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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A4 歷史原來這樣之
兩漢之間（一）B2雙語報導

English or

Translated by:  
Taylor Cheng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7月28日，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國防部長埃斯珀

與澳洲外長佩恩（Marise 

Payne）、國防部長雷諾茲

（Linda Reynolds）在華盛

頓就中國問題進行會談並發

表聯合聲明。近期，美、澳兩

國與中方關係持續惡化，因

此，兩國外長和防長本次的

會談內容和戰略意義格外引

人注目。

聲明涉多項重要問題

兩國發表的聯合聲明，內容

涉及武漢肺炎大流行、香港、臺

灣、南中國海、5G網路安全、印

太地區安全和朝鮮無核化等問題。

聯合聲明說，兩位外長和兩

位防長「討論了 COVID-19 大

流行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並決心

加強合作，以支持我們的集體

恢復。」他們重申致力於及時推

動和廣泛部署可負擔的、安全有

  On July 28, U.S. Secretary of State 
Pompeo and Secretary of Defense 
Esper met with Australia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Marise Payne 
and Minister for Defence Linda 
Reynolds in Washington D.C for 
the 30th Australia-United States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AUS-
MIN 2020).  A joint statement was 
issued with a focus on China. With 
the recent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to China, the content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 meeting be-
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s was particu-
larly noticeable.
  The same day, John Lee, a former 
senio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to 
Australia’s foreign minister, pub-
lished an article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aying that currently inter-
national meetings are usually con-
ducted via video, and that it was 
unusual for a senior Australian of-
ficial to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epidemic, demonstrat-
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U.S.-
Australia alliance to jointly resi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two countries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pandemic, Hong 
Kong, Taiwan, the South China Sea, 
5G network security, the secu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he de-
nuclearization of North Korea.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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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with our trades and supplier partners, we completed a major initiative to uncover significant cost savings which we are 
pleased to pass directly on to you! As a result, our Hallmark Homes Collection has grown by 5 new models. This NEW collection 

offers exceptional pricing & the quality craftsmanship and customer service you’ve learned to expect from Trico H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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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ee

Learn more at tricocares.com
2004 - 2020

TRICO CARES
That’s Why Our Savings Are Your Savings!

TRICO'S

HALLMARK HOMES
COLLECTION

*Prices include home, lot & GST. Prices & AC’s vary by community. Hallmark home pricing in effect until Sept 30, 2020. E&OE.

THE ROWAN II • 1730 SQ.FT. THE RAEYA • 1802 SQ.FT. 

THE CONCORD • 2290 SQ.FT. THE WINSTON • 2512 SQ.FT. THE STANLEY • 2680 SQ.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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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O CARES
我們節約的成本就是您節省的屋價！

起價 起價$300’s* $300’s*

$400’s* $500’s* $500’s*

中 $300’s* $300’s*

$400’s* $500’s* $500’s*

中

起價

$300’s* $300’s*

$400’s* $500’s* $500’s*大 起價

$300’s* $300’s*

$400’s* $500’s* $500’s*小 起價

$300’s* $300’s*

$400’s* $500’s* $500’s*小

* 價格包括房屋、地塊和 GST。不同社區價格和合同條款不同。Hallmark房屋價格 2020年 9月 30日前有效。錯漏除外（E&OE）。

社交距離不阻止您尋找夢想的家

詳情請瀏覽

與業務夥伴和供應商一起，我們完成了一項重大計劃以獲得顯著的成本節省，而我們非常高興將其直接回饋給您！

因此，我們的 Hallmark Homes 房屋系列又增加了 5 款房型。

這個新系列為您提供了超優惠的價格，以及 Trico Homes 一直提供的優質工藝和出眾客戶服務。 

效的疫苗和療法。美承諾提供逾

1.18 億美元的資金，以支持太平

洋島國應對疫情。

針對北京在全球散播疫情虛

假信息，美、澳兩國重申，兩國

最近都加入了一個跨地區聲明，

承諾打擊和疫情相關的假信息宣

傳。對於惡意執行網路攻擊者，

惡意企圖竊取知識產權，如疫苗

開發和治療信息者，兩國官員承

諾要將其繩之以法。

雙方重申，不允許那些受外

美澳聯合聲明美澳聯合聲明
聚焦中國聚焦中國
US-Australia Joint Statement US-Australia Joint Statement 

To Counter China To Counter China 

國政府指示的供應商提供 5G 網

路設備或建設電信電纜，他們表

示，將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合作，

利用可信賴供應商打造5G網路。

兩國對北京違反《中英聯合

聲明》，強推「國安法」侵蝕香

港的自治和自由深表關切。兩國

表示，正在採取行動措施，終止

與香港簽訂的引渡條約，並宣布

了接納港人入境的機制。兩國還

對中共鎮壓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

少數民族深表關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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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angshihomes.com
tricoca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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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美、澳兩國對北

京在整個印太地區的脅迫性和破

壞穩定性的行動表示嚴重關切。

他們申明，與仲裁法庭 2016 年

的裁決相一致，北京的南中國海

主張根據《國際法》無效。

兩國強調了臺灣在印太地區

的重要作用，他們表示，最近發

生的事件只會加強他們支持臺灣

的決心。兩國有意與臺灣保持強

有力的非正式關係，並支持臺灣

加入不以國家為先決條件的國際

組織。如果國家是加入的先決條

件，雙方支持臺灣以觀察員或嘉

賓身份參與。他們重申，任何解

決兩岸分歧的方式都應該是和平

的，符合兩岸人民的意願，而不

是訴諸威脅或脅迫。

兩國繼續敦促中方保持透

明，與美國和俄羅斯就限制核

武器的軍備管控條約進行真誠

談判。

聯合聲明重申了他們對美朝

無核化談判的支持，並承諾全面

實施對朝鮮的制裁，以應對朝鮮

核計畫和彈道導彈計畫對地區安

全的威脅。

達爾文港被提及

除上述議題外，兩國還討

論了擴大在澳大利亞北部城市

達爾文附近的軍事行動，澳防

長雷諾茲宣布，「我們（兩國）

打算在達爾文建立由美國資助

的商用戰略軍事燃料儲備設

施，我們也同意進一步深化兩

國國防科技產業的合作，這包

括超高音速電子戰力和太空能

力，確保美澳同盟在快速變化

的環境中，保持優勢。」

達爾文（Darwin）是位於

澳洲西北海岸的主要城市，它距

離亞洲最近，是重要的出口港

口，也是澳洲重要的軍事基地和

北部海岸巡邏艇的基地。美國海

軍自 2012 年起便定期派遣海軍

駐守該處。

頗受批評的是，2015 年，

當地政府把達爾文港租給一家與

中共軍隊有聯繫的中國公司，

租期 99 年。美國前副國務卿表

示，這令人感到「震驚」。

北京試圖削弱美澳聯盟

澳大利亞在二戰後的歷史

中，一直與美國組成聯盟，然

而北京早在 2005 年就已明確

表示，要撬開美澳聯盟。當時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文重抵達

堪培拉，向中國大使館的高級

官員傳達了這一戰略目標。美

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2017 年發

表的報告《銳實力：正在上升的

威權主義的影響力》同樣指出

這一事實。

澳洲曾被經濟繁榮迷住

澳洲學者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指出，2008 年金融

危機之後，澳大利亞自願把自己

作為北京的資源供應基地，認為

中國把澳大利亞的經濟從危機中

拯救出來。「我們被只有中國能

夠保證我們的經濟繁榮的信念所

迷住，以及我們不敢站起來抵抗

北京的欺凌」。

今年，澳大利亞因主張對

武漢肺炎病毒起源進行國際調

查，而引發北京的報復。北京

暫停了對部分澳洲牛肉的進

口，並對澳洲大麥徵收 80％以

上的高額關稅。

美澳同盟非同尋常

澳外長和防長回國後，需要

遵照規定進行兩週隔離。 7 月

28 日，澳大利亞外長的前高級

國安顧問 John Lee 在《華爾街

日報》撰文稱，目前國際會議一

般是通過視頻進行，澳高官此行

非同尋常，說明美澳同盟共同抵

抗中共的決心。

John Lee 認為，川普政府

在團結盟友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至少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領導

力值得讚揚，因為日本和澳大利

亞等堅定的盟友在國際形勢中緊

跟美國步伐。

John Lee 說，儘管川普總

統看起來變幻莫測，但是他在

這場鬥爭中的決心不容置疑。

美國和盟國之間越來越多的共

識是，這種全球大疫情讓各國

下定決心改變跟共產黨政府的

關係。

    The U.S. has pledged to provide 
more than $118 million to support 
the Pacific island nation’s tackling 
the outbreak. In response to Beijing’s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false infor-
mation about the outbreak, the   U.S. 
and Australia reaffirmed their com-
mitment to combat outbreak-related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Both 
sides reaffirmed that allowing high-
risk vendors that are subject to ex-
trajudicial directions from a foreign 
government to supply 5G network 
equipment or build telecommunica-
tions cables creates unacceptable 
risks to national security, critical in-
frastructure, and privacy.
  The two countries expressed deep 
concern that Beijing is violating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by im-
posing “national security laws” that 
erode Hong Kong’s autonomy and 
freedom. They also expressed deep 
concern ov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rackdown on the Uighurs in 
Xinjiang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The Statment also expressed grave 
concern about Beijing’s coercive and 
destabilizing actions throughout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ey affirmed 
that, consistent with the arbitral tri-
bunal’s 2016 ruling, Beijing’s South 
China Sea claims are invalid under in-
ternational law. The two countries said 
that recent events would only strength-
en their resolve to support Taiwan.
  In addition to these issues, the two 
countries also discussed expanding 
military operations near the northern 
Australian city of Darwin, which the 
local government leased for 99 years 
in 2015 to a Chinese company with 
ties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mili-
tary. The former U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said it was “shocking”.
  Australia has had an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World War 
II, but Beijing made it clear in 2005 
that it wanted to break up the alli-
ance. Clive Hamilton, an Australian 
academic, noted that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ustralia believed 
that China had saved its economy 
from the crisis, “We were captivated 
by the belief that only China could 
guarantee our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that we were afraid to stand up to 
Beijing’s bullying.”
  This year, Australia provoked retalia-
tion from Beijing by advocating an in-
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 
of the Wuhan virus. Beijing suspended 
some imports of Australian and im-
posed a high tariff of Australian barley.

美澳聯合聲明
聚焦中國

被指違反國安法拘捕的香港年輕人。（中央社） 攝影：龐大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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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Hamptons 豪�  ��高爾夫球場
獨立�層屋 3107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
���高爾夫球場 , ��敵�景 , 光猛開陽 , �
�一� , �屋頂 , 中��� , 土庫���裝置 ,
客��家庭����層高 , 主層實木��磚�
� ,4+2 ��加主層
書� 4.5 浴廁� $1,159,000

�校� Edgemont 豪� ( �屋翻� )
獨立�層屋 2984 呎 , 土庫�部完成 , ���������
�一樣 , ��一� , �屋頂 , 主層��二層�層�較�實木
�� , 大理石檯面 , 較� ( 三層厚�户,2 臺�水爐� 2 臺高
效率暖�爐 ), 豪�主人�� 4 件裝�套 ( ��浴� + ��
沐浴 ),4+1 �� ,3.5 浴廁 , �
�學校��車站 , �勿錯� ! $699,900

新
上
市

西北 Sage Hill 豪�  ��天��林��景
獨立�層屋 2400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
天��林����景 , 建於 2014 年 , ��一� ,
�屋一樣 , 主層��高 9 呎 , �層�實木��磚
�� , ��主人�� 6 件裝�套 + ��沐浴 ,3+2
�� ,3.5 浴廁 , ���
� , �場��車站� $769,900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頂�（四�）,單�栢文單位 975 呎 ,2
�� + 書�,2 浴廁,�屋升�裝置 , �中
��� , ��高 9 呎,鋪實木�� , 石�檯面 ,
單位��洗衣� , 包一�下停車位 , ���
���車站��場� $299,900

西北 Sage Hill  栢文��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005 呎 , 土庫�部完成 , ��一� ,
主層�層��高 9 呎 , �層�拱形天���大�
户 , 光猛開陽 , 較�屋頂��� , �三層 W/O 土
庫直出�� , 家庭��壁爐 ,3+1 �� ,2.5 浴廁 ,
��學校 , �� , �場 ,
�車站 , �勿錯� !  $389,900

西北 Sandstone  ��向西 ��學校

新
上
市

獨 立 � 層 屋 1 6 9 8 呎 , 面 朝 � 立 小 學
� � � , 主 層 鋪 實 木 � � , � 中 � �
� , B o n u s  r o o m � 拱 形 天 � � 壁
爐 , 3 � � 2 . 5 浴 廁 , � 院 向 東 , 光
猛 開 陽 � $419,900

西北 Citadel  面朝學校���

新
上
市

獨 立 平 � 1 1 9 6 呎 , 土 庫 � 部 完 成 較
� 屋 頂 , � 大 5 5 呎 x 1 0 0 呎 � 皮 , 客
� � 壁 爐 , 3 +2 � � , 2 浴 廁 , � � 學
校 , � � , � 場
� � 車 站 � $415,000

西北 Kingsland �大 55 呎�皮

新
上
市

5 � 2 � � ,2 浴 廁 栢 文 � � ,763 呎 , 單
位向南光猛開陽 , ��油漆 , �氈��磚
�� , ��一� , �� , 晚� , 買���,
�在咫尺 , ���� , �車站 , �場�市中
心 , 交�方便� $175,000

唐人街 Chinatown  ⾹港��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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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Kincora       ��向南
獨立�層屋 2005 呎 , 土庫�部完成 , ��
高爾夫球場,建於 1998 年 , ���屋 , �
2 臺壁爐,3+1 ��,3.5 浴廁 , ���所
學校 , ��,�車站
�大��� $479,900

Panorama Hills  ��高爾夫球場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427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
天�林 , ����景 , �院向西 , 光猛開陽 , 主
層��高 9 呎 , �中��� , �屋翻� , ��廚
� , 大理石檯面�不�鋼家� , ���� , 主人
套��翻� 5 件裝�套,
3+1 �� 3.5 浴廁� $609,900

西北 Hanson Ranch ��天��林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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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 層 城 市 屋 (Townhouse),1194 呎 ,W/O
土庫 , ��天��林 , ����景 , 主層�
�高 9 呎 , �木廚��大理石檯面 ,3 ��
2.5 浴廁 , ��單車�,����,�場�
�車站� $349,900

西北 Sage Hill ��天��林

新
上
市

獨 立 � 層 屋 2386 呎 ,W/O 土 庫 � 部 完 成 , 建 於
2008 年 , � �一� , �屋一樣 , 主 層��高 9 呎 ,
�層�實木�� , 廚��不�鋼家��大理石檯面 ,
客��壁爐 ,4+1 �� ,3.5 浴廁 , ���立學校 ( 小
學�初中 ), �車站 #8 直
�卡城大學 , �勿錯� ! $59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小學�初中

新
上
市

獨立�式�層 1852 呎 + 土庫�部完成��
大�皮 , 較�屋頂 , 主層舖實木�� , 客�
�拱形天� , 家庭� �壁爐 , 廚��較�
�櫃�洗�� ,3 �� 2.5 浴廁 , ��學校�
����場� 3 �
�車�站� $414,900

西北 Sandstone (Santana 豪��段 )

新
上
市

2020年7月28日，在美國國務院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琳達-雷諾茲（左）、澳大利亞

外交部長瑪麗斯-佩恩和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聽取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佩爾的講話。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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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聯邦新中國聯邦
NEW FEDERAL STATE OF CHINANEW FEDERAL STATE OF CHINA

本次遊行的目的：

1.揭露中共病毒真相，宣傳中共病毒正在危害

全世界。世界人民已經認識到中共的邪惡。 2020年

7月 10日，中國香港科學家閆麗夢女士在接受美國

FOX新聞專訪中向世界披露了中共病毒的真相，震

驚了世界。她告訴世界：由於中共的隱瞞使本來可控

的疫情散播到世界各地，截至發稿全球染疫人數超

過 1648萬、全球死亡人數逾 65萬。如果中共在疫

情初期不隱瞞真相並通報給世界各國，那麼全世界

95%的病例和死亡將可以避免。

2.宣傳新中國聯邦（它於北京時間 2020年 6

月 4日在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像前宣告成立），展現

新中國聯邦人的嶄新形象。讓世界知道沒有中國共產

黨的新中國將是一個自由、民主、法制的國家。它將

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共同發展。華夏兒女將用他們

的勇氣、勤勞與智慧建設我們的新中國聯邦以取代中

共集權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727世界各地的遊行向世界展示了我們新中國聯

邦人的勇氣、面貌和精神。戰友們行動統一有秩序、

精神飽滿、目標明確、信心十足。在各國的遊行現場

戰友們高呼 :

「共產黨放毒，害死全人類！」
「邪惡共產黨，忽悠全世界！」
「相信共產黨，走進火葬場！」
「推倒防火牆，國人知真相！」
「新中國聯邦，人民的希望！」

“CCP Lied,People Died”
“Take down the CCP”
“CCP≠Chinese People”
“Take down the fire wall”
“Who is the enemy?CCP,

Not Chinese People”

黎明使者   海之嵐

閆麗夢
郭文貴

Steve Bannon

Robert Spalding

2020年7月27日全球爆料革命的戰友們在日本、韓國、紐西蘭、澳大利亞、
英國、法國（包括義大利和德國的戰友）、加拿大等世界各地遊行。

《喜馬拉雅 自由之巔》《喜馬拉雅 自由之巔》

Mike Pompeo

韓國韓國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

英國英國

新西蘭新西蘭

加拿大加拿大 日本日本

727 全球聯合抗議遊行727 全球聯合抗議遊行

美國制裁中共重磅要聞

7.15紐約時報：
特朗普政府正在考慮全面禁止9200萬中共黨員及其家屬
赴美旅行。

7.19班農在福克斯重磅講話「中共撒謊，美國人死亡。
美國必須直面中共，脫鉤美元，裁中共銀行，制裁共產黨
高層，直到中共坦白全部中共病毒真相」。

7.20班農戰斗室：美國總統要求給中共72小時內向國際
聯合調查組開放實驗室，公布真相，否則下重錘強力制裁

7.20推特：AI人工智慧組織爆猛料：傳票！傳票！安東尼
『福奇在內的多位名人陷入「中共的色誘門及賄賂門」。

7.20華盛頓郵報：美國商務部週一以侵犯新疆少數民族人
權為由，對11家中企祭出制裁。這是繼財政部制裁包括新
疆黨委書記陳全國等多名中共高官後，美國再一次針對新
疆人權侵害祭出制裁。

7.19.臺灣英語新聞網：共和黨眾議員泰德．尤霍（R-
FL）週五晚間發表評論說，本週將向美國眾議院提交一項
授權美國總統在中國試圖對臺灣進行軍事入侵時使用武力
的法案。

7.21美國休斯頓KPRC新聞現場直播：中共駐美國休斯頓
總領事館發生火警，消防人員和警察卻只能「閣樓觀火」
從周圍居民拍攝的錄像可看見領館正在其後院焚燒文件，
焚燒原因則是該領事館被勒令72小時內撤離

7.23華盛頓郵報：彭培奧加利福尼亞州約巴林達的理查
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總統圖書館，對前總統在
開放中國方面的良好和崇高意圖表示遺憾。世界已經化為
烏有，必須被拋棄。

7.24.ABC舊金山7號臺：藏匿在中共國駐舊金山領使館的
中共間諜唐娟於24日凌晨在薩克拉門托縣登記被捕。

7.27路德社：美國總統助理、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
室主任以及《國防生產法》政策協調員皮特．納瓦羅先生
在華盛頓川普酒店接受戰斗室班農先生現場採訪時，不否
認是中共向世界投放CCP病毒。

並且高唱新中國聯邦的國歌《喜馬拉雅自由之巔》。

《喜馬拉雅自由之巔》、《自由》等新中國聯邦歌曲是由中

國內地知名歌手唐平作曲，並由唐平及爆料革命世界各

地的戰友們於新中國聯邦成立日 2020年 6月 4日首次

發布演唱的（附上曲譜以供大家學唱）。

Kyle Bass

郭文貴

法國法國

德國德國

義大利義大利

韓國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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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中國於 6 月 30 日通過

《港區國安法》後，加拿大環球事務部於

本月中旬更新了加拿大對香港的旅行通

告。加拿大聯邦環球事務部提醒加拿大

人，如果他們前往香港，可能會被任意拘

留。

據 BCBAY 報導，最新的這次更新

是在 7 月 15 日進行的，與《港區國安法》

有關的一項警示是於 7 月 12 日添加上

去，但註明是 15 日作出這項更新。

據加拿大的官方旅行通告 (Travel 
Advisory) 現在的忠告，前往香港的旅

客「有以中國國家安全為由任意拘留的危

險」。該通告還解釋說：「被認為是違反

中國國家安全的活動是廣義和模糊地界定

的，並且可能包括在加拿大並非違法的活

動。」

加拿大環球事務部補充說：「你可能

會被移送至中國大陸並受到起訴」，並且

「處罰將嚴厲，包括無期徒刑。」

旅行通告又指出，具有雙重國籍的居

港加人，需要向香港入境事務處申報加拿

大國籍。否則，香港當局可能會將他們視

為中國公民。

港加聯前會長李樹德表示，他歡迎環

球事務部這一舉動，因為已經有 100 多

名加拿大人在中國被任意拘留的案件。他

還表示，由於局勢不穩定，最近不僅有更

多居港加人開始考慮回歸，甚至中國人也

在考慮離開。

【看中國訊】加拿大衛生部 28 日

宣 布， 有 條 件 批 准 使 用 瑞 德 西 韋

(Remdesivir) 治療部分肺炎重症患者。

衛生部稱，該藥現已獲准用於體重

40 公斤以上的 12 歲及以上的患者。

據 CBC 消息，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4 月份對

全球 1063 名住院武漢肺炎患者進行了使

用瑞德西韋與常規治療的比較。研究發

現，使用瑞德西韋可以使患者康復所需時

間從常規治療 15 天減少到 11 天。

瑞德西韋在美國、歐洲、日本、澳大

利亞和新加坡也獲得了緊急或有條件的治

療肺炎患者的授權。

【看中國訊】亞省政府宣布了一項 11
億元的刺激計畫，該計畫旨在創造就業機

會並為各市縣提供支持，這是亞省經濟恢

復計畫的一部分。

省府撥付資金 5 億元。康尼省長表

示，省政府承諾的一些基礎設施項目已經

開建，成千上萬的民衆正在為其工作。

剩餘的 6 億元將來自根據《安全重

啟協議》與聯邦政府建立的夥伴關係，康

尼表示，該協議將幫助市政當局在應對

COVID-19 危機時保持公共服務。

【看中國訊】綜合中央社與自由時報

報導，繼美國多州民眾收到疑似來自中國

的不明種子包裹後，加拿大也傳出了有人

收到疑似來自臺灣的可疑種子包裹。對

此，安大略省警方推文提醒民眾：「倘若

你收到從中國或臺灣寄來的不明種子包

裹。請不要種植或拋棄。請致電加拿大食

品檢驗局。來源不明的種子恐入侵我們的

環境，對我們的環境構成威脅。」

加 拿 大 電 視 公 司 新 聞 臺（CTV 
NEWS）則報導，加拿大食品檢驗局呼

籲民眾在收到這些不明種子時，應該要聯

繫食品檢驗局旗下的區域辦公室，並將包

裹交予檢驗局人員。

加拿大的食品檢驗局發表聲明稿表

示，「不明種子可能是入侵植物品種，或

者帶來植物病蟲害，一旦引入加拿大，可

能會造成傷害。」

根據安大略省警方發布的該篇推文所

附上的照片顯示，內裝不明種子的包裹封

面呈現「臺灣自由貿易港區中轉」字樣。

當此事傳回臺灣，經 PTT 網友細看

後發現，包裹上除了印有「中華郵政」的

郵戳外，還有用英文寫道「這個包裹是從

臺灣自貿港區（Taiwan Free Zone）轉

運的」。

中華郵政今日表示，該郵件經過調查

後是屬於「貨轉郵」郵件，也就是境外郵

件先進入到臺灣後，再經由臺灣的中華郵

政寄到了郵件的送達地點。

中華郵政說明，2020 年 5 月 19 日

確實曾出現一件合作的物流廠商，並透過

貨轉郵的郵件向中華郵政交寄，抵達了加

拿大後，由收件人發現包裹裡有種子

中華郵政表示，這個貨轉郵的郵件，

是由境外交寄人交付國內物流商，在運到

了臺灣後，是先在機場管制區向中華郵政

公司交寄，而中華郵政在寄出後亦不註明

是由別的國家轉寄郵件；但轉口的郵件是

沒有進入到臺灣來的，海關也無法查明該

郵件的內容物為何。

至於能否查明該郵件是由哪一個國家

交寄的，中華郵政公司回覆，已經有跟廠

商詢問，但因為廠商一次的交寄就是上萬

件郵件，同時涉及了商業機密，所以目前

廠商仍在查詢中。

針對未來是否有辦法防堵這樣的狀況

發生，中華郵政公司表示，原則上轉口郵

件是會再要求用人工看申報內容有沒有違

規，若有違規，就會將郵件攔截下來，但

如果是蓄意謊報，就很難查到，因為每日

的郵件有幾萬件，但會透過抽查的方式進

行，只要是寄不得的交寄物品，就會開罰

10 萬元。

中華郵政強調，這是第一次發現出現

違規情形，因此會要所有貨轉郵的廠商，

必須要如實申報寄出去的物品，在海關的

部分也會加強檢驗。

除了臺灣外，美國日前也發生了這種

情況，農業部今日也發布類似的警示。美

方認為，這些種子來路不明，且是一種刷

單詐欺（brushing scam）行為。所謂的

刷單詐欺是指由賣家寄出廉價商品或是空

盒子，以取得出貨資訊，接著做出給商家

的假評等，藉此在電商網站捏造假的評級

圖利。

美國農業部也強調，將蒐集這一些可

疑種子進行更多的檢驗。

加外交部更新旅行通告：
前往香港可能被任意拘留

U.S. Considers Expelling All CCP Members

收到臺灣的神秘包裹？請交檢驗局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on July 15 that the Trump ad-

ministration is considering a trav-
el ban on al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which would prevent 
them from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When news of the proposal 
came out, search volume on Goo-
gle for the term “Quit the CCP” 
soared.  On July 16, many Chinese 
citizens went to the Quit the CCP 
Service Center based in New York 
to request a certificate to prove 
that they have cut off ties with the 
CCP to avoid being implicated as 
a member.

