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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逃科學家稱北京和世衛掩蓋疫情
Beijing and WHO Concealed Early Spread of 
COVID-19, Says Escaped 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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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Misd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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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A4 良好的家教是
人一生的福田B6雙語報導

English or

Translated by:  
Taylor Cheng

【記者梁路思、邢亞男

採訪報導】7月21日晚，中共

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內的一場

大火吸引了全球目光，起火

原因是領館人員在被驅逐前

大量焚燒機密文件。該事件

標志著美中前所未有的外交

衝突。

限72小時關閉 
休斯頓中領館

7 月 21 日 晚 8 點 20 分 左

右，休斯頓消防部門和警察部門

在接到報案後，趕赴中領館火災

現場，但領館不允許他們入內，

隨後領館人員自己用水龍頭將火

扑滅。從高空拍攝的鏡頭看，領

館院內擺放了六七個冒出濃煙的

鐵桶，裡面在焚燒文件，有人正

在把物件丟入火焰中。

休斯頓警察告訴 FOX 26，
領館人員正在焚燒各種機密文

件，因為 7 月 24 日下午 4 點

  A fire was spotted at the Chi-
nese Consulate in Houston, Texas 
U.S. at midnight on July 21. The 
smoke and burning ashes alerted 
nearby residents and firefighters 
were called to the site.  The video, 
posted on Twitter, shows sev-
eral people burning documents in 
metal buckets in an open-air court-
yard in the center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Firefighters responded 
to nearby residents’ calls but were 
barred entry. Houston police told 
FOX 26 that   consulate personnel 
were burning various classified 
documents because they would be 
evicted from the building within 
72 hours by 4 p.m. on July 24.
  On July 22,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Morgan Ortagus con-
firmed the U.S. order to clos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Houston on 
the 24th. On the same day,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who is visiting Europe, did not 
give details, but he said, “We are 
sending out clear expectations for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going to behave and when they 
don’t, we’re going to take actions 
that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prot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our 
economy and jobs.” Pompeo made 
the United Kingdom the first stop on 
his trip, which was aimed at build-
ing a global coalition against the 
communist threat.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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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three time Community of the Year, Harmony 
offers an enriched urban-country experience only 8 
minutes west of Calgary.

Harmony balances wide open green spaces, direct 
access to — and view of — The Rockies, a highly rated 
school system, and an incomparable amenities package. 
Lake living, a pathway system, a social membership to 
Mickelson National Golf Course, Adventure Park, and a 
world class spa anchoring the future Village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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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的獲獎社區
獲得三次年度社區榮譽稱號的 Harmony，為居者提

供豐富的市區 - 鄉村體驗，在卡城以西僅 8 分鐘車

程之處。

Harmony 社區將諸多因素完美的結合在一起：廣闊的

開放綠地，可直接通往落基山，秀麗的落基山美景，

優秀的學校，無與倫比的基礎設施，湖畔生活，散步

小徑，Mickelson 國家高爾夫球場會員，冒險公園等，

還有一家世界級的水療中心進駐未來的中心商業區。

（也就是 72 小時內），他們將被

逐出這座大樓。

美國務院證實驅逐行動

7 月 22 日，美國務院發言

人奧塔格斯（Morgan Ortagus）
證實了美國對休斯頓中領館的驅

逐行動，她譴責中共在全美進行

的大規模間諜活動：「美國不會

容忍中共侵犯（美國）主權和恐

嚇我們的人民，就像我們不會容

忍中共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盜竊

美關閉休斯頓美關閉休斯頓
中領館中領館

Breaking:Breaking: US Close Down  US Close Down 
Chinese Consulate Chinese Consulate 
At Houston At Houston 

美國工作和其它不良行為一樣。」

同日，正在歐洲訪問的美國

國務蓬佩奧在丹麥的新聞發布會

上說：「我們明確告訴了中國共

產黨該怎麼做，如果他們不這樣

做（停止間諜活動），我們將採

取行動保護美國人民、保護我們

的國家安全，並保護我們的經濟

和就業。」蓬佩奧此行率先到達

的是英國，他此行的目標是建立

一個理解中共威脅的全球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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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r Readers, 3 Copies Free; Extra Each $2. To pay, please call: 587-619-4229. 
It is illegal to steal or vandalize.

突
發
！

https://yangshihomes.com
http://liveinharmon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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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駐武漢總領館或關閉

對川普政府的此次行動，

中國外交部稱，這是美方對中

方「前所未有的升級行動」。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稱，

中方正在考慮關閉美國駐武漢

總領事館，以示報復。

中國在美國設有一個大使

館和五個總領事館，大使館位

於首都華盛頓，五個總領館分

別位於洛杉磯、舊金山、紐

約、休斯頓和芝加哥。根據對

等原則，美國在中國也設有五

個總領館（香港除外），分別位

於武漢、成都、上海、廣州和

瀋陽，大使館位於首都北京。

美中緊張局勢重大升級

事件發生後，美國外交

關係委員會亞洲研究高級研

究員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 － Hooper）稱：「發生了

如此迅速的事情，這是一次（美

中緊張局勢的）重大升級。在

72 小時內關閉領事館，說明該

國有重大違法行為，並且預示

著相當強烈的外交衝突。」

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日前

亦對央視坦承，現在中美之間

「連對話都沒有」。 6 月，一份

剛解封的 FBI 文件暗示，崔天

凱大使涉嫌暗中招募美國科學

家為中共效力。

休斯頓領館被指 
間諜黑店

休斯頓是北京在美國設立的

第一個總領事館。 7 月 22 日，

美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代理主席盧

比奧（Marco Rubio）稱該領事

館是一家間諜黑店，「該領事館

基本上是間諜活動的前沿，是商

業間諜和國防間諜活動的中心節

點；它也在從事試圖影響國會的

特務活動，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用

商界人士來試圖影響國會議員、

以及州及地方一級的政治領導

人。」他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

時警告說，美國知道哪些人是中

共間諜，若他們不在 72 小時內

離境，將作為間諜被逮捕。

燒燬文件中隱藏秘密？

此次事件發生突然，外界

紛紛猜測：一、休斯頓中領館

究竟做了什麼，讓美國下令驅

逐呢？這事情當然不會是芝麻

小事，應是足以威脅、傷害美

國國家利益的大事，而且美國

已經拿到證據了；二、領館慌

忙銷毀文件，燒燬的是什麼、

這裡面又藏了什麼不可告人的

驚天秘密呢？中共內部發生了

甚麼事？

袁弓夷爆內幕消息

7 月 22 日，香港知名實業

家袁弓夷在《看中國》「名家論

談」節目中向《看中國》獨家爆

料說，他收到內幕消息稱，休

斯頓總領館內有人因想留在美

國，已向美國投誠。但目前尚

不清楚領館人員投誠的具體時

間，預計在未來幾天內，將有

更多相關消息陸續流出。

解體中共「戰爭計畫」

分兩步

在休斯頓中領館遭驅逐

前，美國已對北京做出了一系

列打擊動作。 7 月 20 日，中共

女軍醫宋琛（Song Chen）因

隱瞞其軍人身份，被控涉嫌簽

證欺詐罪。

21 日，美國司法部起訴了

兩名中國人，34 歲的李嘯宇 (Li 
Xiaoyu) 和 33 歲的董家志，罪

名是竊取馬里蘭州、馬薩諸塞

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公司的機密

數據，這些公司正在開發新的

冠狀病毒疫苗、藥品和測試技

術。起訴書稱，他們受雇於中

國國家安全部，十多年來一直

攻擊世界各國的計算機設備，

導致「商業秘密、武器設計、軍

事系統等信息被竊取，造成數

億美元的損失。」

前白宮首席戰略家班農

說，川普政府已經制定了一

項完整的解體中共的「戰爭計

畫」，計畫分兩步走，先與中共

「對抗」，然後「擊垮」中共。

班農說，在過去三週，美國國

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FBI 局
長雷、國務卿蓬佩奧和總檢察

長巴爾這「四騎士」已相繼對中

共發表了嚴厲的「重磅講話」。

  
  In response to the Trump admin-
istration’s mov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it was an “unprec-
edented escalation” by the U.S. 
against China. The Chinese are 
considering closing the U.S. Con-
sulate General in Wuhan in retali-
ation, Reuters said, citing sources 
with knowledge of the matter.
  In June, a recently unsealed FBI 
document suggested that the Chi-
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Cui Tiankai, was suspected 
of secretly recruiting American 
scientists to work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at’s behind the burnt 

documents?
  The suddenness of the incident 
has led to speculation about what 
the U.S. Consulate in Houston did 
to warrant the expulsion. It is like-
ly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 that 
threatens and harms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S. already has the evidence; 
secondly, the Consulate destroyed 
the documents in a hurry. What 
was at stake?
  The expulsion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Houston comes on 
the heels of a series of crackdowns 
on Beijing, including the July 20 
indictment of Song Chen, a female 
military doctor who was charged 
with visa fraud for concealing her 
military identity, and the July 21 in-
dictment of two Chinese hackers, Li 
Xiaoyu, 34, and Dong Jiazhi, 33, for 
stealing classified U.S. information.
  Many U.S. Senators support the 
closing of the CCP Consulate in 
Houston. Marco Rubio said on 
Twitter that, “China’s Houston 
consulate is a massive spy center, 
forcing it to close is long overdue.” 
Senator Marsha Blackburn also re-
marked that “China is stealing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ngaged 
in massive spying and influence 
operation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ss burning of docu-
ments last night at China’s consul-
ate in Houston hours after its or-
dered closure reinforces this point. 
What are they hiding?”
  In the past three weeks, U.S. Na-
tional Security Advisor O’Brien, 
FBI Director Ray,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and Attorney 
General Barr have delivered harsh 
“bombshell” statements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突發：美關閉
休斯頓中領館

被指違反國安法拘捕的香港年輕人。（中央社） 攝影：龐大偉

附近居民及休斯頓當地媒體拍攝到，21日下午及晚上，中領館都有人利用鐵桶焚燒文件（視頻截圖）。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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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7 月 21 日亞省

政府宣布，今年秋天將按省府

6 月宣布的第一方案，讓學生回

校上學。省府相關的入學指南包

括幾項具體建議：在可能的情況

下進行分班上課，保持社交距

離，錯開休息和上課時間，以及

如何上下校車並安排接送時間及

地點，指定校車座位等。亞省

教育廳長長拉格蘭奇（Adriana 
LaGrange）表示，「這項計畫

非常全面。」

省府的第一方案包括內容

有：同類群組，在可能的情況

下，按班級對學生進行分組；身

體距離，應安排學生不要彼此面

對面，例如成排坐著，而不是成

小組或半圓坐著。如果距離無法

達到 2 米，特別是在需要緊密接

觸15分鐘以上的情況下，教師、

教職員工和學生可以選擇佩戴非

醫療口罩；接送服務：指南建議

家長安排不同接送時間和地點，

或用其它方式限制教職員工、家

長和學生之間的接觸；校車應為

學生分配座位；錯開午餐和間餐

時間，以保持身體距離等。

教育廳廳長拉格蘭奇表示，

政府對重返校園計畫充滿信心，

因為卡城天主教學區已實行了數

週。「他們開辦了面對面的暑期

學校，使用了我們的再入學計畫

中的指導規範，證明其能夠很好

地發揮作用。」

卡爾加里天主教學區首

席 總 監 布 祖 瑪 拉 斯（Bryan 
Szumlas）表示，「我們期望大

多數學生和父母都選擇去社區學

校。但人們如果害怕進校園，可

以考慮註冊我們的在線學校。

我們計畫在 9 月開設一所在線

學校。」亞省教師協會主席席林

（Jason Schilling）認為，安全

性的威脅問題仍存在：「老師們

因為忙於教學而無法整日清理教

室」，學生們因為相互熟識，能

否保持社交距離是個疑問；如果

拆分班級，能否有足夠教師。

拉格蘭奇表示，儘管省府選

擇了方案 1，但也已制定了過渡

計畫，倘若疫情爆發，便可轉向

選擇另外兩種方案之一。拉格蘭

奇說，一旦發生疫情，將首先由

該地區的衛生官員進行調查，以

確定具體情況及如何發生傳播，

再決定與受影響的學校部門進行

下一步合作。決策將基於包括社

區或學校的病例數以及持續傳播

的風險等因素而調整

拉格蘭奇說，3月份時，省

【看中國訊】加拿大的年通

貨膨脹率在 6 月份重新回到正

值，達到 0.7%。此前連續兩個

月為負值。

7 月 22 日加拿大統計局發

布了 6 月份加拿大的通脹數據。

報告數據顯示，隨著疫情限制的

解封，6 月的消費物價指數比去

年 6 月上漲了 0.7%，比 5 月增

加了 0.8%。

6 月加拿大的汽油、食品和

住房的價格都出現明顯上漲。汽

油價格在暴跌後回升，比 5 月

高了 11%，從而推動了通脹率

的上漲趨勢。住房成本比 5 月

高了 0.5%，食品價格的月增幅

為 0.3%，年增幅則為 2.7%。

服裝價格比 5 月上漲了 1%，彌

補了一個月前的跌幅。

此報告顯示，在人口最多的

安省，電力成本 6 月比 5 月上

漲了 17%，為 2003 年以來最高

的單月增幅。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後，加

拿大通脹率在 4 月份降至負

0.2%，5 月份降至負 0.4%，這

是自2009年9月以來首次負值。

新的公佈的通脹率好於大多

數人的預期，因為如果通脹率持

續為負值，通貨緊縮的風險就在

增加。

一些經濟學家們預測，加拿

大的通脹率要恢復到 2% 左右的

正常水平還需要很長時間，因為

疫情影響，現在加拿大市場需求

疲軟限制了公司和企業提升價格

的能力，加拿大的距離經濟復甦

還有很長一段路。

在本月早些時候，鑑於通脹

前景的疲軟，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宣布，至少在兩年

內不會提升借貸成本。

在 22 日加拿大統計局發布

了通脹率數據後，加元略有上

升，加元兌美元的匯率為 1 加

元兌換 74.55 美分（在北美東

部時間 12 點）。

亞省宣布今秋重新開學

Now seeking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hinese 

virologist formerly employed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has given 
her account of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saying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knew 
COVID-19 was spreading between 
humans in December 2019, but 
covered up the news for several 
weeks.

 Dr. Yan Li-meng, then a postdoc-
toral fellow at HKU’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aid in a July 10 
interview with Fox news that her 
supervisor had told her to inves-
tigate the SARS-like disease that 
had broken out in central China’s 
Wuhan.

 Later, however, Yan says she was 
reprimanded for talking about the 
disease’s person-to-person spread, 
which she heard about from a sci-
entist in mainland China. Feeling 
a moral obligation to step forth as 
a witness, Yan left Hong Kong on 
April 27, arriving the next day in 
Los Angeles.

 Yan hails from Qingdao, a coastal 
city in northern China. In Decem-
ber, when Yan failed to get an of-
ficial explanation from authorities 
about the CCP virus, Yan tapped 
into her mainland network of pro-

fessional contacts.

 On Dec. 31, the Chinese author-
ities acknowledged the outbreak 
of a “pneumonia-like” ailment in 
Wuhan, saying that the disease 
had likely originated in unsanitary 
conditions at a seafood market, and 
that there was little risk of the hu-
man-to-human transmission.

 But the same day, a friend work-
ing as a researcher for the China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told Yan that the 
COVID-19 was already spreading 
between people.

 “The timing is very, very import-
ant,” Yan said of the early out-
break. “If we can stop it early, we 
can save lives.”

Buried by censorship
 In the following weeks, as hun-

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were 
getting ready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period, Chinese au-
thorities continued to maintain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hu-
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e spread of the CCP virus oc-
curred in the same timeframe as 
key political meetings being held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officials in Hubei Province, 
where Wuhan is the local capital. 
During the more than one week 
of the meetings, no new cases of 
COVID-19 were reported, but 
numbers shot up right afterward.

 Chinese state health experts down-
played the severity of COVID-19, 
insisting as late as Jan. 15 that hu-
man-to-human transmission had 
yet to be confirmed. China’s leader 
Xi Jinping acknowledged the epi-
demic on Jan. 20, only after mul-
tiple foreign countries reported 
their own COVID-19 cases, all of 
which had originated in China.

 The CCP-influence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peated the dis-
information coming from China, 
discouraging foreign governments 
from enacting travel bans or taking 
other measures to protect them-
selves from the oncoming pan-
demic. On Jan. 9, the WHO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pathogen 
did “not transmit readily between 
people.”

 The WHO has also repeatedly 
praised the CCP for its “transpar-
ency” in the crisis. It also avoided 
declaring COVID-19 a global pan-
demic until early March, by which 
time the Chinese regime had begun 
claiming that the domestic situa-
tion was under control.

 According to Yan: “I already know 
t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I know 
the corruption among this kind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ike the 
WHO to China government, and to 
China Communist Party.”

Personal risks
 Yan said she had relayed what her 
China CDC contact told her to her 
boss, who first responded with only 
a nod. When she raised the issue 
again on Jan. 16, he then warned 
her not to “touch the red line.”

 “We will get in trouble and we’ll 
be disappeared,” he said, according 
to Yan.

 Yan’s account matches what ex-
perts and reports have long alleged: 
that the CCP suppressed critical 
knowledge of COVID-19’s spread, 
squandering critical weeks in the 

disaster for the sake of political 
expediency.

 In January, Dr. Li Wenliang was 
reprimanded by Chinese police 
for spreading “rumors” about 
COVID-19; he later contracted 
COVID-19 while working on the 
frontlines and died on Feb. 7, be-
coming a worldwide icon for criti-
cism of the CCP’s coverup.

 The CCP has portrayed its actions 
as a model response to the pan-
demic, despite the resurgence of 
cases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more recently, Beijing.

 Yan said that she fears for her life 
should she return to Hong Kong or 
mainland China, saying: “I know 
how they treat whistleblowers.”

 She tried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go with her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an argument broke out between 
them, with him warning her that 
she would get both of them killed.

 “The reason I came to the US is 
because I deliver the message of 
the truth of COVID,” Yan said.

 Based on available statistics, 
COVID-19 has infected 14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and killed more 
than 600,000.

Beijing and WHO Concealed Early Spread 
of COVID-19, Says Escaped Researcher英文報導  English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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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資金被用於應對武漢肺炎大

流行，政府已在全省範圍內增加

了$1.2 億的學區撥款，每個學區

都看到 2020-21 學年的撥款增

加。今年 5月，拉格蘭奇宣布對

學校各部門追加 $2.5 億資金。

學校部門已經將其中的 $1,500
萬用於「加強衛生條件，免碰觸

水槽、自動沖水馬桶、免接觸洗

手液裝置和自動出紙機、自動開

門器，瓶裝水代替飲水器」。在

61個學校部門中，學校的儲備金

大約為 $3.63 億，學校可利用儲

備金來實施優先事項。

拉格蘭奇還表示，這個期間

文憑考試也是具有靈活性的。

「過去，全套考試是在 1 月和 5
月進行的，而現在將在 11 月，

1 月，4 月和 5 月進行。」在隨

後的季度中，學生還能重考。

一些埃德蒙頓公立學校董事

會和埃德蒙頓天主教學區的幾所

學校，已經將其學校日程更改為

季度時間表。

亞省省長康尼表示，新學年

將有超過 75 萬名學生返校。亞

省病毒感染率在西方世界保持了

最低的水平。

亞省省長康尼（右）和省教育廳長拉格蘭奇（左）（圖片: 省政府）

汽油價回升 加國通脹率6月份回歸正值

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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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苗青綜合報導】卡城市議會

今天投票決定，卡城將要求市民在公共的

室內場合必須戴口罩 , 以阻止武漢肺炎疫

情的傳播。這一決定將從 8 月 1 日生效。

新規要求市民在室內公共場合、卡城

公交、出租車和優步共享車上戴上可遮蓋

口、鼻和下巴的口罩，除非場所中有屏幕

等隔離物。室內公共場合包括零售店、商

場、娛樂中心、辦公樓內的公共公共空間

等。規則不適用於學校、幼兒園、私人工

作場所或私人住宅。

卡城口罩規則的豁免對象包括兩歲以

下的兒童、患有潛在疾病或因殘疾影響其

戴口罩能力的人，以及在沒有協助的情況

下無法摘下口罩的人。人們還將被允許在

有必要「提供或接受服務」時摘下口罩，

這可能包括獲得牙科治療等事情。

在公共場所鍛練或進行其他體育活動

的人不會被要求戴上口罩，餐廳和酒吧也

將被豁免，因為人們不能在戴著面罩時吃

東西或喝酒。

商業機構將被要求展示一個標誌，告

知人們關於強制性戴口罩的規定。在被要

求的戴口罩的地方，不戴口罩的人將被處

以 100 元的罰款；沒有展示標誌告訴人

們必須戴口罩的企業將被處以 200 元的

罰款。

強制戴口罩新規與多倫多、渥太華和

蒙特利爾等城市的規定類似。不過，卡城

市政府官員表示，他們並不期望企業會對

不戴口罩的人們強制執行這條規則，也不

會因為對方不戴口罩就拒絕為其服務。他

們還表示，他們不打算採用大範圍執法，

懲罰不戴面罩的人。只是為了讓卡城人知

道新規，從而鼓勵更多的卡城人戴口罩，

期望讓在公眾場合裡卡城戴口罩的人數會

提升 25%，達到大約 60% 的比例。

這一新市規在 7 月 22 日，以 12 票

贊成 3 票反對得以通過。在週二晚間持

續了 2 個半小時的辯論，投反對票的有

市議員朱文祥（Sean Chu）、傑洛米 -
法卡斯（Jeromy Farkas）和喬 - 傑洛米

（Joe Magliocca）。傑洛米說，他不支持

該細則，因為它相當於 " 政府在人們的生

活中介入了太多 "。朱文祥則說，他擔心

城市會成為 " 保姆國家 "（nanny state）。
卡城應急管理局局長湯姆 - 桑普森

（Tom Sampson）說：「我認為，我們是

進入了第二波疫情。」他相信第二波新的

武漢肺炎病毒已經抵達卡爾加里，「我們

目睹了第一波疫情的發生，我認為因第一

波疫情卡城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

過去 4 天，亞省新增了 509 例新冠

感染，使活躍病例數上升到 1193 例。在

整個亞省，已經有 172 人因武漢肺炎而

死亡，其中 115 人在卡城及周邊地區死

亡。

議員德魯 - 法雷爾（Druh Farrell）
說：「這不是鬧著玩的。這是一個很嚴重

的問題，有人因此遭受痛苦。」

下週一（8 月 27 日），卡城市議會

將討論決定具體細則。

【看中國訊】在疫情期間受各種不

確定因素而無法買房的卡爾加里人們，

Trico 推出的 Trico Cares 計畫或許可以

幫助你重拾新房夢想，這個維持整個夏季

的計畫，將為新房主保留額外儲蓄，並支

持當地產業及社會文化。

Trico 表示，對未來發展抱持樂觀態

度，但理解買家在購房時，將因當前情況

採取更謹慎的策略。Trico Cares 最近與

多名供應商夥伴合作，將旗下 5 種最受

歡迎的房屋型號，在不影響品質與功能的

情況下，進行成本調整，並將優惠直接轉

達給業主，為業主剩下更多儲蓄，以達到

供應商、Trico 及業主三贏局面。這項優

惠持續到 2020 年 9 月 30 日。

這些超值的房屋目前組成了 Trico 
Hallmark Homes 系列，在卡爾加里所有

區 域 及 Okotos、Cochrane、Airdrie 及

Chestermere 都有出售。Hallmark 系列

涵蓋 30 萬元左右的後巷車道獨立屋到 50
萬元起的前置車庫獨立屋。

Trico 總裁 Michael Brown 說，「我

們的座右銘是『Doing Well by Doing 
Good（行善）』，這項計畫的目標是為社

區提供實質的支持，感謝眾多與我們一路

同行的夥伴。」

1992 年 Wayne Chiu 創辦了 Trico 
Homes，並致力於成為一家與眾不同的

住房建築公司，如今 Trico 已成為卡城頂

級建築商之一，並向周邊地區拓展。如今

Trico 已經建造超過一萬套優質房屋，以

設計、工藝、與對客戶的關懷贏得廣泛好

評，並且是加拿大西部唯一一家國際認證

B 級企業。

【看中國苗青報導】加拿大聯邦政府

在 2020-21 年度再次增加加拿大兒童福

利（CCB）。

聯邦家庭、兒童和社會發展部部長胡

森（Ahmed Hussen）7 月 20 日 宣 布，

從即日開始，2020-21 年度的兒童福利

（CCB）將再次提高，以跟上生活費用的

增長。這是在 5 月 20 日聯邦政府應對武

漢肺炎措施一部分，那時合格的 CCB 受

益人收到每個孩子一次性額外 300 元。

這意味著，在 2020-21 福利年度，6
歲以下兒童每人最高福利為 6,765 元，多

出了 126 元；6 至 17 歲兒童每人最高福

利為 5,708 元，多出了 102 元。一個有

兩名 6 歲以下子女、收入 3 萬元的家庭

將獲得 13,530 元，比去年多了 252 元，

比 2015 年加拿大兒童福利金計畫之前，

多了 3080 元。

胡森說：" 家長們都知道養育一個孩

子的費用有多高。因此，我很高興在加拿

大推出兒童福利金 4 週年之際宣布，將

再次提高該項福利。這意味著每月有更多

的免稅收入進入加拿大家庭的口袋。"
他還表示將有 300 多萬個中產家庭

受益，因疫情導致滯留海外的家庭同樣可

以享受到這項福利。

卡城強制戴口罩 新規8月1日生效

Trico Homes 推出買房三贏策略 加國年度兒童福利金再度增加

Pixabay

Getty Images

excel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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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或禁中共黨員入境

