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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分B2雙語報導

English or

Translated by:  
Donald Lee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美國政府8月4日宣布將派

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阿

扎爾（Alex Azar）率團訪

問台灣，這是美國自1979

年台美斷交以來訪台層級

最高的官員。美國國務院8

月5日表示，阿扎爾訪台行

程符合《台灣旅行法》，也

重申美國長期政策與對台

灣的支持。

阿扎爾近日造訪台灣，也

是美國總統川普 2018 年 3 月簽

署《台灣旅行法》後，首位赴台

訪問的美國部長級官員。《華

爾街日報》報導稱，訪團成員包

括阿札爾、美國在台協會主席

莫健、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

心首席醫療官沃爾夫（Mitchell 
Wolfe）、美國衛生部幕僚長哈

里森（Brian Harrison）、美國

衛生部全球事務辦公室主任格裡

格 斯 比（Garrett Grigsby） 等

  The U.S. government announced on 
August 4 that it will send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lex 
Azar to visit Taiwan, he is the high-
est-level U.S. official who has visited 
Taiwan since the cessation of diplo-
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1979.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tated on August 5 
that Azar’s visit to Taiwan complies 
with the “Taiwan Travel Act” .
  Azhar’s recent visit to Taiwan is 
also the first US ministerial official 
to visit Taiwan after US President 
Trump signed the “Taiwan Travel 
Act” in March 2018. The delegation 
will arrive in Taiwan on the 10th and 
stay for a total of four days.
  Subsequently, the Ministry of For-
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firmed that during Azar’s visit, he 
will advance to meet with President 
Tsai, call on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of Health and Wel-
fare, and dialogue with health care 
experts to strengthen Taiwan-U.S. 
cooperation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health care.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tated 
that Taiwan is a thriving democracy 
and a force for good, and that coun-
tries around the world would benefit 
from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Tai-
wan model”, as well as Taiwan’s 
generous contributions and expertis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Next Page)

隆重推出Excel Homes理解購屋過程就像感情之旅，

充滿興奮和喜悅，

有時還需面對不確定性。

購房可能是您一生中最大的開支，

通過新的更完善的客戶保護計劃，

我們將為您提供一種輕鬆放心的購房體驗。

最優惠價格
保證

就業保障
計劃

購房貸款
協助

您的房價受到保護

如果將來房價變動或進行促銷優惠

為您返還差額

如果您剛巧失去工作，

我們可以提供一個可靠的渠道

幫您實現購房心願

為失業者提供更多幫助，

我們將為您支付

多達 3個月的房貸

今天就訪問我

們的網站，獲

取更多關於如

何保護您購房

的信息吧！

找到適合您家庭的新屋，請訪問網站

人。訪問團將於 10 日抵台、共

停留 4 天。

隨後，中華民國外交部發

新聞稿證實，阿札爾預定近日

率團訪問台灣，期間將晉見蔡

總統，拜會外交部長吳釗燮、

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並與醫

療衛生專家對談，強化台美防

疫及醫衛合作。

美國務院：台灣是股良

善力量

4040年來首次年來首次
美部長將訪台美部長將訪台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今 8 月 5
日表示，這項資訊是由美國在台

協會（AIT）主動預發並公布行

程細節，顯示阿札爾訪台已經準

備一定時日，更代表台美高層互

動已正常化，且無懼北京干擾影

響。《台灣旅行法》是繼 1979
年《台灣關係法》生效後，美國

通過的首部與台灣直接相關的國

內法，旨在打破美台斷交後諸多

外交限制，鼓勵雙方各層級官員

互訪與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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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TIME IN 40 YEARS FIRST TIME IN 40 YEARS 
U.S. MINISTER U.S. MINISTER 
TO VISIT TAIWANTO VISIT TAIWAN 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Alex Aza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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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中央社報導，美

國國務院表示，如同美台雙方

3 月 18 日發表的聯合聲明所

指，美台增強在抑制 2019 冠狀

病毒疾病擴散及舒緩疫情衝擊

的合作，方式包括專家交流、

資訊互享工作坊，以及捐助醫

療物資給有需要國家。美國國

務院指出，台灣擁有蓬勃民主

並是股良善力量，世界各國若

能對成功抑制疫情的「台灣模

式」，及台灣為國際社會所做

的慷慨貢獻與提供的專業知識

有更多瞭解，想必能受益良多。

美國國務院最後說，美方

過去數十年來遵循「台灣關係

法」，透過美台高階代表互訪

等方式與台灣維繫強健非官方

聯繫；美方基於美中三公報與

「台灣關係法」的一中政策仍

不變。

台灣解讀

總統兼民進黨主席蔡英

文，5 日在民進黨中常會上提

到，受到疫情影響，美中原本

就緊繃的關係更加惡化，最近

有升級趨勢，「我們必須審時度

勢，沉著應對，遇到壓力不屈

服，得到支持不冒進」。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教授、國際關係學者張國城

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

示，美方此次釋出三個訊息：

一是《台灣旅行法》的具體落

實；二是台、美關係朝正向發

展；三是對台灣防疫的肯定。

台灣國家研究院執行長、

中山大學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郭育仁接受訪問時談到，這只

是美國總統川普履行《台灣旅行

法》的第一步，預計未來台美間

高階官員互訪層級會更高，邀

請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訪問美

國的機會更大為增加。這也是

台灣新任駐美代表蕭美琴，被

賦予最重要的任務，也就是期

盼能促成「川蔡會」。他認為，

川普領導的執政團隊，迥異於

美國歷任總統。在美中台這三

角關係力學裡，北京使出越大

負面力道，美台之間的正面力

道就會更為加強。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對於台灣是否有機會推動蔡英

文訪問美國，蕭美琴則說，「這

是很多台灣人的共同期待，這

個期待能否落實，需要營造適

當的戰略氛圍與環境，當然現

在碰到疫情，與許多外在因素

影響，我們（台灣）會努力地

在劇烈變動中，尋找機會。」

北京姿態放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則在北京時間 8 月 5 日的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堅決反對

美台官方往來，這一立場是一

貫明確的，中方已就此分別在

北京和華盛頓向美方提出嚴正

交涉。

但在幾乎在同一時間，據

英國路透社報導，8 月 4 日中

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出席阿斯

本安全論壇（Aspen Security 
Forum）線上會議時稱，全球

最大 2 個經濟體中國和美國

應該相互合作而非對抗，他不

認為新冷戰符合任何一方的利

益，「在我們面臨這麼多新挑戰

時，為什麼要讓歷史重演？」

他還表示，儘管雙邊關係

緊張，中國與美國仍會遵守第

一階段貿易協議，「中美經貿團

隊在各個層級一直保持聯繫…

我們取得進展」。

外界留意到，近幾個月，

中方增加了對美國大豆、豬

肉、玉米和其它農產品的採

購。美國農業部數據顯示，截

止 7 月 16 日，中方從美國購買

了 210 萬噸玉米，高於去年同

期的 31.5 萬噸。

中方 5 月肉類進口額也創

記錄，包括超過 12 億美元的豬

肉。不過，整體來看，中國 5
月進口的美國農產品較 2017 年

同期減少 31%。若要完成全年

進口目標，北京今年下半年需

要購買約 250 億美元的美國農

產品。

有專家指出，北京政府現

在試圖對雙邊關係中的不同問

題不同對待，並希望用貿易幫

助他們化解雙方的其它分歧。

  Taiwan analysis
  Zhang Guocheng, a professor at the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of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nd an interna-
tional relations scholar, said in an in-
terview with Voice of Americ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leased three 
messages: first, is the specific imple-
mentation of the “Taiwan Travel 
Act”; second, is the positive devel-
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 third, is the affirmation 
of Taiwan’s pandemic prevention.
  In an interview, Guo Yuren,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Taiwan and a professor 
of the Asia-Pacific Institut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aid that this is 
only the first step by US President 
Trump to implement the “Taiwan 
Travel Act”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visits by se-
nior official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 in the future, the greater 
the chances of inviting Republic 
of China President Tsai Ing-wen to 
visit the U.S.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
person Wang Wenbin stated at a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August 
5, that China firmly opposes offi-
ci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nd that this 
position has always been clear, and 
China has proposed serious negotia-
tion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But at almost the same time, ac-
cording to a British Reuters report, 
China’s ambassador to the U.S., Cui 
Tiankai, who attended an online 
conference at the Aspen Security 
Forum on Aug. 4, said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cooperate rather 
than confront each other and that he 
didn’t think a new Cold War was in 
either side’s interests. “Why let his-
tory repeat itself again when we cur-
rently face so many new challeng-
es?” He also said that despite the 
tense bilateral relation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bide by the 
Phase one trade agreement and that 
“Th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team has maintained in contact at all 
levels...we are making progress”.
  Some expert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Beijing government is now try-
ing to treat the different issues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differently and 
wants to use trade to help them re-
solve othe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40年來首次
美部長將訪台

被指違反國安法拘捕的香港年輕人。（中央社） 攝影：龐大偉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碼看�,��高效�

YouTube Channel ( 綱上看� ): 
Jessica Chan & Associates Re/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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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於 200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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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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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於 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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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9 8 呎 , 面 朝 � 立 小 學 �
� � , 建 於 1 9 9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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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
於 199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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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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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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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 呎 ,W/
O 土 庫 , � � 天 � �林 , � �� � 景 , 建
於 201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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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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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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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Edgemont �大�皮

獨立�層屋 2036 呎 , 土庫�部完成 , �屋一樣 ,
建於 2000 年,光猛開陽 , �屋大量翻� : �油漆 ,
��� , ��氈 , �大理石檯面 , 較�高效�中�
暖�����水爐 (�17), 屋頂 (�17),3+2 �� , 主
層書� ,3.5 浴廁 , ��
�� , �車站��場� $519,900

西北 Rocky Ridge �屋大量翻�
獨立�層屋 2135 呎 , ��天��林 , 屋�面
向 Nose Hill �� , ���屋 (Showhome), 
主層�二��實木�� , �油漆 , 二�主浴
廁�部翻� , ��合���石�檯面 ,3 �
� ,2.5 浴廁 , ���
� , �場��車站� $483,500

西北 Macewan ��天��林

�層雙拼屋 (Duplex)1033 呎 , 建於 2016
年 , �屋一樣 , 光猛開陽 , 開放式設計 , 主
層��合�� , 不�鋼� ,3 �� ,1.5 浴廁 ,
�點一� , 步行至學校 , �� , �場 , �車
站 , 南卡城�院 ,
�勿錯� ! $349,900

東南 Auburn Bay  建於 2016 年

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中）預定近日率團訪問台灣，期間將晉見總統蔡英文（左），拜會外交部長吳釗燮（右上）、衛生福

利部長陳時中（右下）、參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與國內醫療衛生專家對談，強化台美防疫及醫衛合作。（CNA）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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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not an offering for sale, as an offering can only be made after the filing of disclosure statment, and only in jurisdictions where qual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local laws. E.&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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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EDROOM + DEN TOWNHOMES 
STARTING FROM $304,900  
IN THE COMMUNITY OF BELMONT

VISIT US TODAY
GOODWINBYANTHEM.COM

PRESENTATION CENTRE
147 - 857 BELMONT DRIVE SW
403.266.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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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 CONDO FEES 
FOR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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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貸款每月

起*$799

免物業費長達1年

2-3 臥室 + 書房的鎮屋 展銷中心

周一 ~ 周三：

周六、周日：

或私人預約

今天就來參觀吧

$304,900 起

在 BELMONT 社區

https://goodwinbyant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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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

導】由於近期美國各地收到來自

中國大陸的可疑種子郵寄包裹，

引起各界關注。美國農業部經鑑

定之後發出警告，這些外來物種

很可能會破壞當地的生態平衡。

據 美 國《國 會 山》(The 
Hill) 報 導， 美 國 農 業 部

(USDA) 發現了一些來路不明的

種子郵寄包裹，這些種子包裹顯

然是從中國大陸運到美國各地的

民眾家中。種子以白色包裝出

現，並帶有「中國郵政」字樣。

此外，美國農業部動植物

衛生檢 驗 局 (USDA's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 副局長奧薩馬．埃爾利

西 (Osama El-Lissy) 稱， 該 部

門在其官方網站上發布的資訊中

已經確認了至少14種植物種子。

經過檢查並確定的種子有：芥

末、捲心菜、牽牛花、玫瑰、芙

蓉和香草 ( 如薄荷、鼠尾草、迷

迭香和薰衣草等 )。埃爾利西說：

「到目前為止，這只是我們收集

的種子樣本的一部分而已。」

美國農業部還表示，種子促

銷活動可能是掠奪性欺詐商業行

為的一部分，人們收到他們未訂

購的商品，而賣家發布虛假的客

戶評論進行促銷。美國農業部在

一份新聞稿中稱：「在國際郵件

運輸中，涉及種子包裹欺詐性商

業活動並不少見；近年來，美國

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CBP) 也攔

截了類似的種子運輸。」

目前，美國共有 50 個州的

居民通報他們收到來路不明，並

帶有中文字體的植物種子郵寄包

裹。美國農業部已對這些植物種

子進行鑑定。美國農業部也建議

那些收到來路不明植物種子的民

眾不要播種，應立即與所在地的

農業部門官員進行聯繫。

此前，維吉尼亞州等州政府

官員曾警告，這些來路不明的植

物種子可能是具有破壞當地生態

平衡的植物種子。維吉尼亞州農

業官員也發出警告稱：「外來物

種會造成環境浩劫，取代或破壞

原生植物及昆蟲，嚴重損害農作

物。而降低外來物種入侵並大量

繁殖的風險並減少相關管控成

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採取措

施、防止入侵物種的引進。」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

美警告神秘種子或破壞生態

People from several states in the 
U.S. and Canada were recently 

shocked when they checked their 
mailboxes — they had received 
plant seeds from China. In the U.S., 
50 states immediately issued warn-
ings against planting the seeds. 
Many of the seed packets came 
with false labels that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jewelry. The U.S. De-
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has identified 14 species among the 
hundreds of packets.

Seeds from China
 Experts initially believed that the 
seeds might be infectious or in-
vasive. If the seeds were planted, 
they might go on to infect other 
nearby plants. The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arned that the seeds could even 
be harmful to livestock. The U.S. 
tightly regulates seed introduction 
in the country, with the Plant Pro-
tection and Quarantine program 
laying down strict rules on the im-

portation of seeds and plants.

 “Invasive species wreak havoc on 
the environment, displace or de-
stroy native plants and insects, and 
severely damage crops… Taking 
steps to prevent their introduct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of 
reducing both the risk of invasive 
species infestations and the cost to 
control and mitigate those infesta-
tions,” the Virginia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Consumer Servi-
ces said, as reported by The News 
Tribune.

 Another leading theory that has 
emerged is that the seed packets are 
part of a brushing scam in which 
third-party sellers send goods to 
people who haven’t ordered them 
and then write glowing reviews 
about the products on behalf of the 
recipient. If this were true, it would 
essentially mean that the online 
data of people who received the 
seed packets have been comprom-

ised. Brushing scams are used by 
sellers to boost their standing on 
e-commerce sites in order to gain 
more sales.

 If you have received seed pack-
ets, the USDA and Better Business 
Bureau recommend that you fol-
low their guidelines. First, keep the 
packaging and mailing label of the 
packet intact. Avoid tearing it open. 
And if by chance you do open it, 
do not plant the seeds. It is still un-
clear as to what negative effects the 
seeds will have. Do not discard the 

seeds in the trash since they could 
end up in landfills where they could 
grow and thrive.

 Call your provincial or municipal 
plant regulatory officials or Agri-
culture and Agri-Food Canada 
(AAFC) and inform them about the 
issue. Regularly check websit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agencies for 
updates regarding the seed packets. 
Finally, check your banking rec-
ords, credit card use, e-commerce 
account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etc., to ensure that nothing illegal is 
happening.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change the passwords of these 
websites.

Scams in North America
 According to a report published 
last year, more Americans are be-
ing duped by scams than ever be-
fore, losing millions of dollars in 
the process. Platforms like Car-
ousell, Amazon, Facebook, etc., 
are the platforms of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e-commerce scams.

 One of the most often used scams 
is offering people something that 
they want but cannot get anywhere 
else other than from the seller. The 
logos of consumer protection or-
ganizations are used to dupe people 
into thinking that the offer is genu-
ine. After tantalizing the user with 
promises that often look too good 
to be true, the seller basically pres-
sures the victim to buy the prod-
uct since it is available in “limited 
quantities” and at risk of being sold 
out.

 Misspelled brand names are also 
a goldmine for fake sellers. For 
instance, a user might mistakenly 
type ‘Niikee.com’ for ‘Nike.com’ 
and immediately get taken to a 
fake website that mimics the ori-
ginal brand website and convinces 
the person to spend money. Many 
other common scams are carried 
out through unsolicited emails.

