開封前，

開封後大部分含防腐劑眼藥水

使用 1 個月後，就必須丟棄；

若未含防腐劑的眼藥水（如：

單支裝的人工淚液）則必須在

開封 24 小時後丟棄。原因是眼

正確點眼藥 有助治療眼疾

（轉載自自由時報）

中藥解毒與西藥消炎

瞭解如何正確使用眼藥水

（膏），以及適當的保存非常重

要，以便達到最佳治療效果。

正確點眼藥的方法

1.每次點眼藥之前應先洗

手，點眼藥時，須避免藥瓶碰觸

到眼睛。

牙刷清潔最

重要的關鍵

是保持刷毛

乾燥，以及

使用紫外線

殺菌。

夏季藥膳粥
自古醫家推崇藥粥養

生，夏季用粥滋補身體，

推薦以蓮子、冬瓜、紅

豆、薏仁煮成藥膳粥。

蓮子性平，能清熱降

火、利尿、治水腫、提

升食慾，適合夏天食慾不

振的體虛者；冬瓜清熱解

暑，能去心火、除煩躁、

治水腫等；紅豆能去濕利

水，治水腫、黃疸、腳氣

病、調理女性生理期等；

薏仁健脾補肺、清熱利

水。以上 4種都是適合夏

季煮粥的食材。

煮綠豆多泡水清洗
食安風暴頻傳，綠豆

的農藥殘留問題令人憂

心。通常煮綠豆之前，都

會先泡水，使其變軟，如

果綠豆泡水需要40分鐘，

建議每10分鐘換一次水，

並且仔細洗淨，以降低農

藥殘留量。

人體細胞每個都是

生命，依賴血液的供給

養分與氧氣，並帶走廢

棄物質，維持一個良性

循環，只要破壞了這規

律，細胞就會發炎。

眼睛是靈魂之窗，帶

我們看到世界美麗的色

彩，但眼睛也是非常敏

感的器官，當眼睛發生

問題時，需要點眼藥治

療。

藥水開啟後長期放置，容易有

細菌滋生，易導致眼睛有感染

風險。

若是需要冷藏的眼藥水，

可以在點眼藥水的 15 分鐘前，

放到室溫後使用，但點完後，

建議立即冰回冰箱；有些眼藥

水穩定性較高，開封後可在室

溫保存 1 個月，建議民眾可以

在拿藥時，詢問藥師或看清楚

藥袋上的說明。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 師 講 堂 

◎  文：林子正

◎  文：林尚怡

保健

常識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到

一些小問題、小狀況，如果

知道如何處理，您就會覺

得得心應手，輕鬆許多。

以下介紹一些生活養生小

妙招，提供您參考。

◎  文：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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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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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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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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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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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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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曼麗夫人好 :
我結婚八年了，跟父母同

住，老婆百貨業，很多時候都晚

班，回到家十一二點，薪水又 
少，不但小孩沒陪到、功課上也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沒幫小孩注意，當然家事、晚餐

都沒弄，都是我父母在做。叫她

換近一點的工作就不要，說這會

讓她有成就感，我覺得好累，怎

麼會娶到這樣的老婆，我覺得再

這樣總有一天會抓狂的，我該怎

麼樣讓我老婆能夠盡她該盡的的

責任呢？

丹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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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你好：