7 月 16 日，美國《紐約時報》引述多

名消息人士透露稱，川普總統為首的美國

政府正在討論禁止所有中共黨員及其家屬

進入美國。據悉，這項政策仍在擬定草案

程序中，美國政府獲得授權不但可以撤銷

已經身在美國的中共黨員及其家屬的簽

證，將其驅逐出境，而且還禁止中共黨員

及其家屬、中共軍方人員和國營企業主管

進入美國等。

「退黨」成熱搜關鍵字

綜合媒體報導，上述消息傳出之後，

中文「退黨」關鍵字在谷歌搜素引擎上成

為熱搜。其中「如何退黨」搜尋量驟增

150%，「退黨流程」增加了 120%。

美提案禁黨員移民入籍

根 據《美 國 移 民 和 國 籍 法》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規

定，任何共產黨員和恐怖主義組織成

員禁止移民美國，並禁止獲得綠卡。

今 年 6 月 15 日， 美 國 眾 議 員 Guy 
Reschenthaler 提出了《終止中共黨員

公 民 法》(EndChinese Communist 
Citizenship Act) 立法案，此立法案明確

禁止中共黨員獲得美國綠卡。

Guy Reschenthaler 說 :「中 共 在

全球範圍內繼續採取侵略和粗魯的掠奪

行為，包括竊取美國知識產權、違反國

際貿易法、製造令人髮指的侵犯人權行

為等。最近，他們沒有採取任何負責任

的行動，來分享可能致命性的中共肺炎

（COVID-19）信息。很顯然，中共黨員

不同意我們美國的核心價值觀。 ( 因此 )
我們不應該允許他們成為美國公民。」

Guy Reschenthaler 還強調，《終

止中共黨員公民法》是將「中共黨員或

其繼承人」加入到禁止成為美國公民的

移民名單中，以確保中共成員不會獲得

綠卡。

據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網站 7 月 18 日

報導，中共黨員退出中國共產黨之後，只

要出示退黨證書便可以進入美國、獲得綠

卡或加入美國國籍。報導並引述美國移民

法律條款規定，申請加入美國國籍的移民

隱瞞其共產黨員身分，使用欺騙手段進入

美國、加入了美國籍，如果被舉報並查證

屬實的話，不但他們隨時可能被註銷其綠

卡，而且還會遭到驅逐出境。

退黨證書具法律效力

近年來，美國政府對中共黨員移民申

請的審查比以往更加嚴格，一些中國公民

因黨員身分移民申請遭拒。如果申請人能

夠證明自己是非自願（involuntary）加

入中共，或者在提交綠卡申請一定年限之

前證明自己已退黨，那麼他們依然可以獲

得簽證、綠卡，甚至入籍。

報導稱，美國移民局早些年就確認全

球退黨服務中心簽發的退黨證書是強有力

的支援檔，並將退黨證書作為中國公民移

民、入籍等申請檔。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

席易蓉女士說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可以

給在海外的華人提供中英文退黨證書。退

黨證書終身有效。」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

導】自從美國媒體披露川普政府

正在討論禁止中共黨員及家屬

進入美國等政策之後，中文「退

黨」短時間內成為熱搜關鍵字。

由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簽發的退

黨證書已經獲得美國移民局的

認可，可作為大陸民眾移民、入

籍等申請檔。

美政府或禁黨員及家屬入境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導】美國

商務部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宣布，因涉嫌配合中共侵犯新疆自治區少

數民族人權，美國對 11 家中方公司實施

制裁。這也是繼制裁包括新疆黨委書記陳

全國等多名中共高官之後，再次對新疆人

權問題實施制裁。 
美國商務部官方網站 7 月 20 日發

布消息稱，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域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
在實體清單 (The Entity List ) 中添加了

11 家中方公司，這些公司都是涉嫌配合

執行北京對新疆少數民族大規模鎮壓活

動，包括任意拘留、強迫勞動、非自願收

集生物識別數據，以及針對新疆自治區穆

斯林少數民族的遺傳信息進行分析等。 
商務部的制裁將導致這 11 家中方公

司在獲取美國原產商品 ( 包括商品和技

術 ) 方面面臨新的限制，此舉將補充了美

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域在 2019 年 10 月

和 2020 年 6 月公布的 2 份實體名單。商

務部長威爾伯．羅斯 (Wilbur Ross) 說 :
「北京積極推廣應受譴責的強迫性勞動、

濫用 DNA 收集分析計劃，以此鎮壓其公

民。這項行動將確保我們商品與技術不會

被中國共產黨用來鎮壓和攻擊無防禦能力

的穆斯林少數民族。」

因涉及對維吾爾人和新疆自治區其他

穆斯林少數群體進行強迫性勞動而被列入

實體名單中的中方公司，如下 :
昌吉埃斯克爾紡織有限公司

合肥比特蘭資訊技術有限公司

合肥美靈有限公司

和田浩林髮飾有限公司

和田泰達服裝有限公司

今創集團

南京新一棉紡織有限公司

南昌歐菲科技有限公司

碳元科技有限公司

因涉及協助進一步壓制新疆維吾爾人

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遺傳分析信息，

將被添加到實體名單中的中方公司，如下 :
新疆絲綢之路華大基因 (Xinjiang 

Silk Road BGI) 
北京六合華大基因（Beijing Liuhe 

BGI）
據 公 開 資 料 介 紹， 美 國 的 出 口

管 制 條 例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EAR)，俗稱出口管制法、

出口禁令，是一組出現在美國《聯邦規則

彙編》第 15 章第 730 至第 774 部分（15 
C.F.R.§730 et seq）的條例，由美國商

務部下屬的工業和安全局負責管理。一般

而言，出口管制條例主要內容是規定能否

從美國出口貨物，以及是否能從一個外

國再出口 (re-export) 另一個非美國的國

家。適用的範圍不僅包括實體貨物，還包

括電腦軟件、數據、技術等。     
《聯邦規則彙編》第 15 章第 774 部分

提供了受到控制的商品分類清單。許多常

見電腦軟硬件產品，都是受該條例管制的

產品。他們都會在軟件許可條款上進行聲

明，例如 AMD 網站上「產品、服務和技

術嚴禁由美國出口或轉口至古巴、伊朗、

朝鮮、蘇丹、敘利亞及其他受到美國貿易

制裁的任何國家 / 地區和最終使用地區」

的聲明。 
7 月 20 日前已經被美國商務部列入

實體名單的中方公司、機構和個人有 : 大
華股份 (2019 年 10 月 )、海康威視 (2019
年 10 月 )、科大訊飛、曠視科技、商湯

科技、美亞柏科、溢鑫科技、依圖科技、

達闥科技、成都精密光學工程研究中心、

哈爾濱工程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奇虎

360、礪劍天眼科技有限公司、中共公安

部法醫學研究所、烽火科技集團、東方網

力、深網視界、雲天勵飛等公司，以及復

旦大學副教授朱傑進。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中國

長江流域持續受到暴雨襲擊，洪水逐漸往

下游推進，多地持續超過警戒水位，上千

萬人流離失所。近日大陸女主播卻宣稱，

中國水災的嚴重程度是因網絡變好造成的

「錯覺」。

中共水利部 19 日指出，長江中下游

主河道水位已超出警戒水位 13 天，淮河

水位已超出警戒水位 2 天，安徽共有 35
個河流與湖泊超出警戒水位。三峽大壩

17 日迎來今年進入汛期後最大洪水。

中國應急管理部統計的數據顯示，

7 月迄今，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

慶等長江流域省會，以及其他 19 個省市

區，至少有 2385.7 萬人次受災，洪災中

至少有 31 人死亡，1.6 萬間房屋倒塌，

直接經濟損失達到人民幣 643.9 億元。而

《南華早報》則披露，中國洪災導致多達

170 萬人流離失所，中國的經濟衝擊也比

往年平均值高出 11%。

就在外界高度大陸暴雨洪災的情勢

之際，山東「嵐山融媒」主播姜騰卻在

鏡頭前大言不慚的說：「為甚麼建了這

麼多水壩，洪澇卻越來越嚴重，這是因

為網絡變好了，互聯網讓洪災資訊源源

不斷傳遞到你手機裡，造成了洪澇越發

嚴重的錯覺。」姜騰還強調：「全國馳

援武漢了嗎 ? 解放軍子弟兵上堤了嗎 ? 
武漢是不是一切正常了 ? 這說明我們

有信心。」她還「忽悠」道：「面對這

一場預計有史以來最大的洪水，再也不

會用人命去守堤，相反還能在江邊遊玩

觀景。」

【看中國訊】中國多地不斷傳出洪

災，不僅三峽大壩持續泄洪，安徽省境內

被譽為「千里淮河第一閘」的王家壩也在

7 月 20 日開閘泄洪，目前王家壩已泄洪

超過 48 小時，影響蒙窪蓄洪區內生活的

17 萬多人，但目前卻只轉移了 2000 多

人，當地民眾損失慘重。

據大陸媒體報導，隨著王家壩閘泄

洪，蓄洪區內的水位不斷上漲，玉米地被

洪水淹到只剩桿子頂部，當地不少農民種

植的作物全遭洪水淹沒，養殖戶在池塘養

殖的魚蝦也都被洪水沖走，好多人都貸了

款，水一來全沒了。阜南縣王家壩鎮李郢

村第七生產隊隊長馬守望表示，他從小生

活在這裡，先後經歷過 6 次泄洪，相比

於 2007 年的開閘泄洪，這次來水更多，

水勢更為迅猛。他說，洪水來之前，蓄洪

區還在抗旱。先前當地還缺水，特別種了

旱稻，從河裡抽水往地裡排，沒想到「現

在又要抗洪」。

安徽省阜南縣王家壩閘位於淮河中上

游分界處，河南與安徽兩省交匯處，於 7
月 20 日開閘泄洪。大陸官方的宣傳口號

是「舍小家保大家」。

對此，中國網友表示：「安徽這次洪

災嚴重啊」、「唉，我同學在穎上，莊稼

都淹了」、「不少朋友家都在那邊，有的

地已經被淹的需要人轉移逃難的地步了，

真的希望相關部門能給予相應的重視，物

資支援能到位，給個連結眾籌也行」。

也有不少人質疑，「中共官方的宣傳口

號是『舍小家保大家』那為什麼是舍我

家？！那為什麼我的家你做主？！」「每

次開閘淹多少田和村莊，可惜還吃力不討

好。」「明星換個頭像都能上熱搜，這麼

大的事兒竟然上不了熱搜？」

今年 6 月以來，長江流域共發生 9
次明顯、無間歇的降雨過程。 7 月 21
日，氣象臺發布暴雨藍色預警，預計 7
月 21 日上午 8 時至 22 日上午 8 時，長

江上游的重慶、四川，以及河南、湖北等

地區有大到暴雨。

【看中國訊】7 月 22 日遼寧省大連出

現確診病例，包括凱陽冷庫、遼陽大連灣

市場等多地人員進行核酸檢測，大連灣地

鐵站封站，所有列車不停靠此站。

新華網 22 日晚間 9 時許報導，遼寧

大連市當日出現新增確診病例，患者是一

名 58 歲男子，在一家海產品加工企業工

作，發病前 14 日沒有離開大連，亦無接

觸確診者。當地企事業單位在排查通知

中提到，「凱陽冷庫在環境檢測中發現病

毒，目前已封閉，排查 14 天內有去過凱

陽冷庫的人員。」另一家企業在通知中提

到，「今天（22 日）上午政府部門進行

環境監測時，在大連灣凱陽冷庫存貨的外

包裝上檢出病毒。」

有網友發布視頻顯示，大連水產批發

市場 7 月 22 日封市，當局官方調派了許

多人員，對現場人員進行排查；大批防疫

人員到場將現場許多民眾拉走隔離。視頻

中還顯示，有網友跟帖表示，「剛剛發給

大連的朋友還不知道呢！」「國內一點都

沒報。」「是的。這是在朋友圈看見的，

好幾個朋友住那附近。都慌了。」

還有網友說，「有朋友說，大連灣的

感染源是進口蝦 ... 恭喜不知道哪國蝦子

成功背鍋，確診病例的醫院現在燈都黑

了，門口全是車，要做核酸檢測。希望

不要搞太久。東北玩不起了。經濟夠差

了。」

因應事件，當地地鐵公司宣布對地鐵

3 號線大連灣站封站，列車不停該站，但

沒有說明恢復營運日期；大連市就業服務

中心亦發出緊急通知，市人力資源市場

22 日起暫停各類現場招聘活動，恢復時

間待定。此外，網上還傳出一份官方下達

給大連麗灣海景小區的通知，要求該小區

進行封閉式管理；大連某工作單位的員工

也接到通知，要求在進入單位之前，每個

人都要檢測體溫。有網友推測，除冷庫工

作工人外，大連灣或還有其他人染疫。網

傳還有另一例病例，是一名女子，每天從

大連灣站搭輕軌到保稅區站上班，目前官

方尚未公布此案例。

美制裁11家侵犯人權的公司

陸媒女主播宣稱洪災是錯覺

Nasdaq證交所

乾旱之後來洪水 安徽王家壩泄洪超48小時

美國政府或將禁止中共黨員及家屬進入美國。圖為美國機場等待入關，正在排隊的中國人。

(Getty Images)

大連突爆疫情
水產市場緊急
關閉畫面曝光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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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7月 21日，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在企業家座

談會上聲稱「同大家談談

心」、「給大家鼓鼓勁」，

要求實施好外商投資法。

不過，外資不斷撤離，外貿

出口也受重創，在中共肺炎

（COVID-19）疫情的影響
下，中國經濟堪憂。

習近平給大家鼓勁  
未「露面」

據中國官媒 7 月 21 日報

導，習近平說：「我們召開一個

企業家座談會，一是同大家談

談心，二是給大家鼓鼓勁，三

是聽聽大家對當前經濟形勢、

『十四五』時期企業改革發展的

意見和建議。」

出席該座談會的有國有企業

負責人、民營企業家、外資企業

和港澳台資企業管理人員和個體

工商戶代表。

數據顯示，到 2019 年底，

中國有市場主體 1.23 億戶。其

中，企業有 3858 萬戶，個體工

商戶有 8261 萬戶，個體工商戶

帶動就業人口超過 2 億，是數

量最多的市場主體。

習近平說，「要千方百計把

市場主體保護好，為經濟發展積

蓄基本力量」；「要實施好外商

投資法，放寬市場准入，推動貿

易和投資便利化。」

官媒這次報導同樣沒有習近

平的任何影像信息。

中國長江流域洪災持續逾一

個半月，且向北方淮河流域蔓

延。但外界注意到，習近平除做

出兩次相關指示外，一直沒有任

何影像信息，令人們議論紛紛。

外資撤離，外貿受阻，李克強也很

著急。（Getty Images）

習近平在企業家座談會上聲稱「給大家鼓鼓勁」。（Getty Images）

外資撤離 外貿受阻  
李克強也很著急

7 月 14 日，中國海關總署

公布半年度貿易數據，其中上半

年中美貿易順差減少 10.8%。

而中國總理李克強稱經濟衰退影

響前所未有，形勢依然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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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李

魁文說，中國外貿發展面臨不穩

定不確定因素較多，加之中美貿

易摩擦影響，下半年出口形勢依

然複雜。

李克強 7 月 13 日主持召開

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認

為，今年疫情的衝擊、經濟衰退

對中國經濟影響前所未有，形

勢依然嚴峻，「要做好繼續打硬

仗的準備，做好疫情常態化防

控」。

李克強表示，中國要堅持積

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

和就業優先政策，要穩住經濟基

本盤，努力完成全年發展目標任

務。「發展普惠金融，做到既有

效增加信貸投放量又明顯降低綜

合融資成本。多措並舉幫助大學

畢業生、返鄉農民工等重點群體

就業。」

不久前李克強主持召開穩外

貿工作座談會稱，近幾個月外貿

有所回穩，下一步外貿環境依然

嚴峻複雜，對此必須有充分估計

和準備；要按照保就業保民生保

市場主體的要求，落實各項助企

紓困政策，在積極擴大內需的同

時，研究制定穩外貿穩外資的新

措施。

胡春華強調「六穩」 
突顯外貿形勢危急

而胡春華作為分管三農和扶

貧的副總理，7 月 9 日出席穩外

貿穩外資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並講

話，突顯中國外貿受疫情影響而

形勢危急。

據中國官媒新華社報導：

財經簡訊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7 月 21 日，樂視網正式被深圳

證券交易所予以摘牌完成了退

市。至此，1600 億市值灰飛煙

滅，28 萬股東夢想徹底窒息。

曾經被稱為中國股市創業

板「一哥」的樂視網，迎來其最

終謝幕之日，7 月 21 日被深圳

證券交易所予以摘牌。行情數據

顯示，樂視網最後一個交易日平

盤報收，報 0.18 元，成交 2156
萬元（人民幣，下同）。

7 月 20 日，樂視網發布公

告稱，截止 2020年 7月 20日，

公司股票已於退市整理期交易滿

30 個交易日，退市整理期已結

束。公司股票將於 7 月 21 日被

深圳證券交易所予以摘牌。公司

已聘請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

代辦機構，委託其辦理股份重新

確權、登記和託管手續。

據 Wind 數據，樂視網股價

自歷史最高峰的最大跌幅高達

99.62%（已考慮權息因素），

這一跌幅創下中國股市記錄（包

括已退市股票）。樂視網曾極受

市場追捧，2015 年市值曾超過

1600 億元，成為創業板之王。

而目前樂視網市值不到 10 億

元，這意味在短短 5 年時間裡，

樂視網超過 1600 億元市值已蒸

發。

另外， 根據規定，深圳證券

交易所創業板不接受公司股票重

新上市的申請，因此樂視網股票

退市後，將不能重新上市。

最新的數據顯示，樂視網在

進入退市整理期前，仍有 28 萬

股東。這一次，隨著樂視網股票

的退市，樂視控股集團創始人、

前董事長賈躍亭許諾給他們的夢

想，也終於徹底窒息。

「全國穩外貿穩外資工作電視電

話會議 9 日在京召開。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胡

春華出席會議並講話。」

胡春華強調稱：「外貿外資

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地

位，穩住外貿外資是做好『六

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的

重要內容。在國際環境和全球疫

情形勢嚴峻複雜情況下，要全力

保住外貿外資市場主體……要把

保市場作為穩外貿最緊迫的任

務。」

之前北京當局多次提及的是

六穩，即「穩就業、穩金融、穩

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

期」。這是中共政治局在 2018
年 7 月 30 日會議首次提出。

據路透社報導，交通銀行

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

認為，下半年的外貿還是存在不

確定性，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疫

情的反覆，如果出現反覆可能會

影響到外貿的預期，以及全球經

濟，導致外需疲弱出口訂單萎縮。

受疫情影響，中國傳統的外

貿行業遭到全面洗牌，外貿訂單

有一部分已經徹底消失。而其餘

的訂單轉向線上平臺銷售，傳統

的小商品城外貿批發、工廠外貿

直銷類從業者面臨生存危機。

習近平召企業家談經濟出路

美農業部：中國又購買 
13.2萬噸美國大豆

【看中國訊】美國農業部表示，中國

又簽訂協議購買約兩批美國大豆船貨，美

國延續向中國的大規模出口勢頭。

民間出口商向美國農業部報告稱，

中國購買了 13.2 萬噸大豆，9 月 1 日開

始 2020/21 銷售年度付運。自 7 月 10 日

以來，美國農業部報告顯示，中國已購買

325.9 萬噸美國玉米，117.2 萬噸大豆和

32 萬噸硬小麥。中國需要在未來數月大

幅增加對美國農產品的購買，以履行第一

階段貿易協議的第一年進口 365 億美元

的承諾。數據顯示，1 ～ 5 月，中國進口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因糧食

價格飆升逾 20%，7 月 21 日消息指，北

京計畫動用國家儲備稻米和小麥。疫情

尚未消散，洪災與蝗災都對糧食收穫和

儲存不利，而各地糧庫也或將詭異的「失

火」。

聯合國在 7 月 13 日發表統計報告指

出，全球糧食危機不容樂觀，加上受疫

情衝擊，到今年底全球將新增 8000 萬至

1.3 億人受飢餓之苦。

而在中國，疫情尚未消散，近期又飽

受暴雨、洪災侵襲，長江流域災情不斷擴

大，大部分農田都被洪水淹沒，廣西也爆

發蝗災，大量蝗蟲吃光農作物，農民苦不

堪言，諸多分析皆認為下半年將發生糧食

危機。不過中國農業農村部 7 月 16 日發

表聲明稱：「全國糧食供給充足，全年豐

收有基礎，預計糧價仍會保持穩定。」

由於供應吃緊，今年部分地區的玉米

價格已飆升逾 20%。

據路透社 7 月 21 日報導，據三位熟

悉情況的消息人士透露，北京計畫動用國

家儲備稻米和小麥。一名聽取了該計畫簡

報的消息人士稱，政府可能在第一批銷售

中出售約 1000 萬噸稻米，「政府這樣做

是為了抑制價格」。

中國糧食價格飆升，促使中國進口商

購買的美國農產品數量創出記錄，這也是

北京當局聲稱在履行與美國第一階段貿易

協議承諾的一個原因。在不得不動用國儲

糧之際，然而日前貴州省都勻市的糧倉著

火，引發廣大中國民眾對糧食庫存安全的

擔心。一名糧庫工作人員透露，糧倉正常

情況下不會起火，哪怕電短路都不會。現

在糧倉四壁與倉頂都是不可燃材料，以前

是木房子，房子起火後，糧食只上面一層

會燒燬。這絕對是當地政府澆上汽油給燒

的，裡面沒有糧食，怕檢查出來。

近年來，中國的糧食危機問題日益嚴

重，不少看管糧庫的官員，被揭發貪污。

中儲糧河南分公司系統曾爆出有 110 名

「碩鼠」利用國家「托市糧」收購政策以

空買空賣「轉圈糧」。有知情人士說，很

多糧庫都是空的。過去多年以來，每次官

方發布清查全國糧庫通知後，全國各地的

糧庫都會相繼失火。

北京擬動用國儲糧食緩解危機 

暴跌超99% 
樂視網正式退市 
28萬股東夢想徹底窒息

了價值略高於 60 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

巴菲特旗下伯克希爾 
市值蒸發近千億

【看中國訊】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旗下的伯克希爾 · 哈撒韋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今年市值遭受的

疫情打擊比幾乎任何其他美股上市公司都

要大。受疫情影響，伯克希爾股價今年下

跌了 16%，市值減少了約 900 億美元，

至約 4600 億美元，市值蒸發規模在美股

所有上市公司中排名第 5，前 4 名分別為

摩根大通、富國銀行、美國銀行和埃克森

美孚，其市值損失在 1100 億至 1400 億

美元之間。巴菲特對上述銀行和石油公司

進行了投資，這成為導致伯克希爾巨虧的

原因之一。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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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或疲勞逃避