 The U.S. government is in the 
midst of drafting the presidential 
order that will make reference to 
regulations in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INA), which em-
powers the president to prevent 
foreign citizens who are deemed 
“detrimental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ravel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same provision 
in the INA was used in a 2017 trav-
el ban on several predominantly 
Muslim countries.

 This presidential order, if executed, 
will authorize the U.S. government 
to revoke the visas of CCP mem-
bers and their families who already 
reside in the U.S., leading to their 
expulsion. There are also measures 
to restrict member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executiv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rom en-
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w York Times article also 

stated that, in addition to banning 
members of the CCP from entering 
the U.S., officials from the White 
House,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re also dis-
cussing additional plans to ban 
mainland Chinese from travel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Staff members of the Quit the 
CCP Service Center in New York 
reported that as soon as the center 
was opened on the morning of July 
16, Chinese people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called the center ask-
ing for a “Certificate of Quitting 
the CCP.” They unanimously told 
the center that they saw news of 
the U.S. proposal to impose a trav-
el ban on CCP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as well as deporting those 

already in the country.  In response, 
many felt that it would be prudent 
to obtain the certificate to avoid be-
ing implicated as a CCP member.

▲Chinese in New York publicly 
announced their withdrawal from 
the CCP, showing their certificates 
of withdrawal.

英文報導  English Report

聯邦衛生部批准瑞德西
韋治療肺炎重症患者

（攝影：萊恩 / 看中國）

省政府公布11億元
市政刺激計畫

$665,000$665,000
448 Evanston VW NW. 三臥室雙車庫硬
木地板，近公車站和小學，靠近高速路
購物方便

$549,900$549,900
248 Hawkhill Pl.NW 四臥室
雙車庫，靠近綠地，交通方便

468 Rainbow Falls Way,Chestermere
四臥室雙車庫，一樓硬木地板，
地下室已裝修

$699,000
630 17 Ave.NW 靠近市中心和 SAIT
四臥室，硬木地板，陽光充足，
地下室已裝修

$359,900$359,900
40 Woodglen GV SW. 三臥室，
雙車庫靠近公園綠地和學校

448 Evanston VW NW. 三臥室雙車庫硬
木地板，近公車站和小學，靠近高速路
購物方便

248 Hawkhill Pl.NW 四臥室
雙車庫，靠近綠地，交通方便

$699,000$699,000$699,000
630 17 Ave.NW 靠近市中心和 SAIT
四臥室，硬木地板，陽光充足，

陳慧琳 Cathy 陳智鵬 Jim

403-837-9328 403-968-3735專業房產投資顧問●提供置業方案●買賣全程輔導●值得信賴

$319,000 $319,000 
（土地出售）2444 23St.NW. 靠近大
學和輕軌站，適合建造獨立屋，位於
成熟社區，交通方便

降價！

$469,900$469,900

www.cathychen.cawww.cathychen.ca

土地出售

新近建成

新
上
市

安大略警方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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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 FROM 

$799 
PER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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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退役的勞倫斯 · 塞林（Lawrence 
Sellin）上校日前提醒國家安全公民委

員會，唐娟可能和同在該大學的放射腫

瘤系教授、轉化醫學研究主任李健健有

關。李建建 1984 年從中國第四軍醫大學

獲得醫學博士學位，94 年獲得愛荷華大

學放射與自由基生物系的博士學位，並

於 95 年至 98 年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國家

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接受培訓。他一直和中國科學家保持密

切合作，其中包括在第四軍醫大學工作

的科學家。

據資料，唐娟也是第四軍醫大學國家

分子醫學轉化中心副研究員，李健健的轉

化醫學研究主任的職務，正好和唐娟之前

的工作對應上了。目前聯邦調查局（FBI）
已經確認四名有中共軍方背景的科研人員

被捕，塞林認為，這只是冰山一角，許多

中國籍的科研人員用著美國納稅人的錢，

卻很可能在暗地裡協助中共軍隊盜取美國

的機密信息。

自 23 日唐娟在美國被捕迄今，從官

方到媒體一片噤聲，與高調力挺華為財務

長孟晚舟形成強烈對比。中國網友得知當

局並未聘請律師協助唐娟打官司，感嘆這

是「人分貴賤」。

37 歲的唐娟因為隱瞞其軍方背景，

遭美方控告簽證詐欺罪後，6 月 20 日躲

入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逃避追緝，7 月

23 日晚間被美方逮捕。外界多推測，中

國擔憂美方將以窩藏要犯為由關閉其駐舊

金山總領館，因此要唐娟步出總領館接受

司法審判。

唐娟 27 日首度開庭應訊，過程不

發一語。根據美聯社報導，她並未聘請

律師，而是由聯邦公設辯護人威廉斯

（Heather Williams）為其辯護。他提到，

唐娟的小女兒被中領館安排返回中國。

加州東區聯邦法庭法官巴恩斯

（Deborah Barnes）最後裁定繼續羈押唐

娟，預定 8 月 10 日再度開庭審理。

然而，中國官方迄今對唐娟被捕一事

隻字不提，陸媒也全面噤聲未作報導。在

社群媒體，與唐娟有關的文章遭大量刪

除，僅有極少數轉發外媒報導並嚴詞批美

的自媒體文章還能存活。

在微博、知乎網站有關的討論文章

中，多名網友研判唐娟已形同「棄子」被

犧牲了，而且一定會閉口，也不會叛逃，

因為她的小女兒已被送回中國。多名網友

批評中國領事館竟然不安排律師幫唐娟辯

護，事後也不出聲，還把她女兒送回中國

當「人質」，令人心寒。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隱瞞其中共軍方背景的科研

人員唐娟已於本週出庭應訊。

美國專家認為，與唐娟同在加

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另一教授

李健健，可能是促成唐娟來美

進行研究工作的關鍵人物，擔憂

中共軍方勢力是否已滲透美國

醫學界。

唐娟案或釣出另一關鍵人物

【看中國訊】湖北省武漢市的協和醫

院 29 日驚傳一名女護士墮樓身亡。據

悉，身亡的護士生前曾埋怨醫生沒有進入

隔離區工作，只會躲在辦公室，令她感到

工作壓力巨大。

武漢協和醫院網站 29 日確認消息。

澎湃新聞報導，這名女護士墜樓地點位於

武漢協和醫院內科 1 號樓，跳樓地點位

於該樓 13 樓。

據《蘋果日報》報導，涉事的是武

漢市的協和醫院一名張姓、在隔離病

房工作的心臟內科女護士。這名家屬

稱，武漢爆發肺炎後，張女曾向親戚

抱怨，醫院的醫生不會進隔離病房裏

工作，所有事都是由護士去做，工作

壓力巨大，武漢今年初亦曾封城。此

外，武漢肺炎期間醫院宣稱醫院醫療

物資充足，但張女則披露所有物資都

非常缺乏。家屬得知醫院裏有護士實

名舉報醫療物資不足及人力工作安排

等，但沒想到是張女。

此前，微信廣傳張女投訴的內容，其

中點名投訴姓劉的護理部主任，指其要求

為病人採集武漢肺炎病毒樣本的工作，由

未經訓練的護士進行，張女指，「我們護

士沒有經過專業培訓，可能沒有辦法完成

這個操作」。

張女生前還投訴隔離病房根本都沒

有醫生巡房，「偉大的醫生都是通過對講

機，遙控護士來完成隔離區內所有的事

情……他們在相對乾淨的辦公室工作，我

們隔離區的護士三班倒，至少每天要在

那裏呆 8 小時，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上廁

所！」

張女表示自己願做「一線戰士」，但

不願做「被當作人肉擋板的戰士」。

不少收到這名護士信息的同事，都說

這名護理部主任「尸位素餐」，批評自武

漢肺炎爆發以來，「沒有一個護士長上前

線，全部是下面護士值班」，甚至有懷孕

8 個月的護士被安排上前線。

也有護士批評醫院根本沒有足夠防疫

裝備，「醫院馬上連醫用酒精都沒有了，

口罩防護服已經短缺了很長時間！」

很多同事都支持這名護士的投訴，但

沒想到護士會突然傳出墜樓。

張女的家屬對大陸媒體表示，她是家

中獨女，在醫院工作不到 5 年，育有一

個不到兩歲的孩子。

目前，醫院負責人已證實有次事，但

至當日傍晚仍稱正在了解情況。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曾以

中國衛健委高級專家組成員身份到武漢進

行調查的港大專家袁國勇近日透露，他於

1 月 12 日就報告北京，源於武漢的武漢

肺炎（COVID-19）會人傳人，但直到 1
月 20 日，官方才將這個消息公之於眾。

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電視節目

《廣角鏡》（Panorama）週一播出專題片

「China’s Coronavirus Cover-Up」。 
節目中採訪了多位病毒專家，揭露疫情背

後的真相。傳染病權威專家——香港大學

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的袁國勇在節目中指

出，相信大陸當局對外隱瞞疫情，未及時

對外公布消息。

袁國勇接受採訪時提到，他曾於 1
月 12 日診斷出一個深圳家庭感染武漢肺

炎，不過這個家庭只有個別人曾到過約

700 公里以外的武漢。他通過這一案例得

知，家庭聚集性感染被的發現，就意味著

病毒出現人傳人。

「我對在深圳確診病例有經驗。我知

道病毒傳染的效率有多快，我知道是從醫

院感染的。我知道（病毒）可以伴隨著

人搭乘航班到達數千英里之外的城市。」

他也立即向北京的官員報告了這一發現，

但中共當局延遲宣布中共病毒存在人與人

之間的傳播。

他也提到，武漢當局銷毀實體證據，

並在處理臨床發現時應變「遲緩」。 1月

18 日，袁國勇以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高級專家組成員的身份到武漢觀察瞭解疫

情及檢視防控措施。袁國勇稱：「我確實

懷疑他們在武漢進行了掩蓋活動；地方官

員本應立即傳遞信息，但他們不被允許這

樣做、不被允許盡職盡責。」袁國勇直指，

當地官員應北京的要求、壓制信息。

袁國勇曾在今年 3 月發表署名文章，

間接嚴厲批評當局大外宣在疫情爆發後諉

過於人，成為眾矢之的，4 月又於《明報》

撰文批評當局的抗疫措施是「不見棺材不

流眼淚」，再度被官方施壓。BBC 這段

採訪播出後不到1天，被YouTube下架。

今年 6 月，袁國勇及其研究團隊在

《刺針》發表文章，根據湖北省返回香港

的樣本推算，湖北省 5900 萬人口之中就

有 220 萬人曾感染中共病毒。袁國勇估

計，當地有 97% 的感染者因無明顯病徵

而沒被確診。不過，有關研究卻遭中國官

媒及香港建制派政客批評。 

【看中國訊】自 7 月 22 日遼寧大連新

一輪武漢肺炎疫情出現以來，疫情由遼寧

已經擴散至包括吉林、黑龍江、福建、北

京的 5 省 9 市。作為這輪疫情首發地的

大連灣，已經連續多日封閉小區，當地居

民買菜困難，叫苦連天。

根據官方通告稱，遼寧 27 日新增 6
例本土確診病例，均為大連市報告的無

症狀感染者轉歸確診病例。此輪疫情已

蔓延至遼寧、吉林、黑龍江、福建、北

京 5 個省和直轄市。 7 月 22 日，大連灣

地區進入封閉式管理，當地小區、商店、

菜市場都關閉，居民買菜十分困難，有網

友說：「就我現在了解到的大連灣的實況

是，小區、道路全封閉。除了最開始從菜

市場搶到的糧食外，很多人家裡面臨彈盡

糧絕。社區電話一直占線打不通，每個小

區貼的供貨二維碼暫停不能使用。現在吃

都成了問題，小孩子連奶粉都斷了。不排

除某些小區物業還會負責任，但是好多小

區壓根沒人管。」

大連市 26 日宣布即日起在全市範圍

內開展核酸檢查。優先排查曾經的有疫情

小區、老舊小區以及人口密集小區居民，

分批檢測。儘管中共官媒聲稱核酸檢測

「有序進行」，但當天參加檢測的大連市

民表示，現場非常混亂，排隊的人龍長達

百米。劉女士接受採訪時說：「群眾根本

不知道到底應該在哪裡排隊 ...... 現場大

概有好幾百人，光這樣排隊間隔一米的隊

子，排到左邊就已經三個小時了，已經十

點了，我們還是完全沒有開始檢測。」

7 月 28 號，大連市政府宣布，即日

起停止餐飲服務經營單位聚集性就餐活

動。前一天，福建省福州市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應急指揮部宣布即刻進入戰時狀態。

同日，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龐星火稱，北京 27 日確診的病例與大

連市疫情相關聯，是一位 53 歲的女性，

安徽省人，7 月 14 日來北京，暫住女兒

家，地址為天通苑西三區 28 號樓。天通

苑號稱「亞洲最大社區」，位於北京市昌

平區，人口稠密，常住人口近 50 萬。天

通苑共有 16 個分區，天通苑西三區僅僅

是其中一個。

此外，中共官方聲稱，僅 7 月 26
號、27 號兩天，烏魯木齊就新增確診病

例 98 例。 28 日，網上視頻顯示，烏魯

木齊似乎正在建設方艙醫院。許多與當地

疫情相關的社交平台貼文都被刪除。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被指涉

嫌嫖娼遭開除教職的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

前教授許章潤，首次否認曾經嫖娼，並認

為官方的指控是「構陷」和「誣陷」，已

委託北京維權律師透過司法程序追究當局

對他的行政處罰。

據香港電台 7 月 29 日報導，7 月 26
日完成居家隔離的許章潤，28 日和維權

律師莫少平、尚寶軍及維權人士浦志強會

面，並已簽署律師委託書。

報導指出，許章潤向律師表示，自己

從未嫖娼，而官方也沒有手機通聯記錄、

旅館監控影片和轉帳記錄等的證據，認為

官方的指控是「構陷」和「誣陷」。而公

安在拘留期屆滿後，警方也不准他拿走行

政處罰通知書，被質疑有關做法違反法律

程序。

清華前政治學講師吳強表示，他相信

當局對許章潤的指控是構陷，並稱當局的

做法無恥、無底線，以道德侮辱知識份子

最在乎的清譽及社會聲望，同時亦反映當

局黔驢技窮，沒有其他辦法為清華大學製

造開除他的理由。

5 月 21 日，許章潤發表文章《世界文

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景下

新冠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論》，分析了中

國在疫情下暴露的種種問題，呼籲制度改

革。 7 月 6 日，他被四川警察從北京家

中帶走，官方指他涉嫌在四川「嫖娼」，

將他行政拘留至 12 日。而他所任職的清

華大學則以「道德敗壞」為由，開除他的

教職和公職。

現年 57 歲的許章潤出生於安徽省廬

江縣，是西南政法學院學士、中國政法大

學碩士和墨爾本大學法學院博士。他在 7
月 19 日寫給清華校友一封公開信。他在

信中以中英文撰寫，他說：「我過去 34
年的執教生涯中有 20 年都是在清華度過

的，但通過這一致命的打擊，我的職業生

涯被廢止了。 」
許章潤在文中提到，部分清華校友在

得知他的境遇後發起募捐，對他做出支

持，至今已有 504 名校友參加了募捐，

已籌集款項約 10 萬元人民幣。許章潤發

表公開信答謝校友並稱不會收這筆錢，他

希望將款項捐助受水災影響的災民。

武漢護士傳因「壓力大」墮樓

港大專家：病毒證據被銷毀

大陸二次疫情爆發 大連封城

7 月 23 日，一名女子在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門前走過，藏身於舊金山領事館的嫌疑犯唐娟

已被捕。（圖片來源：PHILIP PACHECO/AFP via Getty Image）

許章潤否認嫖娼 

稱遭當局構陷提訟

港大專家袁國勇近日透露，他

於 1月 12日就報告北京，源於

武漢的中共病毒會人傳人，但

直到1月20日，大陸官方才將

這個消息公之於眾。（圖片來

源：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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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在中國境外工作的中

國公民接到徵稅通知，要求

他們上報 2019年的收入，
此事件仍在發酵當中，並且

引起海外華人的擔憂。「港

版國安法」配合 CRS，也
是習近平充實「錢袋子」的

開始。

中國新的個人所得稅法

2019 年 1 月 1 日開始執行。目

前北京已經向在香港、新加坡等

地方工作的中國公民發出納稅通

知，要求他們上報 2019 年的收

入，以便向中國稅務部門納稅。

獨立智庫天鈞政經分析，雖

然習近平抓住了「錢袋子」，但

並不寬裕，而「錢袋子」是「槍

桿子」、「刀把子」是否能順利

掌控的基礎。如何能充實「錢袋

子」，則是習近平不得不考慮的

重要問題。

分析指出，香港一直是中國

大陸外逃資金的首選中轉站，中

共權貴階層持續將資金轉移到海

外，導致中國外匯儲備不斷下

降，大量資金的湧入也推升了香

港的資產價格。「港版國安法」

的實施，意味著當局把管轄權不

僅擴延至香港人以外，甚至香港

港版國安法配合CRS，北京當局在全球徵稅。（Adobe Stock）

以外的所有國家和地區。「港版

國安法」配合 CRS，充實「錢

袋子」的運動開始了。

2014 年，全球共同申報準

則（CRS）成立，2017 年 1 月

1 日中國實施信息自動交換系

統，2018 年 9 月 中 國 把 CRS
下的金融帳戶涉稅信息進行了

第一次自動交換。也就是說，

2018 年年底，北京政府實際上

掌握了中國稅務人在全球 100
多個國家的金融帳戶信息。

據美國之音報導，一位德勒

稅務師說：「只不過沒有採取行

動而已」；「CRS 會對下列人員

有很大影響：1）中國公民海外

有帳戶、有收入；2）按照居住

地原則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

也需要在中國履行全球收入納稅

義務。」

在中國商界打拼了十幾年的

商人 Z 先生對美國之音表示，

中國稅務中的體制性腐敗問題，

無論是私企、國企還是政府機

關，其實都有一個潛規則，很多

收入是用免稅方式發出去的，大

家都心知肚明。

Z先生分析，這個政策還不清

晰，雖然很多人目前實際上影響不

到，但為甚麼會引起「割韭菜」

的恐慌呢，他認為有三個原因：

首先，從法律看，中國是一

個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即

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專政，

財經簡訊

【看中國訊】在疫情高峰期

過後，蘋果手機在中國的銷售

增長率遠超其他手機商，季增

225%，主要原因是低價機型及

大幅折扣。

據《自由時報》引述 CNBC
報導稱，中國半導體研究機構

CINNO Research的數據顯示，

iPhone 第二季中國銷量年增

62% 至 1300 萬支，較上季增加

225%，也比 2 月低點時不到 50
萬支有顯著反彈。該公司的數據

追蹤為批發而非零售數據。

據市調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數據，iPhone 在中

國第二季的零售銷量為 740 萬

支，年增 32%。華為銷量則為

3660 萬支，但年增僅 14%，而

其他前 5 大品牌 Oppo、Vivo、
小米的銷量同期則是大幅下跌。

整體市場年減 17%。

分 析 師 指 出，iPhone 11
是自去年 9 月以來在中國最

暢銷的機型，價格相對便宜的

iPhone SE2 也是最暢銷的 3 款

iPhone 之一。另外，前段時間

618 購物節上的大幅折扣也幫助

推升了銷量。

分析師認為，只要蘋果定價

誘人，立刻就能吸引買氣。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國家統計局 7 月 27 日公布

數據顯示，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利潤下降 12.8%。並且工

業各行業發展不均衡，民營企業

經營困難問題仍突出。

數據顯示，1 ～ 6 月，全

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

務收入在 2000 萬元以上），

實現利潤總額 2 兆 5114.9 億

這另一部分人別說財產權，生命

權都沒有，隨時可以剝奪。憲法

第二句說中國的所有權力都屬於

人民，這個人民是誰？是共產黨

的支持者，隨時可以剝奪你的財

產權、生命權。

其次，從歷史看，實行城鄉

二元結構，犧牲農業人口的大部

分利益養活城市，像中國大飢荒

死了幾千萬人，這些人都是生產

糧食的農民，有的村甚至死絕

了，但城鎮人口、幹部基本上沒

有死的，因為掠奪農村保證城

市。此外，對民族資本家的改

造、對地主的消滅，都是對財產

權的隨意踐踏。

第三，有現實需要。經濟衰

退需要開財源，過去有過打土豪

分田地，公私合營，前幾年說過

國進民退等，都是現實需要。私

企也有國企介入，有黨組織，會

不會對私企下手，對財富重新分

配呢？大家有這個擔憂。

在人權律師滕彪看來，新稅

法就是新一輪「割韭菜」。他

說，中國是世界上最不自由、不

平等的國家之一。戶籍制、福利

制度、稅收制度、中央集權的專

制體制等等，都造成了巨大的貧

富懸殊。此次稅收改革也是新一

輪「割韭菜」。

北京全球徵稅割韭菜

現貨黃金年內漲超27%  
年底有望破2000美元

【看中國訊】7 月 27 日，現貨黃金

突破 1940 美元 / 盎司，現貨黃金價格從

年初的 1517 美元 / 盎司上漲至今已超

27%。分析師預測，金價今年有望突破

2000 美元關卡。

粗略統計，現貨黃金價格自 7 月 8
日成功突破 1800 美元 / 盎司，再到突破

1900 美元 / 盎司僅用了 16 天。 7 月 26
日，中國北京的周大福、老鳳祥、周大

生、周生生、菜百等多家金店的金飾報價

已經超過 550 元人民幣 / 克。

貴金屬交易商 J. Rotbart 管理合夥人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因疫情

對金融系統產生負面影響，中國銀行業受

損尤為嚴重，官方也警告不良貸款將大幅

反彈。債務泡沫不斷變大，而銀行業的麻

煩就是泡沫未破的代價。

信 貸 評 級 機 構 標 普 全 球（S&P 
Global）發布的最新研究結果顯示，到

2021 年底，疫情大流行將給全球銀行造

成合計高達 2.1 萬億美元的貸款損失，而

今年的這個數字為 1.3 萬億美元，已經是

2019 年的一倍。其中 60% 的貸款損失來

自亞太地區，而北美和西歐的相對增幅則

最大，比 2019 年損失水平高出一倍多。

報告估計亞太地區銀行 2021 年的貸

款損失將達到 1.2 萬億美元，其中 3/4 來

自中國。報告分析認為，中國銀行系統的

客戶貸款量巨大的部分原因是其金融系統

融資方式較少，而在美國，公司債券市場

提供的數萬億美元的融資並不記在銀行的

帳面上。

銀行業損失顯示出人員失業和企業破

產攀升將帶來的經濟問題。隨著不良貸款

增高，銀行的利潤將受到擠壓和縮減。中

國金融監管機構日前警告，疫情大流行消

退後經濟增長放緩，商業銀行可能面臨不

良貸款大幅反彈。

中國銀保監會新聞發言人表示，當

前銀行業和保險業面臨 4 大風險與挑戰：

一、不良資產上升壓力加大。二、部分中

小金融機構問題較為嚴重，公司治理機制

失效，資產品質在疫情衝擊下又加速劣

變。三、部分市場亂象反彈。一些高風險

影子銀行死灰復燃，企業、住戶等部門槓

桿率上升。部分資金違規流入樓市和股

市，推高資產泡沫。四、違法違規行為時

有發生。

研究機構榮鼎集團的創建合夥人榮大

聶（Daniel Rosen）則指出，中國債務

泡沫越大，投資邊際收益就越低。他說，

對於這個資產 30 萬億美元的龐大金融系

統而言，泡沫破掉才是銀行效能的解決之

道。而泡沫至今沒有破，結果就是去年底

時，財務效率降到有史最糟糕的水平。

債務泡沫未破 大陸銀行業付出代價

蘋果iPhone
在中國銷量飆升

羅巴特預測金價今年底將升破2000美元。

美聯儲延長多 
項抗疫放款計畫至今年底

【看中國訊】美聯儲 7 月 28 日表示，

將把對企業、政府和個人的多項緊急放款

計畫再延長 3 個月，持續到 2020 年底。

據 CNBC 報導，這些原定 9 月 30
日到期的計畫涵蓋範圍很廣泛，由扶助小

企業以至購買垃圾債券，延長後如今將持

續到 12 月 31 日。美聯儲是自 3 月開始

推出這些計畫，當時市場機能因疫情幾乎

停擺，促使聯準會採取各項放款措施。

財政部長姆努欽表示，美聯儲在財政

部主權資本的支持下，對疫情作出傑出回

應，這在改善流動性和恢復市場功能方面

扮演重要的角色。

Adobe Stock

中國上半年工業利潤普降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降

12.8%，降幅比 1 ～ 5 月收窄

6.5 個百分點。

1 ～ 6 月，在 41 個工業大

類行業中，9 個行業利潤總額同

比增加，1 個行業持平，31 個

行業減少。主要行業利潤情況

如下：計算機、通信和其它電

子設備製造業利潤總額同比增

長 27.2%，專用設備製造業增

長 20.7%，農副食品加工業增

長 14.8%，石油和天然氣開採

業下降 72.6%，黑色金屬冶煉

和壓延加工業下降 40.3%，化

學原料和化學製品製造業下降

32.2%，煤炭開採和洗選業下降

31.2%，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

工業下降 29.4%，汽車製造業下

降 20.7%，電力、熱力生產和供

應業下降 9.5%，非金屬礦物製

品業下降 8.7%，電氣機械和器

材製造業下降 6.4%，紡織業下

降 5.6%，通用設備製造業下降

1.1%，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

加工業由同期盈利轉為虧損。

截至 6 月末，規模以上工

業企業應收帳款 15.34 萬億元，

同比增長 12.7%；產成品存貨

4.44 萬億元，增長 8.3%。這表

明企業回款不順利的同時，庫存

在不斷增加，直接影響利潤。

liveintrinityhill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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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中共外交部依