North Americans Receive 
Mysterious Seed Packets From China英文報導  English Report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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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900$469,900
1408 Northmount Dr.NW. 三臥室
靠近大學，醫院，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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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 Northmount Dr.NW. 三臥室
靠近大學，醫院，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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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CBS News) 引述專家評論

稱，即使確定這些來路不明的種

子是無害物種的種子，但來自世

界各地的植物仍可能會傷害美國

本土植物。臺灣中央社報導，

德州農業廳長米勒 (Sid Miller)
說：「那可能是細菌，也可能是

病毒或某個外來種植物」。

繼美國之後，加拿大也出現

民眾收到來路不明種子郵寄包

裹。 7月 28 日，加拿大安大略

省警方發推文稱：「倘若你收到

來自中國或臺灣寄來的不明種子

包裹；不要種植或拋棄，請致電

加拿大食品檢驗局。來源不明的

種子會侵入和威脅我們的環境。」

日本朝日新聞近日也報導，

日本民眾收到來自中國大陸的可

疑種子包裹。日本農林水產省呼

籲民眾，不要種植這些來路不明

的植物種子。

【看中國訊】亞省教育廳 5
日宣佈，9 月開學時，所有 4 至

12 年級的學生必須要在校內配

戴口罩，另外教職員工及輔助員

工亦需要配戴口罩。

亞省政府同時表示，省府會

提供 140 萬個口罩或面罩給學

生及其他校內人員。

之前亞省已經有醫療人員向

省府提議，要學生在校內強制戴

口罩，用以阻止疫情擴散。省首

席衛生官指，如果只由教師及學

生自行決定是否戴口罩並不足以

控制病毒傳播。

【看中國訊】加拿大公共衛

生局（PHAC）7 月 31 日（上

星期五）發出警告，一批來自

美國的紅洋蔥含有沙門氏菌，

已導致百餘人不適，需要回

收。加拿大食品檢查局（CFIA）

星期日擴大召回來自美國的洋

蔥種類，因再有 17 人因進食洋

蔥不適。

加拿大食品檢驗局表示，除

了早前回收的湯普森國際公司

（Thomson International Inc.）
出品的紅洋蔥外，來自該公司的

其他洋蔥都要回收。

食品檢查局 4 日表示，全

國目前共有 120 例與進食有關

產品不適的入院報告，新增案例

分別來自薩斯喀徹溫省及魁北克

省，早前病例多來自亞伯達省、

卑詩省、曼尼托巴省、安大略省

和愛德華皇子島省。

美國官員正與加拿大合作，

以確定污染源頭，目前美國相關

病例已達 200 多例。

【看中國訊】據加拿大航空

公司官方網站消息，8 月 7 日始

將恢復溫哥華直飛上海的航班，

每週一次。

6 月份加航原本計畫從 7 月

1 日開始恢復多倫多直飛上海的

航班。但因疫情持續而推遲。

除了封閉飛機上一些座位保

持乘客之間距離外，加航還採取

其它防疫措施：禁止體溫超過

37.5 度的人上飛機；要求所有

機組人員與旅客戴口罩；定期打

掃登機亭，每天對所有櫃臺進行

消毒；免費提供免洗手液等。

【看中國訊】加國首席衛生

官譚詠詩（Theresa Tam）在 8
月 4 日的記者會上表示，本國

至今有超過 11.7 萬例武漢肺炎

（COVID-19） 確 診 病 例。 她

說，目前武漢肺炎疫苗正在臨

床試驗第三階段，而第三階段

後仍須考慮免疫的時間長度、

病毒的演變、人口等問題，雖

然有關情況為民眾帶來希望，

但疫苗面世後，不一定馬上有

足夠數量供所有人接種，不代

表疫情馬上會結束。她指，加

拿大衛生機構正就未來一年的

抗疫做好準備，而國民要繼續

做好防疫措施。

(Twitter screenshot)

美國、加拿大多地收到來自中國、內含種子的不明包裹。示意圖。

（圖片來源：Joe Raedle/Getty Images）

亞省將強制
學生和教職員
佩戴口罩

加國擴大召回問題洋蔥譚詠詩籲做好
長期防疫措施

加航恢復溫哥華至上海航班

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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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據路透社報導，加拿大

卑詩省法院提交的文件顯示，加拿大檢察

總長稱，以銀行欺詐罪將華為首席財務官

孟晚舟引渡到美國的所需條件已經具備。

現年 48 歲的孟晚舟於 2018 年 12 月

1 日，因美國發出的一項逮捕令被加拿大

警方拘捕，該指控稱她誤導了匯豐銀行關

於華為在伊朗的業務往來。

從那以後，孟晚舟一直被軟禁在溫哥

華的家中，與引渡作鬥爭，她稱自己是無

辜的。她的案子在加拿大和中國之間引起

了外交爭端，中國當局要求加拿大釋放孟

晚舟。孟晚舟被捕後，中國拘留了兩名加

拿大人。

這些文件於上週提交，並於上週五向

媒體發布，是正式審理定罪或孟晚舟是

否應被引渡到美國的預兆。聽證會將在

2021 年 4 月舉行。

這些文件概述了支持孟晚舟的羈押證

據，並得出結論認為已達到定罪的標準。

文件指出，引渡聽證會不是對美國提

出指控的全面審判，只是判定這些指控是

否有可能被認定是有效的。

加拿大司法部長兼檢察總長戴維．拉

梅蒂（David Lametti）的律師寫道：「證

據表明，孟女士故意向匯豐銀行作出不誠

實的陳述，以維護華為與銀行的關係。」

「由於孟女士承認她是引渡請求中所

列行為被提起公訴的人，因此確立了所有

正式的拘押要求。」

華為拒絕對此置評，指出了過去關於

其論點的法律意見。

5 月，卑詩省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發

現，雙重犯罪的法律標準（即孟的行為

在加拿大和美國都可被視為犯罪）已得

到滿足，這打破了那些希望盡快結束這個

起訴的人們的希望。

下一次聽證會定於 8 月 17 日至 21
日在溫哥華舉行，將討論總檢察長在拒絕

發布華為要求提供的與孟晚舟最初被捕有

關的某些文件時是否享有特權。

審判聽證會原定於 2021 年 4 月結

束，雙方都可能提出上訴，這意味著該案

可能會拖延數年。

2018 年 12 月，孟晚舟在加拿大被

逮捕後，兩名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

凱和商人斯帕弗隨即在中國被拘捕。兩人

分別被關押在北京和瀋陽，如今已六百天

了。兩人不僅未能與家人和律師見面，從

今年一月起中共當局甚至拒絕加拿大官員

的領事探訪權。

據《自由亞洲電臺》援引加拿大《環

球郵報》報導，根據不願具名的知名人士

描述，加拿大駐華大使鮑達民 (Dominic 
Barton) 今年七月初還以私人身份帶著書

籍和信件到遼寧瀋陽法院，希望能見上斯

帕弗一面，但依然被中共當局拒絕。

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麥塔斯（David 
Matas）接受 Rebel 新聞網站以及營救兩

個加拿大人的組織委託，將向聯合國人權

理事會投訴中共對康明凱和斯帕弗的暴行

虐待。麥塔斯說：「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是

一個全球性的機構，接獲投訴後，人權理

事會將做出調查和說明，相信北京當局在

壓力下也要有所回應。我已經和兩個加拿

大人的家庭聯繫，希望很快有所進展。」

截稿之前，記者未收到加拿大全球事

務部關於兩名加拿大人最新情況的回應。

但外交部長商鵬飛多次強調，「解救兩人

是政府的頭等要緊大事。」

【看中國訊】Qualico Communities
在 6 月啟動了新家攝影項目，作為對購

買新房業主的感謝，Qualico 與 Michelle 
Wilson 攝影合作，在 6 至 8 月期間，向

所有購買了新房的業主一家人贈送一次免

費的家庭攝影。

Quolico 市場顧問 Nina Wulder 說，

「現在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但購買新

房子仍然是人生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值得

慶祝。」

事 實 上， 家 庭 攝 影 在 武 漢 肺 炎

（COVID-19）疫情期間邊得很流行，

一家人站在家門前拍攝照片，攝影師也

會與你保持一定距離，安全又有趣。

Redstone 居民 Sunny Brar 說，「我是第

一次買房，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大事，從開

始到結束，都與不同的供應商打交道並不

容易，但 Qualico 通過額外的小努力，改

變了整個旅程，讓它變得更加美麗難忘，

我很感謝。」

合作這項項目的 Michelle Wilson 是

一名來自亞省 Chestermere 的人像攝影

師，她在 Chestermere 已經完成了另一

項家庭攝影項目，並向該鎮食物銀行進行

捐贈。她說：「作為一名人像攝影師，我

希望我的客戶能在這張照片記錄下一生那

特殊的時刻。有甚麼比用有一個新假更加

特別呢？」

此外，參與這個項目的新業主還有

機會贏取價值 1500 元的額外 Qualico 

Bucks 禮券，可以用來購買裝修、圍欄、

空調升級等套餐。

疫情影響下卡城居民考慮遷居小鎮

媒體報導，過去數月卡城房地產受疫

情影響，銷售額及價格持續低迷，不過一

些亞省村鎮的房地產經紀人表示，村鎮因

為有更大的開放空間，吸引一些卡城人到

周邊小鎮購買房屋，當地銷售量大增。

在卡爾加里南部約 1 小時車程的

Nanton 人口只有 2,300，鎮長兼房產經

紀人 Jennifer Handley 說，如今 Nanton
房地產市場很熱，「我們忙得喘不過氣

來。自 5 月中旬以來，我已經售出了 15
個房產，這個數字在農村小鎮來說相當可

觀」。她也說，很大部分買家來自卡爾

加里，他們想要離開大城市。

目前 Nanton 並無任何一例確診報

告。而當地買家也出現變化，從以前的退

休社區，到現在很多家庭看上了當地的小

型學校氛圍，覺得那裡的社區更加安全。

此外，疫情令更多人轉向在家工作，也就

是說人們現在可以搬到農村居住但仍保留

城市的工作，每周往來一兩次城市，也是

非常可行的。

亞省房地產協會經濟分析師 Anne 
Marie Lurie 表示，農村地區數據最近都

出現這樣的趨勢，房產銷售數字比城市數

字增長更多，包括 Airdrie、Cochrane、
Okotoks 的銷售量都在去年水平之上，庫

存也低於去年的水平。

已具備引渡孟晚舟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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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d Winning Lake Living
As three time Community of the Year in prestigious Springbank, 
Harmony offers an enriched urban-country experience only eight 
minutes west of Calgary.

Harmony balances wide open green spaces, direct access to — 
and views of — The Rockies, a highly rated school system, and an 
incomparable amenities package. Lake living, a pathway system, a 
social membership to Mickelson National Golf Course, Adventure 
Park, and a world class spa anchoring the future Village Centre. 
Discover why life is better when it is lived in Harmony.

LiveInHarmony.ca

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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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HARMONY
讓您的划槳技術 更趨完美

今天就來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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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社區將諸多因素完美結合：廣闊的開放綠地，可直接通

往落基山，秀麗的落基山美景，優秀的學校，無與倫比的基礎設施，

湖畔生活，散步小徑，Mickelson 國家高爾夫球場會員，冒險公

園等，還有一家世界級的水療中心進駐未來的中心商業區。住在

Harmony 的生活何以如此美好？快來一探究竟吧。

湖畔的獲獎社區
獲得三次年度社區榮譽稱號的 Harmony 位於尊貴的 Springbank，

為居者提供豐富的市區 - 鄉村體驗，距卡城西部僅 8 分鐘車程。

3次榮      獲
年度社區

卡 爾 加 里 地 區

Pixabay

Qualico 為新房買家贈送家庭攝影

加國檢察總長：

2020年5月27日，

孟晚舟離開溫哥華

的家，前往BC省最

高法院。（圖片來

源：RichLam/Getty 

Images）

liveinharmon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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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日前，美國

因 TikTok 向北京傳送數據、給美國國家

安全帶來風險對其採取行動，TikTok 面

臨被收購或者離開美國兩種結果，9 月

15 日是川普給出的最後期限。分析稱，

繼 TikTok 之後，川普政府的下一個目標

或將是微信（WeChat），因為蓬佩奧在

講話中特別提到了這兩款軟體。

收購談判涉四國市場

目前，微軟公司正在與 TikTok 進行

收購談判，談判針對的是 TikTok 在美

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市場。

微軟稱，將繼續與美國政府合作，並計畫

在 9 月 15 日之前完成談判。

川普 8 月 3 日表示，交易一旦落實，

交易額的很大一部分「必須進美國財政部

的腰包，因為我們（美國政府）使這筆

交易發生」。前不久，印度對 TikTok 採

取了封禁措施，讓 TikTok 的母公司字節

跳動損失了超過 60 億美元。

中國外交部批評美國對 TikTok 採

取的行動是「搞雙重標準」，但很多網民

稱，北京建「防火牆」，禁止國人使用谷

歌、臉書、推特等境外軟體，才是「雙重

標準」。

微軟收購將有後續問題

美國政府指控 TikTok 獲取美國公民

的私人數據傳送回中國。那麼，如果微軟

收購 TikTok，否能緩解美國對 TikTok
的安全疑慮呢？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信息學院「逆權