7 月 17 日，習近平召開政

治局常委會，關心的重點仍然

是其制定的 2020 年全民脫貧目

標難以實現問題。今年以來，當

局進一步陷入內憂外患，習近平

近日再度發聲保黨，說黨的領導

核心形象是「眾星捧月」的那個

「月」。外界認為，這其實是習

形容自己的地位，不過這是不利

之兆。

6 月以來，中國多地洪災持

續，面對目前的嚴重洪水災情，

官媒報導「少得可憐」。在這

危難時刻，習近平卻異常「低

調」，一個多月裡，他僅兩次就

此事發聲。一次是 6 月 28 日稱

「防災、救災取得積極成效」；

一次是 7 月 12 日承認「防汛形

勢十分嚴峻」，但關心的重點卻

不是洪災，而是其制定的 2020
年全民脫貧目標難以實現。

北京政治學者吳強對香港

《蘋果日報》表示：「習近平因為

要應付疫情、中美關係等諸多問

題，目前已陷入『決策疲勞』狀

態，面對水災產生了『逃避』心

態。」

不安全感強烈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習近

平目前表現，或與權鬥有關。

《世界的十字路口》節目主

持人唐浩分析說，習近平近期的

行蹤相當詭異，沒有前往災區視

察災情，人也不在北京。根據央

視的報導紀錄，習近平上一次公

開露面是 6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

的集體學習。也就是說，習近平

此前已經兩個星期沒有公開活

動。

唐浩認為習近平之所以隱

身，除了是要躲避北京的疫情

外，應該是中南海內部出現了激

烈的爭鬥博奕。因為習近平雖然

人沒露面，但卻接連啟動了整頓

軍方、政法體系兩大動作，顯示

在軍方和政法體系或有派系勢力

在與習近平較量爭鬥，而且不排

除已經動刀、動槍的可能性。

就在 7 月 6 日，官方報導

顯示，當局已秘密設立了一個平

安中國建設協調小組政治安全專

項組，而所謂「政治安全」，意

味著政權安全。政權安全就是黨

中央安全，黨中央安全就是習近

平本人的安全。

有分析認為，在體制中，負

責安全的至少有國安部、公安

部、司法部、政法委、現在又冒

出一個負責政治安全問題的機

構，如此層層加碼，突顯最高決

策者有著強烈的不安全感。

習近平 7月16日還在黨媒刊

文，把黨的地位形容為「眾星捧

月」的「月」，警告稱必須堅持黨

的領導，任何情況都不能動搖。

海外中文媒體分析認為，其

實早在 2017 年 10 月中共十九

大閉幕，新一屆中共七常委罕見

集體奔赴上海，參拜中共一大會

址，又到浙江嘉興南湖參拜中共

「紅船」，強化黨建，死保中共

的一系列動作頒布後，北京高層

就開始麻煩不斷，災禍連連。

習近平顯現決策疲勞

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 上海市長傳為劉鶴妹夫

美国切割中国与中共 中科院90多人辭職

【林中宇綜合報導】據官媒

報導，「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

心」由外交部委託中國國際問題

研究院設立，聲稱要統籌全國研

究資源，全面、系統、深入開展

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闡釋和

宣介，發揮習近平外交思想對外

交實踐的指導作用，云云。

報導指，國務委員兼外交部

長王毅為研究中心揭牌並講話。

王毅在講話中大力捧習近平，稱

習近平有「偉大戰略家的遠見卓

識」，目前已形成和確立了「習

近平外交思想」，並稱其是中共

建政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

成果」，等等。

王毅並稱外交戰線要把學習

習近平外交思想作為一項長期的

「重要政治任務」。

中央社報導此事時認為，儘

管王毅如是說，但習近平主政時

代，卻是中共在國際政治、經貿

等對外關係上最受到挑戰及排擠

的時代。與王毅所言相比，現實

上卻是幾乎相反的圖景。

報導舉例，中美貿易戰目前

第一階段協議尚未完全落實，中

方電信設備巨擘華為在英、美又

被排除參與 5G 建設，加上美國

提出與新疆、香港相關的制裁法

案，王毅 9 日出席中美智庫媒

體視訊論壇時表示，中美正面臨

建交以來最嚴重的挑戰。

外界觀察家認為，習近平在

外交上不再秉持前領導人鄧小

平「韜光養晦」的原則，也因此

在國際上面對更多挑戰。在這種

「思想」指導下，北京的外交官

在國際上也因為作風強硬而獲得

了「戰狼」稱號。

報導援引知情人士透露，這

一轉變是根據習近平去年的指令

做出的。

習近平在給外交官們的一分

親筆手諭中，指示面對包括美中

關係在內的國際挑戰時，要採取

更強硬的立場及表現出更多的

「戰鬥精神」。

【看中國訊】前上海市市長

應勇 2 月 13 日調任湖北省委書

記後，山東省長龔正 3 月分轉

任上海副書記、代市長，7 月

21 日龔正正式被任命為上海市

市長。

今年 3 月 19 日，北京當局

任命龔正任上海市委常委、副書

記。按照中共官場慣例，後續經

過上海人大會議，龔正料將正式

接任上海市市長。

現年 60 歲的龔正，中共

十九屆中央委員，他曾在海關系

統任職多年，曾任天津海關副關

長、海關總署政策法規司司長、

深圳海關關長、黨組書記，海

關總署副署長、黨組成員、海

關副總監。 2008 年 12 月，龔

正擔任浙江省副省長，2012 年

6 月獲任省委常委，兼任常務副

省長；2013 年 10 月，龔正任

杭州市委書記；2015 年 8 月，

他轉任山東省委常委、副書記；

2015 年 9 月兼任省委黨校校長；

2018 年 1 月出任山東省省長。

另據《明鏡郵報》曾報導，

龔正從海關系統轉入地方擔任要

職，得益於一位強大的政治後

臺，這個人就是當今最受習近平

重視的幕僚劉鶴，劉鶴現任國務

院副總理。消息人士告訴《明鏡

郵報》，龔正是劉鶴的妹夫。

【看中國 2020 年 7 月 21 日

訊】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 18 日

表示，中國的崛起不會讓美國領

導人擔憂，但中國共產黨統治下

崛起的中國令人憂慮。

中國外交部新任發言人汪文

斌 20 日首次主持例行記者會，

重心是針對美國區分中國和中共

的言論。汪文斌如同外交部其他

發言人一樣，批評美方一些人

「總是從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的

角度去看待中美關係，鼓吹圍堵

打壓中國」。

有分析指出，在《紐約時

報》日前引述白宮消息人士指美

國正在研究禁止中共黨員及親屬

入境美國後，北京對區別中共與

中國，以及中共與中國人民的做

法特別敏感。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

分析，有關美國要禁止中共黨員

入境的傳言，傳達出美國政府

「區分中國和中共的」意思。

近來，特朗普政府官員在表

述中國和中共以及中國人民時含

義越來越明確，而在中共當局的

表述中，中共即中國，中共就是

全中國人民的代表，美方的相關

表述越來越引起北京的警惕。

去年 11 月 8 日，蓬佩奧參

加柏林牆倒塌 30 週年紀念活動

時再次聲明，美中對立只是美國

與中共的對立。他說，「美國與

中國的衝突，是與中共的衝突，

不是美國與中國的衝突」。

分析指，中共把自己與人民

綁在一起、把一個黨和國家綁在

一起，煽動民族主義情緒，這是

一個一貫的洗腦手段。美國區分

中國與中國人民，很有智慧。

【苗薇綜合報導】中科院合

肥物質科學院近百名科研人員集

體離職事件持續發酵，中共國務

院副總理劉鶴要求深入調查，目

前專項工作組已成立。有網路消

息指，涉事科研所所長吳宜燦因

私鼓動員工集體辭職，離職的人

都去了其在外成立的公司。

這一場離職風波發生在中科

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下設核能

安全技術研究所。

該中層工作人員表示：「核

所最高峰的時候有 500 人，這

幾年人才快速流失，去年開始只

有 200 個人了。這下 90 多個人

辭職，現在就剩 100 人左右。」

該人還稱，「這 90 多名科

研人員確實是被挖走的」。

科研所短時間內出現近百人

的「離職潮」，到底是如何發生

的，真實原因何在，引發外界猜

測。

而離職的這些博士平均年齡

約在 30 歲左右，且擁有事業編

製。據瞭解，涉事核所在編基層

科研人員年薪在 12 萬元左右，

很多人都有福利房。

「知乎」上有關這方面的問

答大多匿名。有用戶發帖稱，核

所一直以來離職率高居不下，是

因為「核所裡面科研成績一點沒

有，宣傳卻是越吹越大。工作是

溜須拍馬，雜務纏身，但是真正

在科研上卻一點助力沒有，反而

被所裡各種刁難。一線的科研工

作者想要施展才華卻被排擠。受

不了的人都走了。」

也有自稱職工的匿名用戶表

示，是因為研究院領導層和核所

領導層內部發生權力爭鬥。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
報導】6 月以來，中國暴
雨不斷，27 省出現洪災。
危難時刻，習近平卻長時
間不去災區，頗不尋常，
引發外界種種揣測。

400億爛尾樓 
疑涉國家領導人 

家藏4億現金 
貪官竟暉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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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宇綜合報導】中國貴

州小城——獨山縣，是一個長期

被官方列為國家級貧困縣的地

方，全年財政收入不到 10 億人

民幣。

獨山縣借了 400 億的債打

造的景觀，部分卻已成為爛尾景

區。涉事前縣委書記潘志立去年

已被查。但一個中國網路時政評

論節目本月中上傳的爆料影片再

次引爆輿論倒逼官方，當局發聲

威脅不要熱炒。疑因事件已牽

涉至少中共兩名現任「國家領導

人」。

這個長約 22 分鐘的影片，

由節目主持人馬前卒實地走訪獨

山縣幾個標誌性的爛尾建築，將

地方當局花 400 億打造的形象

工程，真實呈現於大眾眼前時，

影片隨即引爆熱議。截至 7 月

17 日，短短 5 天內，該片吸引

超過 420 萬人次觀看。

【記者苗薇綜合報導】最新

落馬的山西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

原黨組書記、局長竟暉，家藏 4
億現金。除了竟暉以外，山西金

融系統還有多名官員被調查。

公開資料顯示，竟暉 1969
年 7 月出生，河南虞城人，他

在金融行業工作將近 30 年，曾

任山西省政府金融辦黨組成員、

副主任等職，2017 年 7 月出任

山西省政府金融辦黨組書記、主

任；2018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擔任山西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

局（省政府金融辦）黨組書記、

局長（主任）。

消息人士透露，竟暉 6 月

初被免職時就已經出事了，家裡

被發現藏了 4 億元人民幣現金。

網友「冷山時評」在推特

上發文：「你明白你為什麼窮

麼？他家裡藏了 4 個億的現金。

如果年薪十萬，你要不吃不喝

幹四千年，從商朝干到特麼現

在」。 

諸多危機之下，習近平疲勞、不安感強烈。(Getty Image）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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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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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寒窗習醫，㠀 年從師磨礪，㈀　 餘年深研醫道，加

上數萬計的醫案剖析，永無止境的醫學探究，不斷造就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十一：

【月經紊亂、停經】中年女性，近 1 年
來月經時常推遲，近 5 個月，未有月經 ,
且情緒緊張，易疲勞。來我中心就診，
經 5 次治療，月經複來，但量少；繼續
治療1個月，次月，月經如期而至，經量、
經色正常，且體質改善，不易疲勞。

           病人反饋之十二：

【蕁麻疹（風疹）】中年女性，近一年
來皮疹反復發作，累及全身 , 皮膚瘙癢
異常，時作時止，乾燥脫屑。經西醫診
為蕁麻疹，但治療無效。來我中心就診，
治療 2 次，瘙癢停止，治療 8 次後，全
身皮疹消退，膚質改善，隨訪未復發。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 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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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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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116,738–3 Ave SW
諮詢 / 預約 / 定座電話（粵、國、英語）403-255-5288 403-255-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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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營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

金會（國政基金會）21 日上午

舉辦「危險的海峽：臺海爆發軍

事衝突的可能性」座談會，會上

邀請了學者及軍事專家共同探

討兩岸、美中爆發軍事衝突的

可能性及臺海爆發軍事衝突的

可能結果等。

對此，空軍前副司令張延廷

在會上表示，現階段兩岸爆發全

面戰爭的高度衝突的可能性低，

但發生低度衝突可能性較高；低

度衝突有可能會發生在東沙、太

平島及烏坵等，「島嶼都是易攻

難守」。他分析，低度衝突的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中方軍機頻繁擾臺，

加上日前傳出7月8月將演
習奪取東沙島一事，引發

臺海衝突憂慮，提及兩岸

發生全面戰爭等；專家分

析，臺海爆發低度軍事衝

突的可能性比較高，但因

低度衝突往往不具徵兆，

因此更需要防範。

分析：台海軍事衝突可能性增加

特徵往往是不動聲色的，時間很

短，一下就結束了，因此更需要

防範。張延廷還說，中方軍機、

軍艦今年繞臺的次數相較去年已

經明顯增加，臺灣需要密切注意

「量變變質變」，例如中方軍機

是否會轉從由北而南的繞臺等。

國政基金會國安組的召集人

林郁方表示，25 年來，臺海出現

第 4 次軍事危機甚至是戰爭的機

率，就此時最高。首先，蔡英文

政府不會在「九二共識」上向北

京妥協，尤其是美中對峙上升，

認為美國會來拉攏臺灣，因此蔡

英文政府更不需要向北京妥協；

臺海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應該會

比中美發生衝突的機率更高。

林郁方也指出，擁有核武的

國家迄今未曾打過仗，中美在

2001 年美中軍機在海南島附近

的海域互撞之後，雙方已經確定

彼此機艦在空中與海上遭遇時應

該遵守的行為準則。然而，兩岸

的軍機、軍艦並沒有建立類似的

行為準則，預計中方軍機軍艦來

的機會將會越來越高，而臺灣飛

行員會越來越疲倦，雙方都可能

港府：可能押後立法會選舉
【看中國記者李家宏】

香港9月立法會選舉提名期
已經展開。在61萬港人在民
主派初選投票、展現強大民

意之際，香港政府和建制派

近日倡延後選舉，正在權衡

各種方案，被質疑以疫情為

藉口破壞選舉公平公正。

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1
日稱，考慮到疫情在短期內不會

消退，預計港府 7 月底至 8 月初

決定立法會選舉是否如期舉行。

親北京的《星島日報》稱，港府

仍在審時情況，最快 8 月上旬有

決定，又估計一旦選舉要延期，

就算延期最長近一年亦屬「合

理」時間。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

鋒 20 日報名參選立法會九龍

東選區。他 22 日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撰文指，隨著民主派

初選初報戰績，北京及特區政府

面對香港人的民意浪潮，現時密

謀劍指 9 月立法會選舉。

黃之鋒說，實際上，盤點武

漢肺炎爆發以來，各地政府從來

不會一下子就考慮押後選舉，反

而設法確保選舉如期舉行。他在

帖文中列舉過去三個月舉行過總

統大選、國會選舉、地方選舉或

重大議案投票的國家，以及這些

國家採取的投票防疫措施，「各

地政府都會千方百計提出各種方

法，由強制入站前消毒雙手、要

求全程戴口罩手套、限制站內選

票距離、限制站內人數，到延長

開放票站、加開票站疏導人流

等，確保選舉可以順利舉行，皆

因民意授權從來是各地政府施政

關鍵。」

22 日繼續有多名民主派和

建制派人士報名參選。建制派的

經民聯梁美芬、鄭泳舜及陳凱欣

報名參選九龍西時，支持必要時

延期選舉，又否認建制派選情嚴

【看中國訊】台港關係近年

不斷惡化，隨「港版國安法」7
月 1 日生效以及國安公署 7 月 8
日落成，更由近日一張簽證而降

至冰點。據台灣《上報》7 月 16
日報導，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

理處長高銘村因在港工作簽證到

期，申請續簽時被港府要求簽署

「支持『一個中國』切結書」，

該官員拒絕簽署下，16 日已經

返台。

報導中亦提到「知情高層」

說：拒簽「一中切結」，不主動

撤館、不換將，以護尊嚴。而台

灣方面，亦會繼續同港府斡旋，

爭取盧長水的赴港工作簽證。

17 日，本報記者致電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得到的回覆

是，「高銘村代理處長任期屆

滿，目前已經確實返台。廣物目

前還是正常運作，其他沒有補

充。No comment。」

台灣《蘋果新聞網》引述消

息，最快在今年底、明年初，於

台灣駐港的剩餘人員全部都會被

迫回台，讓有關辦事處無法運

作，這對在港台人與廠商恐有一

定衝擊。

《中央社》報導，台灣陸

委會 19 日對此以書面形式應

詢表示，近年台港相關互動衍

生的問題，一直通過港台經濟

文化合作協進會、台港經濟文

化合作策進會向港方表達，從

未提出超出雙方換文共識以外

的要求。但始終未獲港方正面

回應，甚至還提出不合理的限

制。因此，陸委會「須有所作

為，以維護國家尊嚴。」

港府要求台官員簽
「一中」承諾書

會擦出意外。

國家安全局前局長蔡得勝則

提到，近年來兩岸民間的仇視逐

漸增加，對於臺海情勢具有危險

性。在香港及疫情的壓力下，大

陸的民族主義高漲，加上北京也

害怕臺灣獨立會引發骨牌效應，

因此北京未來「行使主權」的意

志會更強，情勢也會更加複雜。

國防部前副部長陳永康認為，臺

灣得要鞏固內部心防、社會結

構，而不是比較飛彈數量，應該

是如何確保水電不斷、銀行不

垮，讓社會結構可以支持防衛決

心。針對美中衝突，國防安全研

究院先進科技與作戰概念研究所

的助理研究員舒孝煌表示，雙方

雖然仍有機制解決衝突，但或許

會因為周邊問題而擦槍走火，例

如臺海、南海、朝鮮半島等。他

還指出，目前美中的行動仍有節

制，顯示雙方應該都是不希望發

生衝突，但兩國的軍事準備的確

在朝向可能會發生大國戰爭的方

向，因此絕對不能夠認為大國衝

突不可能發生。

元朗恐襲一周年 市民拒絕遺忘【看中國訊】香港反送中運

動當中，2019 年 7 月 21 日元

朗白衣人恐襲無辜市民，當日遲

到 39 分鐘才現身的港警，不只

對手持木棍藤條的白衣暴徒視而

不見，還跟他們搭肩。此事迄今

都未有釋疑，在市民心中留下深

深的烙印。本月 21 日再有香港

市民繼續走出來堅持發聲，拒絕

遺忘當日警黑勾結的暴行。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港

警的截查行動一如既往，除了多

番查市民外，連記者都不例外。

港警派駐重兵佈防，警告市民勿

近月中方軍機頻繁越過台海中線，美軍也在南海增加部署。（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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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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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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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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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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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峻才贊成延期。新界東參選人民建

聯的陳克勤也稱不值得為了選舉令

疫情擴大。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民建聯會

務顧問譚耀宗曾表示，假如疫情繼

續嚴峻，政府不應排除將立法會換

屆選舉延期；又提到他擔心居住在

大陸「大灣區」的港人因返港要隔

離 14 日檢疫，導致他們不願回港

投票。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引

述譚耀宗為了讓內地港人回港投票

而要延遲選舉的說法極為荒謬，因

為譚所指的「大灣區選民」根本就

不符合《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第28條中，地方選區選民必須「通

常在香港居住」的資格。他又批評

某些政黨例如工聯會在疫情嚴峻之

下，仍然舉辦上百人聚集、不戴口

罩、載歌載舞的所謂「慶回歸」酒

宴，這些行為反而極可能導致疫情

社區爆發，對港人市民的健康極不

負責。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又不斷打壓

區內的紀念活動。元朗街頭停泊

大批警車，裝甲車、水砲車在元

朗大球場附近戒備，氣氛緊張。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

去年前往元朗站協助市民時遭襲

擊受傷，事後被建制派誣衊他帶

隊入元朗鬧事。林卓廷與民主黨

主席胡志偉、議員尹兆堅、7.21
事件傷者等中午在元朗站舉行記

者會，公開去年參與襲擊、至今

未被拘捕的 85 名疑兇大頭照。

惟當他們一拉起「警黑勾結，放

生兇徒」的橫額，瞬即被大批防

暴警察包圍，警告他們違反限聚

令，又以封鎖線阻止記者採訪。

最終共有 8 人遭到票控。

林卓廷獲放行後，指港警

所為反映他們懼怕面對自己在

7.21 事件中的醜行，行為可

恥，強調限聚令也無法封住市

民之口。他諷刺現場有超過 200
警力，假如去年元朗站有今日警

力十分之一，事件就不會發生。

在民主派初選勝出的候選人7月15日召開記者會，表明反對國安法（攝影：梁路思）

1年前元朗出現大批白衣人毆打無辜民眾，
警察視而不見還與他們並行。（網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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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陳承報導】國際學