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設立了

「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中方首席外交官、國務委員兼外

長王毅對習近平的外交思想大加

吹捧，稱習近平是具有遠見卓識

的「偉大戰略家」，「準確把握

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全面判斷

國際形勢走向和我國所處歷史

方位」，提出了「引領人類進步

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張、新倡

議」，形成和確立了習近平外交

思想。

法廣 7 月 28 日引用一則辛

辣的網絡評論說：「從呵斥加拿

大女記者『妳瞭解中國嗎？』一

路走來，王部長升到王國委，現

在王政委遙遙在望了。」政委應

該指的是政治局委員，王毅目前

還不是。

中共外交官員近年不斷被批

是「戰狼」。有觀察人士早有分

析說：中共外交部官員他們似乎

都不善於「外交辭令」，嚴重缺

乏彈性，發言人語氣橫蠻，駐外

使節炮彈連連，不像外交，更像

在對外作戰。

身為外交部長的王毅本身是

中方外交頭號「戰狼」。王毅不

時「語不驚人死不休」，動輒以

訓斥霸氣的語調說話，據說這

是為了爭奪話語權，結果成了

罵戰。

比如，中加兩國外長 2016
年 6 月 1 日舉行聯合記者會，

一名加拿大女記者就香港書商失

蹤事件發問如何促使中國改善

人權？問題並沒有直接指向王

毅，但王毅隨即怒斥女記者「傲

慢」，他手指記者說：「你的提

問充滿了對中國的偏見，和所謂

的不知從甚麼地方來的傲慢，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王毅反

問女記者「你去過中國嗎？」結

果，王毅在這一國際場合惱羞成

怒，忘記了外長風度，記者會成

了鬥氣會。

於是有人甚至譏諷：「外交

部在王毅主持下，成了中外關係

破壞部、斷交部！」

當然，中方所有的國際交往

都要由中央外事領導小組，或者

最高領導人來決定。顯然，中方

外交至此，並非王毅一人所致。

路透社 3 月 31 日援引知情

人士透露，這一轉變是根據習近

平去年的指令做出，習近平在給

外交官們的一份親筆手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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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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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次北京當局成立「習

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美國

之音認為，這是被批評人士稱為

已經廢除任期制，「黃袍加身」

的「中國皇帝」習近平，在「能

工巧匠」，擅長定製的外交「裁

縫們」面前，再次被「穿上」了

一件「皇帝新衣」。

報導援引分析人士稱，實際

上，所謂的習近平具有中國特色

的大國外交理論和思想，非但

沒有為「中方外交指明了前進方

向」，反而讓中方在過去一段時

間，尤其是最近在國際上面臨數

十年來前所未有的空前挑戰和困

境。其中最大的挑戰莫過於與美

國日益加劇的緊張關係。

法廣報導也指出，最近美國

下令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

館。再看王毅說過的那幾句話和

那個剛剛成立的習近平外交思想

研究中心，令人啼笑皆非。

休斯頓領館被關閉，這是自

從尼克松總統派遣基辛格秘密訪

華以來從未有過的嚴重事件，讓

習近平曾經不知在甚麼狀態下說

過的一句，「有一千條理由把中

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

美關係搞壞」，成為一句最大的

廢話。

中南海外交失敗 王毅求升官

任志強拒絕低頭 終被狠狠治罪 租房官員實有36套房產

胡春華任兼職 傳有望接班李克強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

導】7 月 23 日夜間，紅二代、

北京地產大亨任志強被開除黨籍

及移送起訴，罪名涉及與批習近

平文章有關的政治罪名以及貪

腐。其好友指，任志強是因沒

有向當局妥協，才被治罪。此

前曾有爆料稱，習近平曾下令

只要任志強寫下「保證書」可放

人，但遭拒絕，習近平為此怒

砸九雲杯。

北京紀檢監察網 7 月 23 日

通報任志強問題時，提及他「在

重大原則問題上不同黨中央保持

一致」，「公開發表反對四項基

本原則的文章，醜化黨和國家形

象，歪曲黨史、軍史，對黨不忠

誠、不老實」，以及對抗審查。

其他罪名則有甚麼違規公款吃

喝，違規持有、使用公款購買的

高爾夫球卡等，甚至還有「家風

敗壞，家教不嚴，夥同子女大肆

斂財」等條。

任志強的好友、女企業家王

瑛 7 月 24 日早上在朋友圈中發

帖質問「就憑下面那幾條要把這

老哥入刑？！這是明目張膽的政

治迫害！」

現年 69 歲的任志強是中國

大陸知名房產界大亨，也是中共

「太子黨」，以「敢言」著稱，

綽號「任大炮」。

今年 3 月上旬，任志強在

一篇文章中，抨擊中共處理疫情

掩蓋真相，並不點名地把習近平

嘲諷為「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

皇帝的小丑」。文章流傳網絡

不久，任志強失聯。多位友人證

實，他於 3 月 12 日被帶走，此

事被定為國安「重案」。

3 月 19 日，異議作家「老

燈」在社交媒體透露，任志強的

問題非常嚴重，沒人可以出面疏

通。因為是習近平欽定辦案，他

的那篇文章，深深激怒了習近

平。連王岐山也不便出面講情

了。任志強案已經定性為敵我矛

盾，恐獲刑不低於 15 年。

【看中國訊】據媒體報導，

近日內蒙古自治區國防科學技術

工業辦公室前主任、內蒙古自治

區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原副主任

（正廳級）文民以貪汙罪、受賄

罪、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隱瞞

境外存款罪、濫用職權罪，一審

被判處有期徒刑 18 年，並處罰

金 180 萬元人民幣。

文 民 被 指 從 1998 年 至

2018 年的近 20 年間，利用手

中的權力侵吞、非法占有公共

財物，收受他人財物 30 餘起，

涉案金額高達 687 萬元，還有

5238 萬元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官方通告顯示，文民實際擁

有房產 36 套，分布於海南、珠

海、青島、威海、包頭、北京、

澳大利亞等地。其中在包頭任職

時購買 19 套，在阿拉善盟任職

時購買 5 套，在自治區任職時

購買 12 套，購房支出 3700 餘

萬元。

上述房產均不在其名下，是

由親屬或朋友代持。而文民對

外卻謊稱自己沒有房產，租房

子住。

此外，文民還先後收受 40
餘塊手錶，其中最貴的一塊手

錶——百達翡麗價值人民幣 30
多萬元，還有一些具有增值潛力

的世界名錶。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近來公開活

動頻繁，港媒指他很可能接班李

克強成為國務院總理，消息雖真

偽難辨，但被懷疑是高層釋出的

風向球，顯示中共內鬥加劇。如

今，胡春華再有「新兼職」，受

到輿論關注。

7 月 27 日，據中國國務院

辦公廳（簡稱國辦）消息，兩

個新的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相繼建

立，其中一個是國務院推進貿易

高質量發展部際聯席會議；另一

個則是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部

際聯席會議制度。

根據中國國辦方面披露的消

息，這個會議的召集人是胡春

華；副召集人分別是中國商務部

部長鍾山、中國海關總署署長

倪岳峰、中國國務院副秘書長

高雨。

胡春華一向低調，很少在媒

體上露面。不過，自今年 4 月

以來，胡春華表現異常活躍，視

察主題涵蓋生豬生產、扶貧到自

貿港，還主持穩定外貿外資的會

議等，這些活動中共央視都有

報導。

胡春華目前在 4 名副總理

中排名第三，僅次於身兼政治局

常委的常務副總理韓正和主管教

育文化衛生的孫春蘭，排在主管

工業金融科技和中美談判的另一

位副總理劉鶴之前。

胡春華曾被認為是胡錦濤的

團派人物代表之一，是隔代指

定的「接班人」，一度曾是中共

十九大前熱門「入常」人選，但

因另一個被江澤民推出的「接班

人」孫政才十九大前被整肅，給

中共「隔代指定」接班制度帶來

不確定，胡春華也大受影響，最

後他從廣東省委書記任上升任副

總理。外界均認為他接班無望。

總部設在北京的多維網引述

香港《明報》報導說，與 2018 年

上任之初的內斂表現迥然不同，

近期胡春華在電視中表現得落落

大方，笑容滿面，侃侃而談，一

改往日木訥的形象，他是否已獲

得習近平信任，重新躋身中共

二十大接班團隊，值得留意。

《明報》分析稱，儘管 2018
年中共修憲後取消了國家主席任

期制，但並未取消國務院總理的

任期制。因此，即使下屆總理熱

門人選仍有他人，但僅憑年紀和

履歷，如果屆時不出現十分冷門

的黑馬，胡春華應是下屆總理的

最適任人選。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中美關係持續惡
化，中共高層卻出現了詭
異現象。就在最近發生中
美互關領館、北京多名間
諜被美國逮捕並審訊之
際，一個叫「習近平外交
思想研究中心」的機構卻
橫空出世。中國外長王毅
還藉機大力吹捧習近平，
外界指這是有人為了個人
陞官逢迎，拍馬拍破天的
行徑突出來了。

吉林副廳長寫《平安經》遭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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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部《平安經》在網

上火了起來。公開資料顯示，為

中國吉林省公安廳中共黨委副書

記、常務副廳長賀電所著之書，

全書共十章，2019 年 12 月初

版，2020 年 5 月再版。

據了解，《平安經》去年出

版價格為 45 元，但後來在電商

平台上售價高達 269 元和 299
元。到 7 月 29 日，《平安經》已

從群眾出版社官網下架，網站內

已找不到該書的信息。

根據《平安經》的封面照片

及書中內容顯示，整本書通篇以

性別年齡、身體器官、中國地

理名稱及各種項目等來搭配「平

安」兩字，例如：「人類眾生平

安」之「眾生身心平安」章節，

分為「身心平安、感覺平安、呼

吸系統平安、消化系統平安、神

經系統平安」；「性別平安」分

為「男性平安、女性平安」；「各

年齡平安」分為「初生平安、滿

月平安、百天平安、1 歲平安、

2 歲平安、3 歲平安…89 歲平

安」。

然而，就是這樣整本通篇全

是「XX 平安」的書，卻受到吉

林省當地眾多學者、媒體的追

捧，甚至在當地組織公益朗誦研

討會。

此事引來網民熱議，網友

們紛紛留言說，「舉世少有！

厲害國出厲害人，厲害人寫厲

害書！」「專制確實導致智商

下降——笑死我了，我的咖啡

啊……」「作者漏掉了食物篇

吧？包子平安，餃子平安，餡

餅平安……」「拜讀賀廳《平安

經》，李白杜甫吐血亡！」

輿論壓力下，吉林省委，已

成立聯合調查組對該書調查。

中共國務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對外怒懟，對內諂媚。

(Getty Images）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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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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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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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十三：

【胃痛反酸】中年男性，胃脘部疼痛伴
反酸 3年，西醫診斷為慢性胃炎及胃酸
返流，經西藥治療後仍症狀反復，遷延
不癒。來本中心治療 3次，胃痛、反酸
減輕，治療一個半月後，胃痛、反酸完
全消失，經西醫檢查，痊癒無恙。

           病人反饋之十四：

【失眠】中年女性，患失眠 10 餘年，
近來伴煩躁，口幹。患者拒絕服用安眠
藥，經介紹來我中心就診。經針灸結合
點穴治療 6次，失眠顯著改善，繼續治
療 6次並予以口服中藥後，可持續熟睡
6小時，餘症消除，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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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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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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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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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剛接受香港金融學院訪

問時表示，現在面對的危機是由

於武漢肺炎病毒疫情引發經濟突

然停擺，這有別於 1997-1998
年和 2008 年的兩次金融危機，

它並非出於破產或資金枯竭，

「現在這個危機不容易處理，這

是因為之前兩次金融危機帶來的

問題尚未解決，世界各地仍有大

量遊走的資金，國際資本仍然相

當波動、具惡意和龐大，有問題

的文化仍然存在。」

任志剛表示，在各國央行繼

續採取量化寬鬆政策，向經濟注

入更多資金的時候，「這個問題

相當嚴重，我不想預測可能發生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香港行政會議成員、

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 7月
27日表示，第三次金融危
機正醞釀，並且不看好港

元風險承受能力。此前，中

國官方也下令準備應對金

融突發事件。

香港第三次金融危機正醞釀

的情況，但我擔心第三次金融危

機可能已經在醞釀當中。如果我

是有意投資中國概念股票的外國

投資者，而可以讓我在考慮承受

貨幣風險時，從港元和人民幣之

中任選其一的話，我可能會選擇

人民幣而不是港元。」

武漢肺炎疫情重創中國經

濟，中國金融危機初現，中國官

方也要求銀行保險機構準備應對

金融突發事件。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

會（銀保監會）7 月 16 日發布

《銀行保險機構應對突發事件金

融服務管理辦法》，要求銀行保

險機構應當做好應對金融突發事

件的組織、制度、管理和預案體

系建設工作，並開展突發事件應

對預案的演練。

中國銀保監會稱，有資金違

規流入樓市和股市、部分金融機

構內控形同虛設，以及一些銀

行、企業和地方政府等還在隱瞞

不良貸款的狀況。並且因為經濟

成長下滑及疫情等因素，銀行業

不良資產上升壓力正在加大，銀

行業保險業信用風險也在上升，

必須做好不良貸款可能大幅反彈

的應對準備。

北京當局強推港版國安法也

帶來了經濟與金融風險。 7 月

14 日，在白宮玫瑰園舉行的新

聞發布會上，美國總統川普 ( 特
朗普 ) 宣布已簽署《香港自治

法》，制裁北京當局利用港版國

安法打壓香港人民的一系列惡劣

行徑。川普還簽署了一項行政命

令，該命令正式終止了美國對香

港的特殊待遇，並對參與在香港

實施國安法的官員和金融機構實

施制裁和簽證限制，該法令給予

川普政府 90 天時間來確定協助

北京當局違反香港《基本法》的

中國和香港官員名單。

路透社引述中國國有金融機

構的消息人士說，中國的國有銀

行正在制訂應急計畫，以防美國

通過立法制裁為實施港版國安法

蕭美琴履新 美國務院接見
【看中國訊】中華民國

駐美代表蕭美琴日前正式赴

美履新，24日在美國國務院
與主管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

史達偉會晤。25日美國國務
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推文

表示，歡迎蕭來到美國帶領

駐美代表處，目前美臺關係

是史上最強健。

蕭美琴當晚也在個人臉書上

表示，在疫情蔓延當下，與美方

各界的接觸不得不用電話視訊，

可是史達偉卻選擇在國務院內當

面接待。她表示：「儘管我們保

持著社交距離，但戴得緊緊的口

罩下是相見歡的微笑。臺灣是世

界良善的力量、可信賴的夥伴；

臺美間許多重要的議題有待我們

一起努力提升！」

29 日美國國務院東亞局推

文表示，美方很榮幸歡迎蕭美琴

來到美國引領駐美經濟文化代表

處，並且強調美臺關係從沒如此

強健過。東亞局還指出，針對臺

灣成功應對武漢肺炎以及增強美

臺經濟與人民間關係的機會，史

達偉和蕭美琴有很好的討論。

據了解，未來幾天蕭美琴將

拜訪多位美國國會參眾議員，當

中包含外交委員會成員。

【看中國訊】全球經濟因武

漢肺炎受創嚴重，然而臺股 27
日在臺積電的帶動下突破歷史新

高。自由時報報導，臺積電 27
日開盤爆量上漲，盤中最高達

424.5 元漲停價，市值達 11.03
兆元，股價與市值再創新高。

臺積電也帶動臺股 27 日跳空大

漲逾 330 點，以 12686.36 點再

創歷史新高，超越高懸 30 年的

12682.41 的關卡。

此前，英特爾（Intel）10
奈米製程技術進度延誤，7 奈米

製程也遭遇瓶頸，衝擊 Intel 股
價暴跌，接單受惠的臺積電在上

週五 ADR 上漲 9.69%、達 73.9
美元，與臺積電臺股股價溢價差

超過 12%。

臺積電衝高也帶動散戶以

零股交易參與漲勢，6 月來至 7
月 24 日持股不到 1 張的小股東

人數增加 5936 人，累計增至 17
萬 8332 人，這些小股東總持股

增加 51 萬 4149 股，也是臺積

電股價衝高的受惠者。

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表

示，過去 30 年來，臺灣面對中

國的吸金壓力，經過 30 年調

整，臺股重新踏上新的里程碑。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瀋榮欽則

表示，全球因疫情陷入經濟危

機，然而臺股卻在此刻罕見創新

高，並不只是因為寬鬆的貨幣政

策，更深刻的結構因素是來自美

中新冷戰。認為，美中冷戰將把

臺灣推向世界舞臺，臺灣因選舉

結果有了好的開端，接下來要獲

取冷戰紅利，則必須冷靜擬定策

略、掌握國際趨勢。

台積電市價破
11兆台幣 

的官員提供服務的銀行。有兩位

消息人士稱，在中國銀行和中國

工商銀行的最壞情境預測下，銀

行正在考慮美元來源被切斷或無

法進行美元清算的可能性。

香港高官被美關閉帳戶

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

在接受外媒採訪時表示自己被美

資關閉賬戶，而且很多香港高官

都遇到同樣情況。

香港民間外交網絡前發言人

張崑陽表示，美國財政部已經

把香港納入 OFAC（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制裁

名單。他解釋指 OFAC 是美國

財政部之下一個部門，專門協助

金融機構判斷非美國公民是否

「適合」接受金融服務，以防止

他們與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人來

往。張崑陽認為香港在名單上出

現，意味著銀行要提防與制裁名

單上的個人或機構有業務往來，

他認為香港官員、行政會議成員

和紀律部隊高層已經受到美國政

府的特別關注。

港府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引反彈
【看中國訊】香港立法會選

舉提名期即將於本週五（7 月

31 日）結束。中央社報導，繼

多家港媒引述消息指港府已敲定

押後立法會選舉後，香港無線電

視（TVB）29 日也引述消息報

導，港府決定將原定 9 月 6 日

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延期一年。

據悉特首林鄭月娥決定引用

緊急法延後選舉。至於由此引致

的立法會真空期，政府建議由現

任立法會議員多做一年，變相延

長本屆立法會一年。

由於延長現屆議員任期涉及

憲制安排，港府需要提請中國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作出決

定，以鞏固法理基礎。政府也有

美方提出制裁後，已有香港高官被美國銀行關閉帳戶。（Wikipedia）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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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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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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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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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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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可能就明年選出的新一屆立法會

任期應為 3 年還是 4 年，提請

人大常委會決定。另有報導指，

目前已報名的參選人將全部作

廢，待明年重新報名。據了解，

最終定案會於選舉提名期結束後

才正式公布。

英國外相拉布（Dominic 
Raab）28 日與中國外長王毅通

話時表示，英國將會密切注視立

法會換屆選舉，促請中國在香港

等問題上履行國際責任，以重建

與國際社會的信任。

身在倫敦的香港眾志前主

席羅冠聰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指，9 月選舉相當關鍵，亦影響

國際局勢。為何特區政府就延遲

選舉一事提呈人大常委決定？

就是因為這場選舉不是「內部事

務」，而是國際局勢一觸即發的

炸彈。

羅冠聰強調，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而北京一試水溫，國

蕭美琴（左）日前正式赴美履新，27日與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史達偉會晤。（CNA）

【看中國訊】香港學生動源前

召集人鍾翰林於今 29 日晚上近

9 時在元朗被捕。

目擊鍾翰林被捕的元朗區議

員巫啟航表示，當時現場有 5 至

6 名男子，聲稱為國安隊人員，

另外有 2 人展示港警委任證，他

們以「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的罪

名拘捕鍾翰林，並且檢走電腦及

文宣物品。鍾翰林 29 日原定要

到警署報到，但未有出現，其他

學生動源前成員隨後到鍾翰林位

於元朗的住所，發現竟然有其他

人在內，於是向區議員求助。學

生動源 17 日宣布，遣散香港地

區成員，並且成立美國分部，鍾

翰林也宣布辭任學生動源召集人

以及退出組織。

香港民運人士
被國安帶走

際社會反應就已經極為快速：

美澳高層會面記者會蓬佩奧又

提及香港；歐盟理事會對港區

國安法非常強硬的具體回應出

爐；加上今次英國外相拉布「溫

馨提示」王毅，各國的立場態度

都很明顯。

《蘋果日報》報導，浸大政

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

也認為，目前，歐洲、英美十分

關注香港的立法會選舉，尤其是

剛過去的民主派初選投票人數眾

多，各國都正在注視中共會否借

疫情取消立法會選舉，以進一步

收窄港人的選舉空間，再透過未

來一年以《港區國安法》來對付

異見人士。

羅冠聰。（Getty Images）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SocietyA10 看社會 第117期     2020年 7月 30日—8月 5日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 /
綜合報導】外界注意到，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 7 月 23 日發表「共

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演說

時，不再用「國家主席」來稱呼

習近平，而改用「總書記」。

媒體分析，這是美國不再承認

中共政權及其領導人合法性的

開始。

《南華早報》報導，蓬佩奧

在近日的演講中，不再稱呼習

近平為「中國國家主席」，改

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分析

稱，這標誌著美國不再承認習近

平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喚起當年

的冷戰時代氣氛。

歷來中共媒體報導習慣稱呼

習近平為「中共總書記」，但英

語世界大體上較傾向於稱呼習的

職銜，即「國家主席」。

在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大

部分時間裡，蓬佩奧都遵循這個

習慣。不過，媒體發現，在過去

的幾週中，他已放棄了這個稱

呼，轉而使用「總書記」，這與

川普政府在新疆、香港、華為和

南海等議題上針對北京採取的系

列行動，立場和原則一致。

蓬佩奧在演講中說：「習近

平總書記是理論已破產的極權主

義思想的真正信徒。」

蓬佩奧不是唯一這麼稱呼習

近平的白宮高官。一個月以來，

白宮高官陸續發表對華政策系列

演講，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

弗．雷（Christopher Wray）、
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和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

奧布賴恩（Robert O'Brien）也

紛紛稱呼習近平為「總書記」。

國務院沒有回應媒體詢問為

何對習近平稱呼發生變化，不過

國務院在一份聲明中說：「中華

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專制政權，習近平是中國共產黨

總書記。」

《自由時報》引述美國智庫

「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亞洲研究主

任 易 明（Elizabeth Economy）
言論稱，稱呼方式的改變將中國

歷史、文化、人民，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共區分開。這是白宮

要表達不支持中共，但支持中國

人民的立場。

蓬佩奧在演說中還強調，中

共不等於中國人民。中共最大的

謊言，就是宣稱其代表 14 億中

國人民。

前國防部長中國事務主任博

斯 克（Joseph Bosco） 說， 蓬

佩奧的言論等於是呼籲全球不承

認中共統治的合法性。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根據《北京日報》報導，28
日下午 3 時左右，家住北京東