力實驗室」主任蕭強表示，當微軟收購

TikTok 後，TikTok 的用戶數據就會變

成美國公司的數據。「就像微軟、谷歌、

臉書、亞馬遜，他擁有大量美國或者世界

各地用戶的數據，就變成一個美國的法律

問題了。」

白宮顧問納瓦羅則指出，微軟是協助

北京建設網路防火牆的美國企業之一，微

軟的必應（Bing）是極少數在中國存活

下來的美國搜索引擎之一，而北京當局也

在監視中國的 Skype。納瓦羅稱，「這裡

有一些可疑的事情」，他同時告訴媒體，

中國軍隊和共產黨用的都是微軟的軟件。

他質疑微軟收購 TikTok 是否會向北京妥

協，並給出建議說：「也許微軟可以剝離

它在中國的股份？」

抖音助網警維穩

儘管 TikTok 對白宮的指控進行否

認，但根據中國 2015 年實施的《國家安

全法》，2017 年實施的《國家情報法》、

《網絡安全法》等法規，所有的組織和個

人，必須無條件配合當局蒐集情報和審查

信息。

公開資料顯示，TikTok 的母公司字

節跳動今年在中國某人才網站上發布招聘

廣告，崗位職責是對其旗下的今日頭條客

戶端中的新聞媒體和自媒體內容進行審

核，招聘廣告中還標明「黨員優先」。

2018 年，當字節跳動旗下「內涵段子」

遭北京關停時，字節跳動創始人張一鳴公

開道歉表明要「加強黨建」，並將內容審

核團隊從 6000 人擴大到 1 萬人。

除此之外，字節跳動 2019 年還新增

了「網警矩陣」，中國省級、地市級公安

機關 170 家網警單位宣布，將以開通專

門工作帳號的方式集體入駐抖音，藉助抖

音的優勢，「提升公安機關網絡社會治理

（維穩）能力」。

多國指微信的高風險

至 於 微 信， 外 界 則 猜 測 這 是 繼

TikTok 之後，很快會在美國面臨風險的

中國應用程序。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

研究中心」（CSIS）技術政策計畫主任詹

姆斯．劉易斯（James Lewis）表示，「微

信的風險程度可能比 TikTok 更高，因為

涉及敏感的通信。」

微信通常被描述為是一個社交軟件，

但其如今已經發展成伸入人們生活中的社

交、遊戲、支付、旅遊網路平臺。多倫多

大學公民實驗室（Citizenlab）今年 5 月

就微信的審查方式發表的最新研究報告指

出，「非中國大陸帳號之間的文檔和圖像

傳輸會受到監控，含有政治敏感內容的文

檔和圖像會被添加到針對中國大陸帳號的

審查列表中」。

微信也被稱作是當局用來向海外華人

宣傳的關鍵工具。今年早些時候，澳大利

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智囊團指出，一些微信

中的群組平常推薦度假勝地、餐廳等，但

在一些關鍵時刻就改變方向，傳播與北京

立場一致的政治信息。

今年 7 月，德國情報部門在年度報

告中指出，微信支付系統在中國，不排除

北京蒐集相關數據的可能性。報告稱，北

京蒐集到這些數據後，有可能會濫用在它

的社會誠信系統中。而個人信息非常敏

感，因為它不僅能披露用戶的財政狀況，

也能夠提供有關此人職業及私生活的信

息。中國問題專家章家敦指出，「中共有

了數據後，它可以找出人們的弱點加以利

用，找出適合的人，吸收為中共間諜」。

面部識別軟體受關注

據英國統計公司的統計數據，美國

480 萬華裔人口中，使用微信的人數至少

為 300 多萬。作為中國唯一的對外社交

媒體，如果微信被禁，一些海外華人與國

內的聯絡可能將變得困難。

除了 TikTok 和微信，蓬佩奧還稱，

蒐集面部識別信息的軟體都值得關注。目

前，有很多中國公司在製造這類產品，

如社交網路 Kwai 和美容應用 YouCam 
Makeup 都使用了面部識別演演算法。另

外，會議軟體 Zoom 也可能是美國政府

考慮禁止的對象。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外界傳

美國移民局已拒絕數十名中國駐美國記者

的工作簽證，造成中國外交官和「大外宣」

部門措手不及。胡錫進表示，鑒於美方至

今拒絕給中國記者續簽，中方做好了從美

國被迫撤出全部記者的最壞準備，並揚言

中方會反制。有評論說，美國白宮逐步實

施「中美脫鉤」，而中國記者成為首選。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 8 月 4 日

在推特發文表示，假如美方不再為中國記

者續發工作簽證，中方已為最壞的情況做

好準備，就是所有中國記者都需要離開美

國。屆時中方將會採取反制措施，目標包

括派駐香港的美國記者。

另外，胡錫進又在微博上表示，據他

了解，雖然在美國的中方記者都已按美方

要求提交申請，但尚無一人獲得延期簽

證，近 40 位記者迄今沒收到辦理簽證延

期手續的通知。

流亡海外的大陸民主人士潘露，對自

由亞洲電臺表示，胡錫進眼中的中國駐美

記者，往往帶著特殊使命，在美國從事與

記者身份不相符的工作。他說：「美國記

者絕大多是自由媒體的記者，是不受美國

政府控制的；而幾乎所有中國去美國的記

者其實都是中共記者，屬於大外宣，甚至

是具有經濟或軍事間諜的身份的人。」

8 月 4 日，據澎湃新聞，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有媒體在

例行記者會上詢問，若美方拒絕為中國記

者續簽，中國是否會作出回應？美方駐香

港的記者是否會受到影響？汪文斌表示，

中方「必將被迫作出正當反應」。

汪文斌並表示，美方 5 月 8 日將中

國駐美記者簽證停留期限大幅縮短至 90
天以內，且每 3 個月要重新申請延期。

據瞭解，「中方有關記者均早已向美方提

交了簽證的延期申請，但至今尚無一人獲

得美方的明確回覆。」

3 月初，美國就要求 5 家中國官媒縮

減駐美人數，從 160 人調低至 100 人；

大約有 60 名中國籍員工將失去簽證，如

果他們在 8 月 6 日前找不到新雇主，就

必須離開美國。這 5 家中國新聞機構分

別是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日報》發行公

司和《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美國總代理海

天發展公司。

美國國務院稱，這些機構都被中共有

效控制。爾後美國又公佈新規，縮短中國

記者簽證有效期至90天，允許申請續期；

但新規並不適用港澳記者。

美清潔通訊網絡 Tiktok微信不被信任

大批中國駐美記者可能回國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中國

華中一帶，今年夏天不平靜，除了長江

水患不斷，浙江 4 日又遭遇 「黑格比」

(Hagupit) 颱風侵襲，當地超過 83 萬戶民

居停電，其中渝匯社區一名女住戶，因試

圖關窗戶，不慎被大風吹落，墜樓身亡。

今年第 4 號颱風「黑格比」於 4 日淩

晨 3 時 30 分左右，在浙江溫州樂清沿海

登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達到

13 級，強風和暴雨影響當地 54 個鄉鎮、

607 個行政村，導致 835,854 戶停電。此

外，當地至少有 20 萬民眾被迫離家到安

全地區避難。

網傳視頻顯示，當地4日狂風呼嘯、

大雨傾盆，台州玉環市區，有大批樹木

被連根拔起，堵塞公路。玉環的渝匯社

區不少住戶的窗戶玻璃也被吹落，有住

戶放在陽臺的洗衣機也被吹到樓下。當

地街道積水也非常嚴重，不少汽車被泡

在水中，人們只能蹚水行走，有些地方

水深也早已超過成人的大腿。稍晚，官

方證實渝匯社區一名居住在 11 樓的女住

戶，因試圖關閉窗戶，不慎被強風吹落

而墜樓，並導致身亡。

【看中國訊】《華盛頓自由燈塔報》

報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去年獲得

「好 著 名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NiceFamous 
Corporation Ltd)」所捐獻的 300 萬美

元。該公司注冊地為香港，持有人是來自

上海的許雪晴。報導還稱，許姓商人與賓

夕法尼亞大學之間沒有明顯的關係，不過

許姓商人曾捲入上海一宗公共腐敗醜聞，

最終「脫險」免於刑罰。

然而，《華盛頓自由燈塔報》查閱相

關文件後，據公開的記錄顯示，有關商人

背景神秘，似與中共政府關係密切；無論

如何，報導質疑該公司捐款賓大，被認為

是中共企圖影響美國學術界又一例證。較

早前，有評論員公開表示，北京政府近年

來對美國多所大學投入鉅資，相信有部分

原因是為了在美國學府營造其影響力。

不過，自川普就任總統後，聯邦檢察

官就積極關注北京在美國大學的影響力，

以及從事間諜活動的審查。根據報導，賓

大過去數年來一直獲得外國大筆資金，其

中很大一部分來自北京。

13級大風襲溫州 住戶被吹墜樓

賓大獲巨額捐款 金主引關注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ANASTASIA VLASOVA/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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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發展，中國

的結婚率持續走低，引發

國內外人士的持續關注，

從 2013 年開始，中國結婚

率出現五連降。到 2018 年

全國結婚率只有 7.2 ，創下

2013 年以來的新低。而中

國的離婚率已經連續 15 年

攀升。為甚麼中國年輕人不

願意結婚？談談個人看法，

希望對關心的人士起到拋

磚引玉的作用。

先說說在中國結婚需要甚

麼？按照現在中國的社會情況，

男娶女需要提供彩禮、車、房

子、自身具備穩定的收入（按

每個地方的實際情況，要求各有

所不同），很多朋友會說，這些

要求很正常，沒有甚麼問題啊？

別著急，我們一樣一樣來。

彩禮是多少？

目前各個地方沒有明確規定

要多少彩禮，在中國農村，彩禮

大約在 10~20 萬之間，大城市

是高的，30 萬到 50 萬之間。

按照通俗的常理，比如 50
萬的彩禮，女方父母拿走 30 萬

到 40 萬不等的數額，剩下的才

是新家庭的。先不說男方能不能

為甚麼中國的年輕人不願意結婚？（Adobe Stock）

拿這麼多錢，為甚麼女方父母要

這麼做？女方父母認為，他們生

養了一個女兒，現在要離開自

己，就應該支付他們生養她的所

有費用。然後是房子、車子、收

入等問題，這就無法避免要談到

中國的消費情況。

比如一個剛畢業的應屆生去

一線城市工作，租一間 15 到 20
平米的房子，價格大約在 1500
元到 2500 元，然後押一付三

（20 平米的房子，2000 元 / 月，

第一個月就需要繳納 2000 元的

房租作為押金和 3 個月的房租，

也就是 8000 元，這還不算水電

費），然後吃飯一個人一餐需要

20 元到 30 元不等，如果按 20
元一餐計算，一個月 30 天，就

是 1800 元，還不算上下班交通

費用，如果生病花費就更多了。

除了這些個人消費開支，還

有其它開支，比如傳統的節日，

因為中國講究禮尚往來，這些節

日都跟走親訪友有關係，這也逐

漸成為了年輕人的負擔，為甚麼

這麼說？打個比方：家族裡有兄

弟姐妹，過節回父母家錢給少

了，親戚家禮送輕了，或者兄弟

姐妹缺錢等等，還會受到言語之

間的歧視，家庭和個人的自尊心

很容易受到來自長輩和親屬的打

擊，傳統的家庭矛盾，大部分都

財經簡訊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投資者因中國銀行掛鉤原油

的投資品「原油寶」而遭巨額損

失，而時隔三個月，中國銀行的

補償方式不能令投資者滿意。截

至目前，27 個省的高級法院發布

公告，審理投資者發起的訴訟。

8 月 3 日，《金融時報》發布

「原油寶」事件新進展，未與中

國銀行達成和解協議的投資者可

通過各地法院進行訴訟。

在這裡。

然後再說說房價問題，這觸

動的是大多數中國人心中的痛。

由於中國一線城市，受地域、交

通、政策影響的不同，再加上人

口不均衡，所以價格略有不同，

一線城市目前最低均價是 3 萬

一平米，最高的像北京、上海

20 萬一平米的也有，為甚麼要

選在一線城市買房？二、三、四

線城市不好嗎？就目前中國的政

策，主要比較好的就業、醫療、

教育都集中一線城市，可以肯定

的是二、三線城市的生活條件一

定趕不上一線城市，不僅如此，

二、三線城市就業沒有保障、醫

療敷衍病情、教育缺乏安全感。

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就出

在條件越差的城市，企業越不願

意給員工繳納社保。為甚麼有企

業不願意？問題就在地方政府願

不願去監督，這是其一；其二、

中國大多數民眾不知道如何依法

維權，這就導致一些企業鑽了漏

洞；然後醫療和教育在一線以下

城市也存在問題，這跟中國人才

的升遷制度有關。

比如一個能力很好的醫生、

護士或者教師，因為沒有領導願

意推薦和提名，這就導致這些有

中國年輕人為何不敢結婚？

美中計畫8月中旬重審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看中國訊】美中近期爭端不斷，知

情人士則指出，兩國代表將在這種關係加

劇緊繃的情況下重新審視第一階段貿易協

議。據彭博社報導，知情人士引述協議

文本稱，在協議生效 6 個月後，也就是 8
月 15 日前後會重新審視協議，並由美國

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
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領頭討論。

白宮新聞秘書麥肯內尼（Kayleigh 
McEnany）8 月 4 日在簡報中表示，北

京當局應履行他們的承諾與義務。川普總

統近期則多次表示，貿易協議對他而言不

【看 中 國

記者李正鑫

綜 合 報 導】

中 國 央 行

旗下雜誌刊

登前行長周小

川的文章，稱明

天系等資本系是

「野蠻擴張」。 8 月 3 日，官媒報導稱，

明天系 209 家空殼公司套取包商銀行

1560 億人民幣。

《中國金融》雜誌 8 月 1 日刊登前行

長周小川的文章，在這篇題為〈周小川：

公司治理與金融穩定〉的文章，周小川表

示，公司治理作為企業改革的重要內容

仍需加強，北京在金融機構監管，特別

是銀行監管上，在巴塞爾 III 方面執行力

度還不夠。

周小川表示，最早是規模較大的私

營企業出現問題，如：明天系、華信系、

安邦系等，隨後一些金融機構，如：包

商銀行、恆豐銀行、錦州銀行等也暴露

出問題。還有一些正在自救之中，如：

海航集團等。周小川稱：「仔細分析這

種『野蠻擴張』，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高槓

桿。高槓桿的首要原因是靠向金融機構

借款、靠發債等來加槓桿，很多還是利

用自己控制的金融機構進行關聯交易。」

「虛假資本金再加上放大的槓桿，一些機

構的擴張很快就是天文數字了。」

而在這些問題企業集團野蠻擴張過程

中，也暴露了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對於公司

治理監管不足。

周小川強調，就金融機構監管，特別

是銀行監管來說，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巴塞

爾 III 明確提出了資本質量、淨穩定融資

比例（NFSR）、槓桿率等概念及其監管

尺度。但北京在這方面執行力度還不夠：

第一、資本質量存在重大的問題；第

二、融資特別是一些中小型金融機構，淨

穩定融資比例顯然有很大問題，其資產負

債表的負債方大量依靠短期不穩定的融

資，或者說相關聯的槓桿率過高。並且，

對於一些實體經濟公司如：華信集團、明

天系公司，在其高速膨脹過程中也存在監

管不足的問題，但應該由誰監管，沒人能

答上來，最後變成了無人監管。

《證券時報》8 月 3 日報導，明天系

209 家空殼公司套取 1560 億人民幣，全

部成為包商銀行的不良貸款，包商銀行信

用風險的慘痛教訓，再次突顯完善中小銀

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中國前央行行長周小川談明天系

如以前重要。

繼TikTok之後  
印度擬禁用騰訊等APP

【看中國訊】中印今年 6 月在喜馬拉

雅山區邊境爆發衝突，導致 20 名印度軍

人喪生之後，兩國經貿關係也緊張升溫。

印度政府繼禁用 TikTok 等 59 種中國

APP 之後，計畫將更多中國服務商 APP
列入黑名單，包括：字節跳動旗下 Vigo 
Video、騰訊旗下的 QQ 在內。

彭博新聞取得的印度政府文件顯示，

最新一輪印度政府擬禁用 APP 還包括：

小米的 Mi 瀏覽器、微博、百度公司的主

要搜索產品、美圖，歡聚集團的 Bigo 和

Likee 也在名單之列，這使印度封殺中國

APP 服務總數達到 106 項。

投資者巨虧的原油寶事件最新進展
自 7 月 21 日起至今，已有

包括北京、上海、重慶、 廣東等

共計 27個省（直轄市、自治區）

的高級法院發布了相關公告。公

告顯示，投資者可根據開戶行地

點、訴訟標的額大小在不同法院

提起訴訟。已立案受理的根據訴

訟標的額移送到相應法院管轄。

據北京觀韜中茂律師事務所合夥

人楊帆介紹，案件起訴是遵循訴

訟時效的要求，審理時限是按照

民事訴訟法的審判期限要求。法

院適用普通程序審理一審民事案

件的審理期限一般為 6 個月，

二審審理期限一般是 3 個月。

「原油寶」事件起因是在 4

月 20 日 22:00，WTI（紐約西

德州中級原油）的 5 月價格約為

每桶 11.68 美元；就在「原油寶」

停止交易後，美國原油期貨價格

急跌，最後以每桶 -37.63 美元

作收，但中國投資者對此無能為

力，中國銀行也未強制平倉。

中國銀行給出的解決方案

是：穿倉部分的損失由中國銀

行來承擔；至於投資者保證金部

分，中國銀行以客戶 4 月 20 日

22:00持倉金額的20%給予補償。

當時已有眾多投資人表示要

進行集體訴訟，提告中國銀行。

按協議結算價統計，客戶約有

6 萬人，總虧損規模不少於 90
億元人民幣。其中，逾 6 萬名

客戶 42 億元保證金不但全部賠

光，還倒欠中國銀行逾58億元。

能力的人要麼離職、轉行、或者

出國了；不是老百姓不願去二、

三線城市，而是老百姓都害怕去

二、三線城市，像之前浙江大學

努某某事件，還有更嚴重的，比

如校園貸、裸貸、校園暴力等

等。

特別是現在的年輕人都經歷

過，都不想再經歷了。這些跟結

婚有甚麼關係呢？當然有關係。

你要結婚，將來是不是要生育小

孩，把你的小孩放到這樣的生存

環境，你願意嗎？其次中國這幾

年隨著消費的增加，家庭矛盾也

急劇上升。最近杭州江干區的一

起殺妻案，還有其它地方一些案

件等等，這些就是家庭矛盾被激

化的具體表現。

隨著家庭矛盾的增加，離婚

率越來越高，單親家庭的兒童數

量也越來越多，這就導致將來的

一個問題，這些孩子將來關乎中

國的犯罪率，後天精神 / 心理疾

病患者數量可能會高居不下。中

國跟其它國家的家庭教育不一

樣，大多數的中國家庭，父母很

少和孩子溝通，這對未成年孩子

的心理健康造成極大的陰影，再

加上中國特殊的校園環境，可能

將孩子的引向犯罪的深淵。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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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上孟建柱、江綿恆