生已被告知，在渥太華的邊境限

制解除之前，不要制定前往加拿

大的旅行計畫。

加拿大聯邦移民部 7 月 21
日在最新更新通知中表示，如果

留學生在 3 月 18 日加拿大邊境

封鎖後獲得了學生簽證，他們將

不被允許進入加拿大。

即使 3 月 18 日或更早之前

就持有有效學生簽證，也將被拒

絕入境，除非他們能證明自己

的旅行是「不可選擇或不可決定

的」。移民部的通知說：「雖然

加拿大許多學院和大學的校園都

關閉了，但一般都能在網上繼

續上課。」根據移民部的最新通

知，加拿大邊境服務局人員對入

境的國際留學生是否能夠入境有

最終決定權。

留學生們必須向邊境工作人

員出示他們必須回加拿大校園的

證明，比如需要參加實驗室或實

習課程。或者證明他們無法參加

在線學習，比如所在的國家有互

聯網限制或帶寬限制等。

和所有的入境者一樣，進入

加拿大的國際學生必須在抵達加

拿大後接受必要的健康檢查和

14 天的自我隔離。

《多倫多星報》報導，2019
年有超過 65 萬名國際留學生在

加拿大各個大專院校學習，因此

為加拿大經濟貢獻了 210 多億

加元，其學費比國內學生高出兩

到三倍。最大量的一批學生通常

在秋季抵達。

為了確保加拿大在武漢肺炎

大流行期間仍然是具有國際教育

的首選的競爭優勢，加拿大聯邦

政府允許國際留學生將在國外在

線學習的時間計入學時，這樣可

成為他們畢業後獲得工作許可的

一部分條件。

如果留學生們已經提交了學

習許可申請，並在邊境重新開放

時，至少有一半的課程是在加拿

大完成的，他們就有資格獲得工

作許可。許多留學生都把工作許

可作為獲得永久居留的重要途徑。

不過，很多國際留學生抱

怨，他們仍需為在線課程支付同

樣高昂的學費。因為時差，一些

學生可能不得不在凌晨熬夜上課。

【看中國鄭澄綜合報導】在

全球政壇反思共產主義危害的當

下，曾經被忽略的議題被置於世

界政壇的高光之下。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正式開啟迫害法輪

功的運動，21 年後的 7 月 20 日

眾多美國和加拿大政要發聲譴責

中共迫害法輪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20 日表

示，自 1999 年來，中共試圖剷

除法輪功及其努力捍衛自身信仰

權利的成員與維權人士。蓬佩奧

強調，長達 21 年的迫害已經太

久，北京應立即停止迫害行徑。

蓬 佩 奧（Mike Pompeo）
發表聲明指出，許多證據顯示，

北京當局直至今日仍持續壓迫與

虐待法輪功團體，據報拘禁數千

名成員。他說，去年他歡迎中國

迫害倖存者之一的法輪功學員張

玉華參加「促進宗教自由部長級

會議」。

他呼籲，中國當局應立刻停

止虐待與不當對待法輪功成員，

並釋放馬振宇等因信仰遭囚禁的

人士，也應交代失蹤法輪功成員

的下落。他強調：「法輪功成員

遭迫害 21 年實在太久，這必須

停止。」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

使布朗貝克（SamBrownback）
在 20 日也推文表示，法輪功倡

議人士面對迫害屹立不搖，「我

深受鼓舞」，美國與他們團結站

在一起。布朗貝克並在推文最後

加註 #21YearsTooLong（21 年

太久了）的標籤。

加拿大聯邦保守黨領袖熙爾

（Andrew Scheer）在 20 日發出

信函表示，「國會國際人權委員

會聆聽了許多專家令人信服的證

詞，相關證詞展示了令人震驚的

迫害手段，法輪功學員被強迫勞

動、酷刑折磨、任意處決及強摘

器官。」熙爾在信中寫道，法輪

功根植於佛法，是一種既修心向

善，又煉身體的功法，全世界有

上億人修煉法輪功。

在 7 月 20 日亞省省長康尼

在亞省省府網站上發表聲明，聲

援受迫害的法輪功團體，聲明寫

道：「今天是中共開始對法輪功

精神修煉進行殘酷鎮壓的第 21
週年的日子。」「在這個令人悲

傷和莊嚴的紀念日，我們追思那

些為了良心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受

苦受難者；我們敬仰和讚佩億萬

法輪功修煉者的堅強和勇氣，他

們依然能經受著迫害，依然直面

著恐懼和威脅；而這種迫害已延

伸到了中國之外。」

在加拿大法輪大法佛學會 7
月 20 日主辦的在線集會。在集

會上，共有 12 名加拿大政要發

聲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同時呼

籲停止迫害。

法輪功在 1992 年在中國創

立以來，曾一度被中國氣功科學

研究會吸收。中國政府一度實行

「三不政策」，認為對氣功（包

括法輪功）不鼓勵也不批評，

當時大陸官媒也對法輪功予以正

面報導、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也

表示支持。

1999 年 6 月 10 日， 時 任

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下令設

置機構 610 辦公室，調動了國

家官方媒體、司法、警察、軍

隊、教育系統和事業機構，並通

過電視、報紙、廣播和（此後

的）網絡的大規模宣傳及大規

模管控以推動相關政策。

7 月 20 日凌晨，中國公安

在全國各地綁架和拘留了公安認

定是負責人的法輪功人士。兩天

之後的 7 月 22 日，中共政府正

式發布取締的決定，開始了對法

輪功全面鎮壓。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臺灣軍方於 7月13日至 17日舉

行「漢光 36 號演習」，模擬敵

軍入侵，陸、海、空三軍上演實

兵、實彈作戰，引發外媒的高度

關注。日媒稱讚，漢光演習突顯

臺灣堅定守護民主自由的決心。

演習出動了經國號戰機、

F-16 戰機、陸航直升機、各式火

炮、戰甲車，輕重型槍械，還陸

續對海面、灘頭標靶輪番打擊。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

暨產業研究所所長蘇紫雲指出，

在反登陸、防空、濱海決勝等關

鍵作戰項目，這次演習均逼近實

戰，包括實彈射擊次數及彈種較

以往多，雄風系列、魚叉、SUT
重型魚雷等主要的反艦飛彈，以

及天弓系列、愛國者二型等防空

飛彈均到齊；其中，由劍龍級潛

艦發射德製 SUT 重型魚雷，更

是海軍睽違 13 年後再度實施戰

雷試射。

蘇紫雲說，演習期間國造飛

彈都命中目標，反艦飛彈可精準

低高度貼海飛行，展現臺灣的國

防科技實力。

蘇紫雲表示，此次具反登

陸、反空降等快速打擊能力的聯

兵營首次投入聯網作戰，後備兵

力動員規模也較以往大。

今次漢光演習也引發外媒

的高度關注。日媒《產經新聞》報

導，北京的挑釁行為越來越嚴

重，面對北京高壓軍事威脅，臺

灣正積極強化和美國的各項軍事

交流。除了美軍軍機密切現蹤臺

灣海域外，也積極探索美軍駐紮

在高雄港的可能性。

報導說，漢光演習顯示出臺

灣以國防力量，堅定捍衛民主、

自由的決心。

大陸媒體報導，家住杭州市

江干區三堡北苑小區 8 樓的婦人

來惠利，7月 5日凌晨在家中床

上睡覺時突然失去蹤跡。據她的

丈夫描述，7月 5日零時 30 分他

起床上廁所，還看到她在床上，

到清晨 5 時 30 分起床時發現妻

子不見了，當時他以為妻子有事

提前出門，因此也沒有太在意。

直到第二天妻子都沒有消

息，且其任職公司負責人打來電話

找他妻子，並稱她沒有請假，無故

曠職，這時來惠利的家人才驚覺

事情不對，趕緊前往杭州市公安

局江干分局四季青派出所報警。

她的家人事後確認，來惠利

的錢包、手機都放在家中沒帶

走，除當天睡覺穿的咖啡色吊帶

睡衣，日常衣物也沒有減少。

值得一提的是，家人報警

後，警方調出小區所有出口及周

邊道路監控，但都沒有發現來惠

利出現的畫面。

根據監視器畫面顯示，來惠

利最後出現的畫面是 7月 4 日下

午，之後就再也沒有離開小區的

跡象。

來惠利與丈夫許先生以及

兩人 11 歲的女兒生活在一起。 7
月 4 日下午，來惠利帶著小女兒

到慶春銀泰去買書和蛋糕。她們

從外面回來搭乘電梯時，就在監

控裡留下來惠利最後的畫面。從

下午 5 時 3 分監控來看，兩人在

電梯裡有說有笑，並無異樣。

在來惠利丈夫的敘述中，妻

子所有行為看上去都非常正常，

沒有反常舉止。來惠利迄今已失

蹤多日，仍沒有任何新的進展，

其家人心急如焚，發出尋人啟事

信息，表示願懸賞 10 萬尋找來

惠利行蹤。

2010—2020 年，北京政府

先後實施了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

的（允許中國民眾生育第二個

孩子的變相計畫生育）政策。

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的首年即

2016 年，中國出生人口達 1786
萬人，創下了本世紀以來的新

高。 2017 年，出生人口達到

1723 萬人。

但到了 2018 年，效應明顯

減弱，當年出生人口僅為 1523
萬人。 2019 年，全年出生人口

1465 萬人，比 2018 年減少 58

萬人，這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

來，出生人口連續第三年下降。

從人口出生率看，2019 年為

10.48%，創歷史新低。

從更長的時間段看，這二十

年來共出生 3 億 2564 萬人，而

1980—1999 年 出 生 4 億 2393
萬人。如此算來，本世紀前 20
年，比上世紀最後 20 年少出生

了 1 億 375 萬人，減少幅度約

四分之一。

根據中國 2019 年統計公報

的數據，15 個新一線城市中，

除成都和青島尚未公布生育率之

外，其餘城市均公布了 2019 年

的相關數據。

2019 年，有 4 個城市的人

口出生率不足 10%，分別為天

津、瀋陽、南京和蘇州。從出生

率上看，天津以 6.73% 的數據

墊底。但人口自然增長上看，壓

力最大的是瀋陽，這是由於該市

的老齡化嚴重。

6 月 19 日，中國發展基金

會發布人口老齡化報告稱，自

2000 年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以

來，中國人口老齡化步伐不斷加

快。報告預測，到 2022 年，中

國 65 歲以上的老人將佔總人口

的 14%。這個過程中國只用了

22 年左右，比法國和瑞典分別

用了 115 年和 85 年快得多。這

個速度也快於其他發達國家。現

在中國的老年人口數量和人口老

齡化速度都位居世界第一。

老齡化問題也因出生率下降

而加劇，0-14 歲的人口數量不

斷減少，加劇了更多的社會問

題。如果未來幾年生育率不明顯

提高，中國每年的出生率將不可

避免地降到 1000 萬以下，死亡

率將超過出生率。

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齡化、

勞動力日益短缺，幾乎是世界上

所有國家都面臨的問題，但對依

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國經濟來

說，這些問題將帶來更大的負

擔。這也讓中國的社會福利體系

面臨考驗。現在在大城市，一個

年輕家庭至少要贍養 4 個老人

的生活，而政府卻不斷推卸養老

保障的責任。此外，由於經濟惡

化，2019 年，只有上海市有預

算盈餘，其他省份都出現赤字。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

長發認為，解除人口危機，需要

真正解決人們「生不起、養不起」

等問題。當前在大都市，受高房

價、高生活成本等因素影響，生

育率就低了很多。因此，解決住

房、醫療、教育、養老等民生問

題，對提高生育率十分關鍵。

中國人口比20年前減少1億多

美加兩國政要呼籲停止迫害法輪功

杭州女子憑空消失 日媒讚漢光演習守護自由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中國人口危機近年

突顯，本世紀前20年比上世
紀最後20年出生人數減少
1億375萬人，一些城市人口
死亡率接近出生率，這些都

影響經濟發展並帶來養老

危機。

加國暫時禁止留學生入境
【看中國訊】加拿大 Royal 

LePage 地產經紀公司近日公布

的房價調查顯示，卡爾加里房屋

4 月銷量同比的大幅下降，到 6
月同比幾乎全面復甦。

第二季度的另一個好消息

是，卡爾加里的房屋總價同比保

持相對平穩，僅僅下降 0.2% 至

465,273 加元。

根據房屋類型的不同，同

比比較有差異。標準兩層房屋

的中位價上升了 1.1%，達到

509,918 元；平房的中位價相

對持平，下降 0.1% 至 488,838
元；由於共管公寓的高庫存，中

位價同比下降 9.7% 至 252,308
元。

卡 爾 加 里 Royal LePage 

Benchmark 的 經 紀 人 萊 爾

（Corrine Lyall）表示，首次購

房者推動了第二季度的市場，減

少了總體庫存，使得價格在 30
萬至 50 萬之間的房屋富有競爭

力。「雖然年初至今的銷售量有

所下降，但 6月份的销售量與去

年相當。買家比賣家更快地回

到市場，房源沒有跟上，」萊爾

說，「除了公寓市場外，卡爾加里

房地產繼續向平衡市場轉變。」

Royal LePage 預測，2020 年第

四季度卡爾加里的房屋總價將從

2019 年第四季度的 470,066 加

元下降 1.5%至 463,000 加元。

在全國範圍內，第二季度的

房屋總價同比增長 6.8%，達到

673,072 加元。

卡城地產6月復甦

【看中國訊】美國國家

航空航天局（NASA）計

畫在 7 月 30 日發射最新

的恆心號火星探測車。據

美國之音報導，近日，項

目組人員在佛羅里達州

的 卡 納 維 拉 爾 角（Cape 
Canaveral），將 NASA 的

恆心號（Perseverance）探

測車裝進火星 2020 航天器

的機鼻內，準備改期發射。

項目科學家柯尼斯 · 法
利說：「我們比 7 月 17 日

原定發射日期推遲了幾天，

在火箭組裝上有過幾個技術

問題，但現在航天器已做

好發射準備。」埃爾曼說，

NASA 在因為火箭問題取

消原定發射之後，對完成發

射任務的兩週窗口期仍然保

持樂觀態度。

埃爾曼表示：「通常，

若飛行器的所有狀況都亮綠

燈，而且天氣良好，那麼發

射將在第一天進行。窗口

期是為了顧及其它意外事

件。」如果今年 8 月中旬還

沒有發射，那麼該任務就需

要等到地球和火星在 2022
年重新正好對齊，僅僅因推

遲就可能耗資 5 億美元，

因而此次發射窗口不容錯

過。

NASA 
火星探測車 
擬7月底升空

NASA公布的恆心號火星探測

車概念圖。（NAS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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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2020 年 7 月 21 日早上一

起來，一條消息就刷爆了推特。

美國國務院要求中共駐休斯敦總

領事館在 72 小時之內關閉。領

館人員緊急燒文件，搞得濃煙滾

滾，周圍的居民報了火警，消防

隊還趕到了領館外面。這是中美

1979 年建交以來的最嚴重外交

危機，不管是 1999 年美國飛機

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還

是 2001 年的中美南海撞機，都

沒有嚴重到這種程度，休斯敦總

領事館是中共在美國開設的第一

個領事館，1979 年就開館了。

比紐約還早，駐紐約總領事館是

1981 年底才開設的。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Morgan 
Ortagus 對此的聲明，雖然沒有

講到具體案例，但是很明顯，休

斯敦總領事館是和偷竊知識產

權、脅迫商業領袖、還有恐嚇華

裔美國人這些事有關的。把最近

發生的線索攢在一起，這次衝突

嚴重升級的原因大體方向還是能

看得出來的。

不久前美國司法部長巴爾講

話批中共，他出來講話意味著後

續有一系列司法行動，馬上起訴

疫苗黑客的事就來了。新外交部

發言人汪文斌說要做出「必要正

當反應」，也就是也要關一座美

國駐中國的總領館。最有可能的

是關閉美國駐武漢、成都這樣較

小的領事館。

美國突然下如此重手，超出

絕大多數人預料。這是個什麼節

奏呢？我有一個推測，這是在為

實施對中共黨員來美的禁令做鋪

墊。在高潮到來之前要有一些較

低烈度的衝突，最高潮到來的時

候大家才不至於完全沒有準備。

只不過那個高潮部分實在是太

猛，以至於連鋪墊的小高潮都顯

得前所未有的猛了。關閉休斯敦

總領館之後、中共那邊有報復；

美國這邊又會有對報復的報復，

幾個回合之後不就很自然走到禁

止共產黨員來美那一步上去了

嗎。下一步對中共報復的報復，

未必是關閉另一座領事館或者關

閉大使館（那等於是斷交了），

也許在其他領域：在軍事上、也

許是國會通過新的法案、也許是

驅逐更多中共在美的官方媒體、

也許是禁掉抖音。很多領域都可

能產生新的燃爆點。

不管經過多少鋪墊，有幾件

事這屆川普政府是一定要走到那

一步上去的，一個就是疫情的追

責，川普內閣所有的重要成員都

對這事表過態，決不會說說就完

的。因為在國際法庭不太可能打

這官司，那沒有執行力。一個重

要的步驟就是取消中共的主權豁

免，給美國國內起訴中共的開綠

燈，才能以沒收中共財產的方式

來追責。只要川普在位這事遲早

得推進。

第二件事就是針對香港局勢

的制裁，《香港自治法案》已經

簽署，幾個月之內制裁名單就要

出爐，這事也不是能說說就完

的，彭佩奧剛去了英國，會談重

點就應該包括有聯手發動制裁。

從香港出來的資本不去美國就去

英國，李嘉誠從中國大陸撤資以

後都投到英國的基礎設施，聯手

英國制裁才真有力。這事美國也

是相當認真的。

第三件事是在軍事上堅決把

中共頂回去，有可能是在南海打

一小仗，南海強拆行動已經是如

箭在弦。把中共在西沙和南沙的

一系列軍事化的島礁給抹掉。人

工島本身要不要拆掉先不說，但

決不允許把它們變成軍事基地。

美國在南海是左印度、右日本，

有這兩個地區大國的支持；又有

南海周邊諸多小國的歡迎，處於

空前有利的局面。

下一步美軍有很大機會重新

租借越南金蘭灣，在今年越南的

國防白皮書裡已經透露出這個意

思，那美軍就不用再從日本的海

軍基地趕過來，而是直接在南海

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軍事基

地，對南海、馬六甲海峽展開例

行的巡航。 1975 年南越共和國

滅亡，越共統一了越南，美軍失

去金蘭灣，在整個封堵共產黨的

島鏈戰略裡就豁開一個口子，美

軍重回金蘭灣是一步重大的突

破，把時鐘又撥回到了 40 多年

前。

回到關休斯敦總領事館這

事，這是美國大反攻的又一個重

大步驟，這種事就是開頭幾步

難，左思右想顧忌比較多。一旦

前幾步走出去了，刷刷刷後面就

快了。中美建交 40 年未有之事

現在都發生了，有這碗酒墊底，

後面再發生什麼事大家也不用太

驚奇了。

那中共現在認慫行嗎，來不

及了。美國完成對華關係認知的

轉變經歷了兩年多的時間，大船

完成掉頭，引擎發動起來，說再

掉頭掉回去哪那麼容易，巨大慣

性一定要往前衝出很長一段距

離，才說得上減速的事。英國

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陸軍

元帥加內特．沃爾斯利（Garnet 
Joseh Wolseley）參加過第二次

鴉片戰爭，當時評價清政府：他

們在有籌碼的時候不談判；不能

妥協的時候才想到妥協。到了想

慫的時候也晚了。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中國 6 月初以來，持續多輪

強降雨，已造成近 30 個省市發

生洪災，估計超 2000 多萬民眾

受影響。其中江西鄱陽縣是本次

洪災災情最為嚴重的地方之一，

鄱陽縣圩堤漫潰，到處汪洋一

片，不少房屋淹沒至一樓，有當

地人損失謀生工具，將面對沈重

的債務。不過日前，中共鄱陽縣

委主辦的鄱陽報社旗下的公眾號

「鄱陽發布」卻發表文章《洪災也

不是一個徹頭徹腦的壞東西》，

讓我們先來看看奇文。

《洪災也不是一個徹頭徹腦

的壞東西》一文認為：洪災帶來

不少破壞，但也帶來了重生和偉

大的「抗洪精神」。歷史罕見的

洪災雖然破壞了人們的家園，打

亂生活節奏，但理性且頑強的中

國人沒有咒天罵地，反而激起

「戰天鬥地」的昂揚鬥志。文章

大讚馳援鄱陽的抗洪官兵、成百

上千退伍軍人火線復出、犒勞隊

「慰問抗洪部隊不留名」等，還

附上不少士兵徒手救災的「感人

畫面」。文章表示，「洪災的惡

不全是惡，它也催生了善，你能

說它是徹頭徹腦的壞東西嗎？」

不過網民們這次不那麼容

易被糊弄了。「中國特色的喪事

喜辦！」「拿老百姓的苦痛來作

詩」。「呵呵，中共國洪災好，

武漢肺炎好，失業好，倒閉好，

形勢大好越來越好。讓暴風雨來

得更猛烈吧。所以，大美帝國木

有說錯，一定要把中共和中國分

開，中共的利益和中國，根本不

是一回事。」「喪事喜辦是垬的

拿手好戲。」「以前每次天災人

禍後，看到中國媒體發布的什麼

士兵徒手挖泥之類的照片，我都

感動的淚眼。但現在看完只想罵

人『不是說強國了嗎？為何每次

還都是士兵徒手挖泥救災？石器

時代嗎？』」

江西鄱陽縣是本次洪災災情

最為嚴重的地方之一。鄱陽縣圩

堤漫潰，汪洋一片，不少房屋淹

沒至一樓，有當地人損失謀生工

具，將面對沈重的債務。

或許民意反彈太厲害，目前鄱

陽官媒這篇文章已被刪除。要說洪

災不是一個徹頭徹腦的壞東西，只

能說它催生了覺醒的民意，也算黑

暗中顯現出了一線光明。

從英國 7 月 14 日決定排除

華為參與 5G 建設起，英國舉起

板斧劈向卡梅倫開啟的「中英黃

金時代」，20 日英國決定「立

即、無限期」暫停與香港的引

渡條約，徹底埋葬了「黃金時

代」。中英關係到了如此地步，

北京似乎忘記了一個重要的細

節，數月以來，英國是如何苦口

婆心、再三提醒北京遵循奠定香

港一國兩制根基的《中英聯合聲

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輕蔑

地表示，那是一份過時的聲明。

每當香港民意動盪，人民上

街遊行的時候，英國都不失時

機地提醒北京遵守《中英聯合聲

明》，這是提醒北京應注意到香

港不是中國大陸，人民享有集會

和言論的自由，隨著北京一步步

縮限它向國際社會承諾的在香港

實施的一國兩制，英國感覺前宗

主國的義務在身，一次次北京提

醒不可忘記。去年，港人反送

中，通過反抗港府，表達他們對

北京一步步限制他們的自由越來

越憤怒的時候，英國再次提及這

份歷史文件時，北京毫無顧忌地

聲稱這份國際文件早已過時。

北京事實上通過這樣的認

知來表達他們準備全盤控制香港

的決心。果然，疫情尚未結束，

北京強行替香港立法，推出港版

國安法，以反分裂、反顛覆、反

恐怖、反勾引外國勢力的法條來

限制港人尤其是民主派人士的自

由，尤其剝蝕他們享有的司法獨

立、言論自由。自此，北京承諾

的 50 年不變的「一國兩製」成了

一句騙人的假話，白色恐怖開始

瀰漫，自由港開始陷落，面對港

人發出救援的時候，英國當局意

識到自己對港人的歷史責任。從

此，英國越來越強硬地挑戰中國。

北京大約從沒想到一個善於

妥協，並與中國有著深厚利益關

係的英國會愈走愈遠。第一步，

英國政府表示，承擔對港人的歷

史義務，為大約三百萬港人提供

長居、工作的機會，並創造成為

英國公民的條件。此舉讓北京憤

怒，在北京眼中，香港已完全置

於北京控制之下，豈容他人置

喙，敢於反抗北京的港人走光，

也許對北京不是一件壞事，但北

京不能容忍的是對帝國權力的挑

戰，發出必要時可阻擋港人出境

的威脅。受到生存威脅的人民，

難道連逃走他鄉的自由都不可以

有嗎？北京不顧港人的感受，更

無視倫敦的呼籲。

華為是否參與英國 5G 建

設，是令英國非常頭疼的問題。

年初，倫敦還表示華為可參與部

分非敏感項目，這裡面不僅涉及

的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如果放棄

華為，英國 5G 建設據指將可能

推遲兩至三年，至少增加 22 億

歐元的額外支出。然而英國終於

下了決心，將完全把中國華為集

團排除出英國市場。華為英國代

表指稱倫敦決策完全是受了川普

政府操弄。劉曉明則指控，英國

的決定是歧視外國企業之舉。

這一決定作出後，傳出另外

一個消息，英國《泰晤士報》報

導，英國政府正在考慮派遣伊麗

莎白女王號航空母艦前往遠東，

參加對抗中國的國際聯盟行動。

中國隨即發出警告，這是一個

「危險步驟」。

本週一，英國外交大臣拉

布在英國議會宣布「立即、無限

期」暫停與香港之間的引渡條

約，英國為什麼做出此舉？英國

擔心的是，從英國引渡到香港的

任何人都可能很容易被送到中國

大陸。英國暫停與香港的引渡條

約，因為北京已經剝奪了香港的

司法獨立。拉布在週一重申，港

版國安法明顯且嚴重違背了為

1997 年香港順利回歸中國而簽

署的《中英聯合聲明》。

英國的這一決定以及之前的

幾個針對港版國安法的決定，包

括英國外相週日表示將針對維吾

爾人權制裁中國的聲明，顯然將

對中英關係產生重大影響，北京

或將進行報復。報復歸報復，英

國已經做出了決定，除非中國在

港版國安法退步，這似乎不可

能，從這個意義上看，英國的決

定是被北京逼上樑山的結果。

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曾警

告約翰遜政府，「誰把中國當敵

人，就不可能擁有黃金時代」。

約翰遜前任卡梅倫首相開闢的

「黃金時代」就這樣被埋葬了，

似乎更像一個本來就不可能存在

的神話。

休斯敦中領館被關 41年未有之巨變

洪災不是一個
徹頭徹腦的壞東西？

◎文：安德烈

英國這麼決絕都與那個聲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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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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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ty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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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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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佚名

7月 1 6日，江

西鄱陽湖旁邊

的房屋被洪水

淹沒得只剩下

屋頂。（AFP 

v i a  G e t t y 

Images）

週二晚8點25分，休斯頓警方接到休斯頓中領館發生火災的報告，並

表示使館不允許消防人員和警方入內。（網路圖片）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20日在英

國國會宣布立即無限期暫停

與香港的引渡條約。（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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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7月 2 0日，美 國 海
軍尼米茲號航母（U S S 
N i m i t z）戰鬥群與印度
海軍軍艦於安達曼 -尼科
巴群島（A nd a ma n a nd 
Nicobar islands）附近舉
行聯合軍事演習，似乎向中

國(中共)政府釋出強烈的戰
略信號。美國國防部長馬

克．埃斯珀（Mark Esper）
7月21形容印度和美國之間
的國防合為「21世紀最重要
的國防關係之一」。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英國首相約

翰遜。(Getty Images)

美印軍演釋出強烈信號

美印聯合軍演

18 日，美國海軍核動力航

母尼米茲號戰鬥群穿越了馬六

甲海峽，之後進入印度洋。 20
日，美印兩國海軍舉行「交匯演

習」（PASSEX），雙方透過馬

拉巴爾（Malabar）聯合海上軍

事演習等，建立了「互操作性」。

據美國海軍新聞稿表示，阿

利．伯克級導彈巡洋艦約翰．保

羅．瓊斯號（DDG-53）、導彈

巡洋艦普林斯頓號（CG-59）、
斯特雷特號（DDG-104）及拉

爾夫．約翰遜號（DDG-114）
等加入了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

在安達曼 - 尼科巴群島附近

舉行的演習中，印度有幾艘軍

艦，其中包括了潛艇、驅逐艦、

護衛艦及海上巡邏機等，來自於

安達曼 - 尼科巴司令部（ANC）

與東部海軍司令部（ANC）的

印度海軍裝備也都參與了這次的

演習。

在美國海軍的新聞稿中說，

在一起行動的同時，美國與印度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7 月 20
日訪問倫敦，期間與英國首相約