城區的市民驚訝發現，窗外竟

「白雪紛飛」，這種現象持續 5
至 6 分鐘，他不禁拿出手機錄

影，並不斷說是第一次見到大

熱天下雪的情況，「是真的，我

親眼所見！」「我一開始以為只

是下雨了，可仔細一看，居然

是雪！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

眼睛，把手伸出窗外一接，雪花

碰到手立即化了，這不是雪是什

麼？」

見此異象，中國網友議論紛

紛，「什麼情況，伏天下雪？」

「農曆六月……這是真正的六月

雪呀！」「北京農曆六月到底下

沒下雪，這不能一個簡單的問

題。」「太反常了，」「天生異

象，必有大事發生。」「元末明

末清末也沒見這麼多怪事扎堆。

這祥瑞啥兆頭啊？」「天災人禍

不斷，反常，必有異象。」

然而，中國氣象學博士、南

京資訊工程大學大氣科學學院教

授智協飛解釋稱，人們看到的不

是雪，又叫「軟雹」，其成因與

下雪有根本不同。

據公開資料顯示，霰是冷水

滴遭遇雪晶（snow crystal）而

形成，顆粒小、質脆，碰觸時容

易碎裂，是一種穩定的「固態降

水」；百度百科稱，冰雹常出現

在對流活動較強的夏秋季節，而

霰常出現在降雪前或與雪同時降

落。也就是說，霰和雪直接相

關，但和夏季的冰雹基本毫無

關係。

事實上，除了東城區，還

有民眾在微博表示，7 月 28 日

下午 3 時許北京通縣（即通州）

天黑了半小時，因為怕被指造

謠及舉報，不敢發布北京下雪

的視頻。

此外，在 7 月 26 日，網絡

也曾傳出當日傍晚 6 時，北京

門頭溝靈山下雪，並附有照片，

但未得到官方證實。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雲南蝗蟲災害持續擴散。據

中國農業農村部的消息，黃脊竹

蝗在 7 至 8 月遷入雲南邊境地

區，今年黃脊竹蝗從老撾遷入時

間早，峰次多，蟲量大。當前蝗

群不斷遷入雲南邊境，遷入期可

能持續到 8 月中下旬，防控形

勢嚴峻。

農業農村部指出，如果監

測工作不到位，遷飛入境的黃

脊竹蝗在內部繼續擴散，對農業

生產尤其是玉米、茶葉構成威

脅。此外，近 5 年黃脊竹蝗從

境外遷入頻率增加，將來可能成

為常態。

截 止 7 月 26 日， 雲 南 省

普洱、西雙版納和紅河 3 州

（市），及江城、寧洱、墨江、

猛臘、景洪、綠春 6 縣（市）

已發生蟲害，面積達 14.06 萬

畝，其中林地 10.76 萬畝，農田

3.3 萬畝。

蟲害發生面積最多的是普洱

市，普洱市林業和草原局此前通

報，普洱市的 4 個縣（區）共

17 個鄉鎮黃脊竹蝗累計發生超

過 13.3 萬畝。普洱市位於雲南

省南部，以盛產普洱茶聞名，是

中國最大的產茶區之一，也是多

種中藥材的重要產地。

據悉，黃脊竹蝗俗稱「竹

蝗」，與飛蝗和沙漠蝗不同，不

屬於遠距離遷飛性害蟲，雲南、

廣西、廣東、湖南、四川等省均

有分布，通常喜食竹葉，也會食

水稻、玉米、甘蔗等農作物。黃

脊竹蝗主要危害毛竹，其次危害

剛竹、水竹等。

竹蝗可將竹葉全部吃光，竹

林如同火燒，竹子當年枯死，第

二年毛竹林很少出筍，竹林逐漸

衰敗，被害毛竹枯死，竹腔內

積水，纖維腐敗，竹子無使用

價值。

中國農業農村部 7 月 16 日

也曾發文聲表示，「我國夏糧已

獲豐收，主要糧食作物種植面積

基本穩定，稻穀、小麥庫存充

足，大體相當於全國人民一年的

消費量。」

不過，官方的宣傳與事實

真相相差甚遠。 6 月以來，中

國南方省份遭遇暴雨洪災，中

國 13 個糧食主產區的江西、湖

南、湖北、江蘇、安徽等省份都

是洪水重災區。 
另一方面，山東、河北、

河南、黑龍江等省份則遭遇嚴

重旱災。

美國之音 7 月 29 日報導，

前哈佛大學化學和生物化學系主

任利伯因涉嫌沒有申報在武漢理

工大學的收入，被美國波士頓聯

邦法院檢察官以 4 項稅務罪名

起訴。

美國檢察官稱，自從 2011
年獲聘成為武漢理工大學「戰略

科學家」之後，利伯每月可從武

漢理工大學獲得 5 萬美元，再

加上生活津貼 15.8 萬美元。此

外，為了能以武漢理工大學名義

發表論文、申請科研專利和籌備

國際研討會，該大學還支付 150
萬美元供利伯建立相關科研項目

實驗室。

利伯的辯護律師聲稱，利伯

沒有收取上述來自中方的酬金。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

（National Public Radio,NPR）

1 月 29 日報導，由於參與中共

的「千人計畫」卻沒向美國國防

部和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作

真實陳述，利伯於 1 月 28 日被

捕。

利伯在 2018 年和 2019 年

對美國國防部調查員稱，雖然他

聽說過「千人計畫」，但從未要

求他加入其中。然而，利伯的電

子郵件通信紀錄卻顯示，2012
年，他與武漢理工大學達成協

議，簽署了一份為期 3 年工作

合同。

哈佛大學發表一份聲明稱：

「美國政府對利伯教授提出的指

控極為嚴重。哈佛大學正在與包

括國立衛生研究院在內的聯邦

當局合作，並正在發起自己的

訴訟。利伯教授已被無限期休

假。」

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

（俗稱「千人計畫」）是中國共

產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人力資

源和社會保障部主管，中央人才

工作協調小組在 2008 年 12 月

起組織實施的計畫。計畫圍繞中

方發展戰略目標，重點引進在海

外學習工作的高層次人才。

2018 年 9 月 29 日， 千 人

計畫青年項目評審工作小組因考

量到海外人才的安全保障，而

要求有關單位不得對外公開提

及「千人計畫」字眼。 2020 年

4 月 18 日，「千人計畫」在中國

大陸的百度、搜狗等搜尋引擎以

及微博、微信等社交網絡的搜索

結果已被屏蔽。

自 2018 年開始，美國聯邦

調查局認為這個計畫成員涉及間

諜行為，可能影響美國國家安

全，開始進行調查，並有數人遭

到起訴。 2019 年 9 月，首次有

千人計畫相關中方官員遭到美國

政府逮捕和提堂。

2020 年 5 月 13 日， 美 國

克利夫蘭診所前僱員、「千人計

畫」學者王擎在家中被捕。其被

控電信詐騙和未告知美國國立衛

生研究院參與千人計畫。

涉「千人計畫」教授又涉稅務罪

雲南蝗蟲持續擴散  黃曆6月北京高溫飛「雪」 
民驚呼「太反常」

【看中國記者聞天

清綜合報導】因涉中共

「千人計畫」（Thousand 
Talents），前哈佛大學化
學和生物化學系主任利伯

（Charles Lieber）不但被
美國司法部以虛假陳述罪

名起訴，而且還涉嫌稅務罪

名遭起訴。

美國高官改稱習近平為總書記
【看中國訊】近日，美國一

名男子中了 2200 萬美元超級大

獎，他兌現自己的承諾，與好

友對分獎金。據美國廣播公司

（ABC）報導，6 月，美國威斯

康辛州的湯姆 ‧ 庫克（Tom 
Cook）買了強力球彩票，中了

2200 萬美元的鉅額獎金。

他沒有忘記 28 年前的承

諾。 1992 年，他與好友約瑟

夫‧費尼（Joseph Feeney）約

定，日後若有人買彩票中獎，要

與另一人對分獎金。

湯姆第一時間給老友約瑟夫

打了電話，與他分享中獎的驚

喜，並約他一起領獎。約瑟夫接

到來電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他問湯姆：「你是在和我開

玩笑嗎？」當他知道這是真的，

激動得難以言表。

兩人各自帶著妻子來到兌獎

中心，領取 2200 萬美元的超級

大獎。他們選擇領取約 1670 萬

美元的現金，在扣除聯邦稅及州

稅後，每人可獲得 570萬美元。

約瑟夫已退休，湯姆領獎後

也退休了。他們居住在不同的城

市。兩人都不願大筆花錢，兩人

都表示，希望安心享受家庭時

光，期待出門旅行，先進行自

駕遊。

「一諾千金」，湯姆重諾

言，講誠信，引來不少網友的讚

歎。強力球是美國的彩票之一，

贏得大獎的機率約為 2.92 億分

之一。

信守承諾 他中獎與友半分

【看中國訊】美國移民海關

執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簡 稱

ICE）日前發表聲明稱，完全網

絡上課的國際新生今年秋季將不

允許入境美國。相關學校不得向

這樣的國際新生發放用於簽證的

I20 表。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聲明還

強調，學校必須證明學生至少有

一門在校上課的課程，國際新生

才能入境。但目前在讀美國大學

的學生不受影響。另外，如果疫

情繼續蔓延，迫使學校全部改為

線上授課，國際新生不會被迫

離開美國。根據美國《華爾街日

報》報導，哈佛大學近日已經發

出通知，學校所有課程都改為網

上授課，學生無法到校上課。

全網課國際新生 
不得入境美國

2012年沃爾夫獎（Wolf Prize）獲獎者合影，右一是利伯。

（MENAHEM KAHANA/AFP/Getty Images）

（公有領域）

【看中國訊】根據路透社統計

顯示，過去一個星期，近 40 個

國家報告武漢肺炎（COVID-19）
的感染的單日增數創下紀錄，是

前一週的大約兩倍。

病毒傳播加快不僅在美國、

巴西和印度這類以大面積爆發占

據全球頭條新聞的國家，而且在

澳大利亞、日本、香港、以色列

等，也是如此。

許多國家，尤其是那些政府

放寬了先前的社交距離禁足規定

的國家，在記錄第一個高峰的一

個多月後，正在經歷著第二次高

峰。

數據顯示，美國仍然是感染

名單上的榜首占據者，累計確診

人數已經超過 400 萬例。流行

病學家說，巴西和印度距離頂峰

還有幾個月的時間，巴西確診人

數超過 250 萬，印度確診人數

超過 150 萬。數據顯示，全球

所有國家中發生的病例復陽現象

也越來越多。病毒感染攀升可能

與病毒發生快速變異，增強了傳

染性有關。

病毒感染攀升 
一再衝破紀錄

（Getty Images）

毛竹林示意圖。黃脊竹蝗主要

危害毛竹。（Alain Van den 

Hende/WIKI/CC BY-SA）

強力球彩票（公有領域）

北京黃曆六月下雪。

（推特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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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中美是不是真的要打熱戰？

我的答案是：是在做準備，避戰

和真的備戰兩方面的意圖都有，

從一系列跡象看，中共內部是存

在兩種相互矛盾的主張。

先說戰狼派的主張，胡錫進

為代表。 26 號胡錫進在微博上

發文，又在鼓吹加速擴充核武

庫，他說：「中國擁有更強大的

核武庫是把美國的囂張態度壓制

在一條安全線下的最關鍵砝碼，

別的都不太管用。」胡錫進是軍

人出身，他所說需要動用核武器

的威懾根本上是指對臺灣動武，

以核戰相威脅阻止美軍的介入。

一旦武力攻臺，才有美軍大

舉介入的可能，也才用到了核戰

級別的威脅。胡錫進的叫喊是表

明中共軍界和黨內是有一部分激

進主張、現在就要攻臺的。近期

中共軍機確實針對臺灣的活動的

密度又提升了，主要是在臺灣西

南空域、接近巴士海峽這一帶。

有幾個理由可能讓中共內部的急

統派覺得現在是武力攻臺的最後

窗口期。其一還是他們判斷美

國，處於內憂遠遠大於外患的時

機，川普有很大可能要慫。美國

國內的疫情長時間沒有平復，經

濟受到的壓力比較大。如果又有

蕭條、又有溫疫，卻投入一場大

規模外部戰爭，會引起美國國內

的很強的反彈。川普現在處於連

任競選的最後關頭，一般連任競

選的人都不樂意在選前最後一刻

做特別引起爭議性的決定。胡錫

進們覺得過了這村沒這店了。

第二個原因是擔心時間拖下

去，美國介入臺灣的態度會更加

明確。中共先用閃電戰攻擊臺

灣，等美軍反應過來，風塵僕僕

跑過來為時已晚，臺灣已被佔

領。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美軍就

要有更快的反應，簡化投入戰爭

的手續，積極軍事部署。考慮到

國會兩黨在香港立場上的高度一

致，在臺灣問題上可能也是這

樣，中共的急統派會認為時間拖

得越久，這些法案通過，可以騰

挪的空間越小。

還有一方面很主要的原因是

中國自己的經濟惡化，需要一場

激烈的對外行動來轉移國內的壓

力。

最近已經有連續十幾天美國

軍機抵近中國沿海飛行，最近的

一次是 7 月 26 號美軍的 P-8A
反潛偵察機距離中國海岸只有

76.5 公 里！ 離 上 海 156 公 里

（近是近，12 海浬以外就是公

海）。美軍差不多是同比例的反

向壓制行動，中共軍機去臺灣西

南防空識別區活動幾次，美軍飛

機就去大陸沿海空域活動幾次。

這條消息是北京大學下屬的「南

海戰略態勢感知計畫」推特號發

出來的，可信度比較高。美軍飛

機抵近中國海岸，中國馬上在上

海就在搞防空疏散演習了，你很

難說這是巧合。

這些跡象：臺海周邊的軍機

活動、戰備疏散演習、和某些人

的核威懾叫囂說明中共內部是存

在著急統派。覺得反正中美關係

糟到不能再糟、經濟也糟糕到這

種程度，以前顧忌比較多，一開

戰就打翻壇壇罐罐，現在顧忌小

了，此時不統更待何時。

但也有另一種聲音出來，

還是在 7 月上旬的時候北京大

學、人民大學和中國公共外交協

會辦了一個論壇，前中共外交部

副部長傅瑩在這個論壇上做了個

發言。她提出兩個觀點值得說一

下，她說：中國人得想清楚中美

鬧到決裂的時候，有沒有國家會

和中國（中共）站在一邊？她

說的「中國人得想清楚」的「中

國人」，肯定不是一邊吃泡麵、

一邊上網喊愛國的人。你想不想

得清楚誰在乎，傅瑩指的是習近

平你得想清楚，和美國決裂誰會

和你站在一起。她說的另一句也

挺有意思：美國是不是衰落了，

那是美國自己的事，中國決定不

了美國的衰落，更不是你說人家

衰落人家就衰落了。這還真算是

中國體制內難得的一句清醒的

話。這話是說給胡錫進、金燦

榮、胡鞍剛這類雞血分子聽的。

傅瑩其實就是主張給戰狼降

溫。這番話是 7 月上旬講的，

但是近兩天才翻出來流傳。也就

是中美互相關閉領事館之後。中

共裡面有些人也急了，搞不好真

要打起來了，所以把一些不同聲

音放出來。

中美會不會開戰？取決於習

近平的一念。戰狼派把希望寄託

在川普最後一刻的優柔寡斷。這

裡他是有一個基本面的誤判，現

在除了美國國會不斷推出新法案

之外，川普政府幾大核心部長都

出來講話了，但是關閉休斯敦中

領館的決定肯定是川普做出的。

舊金山中領館交出間諜賺犯唐娟

肯定得到了明確的警告，不交人

就閉館。在這種情況下指望著川

普為選情考慮最後一刻慫了，有

胡錫進期待的那種所謂「意志比

拚」可能是相當脫離現實了。習

近平可能需要補下歷史課，別

腦子裡就只有「抗美援朝」這點

事。這個錯誤之前已經有好幾個

人犯了。

(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前幾天傳出一條核彈級別的

消息，據說美國川普政府正在考

慮全面禁止中國共產黨員及其家

屬赴美旅行。一石激起千層浪，

全世界都為之震動，紅朝對此相

當不爽，外交部的華春穎女士表

達不滿也是「必須」的。這位華

大媽說美國如果禁止中國共產黨

員入境，那就是「公然選擇與 14
億中國人民作對」，著名的叼盤

大俠胡編喊的更響，說美國禁止

中共黨員赴美是在「詛咒中國」。

這讓我想起了唐朝詩人司空

圖的那首《河湟有感》：

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

異鄉春。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

城頭罵漢人。

唐朝安史之亂後，吐蕃趁

亂攻陷河西、隴右地區，以前大

唐帝國西部的領土都成了吐蕃治

下。這首詩翻成白話就是：「自

從蕭關一戰後，河湟地區再也不

能感受大唐文明的教化了。而

今，漢家兒童都說胡人的語言，

卻向著城頭罵著漢人。」因為他

們只是有漢人的外表，接受的卻

是胡人的文化，自然把自己也當

成了胡人。

「中國」作為國家的名稱出

現，至今不過才一百多年，可

以說中國這個國家概念在歷史上

是不存在的。在歷史上，只有大

秦帝國、大漢帝國……大唐帝

國……大清帝國，順便提一句，

歷史上「亡國」這個詞的含義，

也和我們現代人頭腦裡的印象完

全不同。因為，每一次「易姓改

號」的改朝換代，也就是一個政

權的滅亡，就是「亡國」, 紅朝權

貴們最恐懼的「亡黨亡國」，就

在此列。

在紅朝建政以前，神州大

地上幾千年來，無論經歷多少次

「易姓改號」的「亡國」，我們華

夏民族都未滅亡過。

「華夏」族是以文化劃分的，

因而，孔子的「華夷之辨」，判

斷某人是否屬於華夏民族，並

不是以種族血緣為標準，而是以

文化禮儀做度量。所以，元、清

兩代入主中原，就血統而言屬於

外族入侵，在文化上卻奉中華正

溯，因此，依然屬於華夏文明史

的一部分。

簡而言之，誰傳承了中華文

化，誰才是真正的華夏族，也就

是真正的中國人。

華大媽和胡編，以及紅朝的

大小官員們，雖然出身中國，卻

信奉馬列這個被歐洲人拋棄的思

想垃圾，其實他們並不是華人，

而是「形華而心夷」的馬列人。

百年之前，赤匪入寇，奉

馬列為祖宗，以蘇俄為後盾，外

聯倭人，內結姦佞，聽命共產國

際，顛覆國民政府。及其竊取神

器，辱佛、謗神，毀宗廟、焚典

籍，不過七十年間，幾盡毀我華

夏五千文明。中原九州，再不聞

秦漢簫鼓，亦難見唐宋衣冠，滿

目俱為黨文化，遍地儘是赤教

徒。那紅朝權貴們不正是中國之

夷嗎？

正是：生於紅朝長於斯，

以身事賊不自知。漢兒早做共兒

語，愚迷反笑他人痴。（節選自

《翰青說說 YouTube 節目》）

網上熱傳一篇長文，大談隋

煬帝是如何把一手好牌打爛的，

疑借古諷今。

文章寫道：「隋煬帝楊廣拿

到了一手好牌。他含著金鑰匙

出生，十一歲就被封為晉王，

三十五歲當上了皇帝，而且他接

手的這個帝國是當時世界最強大

的帝國，當時的隋朝國力強盛，

國勢蒸蒸日上。」

文章稱，上天給了他這樣一

把好得不能再好的好牌，他只要

正常出牌，就能舒舒服服地做他

的人生大贏家，命運對楊廣已經

無法更加眷顧了。不過最終他卻

成了輸家，輸得一敗塗地。他不

但自身橫死，而且葬送了他父親

一世心血造就的帝國，甚至不可

避免地禍及妻子兒孫，也給天下

百姓帶來深重的災難。

文章提出兩大問題。問題

一：楊廣，他是怎麼把一手好牌

打成稀爛的？

文章列出三個原因：首先，

他為了獲得偉大政績和奢侈享

受，不斷興建宏偉的工程。在十

幾年時間裏，他大肆營建東都洛

陽，在各地修建豪華的離宮和別

館，還有巡遊各地的壯觀的馳

道，其中工程量最大的，當然是

舉世聞名的千年大計京杭大運河。

這些工程無一不需要耗費大

量的財富，並且需要調動大量的

民眾。這些工程並不必要，也有

些是需要但是並不那麼急迫的。

其次，他不斷征討周邊的民

族和國家。短短十來年，他向南

征討越南、琉球，向西征討吐谷

渾，向東北征討契丹和高句麗。

其中耗費人力物力最大、損失最

慘重的是三次征討高句麗，死傷

的百姓達到數百萬。這些戰爭大

部分都是主動出擊，並沒有十分

的必要。

其三，他為了「萬邦來朝」

的假象和虛名，大肆揮霍國家財

富。他帶著龐大的隨從隊伍，擺

著豪華的排場，跑到北方草原會

見突厥的可汗，然後又召見北方

各族的首領。他慷慨地賞賜那些

首領以無數金銀財寳和綾羅綢緞。

然後又同樣地跑去西域，在

焉支山設下豪華營地，威逼利誘

西域二十餘國君主前來拜見，然

後還是賞大量的賞賜。他還在洛

陽招待周邊數十個國家的使節和

客商，舉行大規模的盛會，極盡

奢華的加以招待和賞賜。

高熲和賀若弼等為隋朝開

國功臣，認為給突厥賞賜太多，

表示非常心痛，居然就被楊廣處

死，家人還被流放為奴。

隋煬帝在短短十幾年時間

裏，這麼一番折騰下來，終於

把天下給逼反了。而那些王公大

臣，比如寵臣宇文化及和親表弟

李淵等人，也趁機出手，開始逐

鹿中原，搶奪這大好江山。

問題二：楊廣怎麼把一個富

裕強大的國家快速地給折騰沒了

呢？

文章同樣列出三個原因：第

一，他急於向世人證明自己的能

力，也過於熱衷樹立個人的名

聲。楊廣是通過陰謀手段成為儲

君的，上臺前又經歷了被廢掉的

凶險，他急迫間快刀斬亂麻，採

取了弒父殺兄的殘忍措施，才得

以安然登上皇位。因為這些經

歷，他迫切地要做一番宏偉的事

業，要讓天下人認識他的超凡能

力，頌揚他的偉大功績。

第二，他的高貴出身，他一

帆風順的人生經歷，使得他的眼

裡只有君主的無上威嚴，國家的

宏圖大業，而老百姓，只不過是

一群螻蟻罷了。

第三，他的權力完全沒有

制約，甚至連勸諫和真話都被他

屏蔽了。他殘酷地處死說真話和

提意見的人，於是勸諫的人沒有

了。他重用說好聽話和無原則服

從的人，於是身邊就只有奴才而

沒有能人了。於是乎，他可以獨

居深宮，為所欲為，一絲雜音都

聽不到，何等暢快！何等美妙！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的

評論是，當今習氏不一樣，他上

位時恰恰是接下一手爛牌，是江

澤民干政之下一個爛透了的官場

和敗壞的社會，所以才有習前幾

年反腐一事，習反腐幾年後，一

度有了一手好牌，只要順勢捉拿

「虎王」江澤民及其餘黨，順民意

解體中共，就有可能成為一代明

主。但習氏最大一個問題就是，

而習又不放棄共產黨，違背世界

大潮，注定一手好牌再次成為爛

牌，於是在中共十九大後，國際

風雲突變，時局急轉直下，習迅

速陷入危機。

美機抵近上海156公里 中美即將開戰？

也談「形華而心夷」
◎文：佚名

滿手好牌是怎麼被隋煬帝打爛的？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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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理翺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卿邁克．蓬

佩奧7月23日在理查德．尼
克松（Richard Nixon）總
統圖書館宣布與北京當局

「盲目交往」的舊模式「已

經失敗」，他對遏制中共採

取了一種新方法：「不信任，

要核查」。

◆美國生技公司莫德納和國

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共同研發

的疫苗，27 日起將展開首次第

3 階段臨床試驗。前研究院院長

福西稱此為疫苗研發的關鍵時

刻，並對進展審慎樂觀。他同時

表示，一旦疫苗問世，官員必須

克服民眾對疫苗的懷疑，方能終

結疫情、創造出免疫罩，避免疫

情捲土重來。在接連幾週確診人

數激增後，有徵兆顯示美國疫情

可能在高點轉趨穩定。

◆英國最新的調查顯示，全

球設置最多監視器的 20個城市之

中，中國竟然包辦了 18個城市，

甚至中國安裝的數目，已經佔了

全球總數的一半之多。外媒在 27
日對此嘲諷稱，去年，「監控最

密城市」的排行榜上，還包括了

新加坡、美國、澳洲及德國的城

市，今年卻都遭中國擠掉了。其

中中國太原市，多達 46 萬 5 千

餘台，平均每 1000 人就被多達

119.57 個的監視器監控著。

◆德國為防止校園遭中共政

治宣傳滲透，漢堡等地大學刻正

效法加拿大、美國、丹麥、瑞

典、法國和荷蘭等國，開始規劃

陸續關閉孔子學院。德國自民黨

（FDP）也在國會提案，「為保

護德國的研究和教學自由」，德

國的大學都應全面中止與孔子學

院的合作，可望在夏季休會後的

新會期展開討論。德國目前就有

19 所大學設有孔子學院。

◆印度電子及資訊科技部官

員及媒體今天透露，基於國安及

隱私考量禁用抖音（TikTok），
以及其他 58 款中國應用程式

（App）數週後，已再禁止 47 款

中國 App。印度目前未有關於

這項禁令的官方聲明，也沒有政

府發布的相關命令，但主要媒體

已廣泛報導這項消息。媒體報

導，其他 275 款中國 App 也可

能因為類似考量列入擬禁名單，

包括騰訊（Tencent）旗下高度

熱門手游 PUBG Mobile。
◆英國《星期日郵報》25

日報導，為抗衡來自中國與俄

羅斯的威脅，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將引入全新的《叛國法》

和《間諜法》，並重修《官方保密

法》，藉以修補、防堵當前法律

漏洞。強森希望能在未來幾個月

成為正式法律，這是自1695年，

即 325 年來最大規模修改叛國法

律的行動，也將使英國與美國、

澳洲等盟友立場一致。

◆俄羅斯遠東哈巴羅夫斯

克邊疆區州長富爾加爾（Sergei 

蓬佩奧重磅演講 美中關係大逆轉

蓬佩奧在演講中強調了中共

對美國和整個自由世界的威脅。

這被視為川普政府敦促美國及世

界重新評估與中共關係的關鍵性

活動。

此前一天，美國國務院證實

下令關閉中共駐休斯頓的領事

館，這是中國和美國建交以來的

首次。美國國務院的聲明說是為

了「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和美國

人的私人信息」。

從 6 月下旬到 7 月中旬，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Robert O'Brien）、美國聯邦

調查局（FBI）局長克里斯托

弗．雷（Christopher Wray）、
美 國 司 法 部 長 威 廉． 巴 爾

（William Barr）分別發表對中

國關係的演講，批評中共對美

國生活方式構成了威脅，被視

為美國政府將出臺系列對北京

政策的前奏。

區分中國與中共

蓬佩奧就此提出了他的重大

主張：不信任，要核查。他說，

真正能改變共產主義中國的唯

一途徑是「根據其領導人所做的

而不是根據他們所說的採取行

動。」「里根總統以『信任但要

核查』為基礎與蘇聯打交道。」

因此，他強調：「對於中共，我

說，『不信任，要核查』。」

蓬佩奧在演講中指出，中共

用謊言和欺騙一直在混淆中共與

中國人，並以中國人民的代言人

自居，「共產黨人總是撒謊，但

是最大的謊言來自於，中共在為

14 億受到監視、壓迫和害怕說

出來的（中國）人說話。」「中

共對中國人民誠實意見的恐懼超

過對任何外國『敵人』的恐懼。」

蓬佩奧呼籲中國人民、世界

盟國與美國一道迫使中共做出根

本改變。他說：「我們，全球的

自由國家，必須以更有創造性和

自信的方式引導並迫使中共改變

其行為，因為北京的行為威脅到

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繁榮。」

中美建交歷史

1972 年 2 月美國總統尼克

松訪華，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逐

漸緩和。 1979 年 1 月 1 日兩國

屈膝徒令子孫任擺佈

蓬佩奧警告美國人：「如果

我們現在屈膝，我們的孩子會受

到中共的擺佈，而中共的行動是

對自由世界的主要挑戰。」

他指出，中共政權的意識形

態是「破產的集權意識形態」，

其領導層是這種意識形態的「真

正信奉者」，這反映在其數十年

來渴望「在中國共產主義的基礎

上建立全球霸權」。而「中共從

來沒有忽視過這一點。」

他指出，美國前國務卿基辛

格 1971 年秘密訪中事跡，明年

將屆滿 50 年；再隔一年（2022

年）也是前美國總統尼克松訪

問中國 50 週年、美中關係逐步

正常化的第 50 週年，但事實表

明，「與北京盲目接觸的舊模式

肯定不會成功」。

他說：「美國過去以為與中

共交流能帶來光明的未來，中方

會信守承諾，在國際間禮讓與合

作，但是中共卻違背對世界的承

諾。」他表示，美國與中共政權

的交流，並沒達到尼克松所希望

的轉變，反而自由國度的友好政

策讓中共伺機而起，到頭來還

被它反咬一口。「我們不能繼續

這麼做。絕不能再恢復這種模

式。」

政府正式建立全面外交關係。美

國同時中斷了與此前代表中國的

中華民國65年的正式外交關係，

只與臺灣保持非官方的關係。

1989 年 6 月 4 日發生了「天

安門事件」，但老布什總統不久

後派他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秘密

訪問北京。1994 年 5 月 26 日，

克林頓宣布延長對中國的貿易最

惠國待遇，並決定將貿易與人權

問題脫鉤。 1999 年，中共對一

個氣功團體法輪功發起了全面的

迫害。與此同時，克林頓政府忙

於幫助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1999 年 11 月 15 日美國與中國

在北京達成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WTO）的雙邊協議。之

後，說服了國會，美國國會通過

了《2000 年美中關係法》，克林

頓總統簽署後生效。法案規定，

在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後，美

國取消此前按《1974 年貿易法》

所實施的對華貿易年度審議，與

中國建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其後的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