袁弓夷在「廣傳媒」8 月 4
日的視頻直播中談到，江派高官

孟建柱早年從上海被調往江西任

省委書記，但因其妻子生病不能

前往，遂求孫力軍幫助照顧，當

時身為上海市衛生局外事處副處

長的孫力軍盡心盡力照顧孟妻，

故此深得孟建柱信任。

袁弓夷透露，因為孟妻腦中

有腫瘤，不宜開刀，怕傷其神

經。其後孫力軍帶孟妻前往位於

美國加州的癌症治療中心，以質

子刀技術最終治好了孟妻的病

症，因此立下大功。

其時已經接替周永康掌管政

法委的孟建柱集大權於一身，調

孫力軍任公安部一局局長，負責

國內安全保衛，即國保。袁弓夷

表示，孫力軍還掌權迫害法輪功

的 610 辦公室，「610 權力大過

公安部，當時江澤民成立這個部

門來對付法輪功，給了他們很

多特權，國內國際都要配合他

們，因此可見孫力軍的權力有多

大！」

另外袁弓夷指，孫力軍可以

扶搖直上的另一原因是依附江澤

民長子江綿恆。江綿恆的腎臟屢

出問題，幾次換腎都由孫力軍負

責安排醫生，以及從健康的人身

上活摘器官，「換了腎出現排斥

就再換」，因此對於江派來說，

孫力軍是大功臣。袁弓夷聽聞多

人因此而喪命。

袁弓夷還說，直到最近，江

派勢力在香港、廣東一帶還是不

得了，上海更不用說，而湖北是

上海的後院，也是江派的實力

範圍。他透露，武漢 P4 實驗室

受到雙重領導，一方是軍隊，另

一方則是江綿恆。江在中科院過

去說是副院長，實際是抓實權。

他還透露，當初法國協助建造實

驗室時，最初的設計是一個實驗

室。之後「做多兩層，地下的實

驗室給軍方用，地面的給中科院

用」。他指有關病毒來源，雖

然無證據，但是大家都知道病毒

不會這麼巧在武漢爆發，雖然尚

未知道病毒是故意還是意外泄漏

出來。

病毒的實質證據已外泄

今年 2 月上旬武漢疫情最

嚴重期間，孫力軍被派往武漢督

導防疫工作。袁弓夷指，孫力軍

到了武漢後「橫行無忌」，控制

了整個武漢，包括當地和中央的

電話通話，全部被他錄音；他也

可以自由出入 P3、P4 實驗室，

期間收集了所有病毒證據。

袁弓夷表示，孫力軍把掌握

到的病毒證據通過途徑交給在澳

洲的妻子李莉，以求在內鬥中作

為自保資本，怎知被澳洲情報部

門截獲。 3 月末已經有澳洲昆

士蘭州獨立議員提出要求中共就

疫情賠償澳洲，並調查病毒源

頭。 4 月時，澳洲政府公開表

示要求獨立調查武漢肺炎，成為

首個提出調查要求的國家。

袁弓夷推測澳洲已經將這些

情報交給美國，他亦推測英國也

已經收到該情報，因此對中國立

場開始強硬，並拒絕華為參與

5G 項目。

袁弓夷透露孫力軍的證據，

包括中共領導和武漢通話的錄

音。他說：「中共隱瞞疫情的證

據確鑿，隱瞞、造假、這些證據

確鑿」，這是很難得到的內部證

據，現在被美國掌握了。

袁弓夷指，北京當局調查之

下，發現孫力軍掌握的病毒機

密落入澳洲手中後，於是才在 4
月 19 日將其拿下。

袁弓夷說，目前武漢高官，

甚至有傳武漢市民的護照都被沒

收，就是因為中共害怕他們作為

人證，出國後泄漏武漢肺炎的

秘密。

孫力軍從上位到落馬的內幕

隱形首富豪奪千億礦權

北戴河會議前3副部級官員空降地方習近平親信中紀委擴權 火燒趙樂際

【看中國訊】大陸媒體日前

報導，青海「隱形首富」馬少偉

借用假文件豪奪千億礦權，他被

指長期非法開採煤礦，獲利超過

百億人民幣，且迄今未停，已造

成當地生態浩劫。

據《青海柴達木日報》報

導，木裡煤田位於青藏高原柴達

木盆地東北邊緣祁連山南麓，探

明煤炭儲量 41 億噸，是青海省

最大的煤礦區。 2003 年開始，

先後有 11 家企業進入木裡煤田

進行勘查開發。由於缺乏統一規

劃，過度開發，違規露天開採，

已造成環境的全面惡化，自然生

態系統更遭受嚴重的浩劫。

2014 年，青海省政府曾成

立聯合調查組叫停了礦區內一切

開採行為。但《經濟參考報》推

出調查採訪報導指，號稱青海

「隱形首富」的興青公司董事長

馬少偉，盤踞木裡礦區聚乎更

煤礦 14 年，涉嫌無證非法採煤

2600多萬噸，獲利超過百億元。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上個

月發現興青公司仍在開採。據知

情人士表示，目前興青公司有 4
個採煤隊、120 臺機械、近 300
人在聚乎更礦區一井田煤礦 5
號井開採作業。

興青公司內部知情人士透露

說，公司經常是白天迎接檢查、

夜間組織開採，或者上級領導、

執法人員前腳剛離開、後腳就恢

復生產。

對於興青公司「掠奪式、破

壞性」開採行為，中科院院士張

宏福直呼「痛心疾首」。他表

示，木裡煤田區域生態極其敏感

和脆弱，大規模無序探礦採礦將

使地表大面積發生不可逆轉的乾

旱化，也造成優質焦煤、可燃冰

等不可再生資源遭毀滅性破壞。

這場假文件奪取千億礦權糾

紛也引起了社會關注。 2018 年

6 月，青海省商務廳給中共商務

部的答覆書中稱，「文件內容不

當」，「該文件已被收回撤銷」。

【記者苗薇綜合報導】近

日，網傳中共東風軍備廠用普通

鋼造軍車，上陣就被打穿的醜

聞。今年 6 月，東風汽車集團

特種裝備事業部兩名高層涉嫌貪

腐落馬，據稱與東風生產的軍用

越野車有關。

旅美民權活動家韓連潮披

露，東風汽車集團的高機動型軍

用越野車「東風猛士」涉嫌用低

價鋼替代高質鋼，層層收回扣，

層層分贓。

對話截圖顯示，「用北鋼院

的特種鋼招標。成標後用普通鋼

板供貨。從上到下分錢。幾萬一

噸的鋼板，用幾千一噸的鋼板替

換，分錢用麻袋裝。每人分贓

6000 萬。」

消息稱，因中印邊境爆發衝

突，中方的東風軍車車身被擊

穿，導致士兵死亡，軍方控告，

才扯出這其中的貪腐醜聞。軍方

直接取消了東風軍品供貨資格，

退貨 5000 輛。

【看中國 2020 年 8 月 2 日

訊】李克強和習近平之間近期的

衝突備受關注。 7 月 31 日，在

官方高調舉行的北斗三號全球衛

星導航系統建成暨開通儀式上，

主持儀式的習近平親信、副總理

劉鶴，公開讓李克強當眾出醜，

情形令人吃驚。

央視直播畫面顯示，劉鶴在

念完「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後，掌聲

響起，劉鶴留足了讓習近平起身

回禮的時間，而接下來念中共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

名字時，同樣有掌聲響起，李克

強起身向身後回禮的瞬間，劉鶴

卻馬上讀下一個常委韓正，以及

中辦主任丁薛祥的名字，這個場

面令李克強頗為尷尬，全場可

見。有知情網友爆稱，2017 年

十九大新常委見面會，李克強走

下臺的時候，本來走在後面的韓

正突然快走幾步擠到他的前面，

似乎一點不把他放在眼裡。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

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趙樂際

在過去一年來忽然成為習近平眼

中的問題人物。

7 月 31 日，官媒發布消息

稱：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

第一次代表大會 7 月 26 日在北

京召開。中紀委副書記、國家監

委副主任李書磊當選為中央紀委

國家監委機關黨委書記，這是李

書磊的新兼職。

官方消息還說，受政治局常

委、中央紀委書記趙樂際委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委

副書記、國家監委主任楊曉渡出

席會議並講話。這則消息有幾個

值得關注的地方：

首先，中共治下機關之中黨

委是核心，黨委書記就是一把

手。趙樂際雖官居政治局常委，

因為也在中紀委國家監委體系

內，從某種意義上看，李書磊這

個管整個機關的黨委書記，甚至

能把趙樂際也控制了。

其二、這次開的是中共中央

紀委國家監委機關第一次代表大

會，也就是說過去沒有，這個機

關黨委書記是新職務。為什麼要

突然設置此職？高層內鬥就是這

樣微妙。

第三、李書磊是習近平的

「筆桿子」。 2016 年至今，李

書磊任職中紀委副書記及國家監

委副主任。 2008 年，44 歲的

李書磊被提拔為中央黨校副校

長，而當時的中央黨校校長就是

習近平。李書磊曾被調往習辦，

任習近平的政治秘書。有消息

說，習近平在黨校的多篇講話均

出自李書磊之手。

第四、受委託在會議上講話

的楊曉渡是什麼角色？ 2018 年

3 月，原來一直風傳由王岐山或

趙樂際擔任的所謂重要反腐機構

國監委的主任，最終由楊曉渡擔

任，明顯是因為他是習近平特意

安排的人選。

第五、趙樂際為什麼不出席

中紀委國家監委首次代表大會做

指示？觀察最近有關趙樂際不務

正業的風聞，極有可能根本不是

趙樂際委託楊曉渡參加，而是趙

樂際牴觸這次會議，不肯參加。

而楊曉渡在講話中提出：「抓好

委機關黨建工作，讓黨中央放

心」，其實就是要讓習近平放

心。中紀委國家監委機關誰讓習

近平不放心？就是趙樂際。

這件事能夠說明一個問題，

就是習近平安插了楊曉渡對趙樂

際予以架空之後，再次以讓親信

李書磊以擴黨權的方式，進一步

盯緊了趙樂際。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香港實業家袁弓夷
近日披露了原大陸公安部
副部長孫力軍當初靠攀上
孟建柱、江綿恆上位的內
情，以及他保留和私藏
COVID-19 病 毒 證 據， 被
澳洲當局截獲，令北京高
層勃然大怒，導致其落馬
的內幕。

傳國產軍車被擊穿 牽出特大腐敗案

劉鶴當眾讓李克強出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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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苗薇綜合報導】中共

北戴河會議敏感期，副部級高官

密集調整。半個月之內，最高法

副院長羅東川、自然資源部副部

長趙龍、科技部副部長王曦，相

繼「空降」地方任職，三人均為

「65 後」。

王曦空降廣東出任副省長；

趙龍現任福建省常務副省長、省

政府黨組副書記；羅東川也已轉

崗福建，出任福建省委政法委員

會委員、書記。

目前中共政權內外交困，危

機重重，中共高層分裂、內鬥白

熱化，反習聲浪迭起，接班人之

爭傳聞不斷，更有海外自媒體披

露稱，中共元老已經密謀，與美

國「密使」秘密接觸，商討習近

平去留的問題。今年北戴河會議

敏感時期，中共展開新一輪省部

級高官調整，同時在金融、政

法、文宣等領域掀起清洗運動。

位於湖北武漢的 P4 級病毒實驗室，該實驗室研究危險的蝙蝠冠狀病

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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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一：

【漸凍人症，即肌萎症】一位病人患肌萎
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即漸凍人症近一年，
求治西醫無效。轉至本門診，經治二個月
後，肌肉逐漸長起；七個月後，肌肉形態
及功能基本恢復，行動自如；十個月後，
西醫認為已基本康復。患者感慨「我覺得
自己又活過來了！」

              病人反饋之二：

【視網膜脫離】一位病人高度近視，突發
視網膜脫離，手術後視網膜水腫，視覺模
糊，影響精確視力，不能開車。病人來本
門診，經過二個月針灸及中藥治療，雙眼
矯正視力達 0.8。「（開車中）我能看清
路邊的樹葉了！」病人興奮地說。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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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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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116,738–3 Ave SW
諮詢 / 預約 / 定座電話（粵、國、英語）403-255-5288 403-255-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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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中央社與法廣報導，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許龍

俊近日透過臉書公布一段李登

輝 5 年前接受日本放送協會

（NHK）專訪時的畫面。許龍

俊表示，這段影片曾經因北京

政府抗議而受到日本政府關注

並封存，直至 7 月 31 日晚間才

透過 NHK 的 BS1 國際報導節

目公開於世。

李登輝在節目上談論台灣

與中國的關係性質，認為應該

從「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

的本質中尋求和平；當提到對

中國共產黨主張台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以及台灣是屬於中國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 7
月30日晚間辭世，享耆壽
9 8歲。消息一出，全國哀
悼，在國際上多國亦表痛

惜。近日，李登輝在2015
年接受日本媒體專訪被封

殺的畫面，終於曝光。

李登輝辭世 專訪被封5年後公開

的說法，李登輝坦言，「我無法

說 YES，我不贊成」。

李登輝表示，台灣理當以

台灣的立場，自由的展現世界

性的自由民主價值，他並不贊

成以類似香港一國兩制的方式

來處理台灣。

李登輝認為要確立台灣的

主體性，最重要的，依然是政

治改革。

在受訪期間，李登輝也與

訪談者談到了關於自己的餘

生，他預估「還可以再活 5 年

左右吧」。

李登輝縱橫台灣政壇數十

年，是台灣首位民選總統，在

李登輝主政的 12 年裡，推動

民主化、本土化，歷經了 6 次

修憲，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

命」，並帶領台灣從威權體制轉

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李登輝

推動的政績包括終止「動員戡亂

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

時條款」，以及總統任期定位一

任四年，可以連選連任一次。

由於李登輝任內確立了民

選制度，落實地方自治，並確

定公民直選總統制度及落實主

權歸民之理念，因此當李登輝

在 1996 年成為台灣第一任民選

總統時，被譽為「民主先生」。

1996 年李登輝尋求連任

時遭遇北京巨大阻力，北京當

時準備進行武力犯台的軍事演

習。李因事前取得遭台方策反

的北京將領劉連昆提供的情

報，得知整個軍演預算，總共

編列了 40 億人民幣。李登輝隨

後暗中派國安會祕書長丁懋時

兩度赴美國求救，在美方證實

情報精準性之後，派出 2 艘航

艦戰鬥群至台海，並警告北京

當局。

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因此

改變計畫，下達「三不原則」，

即「第一、導彈不飛越台灣本

港府聘三公司檢疫被揭黑幕
【看中國記者李松兒

綜合報導】香港政府上個月

中在沒有招標的情況下，向

三間化驗所：「中龍檢驗認

證」（簡稱「中龍」）、「華

昇診斷中心」（簡稱「華

昇」）及Prenetics，採購醫
療及檢疫服務，不過其中兩

家存安全問題。

據《立場新聞》報導，「中

龍檢驗認證」近日被揭發，指

其並不在醫務化驗師業務的

公司名單中，也不在政府認

可提供檢測的醫療機構列表

上，而華昇的母公司是「華大

基因」，被指在新彊強取當地

人基因，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

單。「華昇」也有董事曾捲入

轟動一時的醫學美容致死事故。

中龍在香港並沒有「醫務

化驗」的認可證書，而在中國

大陸的檢驗計劃中，也沒有相

關紀錄。按照《輔助醫療業條

例》要求，醫務化驗所的其中

一名董事必須是已註冊的醫務

化驗師。但中龍董事包括劉中

勇、曾勁松及周建安，都沒有

在註冊醫務化驗師的名單上。

而香港政府公布的《認可醫療

機構列表》，亦沒有中龍或中

國檢驗。

華大基因旗下的華昇則在

今年 6 月才成立，在 2019 年
度的「經營從事醫務化驗師專

業業務的公司名單」及「政府

認可進行 2019 冠狀病毒病核

酸檢測的本地醫療檢測機構」

名單上只有華大基因上榜上。

華大基因在中國多個城巿都設

有實驗室，但其在新彊的機構

「新疆絲路華大基因科技」 因涉

嫌強行收取新疆人基因，被美

【看中國訊】台灣海軍司令

劉志斌上將 4 日赴宜蘭龍德造

船五廠，與龍德造船董事長黃守

真一起主持首艘快速布雷艇下水

及第二艘安龍典禮，見證國軍水

面快速布雷與聯合防衛作戰能力

進一步強化。據軍方規劃，海

軍 4 艘快速布雷艇將會在明年

完工，屆時即能在關鍵水域、航

道投放水雷，以因應中國軍隊

威脅。國防部在 2016 至 2019
年期間分別啟動「潛艦國造」、

「新一代飛彈巡防艦」等 7 項造

艦計劃，並且規劃在 2021 年至

2029 年期間，根據 7 項造艦計

劃，陸續達成 7 型、共 71 艘艦

艇的交艦目標。

島，第二、戰機和軍艦不越過

台海中線，不攻占外島、第

三、演習發射的飛彈為無實體

擊發彈頭的空包彈」。

這項情報被劉連昆回報給

台方，而李登輝為了穩定民

心，公開宣稱「共軍打的都是空

包彈，天一下雨就點不著了」。

據傳當時江澤民知道後，怒拍

桌子。由於在這場飛彈危機

中，李運籌帷幄，成功化解一

觸即發的台海危機，因此最終

以過半的得票率連任成功。可

不幸的是，劉連昆與代號「少康

一號」的大校邵正宗被北京抓獲

並槍決。 2002 年戴笠紀念館的

祠堂內存放劉連昆和邵正宗的

牌位，以紀念他們的功績。

李登輝 1996 年當選中華民

國第九任總統後，不少評論稱

他深具謀略與膽識，曾經擔任

過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則稱其

為「幾乎是天才」，因為他面對

國民黨內部政爭與危機，懂得

運用權謀，也懂得借著反對力

量之勢，發揮總統的領導功能。

大陸成立「方艙醫院支援隊」赴港
【看中國記者李家宏

綜合報導】北京早前成立

「方艙醫院支援隊」助香港

改建方艙醫院，惟港府至今

未交代內地醫護赴港支援

的方式、法理依據等，令市

民感恐慌。

香港第三波中共病毒疫情持

續，錄得連續 12 日確診宗數過

百，星期一（8 月 3 日）才回落

至 80 宗確診，累計病例達 3,590
宗。當天再多兩宗死亡個案，死

亡人數增至 37 人。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大陸

當局組建 60 人的「內地核酸檢

測支援隊」協助港府抗疫，其中

6 男 1 女先遣隊員星期日下午抵

港，協助開展實驗室工作，入住

九龍維景酒店（也是新成立的

國安公署臨時總部）。多箱寫上

港台簡訊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7月30日辭世，享耆壽98歲。（L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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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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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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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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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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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深圳市人民醫院」的醫療物資