翰遜和其他官員會晤。據悉，兩

國官員主要討論了中國議題。

美國之音報導，蓬佩奧上週

曾就這次英國之行表示，中國共

產黨，以及中共對全球自由地區

的人民所構成的威脅，將是優先

討論的議題。

國務院則在蓬佩奧動身前夕

透露，在訪問倫敦期間，蓬佩奧

將與首相約翰遜和外交大臣多

米尼加．拉布（Dominic Raab）
會面，討論議題包括武漢肺炎疫

情後的經濟復甦計畫、與北京政

府和香港有關的問題，以及美英

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等。

在蓬佩奧抵達倫敦的前夕，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 7 月 20 日宣

布，針對北京當局在香港強行實

施「港版國安法」，即時中止英

國與香港實施了 30 多年的引渡

協議。

綜合外媒報導，英國外相拉

布於當地時間 7 月 20 日下午在

國會下議院宣布，由於北京當局

在香港強推港版國安法，英國認

為此舉已經違反了中英聯合聲

明，因此決定「無限期」終止與

香港的引渡協議。

美國之音稱，英國的最新決

定，意味著英國政府越來越關注

北京在國際上咄咄逼人的行為。

蓬佩奧對倫敦的這項決定表

示肯定。他表示，民主國家正在

形成團結力量，以對抗北京帶來

的威脅。

英國對華政策日趨強硬

中英關係急轉直下

今年 1 月，在美國的強烈

呼籲下，英國仍堅持宣布讓中國

電信巨頭華為參與該國的 5G 網

路建設。隨後，北京政府對源自

武漢的武漢肺炎疫情處理嚴重不

當，加上強推港版國安法違反中

英聯合聲明，使得中英關係急轉

直下。

6 月 2 日，英國首相約翰遜

宣布，若中國執意推行港版國安

法，英國將放寬港人護照效力，

提供數百萬港人「一條取得公民

權的路線」。英國首相約翰遜 2
日給《泰晤士報》和《南華早報》

投書。他寫道，自 1997 年香港

移交給中國以來，「一國兩制」

概念不僅紀載於香港基本法，同

時也獲《中英聯合聲明》保障。

但中國在香港強推國安法，將

「削減香港自由，並嚴重侵害香

港自治」。

7 月 1 日，英國政府宣布，

將放寬香港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

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BNO）的民眾入境簽

證期限，從目前入境半年延長

至 5 年。 7 月 14 日，英國政府

數碼化、文化、媒體和體育大臣

道登（Oliver Dowden）通知下

院：在 5G 網路上將禁止使用華

為設備，並將在 6 年的時間裏

將華為設備全部移除。

針對英國在對華態度上的轉

變，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對英

國廣播公司 BBC 表示，英國應

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不是

跟隨美國。

蓬佩奧在結束了對英國之

旅之後，於 7 月 22 日抵達丹

麥進行國事訪問，與該國首相

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會晤。

丹麥外交大臣傑普．科弗德

（Jeppe Kofod）在外交部接待

蓬佩奧，兩位外長將主要探討北

極局勢、格陵蘭島以及中國和香

港的狀況。

世紀最重要的國防關係之一」，

他說川普政府正密切監視拉達克

（Ladakh）的印中緊張局勢。他

也再度批評中共在南海和亞太區

域「持續性違反規則」。

埃斯珀說，新德里和北京之

間試圖緩解兩國的緊張局勢，華

府對此表示欣慰。他也抨擊中共

「持續地系統性違反規則」，中

共軍隊在東海和南海不斷擴張和

作出侵略行為。

埃斯珀：美軍將在亞洲

各地部署對抗中共

埃斯珀也表示，美國將在亞

太各地部署軍隊以對抗中共。他

說，美軍嚴肅對待中共在此地區

的軍事威脅。他強調，美國不希

望發生武裝衝突，但也會準備好

作戰的準備，而且要戰勝。

埃斯珀表示，美國將堅守確

保亞太地區的自由與開放的承

海軍進行了高端演習，其目的是

最大程度提高訓練與互操作性，

更包括了防空能力。而尼米茲號

航母戰鬥群的任務，主要是提供

整個地區的安全，並與朋友和盟

友們建立起伙伴關係。

日前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與

羅納德．里根號航母戰鬥群才剛

完成於南中國海的作戰部署及

「航行自由」的任務，這是美國

對於該地區盟友與合作夥伴展示

出其大力的支持，共同來對抗中

共的侵略性與擴張主義。

印方態度

印度政府認為，戰略性海洋

水道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外交

部發言人阿努拉格．斯里瓦斯塔

瓦（Anurag Srivastava） 在 上

週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們堅

決主張要依據國際法，尤其是

《海洋法公約》，在這些國際水

域中自由航行與飛行，而不受阻

礙地進行合法的貿易。

6 月 27 日，印度和日本兩

國海軍於孟加拉灣舉行聯合演

習。從 2015 年以來，日本已經

成為印度與美國之間「馬拉巴

爾」聯合海上軍演的常規參與者

了。美國之音報導指出，目前印

度也正在邀請澳洲來參加印度洋

海軍演習計畫，這將是日本、印

度、澳大利亞及美國為了制衡北

京，而進行加強防務合作的一大

步驟。這四個國家的目標，是為

了建立一個自由、開放與穩定的

印度太平洋地區，以此來對抗具

有侵略性與擴張主義的中共。

美防長肯定美印 
國防合作關係

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

珀（Mark Esper）7 月 21 形容

印度和美國之間的國防合為「21

【看中國訊】法國政府據報

計畫逐漸禁止華為設備參加法國

的 5G 移動網絡建設，讓華為在

2028 年全部淘汰出局。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法國網

絡安全局（ANSSI）已經通知

法國大城市的通信運營商說，他

們可以使用華為的設備，但使用

許可到期之後將不再延續。

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提供的消

息說，法國政府向華為設備發放

的使用許可有效期只有三到五

年，而歐洲通信公司愛立信和諾

基亞的設備使用許可有效期是八

年。這等於是法國政府計畫逐漸

淘汰華為設備，在 2028 年將華

為設備全部排除在法國 5G 移動

網絡之外。

路透社說，法國網絡安全局

的決定目前尚未公開宣布。一名

知情人士認為，「法國的立場類

似英國，但政府的溝通並不相

同」，「華為對此將無能為力」。

諾，這是美國的價值觀，而且亞

太地區是美國與地區盟友的經濟

紐帶，美國必須確保這個地區的

自由與繁榮。

埃斯珀還透露，有可能在今

年年底以前訪問中國，以「建立

危機溝通所需的系統，加強國際

體系中進行公開競爭的意向」。

美中軍隊你來我往 
增加熱戰風險

美國的尼米茲號和里根號兩

大航母打擊群在 7 月兩次在南

海進行雙航母演習。美軍此前否

認 7 月初演習是為了回應中共

在南海的軍演。不過據美國之音

報導，外界還是認為，美軍的行

動與中共在今年以來在南中國海

頻繁軍事動作並非沒有關係。

《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

正派遣兩艘航空母艦進入南海區

域，目的是向北京發出明確的信

息：它不欣賞北京在該區域增加

軍事部署。

美國地緣政治風險分析機構

斯特拉福（Stratfor）戰略分析

高級副總裁羅傑．貝克（Rodger 
Baker）向美國之音表示，美國

在釋放一個信息：「這是大家都

可以使用的開放水域，而美國將

為其提供保障。」美國依然是其

它國家可以仰靠的力量，中共並

非不可挑戰。

貝克認為，美軍雙航母軍演

釋放了強烈的訊號，預示著美軍

在太平洋的軍事行動會增加。可

是中共也不會因為美軍的進取而

退卻，這樣你來我往的局面可能

增加美中在南中國海區域發生意

外衝突的風險。

他認為，其實美中雙方都非

常謹慎，避免陷入「熱戰」，但

是，在雙方都很積極進取的時

候，意外可能會發生。

2020年7月6日，尼米茲號（CVN 68）和羅奈爾得．里根號（CVN 76）航母打擊小組在印度太平洋上以

尼米茲CSF的形式進行雙航母作戰演習。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Mark Esper）（《看中國》合成）

英中關係急轉直下 蓬佩奧與約翰遜會面 法國計畫逐漸
淘汰華為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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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看一下上半年中

國經濟的一些核心指標，首先是

GDP，上半年中國經濟依然處於

負增長，GDP 同比下降 1.6%，

多數預期在 2.5% 到 3% 之間。

第一季度受疫情影響，經濟幾乎

冰封，4 月份重啟後，經濟迅速

反彈，三四季度增速可能會回升

至 5%-6%，全年的經濟增速可

能在 2% 到 3% 之間。

我們一般說拉動 GDP 的三

駕馬車：投資 / 消費和出口，投

資就是主要關注固定資產投資增

速情況，消費有一個指標叫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出口主要關注

進出口總額。

那這三駕馬車裡，上半年

的經濟數據所反映出來的情況，

用一句話總結，就是「投資很旺

盛，出口有韌性，內需很萎靡。」

先來看固定資產投資的數

據，投資歷來是啟動中國經濟增

長的一個核心動力，通過大興土

木，不管是蓋房子還是搞基建，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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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文：YouTube頻道主
MaskFinance蒙面財經

口總額 2.7 萬億人民幣，同比增

長 5.1%。

再看一下進出口同比變化，

可以看到出口自 4 月份以來已經

連續三個月實現同比正增長，而

進口在 4 月、5 月份兩位數降幅

後，也在 6 月份「轉負為正」。

這是第一部分，最後可以

看到的幾個特點是復甦的幾個特

點：工業生產快於需求；基建地

產先行復甦，而製造業則復甦緩

慢；企業部門快速反彈，但居民

部門則回覆緩慢。固定資產投資

裡面的房地產和基建復甦很快，

還有出口韌性很強。

接著來看第二部分，是哪些

因素驅動了中國經濟二季度的迅

速反彈呢？第一個是疫情表面受

控，到了 4 月份，二季度以後，

海外變成了重災區，中國國內確

診減少，加上從上到下要求復工

復產，生產力開始恢復。

第二因素就是極大量的信貸

投放，按照央行行長 6 月 18 日

在陸家嘴金融論壇的說法，社會

融資規模增量 2020 年全年超 30

來帶動經濟的發展。上半年固定

資產投資增長 -3.1%，1-5 月份

增長 -6.3%，收窄了 3.2 個百分

點，據此計算，今年 6 月份固定

資產投資同比增長高達 12.9%。

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

降 3.1%，降幅比 1-5 月份收窄

3.2 個百分點。基建投資增速還

有可能達到兩位數，投資增長

勢頭非常強勁，以及超過疫情

之前的水平。

累計數據降幅的逐月收窄，

意味著單月大幅增長。只有單月

大幅增長才能抵消降幅，才能形

成降幅逐月收窄的情況。

固定資產投資又包括房地產

開發投資，基建投資和製造業投

資，這三項差不多佔到了固定資

產投資的 75-80% 的比例。所以

如果要拆解處理看，最強勁的是

房地產開發投資。

1-6 月製造業投資同比下

降 11.7%，降幅收窄 3.1 個百分

點，無論是收窄幅度還是增速水

平，都弱於總體投資。上半年

的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速下降

2.7%，

1—6 月份，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 172256 億元，同比下

降 11.4%。實物商品網上零售

額 43481 億元，增長 14.3%，

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

25.2%
數據不見得准，趨勢可能是

這樣的。疫情加快了線上購物的

趨勢和滲透率。消費疲軟跟人均

收入的增長有關係。

預期收入也受到失業的影

響，6 月大學生失業率創新高

（20 至 24 歲大專學歷以上就業

人員調查失業率達到 19.3%）

最後一部分是外貿，外貿

這塊韌性很強，逐月都在回暖。

今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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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比前 5 個

月收窄 1.7 個百分點。貿易順差

11889 億人民幣，折合成美元

1678 億美元。 6 月份單月進出

這次我們對中國上半

年經濟進行回顧和總結，

上半年的經濟數據基本都

出來了，主要從兩部分分

析，第一部分是根據這些

數據來分析和評判一下中

國經濟上半年表現，第二

部分我們說下造成現在情

況的原因以及給未來留下

的隱患。

萬億，新增貸款接近 20 萬億，

這海量的信貸資源，也就是人們

通常所說的「放水」，投放下去

以後，推動了中國經濟 2 季度

的迅速反彈。上半年人民幣新

增貸款 12.09 萬億。佔全年投放

60%，社融佔全年投放 69.4%。

中國經濟增長的奧秘，當

然也是未來中國經濟憂患的來

源。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

個視頻叫《馬前卒暴走，親眼看

看獨山縣怎麼燒掉 400 億》。大

基建由商業銀行海量信貸投放

推動，可以推動當下的經濟發

展，但是有句話叫，「死後哪管

洪水滔天。」透支未來推動當下

的經濟發展，在大基建項目投

資過程中，財富進行了悄無聲

息的轉移。

總結中國 2020 年上半年整

體的經濟數據， 第二季度中國經

濟的恢復非常強勁，這裡面的核

心動力就是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房

地產開發投資和基建投資，其次

是韌性比較強的進出口數據，

即使在貿易戰 25% 關稅的打壓

下，中國生產力猶在。當然

最弱的就是消費，消費的低

迷跟中國經濟的分配機制有

很大關係。最後給大家分析

了推動 2 季度經濟迅速回升

的社會融資規模，這個是 08
年以後推動中國經濟的核心

力量，走到今天，社會融資

規模存量以及達到 270 多萬

億的規模，所謂放水，放的

就是這個水，錢即是債，債

即是錢，如今帶動中國經濟

及消費的，是未來的錢。

中國經濟上半年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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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化天下

在《史記‧孝文本紀》中有

這樣一段記載，「群臣如張武等

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

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

就是說，張武等幾個大臣接受金

錢賄賂，被劉恆發現了，劉恆從

御府中拿錢送給他們，讓他們內

心慚愧，而沒有把他們交給官員

處理。

如果對帝制社會的職能部門

稍加瞭解，我們會發現劉恆處理

的很巧妙。現代人因為受一些影

視作品的影響，常常誤以為皇帝

可以隨意支配國庫。其實不然，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帝制時代，

國庫和皇帝的錢是分開的，說白

了，皇帝就像是政府裡薪水最高

的公務員，也要按時領薪水，所

以有專門幫皇帝管「私房錢」的

一幫人，各朝代名稱不同：清

朝時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內務

府」，明朝叫「內帑」，漢朝時

就是「少府」。劉恆取錢的御府

就是「少府」的一個下屬。

也就是說，發現張武等人受

賄之後，劉恆既沒有向「反貪局」

檢舉揭發，也沒有因為張武是自

己的老部下，就睜一眼閉一眼。

他用了更高明的辦法，自己掏腰

包送給張武等人，來感化他們。

在中華傳統文化很強勢的社會背

景下，「暗室虧心，神目如電」

這樣的話，對人而言，不是一句

俗語，更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

在的真理。因此，即使有官員一

時財迷心竅，拿了不屬於自己的

東西，但其中絕大多數畢竟良心

未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絕

不能和當今的「天價煙局長」「周

至尊」、「戴表哥」等相提並論。

在這種環境中，道德的約束往往

比律法有效的多，劉恆式的以德

服人才是真正的治本之法。

劉恆不僅「專務以德化民

「(《史記‧孝文本紀》)，而且

「輕徭薄役」——他採納晁錯的

意見，把田租減為三十稅一，也

就是農民需要交的稅只佔自己收

入的三十分之一——不到 4%，

在劉恆執政後期的十二年，農民

甚至完全不需要交稅。可見，在

漢文帝時，是不存在「三農」問

題的。

很多時候，百姓其實不需

要政府做甚麼，恰恰是需要政

府「不做甚麼」。「誹謗罪」被

廢除，百姓不會因「顛覆國家政

權罪」而「被失蹤」，劉恆政府

卻並未被顛覆。文帝沒有以國家

之名強征暴斂，不但未使國力衰

弱，反而「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史記‧孝文本紀》)。這正是

「無為而治」之功。

到文帝劉恆去世，景帝繼位

時，「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

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

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史記‧平准書》)——因為太

富裕，國庫裡的錢多年用不上，

穿錢的繩子都爛了，散錢多得無

法計算。因為糧食太多，國家糧

倉裡新穀子壓著陳穀子，一直堆

到倉外，有的都堆爛了。

罷建露台

漢朝這種富庶程度，用「富

的流油」來形容也並不過分。可

是在 GDP 這麼高、國庫又這麼

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史記‧孝文本紀》記載，孝文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

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

以利民。」——劉恆做了二十三

年國家元首，沒有為自己栽花修

園子，沒為自己蓋新房子，當然

更不可能修甚麼大劇院了，沒給

自己買豪華汽車、專機，甚至連

條寵物狗都沒增加，用的都是前

任元首留下的。發現有給百姓造

成不方便的政策，就立即放棄。

慧眼識人

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

劉恆雖然是天命所歸，但是單憑

他一人之力，是打造不出盛世

的，要成就「文景之治」，自然

要有得力助手，大將周亞夫便是

其中一位。

周亞夫是漢初重臣絳侯周勃

的二兒子。文帝后元六年，匈奴

在邊境大規模入侵，朝廷派周亞

夫和劉禮、徐厲各帶一支部隊，

分別到前線駐防。劉恆自己跟著

去慰勞軍隊，到了霸上和棘門兩

處軍營時，守衛聽說天子來勞

軍，馬上放「皇帝慰問團」長驅

直入營內，劉、徐二將還帶著屬

下騎馬迎送。

可是，到了周亞夫駐守的

細柳軍營，待遇完全不同了。

劉恆的現行衛隊到軍營前通告：

「天子且至」——皇上要來了，

輪值的軍官不放他們進營門，

而且告訴他們：「將軍有令：軍

營裡只聽將軍的命令，不聽天

子的命令。」沒多久，劉恆到

了，守衛還是不放行。劉恆只

好派使者拿著證明去告訴周亞

夫：「我要進營慰勞軍隊。」周

亞夫這才傳令開門。守衛對劉

恆的隨從武官說：「將軍規定，

軍營裡不准縱馬奔馳。」劉恆也

只能緩轡而行。到了大營，周

亞夫手持兵器，長揖到地：「末

將盔甲在身，不能跪拜，給您

行個軍禮吧。」劉恆為之動容，

神情嚴肅的靠在車前橫木上，

犒軍完畢離去。

出了細柳軍營，眾大臣都

對周亞夫的行為感到驚訝。劉

恆卻稱讚道：「此真將軍矣！」

（《史記 ‧ 絳侯周勃世家》），

他說，霸上、棘門兩處軍營，

簡直像兒戲一樣，很容易被敵

人偷襲，而周亞夫，「可得而犯

邪！」——敵人能侵犯的了嗎？

一個月後，周亞夫被任命為中

尉（公安部長）。有賴於劉恆的

知人善任，為漢景帝劉啟留下

了不少賢才，除周亞夫外，還

有竇嬰、晁錯等，都是安邦定

國的能臣。

薄葬霸陵

人生之戲總有謝幕的時候，

公元前 157 年，劉恆在未央宮

去世。一生不曾奢侈的劉恆，要

在死後也保持節儉的風格。

他在遺詔中說：「我聽說，

天下萬物只要有生就有死。這是

天地間的理，不值得過分傷心。

現在，很多人好生惡死，用很多

東西陪葬，弄得傾家蕩產，家人

要長期服喪，以致於傷害身體，

我非常不贊成這種做法。我很不

賢德，對百姓也沒甚麼幫助。現

在人要死了，又要讓天下百姓長

期服喪，打亂他們的生活。讓我

變得更不賢德，怎麼對得起天下

人啊！我有幸當了二十多年皇帝

了。依賴天地的保佑，社稷的福

氣，國內很安定，沒有戰爭。我

腦袋不太聰明，經常怕自己做錯

事，給先人丟臉。現在能有幸得

享天年，又可以被供奉到高廟

裡，我能有這個結果已經很好

了，沒甚麼可值得悲傷的。」

以生榮死哀為夢想的人，並

非少數。但是劉恆既不要生前享

受，也不要死後哀榮。按舊制，

天子駕崩，全國百姓都要服喪，

其長短以年計。但是，劉恆要大

家服喪三天後，就一切恢復正

常。關於自己的陰宅——霸陵，

劉恆囑咐，保持霸陵附近山河的

原樣，不要大興土木。而霸陵內

部，「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

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

民」（《史記‧孝文本紀》）——

霸陵裡邊的陪葬品，最多只能用

瓦器，不准用金銀銅錫等貴重金

屬裝飾，就是為了節省一些，不

增加百姓的負擔。

也許有人覺的，皇帝做到

這個份上，未免太虧了吧。生

前沒吃好穿好，死後葬的也這

麼簡單。可是，一百多年後，

赤眉軍攻入長安，據說，所有

皇帝的陵墓都被挖了，唯獨霸

陵寸草未動。

天子駕崩，依慣例要由群

臣討論擬定一個謚號，作為對已

故「國家元首」一生的總結，謚

有「美謚」、「平謚」和「惡謚」

之分。為人寬厚仁慈的，稱為

「仁」，比如宋仁宗；荒淫無禮

的，叫做「煬」，比如隋煬帝；

殺戮無辜的，叫做「厲」, 比如

周厲王……而劉恆被眾人認為

「道德博厚」、「勤學好問」，所

以被謚為「文」，因漢代強調以

孝治天下，所以劉恆被稱為「漢

孝文帝」。

漢孝文帝劉恆去世後，漢

孝景帝劉啟延續了文帝的治國方

式，成就了幾十年安定、富庶的

太平景象。成為中國結束封建社

會後的第一個盛世，被後世譽為

「文景之治」。

翰青歎曰：

地為氍毹天作幕，

浩瀚青史戲一齣。

漢時關山留勝跡，

昔年新邑成舊都。

休咎福禍朝夕變，

興衰成敗有定數。

富貴榮華若浮雲，

順天應人莫自誤。

可求的。劉恆卻說，天子出門，

前邊有打旗開道的，後邊有衛兵

的車子。出門打獵，一天最多跑

五十里，隨軍出征，一天最多跑

三十里。我騎著千里馬，您讓我

老哥一個跑到哪去呢？「於是

還其馬，與道里費」（《資治通

鑒‧卷十三》）——他把路費給

了獻馬人，讓他把馬牽回去了。

而且，文帝還因此下發一道詔

書：「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

求來獻。」——我不接受進獻的

禮物，請大家不要再來給我送東

西了。

古語云：「上好是物，下必

有甚者矣。」（《禮記．緇衣》），

好的政府是社會的導師，反之，

壞的政府也會帶動社會走向敗

壞。劉恆應該深明此理，他如果

過上安逸奢侈的生活，很快就會

形成一股上行下效之風，於國

於民有害無利。正如《尚書》所

言——「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

（完）

充足的國家作元首，劉恆自己

卻始終過著節儉的日子。歷史

上知名度很高的「惜百金之費，

輟露台之役」(《貞觀政要‧卷

六》)，就是一例。

所謂「露台」，就是一座露

天的高台，多半用來乘涼觀景。

劉恆原打算在驪山修建一座，於

是召來工匠計算相關費用，結

論是需要耗費百金，因為修這個

露台可以算國家工程，所以，這

筆錢是從國庫裡出，不需要劉恆

自己掏腰包。但是，文帝連連擺

手：「百金相當於十戶中等人家

的家產啊，我住著老爸宮殿的這

些房子，還常常擔心給他丟了

臉，哪裏還能再造甚麼露台！」

這項工程就此作罷。當地民眾聽

說了這件事，感念漢文帝對百姓

的體恤，在露台地基附近，建了

一座紀念他的祠堂——「民感

之，為立祠，其地有露台故址。」

（《臨潼縣誌》）

當然，依禮制，天子和各

級官員一樣，生活標準都有相

關的規格，如果超越了就是「逾

制」，會作為過錯被史官記錄

在案，也會遭到諫官的一頓挖

苦。但是，這座露台的花費是

完全合乎禮制的，依然被劉恆

否決，卻因此得到了百姓自發

為他修建的祠堂，不能不讓我

輩後人感慨良多。

「輟露台之役」節省的不僅

僅是「百金」之費，更重要的

是，劉恆為後世留下了一個參

照。《舊唐書 ‧ 太宗本紀》記

載，唐貞觀二年夏，眾大臣知道

唐太宗有風濕症，建議他說，按

照《禮記》記載的制度，夏末的時

候可以居住在台榭上，現在宮裡

這麼潮濕，您修個閣樓住吧。唐

太宗聽了搖搖頭說，我的身體不

適合住在潮濕的地方，我自己怎

麼會不知道，但是，修這個閣樓

要花很多錢，當年漢文帝「惜十

家之產」而沒建露台，我沒有漢

文帝賢德，花費卻比他多，這哪

裏是愛護百姓的人該做的呢？

卻千里馬

人們的物質需要無非「衣、

食、住、行」，豪宅廣廈、寶馬

香車，成了很多現代人的終極追

求，可是漢文帝不僅忽視自己的

住房條件，對於衣、食、行也是

如此。

有一次，有人獻給劉恆一匹

寶馬，據說可以日行千里，夜走

八百。在那個汽車還沒出生的年

代，千里馬的價值和作用，遠在

今天的「寶馬」、「法拉利」之

上，對很多人而言，是可遇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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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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時代的宣帝在當太子時，他的父

親武帝對他的訓督十分嚴厲，專派宦官成

慎去監察太子。並規定：如果太子有一點

過失而不上奏，就把成慎處死。這樣一

來，成慎只好經常彙報太子的各種違法之

事。武帝先後打過太子一百多棍子。

太子後來即位了，稱為宣帝。宣帝有

一天看了自己身上的疤痕，惡氣湧上心

頭，問：「成慎在哪裡？」身邊的人回答：

「成慎已經出朝，在外地任職。」宣帝便

下令捕回。抓到朝廷後，宣帝就宣布對他

「立即賜死」。成慎跳著厲聲道：「那是

你父親下令，要我做的。我沒有罪。你悖

逆之餘，刑及無辜，鬼如有知，是不會放

過你的！」

成慎被「賜死」後，不久，有個宮女

打哈欠時，流出了眼淚。就因為這事，宮

女被告發，說她「有所思念」，皇帝下令

拷打。剛剛打她的腦袋，宣帝就大叫自己

頭痛。再打宮女的腦袋，宣帝又覺頭痛。

宣帝不悟自己不該亂打宮女，反而更加憤

怒的講：「她是我的冤家對頭！」便令人

「拉折其腰」而死。此刻，宣帝的腰，也

痛起來。

 這天夜裡，宣帝離開南宮，病漸沉

重。第二天回南宮時，腰部痛得無法騎

馬，只好乘車了。走到那位宮女被殺害的

地方，有黑色的暈影，呈現出人形。當時

有人說是血，就用水洗刷，但那個暈影，

總是洗刷不掉。如此再三，依然如故。只

好下令：挖除這裡的舊土，填上新土。但

一夜之後，那個酷似人形的黑色暈影，依

然存在！

這樣過了七、八天，宣帝就滿身潰爛

而死。下葬時，宣帝的床和其他的床，床

腳都彎曲了，並且無法搬動。只有那位被

拉折其腰而死的宮女的床，床腳是正直

的，而且這床能夠搬動。於是，便用這張

床，載著宣帝的滿身潰爛的屍體，一起下

葬。這也是鬼神的意圖吧。宣帝之死，距

離成慎的被殺害，只有二十來天。（事據

《太平廣記》第一百二十九卷）。

從宣帝即位後的表現可以推斷出：他

在青少年時代，確實並非善類。他的父親

對他嚴厲管束，也是希望他棄惡從善，將

來當個比較好一點的皇帝。成慎的及時彙

報，也是奉命行事，沒有錯誤。武帝生

前，就把成慎調到外邊任職，可能就是為

了避免他被宣帝報復。但是，這位宣帝，

硬是把他從外地抓回來賜死，的確是不通

情理，濫殺無辜。他這種行為，也包含有

對他父親的仇恨和報復心理。成慎說他

「悖逆」，是有道理的。

北周宣帝在位僅一年 。這位暴君的

所作所為導使北周國勢日漸衰落。

◎文：白雲飛

皇帝作惡也遭現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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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Xuan (559 – 580 AD, ruling 
from 578 – 579 AD)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557 – 581 AD) was subject 
to very tough discipline from his father Em-
peror Wu (ruling from 560 – 578 AD) while 
he was the crown prince. Emperor Wu had 
a eunuch named Cheng Shen supervise 
the crown prince directly. He told Cheng 
Shen that he would have him executed if he 
should fail to report any mistake the prince 
made. Cheng Shen had no choice but to du-
tifully report each and every bad deed the 
prince committed. Because of this arrange-
ment, Emperor Wu had the prince clubbed 
over a hundred times during the period of 
Cheng Shen's supervision.