都延續前任政府對中國的外交關

係。直到川普在 2016 年競選美

國總統時承諾，他要讓就業回到

美國，將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強

硬起來。 2017 年 12 月川普政

府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

中國列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

蓬佩奧的歷史性演講指出了遏制中共的理由和關鍵：中共不是中國人

民。(Getty Images）

Furgal）於本月 9 日被捕，引發

當地居民不滿上街抗議，連續 2
個週末後，25 日又有數萬居民

走上街頭，抗議當局以政治因

素逮捕富爾加爾，高呼「普京下

台」與「普京是小偷」等口號，

希望當局能將富爾加爾送回哈巴

羅夫斯克。而這也是當地居民連

續第 3 個週末的抗議，在俄羅

斯更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

◆以色列軍隊 27 日和黎巴

嫩真主黨（Hezbollah）在邊境

交火，據報導，這是過去一年以

來，雙方最激烈的衝突。以色列

政府表示，以擊退 3 到 5 名試圖

入侵邊境內的武裝人士。以總理

強調，真主黨的行為是在「玩火

自焚」，以色列會強力反擊，並

堅稱，什葉派組織真主黨和黎巴

嫩政府應對 27 日的事件負責。

真主黨則否認參與這次事件。

◆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上

週在英國的「中國研究小組研討

會」上提出，日本希望成為五眼

聯盟的第六個夥伴。受到了英

國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圖根達

特（Tom Tugendhat）的歡迎。

他說：「在過去幾十年，五眼聯

盟一直是我們情報和防禦體系結

構的核心，我們應該讓可信賴的

合作夥伴來加入聯盟，從多方面

來說，日本都是我們的重要戰略

合作夥伴，我們應該抓住一切機

會，進行更緊密的合作。」

【看中國訊】近來尼泊爾

總理夏爾馬 ‧ 奧利（Khadga 
Prasad Sharma Oli）與同屬尼

泊爾共產黨的前總理、共產黨聯

合主席達哈爾（Pushpa Kamal 
Dahal Prachanda）兩派內鬥相

當嚴重，甚至還不惜成立新政

黨。中國駐尼泊爾大使侯艷琪唯

恐其分裂，害怕會損害北京的利

益，因此積極介入協調，卻引發

尼泊爾外交部的抗議，認為已經

違反外交規範。

尼泊爾共產黨聯合主席達哈

爾與尼泊爾總理奧利兩人之間的

內鬥僵局，使得尼泊爾政府出現

了問題，甚至在 7 月的第一週，

尼泊爾共產黨常務委員會 45 位

成員之中，就有 31 人要求奧利

必須下臺。

尼 泊 爾 共 產 黨（Nepal 
Communist Party）是由尼泊爾

前毛派叛亂分子和尼泊爾共產黨

聯合馬列派（Unified Marxist-
Leninist Party） 的 聯 盟 而 成

的。 2018 年 5 月，尼泊爾共產

黨擊敗了親印度的尼泊爾大會

黨（Nepali Congress Party）而

執政。而尼泊爾大會黨是尼泊

爾 19 年以來，第一個多數黨政

府，但該國也飽受不穩定聯盟的

困擾。

侯艷琪是一位高度爭議人

中國女大使介入尼泊爾領導層之爭

物。印度媒體《Siasat Daily》報
導稱，她和尼泊爾陸軍參謀長塔

帕（Purna Chandra Thapa）親

近，並在幕後不斷地製造印度與

尼泊爾邊境齟齬。

根據印度媒體報導指出，因

為內鬥因素，使得這個聯盟即將

會面臨此前聯盟的命運，而在 7
月的第 2 個星期，中國駐尼泊

爾大使侯艷琪與 2 個派別的領

導人展開磋商，以避免其分裂。

中國駐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

大使館聲稱，此次的會面是定期

溝通的一部分而已，可是專家們

卻不這麼認為。

曾經在尼泊爾擔任 4 年印

度外交官的錢德拉塞卡蘭指出，

侯艷琪於尼泊爾兩位領導人之間

達成妥協方面，發揮了決定性的

作用，使得政府得以生存。

中國駐尼泊爾大使侯艷琪。(侯艷

琪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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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海內外熱議一個詞叫

「內循環」，有些人的分析和判

斷，基本都是把內循環和閉關

鎖國聯繫起來，雖然從字面意

義上來講，內循環，給人的感

覺，就是關起門來自己玩的意

思，但是相信大家都聽過，中

古有句古話叫：失之毫釐，謬

以千里。有時候就是那麼一點

點的偏差，對內循環的真正理

解就會產生極大的偏離和誤讀。

這次從三方面解讀何謂真正

的內循環，第一部分內循環是怎

麼提出的，原話是怎麼說的；第

二部分中國的內需市場究竟怎

樣，這個內需市場可以支持中國

實現真正的內循環嗎？第三部分

是從服務貿易逆差的變化趨勢去

理解，真正的內循環究竟是什麼

意思？

內循環的首次提出是副總理

劉鶴在陸家嘴金融論壇上的書面

發言，他講到「一個以國內循環

為主、國際國內互促的雙循環發

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接著就是中國最高層今年 7
月 21 日召開的企業家座談會上

的講話，全文可以在網上查到，

其中講到：「面向未來，我們要

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

展格局。」

其實這次講話除了內循環這

個關鍵詞，還有其他重要內容，

比如說市場主體是經濟的力量載

體，保市場主體就是保社會生產

力、「希望企業家增強愛國情懷；

希望企業家誠信守法；希望企業

家承擔社會責任。」13 年的新

常態，15 年的供給方結構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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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內循環出了問題，房地產和

基建拉動的模式走不動了。重

點是基建是附著於房地產之上

的，如果沒有房地產，基建是

做不下去的，這兩個東西其實

是一家人。中國在 14/15 年

當時因為房地產的持續低迷，

庫存的高企，整個經濟內循環

有坍塌的風險，就說明它的重

要性。

至於外循環，08 年那一次

經濟危機，直接造成了外需的

斷崖式下滑，中國經濟迅速進

入冰凍期。

而這一次是內循環和外循

環雙向萎靡，雖然不是像 08 年

和 14/15年那種的崩塌式萎縮，

但是所有人肉眼所見，都知道

不管是全球貿易和國內內需市

場，都進入了一個血腥的存量

革；三去一降一補；到今天的國

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

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

上一次是 18 年 11 月份民

營企業家座談會，主要是解決民

營企業家顧慮的問題，當時很蹊

蹺，社會出現了一種聲音叫「民

營企業家退場論」，搞得民營企

業家人心惶惶，後面專門召開了

這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提出了

民營企業是自己人，才打消了輿

論上出現的這種論調。

每次中國最高層出現一個

對經濟的新的想法時，基本都

會對未來經濟產生一些比較大

的影響，這種影響往往需要幾

年時間才完全浮現。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

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

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

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

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上一期我們討論了中國經

濟上半年究竟怎麼樣，裡面提

到投資 / 消費 / 出口，拉動三

架 GDP 的馬車中，投資最為強

勁，其中房地產開發是最突飛猛

進的，而製造業則最低迷，但是

轉向內需市場最重要的消費，是

最弱的。以下再具體看一下中國

消費的一些情況。

從 1 月 到 6 月， 社 會 消

費品零售總額出現 11.4% 同

比下滑，其中紡織服裝下跌了

22%、 餐 飲 下 滑 了 30%、 手

機下滑了 17.7%、汽車下滑了

22.6%。這說明老百姓手裡是真

的沒錢，內需並不旺盛。再看

客運量，這是與經濟活動息息

相關的指標，這 6 個月下跌了

54.8%，目前根本還沒恢復、離

正常水平差很遠，也說明整個商

務經濟也沒有真正地恢復。

此外，上海、北京、深圳

等一線及二線城市租金都在下

跌，代表就業也很不好，這種

情況下討論「內循環」，把內需

市場做大，可能嗎？

中國經濟主要由「內循環」

及「外循環」構成，後者是將

進口原材料做成產品出口的循

環，賺取外匯，其實這兩者任

何一個被打破，整個經濟就會

出現問題。

14/15 年當時面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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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搏殺的階段。 1-5 月，中

國服務出口降幅趨穩，進口降

幅進一步加大，出口降幅小於

進口 19.2 個百分點，帶動服務

貿易逆差下降 44.9% 至 3500.8
億元，同比減少 2851.5 億元。

所以將進口盡量減少、用

國產的東西替代，就是內循環

的含意，但是有些東西是不能

自給自足的，比如芯片，中國

在各方面水平都是不夠的，而

缺少芯片會為中國經濟帶來災

難性的結果：冷氣不能用、生

產不了手機、冰箱、電梯等，

所有與電子相關的行業或產品

都會受影響。

最後總結一下，中國經濟

的內需市場是 GDP 三駕馬車中

最為萎靡的一塊，沒有制度性

的二次分配改革，內需是很難

提振的，中國現在提出的國

內國際雙循環為輔的新格局

主要是為了應對全球化到達

頂峰以後，即將到來的是強

烈的貿易保護主義，希望盡

量把吃喝玩樂都留在國內，

最好是海外的消費也留在國

內，同時加強進口替代戰

略，最後爭奪的就是全球的

存量市場。這樣既增加了國

內的內需市場，同時減少了

外匯儲備的消耗，這就是內

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

環互為促進的新格局的真正

含義。

中國內循環的真正含義：
不是閉關鎖國

財經 
評析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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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劉翰青

讚曰：

一土臨朝更不祥，

改年換國篡平床。

泉中湧出光華主，

興復江山又久長。

——摘自姜子牙預言

《乾坤萬年歌》

歷史原來這樣 之 兩漢之間

楔子

公元九年，長安城，長樂宮

內，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婦人，兩

眼怔怔的盯著地面，正在出神，

她就是歷經了元帝、成帝、哀

帝、平帝四朝的漢孝元皇后——

王政君。此時的她心中正百感交

集，因為曾奉她為國母的西漢帝

國剛剛被篡奪了社稷，而篡漢自

立者不是別人，正是她自己一直

眷顧的親侄兒——王莽。

「難道天數如此嘛，唉…」

元后一聲歎息，前塵往事如電光

火石般在心頭閃過…

（一）一土臨朝更不祥

剋夫的「貴女」

王政君的身世，表面看來

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了，她生於

漢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 71
年），老爸王禁是個延尉史——

「基層檢察院」裡一個「檢察

官」。老王先生官兒不大，「造

人」的本事卻不小，生了四個女

兒、八個兒子，王政君便是家

裏的二小姐。

以老爸的職務論，王政君算

不上「官二代」，和「太子黨」

就更不沾邊了，論長相呢，史書

上只說她「婉順得婦人道」（《漢

書 ‧ 元后傳》），意思是性情柔

順、很有女人樣，這是個甚麼等

級的評價呢？這就好像見到一位

姑娘吧，首先你得誇人家漂亮，

不漂亮的才說她有氣質，沒氣質

的得說人家有文化，實在沒甚麼

可誇的，到了非得用徵婚廣告的

常用語——「體健貌端」時，基

本就和罵人差不多了。所以，從

一句「婉順得婦人道」，卻不提

及相貌，就清楚了——她雖然一

定不是「恐龍妹妹」，但也不會

是傾國傾城之色。

用通常的眼光看，很難把這

位姑娘和漢帝國「第一夫人」聯

繫上。但是，命運往往不能靠常

理來推測。

其實，王二姑娘出生時，就

有些與眾不同的意思，「李親任

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漢

書‧元后傳》）——她老媽懷她

的時候，有天晚上，夢到月亮遛

遛達達到自己懷裡來了。按預測

學的說法，這孩子絕不會是普通

人。可是，這孩子長大後，怪

事來了——家裏給她訂了一門

親，還沒嫁過去呢，未婚夫就死

了——「嘗許嫁未行，所許者

紀太小，所以由已成為太皇太后

的王政君臨朝聽政，正如建公預

言——「有貴女興天下」，此乃

後話。

「聖女」的養成

王禁把前前後後的事情連在

一起一琢磨，越發覺的算命先生

說的很對，於是，他給這個女

兒追加「教育經費」、參加各種

「補習班」——「禁心以為然，

乃教書，學鼓琴」（《漢書 ‧ 元

后傳》）。連王爺都配不上自家

女兒的貴命，那就只能考慮皇室

了，王禁把自己這個「貴女」送

進了皇宮，這樣算是和皇室扯上

了關係，但是王政君的身份只是

個「家人子」——漢朝皇宮裡

「菜鳥」級的宮女，至此，依然

看不出王二姑娘的貴氣。

但是，天定的事，無論人覺

的如何難以實現，最終都會戲劇

性的呈現在歷史舞台上。

漢元帝劉奭

沒過多久，太子劉奭最寵愛

的司馬良娣（皇太子妾）死了。

本來，生老病死是人間常態，除

非作神仙，不然誰也逃不開，劉

奭再怎麼愛自己的妻子，悲傷之

後也得繼續過日子，問題是，這

位司馬良娣死的時候告訴劉奭，

她不是正常病死的，而是劉奭的

其他妻妾裡有人用巫術害她。

其實，和兩千多年後同一

片土地上出現的——「躲貓貓

死」、「做噩夢死」、「喝涼水

死」、「畏罪絕食死」、「自己

撞牆死」、「夢遊跌倒死」、「骷

髏死」…等等各種死法相比，

司馬良娣已經「死」的很「幸

運」了。

不過，劉奭對眾妻妾是再也

不會原諒了，他又悲又恨，自己

也病倒了，整天鬱鬱寡歡。兒子

變成這樣，老爸不能不管啊，漢

宣帝讓皇后從後宮裡選個合適的

宮女，作自己的兒媳婦。這場微

型「超女選拔賽」的第一階段，

王政君和其他四名宮女入圍了。

這天太子來給皇后請安，皇后把

入選的五名宮女叫來「排排座、

吃果果」，讓太子自己從中選一

個。劉奭舊情難忘，哪有這心思

啊，但這畢竟是皇后的一番好

意，他也不好拒絕，就敷衍了一

句：「裡邊有一個還行。」——

「強應曰：『此中一人可』」（《漢

書 ‧ 元后傳》）。也是命該如

此，當天，其餘四位宮女的穿著

差不多，只有王政君與眾不同的

穿了一件紅邊衣服，偏巧她又坐

在太子旁邊，長御（皇宮女秘

書長）以為太子指的就是王政

君——「是時政君坐近太子，

又獨衣絳緣諸於，長御即以為

是」（《漢書 ‧ 元后傳》），王二

姑娘就這樣擺脫了成為「剩女」

的危險，向「聖女」又邁進了一

步。

如果事情僅僅如此，王政君

不過是太子眾嬪妃中的一個，依

然不會在史書上留下甚麼記載，

可是「湊巧」的事兒接著又來

了。太子後宮裡妻妾有十幾個，

為的就是保證皇室的血統能傳承

下去，別絕了種兒，可是最早嫁

給太子的，至此已經七、八年

了，太子仍舊一個孩子都沒有，

而王政君和太子一次洞房之後竟

然就有了身孕，後來生下個男

孩。漢宣帝對這個孫子喜歡的不

得了，為他取名劉驁，也就是後

來的漢成帝。此後不久，漢宣帝

駕崩，劉奭從太子變成皇帝，是

為漢元帝，兒子劉驁作了太子，

王政君母憑子貴，成了孝元皇

后。事實證明，她老爸王禁當初

請來的算命先生，的確不是賣狗

皮膏藥的。

歲月如梭，劉奭作了十幾年

社稷之主後，駕鶴西遊了，劉驁

繼承了九五之位，是為漢成帝，

他的老媽王政君也順理成章的成

了皇太后。而且，劉驁還把自己

的幾個舅舅全都封了侯，封了

侯就有了自己的封邑，封邑的

稅收歸自己所有，這可是份「高

薪」，可謂平地一聲雷——陡然

而富。其中皇太后的大哥王鳳不

但有爵位，還被授以大司馬大

將軍（國防部長兼三軍總司令）

的實職，一下子成了「國家重要

領導人」。倒真的應驗了他們

的祖父王翁孺當年所說的——

「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

      （未完待續）

對辦事不那麼「給力」的地方官

員，也不過多的追究他們——

「翁孺皆縱不誅」（《漢書 ‧ 元

后傳》），按民間的說法，他給

子孫積了不少德。王賀感歎道：

「我聽說救活一千個人，子孫

會得善報封爵！我放過了上萬

人，我的後代將來會得大福報

吧！」——「吾聞活千人者有

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

其興乎！」（《漢書‧元后傳》）

後來，王家搬到魏郡元城

( 今河北大名縣東 )。當地有一

個懂風水占卜的人，聽說王家

喬遷到此的消息，預言道：「春

秋時代，沙麓山 ( 在今大名縣東

部 ) 突然崩塌了，當時，晉國史

官因此占卜，卜辭說『陰為陽

雄，土火相乘，所以沙麓山崩

塌，山崩之後六百四十五年，會

有聖德女子出現』，這指的應該

就是齊田氏，現在王翁孺家搬

來，正住在當年的沙麓之地，時

間也和卜辭相符。…恐怕八十年

後，王家真有貴女出世而興天

下了——「元城建公曰：昔春

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

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

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

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

正真其地，日月當之。…後八十

年，當有貴女興天下」（《漢書‧

元后傳》）。

建公這番預言絕不是胡弄玄

虛，關於沙麓山崩塌之事，春秋

三傳（《左氏春秋傳》、《春秋公

羊傳》和《春秋谷梁傳》）中都有

記載——「秋八月辛卯，沙鹿

崩」，此事發生在魯僖公十四年

（公元前 646 年）。沙鹿山崩之

後六百四十五年，正是漢平帝登

基之時 ( 公元前 1 年 )，也是王

家搬到元城八十年後，因平帝年

（一）

死」（《漢書 ‧ 元后傳》），沒辦

法，再找「下家兒」吧。後來，

不知誰給保的媒、拉的線，東平

王給王家下了聘禮，要娶王政君

作妾，王禁琢磨，女兒死了一回

未婚夫，就是望門寡了，而且，

男方好歹是個王爺，妾就妾吧，

本以為二女兒就這麼嫁出去了，

沒想到，沒等女兒過門，東平王

又掛了——「後東平王聘政君

為姬，未入，王薨。」 （《漢書‧

元后傳》）。

王禁有點暈了：這是要和

「挺誰誰死」的張召忠少將比誰

的命中率高，還是咋的？這是

我姑娘嗎？整個一「男性殺手」

啊。這丫頭不會是「剋夫命」

吧，以後嫁不出去可咋整，這得

找個明白人看看——「禁獨怪

之，使卜數者相政君」（《漢書‧

元后傳》），算命先生說這位二

姑娘「當大貴，不可言」（《漢

書 ‧ 元后傳》），言外之意，王

政君以後貴不可言，前邊這二位

沒這個福分。這讓王禁不由想起

家中長輩說過的舊事。

王家祖上本是春秋戰國時齊

國（田齊）的國君，也就是所

謂「齊田氏」，後來，齊地的人

因為他們家曾是齊王，就一直稱

呼他們「王家」，從此他們家就

改姓王了。——「齊人謂之『王

家』，因以為氏」（《漢書 ‧ 元

后傳》）。

到了王禁的老爸這一代——

也就是王政君的祖父王賀（字

翁孺），在漢武帝天漢年間（公

元前 100 年 - 前 97 年）任繡衣

御史 ( 戰時監督地方官員的中央

特派員 )，王老先生為人比較厚

道，所以在自己的轄區魏郡 ( 今
河北省邯鄲以南，至河南安陽一

帶 ) 內，對地方管理的很寬鬆，

漢宮春曉圖 · 仇英(約1494-1552)。本幅以春日晨曦中的漢代宮廷為時空背景，描繪後宮佳麗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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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從禹、湯到漢武帝、

唐德宗、清世祖、清聖祖，每當有重大的

天災人禍發生時，帝王們常常都要反省自

己──我做錯了甚麼？為甚麼上天會震

怒？然後，沐浴齋戒，拜祭天地，甚至向

天下發出《罪己詔》，公開對自身的過錯

和失敗進行反省懺悔，向上天、向所有百

姓承諾一定會改正錯誤，並要求天下人務

必要勸諫、監督自己，以此來獲得上天的

原諒，免得上天降罪、百姓受苦。

 自責己過，對有良知者來說，原是件

平常的事。但作為「君權神授」的古代帝

王，能對自己的過錯反省悔悟，卻實屬不

易，倘若再寫成文告───《罪己詔》，

頒示天下，那就更難得了。那麼，何以貴

為「天子」的古代帝王會公開對自身的過

錯和失敗進行反省懺悔呢？這就得追溯到

中國的文化傳統了。

 在中國古代，天神（即上帝，或稱天

帝等）是天地間至高無上的主宰，「奉天

承運，受命於天」的帝王，是上天派到人

間的統治者，故稱「天子」。在我們的祖

先看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

常，惟惠之懷」，上帝的眷顧與「天子」

的個人德行息息相關，天命只會眷顧「有

德之君」，一旦「天子」失德，勢必就會

影響到王朝的興衰，「失德之君」最終都

會被天命所遺棄。因此，君王如果想要江

山永固，就得修德以配天，而天災人禍則

是「天意」的體現，古代統治者大都視其

為「天象示警」。

 歷史上最早「罪己」的古代帝王是禹、

湯。史載，大禹登上帝位後，有一次看見

犯罪之人，就傷心的哭了起來，左右問其

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

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

以痛之。」生活在原始社會末期的禹見民

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

個首領，於是自責。

 商滅夏後，湯布告天下，安撫民心，

史稱《湯誥》。湯深刻的檢討了自己的過

錯，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

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

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後，適逢商連年

大旱，五穀不收，負責宗教祭祀的大臣

說，要用人為犧牲，向上帝祈禱求雨。於

是，湯「剪髮斷爪」，身為犧牲，禱於桑

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

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

神傷民之命。」於是，民大悅，雨亦大至。

 禹、湯罪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應，遂

成為後世帝王皇帝效法的榜樣。

 史載漢武帝即位後攻打匈奴，開疆拓

土，戰爭不斷，致使民力枯竭。武帝晚年

漸有所悔，征和年間，他駁回了大臣桑

弘羊等人屯田輪台（今新疆輪台縣）的

奏請，決定「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

詔」。他「深陳既往之悔」，不忍心再

「擾勞天下」，決心「禁苛暴，止擅賦，

力本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

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

也」。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輪台罪己

詔》。漢武帝晚年面對大廈將傾的危難局

面，全面調整了國家的內外政策，不但使

政權轉危為安，而且也為「昭、宣中興」

打下了基礎。

 唐代也有位皇帝在危難之時發過罪

己詔，他就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

就先後有號稱「四王」、「二帝」的幾個

節度使舉兵反叛。公元 783 年，長安失

守，德宗倉皇逃亡，被叛軍一路追殺至

奉天城。次年春，他痛定思痛，改年號

為「興元」，並頒《罪己大赦詔》，「分命

朝臣諸道宣諭」。詔書中歷數了自己的

罪過後，說：「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

於下而朕不知，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

庶，痛心疾首，罪實在予。」此詔文字真

摯動人，很有感召力，頒後，「四方人心

大悅」，「士卒皆感泣」，民心軍心為之

大振，局勢因而大變。不久，動亂即告

平息。

 據學者蕭瀚根據《二十五史》進行的統

計顯示，中國歷史上共有 79 位皇帝下過

罪己詔。在天災人禍面前能夠自責，反省

懺悔自己做錯了甚麼，從而修正自己的錯

誤，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找到避免天災

應對人禍的方法，這充分體現了古代明君

的良知，更是天下萬民的一份福氣，也是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華之一。

◎文：白雲飛

中國古代帝王罪己

The virtuous rulers in Chinese history 
– from Yu of the Xia Dynasty (2200 

– 2101 BC), Tang of the Shang Dynasty 
(1675 – 1646 BC), Emperor Wudi of the 
Han Dynasty (156 – 87 BC), Emperor De-
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742 – 805 AD), 
Emperor Shizu of the Qing Dynasty (1638 – 
1661 AD) to Emperor Shengzu of the Qing 
Dynasty (1654 – 1722 AD), would reflect 
upon themselves each time a major disas-
ter occurred. Be it natural or man-made, 
they would ask themselves: Have I done 
something wrong? Why would Heaven be 
enraged? Then these rulers would cleanse 
their bodies, go on a vegetarian diet, and 
worship Heaven and Earth. Some rulers 
would even issue an edict of repentance to 
the whole empire to confess and repent for 
their mistakes and to pledge to Heaven and 
their people to rectify their mistakes. In the 
edicts of repentance, these virtuous Chinese 
rulers also asked their people for their su-
pervision and advice so as to obtain forgive-
ness from Heaven and to spare their people 
from Heaven’s rage.

 It is fairly common for a man of conscience 
to own up to his mistakes and repent. How-
ever, it was not easy for ancient emperors 
who had ascended to their thrones by a 
“mandate of Heaven” to reflect upon them-
selves and repent for their mistakes. It was 
even more commendable for an emperor to 
issue an edict of repentance to openly con-
fess his mistakes to his entire empire. Why 
would a Chinese emperor, believed to be a 
“son of Heaven,” want to openly admit and 
repent for his mistakes? The explanation 
lie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

 In ancient China, it was believed that Heav-
en is the ultimate ruler of all and a human 
king on earth is sent down to earth by Heav-
en to rule over people. Hence, an emper-

or was also known as a “son of Heaven.” 
Heaven is not partial to anyone and will 
assist those people who are virtuous. Peo-
ple’s loyalty changes and only kindness will 
win them over. Whether an emperor would 
obtain protection from Heaven depended on 
the emperor’s personal virtue, for Heaven 
will only watch over a virtuous emperor. 
Once a “son of Heaven” is no longer vir-
tuous, his rule will diminish and his empire 
will be doomed. In Chinese history, all the 
immoral emperors were eventually forsak-
en by Heaven. It follows that an emperor 
must cultivate his morality if he wishes to 
secure his empire.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are believed to be manifestations 
of Heaven’s will; hence, ancient Chinese 
rulers regarded them as “signs of warning 
from Heaven.”