亦同時運抵。港府官員抵達酒店

迎接。先遣隊員會先與港府衛生

部門、華大基因等內地檢測機構

人員開會，之後開始協助實驗室

工作。

除了由廣東醫療隊組成的

「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獲得 1
個月香港通行證簽注外，另一隊

「內地方艙醫院支援隊」也將赴

港停留半年。該方艙支援隊由湖

北省武漢市選派具有設立「方艙

醫院」經驗的專家，包括醫院院

長、護理、建築和設計專家等，

為亞洲國際博覽館改建為方艙醫

院提供技術支持。

大陸當局派人赴港支援，引

起了香港民眾的疑慮，包括大陸

醫護人員按法律不具備在港行醫

資格，以及擔心核酸檢測的樣本

被「送中」，令港人 DNA 數據

落入大陸監控部門之手。

任職公院醫生的九龍城區議

員鄺葆賢在 Facebook 發文，批

評林鄭月娥政府豁免檢疫，不停

輸入病毒，終於導致疫情在 7 月

爆發，當局再藉詞推遲立法會選

舉，並引入內地「馳援」香港協

助抗疫，收集 DNA，形容有如

「劇本」，「擺明是想用多次金融

風暴（中）國救港的套路」。

台灣「國艦國造」
布雷艇下水

國商務部列入實體黑名單。

 除了前醫管局主席胡定旭

外，華昇董事還有四人，其中

僅華壽恩是註冊醫務化驗師，

在其曾任亞太幹細胞科研中心 
(APSC) 實驗室總監期間，中

心曾與 DR 醫學美容集團合作

推出 CIK 療程，即為顧客抽血

後，血液經該中心提煉，再注

射入事主體內。 2012 年曾有

四女子因 CIK 療程出現敗血性

休克，結果 1 死， 2 人傷殘。

中心主管陳冠忠被控，華壽恩

亦需就事件上庭作證。

【看中國訊】台灣在今年初爆

發武漢疫情期間迅速組成「口罩

國家隊」，達成口罩日產 1000
萬片、供應自足，並慷慨向海

外國家贈送口罩、援助抗疫的奇

蹟，得到各國政府盛讚。不過最

近有人發現，市面上出現來自中

國大陸的假冒劣質品。

台灣淨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近日發現來自中國大陸的假冒

品，並發出官方聲明。此前自由

時報曾披露，有旅日台人、網友

發現，日本出現許多印有 MIT
（Made In Taiwan）鋼印以及號

稱來自台灣的口罩，但這些口罩

不僅產地標示為中國，附上的檢

驗證書也是由中國核發。對此，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表示，台灣是

目前世界上少數能夠確保口罩穩

定供應的國家，但台灣的善意，

卻成為中國賺災難財的工具。

台灣製口罩遭仿冒

【看中國訊】香港警方以「港

版國安法」通緝六名身在海外的

人士，包括朱牧民，但他少年時

期已經赴美定居，是美國公民。

朱牧民在去年反送中運動期間，

於華盛頓成立了民間組織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HKDC），遊說美國國會通過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而今

年則繼續推動美國通過其他的香

港法案。

港警以國安法
通緝美國公民

(網絡圖片)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SocietyA10 看社會 第118期     2020年 8月 6日—8月12日    

【看中國訊】12 歲女孩莉迪

亞 · 丹頓（Lydia Denton）發明

了一個名為「避暑座椅」（Beat 
The Heat Car Seat）的裝置。

可以防止幼童在車內中暑身亡，

她因此獲得創新頭獎。

她的發明在「助力教育學生

科技競賽」中獲得第一名，並得

到兩萬美元獎金。

這項裝置可自動測量溫度。

當兒童體溫超過 100 ℉（38℃）

時，它會通過手機 App 向家長

發出警報，如果家長沒有反應，

它會向 911 發送幼童的 GPS 定

位。莉迪亞希望今後不會再發生

嬰兒不幸熱死車內的事了。

女孩發明裝置 
拯救幼童生命

（Adobe Stock）

【看中國訊】日前，搭載

NASA「毅力號」火星探測車

的「半人馬座」火箭準時發射升

空，開啟「火星 2020」探索任

務。目前「毅力號」正在順利飛

往火星。

「毅力號」探測車預計將飛

行 6 個 半 月， 於 2021 年 2 月

18 日在火星傑澤羅隕石坑登

陸，探尋火星上是否存在古老的

生命跡象。「毅力號」配備著迄

今為止最強大的自動導航和駕駛

系統。

NASA 噴氣動力實驗室工

程師塗天賜博士說：「這次我們

要讓探測車自己決定往哪裡開，

我們會告訴探測車，我們需要你

去這個位置，探測車要用它的眼

睛觀察周圍，計畫並找出駕駛路

線，避讓石頭，避開懸崖，避免

斜坡等等，一切都要由它自己決

定，這是它比以往的探測車更先

進的一個方面。」「毅力號」還

會收集火星地質與氣候數據，並

採集土壤和岩石樣本，以便在未

來的探索任務中帶回地球。

【看中國訊】根據國外科技

網站《9to5Mac》報導指出，蘋

果在自家處理器以及部份 Mac 
上所採用的安全元件「Secure 
Enclave」，被盤古團隊的成員

發現了一些漏洞，這些漏洞將可

能導致用戶的資安受到影響。

蘋果所採用的安全晶片，主

要是用來作為加密或處理用戶

的重要安全資訊，或者是執行 
Apple Pay，以便付款等高度資

安需求活動。這個重要的安全元

件，早已被普遍使用在所有具備

蘋果自家處理器的裝置。

盤古團隊認為，他們發現的

漏洞由於屬硬體層級，因此無法

透過事後的軟體更新加以修復，

該漏洞有可能導致安全加密的機

制被破解。目前，這個被發現的

漏洞，已經在被安裝於 iPhone 
XR、iPhone 11 系列的 A12、
A13 晶片裝置上被修復。亦即

近兩年內推出的蘋果裝置將不會

受到這個漏洞的影響。此次發現

的漏洞內容，盤古團隊截至目前

為止，尚未完整公布相關資訊。

美毅力號 
火星探測車啟程

傳蘋果晶片 
有資安漏洞

毅力號火星探測車概念圖

（NASA）

綜合媒體報導，新疆首府烏

魯木齊自 7 月 15 日爆發本土疫

情後，已採取高度封閉管理。從

7 月 16 日晚起烏魯木齊已突然

封閉全市小區，不准外出。但在

一些小區內部，居民仍可自由活

動。多方消息顯示，從 27 日開

始，烏魯木齊的封城級別忽然提

高，連家門都被貼上封條。居民

不允許出門，連買菜都不可以。

當局的通知顯示，全市各社區、

園區實施「全封閉」，由社區協

助辦理生活配送。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烏魯木

齊居民楊先生表示，當局的封城

行動已升級到封社區、封單元

樓、封家門的三封閉級別。最誇

張是第三個：挨家挨戶貼封條。

當地聊天群組裡怨聲載道。沒人

和你商量，沒有人權，大家都感

受到悲傷和無奈。網傳多個視頻

顯示，當地所謂「志願者」正在

挨家挨戶貼封條，告知居民不准

出家門。封條上打印的字句各式

各樣，有「歲月靜好」，也有的

只是一張白紙。

還有一段視頻顯示，有防

疫人員在小區內喊話：「出門打

斷腿，還嘴打掉牙」，云云。日

前，一位市民走出家門，在小區

內鍛鍊身體，與防疫人員發生爭

執，被罰款 200元。網友表示，

一些居民被封門後買菜困難，喊

外賣還要在高樓上和樓下外賣人

員高聲對話，通過微信轉帳付款

等等。有人擔憂發生人道災難：

不會網絡操作轉帳的老弱病殘家

庭，由誰來照顧？

有網友發布的視頻中，一位

烏魯木齊的女士告訴人們，她的

母親因為小區野蠻封閉，無法及

時救治，結果死在了家裡。不僅

是烏魯木齊封城封宅，新疆其他

縣市也開始「無預警封城」。網

傳新疆從南到北，都被封城了。

網友發布的視頻顯示，新疆北部

伊犁地區，像一個死城，馬路上

空無一人。

世界維吾爾大會發言人迪里

夏提認為，新疆疫情很嚴重，新

疆整個地區從南至北都封了。他

說，當地沒人相信當局的疫情通

報，網傳當地正在建方艙醫院。

他表示，北京當局因擔心當地少

數民族不滿歧視性疫情政策，採

取了更嚴厲的管控方式。而新疆

的拘留營更是一個敏感話題。這

些營地實際上就是監獄，戒備森

嚴。據悉約有 100 萬人被關押

在裡面。如果病毒進入拘留營，

很可能爆發大規模感染。

烏魯木齊封城 家家封門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

綜合報導】新疆疫情惡化，

烏魯木齊封城，小區全部封

閉。日前當局開始強制居民

居家隔離，挨家挨戶貼封

條。有防疫人員喊話：「出

門打斷腿，還嘴打掉牙。」

新疆疫情嚴重。（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近

日要求各省省長承擔糧食責任，

確保「糧食只增不減」，這一消

息令外界聯想到在疫情、洪災、

旱災及蝗禍等多重壓力下，中國

的糧食危機問題。日前在有關糧

食安全的會議中，胡春華要求各

省長承擔起保障本地區糧食安全

的責任，無論是糧食主產區還是

產銷平衡區、主銷區，都要確

保糧食「播種面積和產量只增不

減」。

中國農業農村部日前曾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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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全國一年的消費量。」

不過，官方的宣傳與事實真

相相差甚遠。在今年的夏糧收割

來臨之際，中國正持續遭遇南澇

北旱及蟲災。 6 月以來，南方

省分遭遇暴雨洪災，13 個糧食

主產區的江西、湖南、湖北、江

蘇、安徽等省分都是洪水重災

區。

此前，安徽省為「上保河南

下保江蘇」開啟蓄洪，導致境內

洪水氾濫，加上連日暴雨，安徽

巢湖、長江一級支流滁河持續超

歷史最高水位，滁河堤壩爆破洩

洪淹沒大量農田。另一方面，山

東、河北、河南、吉林、遼寧和

黑龍江等省分則遭遇嚴重旱災。

吉林省水利廳 7 月 27 日的數據

顯示，7 月 21 日以來吉林省沒

有有效降水，全省乾旱情況進一

步加重擴大，從 7 月 21 日至 26
日期間的降水量比往年同期少

98.3%。

在遼寧省鐵嶺種植玉米的當

地農民對自由亞洲電臺透露，她

家周邊的玉米根本不像官方宣傳

的那麼好，種的玉米長到腰這麼

高就旱死了，不能收成，只能扔

掉。「今年東北就是大旱，根本

就不下雨」，玉米秸稈也不結玉

米，「因為旱」。

在南方多省洪澇災害嚴重的

情況下，習近平 7 月 22 日來到

吉林省四平市梨樹縣盧偉農機農

民專業合作社考察。自由亞洲電

臺分析認為，習近平考察產糧

區，突顯中國糧食的潛在危機。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臺灣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

究中心研究團隊發現，白扁豆

萃取蛋白 FRIL 除了能夠有效

抑制流感病毒外，也可以抑制

COVID-19 病毒感染，該研究

已經登上國際期刊。

中央社報導，在中國中醫古

籍裡面，包括：《本草綱目》、

《藥性草本》與《本草圖經》等，

都記載著白扁豆有「去毒」的功

效。

而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研

究技師詹家琮長年於中草藥裡尋

找傳染病的解方。他透過實驗發

現了白扁豆萃取液可以有效抑制

流感病毒，而且效果與常用藥物

克流感相當，後來再跟基因體研

究中心研究員馬徹合作，研究白

扁豆抑制流感病毒的原因。

研究團隊花費了 2、3 年

的時間發現白扁豆萃取蛋白質

FRIL 是可抑制病毒的關鍵，

FRIL 的外觀類似消波塊、大小

約為 7 納米立方，它的 4 個頂

點及糖分子的結合能力相當強，

能夠抓住流感病毒上的糖分子，

進一步抑制流感病毒、阻擋病毒

進入到細胞核中。

今年的疫情爆發後，研究團

隊開始研究 FRIL 是否對病毒具

有抑制效果。馬徹說道，研究團

隊在 4 月間取得了臺大醫院、

疾管署提供的病毒株後，就開始

測試 FRIL 對病毒的抑制能力。

研究團隊在透過實驗後發現，

FRIL 對於抑制 COVID-19 感

染細胞也同樣非常有效。

中研院表示，該研究論

文已經在今年 7 月 24 日刊登

在國際期刊《細胞報告》（Cell 
Reports）上，第一作者是中研

院與陽明大學微免所合作學程博

士生劉佑民，馬徹說，目前的成

果仍屬於基礎研究，要進一步將

研究轉化成治療或是預防的醫藥

用品，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白扁豆能抑制病毒 北京要求各省 
承擔糧食責任

白扁豆可抑制COVID-19病毒。

（Adobe Stock）

【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美

東 時 間 8 月 2 日 下 午 2 點 48
分， 美 國 宇 航 員 班 肯（Bob 
Behnken） 和 赫 利（Doug 
Hurley）搭乘的「飛龍 2 號」太

空船，順利降落在佛羅里達州西

部的墨西哥灣海上。

據法廣轉述美國太空探索技

術公司 SpaceX 官網報導，8 月

1 日東部時間下午 5 時 30 分左

右，班肯與赫利按照計畫準備回

返地球，他們的「飛龍 2 號」與

國際空間站脫鉤，隨後點燃推進

器，與空間站分離後，就進入預

定軌道。

8 月 2 日下午 2 時 30 分，

「飛 龍 2 號」 以 每 小 時 1 萬

7000 英里的速度，衝入地球大

氣層，經歷 3500 華氏度（1900
攝氏度）的高溫，這考驗著飛

船外部隔熱板的安全性能，因過

程中不但阻斷了飛船與地面控制

中心的通訊長達 6 分鐘（稱為

「黑障」），白色的「飛龍 2 號」

也被「烤」成焦黑色。地面中心

忐忑不安地度過數十分鐘。

下午 2 時 43 分，飛船重新

顯現在大氣層中，從 14 英里的

高度開始減速降落；過後飛船

以每小時 150 英里的速度，在 4

個主要的「降落傘」輔助下，開

始降落。

從 NASA 發 布 的 視 頻 可

見，「飛龍 2 號」在不到 1 英里

的高度時，以每小時 16 英里的

速度，接近墨西哥灣上空；離

300 米高度時，降落傘全部展

開。 2 時 48 分，「飛龍 2 號」

成功降落在天氣晴朗、水面平靜

的墨西哥灣海面，兩個海上搜救

隊快艇迅速衝向飛船。

3 時 17 分，「飛龍 2 號」離

開海面，被搬上主回收船。下午

4 時，艙門打開，先由醫療專家

進去，8 分鐘後，班肯與赫利豎

著大拇指，微笑著被抬出來，

NASA 指揮臺響起一片掌聲。

 「飛龍2號」太空船返回地球

【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剛

剛年滿一歲的湖南嬰兒武長毅

因患脊髓性肌肉萎縮（SMA 嬰

兒型）已經在 ICU 裡躺了 9 個

月，亟待特效藥救命。醫生稱

治療這種病的藥物售價高達每 5
毫升 70 萬元人民幣。但網友發

現，在澳洲，病人僅需花費 41
澳元就可獲得這種特效藥治療。

近日，武長毅的父親武仕平

在網路發帖，講述孩子的病情，

並向社會求助。

據這位年輕的父親介紹，毅

毅於去年 7 月出生，在滿月時

被查出患有 SMA。這是一個由

脊髓前角運動神經元變性導致

肌無力、肌萎縮的疾病。通常 6
個月內起病，之後出現迅速發展

的進行性、對稱性四肢無力、吸

吮無力、咽反射減弱等症狀。多

數患兒在 2 歲內死於呼吸衰竭，

平均壽命也只有 18 個月。

毅毅去年 10 月時開始發

病，出現口吐白沫、嘴唇發紫、

呼吸急促等症狀。此後，毅毅就

住進了 ICU 治療至今。

醫生稱，一種去年從國外引

進中國，名為「諾西那生鈉」的

藥水是目前唯一對 SMA 有特效

的藥物。

不過，這個藥物是中國目前

已知上市藥品中最昂貴的。一支

5ML 的藥就需要 70 萬元。「這

個病有得治，但得花費很多錢，

如果條件不允許，沒太好的辦

法。」醫生直言，有錢有命，無

錢就認命吧。

武仕平在湖南漵浦的一家塑

料廠工作，他計算自己不吃不喝

工作 12 年左右才買得起 5 毫升

的「諾西那生鈉」。

「只有眼角的兩行淚默默訴

說著他有多難受。他獨自一人在

寂靜的病房裡度過了近 300 個

日夜，唯一的快樂是每天兩小時

的探視時間。」武仕平在帖文中

寫道。

武仕平的求助帖文令眾多網

友大為痛心，紛紛轉發。有許多

網友對這款特效藥的天價的合理

性提出了質疑。

有網友發現，澳大利亞衛

生部藥品福利計畫（簡稱 PBS）
官網（pbs.gov.au）上發布的相

關訊息顯示，澳洲政府規定，病

人對此藥支付的最高費用為每 5
毫升 41 澳元，按照今日匯率，

約合 203 元人民幣。

中國70萬的天價藥 
澳洲竟只需41澳元

「飛龍2號」太空船降落在海

上。（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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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列出這三種模式，是