 Later, the crown prince succeeded the 
throne and became Emperor Xuan. One day 
when Emperor Xuan looked at the scars on 
his body, a feeling of rage and hatred over-
whelmed him. He asked, "Where is Cheng 
Shen?" A courtier replied, "Cheng Shen has 
been sent to a post outside the capital city." 
Emperor Xuan had him arrested and brought 
back to the capital. Once Cheng Shen was 
sent back to the royal court, Emperor Xuan 
immediately sentenced him to death. Cheng 
Shen jumped up and exclaimed, "It was 
your father who ordered me to supervise 

your behavior. I didn't commit any crime. 
You are violating your father's wish and 
killing an innocent man. If ghosts really do 
exist, your father will definitely have you 
punished!"

 Shortly after Cheng Shen was executed, 
a maid-in-waiting yawned and a teardrop 
fell from her eye. Someone accused her 
of having pity for Cheng Shen and report-
ed her to Emperor Xuan. The emperor had 
her tortured. Just as soon as she was hit on 
the head, Emperor Xuan shrieked in agony 
from a severe headache. When the maid was 
hit on the head for a second time, Emperor 
Xuan felt another intense pain in his head. 
Emperor Xuan failed to realize it was kar-
mic retribution and did not admit his fault 
in torturing the maid. Instead, he became 
all the more enraged and shouted, "She is 
my nemesis!" He had the maid’s lower back 
broken, and the maid died. As soon as she 
died, Emperor Xuan was in agony because 
of a sudden lower back pain.

 That night, Emperor Xuan left the south-
ern palace. His mysterious illness took a 
turn for the worse. On the following day, 
when he was returning to the southern pal-
ace, his lower back pain was so severe that 

he was unable to ride on horseback. He had 
no choice but to take the carriage instead. 
When the carriage passed by the location 
where the maid was killed, a dark shadow 
appeared on the ground resembling the 
shape of a person. At the time, the shadow 
was explained as a blood stain, so servants 
tried to wash it off with water. However, 
nothing could remove the dark shadow. 
They tried and tried, but nothing worked. 
Finally, they decided to remove the soil in 
that area and filled it with new soil. The next 
day, the dark shadow resembling the shape 
of a person reappeared!

 About eight days later, Emperor Xuan died 
with his entire body festering and covered 
with pus. On the day of the funeral, the serv-
ants tried to carry out the emperor's body 
on his bed, but they couldn't lift the bed 
even when they used all their muscles and 
the legs of the bed started to curve. They 
tried other beds as well, but they couldn't 
lift any of the beds with Emperor Xuan on 
them. Finally, they used the bed of the ex-
ecuted maid because that was the only bed 
they were able to lift. In the end, Emperor 
Xuan's decomposed body was buried with 
the maid's bed. It was possibly the will of 
the spirits. Emperor Xuan died about twenty 

days after Cheng Shen was executed. This 
is noted in TaipingGuangJi, volume 129.

 Judging from his behavior after he took the 
throne, Emperor Xuan was a depraved man 
since he was a teenager. His father Emper-
or Wu put him under strict discipline when 
he was the crown prince because Emperor 
Wu wanted to reform the prince and make 
him a good emperor once he took over the 
throne. Cheng Shen did not do anything 
wrong in reporting the crown prince's bad 
behavior as he was simply following orders. 
Emperor Wu had Cheng Shen transferred to 
a post outside the capital city probably to 
prevent Emperor Xuan's revenge. Howev-
er, Emperor Xuan had Cheng Shen arrest-
ed and brought back in order to kill him. It 
was truly a most senseless act of killing an 
innocent life. By killing Cheng Shen, Em-
peror Xuan was venting his hatred against 
his own father and to take revenge. Cheng 
Shen was correct to call Emperor Xuan's act 
a violation of his father's wish.

 Emperor Xuan of Northern Zhou Dynasty 
only ruled for one year. He was known as 
an oppressive and dissolute ruler whose ac-
tions during his reign greatly weakened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Even an Emperor Must Pay for His Misdeeds

PIXABAY

www.rundledental.co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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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早在 1911 年就開始了

心靈現象研究。 1978 年，美國

國防情報局開啟星門計畫 (STAR 
GATE)，研究穿牆術、千里眼

（遙距觀測）、他心通等特異功

能， 直至 1997 年才結束。 紐約市

立大學的 G. Schmeidler 博士曾

在她的實驗室裡做了一個實驗，

實驗對象是藝術家 Ingo Swann，
他能夠使遠處的物體表面溫度發

生變化。

Schmeidler 博 士 在 Swann
碰觸不到的地方放了好幾個熱水

瓶，每個熱水瓶裡面都放上一塊

石墨 ( 一種感溫材料 )，連上一根

線接到一個波形曲線儀器上來記

錄溫度的變化。每次 Schmeidler
博士指定一個熱水瓶讓 Swann
將它裡面的石墨的溫度升高或降

低，結果十次中有七次石墨的溫

度都顯著的發生了相應變化。

勞倫斯・勒山博士是美國一

位著名的心理學家，他對人體特

異功能研究了許多年，並且發表

和出版了大量這方面的文章和書

籍。他曾記錄了發生在身邊的一

個真實例子。

在六十年代，有一位醫生去

外州出差，結果失蹤了，好幾個

星期都沒有消息。醫生的太太非

常著急，於是請博士幫忙，因為

她聽說博士認識一位有遙視功能

的女士。信中附了一塊，從她丈

夫臨走前一天穿的襯衫上剪下來

的兩英寸見方的布。

有遙視功能的女士名叫依蓮

・格瑞特，是勒山博士研究特異

功能的試驗對象。博士找到她將

布交給她說：「有位男子失蹤了，

他的太太很著急，你能幫忙找一

下嗎 ?」 格瑞特女士閉著眼睛，

手摸著這塊布，一會說道：「他

在一個叫做 La Jolla 的城市裡，

他跑到那兒去是因為十四歲的時

候，他父親的出走給他的心靈留

下了創傷。」當晚勒山博士給這

位太太打電話時問她：「你丈夫在

十三至十五歲的時候發生過甚麼

事情嗎 ?」這位太太回答說：「在

他十四歲的時候，他父親出走，

家也不要了。二十五年過去了，

還是杳無音信。」三個星期以後，

被找到的醫生證實，在勒山博士

去找格瑞特女士那天，他的確是

在 La Jolla。
在英國，一個專門討論特異

功能的電視節目裡，以色列人尤

里．格勒進行現場表演，用意念

便使金屬變彎。當時在節目現場

的量子物理學家 Ted Bastin 教授

事後說：「我對他進行過廣泛的實

驗，我相信他的特異功能是真實

可信的。」

美國著名科學家、哥倫比亞

大學物理學家 Gerald Feinberg
教授說，有一次和格勒先生一起

吃午飯，格勒先生當著許多人的

面，將其中一位女士的金戒指摘

下來放在大家吃飯的桌子上，之

後戒指自己就擰成了「S」形。

俄 國 的 亞 歷 山 大 教 授

（Alexnader Dubrov）研究特異功

能超過 50 年且成果頗豐，他的著

人的意念，到底有多大的

能量？特異功能究竟是迷

信，還是一種現代科學不

能解釋的更高科學？多年

來，西方科學家一直在研

究這一神秘現象。

◎ 文：青蓮

  西方特異功能研究        

作廣為被翻譯為希臘、英、日、

德、波蘭種種文字。他展示了許

多令人驚異的特異功能者照片。

一個印度女子在布簾之後隔

著一段距離，竟然能夠雕刻出一

尊細緻的印度女神像。一位被綁

住手腳的氣功師，能以功能舉起

遠方的重物。一個 15 歲的西方少

年有隔空彎曲湯匙的能力，一個

小女孩能夠任意扭曲湯匙的形狀。

亞歷山大教授展示的特異功

能人士，可將鑰匙圈、迴紋針，

甚至是打字機吸附在自己的身體

上，可以單手吸起鏡子，吸起數

個酒瓶。還有的特異功能者能讓

任何物體浮在空中，一位巴西的

特異功能者就在眾目睽睽之下，

讓一個小女孩騰空離地。

亞歷山大教授表示，這些特

異功能者，大多是天生的。他無

法解釋，但認為那可能是由意念

所致。

◎ 文：紫雲

近日，英國諾丁漢大學天

體物理學教授康塞利斯和韋斯

特比在《天體物理學》雜誌上

發表研究論文：銀河系中至少

有 36 個智慧文明。

地球是銀行河系唯一有文

明的星球嗎？探索銀河系還有

多少星球上可能存在類似地球

的文明，到目前為止最主要的

工具是德雷克公式。研究者們

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思路，

他們的運算基於一組假設：假

設銀河系其他類似地球的星球

上，智慧生命的形成跟地球文

明一樣。那麼行星誕生幾十億

年後自然而然就會出現生命。

根據天體生物學哥白尼原則，

在必要條件都具備的情況下，

一切都可能發生，包括從化學

反應到星球形成。

假設智慧生命的形成有科

學規律，而不是隨意、隨機、

無規律，那麼根據康塞利斯團

隊的計算，得出的結果是「至

少 36」，即銀河系可能存在

至少 36 個與地球文明類似的

活躍的、具有交流能力的外星

文明。

銀河系智慧
文明有多少

這是因為他們喚醒了人體另

外高維度的身體，啟用了那部分

身體，所以具備肉體所不具備的

高層能力，能夠使用更高層的能

量。修煉可以層層喚醒另外高維

度中的身體，最終成神，成為高

級生命，因為人體是與神體相連

的，是神仿照自己身體造的。所

以中醫治病能治本，西醫治病只

能治標。因為中醫治病是直接針

對另外高維度的人體部分治療

的，那裡是根，是人體的根，是

疾病更深層原因所在，而肉體部

分只是最表面的枝葉；西醫只針

對人類這個時空之中的最表層的

肉體部分治療，只是治表，是非

常膚淺的。不管人類認為科學如

何發達，在高層生命眼中只是一

群嬰兒在堆積木，無論怎麼堆都

不可能造出金字塔來，因為根本

不是同一個等級的。

中醫，需要有超出凡人的更

大智慧才能理解和掌握，古代的

名中醫，岐伯、雷公、扁鵲、華

佗等等，都是道家修煉人，是超

出凡人層次的更大智慧者。一般

凡人是駕馭不了中醫的，尤其是

到了現代，受無神論、進化論的

汙染，加上人類道德層次的整體

墮落，已無人能駕馭中醫，所以

中醫治病一落千丈，表現的甚至

不如西醫，甚至被一些沒有智慧

的人所排斥，被斥之為偽科學，

這是人類無知的表現。

中醫與周易八卦、星象、太

極等，都是上古時神傳給人類

的，是來源於神的，不是凡人的

文化。這將在下一部「文化密碼

解譯」中慢慢解說，將會給大家

展示它們驚豔的真容。

我們肉體有血管，流通著血

液，輸送著肉體表面的能量、營

養、氧氣等。血管分動脈血管、

靜脈血管、毛細血管等。動脈血

管為陽，止血需從近心端；靜脈

血管為陰，止血需從遠心端，這

是人類表面肉體的血液循環。

而脈絡存在於高維度的人體

之中，比如：中醫認識的七經八

脈、十二正經、十二經別、十五

絡脈、十二皮部、孫絡、浮絡等

等，都屬於脈絡。脈絡是高維度

身體能量流通的通道，裡面流通

著高層的能量，也稱為氣（炁）。

中醫和道家修煉中所說的

氣（炁），不是我們人類呼吸的

空氣，是更精微、高層的能量。

如：人體有先天的精元之氣、真

氣，有後天五穀所化的營氣、衛

氣等，這些都是更高的能量，不

存在於表層肉體中，而是運行於

高維度的人體脈絡中。

人體與自然、宇宙是對應

的。人體有脈絡，自然、宇宙都

有脈絡，地球有龍脈、水脈，高

層時空、宇宙也都有脈絡；人體

有氣（炁），自然、宇宙也有氣

（炁），天陽之氣、地陰之氣等。

中醫的「五運六氣」學說，

源自於《黃帝內經》。它將人體與

天地自然完美對應，認為自然就

是一個大人體，人體是一個小自

然，相互影響，相互連接，可以

用來預測並治療疾病，以及養生

等。像今年的大瘟疫，就有人根

據「五運六氣」學說，在去年就

預測出來了，這是更高的智慧。

經脈中流通著高層能量

（炁），能量在人體經脈中的大

循環稱為周天。經脈上存著有一

些重要的、關鍵的節點，或稱為

關卡，這叫作「穴位」。不同的

穴位能開啟和關閉它所對應的脈

絡，控制著脈絡中流量的流通，

是能量的出入口。穴位被封，那

相應的脈絡就堵死了，人體能量

就會循環不暢，人體就會出現相

應問題。穴位斷裂，相應的脈絡

也就斷裂了，人體能量就漏了，

會導致人體死亡。

同時穴位又有一個非常重要

的作用，就是貫穿、連接不同的

時空層次。比如：脈絡是位於高

維度時空之中的人體上的機制，

我們在這個時空之中觸及不到，

但脈絡上的穴位卻將高維度時空

中的人體脈絡連接到表面時空中

的肉身上。所以中醫通過針灸、

按摩肉體上的穴位等，能夠打通

高維度人體上的脈絡，從而達到

治病的目的。所以穴位斷裂，這

個連接也就斷裂了，能量就漏了。

現在再回來談談常羲生十二

月。十二月是十二地支，對應地

上的龍脈。月亮運行是與地球的

龍脈運行同步對應的，守護著大

地之門。前面說地球是一個生命

體，人有呼吸，地球也有呼吸。

現在地球上有一個奇怪的現象，

稱為潮汐，就是地上的海水會隨

著時間，週期性漲落。

住在海邊的人知道，每天海

水都會在固定的時間漲潮，也會

在固定的時間退潮，絲毫不差，

千古不變，並且潮水漲落的高

度、時間，都是遵循著恆定的週

期而變化的。每個月都會在固定

的時間達到最高潮，也會在固定

神話密碼解譯‧扶桑神樹 下
的時間退到最低潮，並且漲、落

高度都是一致的，絲毫不差。

不光是海水有潮汐現象，陸

地也有潮汐現象，陸地也會週期

性起伏變化，稱為地潮；空氣也

有潮汐現象，稱為氣潮。只是海

水的變化最明顯，所以最被關

注。

潮汐變化是與月亮的變化相

對應的，隨著月亮的週期變化而

變化，所以就認為是月亮的引力

造成的。其實不是月亮的引力造

成的，而是地球在呼吸，是地球

在進行能量循環、交換。不光潮

汐，人體的生理現象，尤其是女

性，也會隨著月亮的變化而有週

期變化。人類理解不了，是因為

人體與自然體是對應相合的，是

地球這個大的生命體的龍脈能量

流通所引起的，而地球龍脈中流

通的能量（龍脈之氣），來源於

更高層的時空，是天地大周天循

環（天干、地支大循環）從高

層時空導入的能量。

就說這麼多了，這一篇就解

密扶桑神樹的真容。

◎ 文：李道真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修煉中會出特異功能，自古以來，包括現在，人類有

很多特異功能者，這是不爭的實事。比如：天目、遙視、

透視、心電感應（他心通）、宿命通（知過去未來）、騰

空飛行、隔空取物（搬運功）、穿牆術等等，非常多，這

些是真實存在的現象，現在仍有很多這樣的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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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掃描 激光治療儀
3D 印模

激光治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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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 早 9 點至下午 4 點 週日休息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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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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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應診。

激光設備

治療牙周病

植牙材料使用瑞士品牌

Straumann
提供牙骨牙齦

再生手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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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餘平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接受所有保險

治療牙周病及植牙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6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本診所已完全開放，可接診

各類牙病患者。

開業啟示

接受新症及急症 彈性營業時間，接受新症及急症

403-275-4000

華語熱線

李廣一生清

廉，治軍寬

簡，愛護部

屬，士卒樂

於追隨他。

◎文：徐榮

李廣有能力、有威望，卻無封侯的命，史書歸咎有四

個原因。在上一篇講述前三個原因，分別是「生不逢時」、

「數奇不封」、「殺降」，本篇續講最後一個原因。

四、無容人之量  

欠缺德行

李廣曾因兵敗而被貶為庶

人，在家閒居數年。一次，李

廣和灌嬰的孫子灌強一起到南

山中打獵。夜裡帶著一名騎馬

的隨從外出，回來時走到霸陵

亭，霸陵尉喝醉了，大聲喝

斥，不讓李廣通行。

李廣的隨從說：「這是前

任李將軍。」亭尉說：「現任將

軍尚且不許通行，何況是前任

呢！」於是李廣被停宿在霸陵亭

下。

不久，匈奴入侵，遼西太守

被殺，韓安國兵敗。漢武帝召見

李廣，任他為右北平太守。李廣

請求派霸陵尉一起赴任，漢武帝

答應了李廣的請求。可是剛到軍

中，李廣就把霸陵尉殺了。殺霸

陵尉，可以看出李廣公報私仇，

無容人之量。明人董份認為：

「李廣不能忘一尉之小憾，乃知

功名不成，非特殺降也，亦淺

中少大度耳，其不侯故宜。」事

後，李廣向武帝請罪，武帝予以

寬看，但心中不能無憾。

後來，匈奴再來犯境，漢武

帝命大將軍衛青領軍出擊匈奴，

李廣當時已年老，認為這是自己

一生建軍功封侯的最後一次機會

了，就奏請隨軍出征。

衛青命李廣出東道圍攻，結

果，這一次李廣迷失了道路，不

僅未有戰功，還誤了與大軍會合

包圍單于的戰機。衛青責問李廣

時，李廣因不滿而不回答，也不

願受軍法審判。

李廣說：「我從二十歲與匈

奴七十餘戰，今幸有機對戰單

于，不料大將軍卻調遣廣部繞出

東道，迷失道路，這豈非天意，

廣已六十多歲，無功老將，何

顏面對有司審判？」說罷，抽出

劍，自刎而死。李廣死後，部屬

全軍慟哭，百姓聽到消息，不論

老少，也都嘆息流淚。

人們感念李廣，因他一生清

廉，治軍寬簡，愛護部屬。每次

他得賞賜，就和士卒共同享；遇

到糧運缺絕時，士卒不盡吃飽，

李廣絕不先食；發現水源，士卒

不盡飲，李廣不近水邊，因此，

士卒都喜歡李廣，樂於追隨他，

聽命效忠。( 完 )

飛將軍李廣至死難封侯 2

◎編輯整理：黃麗娟

現世報   

山東濟寧人陳益修，字玉

筍，待人溫和恭敬。明朝崇禎末

年，濟寧有位名叫楊生花的回族

人，素來強橫狡猾，武斷鄉里。

有一日，楊生花想要毀掉當地百

姓信奉的關帝廟，以拓展他的宅

地，陳益修便號召眾人一起到官

府告狀。官府懲罰首事者楊生

花，將關帝廟保留下來。

後來，清朝滅了明朝，楊生

花挾帶舊恨，率領族黨邀約陳益

修在天井閘會面；陳益修一到，

立即遭遇狠毒的鞭打，遍體鱗

傷，幾乎至死。楊生花還不解

氣，用利刃挖出陳益修的雙眼，

放入口中咀嚼，還以石灰填充他

的眼眶，再將之丟棄到野外。

家裡人找到陳益修後，將他

抬回家，看著如此嚴重的傷勢，

都認為他活不了。當天晚上，陳

益修在昏迷中見到一位綠衣神

人，強迫他喝下白酒，之後，疼

痛減緩了不少。

第二天晚上，又見到一位神

人用手打擊他的後腦，陳益修的

雙目立即血流如注，疼痛的感覺

也逐漸消失。

第三天晚上，又見到一位老

婆婆手拿杏子與李子，讓陳益修

吃下去，接著，讓他吸取一大把

◎編輯整理：夏泠

一日卜四相

北宋宰相張士遜回憶說：

「我中了進士後，有一天和寇

準一同遊覽相國寺，看到卜卦

攤位，就前去算一算命運。卜

者說：『二位皆宰相也。』我

倆出來後，巧遇張齊賢和王

隨，便帶著他倆去找剛剛的卜

者。卜者看了大驚說：『一日

今生造業，今生受

報，稱為「現世報」。陳

益修與楊生花二人，行

為處事一正一反，下場

也是一好一壞，正是現

世報的最佳寫照。
的羊眼睛，等到陳益修清醒過

來，雙眼竟奇蹟般地恢復了。回

頭再看那楊生花，這段時間，他

與侄子趁著清朝建立之初當起強

盜，犯下多起重罪，八個月後被

朝廷逮捕，全族被誅殺。

而陳益修在乙酉 (1645) 年
與弟弟陳尚謙一起考取省試，隔

年 (1646 年 ) 再傳捷報，陳益修

高中進士，就任安徽貴池知縣，

最後官拜戶部主事。陳益修與楊

生花一正一反的下場，正是現世

現報的最佳範例。

之內，遇見四位宰相！』我四

人聽完後，相顧大笑而離開。

從那天起，那位卜者的聲望日

益消弭，最後竟餓死了。

後來，我們四人相繼當上

了宰相，印驗了當初的占卜，

大夥想共同為卜者作傳記，卻

是不能了。那時張士遜已經辭

官退休，還能說出他的名字，

到今日再提起，又忘記他的名

字，真是悲哀啊！」

(《東齋記事‧卷三》)

◎編輯整理：石曉嵐

秦檜測字

南宋張九萬是一位測字

大師。相傳，秦檜曾找他測

字，秦檜用手中扇柄在地上畫

「一」字，問：「如何？」

張九萬賀道：「您當加

官晉爵。」秦檜說：「我位為

丞相，爵為國公，還能往上

加？」張九萬說：「在土上畫

一，不正是「王」嗎？」秦檜

死後果然被封為申王。

世上有妙術，妙術背後有

妙理，關鍵在於人心能否領會

罷了。(《瑞桂堂暇錄》)

《 漢 書 》記

載，鄉民感

念于定國公

正清廉，爭

相要為其修

門。

◎文：曉淨 

元 代 雜 劇《 竇 娥

冤》斷人心腸的冤屈，感

天動地，而中國第一部

紀傳體斷代史《漢書》

也有相似的記載。

于定國，東漢中期，東海郡

郯縣（今山東省郯城縣西）人。

他任職縣獄吏、地方裁決總

務長時，總能公正執法、無私判

案，無人不服。

當時地方上有位遠近馳名的

孝婦，侍奉婆婆盡心盡力，年少

守寡，其子早夭，仍不改嫁；婆

婆也曾和鄰居感嘆道：「孝婦事

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

久累丁壯，奈何？」

大意是，我媳婦待我至孝勤

苦，可憐她無兒守寡，我又垂垂

老矣，這樣長久拖累她，該如何

是好？

不久，婆婆自縊身亡，未料

婆婆的親生女兒竟誣告是該名媳

婦親手殺了婆婆。

媳婦遭拘捕後，嚴詞否認，

並表明自己絕對沒有殺害婆婆，

卻遭酷刑逼迫而屈打成招。

案子呈上後，于定國審判，

主張該媳婦奉養婆婆十多年了，

是地方上出了名的孝婦，怎麼

可能殺害婆婆，不過太守（由

皇上直接任免的地方行政首長）

竟判定孝婦有罪，死刑定讞。

于定國為其據理力爭，抱著

判決書在公庭上放聲大哭，太守

仍獨斷專橫，孝婦示眾斬首而

亡；見不公不義於眼前卻無力挽

回，于定國以身體不適為由，憤

而辭官。此後，該郡枯旱三年，

寸草不生。

新任太守視察時，不解為何

此郡連三年乾旱而不雨，虔心懺

悔，卜筮問天而思過；于定國不

改其耿直性情，如實稟報太守

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

之，咎黨在是乎？」即孝婦理不

該被斬首處決，是前太守昧天理

強為所致。

新任太守明白後，隨即殺牛

祭祀，親自前往孝婦墳前悔過，

奇的是，隨即是滂沱大雨傾盆而

下，一解大地乾涸。

又史載，于定國家中大門壞

了，鄉民感念其公正清廉，爭相

要為于家修門，于定國心有所感

地說道：「少高大閭門，令容駟

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

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

大意是，既然要幫我蓋大

門，門就幫我蓋得高大些，最起

碼要能讓四匹馬駕馭的高蓋大馬

車能夠進出才行，因為我從始至

終清廉判案，從不冤屈百姓，積

了很多陰德，將來我的子孫必定

富貴顯達。

于家後來果然門第顯赫，于

定國本人官至丞相，其子也官至

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出自《漢書‧卷七十一‧

于定國傳》）

孝婦枉死 大旱三年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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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走著，小孫子突然拉著風水先生的