「該怎麼樣讓我老婆能夠盡

她該盡的的責任呢？」這句話如

果未經修飾就對老婆講，一定會

惹來不悅。為什麼？因為，現在

社會的經濟結構，很多是夫妻雙

薪，因此，舉凡家事、小孩教養

等工作，基本上應該是雙方共同

承擔的責任。

信中未提到你的工作時間，

如果，你願意站在體貼老婆「成

就感」的職場工作，可不可以你

也拋下男人的自尊，當你沒有上

晚班時，願意多一些時間關心孩

子的學習、成長？當你以身作

則，我相信你會了解現代職業婦

女的辛苦、也會讓老婆看到有人

願意和她一起分擔家事，她或許

開始感受到在職場領域外的另一

種「成就感」。

當然，我這樣說不是要你當

「家庭主夫」，而是告訴你：當

你真心認為家庭與小孩不是老婆

一個人的事情，而是你也可以、

你也願意使力時，太太會感到你

的體貼，那麼沒有了不平衡的

心，將會更有助於夫妻同心地面

對小孩的教養問題。

此外，父兼母職，或母兼父

職，是單親家庭的小孩才會被迫

家受的方式，既然夫妻共處，應

該讓孩子同時感受到來自父母的

平衡教養與關懷，小孩的身心發

展才會健全。再者，總是讓老人

家照顧，除了隔代教養會出現的

溺愛問題外，有些課業、或生活

上的問題，並沒有父母處理起來

及時。如果，為了滿足職場上

的成就感，而錯過所謂「黃金十

年」的教養關鍵期，以後將會花

更多的心力彌補親子關係、孩

子成長等問題上，那就得不償 

曼麗小語：問題能否解決，端

看你和老婆對家庭生活、小

孩教養的共識、期許及溝通

到什麼地步，前提是「將心比

心」。

失了。

最後，請你一定不要抓狂，

抓狂的結果，很可能會把事情弄

得更複雜，到時候受害的不只是

你及老婆，小孩和你的雙親都會

遭波及。只要你願意試試看曼麗

的建議，相信改變是看得見的，

甚至有一天，老婆可能會說：既

然你的薪資可以支付家計，我先

辭掉工作照顧小孩、料理家庭。

端看你和她對家庭生活、小孩教

養的共識、期許及溝通到什麼地

步。加油喔！

老婆不盡責任？老婆不盡責任？

夢幻色彩樣貌的

琺瑯不沾鍋。

通常大家都會詢問哪種鍋最

好用，首先必須瞭解自己常料理

的菜色是以西方料理為主，還是

中式料理為主，再選出功能或使

用上能達到自身需求的鍋具。

    建議廚房鍋具不用買太

多，只要能正確瞭解使用方法，

並加上勤保養，就能靈活運用鍋

具，為家人煮上幸福的料理。

琺瑯不沾鍋

    琺瑯不沾鍋絕對是最簡

單、懶人的鍋具選擇之一，不但

可以減少食用油、讓料理更健

康，食材也不會沾黏鍋底，大幅

提高料理成功率！然而若是錯誤

地使用和清潔，都可能傷害不沾

鍋塗層，沒過多久就出現沾黏和

燒焦的問題，甚至可能吃進塗層

毒素。到底該怎麼保養才能讓不

廚房鍋具的廚房鍋具的
正確使用與保養正確使用與保養

起化學變化，釋出塗層物質。

2.使用不沾鍋料理的時候，

不需預熱鍋子再下油。建議直接

在不沾鍋表面輕抹一層油之後，

開火等待油熱，再放入食材進行

烹調。

3. 不沾鍋不適合使用中大

火熱炒，建議使用小火料理食

物，火焰不要高於不沾鍋底盤，

以免鍋子溫度過高而使塗層脫

落。

4. 可搭配木質、硅膠材質

的鍋鏟進行料理，避免使用鐵

鏟、金屬湯匙等工具，以免刮傷

不沾塗層。

5.不沾鍋不適合烹煮螃蟹、

蛤蜊等堅硬外殼的食材，可能會

刮傷、磨損塗層。這類型食物可

改用不鏽鋼鍋具，或使用耐用鐵

鏟的易廚鍋進行料理。

沾鍋更耐用呢？讓不沾鍋成為你

常伴身側的廚房好幫手？

   其實琺瑯是滿常見的材質，

常用在馬克杯、錶面、碗、花瓶

及醫療器材等。琺瑯不沾鍋的導

熱與保溫效果非常好，與鑄鐵鍋

重量相比，更適合主婦的力量來

握取。表層的玻璃塗層保護在高

溫調理下，也不會影響食材味

道，讓食材保有原味呈現。琺瑯

不沾鍋的使用方式是在冷油冷鍋

狀態下，搭配中小火來使用，能

與煤氣爐、烤箱及電磁爐互相搭

配使用。另外，有些甜點也能使

用琺瑯不沾鍋來做烘焙，如：千

層蛋糕或是磅蛋糕等。

琺瑯不沾鍋有 5 點需要注

意： 
1. 避免空燒，以免不沾鍋

溫度過高而使塗層脫落或變質、

經久耐用的不鏽

鋼鍋，很受家庭

主婦的青睞。

琺瑯不沾鍋

的導熱與保

溫效果好而

且較輕。

陶鍋

    在冬天常常以主角身分出

現的陶鍋，不管在燉煮或是煲湯

都是最佳角色。陶鍋是用陶土燒

製而成的，物理特性是蓄熱快、

導熱慢。技術改良後，在黏土中

加入沙的材質，讓陶土遇熱易裂

的問題被改善。燒製過程中，鍋

具會有許多氣孔產生，讓陶鍋與

砂鍋具有蓄熱性，即使關火狀態

下，能保持鍋中料理長久維持溫

熱。

   陶鍋只適合中小火及小火來

使用，避免空燒陶鍋。在煎炒爆

香的高溫狀態下，禁止加水、

油、其他食材等，若是要加這些

東西，請先關火等待 2 分鐘後

再加入。砂鍋與土鍋其實也歸類

於陶鍋裡，差別在燒製時間與表

面釉料塗層處裡，然而保養方式

都是相同的。可將新買的陶鍋先

用來煮粥，透過粥產生黏稠的澱

粉，將陶鍋表面間隙填滿，也能

防止滲水。煮粥後放置一天，隔

天將粥倒出，再用中性清潔劑來

清洗，最重要的是用軟布擦乾，

讓鍋具上的水分確實被擦除。陶

鍋是鍋具中歷史最悠久的，具有

樸實的樣貌，也能達到環保節能

的效果，最推薦給喜愛料理的您

使用。

 常見的家用鍋具分為兩大類 ： 金屬類
與非金屬類。帶著夢幻色彩樣貌的琺瑯

不沾鍋，屬於金屬材質鍋具；而非金屬

類的鍋具，則有玻璃製的鍋具，用陶土

燒製成的陶瓷鍋與黏土燒製的砂鍋。