 The first Chinese rulers to reflect upon 
themselves and admit their mistakes were 
Yu of the Xia Dynasty and Tang of the 
Shang Dynasty. According to Chinese his-
tory, after Yu ascended to the throne, he 
once saw a criminal and began to weep in 
sadness. When asked why he was so sad, 
Yu replied, “In the times of Emperor Yao 
(2356 – 2255 BC) and Emperor Shun (2294 
– 2184 BC), the people followed Yao and 
Shun as though they were of one heart. Now 
I am the emperor, but the people follow their 
own hearts. That’s what pains me.” Shun 
was an emperor at the end of the uncivilized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When he saw that 
his people failed to follow his examples, he 
felt very guilty and thought he had failed as 
a ruler. He blamed the crime on himself.

 After King Tang of the Shang Dynasty 
overthrew Jia, the last ruler of the Xia Dy-
nasty, he issued an edict of repentance that 
was later known as “The edict of Tang” in 
which he reflected on his mistakes. Tang 

wrote, “I, as an emperor, must bear all sins. 
I dare not forgive myself, for it is up to 
Heaven. I am responsible for millions of my 
people’s sin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ins must not be borne by the millions of 
my people.” Afterwards, the Shang Dynasty 
suffered from drought and the consequent 
shortage of harvests for years. A royal court 
official in charge of religious rites suggested 
offering a human sacrifice to Heaven to beg 
for rain. Emperor Tang refused. He cut off 
his long hair, trimmed his nails and prayed 
for rain in the forest. He blamed the drought 
and famine on himself. He said, “My peo-
ple must not pay for my sins. If my people 
have sinned, I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them. 
There is no need to take their lives on ac-
count of my sins.” His people rejoiced and 
it began to rain.

 The people were moved when Emper-
or Yao and Emperor Tang reflected upon 
themselves. In fact, the two rulers set good 
examples for the emperors to come.

 According to Chinese history, Emperor 
Wudi of the Han Dynasty was known for 
his military campaigns, territorial expan-
sion. Emperor Wudi’s large expenditures 
had exhausted the national treasury.  Late 
in his reign, Emperor Wudi began to regret 
his policy mistakes. During the Zheng He 
Era of his reign (92 – 89 BC), the Emperor 
rejected a proposal by minister Sang Hong-
yang to support military expansion in the 
west by expanding agriculture in Luntai, 
Xinjiang. The emperor did not want to dis-
turb the people again. He criticized himself 
in public and apologized to the whole nation 
for his past military policy mistakes, a ges-
ture known to history as the “Repentance 
Edict of Luntai”. Tian Qianqiu, the prime 
minister at the time, was tasked with rest-
ing the troops, the people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e. Wars and territorial expansion 
generally ceased. Emperor Wudi complete-
ly adjusted his internal and foreign affairs 
policies, which secured his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Emperor Zhaodi and Emperor Xuandi.

 Emperor De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also 
issued a repentance edict. Shortly after Em-
peror Dezong ascended to the throne, he 
tried to limit the power of regional military 
governors who challenged the central ad-
ministration of the Tang empire. However, 
these fiefs revolted, and Emperor Dezong 
was forced to flee the capital of Chang’an in 
783 AD. The rebel army pursued the emper-
or all the way to Tian Cheng. In the spring 
of 784 AD, Emperor Wudi changed his era 
name to Xing Yuan and issued an edict of re-
pentance in which he blamed everything on 
himself. He wrote, “I didn’t realize Heaven 
above me reproached me or the people be-
low me resented me. I have shamed my an-
cestors and disappointed my people. I feel 
pained thinking of my mistakes. Everything 
is my fault.” The edict touched the people 
and soldiers. The situation soon changed 
and the rebellion was pacified.

 According to research con-ducted by a 
scholar named Xiao Han, based on The 
25 Official Dynastic Histories, 79 Chinese 
emperors issued an edict of repentance. In 
the face of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
ters, these Chinese rulers self-criticized, 
repented for, and rectified their mistakes. 
By shouldering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hese 
emperors found a way to avoid further dis-
asters. Their actions have demonstrated the 
conscience of virtuous rulers in ancient Chi-
na. Their people were very lucky.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ir actions manifested one of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The Chinese Emperors’ Edicts of  Repen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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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Winnie Wang

著盤古孕育而生的同時，天

地萬物也誕生了。在這過程中，

陽氣上升，陰氣下降，混沌中分

出陰陽；陰陽相生，太極運轉，

生出層層天地，並孕育萬物。盤

古的身體每天都在生長，天地萬

物與盤古一同生長，是他巨大身

體的一部分。盤古在天地間變化

無窮，他在天為神，在地為聖，

與天地萬物一體，冥冥中主宰著

一切。經過漫長歲月，盤古身體

長得無限巨大，天地宇宙也都隨

著他身體的長成而開闢完成了。

盤古將自己身體化為自然宇

宙，我們所在的地球與無數星系

都只是他身體的一部分，這聽起

來好像不可思議。早在二千五百

年前，佛陀就告訴人類：一粒沙

子裡有三千大千世界。一日月所

能照耀的世界稱為一個小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相當於 10 億個小

世界，相當一個龐大的星系！

在電影《少年派的奇幻之

旅》中有這麼一個小片段，雖然

只寥寥數語，卻成為整部影片的

點睛伏筆，讓觀眾們印象深刻：

在主人公「派」小的時候，他媽

媽給他講了黑天的故事。說黑天

小時候很調皮，喜歡吃土，一次

吃了泥土被他的母親發現，母親

便掰開他的嘴巴檢查，卻在黑天

的嘴裡看到了整個宇宙……

關於黑天的故事，在印

度 上 古 史 詩《摩 訶 婆 羅 多》

（Mahabharata）與《薄伽梵往世

書》（Bhagavata Purana）、《牧

童歌》（ Gita Govinda）等文獻

中都有記載，他是天神毗濕奴在

人間的一個化身。毗濕奴是印度

三大主神之一的守護之神，受大

地女神的請求，化身下凡幫人間

除去暴君，恢復人間安寧。他拔

下一根黑頭髮，在凡間化生為黑

天。黑天小時候很調皮，一次與

牧童們鬧矛盾，牧童就跑到他的

養母耶輸陀那裡告狀，說黑天又

趴在地上吃泥土玩。耶輸陀找到

了黑天，斥責他不該吃土，黑天

便辯解說他沒有吃土。耶輸陀讓

黑天張開嘴巴檢查，黑天張開了

他的嘴巴，耶輸陀卻呆住了。她

在黑天的口中，看見了太陽、月

亮與燦爛閃爍的星空，茫茫星河

的光芒透過層層宇宙星雲散射出

來，她在黑天的口中看到了整個

宇宙！眼前之景令她震撼得瞬間

失去了意識。

盤古開天地，將自己的身體

化為我們人類所在的這個小宇

宙，銀河系等無數龐大的星系在

他體內運轉，這些情景是何曾的

相似。中國的道家與古希臘的先

哲們，也都在歷史中告訴人類：

人體是一個小宇宙。人類身體與

宇宙是對應的，只是一個在微

觀，一個在宏觀。

現代科學也發現，若將人的

表層肉體無限放大，會看到我們

肉體是由無數細胞構成的，細胞

又是由無數分子構成的，分子是

由原子構成的，原子由原子核與

電子構成的……細分下去，無窮

無盡。而且物理學家們發現，電

子圍繞原子核轉動，遵循行星圍

繞恆星運轉的三大定律，它們的

運轉和存在方式非常相似，只是

一個存在於微觀世界，一個存在

神話密碼解譯‧盤古開天上

於宏觀世界。若將電子放大到星

球這麼大，人體是不是一個巨大

無際的宇宙？裡面是不是生存著

無數更微觀的生命？

反過來也是如此，將我們人

類所在的這個宇宙無限縮小，會

看到地球與其他八大行星圍繞太

陽運轉構成了太陽系，無數個像

太陽系這樣的恆星系構成了銀河

系，銀河系又與其他大星系構成

星系群，星系群再構成本星系

群、本超星系團……最後無限縮

小下去，可能會發現這一切只是

一個細胞，再無限縮小下去，會

不會看到盤古神的真容？發現這

一切都是盤古神的身體，我們只

不過存在於他身體的一個微小粒

子之上？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生

在此山中」，我們人類的智慧與

認知實在太狹小。所以神在二千

多年前告訴蘇格拉底，蘇格拉底

又告訴了世人：人是沒有智慧

的，人類知道自己的無知才是智

慧。人類對自然宇宙永遠只能抱

著一顆敬畏的心，萬萬不可妄自

尊大，否則就會走在自我毀滅的

路上。

中國古老而神秘的上古之

書《山海經》，是由《山經》、

《海經》與《大荒經》三部分所組

成，其中《山經》部分稱為《五藏

山經》，分為東、南、西、北、

中，五大區域。五藏在古時候指

五臟，即大地的五臟所在。《五

藏山經》的五大區域中，共 26
條山脈。而人體正穴所在的脈絡

也一共是 26 條，十二正經（左

右對稱）加上任督二脈。

（未完待續）

◎ 文：李道真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根據《三五曆記》、《五運曆年紀》與《述異記》等

古籍的記載：在極其遠古以前，我們人類所在的這個宇宙

還沒有誕生，那時沒有人類，也沒有天地萬物，只有一片

混沌。就像雞蛋中孕育著生命一樣，經過漫長歲月，混沌

中孕育出一個巨大的生命體，他就是盤古。

盤
古
開
天

京房《易候》曰：「地中訩

訩，若嗷嗷，為凶祥，所愛子

死，邦有殃。」大意是：若「地

鳴」是類似哀鳴、呼號的聲音，

是凶兆，意味著國家將有災禍。

對天空中的響聲，古人稱

天鳴。京房《易傳》曰：「天鳴必

有殺行，民流亡。」又曰：「萬

姓勞厥，妖天鳴。」大意是：

「天鳴」出現必有殺伐之舉（戰

爭），導致百姓顛沛流離。

京房《易妖占》曰：「天鳴有

聲，人主憂。」大意是：「天鳴」

出現，國君定有憂患。

而此次傳出「怪聲」的貴

州，在 2002 年 6 月就出了一樁

奇聞。在貴州境內發現一塊 2.7

億歲的「藏字石」，500 年前崩

裂，巨石斷面內驚現六個排列整

齊的大字「中國共產黨亡」。

那麼，貴州這次的山谷「怪

聲」和「藏字石」之間，是否有

著冥冥中的必然聯繫？

近日，貴州畢節市威寧縣秀

水鎮堅強村的一山谷中，連續數

天傳出陣陣不明來源的怪聲，引

起當地民眾的恐慌與外界的關

注。有成千上萬人跑到事發地點

去聽這奇怪的聲音。

當地村民介紹說，怪聲是從

6 月 26 日開始的。聲音像是從

山洞裡發出來的牛叫聲，聲音很

大很大。每天從中午開始，一天

都在叫，已經連續叫了十餘日。

當地人也不知道究竟是甚麼聲

音，大家都很恐慌，很多人不敢

在那住，到別的地方住了。

怪叫聲被民眾傳到網上後，

迅速發酵。有網友認為，這怪聲

是「龍吟」，是地震的前兆。

7 月 2 日，中共官媒搬出專

家說法進行「闢謠」，稱「無地

震前兆現象」。結果當天在離

事發地 49 公里外的赫章縣就發

生了 4.5 級地震。隨後官方又請

出鳥類專家進行「闢謠」，稱怪

聲是由外形似鵪鶉的黃腳三趾鶉

發出。專家的定論顯然不能讓人

信服，山裡人見慣了各種鳥叫，

不可能分辨不出這種叫聲特別的

鳥，何況貴州還是黃腳三趾鶉的

棲息地之一。

就在此事發生前的三天，也

就是 2020 年 6 月 23 日，多名

成都市民上網發帖，稱在上午

10 點左右，聽到了天空傳來巨

響。而當日，遼寧瀋陽多個地區

的網友也表示，在中午 11：36

左右，聽到了天空中的巨大響

聲。據線民描述，這種聲音非常

具體且巨大，音量大到連汽車的

警報器都會被觸發。兩地官方均

表示將對響聲進行調查，但都未

有結果。

其實，對於這種在自然空

間當中傳出的不明聲音，古籍

中有許多記載，古人稱之為「山

鳴」、「地鳴」和「天鳴」，且

多是災難的預兆。

根據一些地方志記載，該地

在發生洪水的三天以前，人們都

聽到類似牛叫的聲音，當時人認

為是「蛟鳴」。明朝弘治年間廬

山發出怪聲，當時人稱之為「山

鳴」，結果後來就發生了洪水泥

石流。據中共官方消息，截至

7 月 3 日，中國 26 省區市 1938

萬人遭受洪澇災害，過去一週全

國 158 條河流發生超警以上洪

水。而貴州是暴雨、山洪及泥石

流災害的重災區。

《後漢書》有載：東漢建安

七、八年間，長沙郡（今湖南省）

的醴陵縣境內有大山開始常常發

出很大聲、像牛叫一般的聲響，

長達數年。後來當地發生兵亂，

入侵者殺了很多官員和百姓。

「天鳴」與「地鳴」在古人

眼中，亦是執政者失德而招致上

天降下災異的警告。因為古人認

為天、地、人並非是獨立存在

的，而是相互關聯的。

唐朝太史監瞿曇悉達在開元

年間主持編纂的占星術書《開元

占經》中，有對「山鳴」、「地

鳴」、「天鳴」這些異象做出解

釋。《地鏡》曰：「山無故晝夜

有聲如哭，天下兵喪。」「地中

哅哅有聲，人君好興兵相致。」

是說如果發生山鳴、地鳴，都意

味著天下將有戰爭和兵喪之亂。

庚子年，註定是不平

凡的一年。人間災禍連連

的同時，亦是異象頻出。

從多地天空不明原因的巨

響，到貴州山谷中的怪聲，

儘管所謂的專家做出了種

種解釋，但結論卻很難讓

人信服。

◎ 文：青蓮

  
天地傳異響 古籍可解迷       

◎ 文：藍月

世界上一些國家至今地下

還有很多地雷。據聯合國估

計，以目前的科學技術，清除

所有的地雷需要 1100 年的時

間。聯合國聲稱，地雷的社會

經濟影響出現在這些國家社會

的每一層面。耕地無法耕種，

人員傷亡不斷。

1996 年，莫桑比克的國

防部長估計還有 300 萬顆地

雷埋在地下。國際助殘組織估

計，這個貧窮的國家每個月有

20人踩到地雷，60%會死亡。

海灣戰爭時期，大約有

97.8% 的科威特土地受到地

雷和 UXO 的影響。科威特

政府用了 24 個月，花費 1.28
億美金，掃除了將近 200 萬

顆地雷。

據聯合國估計，伊拉克地

下至少有 1000 萬顆地雷，安

哥拉的地雷數量在 1000 萬到

2000 萬顆之間。伊拉克曾在

伊朗布下了 1600 萬顆地雷，

埃及在二戰及埃以戰爭中埋下

超過 2300 萬顆地雷。在阿富

汗、波黑，遍布全國的地雷，

使得每天都有人被炸死或炸

傷。安哥拉因地雷導致的截肢

人數達到 7 萬人。柬埔寨已

有超過 4 萬名居民因被地雷

炸傷而遭受截肢。

清除世上地雷
需 1100 年

Adobe Stock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5看命理 Fortune2020年 7月 30日—8月 5日     第117期    

Rundle Dental Dental
         牙醫診所牙醫診所

歡迎南部新症、急症

服務全家的牙齒護理美容服務全家的牙齒護理美容

兒童牙齒保健

拔牙及根管治療

牙冠牙橋修復

牙齒矯正及
隱形牙套

牙齒美白美容

種牙及活動型假牙

注射 Botox 除皺針

保險直接結算服務

6 種語言服務 給您如家感覺
英文、廣東話、普通話、菲律賓話、
泰文、阿拉伯語

提供緊急會診提供緊急會診
我們明白您的焦慮 放心交給我們我們明白您的焦慮 放心交給我們
* 不同時間可能有不同醫生當值* 不同時間可能有不同醫生當值

免費牙齒矯正諮詢免費牙齒矯正諮詢
歡迎來電諮詢詳情歡迎來電諮詢詳情

77 天應診天應診
週一至週五 9am - 8pm週一至週五 9am - 8pm
週六、週日 9am - 6pm週六、週日 9am - 6pm

3B-3735 Rundlehorn Dr Ne, Calgary, AB T1Y 2K1
(587) 329-8483

www.RundleDental.com/ch

許明娟醫生
超過 20 年經驗資深牙醫
國際牙科矯正協會成員
(Member of IAO)(Member of IAO)

陳忠豪醫生陳忠豪醫生
10 年經驗 

美國牙科畢業

         

Yasmin Hammad 醫生Yasmin Hammad 醫生
經驗豐富的牙科 D.D.S

Jayne 洗牙師Jayne 洗牙師 (Hygienist)(Hygienist)

開朗有耐心 熱心服務 

6 種語言服務 給您如家感覺6 種語言服務 給您如家感覺6 種語言服務 給您如家感覺

許明娟醫生許明娟醫生許明娟醫生

✆ (587) 318-2759
107-7004 Macleod Trail SE, 
Calgary, AB, T2H 0L3
Chinookvillagedental.com

新診
所開張

！服務卡
城南部

Chin
ook V

illage D
ental

◎文：軼飛

《夷堅志》裡有這樣一則故

事，叫「趙興宿冤」。故事發生

在南宋時候，信州有個當兵的

人，叫趙興。宋高宗紹興初年

時，趙興娶妻，到妻子家做了一

個上門女婿。奇怪的是，他第一

次到妻子家拜見岳母時，就顯出

憤怒的神色。

在妻子家生活了一段時間

後，對岳母越發不能恭順，經常

為一些生活瑣事而發生矛盾。妻

趙興宿冤 
子一家都覺得莫名其妙。

一天晚上，趙興喝醉了，竟

然舉刀將岳母殺死，因此被官府

逮捕。經過一番審訊後，趙興被

處死。趙興死後的兩年中，家中

總有怪事發生。趙興的妻子因為

失去了母親與丈夫，一直很悲

痛，經常悲傷的祈禱。

有一天，趙興的妻子突然無

病暴亡。奇怪的是，她的身體還

有餘溫，因此家人不忍心立刻將

她下葬。

沒想到，五天之後，趙興的

妻子竟然死而復生。她對家人

說，有一天她正坐在房中做針線

活兒，突然來了兩個官府的差

吏，將她帶到一處官衙。在那

裡，她見到了死去的丈夫，披枷

帶鎖，被捆著手腳。還見到了死

去的母親，也帶著一個副枷鎖

站立一旁。母親對趙妻說：「兒

啊！快為娘報仇啊！」

接著官吏又將趙興的妻子帶

到另一個地方，很多官吏在那裡

審案。有一個官吏向她尋問她丈

夫當時行凶的情況。她就照實以

對。審訊結束後，她被放還。家

人們很驚訝，認為趙興的妻子一

定是被帶到了陰司。

不過，雖然趙興的妻子還陽

了，可到了後半夜，她又被陰司

的官吏帶走了。但這一次時間很

短，不到一個時辰就甦醒過來。

趙興的妻子告訴家人說，陰司的

審訊已經結束了。原來，我母親

前世是一個男子， 我丈夫前世正

是他的妻子。那一世的母親將丈

夫殺害，所以，這一世，丈夫轉

生為男子，母親轉生為女子，兩

人再次成為親屬，目的是了結之

前的業債。現在，無論是陽間的

官府，還是陰間的陰司，都已經

結案了，母親與丈夫的這段怨緣

得以了結了。

從此以後，趙興的妻子再沒

有出現過假死的現象。而且家中

怪異的事情也不再發生，一切恢

復了正常。

趙興的妻子突然無病暴亡，到陰司見到

前夫和母親的宿冤斷案了結。（網圖）

姓貧窮叛去，道多飢人。」

五行之木混亂，草木生長顛

倒，春天凋敝秋天卻繁盛。這是

因為官府苛捐雜稅太多，使得百

姓窮苦流離，饑民多。與木相關

的災難有森林毀滅、蝗蟲、饑荒

等等。

「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

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絀，

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

序，而民疾疫。」

五行之火混亂，冬天溫暖

夏天寒涼。對應的是君王昏庸，

善人得不到褒揚，惡人得不到懲

治。官員尸位素餐，有才能的人

被埋沒，所以季節失去規律，瘟

疫惡疾在百姓中蔓延。引發與火

相關的災難，如爆炸、火災、旱

災等等。

「土有變，大風至，五穀

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

無度，宮室榮。」

五行之土混亂，會遭受風

災，糧食受損減產。這是因為世

人不看重品德高尚之人，不尊老

眼下的中國大陸，病毒、洪

水、蝗蟲、豬瘟、鼠疫、地震，

人們每一天都在惶惶不安中度

過，不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甚麼。

而在網上，則流傳著這樣一

個消息，一位佛家修行人在打坐

中見到了天界的司災神，他希望

通過修行人，向人類傳遞一個消

息：2020 年，人類末劫的劫輪

已由中共病毒開始。

人世間五行逆轉，與五行

對應的各種災禍將降臨人間，人

類將為自己的道德的墮落承受著

上界的懲罰。按照中國道家的五

行學說，世間萬物皆由金、木、

水、火、土五行構成。萬事萬物

也都有相應的五行屬性。

五行依序運行，則天下太

平，風調雨順；任何一部分出現

異動，則有相應的災禍。

《春秋繁露．必仁且知》說：

「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

威也。」天災，就是上天的譴

責，異相，是上天震怒。既是上

天的譴責震怒，一定是人間出了

問題。

《漢書．董仲舒傳》中，董仲

舒曾對漢武帝說：「如果一個國

家有失天道，上天就會降下災禍

來警告國君。如果不知道改過，

就會出現更嚴重的怪異的天象。

還不知道改過，那麼就要結束這

個王朝了。」董仲舒認為，一個

國家若失道，「就會使民間產生

怨氣（邪氣）；邪氣聚積在下面，

怨惡聚集在上面，上層官員和下

層百姓失和，就會陰陽錯亂，妖

孽滋生。這就是災害怪異發生的

原因。」

據科學研究，人在抑鬱、憤

怒等負面情緒下，會產生毒素，

而當整個社會都籠罩在強大的 
「冤氣、戾氣」中時，足以影響

到天地五行的有序運轉，令陰陽

錯亂滋生災害。

《春秋繁露 ·五行變救》中說：

「木有變，春凋秋榮。秋木冰，

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斂重，百

中國農曆豬年末鼠

年初，起源於湖北武漢

的中共病毒，短短半年

已造成數以千萬計的人

感染，數十萬人死亡。而

疫情尚未結束，大半個中

國又陷入滔天洪水中。

災難，遠遠沒有結束。

◎文：青蓮

五行倒轉 天降大災
敬長，荒淫無度，國家與民爭利

橫徵暴斂，利益集團大發橫財，

只顧自己的榮華富貴所致。同時

會引發與土相關的地震、泥石

流、火山噴發等災難。

「金有變，畢昴爲回三覆，

有武，多兵，多盜寇。此棄義貪

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

利，多奸軌。」

五行之金混亂，天上的畢宿

（星宿）和昴宿會發生迴旋，多

次相覆，地上會有兵災，多強盜

賊寇。這是統治者丟棄道義，貪

權重利，輕視人民生命，重財物

利益，賄賂盛行。百姓大多唯利

是圖，社會充滿奸詐貪婪的風氣。

「水有變，冬溼多霧，春夏雨

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五

行之水發生混亂，冬天就會潮溼

多霧，春夏卻頻降暴雨冰雹。因

為國家的法令形同虛設，壞人得

不到懲治。會引發水災、海嘯、

冰雹、雪災等與水相關的災難。

《春秋繁露 ·五行變救》中說：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

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

三年，天當雨石。」

五行發生變化後，統治者當

對天下施以德政，提升人民的德

行方可解除。否則還可能會出現

天降石雨的災難。

《冰雹之災》，John Martin 1823年畫作（波士頓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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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誡子書》是諸葛亮在離世前一年，