手，走到一邊蹲了下來。過了一會，小孫

子抬頭看看後，才讓起身。風水先生很奇

怪，問是怎麼回事？小孫子說：「村裡的

幾個小夥伴正在我家的田裡摘玉米，怕咱

們過去驚擾了他們，讓他們難堪。」風水

先生立刻說：「不用看了，有這麼好的後

代，埋在哪裡都是好塋地。」

給兒孫留甚麼最好？這則傳統文化故

事告訴我們：留下良田萬頃，金銀無數，

甚至苦尋好塋地，都沒有給兒女後代留

下「德」好。自己注重修心養性，行善積

德，形成良好的家風，給後世兒孫良好的

家教，才是人一生的福田，家族綿延久長

的秘訣。

西 漢 有 個 叫「何 少 卿」 的 人， 
精通法律，在汝陰縣擔任獄吏，救活數千

人。後來擔任丹陽都尉，獄裡無一蒙冤的

囚犯。西漢武帝時，何少卿擔任廷尉的職

務時，與張湯是同時代的人。張湯辦案嚴

酷，但何少卿務求仁恕，數次與張湯力

爭，雖然不能每次都能爭取成功，然而，

何少卿救活的人數以千計。

征和三年（公元前 90 年）黃曆三

月，天陰，下大雨。何少卿在家午睡，中

午夢到貴客車馬滿門。睡醒後，告訴妻

子，話還沒說完，門外有八十多歲的白髮

老婦人，懇求避雨。雨很大，老婦人的衣

鞋卻滴水不沾，很乾淨。雨停了，何少

卿送老婦人到門口。老婦人對何少卿說：

「您有陰德，今天送給您『護身符』，

來使您多子多孫。」於是，從懷中掏出

護身符，形狀如同竹簡，長九寸，共有

九百九十枚護身符，傳授給何少卿，告訴

他子孫佩戴這些護身符就會昌盛。何少卿

這年五十八歲，已有六個兒子，五十八歲

後又生了三個兒子。從此，何少卿家族的

世代都是名門望族。

可見，何少卿的善心得到了善報，他

不但多子多孫，後代當官的很多，被記載

到正史《後漢書》中，名垂青史。何少卿

的第五代孫——何寵，在建武年間（東

漢光武帝劉秀時期）和元和年間（東漢

章帝劉炟時期）當官。當時京城等地多

次有奇異鳥獸草木，大臣以為這是祥瑞。

何寵直言進諫說：「祥瑞應依德而至，災

異由政而生。故而鸜鵒來作巢。現在異鳥

在殿屋上飛翔，怪草在庭院裡生長，不可

不察。」果然，沒過多久肅宗（劉炟）就

駕崩了。

何少卿的第六代孫——何敞也當了

官，曾擔任汝南太守。何敞厭惡官吏把苛

刻當作求名譽的手段，故而在職時寬和。

從此，郡中無怨聲，百姓被他的恩德感

化。分家另居、不養父母的，都搬回來，

和父母同住、贍養父母。推讓財產的有

二百多人。開墾的農田增加了三萬多頃。

小吏、百姓共同刻石，頌揚何敞的功德。

通過這兩則傳統文化故事，我們可以

感受到傳統文化對人的正面影響，充實人

的佛性，人會更加的善良，順應天理，不

斷的得到福報。

相反，在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後，生編

亂造了一個反天地、反神佛、反人性的黨

文化，經過這麼多年的灌輸後，給人們帶

來了甚麼呢？摧毀了傳統文化，摧毀了普

世價值觀，人人心中沒有了佛性，只有不

斷膨脹的魔性，在魔性支配下，人們無度

的作惡，最後導致中國天災人禍不斷，給

子孫後代留下了無限的遺憾。

古今對比，會讓人們更加的認識到傳

統文化的價值，而良好的家教，才是人一

生的福田。人都有了正統思想與價值觀，

都去做好人，順應天理做事，一代代這麼

傳下去，家族興旺發達，人人都會得到福

報。

隨著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普世價值和傳

統文化的意義，相信善惡有報，人們按照

自己對普世價值觀的理解，所作所為一定

會形成良好的家教傳給後人，後人也會受

益無窮，成為後人一生的福田。

文 |銘刻

【原文】

曰水火，木金土。

此五行，本乎數。

【字詞義解釋】

（1）行：萬物分類的基本概念。（2）
本乎數：本，根本。乎，從。數，指自然

之理。

【譯文參考】

「五行」是指水、火、木、金、土。

中國古人認為它們是構成宇宙中各種事物

的基礎，它們之間又是相生相剋的，它們

是由自然之理所決定的。

【讀書筆談】

前兩課從數字的一到萬，開講自然萬

物與人的來歷，讓人自然產生龐大的宇宙

觀，並懂得人與自然的關係，是相互聯繫

的一體，因此日常生活，就要懂得四季的

變換，提醒人每天的生活作息要懂得注意

順應四季的節奏，要符合天道規律不可違

背。否則，身體無法健康，作物無法生

長。

這是道家的宇宙觀，這裡的天文地理

的概念講的是天人合一的基本概念。因此

接下來繼續把古人瞭解到的三界內的自然

法則進一步講解。那就是：五行構成宇宙

中的萬事萬物，他們之間相生相剋，平衡

則安，失衡則亂。

（1）自然與五行的對應關係如下：

五行：木、火、土、金、水。

時令：春、夏、長夏、秋、冬。方

位：東、南、中、西、北。

氣候：風、暑、溼、燥、寒。

發展過程：生、長、化、收、藏。

五味：酸、苦、甘、辛、鹹。

五色：青、赤、黃、白、黑。

（2）人體與五行的對應關係如下：

五行：木、火、土、金、水。

五臟：肝、心、脾、肺、腎。

五腑：膽、小腸、胃、大腸、膀胱。

五官：目、舌、口、鼻、耳。

形體：筋、血脈、肌肉、皮、骨。

情志：怒、喜、思、悲、恐。

根據這個規律，我們瞭解了五行與人

體五臟、五味和季節的對應關係，就可以

掌握養生的基本道理，可以很好的順應自

然規律來生活。

比如春天五行屬木，對應風、肝臟、

青色、酸味、怒氣，所以春天要養肝，多

吃春天出的綠色蔬菜，酸味入肝，生氣發

怒傷肝臟，一下子你生氣會傷害哪個臟

器，吃甚麼最養肝，風大注意保暖等統統

都能掌握。

又比如腎臟，腎臟屬於水，對應身體

的膀胱、骨頭、耳朵，所以中醫懂得腎臟

不好了，相關的一切都出問題，腦力、骨

頭、排泄全都不行了。你看腎病的人不讓

吃太鹹，是因為鹹直接入腎臟，影響顯

著。但是呢，正常人缺鹽又無力，說的都

是這個道理，鹹味直接入腎臟。而黑色屬

水，所以吃黑色的東西對腎臟能起到養護

作用。

而且五臟之間要平衡，比如吃多甜

食，甜的五行屬土，對應脾胃，土克水，

傷的是腎臟，因此很多孩子甜食吃多了，

骨頭不結實，牙也就不好，容易得蛀牙，

就是這個道理。哪個器官太強太弱，都有

損健康。

掌握了這些由五行構成的基本的關

係，自己身體該如何順應自然，該如何控

制情緒，一切都包括了。這是個非常完整

平衡，宏大的養生觀。古人在儒家這個層

面講的這些理，主要為的是國泰民安，因

此與人有關的一切學問，都涉及到五行的

道理，運用極為廣泛，這裡只是就養生舉

了一個例子。

《論語．先進》中，有這樣一段話：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子曰：「師也

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 ?」子

曰：「過猶不及。」意思是講：子貢問孔

子：「子張和子夏，他們二人，誰更好一

些呢 ?」孔子回答說：「子張過分，子夏

不足。」子貢說：「那麼，是子張更好一

些嗎 ?」孔子說：「過分和不足，都是一

樣的。」

「過猶（如同）不及」體現了孔子

的中庸思想。《中庸》認為：過猶不及為

中，「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

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

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這

是說：舜於兩端取其中，既非過，也非不

及，以中道教化百姓，所以為大聖。既然

子張做得過分、子夏做得不足，那麼兩人

都不好，所以孔子對這二人的評價就是：

「過猶不及。」

孔子在《論語．子路》中，也表達了類

似的思想：「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 !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意思是

說： 「我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

往，只能與狂者、狷者相交往了。狂者敢作

敢為，狷者對有些事是不肯幹的。」

「狂」與「狷」是兩種對立的品質。

一是流於冒進，膽大妄為；一是縮手縮

腳，不敢作為。孔子認為，中行就是不偏

於狂，也不偏於狷。人的氣質、作風、德

行都不偏於任何一個方面，對立的雙方應

互相牽制、互相補充，這才符合於中庸的

思想。

孔子「過猶不及」的思想，可以適用

於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凡事做過頭

了，就會適得其反，事與願違。

「月滿則虧，水滿則溢。」這是人們

常見的自然現象。「陽春白雪，和者蓋

寡」，太高深的音樂，難以普及推廣。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對人

「察之密，待之嚴」，會使人才無以自全

而或見棄。還有諸如「木秀於林，風必摧

之」等等，都是告誡人們：物極必反，盛

極而衰，為人處世，要懂得適可而止。不

過分、不過度、不過頭，適時、適度、適

宜，這樣事業、生活、人際關係，才能處

於最佳狀態。

《戰國策》記載的「畫蛇添足」故事

中，講到縱橫家陳軫， 向昭陽講述了過猶

不及、不要畫蛇添足，而要適可而止的道

理，從而挽救了一個國家。楚國大將昭

陽，率楚軍攻打魏國，擊殺魏將，大破魏

軍，攻占了八座城池，又乘勢移師攻打齊

國，齊國非常危急。

陳軫以齊王使者的身分，前去遊說昭

陽，他首先向昭陽祝賀楚軍的勝利，然後

問昭陽：「按照楚國的制度，有殺將取地

之功，能封甚麼官爵祿位 ?」昭陽答道：

「官至上柱國，爵為上執。」陳軫接著又

問：「比這更尊貴的還有甚麼 ?」昭陽說：

「那就只有令尹了。」

陳軫說：「令尹的確是最顯貴的官

職，但楚王卻不可能設兩個令尹 ! 我給將

軍說個故事吧！楚國有個貴族，祭過祖

先，把一壺酒賜給門客。門客相顧商議：

『這酒，幾個人喝，酒不夠；一個人享用

卻有餘，每個人在地上畫一條蛇，誰先畫

成，這酒就歸誰喝。』大家都表示同意。

有個門客，率先畫完了，就取過酒壺，準

備喝酒。他一看別人還沒畫完，就自言自

語地說：『我還可以為蛇添上足呢！』。

於是他左手持酒壺，右手在地上畫了起

來。蛇足尚未畫完，另一門客的蛇已畫

好，於是一把奪過他手中的酒壺，說：

『蛇本無腳，你給牠硬添上腳，就不是蛇

了 !』於是，喝了那酒。而畫蛇腳的人，

最終沒有喝到酒。如今將軍輔佐楚王攻打

魏國，破軍殺將，豪取八城，兵鋒不減之

際，又移師向齊，齊人震恐，僅憑這些，

將軍足以揚名立萬了，而在官位上，是不

可能再有甚麼加封的。如果戰無不勝卻不

懂得適可而止，只會招致殺身之禍，該得

的官爵，將不為將軍所有，正如畫蛇添足

一樣 !」昭陽認為他的話很有道理，於是

就撤兵回國了。

君子好名，小人愛利。人一旦為名利

所驅使，往往身不由已，只知進，不知

退。如果不懂得適可而止，見好就收，無

疑是臨淵縱馬。謙虛是美德，過度自謙就

是自卑；自信是動力，過度自信就是狂妄

自負；忍讓是寬容，可是一味地逆來順受

卻是懦弱。能否做到適可而止、把握正確

的度，就直接影響事業的成敗。

黨文化中一貫講究鬥爭哲學，追求貪

淫享受，永遠是：鬥鬥鬥、爭爭爭、貪貪

貪、淫淫淫……這是違背天理良心的，會

招致天怒神怨，甚至讓全世界人人共憤。

相反，適可而止、過猶不及的中庸思想就

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所以回歸傳統文化

是每位中華兒女的責任！

文 | 嚴謹

從前，有個員外請了個風

水先生，想給自己找個好塋

地，讓後世兒孫多得福報。風

水先生來了後，員外有事無法

陪同，就讓自己七歲的孫子

陪同他到自家的地裡轉轉看

看。

酌 古 鑒 今

良好的家教是人一生的福田 

適可而止 過猶不及 8《三字經》讀書筆談
文 |劉如

ADOBE STOCK

我國古代經典著作眾多，

《三字經》可說是最淺顯、易

懂的讀本，有學者把它比喻為

通俗的《論語》。《三字經》

文詞精簡，三字一句，朗朗上

口，十分有趣，能迅速啟迪心

智，將人導向正途，讓人胸懷

大志。學會《三字經》等於開

啟了傳統國學的大門，不僅懂

得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還懂

得了做人的道理。所以《三字

經》廣為流傳、歷久不衰，一直

以來都是兒童啟蒙教育的首選 
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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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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500
動力性能

新款 LS 將配備兩款動力選

項，分別是 LS500 和 LS500h 混

合動力，與上一代基本相同。

分別搭載 LS500 的 416 馬力、

雙渦輪增壓 3.5 升 V6 發動機和

LS500h 中的 354 馬力、氣電混

合動力系統。LS500h 混合動力

汽車的電動機在加速過程中獲得

了更多的電池輔助，同時減少了

從停車處出發時其汽油發動機的

轉速。

此外，通過工程師們的不懈

努力，調整後的發動機支座、座

椅、主動噪音控制和發動機聲音

增強功能還有效地減少了 3.5 升

V6 發動機的噪音和振動。在前

幾代中因噪音原因被客戶抱怨的

LS500
設計特點

新款雷克薩斯 LS 的外觀設

計仍然保持其一貫的風格，只有

前車大燈有明顯改變。在外部，

有一種名為 Gin-ei Luster 的新油

漆顏色，雷克薩斯表示該金屬

銀表面光滑且類似鏡子，以突出

LS 車體的曲線。

而在內部，裝飾面板設計成

稱為「Nishijin ＆ Haku」的外觀，

可表現出「海上明月」的視覺效

果。在汽車設計中，將詩意的意

象轉換成獨特的圖案材料，充滿

日本氣息。雷克薩斯還致力於提

供舒適和放鬆的氛圍。車載多媒

LS500
安全配置

目前還沒有美國市場 LS 的相

關信息，因此無法保證 LS 的任何

新安全技術都會在美國上市，例如

在 2020 Lexus RX 上首次見到的自

適應遠光燈系統，由於該系統在美

國市場尚不可用，因此暫時不大可

能在美國上市。

【看中國訊】全新2021雷克薩斯（Lexus）LS發布了該系列第五代車

型。從外觀看，2021LS的改動可能很小，但雷克薩斯這一次更專注於細

節，尤其是內飾材料。換代後的LS500和LS500h混合動力車型將更加

安靜。新的前燈設計是車身的關鍵改變，尾燈具有新的內飾包圍。新的

內飾選擇包括一種名為Gin-ei Lusster的新特殊銀色，以及更多新近推

出的樣式。更值得注意的是經過修訂的觸屏信息娛樂系統，該系統使

用訂製外形的12.3英寸觸摸屏。

得 益 於 LS 將 觸 摸 屏 信 息 娛

樂系統引入實用中，在與汽車的

12.3 英寸中心屏幕進行交動時，

用戶不必再操作中控台上的觸摸板

控制器，可以更加專心的駕駛。

雷克薩斯的 Teammate 系統也是

很好地保障了行車安全，該系統包

括駕駛員輔助套件、自動停車系統

和自動行車道保持系統，並允許車

輛跟隨其他車輛並完成車道變換，

並在該系統支持的道路上高速行駛。

體系統具有新的觸摸屏，並且

兼 容 Smart　DeviceLink、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除此之外，通過使用鏈接

到 12.3 英寸觸摸式寬屏顯示器

的 iPhone 和 Android 智能手機來

控制顯示屏和音頻功能，極大地

增強了便利性。此外，雷克薩斯

Teammate 可以無縫集成將來的

軟件更新，通過對軟件的升級與

定製，可以不斷添加功能並不斷

增強性能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2021 
Lexus 
LS500

LS500 的人為雜訊增強功能，這

一次被雷克薩斯主動改進。

同 時，LS500 還 對 雙 渦 輪

V6 發動機進行了類似增量的調

整，還修改了兩種車型的變速箱

編程。雷克薩斯表示，這樣做會

讓車輛在正常行駛時顯示的速度

上略微增加扭矩，以實現更好的

油門響應，還可以調整變速箱的

換檔耗時以減少降檔的發生。

2021 
Lexus 

LS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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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即將於 9 月登場

的威尼斯影展，傳出將如期舉行

的消息。威尼斯影展主辦單位，

20 日先行公布終身成就獎，頒給

了由多次角逐影后的英國女星蒂

達史雲頓（Tilda Swinton）及香

港女導演許鞍華。現年 73 歲的

許鞍華，成為首位獲此項大獎的

華人女導演。

曾演出漫威娛樂電影「奇異

博士」的英國女星蒂妲史雲頓

（Tilda Swinton），近期正忙於

宣傳與魏斯安德森 4 度合作的新

片「The French Dispatch」。

金馬獎最佳導演的常勝軍許

鞍華在得知自己獲獎時難掩喜

悅，開心的表示：「我很開心可

以得知此一消息，也為了獲獎而

感到榮幸，我開心到找不到適當

的形容詞，我只希望這個世界可

以趕快恢復，每個人都能像現在

一樣這麼開心。」

許鞍華導演曾於 2011 年獲

亞洲電影大獎頒發終生成就獎，

2016 年，受邀擔任第 53 屆金馬

獎評審團主席，2017 年 6 月，美

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正式宣布

許鞍華成為奧斯卡評委會成員。

據悉，香港電影金像獎至今只有

兩部大滿貫作品（即一部電影同

時獲得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

佳編劇和最佳男、女主角），分

別為第 15 屆的《女人四十》和第

31 屆的《桃姐》，且這兩部電影

作品，都出自導演許鞍華之手。

「威尼斯影展」於 1932 年在

義大利的威尼斯創立，也被稱為

「威尼斯國際影展」，是國際上最

古老的影展，同時也是與坎城影

【看中國訊】現年 54 歲的臺灣

藝人任賢齊睽違 8 年終於要在臺灣

開唱。 16 日舉辦演唱會記者會，

他開心宣布將在 9 月 19 號於臺北

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演唱會，將在 18
日開賣。

任賢齊 1990 年出道以來，陽光

健康形象。他因為前年參與拍攝豆導

鈕承澤合作的電影《跑馬》，當時為

了劇中角色不斷增肥，從七十公斤胖

到破百公斤，每天得不斷吃營養補充

品，還要狂吃滷肉飯、珍珠奶茶，一

天至少吃六餐；另外還得融入角色個

性，變成一個生活邋遢又懶惰，頭髮

都油油的，配合吃檳榔人物設定 , 整
個人還陷入相當「低潮」混淆不知的

狀態。

當他終於成功增胖到100公斤，

他坦言，「我連彎腰綁鞋帶做不到，

全身都是汗酸味，當時導演要求我要

很邋遢，因為我飾演油膩頹廢的混

混，所以每天都沒刷牙，頭髮幾週沒

洗還有頭油，化妝師還會用髮蠟把我

弄得看起來很油，每天吃檳榔，我的

人生那陣子真的頹廢。」

對於所出演角色的要求，被問

到怎麼不用特效來取代，任賢齊笑

說 ,「一開始我有提出這個要求，但

對方則是強調希望能呈現真實感。」

增肥期間，原本身材結實的任賢齊，

出現三高問題，一度被醫生警告，如

果再這樣折騰身體，可能就會有「死

亡」的危機。任賢齊透露目前電影因

為豆導的官司等狀況，也處於停擺狀

態，電影無限期延拍，讓他白白為戲

變胖。如果要繼續開拍，是不是會重

新增胖？任賢齊笑答：「醫生說我再

胖下去就要送上山了，位子（指塔

位）先看好！」

回顧這一段增肥經驗，他現在

仍然心有有餘悸。為凖備演唱會，任

賢齊也開始慢慢恢復身材，目前已瘦

到 78 公斤，他苦笑表示 ,「就是體

驗另外一個人生，為了演唱會還想再

瘦 4、5 公斤。」

獲「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獎」

《壞教育》電影劇照
在教育界享負盛名的法蘭克

塔松（休．傑克曼飾）是個對

教育充滿熱忱、魅力十足的學區

負責人，在他和同事潘葛拉肯

（艾莉森．珍妮飾）的帶領之

下，紐約羅斯林學區升學率在全

美排名第四，他們的目標是成為

全美第一的頂尖學區。

飆升的大學錄取率帶動了房

文︱周明真

價與社區發展，法蘭克的貢獻也

聲名遠播。直到某天，羅斯林高

中的學生瑞秋 ( 潔芮汀薇思瓦納

森飾 ) 在撰寫學校建案的校刊報

導時，無意間發現了校內帳目出

現各種錯誤，在她的調查下，慢

慢揭開了法蘭克「為人師婊」的

真面目，也讓長達逾十年、攸關

數百萬美元的美國史上最大校園

弊案浮上檯面……

《壞教育》描述校園高層貪

汙醜聞的過程，校園就像是個小

型社會，裡頭發生的任何事情，

某種程度上都是世界縮影的真實

Bad Education 

清廉與正直才是教育的核心

《壞教育》電視
隨記

電影簡介

影片 《壞教育》

Bad Education 

導演
科瑞．芬萊

Cory Finley

主演

休．傑克曼、艾莉森．珍

妮、傑拉爾丁．維斯瓦納

坦、亞歷克斯．沃爾夫

故事

描述在羅斯林高中學區總

監與主管雙雙帶領下，成

為全美排名第一受歡迎的

學校，直到一名學生記者

調查，追出了十年的貪汙

計畫。

(圖片：甲上娛樂)

寫照。而在這每一環都緊緊相

扣、牽一髮就會動全身的體制

中，是否有人冒著可能會被

視為「異端」且遭人唾棄的風

險，站出來當那位指控犯罪行

為的吹哨人？

休．傑克曼在《壞教育》中

飾演在光鮮亮麗、道貌岸然的

外表下貪汙犯罪的雙面人法蘭

克，從原本充滿自信到東窗事

發後瀕臨崩潰，對著學生發洩

自己偽裝多年所累積壓力的心

理狀態轉變，為《壞教育》增

添不少精彩的可看之處。以

《我，花樣女王》獲奧斯卡的

艾莉森．珍妮則有多場收放間

的轉換戲，內心洶湧卻壓抑情

感，她演繹得輕鬆又優雅。

《壞教育》與隱藏在校園

黑暗面的不合理情況對抗，如

果是自己，將會做出怎樣的選

擇？

許鞍華許鞍華

威尼斯影展

頒給香港女導演許

鞍華（左）終身成就

獎，成為首位獲此大

獎的華人女導演。

展、柏林國際影展齊名的「世

界三大影展」。「三大影展」

因給予創作者通過電影表達其

藝術自由的態度而享譽國際。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范冰冰微博稱出新專輯范冰冰微博稱出新專輯

暌違8年開唱

【看中國訊】近期感嘆「要

堅強努力活著」的大陸女星范冰

冰，7 月 20 日在微博宣布發行個

人專輯《FANA  》。微博同時曝

光專輯多張封面設計，打造「一

個人的女團」概念，她一人分飾

七角，造型多變，髮型搶眼，儼

然「組成」女子組合。比范冰冰

小 19 歲的範丞丞，在微博晒出

姐姐的封面照時表示：「一下子

好像多了七個妹妹。」當年與范

冰冰合作出演瓊瑤劇《還珠格格》

的臺灣藝人林心如，點讃了范冰

冰晒出的新專輯封面，金鐘視後

賈靜雯也點了「like」。

林心如賈靜雯按讚林心如賈靜雯按讚

任賢齊狠甩2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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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7月29日

西芹

 Corn           新鮮玉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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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low freestone peaches 離核黃桃 CeleryCara cara oranges 紅肉臍橙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

Zucchini squash5lb BC blueberries 卑詩產藍莓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意大利瓜

$29898 6

Local green cabbbage 本地捲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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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3 磅黃洋蔥。

$1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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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8
lb