希望所有人都參與對事物的分

析。這樣我們能夠站在過去的經

驗之上，為未來做相對好的選

擇。

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是典型的封戶、封

城、封產業，經濟停頓模式。

2020 年 6 月 7 日中國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抗擊新冠

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

白皮書向世界宣告，中國取得了

抗疫的偉大勝利。

中國獨一無二地在本國範

圍內封戶、封樓、封小區，乃至

封城；把居民住戶的門釘死，把

整棟樓大門用角鐵焊死的。不言

而喻，中國政府認為封城乃至停

頓交通是最行之有效的阻斷病毒

的手段。病毒應該是完全給封死

了。中國為世界樹立了抗疫榜樣。

6 月 11 日，發表白皮書三天

之後，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發現

有病毒源。這證明從一月底到三

月，長達兩個月的全國性封城沒

有達到目的。封城沒有封死病毒。

除了病毒沒有封死，封城期

間衍生的人道危機，同樣付出了

生命的代價。封城後沒有交通，

病人靠自己走路去醫院。病人無

力走回家而跳下立交橋；因為無

法去醫院，病人認為治癒無望而

跳樓自殺；老年人因為無法買到

食物，夫妻一起跳樓自殺；有自

閉症的孩子沒有人照顧而餓死，

等等……此外，封城，封產業，

還導致了巨大的失業潮與失業人

員。

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

是封城減緩了病毒的傳播速度。

中國公布的感染人數從三月以來

一直是八萬，死亡人數四千左

右。中國一直沒有報告檢測人

數。直到六月中旬北京大檢測之

後，中國突然報告檢測了九千萬

人次。但是感染人數不變，仍然

是八萬人左右。死亡人數每天增

加兩、三個。按照中國政府所報

告的感染人數與檢測數，每百萬

人口感染率五十八人，每百萬人

的死亡率只有三人。

這麼好的抗疫效果，但卻沒

有任何國家願意採用中國的防疫

模式。是不相信中國的數字，還

是不接受中國的抗疫模式？我想

兩者均有之。

瑞典模式

為什麼要談及瑞典模式？因

為瑞典走了另一個極端。瑞典是

一個在疫情期間照常生活的國

家。政府沒有發居家令。瑞典政

府呼籲公民保持社交距離，要求

人們生病時主動留在家中。並且

禁止超過 50 人的聚會。政府要

求公司安排員工在家工作。但是

與歐洲其他地區不同，瑞典的商

店，飯店，體育館和學校仍然開

放，保持正常運行。

瑞典政府的模式，在三月份

疫情開始，就受到瑞典民眾的堅

定支持。最近，儘管統計數據令

人擔憂，但大多數瑞典人仍支持

政府衛生機構的做法。

瑞典目前是世界上人均死亡

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根據 2020
年 7 月 22 日的數據，瑞典每百

萬人的死亡率 561，比美國高

30％，比它的兩個鄰居，挪威

和芬蘭按照人口基數計算要高出

十倍。瑞典死亡人數中有將近一

半發生在養老院。瑞典的經濟也

受到了嚴重打擊，周邊國家把瑞

典看作是病毒源。鄰國丹麥和挪

威對來自瑞典的旅行者進行嚴

格限制。瑞典的首席流行病學

家安德斯．特格內爾（Anders 
Tegnell）是瑞典模式的推手。

他在接受瑞典國家廣播公司的採

訪時承認有太多人死亡。但是他

沒有為政府的策略道歉。

瑞典人民對他們目前享有的

行動自由和心理狀況滿意。瑞典

的普通民眾正在遵守政府的指導

方針，保持社交距離，在家裡工

作。並根據政府的引導，幾乎不

帶口罩。

目前，沒有跡象表明瑞典當

局會將改變抗疫模式。

川普如果採用了瑞典的模

式，媒體和民主黨肯定會把他罵

成「劊子手」。當然，被美國左

派媒體反覆洗腦的部分美國人民

也沒有瑞典人民的遠見與淡定。

所以，抗疫模式要根據國情民意

來定。

美國模式

美國的防疫模式是介於中國

和瑞典之間的。三月中期疫情開

始時，川普總統聽取了專家組的

意見，就是「社交疏遠」政策。

當時專家的方針是社交疏遠兩個

月，到五月底為止。在社交疏遠

的政策下，一切公共場所關閉，

包括餐館，酒吧，健身房，服務

型行業。這一政策，使經濟受到

重創。人們雖然被要求「shelter 
at home」，但可以出去看醫

生，買食品；公共交通正常運

行。各州同時限制了聚會時的最

多人數。

川普總統在四月底覺察到經

濟的困境，開始要求重新開放。

如今美國的很多州在重新開啟過

程中停止了多次，原因都是檢測

陽性人數陡增。人們恐懼心理加

劇。這也說明，「社交疏遠」並

沒有阻斷病毒，每次開放，病毒

重現，人們的恐懼不減。「社交

疏遠」居家隔離的心理負面效應

極大，加之上千萬人失業。

回頭看去，我認為川普政

府採用了「社交疏遠」政策是對

的。因為這一做法顯示了政府對

民眾生命的重視。這一政策產生

的負面效應以及動亂，也是給每

個人以及政府上了一課。眼睜睜

地看到川普對民眾生命的重視實

行「社交疏遠」，結果導致民主

黨州的死不開封、自殘自毀經濟

以達到川普敗選的目的，我想以

後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都要

三思而後行！

我們許多人可能都記得

1919 年的西班牙流感。 1918
年秋冬，費城沒有封，有大量的

死亡人數。舊金山及早地封城，

從而當時傷亡很少。但是到了第

二年春天，第二波疫情來的時

候，舊金山的經濟狀況已經無法

繼續封閉，長久沒有經濟收入，

人都要餓死了，只好開放。結局

是，舊金山的總體死亡人數高於

費城。因為第二波的病毒要猛

於第一波。封城的社區反倒比

不封的社區生命與經濟損失更 
慘重。

建制派把持的香港大學，無視大學

教職員工的意願，運用行政手段辭退了

戴耀廷教授。

一間享譽盛名的著名學府，原本應

體現香港悠久的人文傳統和歷史積澱，

被一小撮建制親信把持而助紂為虐，作

出背離廣大市民意志的行政決定，這是

港大有史以來最不得人心的拙劣表現，

也是港大不可洗刷的歷史污點。

港大背棄知識重鎮的社會責任，已

不自今日始，董建華時代就有校長鄭耀

宗打壓鐘庭耀的民調而鬧出大風波，那

個年代特區政府還不敢公然對抗社會道

義呼聲，鄭耀宗被迫辭去校長職務。

民國初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

曾挺身保護參與反抗運動的學生，這是

一個大學校長為維護學術和思想自由不

可推卸的責任。國學大師陳寅恪提倡的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中國知

識份子共同服膺的信條。香港大學之所

以享有國際知名學府的聲譽，正是建基

百年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現在終於

在戴耀廷事件上一鋪清袋。

戴耀廷教授是佔中運動發起人之

一，他如果不是對香港有高度責任感，

如果不是不忍見《基本法》被中共玩弄

再三，他在香港大學安放一張平靜的書

桌，豈不快活得多？為了佔中運動，為

了去年以來的反送中運動，戴教授以先

知先覺的政治慧見，以我不入地獄誰入

地獄的犧牲精神，為香港人背十字架。

在他身上，恰恰體現了香港人永不屈服

的精神，體現了我們追求普世價值的決

心。

作為佔中運動首議者之一，戴耀廷

從頭到尾身體力行，因此惹了官非；去

年反送中運動，也時常見到他的身影；

早前他以官司上訴之身，又參與策劃了

民主派初選，他一直和香港人風雨同

行，不離不棄，他不但是一個學者，還

是一個鬥士，一個先行者。

一個如此正直、無私、激情、勇毅

的知識份子，香港大學居然容不下，那

不是戴教授有負於港大，是港大有負於

戴耀廷，是港大有負於香港。戴耀廷的

理想太大了，港大這個廟太小，港大容

不下戴耀廷，是港大的損失，戴耀廷脫

離了港大，有更廣闊的天地任其馳騁。

既來之則安之，戴教授準備上訴，

這是他的正當權利，上訴有沒有機會

得直，是考驗香港社會體制的公正性是

否還存在的象徵，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戴教授被迫離開港大，他有自己新的人

生規劃，筆者相信他將繼續與香港人同

行，百拆不撓。苦難是人民英雄的宿

命，堅忍是時代鬥士的本色，戴教授離

開港大，將演變成一個國際性的事件，

引起西方各國的高度關注。它也會導致

各國對港大這一幫雞鳴狗盜之輩的制

裁，香港人會記得他們的醜惡嘴臉，等

到乾坤澄清、正義完勝之日，我們會慢

慢和他們清算，一個都不放過。

7 月 31 號路透社出了一條消息，就

有內部人士透露，中國央行向國務院反壟

斷委員會提出建議，對阿里巴巴旗下的支

付寶、和微信支付展開反壟斷調查。目前

在中國的手機移動支付領域，支付寶的份

額是 55%、微信支付是 39%。現在國務

院還沒有做出決定，但是會非常認真地研

究這個建議。

這條消息放出來是一石几鳥。首先這

是豬養肥了該宰的時候了，要知道在支付

寶出現之前，中國的儲蓄、支付這些交易

活動都是銀行的地盤。支付寶動了銀行的

奶酷，為此馬雲非常惴惴不安，終於該來

的還是來了。首先是交易轉賬有手續費，

比如我查到的是按單筆交易金額算，商

家在支付寶上賣出去 100 元的商品，那

0.6% 是支付寶平臺的手續費，於是商家

拿到的金融是扣掉6毛錢之後的99塊4。
從概念上講這是銀行最傳統的代收業

務。只不過這一塊還不算動到銀行業的乳

酪。原因傳統銀行做不了這麼細碎的活。

銀行代售的是債券這類金融產品，不會是

你賣個小商品銀行給你代收費。支付寶是

在電子商務 b2b,b2c，已經有海量用戶的

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是在銀行傳統業務

之外開拓的新領域。但是這塊做大了以

後，有海量的交易、支付平臺（相當於

網上銀行）有了巨大收益以後，國有銀

行業開始眼紅了。為什麼所謂反壟斷調查

是人民銀行提出的原因，它覺得這塊市場

你支付寶、微信做起來，用戶養成了習

慣、技術各方面也都成熟了。讓你們賺幾

年錢夠意思了，該拿回給我了。

做支付業務誰來批，不是金融監管部

門嘛。你以為它真的在乎公平，讓那些民

間的小競爭加入，分支付寶和微信的市場

啊？肯定是它所指定的，要不然由銀行的

網路部門分出來成立個公司、要不然是和

已有電商平臺成立個合資公司接手這塊市

場。所以這是豬養肥了該宰。

其次要知道主管金融的副總理就是劉

鶴，習近平的親信。阿里巴巴的背後股東

就包括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劉雲山的兒

子劉樂飛、甚至是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

這是 2014 年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前《紐

約時報》批露出來的背景。劉中堂謀劃著

對馬雲和馬化騰下手，也有為習總搶過這

些高層家族錢袋子的意思。 7 月份我們

剛談了銀保監會、證監會接管富商肖建華

旗下的「明天系」九家公司的事，就是衝

著「明天系」背後的曾慶紅、賈慶林、江

澤民家族去的。

這些消息都在 7-8 月份傳出來都不會

是偶然的，都牽連著那個神秘的北戴河會

議。都是習近平挾錢包以令元老的動作。

今年的北戴河會議要不要開、會不會推遲

是個看點，但是內憂外患，也都與高層家

屬的切身利益攸關，人家都要有問政的衝

動。習近平不僅要捏著高層家族的錢袋

子，還有可能調查馬雲、馬化騰背後的股

東，都是要挾元老們阻止他們發難。

現在中共領導層的氣氛相當詭異。故

意把李克強出糗的翻車現場給播出來，這

種情況在現在這麼敏感的時機是不可能發

生的，那就是讓他難堪。可見李、習現在

到了關係非常僵的程度。與總理關係很緊

張、又與元老高層很緊張的總書記，以前

還真有一個，就是趙紫陽。趙紫陽和李鵬

關係不好，和鄧小平、陳雲的關係在 89
年危機的時候也破裂了。只不過趙紫陽和

習近平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趙紫陽對軍

隊沒什麼控制。最後他被人給擺平了，習

近平今天呢？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

目》）

淺談三種防疫模式

戴耀廷心太大 港大廟太小
◎文：文昭

習近平要奪元老錢包？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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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顏純鉤

2020年2月封城時的北京城。（中央社）

戴耀廷因參與「佔中案」而引發教席去

留的爭議，最終被港大校委會解雇。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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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把9月6日的香港
立法會選舉推遲了一年後，

德、法兩國先後宣布暫停與

香港的引渡協議；其中以德

國在態度上的轉趨強硬，

最受外界矚目。而政治立

場一向中立的瑞士，也高

分貝指責北京走向回頭

路，呼籲各國必須更果斷

地做出回應。

◆澳洲前國防部副部長狄

布 8 月 4 日發表「臺灣攸關『美

澳紐防衛公約』同盟存廢」一文

指出，如果中共片面武力侵犯臺

灣，同時澳洲又沒有派兵支援美

國護臺，「美澳紐防衛公約」同

盟將會瓦解，澳洲將會從此失去

美國的保護。因為公約條文中

所涵蓋的保護範圍是「太平洋地

區」，美國若在出兵護臺遭遇攻

擊，澳洲有義務相挺，因為在五

眼聯盟當中，澳洲有義務派兵支

援在太平洋地區美軍所在國家；

倘未出兵相助，將會視為背叛美

國。狄布指出，臺灣與澳洲且同

樣享有成熟的民主政治，協助捍

衛臺灣符合澳洲利益。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 8
月 4 日提出警告，疫情在大流