寫給兒子諸葛瞻的一段話。全文僅僅 80
餘字，卻成為了中華兩千年來最著名的家

訓之一，也是最精短的家訓之一。諸葛亮

不僅生前有著非凡的歷程，更有著身後的

千古美名，被譽為「智慧的化身」。

他的後裔人才輩出。至今諸葛村（位

於浙江省蘭溪市諸葛鎮）的人仍秉承淳

樸善良的本性，且大多能醫善文。

《誡子書》融匯了一代高人的心血與

智慧，對諸葛世家影響深遠。從《誡子

書》中，我們細細品讀與領悟，可窺知它

傳遞了非同尋常的力量。

一、寧靜的力量

「靜以修身」、「非寧靜無以致遠」、

「學須靜也」，諸葛亮忠告孩子寧靜才能

夠修養身心，靜思反省。若不能夠靜下

來，則無法有效的計畫未來，也不可能安

心學習。只有環境安寧，內心安靜時，才

能高效的學習與深沉的反思。而現代人大

多數終日忙碌，為名、為利、為情，精疲

力竭，何以反思？

二、節儉的力量

「儉以養德」，諸葛亮忠告孩子要節

儉，以培養德行。謹慎理財，量入為出，

不可鋪張，既擺脫負債的困擾，又可過著

自律的簡樸生活，不成為物質的奴隸。而

在鼓勵消費的今日社會，各種浪費驚人，

節儉卻被恥笑，被視為吝嗇，導致資源極

度緊張。

三、計畫的力量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

致遠」，諸葛亮忠告孩子要計畫人生，不

要事事講求名利，才能夠瞭解自己的志

向，要靜下來，才能夠細心的計畫將來。

面對未來，要有理想，有使命感，有自己

正確的價值觀。

四、學習的力量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諸葛

亮忠告孩子寧靜的環境對學習大有幫助，

當然配合專注的平靜心境，就會更加事半

功倍。諸葛亮不是天才論的信徒，他相信

才能是靠學習的結果，即要全心全力的學

習才會有成就。

五、增值的力量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

學」，諸葛亮忠告孩子要增值先要立志，

不願意努力學習，就不能夠增加自己的才

幹。但學習的過程中，決心和毅力非常重

要，因為缺乏了意志力，就會半途而廢。

要一鼓作氣，堅持到底，必得大收穫。

六、速度的力量

「怠慢則不能勵精」，諸葛亮忠告孩

子凡事拖延就不能夠快速的掌握要點，今

日事今日畢。在電子技術極為發達時代，

事情都講求效率。你比別人快一步，不但

能達成理想，還可有更多時間去修正及改

善，會更加完美。

七、性格的力量

「險躁則不能冶性」，諸葛亮忠告

孩子太過急躁就不能夠陶冶性情。有人

說：「思想影響行為，行為影響習慣，

習慣影響性格，性格影響命運。」生命

中要做出種種平衡，要「勵精」，也要

「冶性」，才能有效的提升自己性格的

品質。

八、時間的力量

「年 與 時 馳」、「意 與 歲 去」， 
諸葛亮忠告孩子時光飛逝，意志力又會

隨著時間消磨，「少壯不努力，老大徒

傷悲」。時間本身不可被管理，每天

二十四小時，但可管理自己，善用每

分每秒，不蹉跎時間。尤其在當今的時

代，各種信息如核彈爆炸，垃圾信息也

充斥角角落落，更需把有限的時間用在

最有價值與有意義的事上。人生百年，

轉瞬即逝。

九、想像的力量

「遂 成 枯 落」、「多 不 接 世」、 
「悲守窮廬」、「將復何及」，諸葛亮忠告

孩子時光飛逝，當自己變得和世界脫節，

才悲嘆蹉跎歲月，也於事無補。要懂得居

安思危，才能夠臨危不亂。想像力比知識

更有力量，要從大處著想，小處著手，腳

踏實地，走好人生之路。

十、精簡的力量

這封信，短短八十六字，精簡地傳遞

了具體的訊息。長篇大論反而容易令人生

厭，精簡溝通的效果更佳。尤其在當下，

精簡溝通才更具效力。

【原文】

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字詞義解釋】

（1）仁：愛人利物的胸懷。（2）義：

合宜正當的事。（3）禮：表達關愛、尊

敬、謙讓、感謝、問候等善意時的固定禮

數和言語。（4）智：慎思明辨的能力。

（5）信：誠實不欺的態度和言行。（6）
常：永恆不變的道理。（7）容：容許。

（8）紊：亂。

【譯文參考】

說到仁義禮智信這五種不變的法則，

是做人處事的準則。愛人利物的胸懷叫

做「仁」；合宜正當的事叫做「義」；謙

讓有禮叫做「禮」；慎思明辨的能力叫做

「智」；誠實不欺的態度叫做「信」。這

五種法則，每個人都應遵守，一點也不容

許紊亂。

【讀書筆談】

一、仁義五常之理今何在

這一課講的是五大傳統做人的綱要，

它就是曾經被中共革了命，要中國人一

腳把它踏在地上，永世不得翻身的「三綱

五常」中的「五常」。人們不知何為五

常，卻將它視作牛鬼蛇神。中共操控下的

中國，使《三字經》被迫退出了教育的舞

臺，取而代之的是仇恨和爭鬥的理論。

說起來很悲哀，這裡的五個字——仁

義禮智信，都是讓人做好人的道理。可是

現在的中國人，問孩子，甚至大學生，甚

麼叫做五常？幾乎沒人知道。孩子們接觸

不到這五個字，生活中、課本中，都無人

提及。今天的大人和孩子，口中只有名利

二字，傳統教育被革除的後果，就是道德

的全面敗壞。因此，我們不得不從根本

上，從幼兒教育開始，重新復興自己民族

的文化。仁義禮智信，是儒家教育的核

心，從孔子開始經歷了幾千年。無論後

人出了多少各家的論述，其核心就這五

個字，而核心中的核心，就是「仁義」二

字，這是孔子定下的儒家根本。

二、仁義禮智信  
莫忘仁義為本

仁就是人，同音就是同理，而仁這個

字，由人和二組成，表示人與人的相處，

要相互善待，對人要有愛護之心、仁慈之

心。展開就很豐富了，因為人與人相處，

基於身分、地位、長幼的不同，具體內容

必然不同，不管人與人關係多麼複雜，實

際上就是「善待」二字。比如從小先是接

觸父母、兄弟、姐妹。在父母而言，要面

對下一輩的兒女，自己是長輩，對孩子要

養育，盡父母之責，要他們吃得健康、要

穿得保暖，病了要護理照料、安全的注

意、做人的表率、德育的重視、生存技能

的培養等等，全方位的愛護與教育。而身

為晚輩的兒女，要懂得感恩父母，態度恭

敬，言語溫和，報父母養育之恩；要對父

母養老送終，令其能安度晚年，盡心照料。

因此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最關鍵的特

徵，就是責任與感恩。父母生養與教育的

責任，這是最大的善，而子女對父母，就

是感恩與回報，時時心懷感恩之心，以恭

敬的態度對待父母，回報父母無私付出的

大恩。

家庭的關係，是社會關係的基礎，懂

得孝悌之道，就懂得如何仁善待人，因此

出到社會，會發現上位者講求為下屬承擔

責任，操心愛護下屬。為官者如同百姓父

母，要照顧百姓生存和改善道德風尚，並

成為表率，下位者主要講求謙恭和感恩的

態度，這是正常的社會。

義，往往與正義、義務、義無反顧、

義不容辭、捨身取義、大義滅親等等相

連，說的就是按正理做人做事，絕不允許

不分是非的含有任何私情處理人事。因

此，仁義常合在一起，成為不帶私情的完

美的人格規範。

禮，是仁的外在固定形式的表現，方

便更好地表達自己的善意之心，因此不同

的身分、長幼和場合，有不同的禮數言行。

至於智，其實古代做人這一層，最大

的智慧，就是明辨是非，讓自己始終不迷

失正道，因此有「大智若愚」，「利令智

昏」的成語來警戒世人。小聰明反倒害了

自己，不仁的人，往往因小失大，所以，

聰明反被聰明誤。不貪財、知足，常懷謙

恭與感恩之心，方能符合天道，一生平安

有福。智，依然屬於仁德的範圍。

至於信，現代講的最多，一個人不講

信用，便會失去人心，這當然就是最明顯

的對人不好。能守信，至少不傷害你許諾

的人，也就是對人好，也在仁的範圍，這

是仁的最低要求，也是社會交往的最常碰

到的要求，所以後來單獨列出。

中國古代始終看重生命，以「仁義」

為本。如果對人許下的諾言，或者對人一

心一意做的事，發現是傷天害理的、害人

的，則不能去做，一切以「仁義」為本。

而今天的中國，對生命的漠視，在宣揚仇

恨爭鬥、暴力和謊言的文化教育下，讓人

怵目驚心。

從前，一個動物王國受到了敵國的侵

犯，於是，國王老虎帶領各種動物投入到

保家衛國的戰鬥中。他們衝鋒陷陣，傷亡

慘烈，連老虎自己也身負重傷，而陰險狡

詐的狼卻對國王的寶座覬覦已久。

狼抓住這個機會，不但不積極參加戰

鬥，還趁機在暗中發展自己的勢力：一面

勾結各種凶禽野獸，一面四處宣講吹捧自

己的「治國之才」，極力承諾將給整個動

物王國帶來永遠的和平與幸福。

一天，狼剛和狐狸、鱷魚、毒蛇開完

會回來，討論怎麼給老虎造謠，損害他的

聲譽，降低他在動物王國的威望。回家的

路上，狼一想到自己陰謀即將得逞，臉上

不禁露出奸邪的笑。這時，他看到山羊躺

在路邊，忙作同情與關心的樣子跑上前

去，細聲問到：「兄弟啊，你怎麼了？」

山羊慢慢的抬起眼，有氣無力的說：「我

兩天沒吃東西了，還趕了很遠的路，又餓

又累，根本走不動了。」狼急忙說：「兄

弟，你等一會兒，我去去就來！」說話間

就不見了蹤影。

狼跑到黃牛種的田地裡，看四下裡沒

人，扛起一捆嫩草就跑，眨眼的功夫便回

到山羊跟前，把草放在山羊嘴邊，很親近

的說：「都餓壞了吧，趕快吃吧！」山羊

感動的熱淚盈眶，一邊大口的吃著草，一

邊聽狼講述自己如何憂國憂民，要帶領整

個動物王國擺脫飢餓、疾病、戰爭和災

難，走向幸福的天堂。山羊心中不禁對狼

有一種好感、信任甚至是崇拜。

從此以後，山羊把這段經歷講給其他

動物，時時處處維護起狼的聲譽。狼看到

自己在動物王國裡的人氣日益高漲，而這

時老虎也快要戰勝敵人，不日即將取得最

後的勝利，於是狼急忙的趕到前線，表示

將與老虎同仇敵愾、患難與共，一起把敵

人驅逐出去。狼一邊指使他的親信虛張聲

勢，打了幾場小仗，一邊放風出去，說是

狼憑藉智謀和勇氣趕走了敵人。

終於，戰爭結束了，老虎付出了沉重

的代價，銳力大減。而狼卻在很多動物的

稱讚聲中，領著一群同樣凶殘惡毒的狼，

將元氣大傷的老虎趕到了動物王國南方的

一個小孤島上。就這樣，狼真的成為了動

物王國的國王。

狼把羊奶、牛奶強行收集上來，加

上狼的汗液，摻上水，再打上包裝，取

名「狼奶」，分給各種動物，說是狼的恩

賜，而他卻把搜集來的鹿茸、燕窩、蜂蜜

等山珍海味據為己有。 狼總是一遍遍的

宣稱要給所有動物帶來真正的幸福，而且

只有聽狼的話，才能得到更多的恩賜。狼

還特意給崇拜、信奉狼的動物製作了「狼

家軍」的制服——狼皮，還有狼的徽章。

於是，山羊自以為光榮的穿上狼皮，戴上

狼徽，並時時教導自己的子孫：我們是吃

「狼奶」長大的，狼勝過我們的母親。

然而，狼的嗜血本性是與生俱來、永

遠都不會改變的。由於他的凶殘、貪婪、

自私、虛偽，當面對其他動物指出自己的

錯誤時，總是極力掩飾和詭辯，一邊繼續

欺騙其他不知情的動物，一邊想盡一切辦

法消滅異己，最常用的伎倆便是先栽贓陷

害定下罪名，再將其置於死地，甚至乾脆

將他們吃掉。這也使得其他對狼不滿的動

物，因為畏於狼的狠毒而敢怒不敢言，只

能忍氣吞聲，任其禍國殃民。

然而，狼的一切罪行都沒有逃過獵人

的眼睛。獵人把他的滔天大罪與彌天大謊

一一記錄在冊，並公布於世，同時向狼發

出警示：會在不久的將來清算狼的罪行，

奉勸所有加入「狼家軍」的成員趕快脫下

狼皮，摘去狼徽，並且忠告山羊不要再執

迷不悟。

獵人把公告掛在了橄欖樹上，鴿子在

取橄欖枝時看到了公告，並馬上告訴了山

羊和其他動物。很多動物都脫下了狼皮，

摘去狼徽，可山羊卻不肯，還說：「狼給

了我們飯吃，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

但鴿子還是每天不辭辛苦的向山羊和其他

動物傳遞著獵人的警示。

狼得知這個消息後，不但沒有停止自

己的惡行，反而編造鴿子陰謀篡權的謊

言，並以此為由，瘋狂的殺害鴿子。鴿子

憑著真誠、善良和堅忍，喚醒了很多動物

的良知，不再與狼為伍。日復一日，鴿子

一直在狼的圍殺中傳遞著獵人的警示。

直到有一天，獵人們把槍口對準了狼

群，沒有一隻狼能夠逃出獵人的圍剿，動

物王國終於恢復了平靜……

《誡子書》原文：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

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

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

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

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

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

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

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

復何及！」

9《三字經》讀書筆談 文 |劉如

文 |李靜

《誡子書》的非凡力量
文 |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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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狼奶」長大的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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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外出渡假時，

如果需要拖個房車或補給車，亦

或在高速上拖拉一輛車時，我們

可能都需要一台拖曳力較大的

車。一提及較大的拖曳力，大家

的頭腦裡可能立刻反應出來的就

是大型 SUV 和皮卡 , 實際上，

有些 SUV、甚至緊湊型 SUV
也都有很好拖曳力。這裡給大家

提供以下八款性價比高、拖曳力

大的 SUV 和 Minivan：

雪佛蘭Equinox
雪 佛 蘭 Equinox 是 小 型

SUV 中拖曳力表現最強的車款

之一。新款 Equinox 獲重新設

計，其有了更好的油耗表現，

比之前的版本重量減少約 400
磅。

兩款引擎選配：2.0 渦輪

四缸引擎，輸出 252 馬力，扭

矩為 260 磅呎；1.5 渦輪四缸

引擎，輸出 170 馬力，扭矩為

203 磅呎。兩款車的拖曳力都可

以達到 3,500 磅，這在緊湊型

SUV 中是罕見的。

福特Escape
福 特 Escape 也 是 以 高 性

能、強馬力而著稱。新款福特

Escape 搭載了更強大的引擎、

增大了後備箱空間，且增加了拖

曳力。如果您和家人外出野營、

外出徒步旅行時，寬敞的車內空

間和強大的拖曳力可以輕鬆幫您

解決後顧之憂。

三款引擎選配： 1.5 升四

缸引擎、2.5 升四缸引擎，輸

出 168 馬力；2.0 升四缸渦輪引

擎，輸出 245 馬力。最大拖曳

力可達 3,500 磅。

三菱Outlander
三 菱 Outlander， 毫 無 疑

問，這款經濟實用的 SUV 與其

它的競爭者一樣表現不俗。三排

座位，非常適合家庭出行。如果

在假日裡出去遊玩，再增加一些

額外的行李都可以一起拖上。

三款引擎選配：2.4 升四缸

引 擎， 輸 出 166 馬 力；3.0 升

V6，輸出 224 馬力。另外，該

車也有混動配置，四缸引擎輸出

197 馬力。最大拖曳力也是可高

達 3,500 磅。

通用GMC Terrain
GMC Terrain 也是一款性

價比很好的 SUV。該公司的主

打產品是皮卡車，其將強大的拖

曳能力搭載在了 SUV 上。相比

之前的版本，Terrain 的拖曳力

也很強大，與其它 SUV 相比，

其內部空間有點小，但後備箱保

持寬敞。

三款引擎選配：1.5 升渦輪

四缸引擎，輸出 170 馬力；2.0 
升渦輪四缸引擎，輸出 252 馬

力，渦輪柴油的輸出 137馬力。

2.0 可以拖曳 3,500 磅。

吉普Wrangler
吉普的越野能力很強大，無

論是在泥濘或坑窪不平的路況，

吉普都可以暢通無阻。如果物品

不能都放入車內，那 Wrangler
也可以都輕易地拖走。

兩款引擎選配：V6 引擎，

輸出 285 馬力；渦輪增壓四缸

引擎，輸出 270 馬力。兩門的

Wrangler 可以拖拉 2,000 磅，

四門Wrangler 可拖拉3,500磅。

起亞 Sorento
起 亞 Sorento 時 尚 風 格

和操控性都非常令人著迷，新

的駕駛協助系統和強大的拖曳

力也非常吸引客戶。LX 可以

拖曳 3,500 磅，其他車款可拖

曳 2,000 磅。此外，很令人吃

驚的，全輪驅動可以輕易拖拉

5,000 磅。

福特 Edge

福特的中型 SUV Edge 內
部空間大、操控性佳、整體舒適

感很強。 2.0 升渦輪四缸引擎和

2.7 升 V6 可以拖拉 3,500 磅。

所有車型都是全輪驅動，更有助

於拖拉車物。

SEL 車款等配備了拖拉系

統，例如掛鉤接收器、汽車線

束、拖車用的防搖擺控制器等。

這樣的車款的拖拉力更強大，所

以，如果您需要強大的拖曳力的

車，請確認相應的車款級拖拉配

置。

克萊斯勒Pacifica
克萊斯勒 Pacifica 升級後

的配置和內飾，舒適的駕車感都

是可圈可點的。但其超強大拖曳

力的優勢都蓋過了這些的亮點，

其拖曳能力可高達 3,600 磅。拖

拉配置單獨購買，其包括 4 針

和 7 針拖車線束， 掛車減震器，

重型散熱器，220-amp 交流發

電機和掛鉤接收器。

結論

以上我們介紹了八款經濟實

用的小型 SUV 和 Minivan。在

購車時，請確認配齊了拖曳配

置。因為該配置可以幫助保護車

子，且輕易的拖拉重物。

【看中國訊】把車子借給

您的親朋好友，這可能是件風

險極大的事兒，因為也許因此

您的保險會大受影響。

如果在非常不得已的情況

下，借車給別人，那在雙方交

接的時候，要讓借車者清楚瞭

解他們的責任，請他們知道應

該怎樣為您的財產付責任。這

裡給大家提供一些提示，怎樣

讓借車者能很嚴肅地承擔責

任。

車險跟車不跟人

如果借車給別人，車主

將承擔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故

的後果。加拿大保險署（The 
Insurance Bureau of Canada, 
IBC) 提醒駕車者「如果借車

者開著您的車，發生了碰撞等

事故，這還會算在您的保險

中。當您借車給別人，您也必

須要有借車記錄。」

這也就意味著，如果有人

借了您的車，即使借車者本人

有其他車輛的汽車保險，但這

輛車的最初保險是您的，所以

發生意外時，還是由您（該

車的車主）來申報保險， 而不

是駕車者。保險公司賠付後，

則會導致車主的保險增加。

因此，一位保險業專家認

為，車主需要為他們的財物負

責，即使不是他本人在使用。

如果您偶爾將車借給別人用，

那也要應該將他們的名字寫入

您的車險中 , 這樣會更保險一

些。

借車檢查清單

如果在特殊情況下，您需

要將車借給他人，那在借車之

前，您需要與借車者一同明確

以下事宜。

‧ 非常重要的第一點，

確認借車者有合法的駕照

‧ 在車內存放車輛登記

和保險的複印件，同時告知借

車者該文檔的存放位置。

‧ 雙方都明確車輛使用

的條件和目的，有必要可以書

面備份一下

‧ 讓借車者確保不會將

車再轉借給他人

‧ 在借出車輛前，確認

車輛的里程數，即使借車人是

好朋友和親戚，也需要這樣做

‧ 讓借車者確認所有的

信號燈、車燈、剎車等重要的

部件運作良好

清楚瞭解借車給他人的所

有後果後，這能幫助您更清楚

的做出判斷，這一點很重要。

如果駕車者是很值得信

賴的，而且也有很好的駕車

記錄，可能會能好一些，但

如果不是這樣，那借車者發

生意外，可能會導致你的保

險天價般暴漲。

【看中國訊】可以說大多

數人在清潔汽車時會忽略輪

胎，只是簡單的用水衝一衝

了事。過後一看，車子看上

去很新，輪胎上的臟東西，

特別是油污什麼的，又返出

來了。一般灰塵、泥土還不

要緊，要是沾上油污或化學

品就可能影響輪胎壽命了。

下面就介紹如何清潔輪胎。

汽車發燒友注意了，想讓您

的車保持全新的狀態，不知

道清潔輪胎可不行！

您可以在市場上找到上千

種用於清潔輪胎的產品，它們

能清潔輪胎同時保護漆膜不受

損傷。它們的功能是在輪胎上

留下一層薄膜或防止它們發

光，使輪胎像新的一樣。最好

選擇噴霧型的，它的操作比較

方便。不同的輪胎清潔劑有不

同的針對性，有的去一般油污

強，有的專門除柏油，所以要

事先檢查一下輪胎是哪種污

染，仔細閱讀說明並按照其使

用時間進行操作。

步驟 1：將清潔劑噴塗在

輪胎表面上；

步驟 2：讓清潔劑靜置幾

分鐘，因為橡膠表面多孔，所

以要讓清潔劑有時間滲透進

去；

步驟 3：使用硬毛刷清潔

輪胎，不要擔心刷子會損壞輪

胎，在擦洗時可以施加很大的

壓力。僅推薦使用塑料或鬃

刷，不要用鋼絲刷，它會插入

橡膠並導致洩漏；

步驟 4：盡可能擦去輪胎

上的污垢後，用高壓水槍清除

污垢，在使用高壓水槍前，請

確保戴好眼鏡，否則高壓水槍

可能會傷害您的眼睛；

步驟 5：如果看到輪胎上

殘留有白色或棕色的薄膜，可

重复以上步驟，直到滿意為

止。注意，某些噴塗劑可能要

求輪胎乾燥；

步驟 6：好的汽車輪胎顏

色將持續很長時間，但有的輪

胎經過幾次清洗會變成棕色，

這時可以使用輪胎膠將輪胎恢

復到原始顏色。輪胎膠的類型

很多，也有很多應用方法，請

參照使用說明。

注意：整車清洗前，先清

洗輪胎，以免損傷其它部分的

漆膜等。

福特Escape也是以高性能、強馬力而著稱。新款福特Escape搭載了

更強大的引擎、增大了後備箱空間，且增加了拖曳力。(Ford)

一位保險業專家認為，車主需要為他們的財物負責，即使不是他本

人在使用。如果您偶爾將車借給別人用，那也要應該將他們的名字

寫入您的車險中,這樣會更保險一些。(Fotolia)

清潔輪胎的產

品，它們能清

潔輪胎同時保

護漆膜不受損

傷。它們的功能

是在輪胎上留

下一層薄膜，

使輪胎像新的

一樣。(Getty 

Images)

夏季舉家外出，一款大力的SUV就是您的好助力

買 車 賣 車

北美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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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周傑倫 26 日晚

上首登直播臺，獻出首個直播

秀，不但大秀魔術以外，還與粉

絲閒聊互動，在短短 31 分鐘內

獲得大約一億台幣的捐款收入。

傑威爾音樂表示，會全數交由合

作方代為處理，捐作公益。

周傑倫在社群媒體直播，在

好友魔術師陳冠霖、蔡威澤以及

劉畊宏的陪伴下，現場表演紙

牌、硬幣魔術，一邊與工作人

員、好友劉畊宏閒聊，當中蕭敬

騰還意外現身，推著一些調酒材

料進來，讓網友驚喜連連，對於

粉絲頻頻敲碗詢問新專輯進度，

周董則笑稱「先走先走」。

從頭到尾，即便周董一首歌

都沒唱，仍舊吸引粉絲捐款直

衝 1.4 億台幣，高額捐款即刻在

PTT 引起熱議。

周傑倫這場直播處女秀，根

據官方數據顯示，同時在線觀看

人數最高有多達 610 萬人次，

整場直播總觀看人次突破 6800
萬，而且還有不少明星也上線去

捐款，港星王祖藍還大方刷了約

83 萬元台幣大禮，粗估收約一億

台幣的禮物。

援朝」劇要優先播出。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大陸影院

自 7 月 20 日陸續復工之後，全國影院頭 3 天只收幾百

萬（人民幣）的票房，絕大部分華語片都不願現階段上

映。不過到了第 4 天，大陸官方不得不允許影院先上映

主演的《多力特的奇幻冒險》。此片是由小羅伯特．唐尼

（Robert Downey Jr.）以及範．迪塞爾主演的《喋血戰

士》，首次單日票房僅突破千萬。

描述一個女孩和二個男

孩的童年友誼。秘密花園是世

界上最美妙與神秘的地方，當

兩個如枯萎植物般的孩子遇見

了一個個性古怪的男孩，藉著

秘密花園的魔法力量，克服內

心的恐懼，找到療癒身心的重

生力量，再度喚回人們對生命

的感動……

女主角瑪麗原本是住在印

度的英國僑民，父母不幸去世

時她仍年幼，在當地無依無靠

的她也被送回英國，由住在鄉

間莊園的卡文姨丈扶養，這座

莊園自從失去女主人後就了無

生機，不過當瑪麗在當地發現

一處神秘的花園後，情況開始

出現變化，成了幾位要角翻轉

人生的契機。

瑪麗新來乍到，除了嚴

厲的梅太太，只有女僕瑪莎

電影簡介

◎文：周明真

和她短暫說說話。

夜晚的淒厲哭聲讓瑪麗找

到不良於行的表哥柯林，為了

協助柯林恢復健康，瑪麗與新

朋友迪克將他帶到神秘花園，

讓柯林接近大自然，與狗狗玩

耍。瑪麗與柯林在此得到身心

靈能量，對未來有了憧憬，這

座充滿魔法的花園成了三個孩

子的秘密基地。

瑪麗的媽媽和柯林的爸

爸竟將苦難加諸於無辜孩子身

上，讓瑪麗和柯林在精神上自

生自滅的過了六、七年痛苦歲

月。瑪麗為了救表哥脫離畸形

生活，努力喚醒姨丈封閉的心。

一場大火燒毀了城堡，姨

丈終於認清他的過失所帶給

孩子的傷害，卸下武裝，用力

擁抱柯林。姨丈重建城堡，兩

個悲傷家族成員擺脫傷痛的層

層枷鎖，缺角的人生也獲得重

生。如何走出內心的傷痛，是

《秘密花園》的核心內容。

影片  《秘密花園》

 The Secret Garden

導演
 馬克．穆登

Marc Munden

主演

迪克西．艾格瑞克斯、科

林．費爾斯、朱麗．沃特

斯、伊登．黑赫斯特

故事

改編自兒童文學經典，英

國作家法蘭西絲 ·霍森 ·

柏納特創作的 年同名

小說。一座封存多年的神

祕花園，暗藏生生不息愛

的力量。

The Secret Garden 

秘密花園助人生獲得重生

《秘密花園》電 視
隨 記

車庫娛樂提供

車庫娛樂提供

大陸一影院復工首場無觀眾

【看中國訊】潘瑋柏出

道多年，每回被記者詢問問

到關於戀情的部分都避重就

輕，感情生活始終保持神

祕，想不到他在 7 月 27 日無

預警的在社群網站上大方宣

布結婚的消息 .
潘瑋柏的結婚對象就是

先前曾傳出戀情的東方航空

「最美空姐」，潘瑋柏在微博

發文說：「是的，我現在很幸

福，已經有了和我一起共度

下半生的另一半，並正式展

開我們的家庭生活啦！」文末

還甜蜜的標記另一半「Luna
宣雲」。潘瑋柏已為人夫的

身份傳開後，湧入大批粉絲

留言祝賀。

現年 39 歲的潘瑋柏於美

國西維吉尼亞州出生，7 歲

時回到臺灣，於臺北美國學

校畢業，之後於波莫納加州

州立理工大學攻讀大眾傳播

系。 2001 年他以電視臺 VJ
正式進入演藝圈，並於隔年

發行第一張錄音室專輯《壁虎

漫步》。除了演藝事業之外，

潘瑋柏也投資其他副業，

2009 年時與中國大陸主持人

李晨合作成立潮服店 NPC。

2011 年成立個人服飾品牌

Undisputed。之後他又成立

軟體公司 Camigo，並親自擔

任設計者，與友人合作設計

遊戲軟體「熊貓屁王」，至今

於下載量突破 300 萬，之後

又陸續推出「uMatch」、「鬥

魚」等遊戲軟體。

經理給員工放電影

【看中國訊】據新浪娛樂報

導，7 月 24 日中國黑龍江齊齊

哈爾市富裕縣的一家影院在 7 月

24 日首次復工，但是首場放映時

沒有一名觀眾。

中國國家電影局 7 月 16 日

發布通知，「在各項防控措施有

效落實到位的前提下，低風險地

區電影院 7 月 20 日開放營業。」

齊齊哈爾市這家影院的經理表

示，雖然沒有觀眾，但是能復工

就是好事，因為影院被遺忘得太

久了。他還說，下一步還將為援

鄂的醫護人員免費放映專場，為

高考學生們提供優惠。雖然沒有

一名觀眾，這位經理決定，給員

工放一場專場電影，讓大家感受

一下久別的觀影氛圍。

新浪娛樂的報導稱，經理的

行為獲得不少網友的認可。至於

沒有觀眾，網友分析原因大概

有：「可能主要還是因為舊電影，

大家都看過了。」「因為疫情，

大家不敢去，再加上電影暫時也

沒有大家非常想看的。」

在大陸幾波疫情的衝擊下，

影院經歷了停工、復工、自停工

的多次反覆。在黑龍江有一影

院的經理表示，他的影院已停業

175 天，他幾個月來度日如年，

全靠信用卡和親友資助維持影院

各項開支。另據當地媒體報導，

有一家開業五年的影院，因為疫

情導致影院的營收跌入谷底，而

為了維持運營，這家影院經理和

合夥人轉行，帶著剩下的幾個員

工種水稻、養鵝、養蟹。

另外，最近因中美關係緊

張，中共廣電總局要求「抗美

《秘密花園》電影劇照《秘密花園》電影劇照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周傑倫直播秀收一億台幣