$14848
lb

$0888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0 9898
lb

$$005858 lb

$

$ 129898
ea

5 磅裝

本文圖片：ADOBE STOCK

夏日涼菜
◎ 文 : 米娜

夏季正是享受涼菜的季節，涼菜

料理以不同的口味以及千變萬化

的色彩，吸引人們進入美食佳境。

作法

備料：蒟蒻麵依包裝袋指示去腥；
小黃瓜刷洗乾淨。

開飯前將食材冷藏保存，蒟蒻、小
黃瓜放冰水中保持水分。

全部食材瀝乾水分，黃瓜切絲。
豆腐放盤中間，在豆腐上依序鋪上
蒟蒻麵、黃瓜絲，最後淋上醬料。

秘訣：冷豆腐還可以配蔥、柴魚片、

紫蘇碎末、山藥泥、秋葵、納豆等。

說涼菜少不了豆腐料理，日式冷

豆腐有傳統的基本調味，配料的

變化也很多。

豆腐 1塊、蒟蒻麵、小黃瓜、黑芝麻
適量。

醬料：柴魚醬油3大匙、生薑 1大匙。

食材

作法

備料：甜豌豆去蒂頭、兩側粗絲；
青花菜去除粗硬的外皮，分切小朵；

紅蘿去皮切適口大小；彩椒刮除內白

膜後切粗條。

所有食材個別放入滾水煮熟，瀝乾
熱水，散開放置。

調料調勻；混合所有食材，拌入調
料，攪拌均勻，撒上芝麻即可上菜。

夏天多吃當季蔬菜，營養健康；

涼拌蔬菜五彩繽紛，豐富可口，

將是餐桌亮點。

彩椒、甜豌豆、紅蘿蔔、青花菜、白

芝麻適量。

調料：蒜末 1大匙、香油 1大匙、鹽
1/2小匙、白胡椒粉適量。

食材

作法

備料：節瓜刷洗乾淨，剖半後改刀
切片；雞肉切大小同節瓜片，厚度略

厚，以少量鹽抓醃；青蔥切小粒。

所有食材放入滾水煮熟（煮熟時間
不同），瀝乾熱水，散開放置，不要

讓餘熱繼續軟化食材，影響口感。

調味材料調勻；混合所有食材，拌
入調料，攪拌均勻，最後撒上芝麻即

可上菜。

蔬菜是涼菜美味關鍵，為肉類提

供調和滋味，豐富口感。可以發

揮創意，嘗試更多組合。

節瓜300g、雞胸肉200g、蔥2支。
調料：淡味醬油 2大匙、蒜泥 1大匙、
香醋 2小匙、香油 2小匙。

食材

醬料不單單只是

調味品，用在涼

拌菜上能調味、

助消化、促進食

慾，相得益彰。



粄條捲是以粄條

裹捲餡料，享受

豐富的滋味與口

感，是夏季宴客

菜的絕佳選項。



肉類適合佐肉汁

醬或者水果醬料

吃，夏天又以酸

酸甜甜的水果醬

料更受人歡迎。



餡料包括：肉類

與生菜，葷素搭

配，營養豐富，

還可降低油脂含

量，美味健康。



夏天涼菜著重爽

口開胃，肉類醃

漬後煎、烤香，

或是白煮肉類搭

配可口的醬料。



生菜講究鮮脆的

口感，上菜前以

冰水冰鎮後瀝乾

脫水，美生菜或

是小黃瓜皆可。



01 烤肉河粉捲

02 日式冷豆腐 03 涼拌蔬菜 04 節瓜涼拌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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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小萍

蔬果不論是有機或無機，都

有可能殘留農藥，儘管市面上有

販售各種蔬果洗滌劑，但若是清

洗方法錯誤，恐怕會越洗越毒。

選擇經過認證的蔬果

農藥的殘留又分為被植物

吸收至體內的「系統性農藥」和

停留在植物表面的「接觸性農

藥」。

噴灑了系統性農藥的植物，

農藥殘留在植物體中，整株都會

有農藥。系統性農藥無法用水洗

清除，須藉由生長過程自然分

解，往往需要幾天的時間，農藥

殘留量才會逐漸減少，待降低至

安全殘留量時，便是安全採收

期。

另外一種接觸性農藥是噴灑

在植物表面，不會像系統性農藥

被吸收到植物體內，可以藉由流

動清水沖洗而被帶走。

因此在擔心蔬果是否能夠清

洗乾淨前，應該從源頭開始篩

選，選擇信譽優良的攤販，或者

購買經過專業認證的農產品，就

可避免買到「系統性農藥」超標

正確洗菜把握 3 原則，務必「先

浸泡、後沖洗、再切除」依序處

理，如此一來便可降低蔬果的農

藥殘留。

步驟❶：浸泡

將蔬果浸泡在水中約 3 分

鐘，有助於除去沙子和汙垢，讓

殘留表面的農藥溶解。不建議長

時間浸泡，否則容易讓蔬果乾淨

的部分被水中的農藥汙染，同時

也會造成營養成分流失。

步驟❷：沖洗

開水龍頭用流動的清水仔細

沖洗蔬果，讓水流把殘留的農藥

帶走。洗滌後，用紙巾擦乾，或

用瀝水籃甩去多餘的水分。

步驟❸：切除

蔬果經過沖洗後，再使用刀

增進食慾、促進消化、驅濕散

寒、除蟲殺菌等。美國杜克大

學（Duke University）Murali 
Doraiswamy 教授最新研究指

出：每週吃 2 ～ 3 次的咖哩，

有助於降低罹患失智症的機

率，此因咖哩中含有「薑黃素」

（curcumin）的緣故。但是，薑

黃素只具有預防功效，如果已經

出現失智的症狀，再來吃咖哩是

沒有效果的。

營養成分全面的薑黃

薑黃是薑科薑黃屬植物，其

根莖所磨成的深黃色粉末是咖哩

的主要香料之一，也用在南洋料

理。

薑黃味辛、苦，性溫，帶點

土味，具有活血、行氣、止痛的

作用，對風溼、痛經、肩臂痠

痛、胸肋疼痛等有很好的療效，

還能生津開胃、促進肝臟代謝作

用、促進人體汗腺分泌，排泄體

內汙物等。

薑黃素具有抗氧化、抗發炎

的特性，對肝炎病毒有抑制作

用，能改善肝臟實質的病損程

度；有助於免疫系統，對抗癌、

抗憂鬱、抗氧化、調節三高、預

防心血管疾病等都有功效。由於

薑黃素會造成膽囊、子宮收縮，

營養師提醒，孕婦和膽結石患者

不可食用。

攝取薑黃的分量不宜過多，

單獨攝取薑黃素的話，一天攝取

量應控制在 30 毫克以內。薑黃

是味道濃烈的辛香料，無法一次

吃太多，而咖哩所含有的薑黃比

例更低，所以如果是透過咖哩來

攝取薑黃素，就不需要擔心分量

的問題了。

適量攝取咖哩

要注意的是，我們通常用於

料理時，烹煮最方便的咖哩塊，

因為在固化過程中添加許多油脂

和粉料類，所以其熱量比咖哩粉

的熱量為高，想要減肥的人應多

注意攝取的分量，別吃太多了。

此外，咖哩塊的鹽分頗高，

吃太多會增加身體的負擔，因

此，烹調時要注意適量，且多添

加一些蔬果等食材，較為健康。

咖哩美食：椰汁咖哩蝦

食材：蝦 8 尾、花枝 150
克、香茅 20 克。

講求健康的飲

食，除了選對食材

外，正確的處理食

物也很重要。專家

提醒，只要正確的

清洗蔬果，就可以

有效降低農藥的殘

留。

擔心農藥殘留？清洗錯誤 
蔬果恐越洗越毒

調料：紅咖哩膏 50g、椰奶

400c.c.、糖 1 小匙、魚露 2 小

匙、檸檬汁 1 大匙。

醃料：鹽、胡椒、米酒。

作法：

1. 備料：香茅切絲；蝦剪

去腳鬚，開背去腸泥，加醃料抹

勻，稍醃一下。

2. 熱油鍋，以中火炒香香

茅絲，加咖哩膏炒香、加入蝦煮

變色，加椰奶以小火煮至略滾，

加花枝。

3. 放魚露及糖，最後加檸

檬汁，調合均勻熄火。

4. 擺盤後放少許香菜、椰

奶。

小叮嚀：紅咖哩比較辛辣，

如果不喜歡辣味，可以適量少放

紅咖哩。

具切除蔬果的蒂頭、根部等部

位，或者切塊。切除或削皮的步

驟必須最後處理，這樣才能盡量

避免農藥汙染處理的刀具，刀具

又汙染蔬果。

常見的蔬果清洗要訣

1.葉菜類：依照 3 步驟清

洗原則，並注意除去泥沙即可。

苞葉類的部分，像是高麗菜、包

心菜和萵苣，可先剝去最外層的

2 ～ 3 片葉子，若想加強洗淨，

可在水中加入醋（每杯水中加

入 1/2 杯蒸餾白醋），再用清水

沖洗，減少細菌汙染，但也可能

會影響質地和口感。

2.蘋果、黃瓜等硬瓜果：

果皮多含蠟質防腐劑，洗淨後應

去皮。

3.根莖類蔬菜：清洗時可

搭配使用軟刷輕刷果皮。

的蔬果，而只要經過正確的清洗

與處理，便可排除農藥殘留的問

題。

是否使用蔬果洗滌劑

農藥以在水中的分解程度，

又可分成「水溶性」與「脂溶

性」。蔬果洗滌劑中的「介面

活性劑」，可溶解脂溶性農藥，

助於降低農藥殘留，但其介面活

性劑卻也容易殘留在蔬果的孔洞

中，因此使用蔬果清潔劑之後，

應再以清水沖洗殘留的清潔劑。

經研究發現，「清水」沖洗

是簡單、有效避免農藥殘留的方

法，只要正確的沖洗，也可降低

脂溶性農藥的殘留，不一定要用

蔬果洗滌劑。

正確洗菜3原則
臺灣食品藥物管理署提醒，

肝臟是人體最大器官，肝

動脈與門靜脈供給肝臟血液，

肝動脈可以提供養分給肝臟，

門靜脈中的血液則帶來胃腸的

養分，同時代謝物與廢物也都

在肝臟進行處理。肝衰竭之前

會有一段失代償期，就是肝硬

化末期的症狀。

肝臟最後衰竭，病因是從

肝臟發炎開始，肝臟發炎最常

見原因為病毒性肝炎。肝臟發

炎久了，肝臟纖維化明顯，就

成了肝硬化，肝硬化導致肝臟

功能逐步衰退，到一定程度就

到了失代償期，肝臟功能已無

法應付生理的基本需求，身體

營養不良，肝臟白蛋白製造功

能下降，下肢水腫，肝臟廢物

代謝與營養處理都特別慢，導

致消瘦、噁心、嘔吐、厭食、

消化不良、營養不良；由於肝

臟的纖維化，肝動脈與門靜脈

要進入肝臟的血液受阻，門靜

脈壓升高，同時導致食道靜脈

瘤、胃靜脈瘤、痔瘡明顯，腹

水也會跑出來，腹部積水，

下肢水腫，甚至陰囊水腫；門

脈壓太高，分流的食道或胃靜

脈壓也跟著升高，最後導致曲

張破裂出血；代謝廢物太慢，

血液中阿摩尼亞等含氮廢物濃

度升高，病人開始意識不清，

就是所謂的肝性腦病變、肝昏

迷，最終走向肝衰竭。

避免走到肝衰竭這一步，

最重要的是截斷肝臟發炎的進

程，酗酒的人要戒酒，有肝炎的

人需要治療。中藥可用茵陳、半

枝蓮、梔子等，減緩肝臟發炎的

狀況。一旦到了失代償期，常常

等待屍肝的時間漫長無期，大多

用近親的肝臟進行肝臟移植，成

為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然而肝硬化有時還隱藏著肝

癌，肝臟移植後吃抗排斥藥物會

使擴散的癌細胞返出吞噬，導致

如何避免肝臟衰竭

夏季健康美食——椰汁咖哩蝦

洗菜時，應

先浸泡、後

沖洗、再切

除，依序處

理即可。

保肝茶飲： 
蒲公英玉蘭根茶
蒲公英的根具有很好

的保肝、護肝功效，能提

高肝臟的解毒能力，可清

肝毒，保肝利膽，也是預

防 C型肝炎最重要的天

然營養品；玉蘭根（菊苣

根）的提取物有明顯的保

護肝臟細胞作用，尤其對

化學性或酒精性肝損傷的

保護，特別明顯，可加速

肝細胞的修復速度。二者

搭配熬煮，能夠預防和改

善酒精肝、肝炎。

肝臟衰竭就是肝臟

功能已經差到喪失了最

基本的代謝能力，導致

病人死亡的疾病。

治療失敗。肝移植也有一定的失

敗率，約 10 ～ 15%，活體捐肝

者也有一定的死亡率，約 0.5 ～

1%，常是因為血栓或膽道問題

導致併發症死亡。手術成功也要

面對一定比例的排斥問題，如：

超急性排斥、急性排斥與慢性排

斥等等。

總之，用肝臟移植遠離肝衰

竭已是亡羊補牢，很無奈的辦

法，所以在肝臟發炎時好好調

理，才是上上之策。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咖哩料理起源於南

亞，其特點在於以多種

香料複合製成，包括：

薑黃粉、新鮮或乾的辣

椒等組合而成，常見於

泰國菜、印度菜等。

印度人認為，咖哩就是「把

許多香料混合在一起煮」的意

思，有可能是由數種，甚至數十

種香料所組成，包括：有薑、丁

香、肉桂、茴香、紅辣椒、肉豆

蔻、黑胡椒，以及我們熟知的薑

黃粉等，而每個家庭依其口味和

喜好所調出來的咖哩成分都不一

樣。

咖哩的營養價值相當高，能

4.花椰菜或甘藍菜：此類

蔬菜容易殘留農藥，除了依照 3
步驟清洗外，建議「汆燙」3 ～

5 分鐘，讓殘留縫隙間的農藥在

熱水裡分解。

5.葡萄、櫻桃、草莓或小

番茄：儲存前分開並丟棄已變質

的水果，以防止腐敗生物的擴

散；準備食用前再以自來水輕輕

洗淨。草莓特別容易殘留農藥，

可加強流動的水沖洗，注意水流

勿過大，以免造成水果損傷。

避免肝臟衰

竭，最好戒

菸、戒酒，

治療肝炎。

◎  文：邱宣君

食療

養生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 師 講 堂 

◎  文：江真如

飲食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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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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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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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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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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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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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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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曼曼麗夫人您好：

我老公六年前被公司資遣，

到現在一直都沒有上班，年紀也

要五十了，找工作很難，就算找

到了去了幾天又不幹了。他成天

待在家，也不會去進修，一年過

一年，平常就是顧小孩功課，還

說他這樣等於幫我們賺回安親

班、補習班的錢，我平常上班很

累，下了班還要張羅晚餐給一家

四口。老公不會煮菜，但是會做

其他家事，我薪水頂多五萬多，

要負擔家裡全部開銷，其實真的

很不夠，他的存款也一年比一年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少，現在物價高漲，小孩還小，

未來日子這麼長，難道要一直這

樣靠我嗎？有時我也覺得自己的

老公不長進，怎麼念都沒有用，

我真的覺得很累，我也想清閒，

我也想當少奶奶，難道我就這麼

命苦，要負起全家的責任嗎？

苦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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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命人你好：

經濟不景氣下大量裁員風暴

確實給許多家庭帶來困擾，尤其

是中年失業的衝擊力更大，這

時候在婚姻、經濟上都會面臨

嚴峻的考驗，因此雙方都要做

好心理準備。雖然“貧窮夫妻百

事哀”，不過相信“夫妻同心，

利可斷金。”只要一家人齊心合

力，依然可以平安度過這個過渡

時期。

男人工作辛苦了半輩子卻在

中年遭到資遣，實在也是非常無

奈的事情，如果這時再一味抱

怨，惡言相向，後果只有可能變

壞，不見得會更好。老實說，中

年再度就業確實存在許多困難，

除了接受失業的事實和打擊外，

更要重新調整心態建立信心，並

學習第二專長才有可能再度踏入

職場。這個過程非常需要你的協

助與支持，需要你的關心和鼓

勵，給他足夠的時間，選擇新的

專業，慢慢走入新的職場，相信

愛家的先生總會再度走出自己的

生涯路。

辛苦的你隻手撐起一片天，

除了經濟壓力外，情緒難免低

落、焦慮，鬱悶的心情更需要先

生的安慰和鼓勵。這段期間你可

以更積極的交托先生逐漸分擔更

多家務；比如做菜，可先一步步

交代，從簡單的煮飯和準備小東

西開始，同時也要教導小孩分擔

部份家務，全家一起面對這個非

常時期，不需要把所有重擔自己

一肩挑起。

在繁忙的工作家事壓力下，

曼麗小語：常常許多重大變

故卻會強化家人的向心力與

感情的凝聚力，關鍵是全家

人都要同心協力一起努力。放

下負面的想法，建立自信，你

正以領航者的角色帶領家人

一起度過難關！

適時的自我放鬆才能紓解長期積

壘的壓力，才能吸收滋潤強化心

靈養份。除回憶美好的過去或先

生的好處，對自己說積極正面的

話也很重要；安排假日出遊，或

與三兩好友聚會閒聊，都可緩衝

煩躁緊張的情緒……很多時候許

多壓力只是我們的預先恐懼和喪

失精神上的依託所致。

常常許多重大變故卻會強化

家人的向心力與感情的凝聚力，

關鍵是全家人都要同心協力一起

努力，這個過程你扮演了舉足輕

重的角色，任重道遠；放下負面

的想法，建立自信，你正以領航

者的角色帶領家人一起度過難

關，千萬要挺住，更要積極正向

的面對，黑暗盡頭就是光明的降

臨。祝福你們早日走出陰霾！

先生被資遣 全家都靠我

一位武漢大學的學生，到一

間企業實習，被安排到了客服崗

位。名牌大學的高材生，每天只

能接接電話，幹一些看似無關緊

要的瑣碎工作。更殘忍的是，來

電諮詢的用戶一般態度都很差，

語氣非常生硬。每天接這樣的電

話，想必內心一定積壓了不少負

能量。 
可是，高材生實習期滿時，

在沒人要求的情況下，他卻主動

在工作群裡分享了一份文檔。

他說：「通過這兩個月不斷

的接電話，我整理出了咱們公司

可能遇到的所有的客服問題。這

些問題應該怎麼去解答、怎麼說

溝通效果會比較好？我參考其他

公司的客服，做了一個梳理，

大概是 30 頁的一份文件，希望

對公司日後的客服工作有所幫

助。」負責人看到這份手冊驚呆

了，滿腦子只有一個想法：這就

是人才啊，要把他留住啊。

這就是所謂的悟性：清晰地

知道，自己為什麼工作，要達到

什麼標準，為達成目標需要做哪

些事情。

著名的經典電影《教父》

中，有這樣一句台詞：「花半秒

鐘就看透事物本質的人，和花一

輩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質的人，注

定是截然不同的命運。」

每一份工作，都有它背後的

價值。真正的牛人，把每一項任

務都當成修煉自己的一個台階。

把一件事情做到極致，才有可能

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 文： 約翰 •布蒂諾

職場生涯成功五要素
一、避免自以為是         
的負面態度

很多人覺得這並不是什麼大

毛病，只不過是對於自己付出努

力後所應得的回報太過自信了點

罷了。但這正是職場人可能表現

出來的最糟糕行為之一。

「自以為是」是一種負面職

場行為，這種態度也是許多員工

以及企業家事業停滯不前的重要

原因，事實上任何人都不虧欠你

什麼，尤其是你的老闆。你不能

想當然地認為老闆理所應當主動

提供給你完成目標所需的人才、

技能和知識。畢竟老闆雇傭你、

支付你薪水，是為了有所回報。

大多數主管的經驗之談是，

如果想要升職或獲得助力，員工

就必須放棄這種自以為是的態

度。反之如果你對工作環境及所

得內心充滿感激，這種正面積極

的態度老闆也會看得到。

二、「我可以」               
意味著更多機會

站在老闆的立場上想一想，

如果佈置給你的任務，你都無法

按時完成好，你又有什麼理由讓

老闆同意你升職呢？

如果每次分攤額外任務、需

要工程搭把手，或者按時完工

時，你都找藉口跑開。事實上你

不是拒絕了這些「額外」工作，

而是拒絕了證明自己有能力勝任

並且在職場上發展的機會。

職場達人們的經驗是，不要

用這種「我不行」的態度來限制

自己和他人，恰恰相反，主動去

找些事情做，或者嘗試一些額外

工作，讓老闆看到你對工作的熱

情和動力。

三、 杜絕職場「八卦」
工作閒暇之餘喜歡聊聊其他

同事的「八卦」或者打聽點「小

道消息」，很多人覺得這沒什麼

呀，可這往往會成為辦公室內矛

盾產生的導火線。老闆或團隊領

袖會告訴你，在辦公室內散佈流

言會嚴重影響團隊的創造力和合

作精神。

「不論人短」不單是人生智

慧，更是職場上需嚴守的「軍

規」。職場環境需大家共同努

力，學會發掘同事的優點，你會

發現自己的心態也在正向轉變。

下一次當你不得不談論你的同事

時，儘量發出正能量吧，舉些例

子讓人們知道你的團隊成員們閃

閃發光的優點，例如他們幫助項

目最終及時完工，或者某個成員

貢獻了不少的好點子。

四、給工作動力器       
「加加油」

對於老闆來說，沒有什麼比

懶惰和不思進取的員工更讓人頭

疼的了。這並不是說你必須朝九

晚九地「過勞」工作，而是要擁

有願意為工作再多付出一點點的

態度。

老闆最青睞什麼樣的員工工

作模式呢？

許多企業家表示，他們更

欣賞那些不是永遠加班加點，

但總是能不時攬下一些額外工

作的員工。

如果工作本身讓你打不起精

神，生產效率自然低下。如果你

始終燃不起努力工作的熱情和願

望，也許應該考慮這份工作是否

適合你，換個行業也許會有不一

樣的風景。

五、勇於承擔責任

職場生涯不可能永遠一帆風

順，工作中難免會出現錯誤。推

卸責任的後果往往是，你不能指

望老闆日後會將你安排到一個更

高、需要承擔更多責任的位置

上。

事實上站出來承認自己的錯

誤需要很大勇氣，尤其是面對決

定你職場前途的老闆和朝夕相處

的同事們，但這種勇於承擔責任

的魄力正是團隊領袖必備的潛

質，也會讓老闆更加賞識你。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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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和出眾的分別
把簡單的小事做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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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403-285-1046
3575 20 Avenue NE（Superstore 彩票店內 )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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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看中國

發行點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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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rc

ee
 T

r.

Ed
ge

pa
rk

 B
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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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氣溫和濕度水平的

上升，人們看到這種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

率在夏季有所下降。即便如此，歷史表明

大流行可能在以後再次激增。

紐約市萊諾克斯山醫院的急診醫格拉

特預計第二波感染將在秋季襲來。

如果這第二波到達如他所料，它將與

流感季節相重疊。這意味著可能會有很多

人在秋季和冬季生病，加重醫療系統的

壓力。

「這可能會比我們今年春天經歷的第

一波更糟糕，」格拉特預測。「加上流

感，這兩種病毒的強度結合在一起，會使

第一波 COVID-19 疫情看起來是還算是

較輕微的。」

科學家們認為 SARS-CoV-2 這種新

的冠狀病毒菌株是 COVID-19 的罪魁禍

首。關於該病毒的傳播機制仍有很多疑問

沒有解開，這使得我們很難預測這種病毒

將如何表現。

「從過去的病毒大流行經驗來看，現

在的預測其實大多都是猜測，」急診醫生 
肖佩納說。

「我認為很多人談論兩個高峰：一個

在秋季，一個在春季的重要原因是，流感

在傳統上就是這樣的情況，」他繼續說道。

當 1918 年大流行襲擊美國時，第一

波感染發生在 3 月。第二波也是更致命

的一波發生在 10 月，當時大部分的病人

死亡。

許多呼吸道病毒都遵循類似的模式，

感染率在秋季和冬季達到高峰。冠狀病毒

菌株有些是季節性的，但不全是。

引起普通感冒的冠狀病毒菌株在低溫

和低濕度條件下比在溫暖、乾燥的條件下

更容易傳播。因此，它們在秋季和冬季引

起的疾病比春季或夏季多。

另一方面，造成 2002 年 SARS 爆發

和 2012 年 MERS 的冠狀病毒菌株似乎

沒有遵循相同的季節性模式。這種變異性

使得人們很難知道 SARS-CoV-2 將如何

表現。

「我們已經看到冠狀病毒的行為方式

非常不同以往」，肖佩納說。

來自南半球的證據表明，該病毒在

溫暖的天氣中很容易傳播。赤道以北的

專家們正在密切關注南方國家，瞭解季

節性變化如何影響病毒在這裡的傳播。

南方國家大流行的展開動態也可能揭示

COVID-19和流感在秋季如何相互作用。

人體對 SARS-CoV-2 的免疫反應也

將影響到未來幾個月這種大流行病對人類

的影響。早期研究發現，感染新型冠狀病

毒的人在大約 12 天內開始產生針對它的

抗體。然而，關於這種免疫反應的強度和

持久性的問題仍然存在。

如果身體對病毒的免疫反應足夠強大

和持久，一個人可能只能感染一次。因

此，隨著更多的人在感染病毒後產生免疫

力，感染率可能會下降。否則，已經感染

過的人就會再次感染。這可能會導致秋冬

季節的高感染率。

為了應對秋季可能出現的第二波感

染，格拉特醫生強調了提高醫療能力的重

要性。「疫苗不可能很快出來，」格拉特

補充道。

與此同時，肖佩納醫生鼓勵人們在享

受溫暖天氣和繼續保持物理距離之間取得

安全平衡。他認為，我們應該利用現在的

好天氣，保持社交距離的條件下，到外面

去享受天氣，享受戶外活動，為艱難的秋

季建立心理健康儲備。

秋季的第二波疫情會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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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trmobi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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