行期間，已經導致多數國家宣布

停課，因此全球恐將面臨「世代

浩劫」，現今如何讓這些學生安

全返回教室繼續上課，將是首要

優先的目標。他指出，截至 7 月

中旬為止，已經有 160 多個國家

的學校仍然處於關閉的狀態，影

響了超過 10 億學生，也至少導致

4000萬名兒童無法參加學前班。

為此，他於聯合國發起了一個名

為「拯救我們的未來」的活動。

◆白俄羅斯 7 月 29 日逮捕

了 33 名俄羅斯傭兵。白俄羅斯

國家安全委員會 7月 31日指出，

潛入境內的傭兵有 200 多人，當

局已經就俄羅斯傭兵在總統大

選前策劃恐怖活動展開刑事調

查，並繼續追查在逃傭兵。遭拘

押人員是瓦格那集團（Wagner 
Group）成員，該集團是影子民

間軍事公司，由俄羅斯總統普亭

的支持者所控制，致力促進莫斯

科在烏克蘭、敘利亞和利比亞境

內利益。

◆澳洲政府 8 月 1 日公布

一項草案，強制臉書與谷歌等平

臺，必須就新聞內容支付費用給

新聞媒體，預計今年通過立法。

這項全球首個「引領全球」的

「強制性行為準則」創舉預料將

引發科技巨擘的反彈。除了必須

支付新聞費用外，這項準則還涵

蓋取得用戶資料的途徑、演算法

透明度、平臺動態消息的內容排

序以及搜尋結果等。

◆美國的疫情延燒，防疫物

資的需求量上升，給予了一些黑

心商人可趁之機。美國國土安全

部轄下機構指出，在過去百日

內，有 56% 仿冒的防疫商品來

自中國大陸，當局已經展開 570
項刑事調查，並逮捕 53 人。

歐洲各國聚焦香港   態度轉強

林鄭延遲選舉              
德國暫停引渡協議

針對林鄭月娥將香港立法選

舉推遲的決定，德國當局一改昔

日低調迴避的態度，做出了公開

且直接的批評。外交部長馬斯 8
月 1 日批評指出：「香港政府決

定取消 12 名反對黨候選人的選

舉資格，並推遲立法會的選舉，

這是對香港公民權利的又一侵

犯。」馬斯還表示，德國多次明

確表示，希望中國履行在國際法

下的法律責任，這包括確保《基

本法》賦予的權利以及自由公平

選舉的權利。馬斯宣布德國將暫

停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德國是繼美國、英國、澳大

利亞、加拿大之後又一中止與香

評，認為一些歐盟成員國，不應

該受到中方的經濟利誘，給歐洲

的價值基礎帶來波動。他以華為

為例批評那些過於仰賴華為公司

技術的歐盟國家。他認為歐盟應

該優先考慮由歐洲企業提供第五

代行動通訊 (5G) 設備。若個別

國家為了與北京有利可圖的雙邊

交易，而準備損害歐洲的人權政

策，將會連累歐盟的信用，並削

弱所有成員國。他認為這對歐盟

的信譽就是一劑「毒藥」。

他更指出，近來香港「國安

法」、新疆人權侵犯、南海領土

主張等事件可看出，北京毫不妥

協地維護自己的權力，更無懼於

當著全世界的面，違反國際秩序

的核心原則。

法國緊隨 中止引渡協議
法國也緊隨德國做出了不

核准對香港的引渡條約。法國

外交部 8 月 3 日表示，中止批

准 2017 年與香港簽署的引渡協

議。這是繼德國之後，第二個與

香港中止引渡協議的歐盟大國。

法國外交部發言人姆赫利在

聲明中批評「港版國安法」，指

這項新法令人對「一國兩制」原

則，及因此產生的基本自由產

生質疑。聲明還強調「港版國安

法」也會直接影響到法國人民及

港引渡協議的國家。此舉是歐盟，

尤其是德國，在香港問題上轉趨

採取更為強硬措施的一個信號。

《自由時報》引述美國政治新

聞網 Politico 歐洲網站 8 月 3 日

刊出的評論指出，全球民主國家

正組成對抗中共的陣線，唯獨德

國宛如置身事外。然而，德國的

反中情緒已成形，總理默克爾的

對中策略已出現諸多裂痕，默克

爾明年秋天一卸任，親中政策將

出現劇變。

德部長籲組歐洲隊           
以免遭北京分化

德國歐洲事務部部長羅特在

8 月 2 日刊登於《明鏡週刊》中

的一篇評論中指出，北京把對經

濟依賴性作為權力政治的槓桿，

歐洲有必要將供應鏈多樣化，在

某些關鍵、重要領域避免對北京

產生依賴性。他指出，在經貿上

中方是重要的合作夥伴，但同時

也是系統性的競爭對手。一黨專

制國家的領導絕不放棄任何分化

歐盟成員、削弱歐盟成員的機

會，它是歐洲的「體制對手」。

他在評論中敦促歐盟各

國 組 成「歐 洲 隊」（Team 
Europe），「以同一個聲音」對

北京說話，以免遭北京分化。他

宣示，德國作為今年歐盟部長理

事會輪值主席國的優先要務之

一，就是使各成員國對外採取團

結一致的「歐洲隊政策」。

他也對一些成員國發出了批

企業。他在聲明中還表示，至

關重要的是必須根據香港《基本

法》所保障的權利和自由，在允

許真誠民主表達的條件下儘快舉

行香港立法會選舉。

瑞士：西方需果斷回應

而一向立場中立的瑞士，

也對此發聲批評。據《自由時

報》報導，瑞士外交部長凱西斯

（Ignazio Cassis）也於 8 月 2 日

在瑞士《星期展望》（Sonntag-
sBlick）的專訪中指出，中國至

今經濟自由化的程度，與其政治

自由化的程度並不相稱，侵害人

權的案例愈來愈多，呼籲若北京

當局一意孤行，西方國家必須更

果斷地做出回應。

凱西斯表示，中共正背離開

放道路，這代表瑞士也必須藉由

加強國際法與多邊體系等方式，

更強健地捍衛本國利益及價值。

他指出，瑞士和中國建交即將

滿七十年，法治和人權狀況「向

來」是瑞、中對話的一環，但瑞

士現在才明白，情況比想像中還

要動盪不安；中共侵犯人權的事

例愈來愈多，「我們希望保護這

些權利」。就香港而言，若北

京摒棄「一國兩制」原則，也會

對目前在香港投資的許多瑞士企

業造成影響。

左為歐洲事務部部長羅特，右為德外交部長馬斯。（Adam Berry/

Getty Images）

綜合 CNN、《衛報》等媒體

報導，爆炸發生在當地時間週二

（8月 4日）下午的貝魯特市中心

附近港口。猛烈的爆炸之後，一

度生起巨大的蘑菇雲和橙色煙

霧，現場十分慘烈。強烈爆炸還

造成附近多棟建築物被毀，方圓

10 公里內都可以感受到爆炸引

發的震動。

目前黎巴嫩首都這場大爆

炸已造成逾 100 人死亡，超過

4000 人受傷，還有 30 萬人無

家可歸。由於斷電，對搜救和死

傷人數的統計工作造成困難，再

加上失蹤人數眾多，死傷人數預

計還會上升。

總統奧恩（Michel Aoun）
召開最高國防委員會會議後，宣

布貝魯特為災區，並建議內閣宣

布緊急狀態。他在官方推特推文

黎巴嫩大爆炸  逾百人死亡

表示，2750 公噸硝酸銨存放在

港口倉庫 6 年，卻沒有採取任

何安全措施，這是「令人無法接

受的」，並矢言要讓需負責任的

人面對「最嚴厲的懲罰」。黎巴

嫩總理哈桑．迪亞卜也已宣布

5 日為國家哀悼日，政府將撥付

1000 億里拉的緊急救援資金。

哈桑．迪亞卜的妻兒也在爆炸中

受傷。

貝魯特市長馬萬．阿布德接

受採訪時忍不住痛哭，他將這起

事故比作廣島、長崎式的災難。

「我從未見過這麼大的爆炸。這

是一場全國性的災難」。

美國、英國、法國、伊朗和

以色列等國都表示願意提供援

助，波斯灣國家則向罹難者致

哀。美國總統川普 8月 4 日在疫

情說明記者會上向死傷者哀悼致

意，並稱：「這看起來是一起恐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週二（8月 4日），黎巴嫩首
都貝魯特發生嚴重爆炸事故，

黎巴嫩衛生部門最新消息稱，

爆炸已造成逾百人死亡，4000
多人受傷，傷亡人數預計還會

上升。黎巴嫩總理證實，2700
噸硝酸銨發生了爆炸導致這場

悲劇。

怖攻擊。」

爆炸發生之際，聯合國支

持的一家法庭正在審判 4 名來

自什葉派真主黨組織的嫌疑人，

他們被控在 15 年前用卡車炸彈

殺害了黎巴嫩前遜尼派領袖拉菲

克．哈里。那次刺殺行動造成了

地區動盪。法庭定於 8月 7日宣

布裁決，有可能再度給黎巴嫩造

成衝擊。

大爆炸不僅造成重大傷亡，

同時還炸毀了貝魯特港口的主要

糧倉。目前黎巴嫩剩不到一個月

的存糧，國內至少需要 3 個月

的存糧，才能確保國內糧食供應

穩定。

報導稱，為解決糧食儲存空

間不足的問題，黎巴嫩經濟部

官員表示，當局目前正計畫將 4
艘載有 2.5 萬噸麵粉的船隻轉移

到的黎波里港，同時尋找其他可

儲備糧食的儲存區。

據《香港經濟日報》報導，

黎巴嫩至今有賽達（Saida）、
塞 拉 塔（Selaata） 和 吉 耶

（Jiyeh）3 個碼頭有能力處理進

口糧食。但黎巴嫩正面臨金融危

機，貨幣貶值，也導致進口糧食

愈加困難。當地進口商會直言，

除非有國際共識拯救黎巴嫩，否

則糧食供應問題將會非常嚴重。

2020年8月4日，黎巴嫩首都

貝魯特的大爆炸現場。（STR/

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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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一個大 v 發出來一張

圖，是票據被拒絕付款了。簡單

來說票據有兩種，一種是銀行承

兌匯票，還有一種是商業承兌匯

票。銀行承兌匯票不用說，信用

等級很高也很安全；另一種是商

業承兌匯票，這個就差很多，所

以得是信用級別非常高的企業，

才開的出來商業承兌匯票，開出

來了市場上才有人要。

恆大地產集團就是這樣一家

機構，號稱「宇宙第一房企」，

老闆也是上過天安門城樓的男

人。這張票據就是是恆大地產集

團北京有限公司出票的，收款人

是唐山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右

上角的票據狀態提示付款已拒

付，那就是說：宇宙第一房企的

北京分公司開出的商業承兌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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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所以負債和權益總額是

22,065 億，就是資產總額是

22,065 億，負債總額是 18,480
億，資產負債率接近 84%。

但說到中國房地產前 10 的

玩家的資產規模，截止到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三名的中國

恆大、碧桂園、萬科地產，總

資產都非常大，分別是 2 萬億

的 1.7 萬億的 1.5 萬億的，總

負債基本也都上了萬億，這個

負債率都很高，在 85% 以上或

者 85% 左右。融創中國就更高

了，它更是一個大金主。

違約了。

其實早在 7 月上旬，就已

經有人在東方財富的股吧裡貼出

來恆大到期票據兌付嚴重逾期的

消息，當時涉及的是恆大濟南公

司，延期兌付的時間也長達半個

月以上。估計這些票據持有人實

在忍無可忍了，從延期 3~5 天

到延期一週再到 10 天再到半個

月，最終實在受不了了。

8 月 1 日，騰訊網一條新

聞說恆大對這個事進行了一個

回應，預計 8 月 31 日前分批解

決，等於是變相承認了商業承

兌匯票。但是沒想到沒過幾個

小時後這個新聞就被刪除了，

很多網上寫恆大商票違約的帖

子也被刪得很厲害。不過現在

去搜還是有一些消息。恆大這

個事情還是紙包不住火，商票

牽扯的面太廣，牽扯著千千萬

萬的人的錢袋子。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中國宇

宙第一房企從宏觀到微觀的問

題。恆大到底有多大？它今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 2019 年的年

報，最下角有個權益和負債總

額，大家知道資產等於負債和

最近有一個意義重

大、但仍然若隱若現的消

息，因為國內很多寫這個

事的文章，不是主動撤稿，

就是被動刪除。目前來看，

如果事態不能往好的方向

發展，就有可能演變成一

場蝴蝶效應。

接著我們看一下這個恆大票

據規模，從 2014 年的 227 億一

路飆升到 2019 年 6 月末的 1588
億，截止到 2020 年的六七月

份，就是最近恆大商票的總規模

已經達到 2000 多億。 2019 年

全市場總共的商業承兌匯票一共

是 1.84 萬億，也就是說一個恆

大集團整個一個企業集團佔據了

整個商業承兌匯票市場 1/10 多

的份額。

2019 年恆大總共大概有

900 多家恆大系的公司，它都可

以開商票。（下轉 B2）

宇宙第一房企：
恆大資金鏈出現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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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的隱患