◎ 文：黃詩錚      圖：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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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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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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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加里市長南施考慮

在某些情況下強制使用口罩的可能性，並

說，他 7 月 20 日可能會向市議會提出一

個草案的附則。

這將比省府的要求更進一步，目前亞

省建議省民使用口罩，但似乎不急於強制

省民佩戴。

加拿大其他三個主要城市包括多倫

多、渥太華和蒙特利爾強制使用口罩，如

果市長的提案在市議會得到通過，屆時卡

爾加里將會是加入的第四個主要城市。

根據加拿大公共衛生局和亞省衛生局

建議，在無法保持物理距離的情況下，尤

其是在商店和公共交通等場所，人們需要

佩戴自製或非醫用口罩或面罩。

亞省衛生局表示，還沒有證據顯示使

用非醫用口罩可以保護戴口罩的人，但它

會幫助保護別人不被佩戴口罩的病毒攜帶

者所傳染。

這兩個機構和世界衛生組織都表示，

口罩的使用不應該取代其他預防措施，如

物理距離和適當的衛生。

市長南施表示，卡爾加里室內的口罩

使用率太低。他一直在推動增加口罩的使

用，但卡爾加里人並沒有接受這個號召，

所以市府可能會強制推行。他指出，公交

車上不戴口罩是一個問題。

強制佩戴口罩的議題必須經過整個市

議會的投票通過才能執行，具體執法的細

則還需進一步公布，地方法案官員和警察

可能會根據細則對違反者進行罰款，卡爾

加里的地方法官員往往更傾向於教育而不

是懲罰。

該法令的細則還沒有出台，但是可能

也會考慮例外情況。多倫多出台的強制口

罩法令中提到，兩歲以下的兒童和某些健

康狀況的人除外。另外學校、托兒所、公

寓樓及其公共區域、餐廳露台等都不受法

令的限制。

一些醫生呼籲在加拿大強制使用口

罩，包括一個自稱 Masks4Canada 的組

織。亞省的醫療官 Dr. Deena Hinshaw
建議使用口罩，並表示該省正在關注最新

的研究，但她認為建議是有效的，並提醒

人們注意口罩使用不當會導致感染，而不

是預防感染。

卡爾加里可能會強制要求戴口罩

（Adobe Stock）

重新開業 獨家提供

超值優惠！正在熱賣。

ALCATEL 1B
$90 $65*

LG K20
$110 $85*

* 需新開 $40/ 月及以上
數據、通話和短訊計劃，
並設定自動付款

*Offer available from July 17th - July 31, 2020 and redeemable only at the above participating location(s) and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Only applicable to new activations on a $40/mo or higher Data, Talk & Text plan or higher. Taxes are extra and 
while quantities last.TM Trademarks used under license © 2020

* 優惠期限為 2020 年 7 月17 日至 7 月 31日，僅在列出的商店兌現，如有更改恕不提前通知。僅限於新開 $40/ 月及以上數據、通話和短訊計劃。稅另計，售完即止。TM 商標使用許可 © 2020

RE-OPENING EXCLUSIVE OFFER  

GREAT DEALS! 
SALE ON NOW. 
*WHEN YOU
ACTIVATE A
$40/MO
DATA, TALK, &
TEXT PLAN
OR HIGHER
ON AUTO-PAY

ALCATEL 1B
$90 $65*

LG K20
$110 $85*

*Offer available from July 17th - July 31, 2020 and redeemable only at the above participating location(s) and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Only applicable to new activations on a $40/mo or higher 
Data, Talk & Text plan or higher. Taxes are extra and while quantities last.TM Trademarks used under license © 2020

chatr Mobile Kiosk | CF Market Mall
Z-012, 3625 Shaganappi Trail NW

Calgary, AB
403-604-1100
chatrmobi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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