39歲潘瑋柏閃婚39歲潘瑋柏閃婚

認娶「最美空姐」認娶「最美空姐」

大陸某影院資料圖。（AFP）大陸某影院資料圖。（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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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8月5日

無仔綠提

 Red Mangoes          紅芒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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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lantro 香菜 Green Seedless GrapesMurcott Mandarins 茂谷柑Yellow Nectarines 黃油桃

5lb Carrots 5lb BC Blueberries 卑詩產藍莓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胡蘿蔔

$99898 cs

Large Pineapples 大菠蘿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and get a free 
Celery bunch.Celery b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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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棵西芹。

$1484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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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98
2

$14848
lb

$3989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1 4848
lb

$$228888 ea
$ 99898

ea

5 磅裝 5 磅裝

Cilantro

◎ 文 : 李芬芳

各地都有炸醬麵，老北京炸醬麵的特別在於傳統北京人特有

的飲食習慣傳承；從醬料到麵條，都有許多道地的堅持。

炸醬麵是傳遍大江南北的中國

傳統麵食，像紅燒肉一樣，各地的

炸醬麵都有專屬的家鄉味，撫慰遊

子想家的心。傳統老北京炸醬麵講

究醬料製作及多樣化的時令菜碼，

住過北京、喜歡炸醬麵的人們，輕

易地都能說上一口食趣滿滿的炸醬

麵經。

顧名思義，「炸醬」就是用油

炸醬，而且是乾炸，過程不加一

滴水，就連把基礎黃豆醬調開的時

候，都是以花雕酒來取代水。老北

京吃法也講究麵條口感：「夏天要

過水兒，冬天得鍋挑兒。」夏天的

麵條煮好後過一下冷水再拌醬，更

加爽滑。

炸醬麵

食材

蔥：2根
洋蔥：50克
小黃瓜：1根
胡蘿蔔：1根
豆乾：100克
麵條：300克
豬絞肉：100克

調料

鹽：適量

冰糖：適量

老抽：適量

白砂糖：適量

花雕酒：適量

黃豆醬：100克
甜麵醬：100克

食材
列表

蔥白末 黃瓜絲

豬絞肉 胡蘿蔔絲

蔥段

醬料

豆乾

冰糖 洋蔥

老北京

炸醬加冰糖和

老抽，可增加炸

醬的紅亮色澤。

洋蔥可以增加
炸醬的香味和甜

味，熄火前加蔥

白末，可以增加

炸醬的蔥香味。

可用油和鹽，
將胡蘿蔔絲炒軟

熟，給老人吃。

黃豆醬內加適
量花雕酒，可以

去除豆腥味，加

入甜麵醬可以使

炸醬更加細膩。

美食
秘訣

加醬料，小火慢慢熬

煮。此時可以放入適

量冰糖和老抽上色。

5. 放豆乾和豬絞肉，拌

炒均勻。醬料快收乾

時，加鹽和白砂糖。

6.

黃豆醬和甜麵醬倒入

碗中，加入適量花雕

酒，攪拌均勻備用。

1. 取1根蔥白切末備用；
剩餘的蔥切斜段；洋

蔥、豆乾切小塊；小

黃瓜、胡蘿蔔切絲。

2. 熱油鍋，放豬絞肉，

翻炒均勻，中小火炸

出絞肉中的豬油，肉

變色即可取出備用。

3. 原鍋加蔥段和洋蔥，

用中小火慢慢煸香，

熬出蔥油。

4.

最後加入蔥白末，激

發蔥香味道，即可以

熄火。

7. 炸醬盛入碗中，麵

條加2匙醬料、黃瓜
絲、胡蘿蔔絲即可。

8. 享用美食

製作
流程

芬芳
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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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衛 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指出，全球死亡

的「頭號殺手」是心血管疾病，

約每 3 個人當中，便有 1 人死

於與心血管有關的疾病。老化雖

然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數，但

隨著現代人生活型態改變，工作

壓力大，運動少或有吃宵夜炸食

習慣，高血壓和心臟病的發病率

逐漸攀升，而且有年輕化的趨

勢。

愛護自己，從「心」開始，

臺灣國民健康署署長王英偉呼

籲，預防心臟血管疾病，可從

「規律新生活運動」做起，規律

運動、規律健康飲食、遠離菸

酒，這些健康常識，就是最好的

保命之道。

5項護心的健康習慣
臺灣國民健康署提醒，平時

就應力行護心行動，從小地方開

始愛護自己的「心」，落實健康

生活形態，只要 5 個小改變，

就可以產生大影響，讓您更安

心。

❶ 健康飲食：採低油、

糖、鹽及高纖飲食，以蒸、煮、

汆燙取代油炸。

❷ 規律運動：每週累積

150 分鐘的中度身體活動，像是

疾病的源頭是控制「三高」（高

血壓、高血糖及高血脂），已有

「三高」的情況時，更應積極採

取我健康的生活型態，定期量血

壓及血糖，定期回診追蹤治療。

辨識病徵速就醫

心血管疾病之急性發作，如

心肌梗塞及腦中風是危及生命之

緊急狀況，初期症狀容易被忽

略，如能學會識別疾病症狀，有

助於及早就醫診治。

心臟病發的警訊

出現冒冷汗、呼吸困難、異

常疲倦、胸悶、胸痛、手臂疼

痛、下巴疼痛、噁心想吐等，另

外更年期婦女可能出現氣喘、背

痛等非典型症狀，都有可能是心

臟病急性發作。

辨別中風的 
黃金口訣「FAST」

CPR 和電擊，因生命徵象不穩

定，趕緊轉院，到院時呈現心因

性休克，先置放葉克膜支持心肺

功能，再進行心導管手術及重建

冠狀動脈血流，順利救回一命。

張育晟指出，依據國際標

準，心肌梗塞患者應於到院後的

90 分鐘內打通血管，完成血管

擴張術，搶救心肌壞死，若轉診

至第 2 家醫院，也需於 60 分鐘

內打通血管。

彭姓患者雖病情嚴重、複

雜，但團隊仍在 55 分鐘完成，

強調「每 1 秒鐘都很珍貴，時間

越短越好」。

另一名王先生是在 2 個月

前開始感到胸悶，日前早上起床

突然昏倒，送醫檢查發現雙側肺

動脈出現大塊血栓，緊急會同心

臟外科協助置放葉克膜後，再透

過「超音波震碎血栓導管」緊急

溶栓才脫離險境。

亞大醫院心臟內科主任王宇

澄強調，心血管急症病情變化

大，除需具備緊急心導管手術團

隊，還要有葉克膜體外維生系統

團隊配合。

心臟病好發於中壯年族

群，男性約 40 ～ 50 歲，女性

約 50 ～ 60 歲，有「三高」、吸

菸，以及有家族史的民眾，更是

動脈硬化的高風險群，平時要

做好「三高」的控制，不要吃太

鹹、少抽菸或戒菸，並養成規律

運動習慣。

不少因為心血管

疾病驟逝，其中不

乏年輕人。其實只

要規律的生活作息、

運動、遠離菸酒、健

康飲食預防三高（高

血壓、高血糖及高血

脂），便可有效預防

心臟血管疾病。

5項護心的健康習慣
遠離「頭號殺手」

（轉載自《明慧診間―容光必照》/
博大出版）

 中 醫 保 健

部分民眾往往在身體不適

的初期誤以為休息會能改善，

造成延誤就醫，如能牢記辨別

中風的黃金口訣「FAST」，及

早發現中風徵兆，才能使患者

在黃金 3 小時內接受最有效的

治療。

「FAST」為 4 個英文字的

縮寫，用來評估中風的可能

性，依序介紹如下：

① FACE（臉）：微笑或是

面部表情不對稱，若出現嘴角

歪斜現象，可能是中風症狀。

② ARM（手臂）：雙手抬

高平舉，如單側手臂出現下垂

現象即可能是中風症狀。

③ SPEECH（說 話）： 說

話口齒不清或無法表達現象，

便可能是中風發作。

④ TIME（時間）：當出現

以上其中一種症狀時，明確記

下發作時間，並立刻送往可治

療急性中風發作的醫院。

快走、慢走、騎自行車、多爬樓

梯、少搭電梯、多走路、少開

車。如天氣溫差大，運動時要注

意保暖可以多加外套穿著，運動

前充分暖身，且盡量攜伴運動，

相互照應。

❸ 遠離菸酒：研究發現，

就算每天僅吸 1 根菸，罹患冠

狀動脈心臟病的機率比不吸菸的

人增加 5 成，中風的機率更增

加超過 2 成，而且不論是直接

吸菸或吸入二手菸，都會增加血

管傷害及罹患中風與心臟病的

風險。另外 WHO 統計 2016 年

全球因酒害導致的死亡人數超

過 300 萬人，其中就有 19% 死

於心血管疾病，建議盡量減少飲

酒，若有需要，以茶代酒。

❹ 定期健康檢查：可定期做

健康檢查，瞭解自己的血糖、膽

固醇、血壓及體重指標（BMI），
掌握自己身體健康狀況。

      ❺ 三高控制：管理心血管

十七、適當、適時、
適量食用營養補充劑

1.2012 年，52% 的

美國成年人報告使用營養

補充劑，這一統計資料自

1999年以來，一直保持穩

定。 2015年，美國人在

營養補充劑上花費了 210

億美元。

2.雖然多種維生素
的使用有所減少，但在

1999年至 2012年期間，

維生素 D和ω-3補充劑

的使用量急劇增加。

3.雖然膳食補充劑
通常是安全的，但是在何

時，以及如何服用它，例

如：是否要同食物一起服

用？或在運動之前，還是

之後服用？這些問題都可

能在效果和安全性方面產

生影響。

4.由於多種維生素
既含有水溶性維生素，也

含有脂溶性維生素，因此

通常建議您早上與早餐一

起服用一半的日劑量，另

一半在晚餐時服用。

5.研究表明，在運動

前一刻服用抗氧化劑有降

低胰島素敏感性的奇妙效

果，它還會增強身體抵禦

氧化損傷的能力。

這篇文章是由《紐約時報》暢
銷書作家 Mercola博士帶給您
的，如需更多有用的文章，可

立即訪問 Mercola.com，並獲
得免費的、可控制您健康的電

子書！

胸腔至脅肋處，是人體重要

部位，內有心臟和肺臟，主管全

身的血與氣，又有任脈、腎經、

胃經、膽經、肝經、心包經、肺

經、衝脈、陰維脈和陰蹻等 11
條脈分布。

胸部的保健可以預防多種相

關疾病的發生。

1.對拍兩手小指外側：兩

手掌張開，掌心向上，兩手小指

對拍，每次至少 36 下，可以加

強心力氣動。

2.拍手：五指併攏，掌心

微凹，用力對拍，連拍 9 下。

要給別人掌聲時，別吝於拍手鼓

勵，給別人越多掌聲，也等於給

自己越多的熱心波動。

3.揉胸部：手指分開，用

四指肚，由兩胸骨間往肋部揉

按，由上而下，即從鎖骨下開始

至季肋，每次至少 9 遍。

4.摩擦胸部：兩手掌先互

搓 36 下，手微熱，用掌由乳頭

處向外旋轉按至兩肋處。每次至

少 9 遍，有寬胸理氣及豐胸效

果。

5.捶胸：全身放鬆，手握

空拳，輕捶鎖骨下胸大肌處，再

左手捶右胸，換手做，每次至少

9 下，捶完，捏拉胸大肌至少 9
下。可緩解胸悶、心悸症狀。

6.揉按胸骨：用食指疊中

指，在前胸正中線每節胸骨縫做

圓形揉按，由上到下，每次至少

9 下。常吸菸、胃食道逆流和久

咳的人，按後胸氣豁然開朗。

匠心獨運

（轉載自自由時報）

心肌梗塞搶救 把握關鍵90分鐘

不花時間養生，就要

花更多時間、金錢來治

病。《明慧診間》從針

灸、用藥、飲食起居注意

事項和保健方法，引領大

家認識中醫診療的觀念與

方法。

7.撥動心包經：仰掌，用

四指從腕橫紋正中處，開始向

手肘方向撥動至手肘內側中心

凹窩，再到腋窩處，每次撥動 9
次，力道均勻，速度平均。

8.直立伏地挺身：雙手和

腳與肩同寬站立，雙手扶牆，

做直立的扶地挺身，每次至少 9
次，強肺擴胸外，還可強腎，此

法振動疏通背脊。在五行上，若

肺金強，自然金能生水，腎水就

強，是腎臟功能差或輕微腎萎縮

的最佳保健運動。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醫師提醒，心肌梗

塞等心血管急症患者，

要把握 90分鐘的黃金
治療時間，「每 1秒鐘
都很珍貴」！

一名 40 歲彭先生日前訪

友，突然昏倒失去意識，轉院緊

急施行心導管手術，幸運挽回一

命；73歲王先生則是在家暈倒，

送醫確認為急性肺動脈栓塞，經

葉克膜維持生命跡象後，再經心

導管治療，日前也已康復出院。

亞大醫院心臟檢查室主任張

育晟指出，彭先生日前訪友時昏

倒，友人發現趕緊送到鄰近醫院

平時要注意

飲食均衡、

清淡且富有

營養。

12

療養
保健

◎  文：陳建志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  文：洪凯婷

保健

常識

保健常識

現代健康新理念

30貼士
◎  編譯：高新宇

▲每週累積適當時間的中度身體活動，像是慢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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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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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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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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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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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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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曼麗夫人好：

小弟於去年結婚，現在是租

屋，五六千很便宜，但因為地點

太遠，所以又跟太太找了另一間

房子，也是租的，也付了訂金。

但岳父岳母希望我們能搬過去跟

他們住，一來節省開銷，可以早

點存錢買房子，二來離上班地點

也近。可是這樣也有缺點，至少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我們的兩人世界就沒有了，感覺

下班後就是不能完全放鬆，無法

自由自在，而且岳父岳母家也不

夠隱私。我們正在煩惱，應該怎

麼選擇會比較好？

莊先生

 ◎ 文：曼麗夫人 
 ◎ 圖：ADOBE STOCK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

中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情

的到來，婚姻的締結，與婚

後的柴米油鹽時，總有說不

完的橋段。如何在其中愛得

自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圓

滿，讓曼麗夫人陪您一同探

討現代男女情感世界中的難

題，讓愛的世界增添更多美

麗的傳奇！

莊先生你好：

都說「女婿是半子」，半子

能得到全部的鍾愛是一件幸福的

事，岳父母主動提議跟他們同

住，真是提著燈籠都很難遇到的

美事一樁，既然他們都不嫌棄你

們會增加負擔，這時候的你確實

可以往樂觀的方面去想，接受這

個兩全其美的好建議。

畢竟租房子只是暫時性的措

施，你們要朝向擁有自己住屋的

方向去努力，就有必要做好儲蓄

的規劃，另一方面也需為將來子

女教育基金和自己未來的退休金

打算，所以岳父母的建議就更值

得認真考慮。光就離上班地點近

一事來說就可節省許多時間和交

通費，況且與老人同住還可以節

省房租租金與水電費的支出，在

生活上又可以相互照應，將來更

有機會讓你們的孩子多了疼愛照

顧她們的長輩……這些都是多少

年輕人夢寐以求的。

至於兩人的隱私權與放鬆

曼麗小語：要相信凡事都會

在取捨間找到更好的平衡

點，所以不用過多的顧慮。

問題，確實需要時間的調整與

適應，除非岳父母家的條件太

差，否則祇不過是私有空間大

小的差別而已——將以前租屋

的全部空間縮小到你們的臥室

裡去，其實對小倆口的私生活

不致有太多影響，只要一段時

間很快就會適應的。

當然最重要的是先做好心態

上的調整，把他們當作自己的父

母一樣看待；也可以安排假日的

戶外活動或是到外面用餐，依然

可以享有浪漫的兩人世界。要相

信凡事都會在取舍間找到更好的

平衡點，所以可以不用過多的顧

慮。因此曼麗認為幸福的莊先生

可以趁早做下決定，並且帶上一

份禮物跟疼愛你們的岳父母致

謝。祝福你生活愉快！

與岳父母同住好為難

（圖片來源：FREEPIK）

廚房是集合清理食材、

料理、置放濕垃圾的地方，所

以難免會有難聞的味道。廚

房難聞的味道包括油煙味、腥

味、霉味臭味等，是各種氣味

混雜而導致的。究竟有什麼方

法能有效除臭呢？讓我們一起

來看看……

一、清除異味四攻略

要消除廚房的異味，首先

要找到它的來源，把它消滅

掉，這樣就不會被異味困擾

了。這裡有幾個攻略：

攻略一：清理垃圾

許多人都習慣於把廚餘垃

圾倒進垃圾桶而不馬上丟掉，

這導致垃圾桶裡的剩菜剩飯腐

爛後發出臭味。

祛味小竅門：

消除廚餘垃圾最好的辦法

是使用廚餘垃圾粉碎機，這機

器利用離心力來粉碎研磨垃

圾，粉碎後排入下水管道，使

廚房的空氣永遠保持清新無異

味。不過，這個方法成本較

貴，沒有預算的話，就要勤力

點，趕快丟垃圾去吧。此外，

你也可以使用有蓋垃圾桶，垃

圾要裝進袋子再蓋上垃圾桶

蓋，避免蒼蠅蚊子的聚集。

攻略二：解決下水道返味

如果污水沒有及時排出而堵

塞在排水管道裡，就容易散發出

陣陣惡臭。

祛味小竅門：

你可以定期使用管道疏通劑

來疏通下水道。

攻略三：防止用具受潮霉變

廚房的用具如果長期積水受

潮會出現霉點，引起難聞的氣

味。切菜板通常是木製的，使用

久了會發霉發黑，它是臭味來源

之一。

祛味小竅門：

用具要保持乾爽，例如碗盤

瀝水架可以幫助我們瀝乾積水。

切菜板要區分生食和熟食來使

用，清洗時可以加些鹽或檸檬汁

混合，灑在木板上擦幾分鐘，這

樣會吸收切菜板上的氣味。切菜

板用後要懸掛在乾燥通風的地方

減少發霉。

攻略四：解決整體排風不好

抽油煙機風壓不夠大，抽送

的過程中遇到阻力，油煙就很難

排放出去而發生倒灌的現象，如

果廚房通風不佳，油煙味就會充

斥整個廚房。

祛味小竅門：

這時候你需要更換一台更大

吸力的抽煙煙機。做飯時要打開

機器，做完飯後，可以讓油煙機

開著，讓它多吸一會兒，並打開

窗戶通風散味。

二、除異味重點在預防

若想消滅臭味，最重要的是

做好預防工作。這裡有低階版和

高階版兩個預防方法，看看哪種

適合你吧。

1.低階版預防
最簡單的去除異味方法是注

意廚房日常清潔，可以選擇油污

噴霧、廚房去污濕巾、廚房用

紙、懶人抹布等工具，及時清除

廚房的污漬。此外，你也可以買

一些空氣清新劑解決異味、霉味

等問題。吃剩的檸檬和橘子果皮

是天然的芳香劑，可以放置在廚

房去除異味。

2.高階版預防
如果資金充裕的情況下，可

以買廚房清潔電器，消毒櫃和洗

碗烘乾一體機是不錯的選擇。

(1) 消毒櫃

消毒櫃可以防止廚房用具發

霉，又可以起到殺菌作用。購買

消毒櫃時，消毒方式有高溫紅外

消毒、紫外線消毒、臭氧消毒、

負離子消毒。其中臭氧消毒 +
高溫消毒的組合消毒方式殺菌效

果最好。

   廚房異味很難聞？   廚房異味很難聞？

２２大招消除異味！大招消除異味！

◎文：楊帆

(2) 洗碗烘乾一體機

買一款洗碗烘乾一體機可

以不用擔心洗碗的油污留在水

槽的問題，也不怕碗洗不乾淨

或者有積水而滋生細菌，一次

性解決了清洗和瀝乾碗筷的問

題。

(3) 空氣淨化器

這款機器可以幫助消除廚

房異味，有的淨化器可以加入

香薰，消除異味更有效，確保

廚房空氣清新。選購空氣淨化

器，簡單的來說要看好三高一

低，也就是高 CADR（空氣

淨化量）、高 CCM（累計淨

化量）、高淨化能效和低噪音

的。家裡有小孩的話，可選擇

無葉安全出風口，不用擔心孩

子用手摸而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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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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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store

STAMPEDE 豐田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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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底薪 +提成，每月和年
度獎，牙醫和健康保險，眼科
保險等。

Lucas Chui，銷售經理

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看中國訊】在全球範圍內，死於

COVID-19 的男性比女性更多，潛在的

原因從生物學到不良習慣都有。

男性比女性死亡率高很多

今年 4 月發表在《公共衛生前沿》上

的一項研究報告稱，男性和女性同樣有可

能感染這種新型冠狀病毒。

不過，研究人員也報告說，男性遭受

該病重症的可能性明顯更高。

中國研究人員表示，在一個數量較大

的 COVID-19 患者群中，超過 70% 的死

亡者是男性。他們說，他們在研究 2003
年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SARS）
時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

這項研究得到了自 COVID-19 大流

行開始以來發布的其他數字的支持。

世界衛生組織 WHO 報告說，在歐

洲死於 COVID-19 的人數中，有 63% 是

男性。

羅馬高等衛生研究所 3 月份的一項

研究發現，在因新型冠狀病毒住院的義

大利人中，8% 的男性死亡，而女性則為

5%。

在紐約市，男性死於冠狀病毒的比

例幾乎是女性的兩倍。該市衛生部門在

4 月初報告說，每 10 萬名男性有 43 名

COVID-19 死亡，而每 10 萬名女性有

23 名死亡。

「COVID-19 對男性來說可能比女性

更致命的一些潛在原因可能包括這樣一個

事實，即心臟病在老年男性中比老年女性

更常見，」傳染病專家和全球傳染病和流

行病學網路的聯合創始人史蒂芬．伯格表

示。「研究還發現，高血壓和肝病在男性

中更為普遍，這些都會導致 COVID-19
出現更多的負面結果。」

酶和免疫系統

今年 5 月 10 日發表的一項研究報

告稱，男性血液中的血管緊張素轉換 2
（ACE2）濃度高於女性。

研究人員報告說，由於 ACE2 使

冠狀病毒能夠感染健康細胞，這可能有

助於解釋為什麼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感染

COVID-19。
「遺傳學可能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伯格說。「女性，因為他們額外的 X 染

色體，比男性有更強的免疫系統以及抗感

染能力。」

這一現象實際上促使美國啟動了兩項

臨床試驗。在這些試驗中，科學家們正在

給患有 COVID-19 的男性服用雌激素等

性激素，看看是否能幫助他們從疾病中恢

復過來。

男性其實是「弱勢性別」

藥學博士、「男性健康網路」的高級

科學顧問喬治亞尼說，「在文化背景中，

男性認為自己是強者，但在免疫力方面，

女性並非『弱勢性別』。」

他還指出，在美國 10 個主要死亡原

因中，有 9 個原因男性佔據更高的比率。

這意味著他們更可能具有預先因素，

使 COVID-19 對他們更加危險。

影響肺部健康的行為，如吸菸，也可

能在該疾病對男性的致命影響中發揮作

用。伯格說：「例如，在中國，吸菸在很

大程度上是一種男性習慣，導致許多男性

患有慢性肺部疾病。這使男性如果感染

COVID-19，就會處於更不利的地位。」

（待續）

 男性比女性更易遭受COVID-19打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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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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