王氏一族如果都能夠順天知

命，安分的享受祖上留下的福

德，未嘗不是件好事，無奈，王

家富貴的第一代好像都不太重視

教育，導致王家的「官二代」、

「富二代」們不懂得惜福，不知

自己一頓能吃幾碗乾飯，窮奢極

侈、紙醉金迷，給王氏家族埋下

了危險的種子。更嚴重的是，王

家的三伯四叔、七大姑八大姨，

如果僅僅有爵位，享受點厚祿，

那麼，日後吉也罷、凶也罷，不

過是王氏一族的事，可是，從王

鳳開始，王氏家族的很多成員迅

速進入政府中樞，這就打破了中

國傳統社會下，政府中各職位權

力的相互制衡，破壞了漢帝國的

根基。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天子

與百官各有其許可權範圍，也

各有其責，自然的形成了一種

相互制約的關係。這是我們很

多現代人，因為教科書和影視

作品的影響，常常模糊的地

方。以漢代為例，皇帝的級別

類似當今的總統，這是眾所周

知的，之下，設有三個類似總

理國務卿的職位，即：

丞相（漢哀帝元壽二年，

改稱大司徒），掌全國行政，相

當於當今的總理、國務卿，有封

駁 ( 就是拒絕執行 ) 皇帝詔書的

權力；

太尉（漢武帝建元二年，

以大司馬代之），為全國最高軍

事統帥，相當於三軍總司令；

御史大夫（漢成帝時，改

稱大司空），為副丞相，掌監察

大權，類似廉政公署長官。

丞相部下有諫議大夫，就是

我們常說的「諫官」，負責監察

皇帝過失；御史大夫部下有兩位

副手，一是御史丞，負責監查朝

中百官，另一位是御史中丞，負

責監察皇室及地方大員。

這種政府結構在通常情況

下，可以有效的避免因權力過於

集中而造成的獨裁，但是，如果

這些本該相互制約的官員道德敗

壞，都不盡自己的職責，那再好

的政府結構也是形同虛設。而此

時，王家成員一股腦兒湧進來，

佔據各重要職位，除非他們家個

個是聖人，否則，他們相互之間

千絲萬縷的關係，足以使那種權

湯，這些人不單是政府官員，而

且「皆當世名士」（《漢書 ‧ 王

莽傳》）。如此一來，漢成帝也

覺的自己這個表弟確實很「給

力」——「上由是賢莽」（《漢

書 . 王莽傳》）。

高超的演技

永始元年（西元前 16 年）， 
王莽被封為新都侯，並且，官職

從此步步升高，可是，王莽的態

度卻越來越謙卑，他把家裏的車

啊、馬啊、好衣服啊，都分給別

人了，又結交社會名流、達官顯

貴，一時聲名鵲起，無論官方還

是民間，都在誇讚王莽。一個人

如果能被舉世稱其賢，要麼真的

是聖人，要麼是個「表演帝」，

王莽屬於哪一種呢？

史書上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王莽「嘗私買侍婢」（《漢書 ‧

王莽傳》），就是說他偷偷的買

了一個丫環，這件事本身就很奇

怪，找個「小保姆」什麼的，本

來是件很平常的事情，為什麼要

偷偷摸摸的呢？接下來的情節就

更戲劇化了，王莽那些表兄弟和

堂兄弟們知道了這事，王莽馬上

找了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後將

軍朱子元一直沒兒子，我聽說這

個姑娘能生兒子，這是送給老朱

作老婆的。」說完立即把這個丫

環送到朱子元家去了。

單看這一件事，好像讓人有

點暈，不太清楚王莽到底想幹什

麼，如果把幾件事聯繫在一起，

也許就明朗了。綏和元年（西

元前 8 年），王莽被提升為大司

馬（武裝部隊總司令），官是越

做越大，表現的卻「愈為儉約」

（《漢書 ‧ 王莽傳》）。有一次，

王莽的老媽病了，朝中眾大臣免

不了讓太太們去王家探病，結果

出來待客的是一中年婦女，衣服

下擺離地面二尺多遠，布裙剛剛

遮住膝蓋，這整個兒一身僕人的

裝扮，眾夫人這納悶兒：「我們

來看病號兒，怎麼讓他們家保姆

接待我們啊？」後來一打聽才知

道，那原來是王莽的太太，眾人

當場「暈」倒。

簡樸本是好性情，可是過

了度就是矯情了，身為「國家領

導人」，不肯奢華當然是社稷之

福，也有助於官場廉潔之風，但

如果要讓別人認為連一套正常的

衣服都穿不起，那做戲的傾向未

免太明顯了些。因此，班固評價

王莽「匿情求名如此」（《漢書‧

王莽傳》），意思是，他為了博

得好名聲已經矯情到「雷人」的

地步了。

但是，王莽欺世盜名也好、

收買人心也罷，他不過是老哥兒

一個，不會對社會風氣造成太大

的影響，而且他自己省吃儉用，

也確實嘗到了苦頭。班固恐怕做

夢也想不到的是，其後世，在同

一片土地上出現了更變態的傢

伙，他們身居高位、口唱高調，

「裸官」留在朝中搜刮民膏，舉

家送去四夷購產置業，手握「橡

皮圖章」，把大片壯麗河山拱手

「賣」掉，卻動輒誣陷普通平民

裏通外國、勾結番邦，而且滿

朝官員莫不如此，那才叫「廟堂

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

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 滾滾

當道，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

政。」（未完待續）

月」（《漢書 ‧ 王莽傳》），這一

番舉動自然讓王鳳大為感動。如

果只看這些表現，或者說，如果

只被他「表現」出這些，人人都

會以為，這真是個謙謙君子，可

是日後，給王莽蓋棺定論時，人

們才明白，他這一輩子，幾乎都

在詮釋，什麼叫「人生如戲，全

靠演技」。

王鳳這一病，就再沒起來，

彌留之際，他叮囑親姊妹孝元皇

后和外甥漢成帝劉驁，要好好照

顧自己那個早早沒了爹的侄子王

莽。劉驁本來就很平庸，這些年

一直依賴這個大舅王鳳，他臨終

託付給自己的又是自己的表弟，

於是，劉驁當場任用王莽為自己

的黃門郎（皇帝身邊負責打雜兒

的「秘書」兼侍衛），後來又提

升為射聲校尉 （「總統衛隊」弓

箭小隊長），職位不高，但是地

位特殊，總在皇帝身邊晃悠，便

於結交上流社會的人士。然而，

此時誰能想到，這個小小的黃門

郎，竟然是姜子牙在《乾坤萬年

歌》裏預言的「改年換國篡平床

(漢平帝後，王莽篡位)」的主角。

王莽果然沒有浪費自己的

特長，在「總統衛隊」裏工作了

幾年，人緣混的真不錯，他五

叔成都侯王商給漢成帝寫了份

「申請」，請求把自己的封邑分

一部分給王莽。除此之外，還有

一大堆往漢成帝那寫「表揚信」

的，把王莽誇了個地下沒有、天

上無雙，這些人包括長樂少府

（太后的秘書長）戴崇、侍中

金涉、胡騎校尉 ( 騎兵大校 ) 箕
閎、上谷都尉（公安廳長）陽

並、中郎 ( 總統衛隊分隊長 ) 陳

（二）

力制衡的作用蕩然無存。西漢王

朝由此種下了覆亡之禍，真是

「一土（王）臨朝更不祥」（姜

子牙預言《乾坤萬年歌》）。

書歸正傳，在多為紈絝子弟

的王家第二代中，卻有個醒目的

例外，他就是日後篡漢自立的王

莽（字巨君）。

王莽的身世

王莽的老爸叫王曼（字元

卿），在王禁的八個兒子中排行

第二，不過這位二爺沒趕上王家

發達的時候，早早的就撒手西歸

了，他是孝元皇后的八個兄弟中

唯一沒有封侯的。因此，王太后

總覺的這個早死的弟弟有點虧，

而王曼的太太成了寡婦以後，也

是寂寞的很，就經常進皇宮來，

和自己這個婆家姐姐聊個閑天

兒、嘮個家常兒什麼的，所以，

王太后對王莽這個侄兒有幾分格

外的憐惜。而王莽自己，因為沒

有堂兄弟們那樣的侯爺老爸，家

裏沒多少錢，所以他在少年時

代，著實過了一段物質遠遠匱乏

於精神的「吊絲」生活。

不過，王莽對「關係學」的

研究屬於無師自通型的，無論是

社會上結交的朋友，還是家裏的

幾個叔叔大爺，對他的印象分都

是「A」——「外交英俊，內事

諸父，曲有禮意」（《漢書 ‧ 王

莽傳》）。在漢成帝陽朔年間（西

元前 24 年——西元前 21 年），

王鳳病臥在床，王莽對這位大司

馬伯父的照顧，真的是盡心盡

力，幾個月沒脫衣服睡覺，把自

己弄的蓬頭垢面——「莽侍疾，

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

宇宙第一房企：恆大資金鏈出現危機？
（接 B1）2019 年恆大總共

大概有 900多家恆大系的公司，

它都可以開商票，從地產集團到

健康集團到旅遊集團、到新能源

汽車、再到甚至恆大淘寶足球俱

樂部。再來看一下恆大的存貨，

恆大 2.2 萬億的資產中佔比最大

的就是存貨了，也就是購置的土

地還有沒賣掉的房子，截止到

2019 年 6 月末，存貨的規模是

11,854 億，估計現在應該更大

了，可能在 1.2 萬億以上。

恆 大 在 2019 年 銷 售 了

6000 億的房子，是第一大銷售

規模，今年年初也進行了歷史

上最大的規模的這種促銷，如

此賣掉存貨回款可以說對恆大

非常重要。

接下來我們看看為甚麼恆大

開這麼多商票，開商票有個什麼

好處？因為它可以佔用上游供應

商的資金，每當恆大這個資金比

較緊張的時候，恆大就會多開商

票、少付現金，等於是讓上游供

應商幫它墊資，而恆大本身相當

於獲得了無息貸款。

這一次恆大商票兌付事件總

共涉及到恆大的 4 個區域公司：

恆大、北京公司、鄭州公司、杭

州公司、和濟南公司。恆大一共

有 26 個地區級的這種公司。根

據內情人的一個數據，北京的票

是兌付的最少的，總金額需要兌

付 4 個億，但實際上只兌付了

200 萬，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人

目前還沒有被兌付。濟南鄭州和

杭州也沒有全部兌付。

大家知道這幾年，恆大在

三四線城市大量收購土地和項目

公司，買了很多的項目公司的股

權，很多項目公司的股權是用商

票來付這個並購款和利息的。至

於當時到底能不能拿出這個現

金，可能一時也確實拿不出來，

或者是就暫時也不想給這麼多現

金，總之現在積存下如此巨大的

兌付壓力。

當然有人會說恆大家大業

大，不會缺錢，但是不知道大家

還記不記得，當年暴雷的幾家大

公司，包括康得新、東旭集團、

康美藥業，暴雷前也是好的很，

賬面上看也是幾百億上千億的資

金，結果一出事，發現這些錢都

有問題。要麼就是監管賬戶上被

監管的受限的資金，不能隨便

用，要麼就是訴訟被凍結的資

金，還有就是這種受限的各種保

證金，實質上都是動不了的錢。

所以不要輕易相信賬面上的

美麗數字，有沒有錢最終還是要

看結果，能不能最終得到兌付，

這個錢還不還的上。

其實這個事情還讓我想到

另外一家「宇宙級」的海航，

海航頂峰時期的資產規模達到

1.6 萬億，也是個萬億資產的企

業，負債也上萬億了。海航從

2010 年開始就設法向員工募集

資金，提供 13% 的信託產品工

會代持，投資門檻也很低，到

後面又搞了一個聚寶會，很多

的員工都投進去了，到現在還

沒有還，大量的逾期。

海航可以說也是極盡所能

擴大負債規模的一個典型，這

些年負債上狂飆突進的企業太

多了，在海外買買買的幾家就

不提了，比如安邦、海航、萬

達、復興，太多了。這種公司

是靠負債規模的迅速膨脹來催

大催生資產規模。

如果恆大真的資金鏈緊張，

後續各個區域的商票兌付都有壓

力了，這個絕對是橫跨房地產和

金融業兩大中國頂樑柱行業的爆

炸性事件。但是話說回來，海航

如果按照市場規則，這種激進負

債的早就應該破產重整了，但是

現在海航依然還活得好好的，疫

情下航空業務基本都給打殘了，

但是海航到現在依然沒有倒下。

包括它的公募債、公開債券市場

已經違約了都延遲兌付了，也沒

有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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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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老魔鬼看到人間的生活過得太幸

福了，他對小魔鬼們說：「我們要去擾亂

一下，要不然魔鬼就無法存在了。」

第一個小魔鬼

他先派了一個小魔鬼去擾亂一個農

夫。因為他看到那個農夫每天辛勤地工

作，可是所得卻少得可憐，但農夫還是那

麼快樂，非常知足。

小魔鬼開始想，怎樣才能把農夫變

壞呢？他就把農夫的田地變得很硬，想

讓農夫知難而退。農夫挖了半天，很

辛苦，但他休息了一會兒後，還是繼續

挖，沒有一聲抱怨。小魔鬼看到計策失

敗，只好回去了。

第二個小魔鬼

老魔鬼又派了第二個小魔鬼去。小魔

鬼把農夫午餐的麵包和水偷走了。他想，

農夫做得那麼辛苦，又累又餓，麵包和水

都不見了，農夫一定會暴跳如雷。

農夫又渴又餓，來到樹下休息，想不

到麵包和水都不見了。「不曉得是哪個可

憐的人比我更需要那塊麵包跟水？如果這

些東西能讓他得溫飽的話，那就好了。」

農夫說。又失敗了，小魔鬼棄甲而逃。

第三個小魔鬼

老魔鬼覺得奇怪，難道沒有任何辦法

能把這農夫變壞？就在這時，第三個小魔

鬼出來了。他對老魔鬼講：「我有辦法，

一定能把他變壞。」

小魔鬼先去跟農夫做朋友，農夫很高

興地和他做了朋友。因為魔鬼有預知的能

力，他就告訴農夫，明年會遇乾旱，讓農

夫把稻穀種在溼地上，農夫便照做。果

然，第二年別人沒有收成，只有農夫的收

成滿滿。

小魔鬼每年都對農夫說當年適合種甚

麼，三年下來，農夫就變得非常富有。他

又讓農夫把米拿去釀酒販賣，賺取更多的

錢。慢慢地，農夫開始不工作了，靠著販

賣的方式，獲得大量金錢。

有一天，老魔鬼來了，小魔鬼告訴老

魔鬼說：「您看！我現在要展示我的成果

了。農夫身上現在已經有豬的血液了。」

只見農夫辦了個晚宴，所有富有的人都來

參加，還有好多僕人服侍。只見他們衣裳

凌亂，醉得不省人事，看上去癡肥愚蠢。

「您看，他身上還有狼的血液。」小

魔鬼又說。這時，一個僕人端著葡萄酒出

來，不小心跌了一跤。農夫就開始罵他：

「你做事怎麼這麼不小心！」

「唉！主人，我們到現在都沒有吃

飯，餓得渾身無力。」

「事情沒有做完，你們怎麼可以吃

飯！」

老魔鬼見了，高興地對小魔鬼說：

「你太了不起了！你是怎麼辦到的？」

小魔鬼說：「我只不過是讓他擁有的

比他需要的更多而已，這樣就可以引發他

人性中的貪婪。」

宋朝有一書生蕭藹堂，因生計所迫，

就在鄰近的城市裡設了一個學塾，召集些

兒童教他們讀書。他又懂醫術，也常常給

人看病，有時碰到貧困的人找他治病，他

不但不收診金，還出錢給人家買藥。因

此，人們稱讚他是一位「好教師」以外，

又稱他「好醫生」。

有一年，地方鬧饑荒，學校關閉了，

蕭藹堂帶著僅有的七兩銀子返家。路上看

到一個婦人抱著一嬰兒哭得很傷心，一問

得知她們已經三天沒吃東西了，正走投無

路，就將七兩銀子全部給了她。

蕭藹堂無私幫助他人，七兩束脩（薪

俸）可以盡數與人；良方好藥，可以隨

緣濟人，可見其濟世救人的一片誠心。

◎文：白雲飛

農夫墮落的原因

An old demon saw that human beings 
were blessed in the human world, so he 

told the little demons: “We need to disrupt 
human life, otherwise there is no place for 
us in the human world.”

The first little demon
 He sent a little demon to harass a farmer, 
because the farmer, although he worked 
hard every day with little income, was hap-
py and contented. The little demon wanted 
to disrupt this farmer’s life. It made the soil 
very hard. 

 The farmer tried to break up the ground. He 
toiled very hard with little achieved. How-
ever, he took a rest for a while then he con-
tinued to work without any complaint. The 
little demon saw that his plot did not work, 
so he retreated.

The second little demon
 The old demon sent the second little demon 
to the farmer. The little demon stole the 
farmer’s lunch and water. It imagined that 
when the farmer, being tired and hungry, 
found that his lunch and water were gone, 
would certainly lose his temper.

 When the exhausted and thirsty farm-
er went to take a rest under the tree, and 
found that his bread and water were gone, 
he thought: “I wonder if some poor person 
needed that bread and water more than I do. 
I hope he will be satisfied with them.” The 
little demon failed and retreated. 

The third little demon
 The old demon felt strange. Was there no 
way to destroy this farmer? At that time, the 
third little demon came. He told the old de-
mon: “I can do it. I can destroy him.” The 
little demon made friends with the farmer. 
The farmer was very glad that he had this 
friend, because the demon had the power to 
predict. 

 He told the farmer that there would be a 
drought next year, and asked the farmer to 
plant his seeds on wet soils. The farmer did 
as he was told, and the next year no farmers 
had any harvest except the farmer. He be-
came rich because of it.  

 The little demon told the farmer what to 
plant for the next year. After 3 years the 
farmer became very rich. It also told the 

farmer to make liquor out of rice to make 
more money. Gradually the farmer stopped 
working; he made a living by selling. 

 One day the old demon came, the little 
demon told the old demon: “Now I will 
demonstrate my success. The farmer has 
pig’s blood now.” The farmer held a ban-
quet; many rich men came, and there were 
many servants to wait on them. They wast-
ed a lot of food and were all drunk, behav-
ing stupidly with messy clothing. 

 “You will see that he has wolf’s blood 
now.” The little demon said as a servant 
stumbled when he was holding wine. The 
farmer scolded: “Why are you so careless?”

 “Master, we have not eaten anything, we 
are so hungry that we do not have any 
strength.” ”How can you eat anything be-
fore your work is done?” said the farmer.

 The old demon saw it and was pleased: 
“Great! How did you do it?”The little de-
mon said: “I only let him own more than he 
needs as this induced the greed in human 
n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a scholar named 
Xiao Yintang set up a school in a nearby 

city, where he teaches some children how to 
read and write. In addition to teaching, Xiao 
also knew the art of medicine, and he often 
served as a doctor for the villagers. Some-
times, when poor people came to him for 
treatment, Xiao not only did not ask them 
for fees，but also bought them medicine. 

 One year, there was a famine and the school 
was closed. Xiao returned home with his 
only seven ounces of silver money. On the 
way home, he saw a woman crying bitterly 
with a baby in her arms. Upon learning that 
the mother and the child had not eaten for 
three days, Xiao decided to give her all his 
seven ounces of silver money.

 When Xiao returned home, there were only 
three liters of soybeans left for him to live 
on. The old man Zhang who lives next door 
heard that Xiao had come back, so he came 
to Xiao’s house to borrow food. Zhang 
said that his family had stopped cooking 
for three days. Hearing that, Xiao Immedi-
ately gave Zhang half of his three liters of 
soybeans. Then, Xiao comforted Zhang by 
saying, “If we are not doomed to die, God 
will help us. Keep our good heart, do good 
deeds, there will be a good result”. 

 Sure enough, the next day, a rich man came 
to Xiao to treat a serious illness, and Xiao 
cured him. The rich man sent some money 
to thank Xiao and that helped Xiao’s family 
passed the difficult times. 

 Xiao Yintang did good deeds all his life, 
and as expected,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How the Farmer Lost His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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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蕭生行善

www.rundledental.co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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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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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密碼解譯‧盤古開天

在《五藏山經》的結尾處，

有一句總結的話是這樣說的：

「大禹說，（我治水）所經過的

天下名山共五千三百七十座，計

六萬四千五十六里長，分布在大

地各方，稱其為大地的五臟，其

餘無數的小山都不足以記。」

在道家的內丹術中，也將人

體內部視為一個宇宙，一個自

然世界。古人繪製過一張〈內經

圖〉，也稱為〈內景圖〉，是道

家修煉過程中的一張人體內視

圖。圖中人體的內部有高山、流

山，有日月、星辰與自然萬物，

儼然一個世界、一個小宇宙，讓

人大開眼界。這是修煉人在修

煉過程中用「天目」內視所看到

的，是人體在另外維度中與自然

體的一種對應和展現吧！

最近天文學家與物理學家們

發現，黑洞不光會吞噬一切物

質，而且經其「吸收消化」後，

會不斷噴射出大量新物質，這與

生命的消化系統何其相似。現代

科學認識到，我們這個宇宙中有

大量暗物質與暗能量的存在，

根據普朗克衛星的觀測資料得

出，我們這個宇宙中暗物質占

26.8%，暗能量占 68.3%，普通

物質只有 4.9%。

我們是不是可以想像一下：

來自高維度宇宙的能量、物質，

經過黑洞的連通，會流入銀河系

等各大星系中。進入星系的能

量，又會通過位於高維度的脈

絡，流入太陽系等所有恆星系。

進入太陽系的能量物質又會在高

維度中，通過天地大周天循環層

層導入地球，通過遍布大地的龍

脈散布於整個大自然，然後對應

流入自然萬物，驅動著生命的運

轉與大自然的循環。

我們再看看人體：人體吸收

的食物通過消化系統及五臟六腑

的轉化，化為氣與營養物質，通

過脈絡與血液循環，流遍人體，

層層進入人體的每一個細胞與另

外維度之中，滋潤著人體，驅動

著生命。

個人層次領悟：人是生命

體，地球也是生命體，宇宙也同

樣是生命體，是巨大的生命體。

人體有靈魂（元神）主宰，與人

體身靈合一。自然、宇宙同樣有

高層的生命（神）在主宰，不同

層級的神與自然宇宙合為一體，

無所不能，殊勝而偉大！

現代生物學還發現，人體的

每一個細胞與整個的人體都是全

息對應的，人體的每個細胞中都

包含著全部的人體信息和一切特

徵，由人體的任一個細胞都可「克

隆」出一個一模一樣的人體來。

當代著名量子物理學家

大 衛 ‧ 玻 姆（David Joseph 
Bohm） 在《整 體 性 與 隱 纏

序 —— 卷展中的宇宙與意識》一

書中提及了一個著名的概念，

稱為「宇宙全息論」。後由諾

貝爾獎得主、荷蘭烏德勒支大學

的 G‧ 霍夫特於 1993 年正式提

出，並得到了雷納德 ‧ 薩斯金

的進一步闡述。

「宇宙全息理論」認為，宇

宙是一個各部分之間全息關聯的

統一整體。在宇宙整體中，各子

系與系統、系統與宇宙之間全息

對應。在潛態信息上，子系包含

著系統的全部信息，系統包含著

宇宙的全部信息；在顯態信息

上，子系是系統的縮影，系統是

宇宙的縮影。中華文化的「天人

合一」理念中，早就包含了這種

理論，而且比其更為博大深奧。

這是個人層次上，對盤古開天傳

說的理解。

地球與人體一樣，

同樣是神造的，也是多

維度的，除我們能看到

的這個世界外，在我們

看不到、摸不著的其他

維度中也存在著。像地

上的龍脈、水脈就延伸

到更高維 度的地 球之

中。像《山海經》中記

載的眾多稀奇古怪的國

度、半神、怪獸、神山

等，也是存在於地球位

於更高維度的部分中。

現代人解密《山海經》

走錯方向，因為那不是

人類時空的。

的線，就此開始牽引有緣人，展

現命運的神奇。這兩個前世的有

緣人，因此再度以這樣的方式相

遇、相識、相愛。

魏斯回憶自己的前世

人與人之間的相遇，沒有偶

然。人們常說人生如戲，其實這

齣戲的腳本早已寫好。緣分未

到，求也求不來；緣分到時，躲

也躲不開。

魏斯也曾多次回憶起自己的

前世，他說在其中的一個前世

中，他是一位有權勢的祭司，穿

著一件五顏六色的長袍，站在一

個很奇特的建築外面。在觀察

環境時，一個詞「ZIGGURAT」
映入他的腦海，但他不知道這個

詞是什麼意思。那天晚上，魏斯

又想起 ZIGGURAT 這個詞，

他去百科全書中查找，發現那是

一種廟宇的名字，恰好是他在前

世中見到的那種奇特建築。這種

廟宇屬於巴比倫時代，巴比倫時

代的空中花園就是一個例子。

在另外一次前世的閃現中，

魏斯是歐洲中世紀的一名囚犯。

他因為宣揚前世輪迴的思想，被

鎖在地牢裡，在被連續幾天的酷

刑折磨後離開了人世。

魏斯博士除了出書外，還應

邀到世界各地做講座，將這些匪

夷所思的，卻見證著前世，今生

和來世存在不虛的故事，告訴全

世界的人。

魏斯博士在一次接受採訪時

說，他在一千多年前曾經有一世

是中國一位道士，和五、六位道

家神仙在一起。

他說，在古代的佛教中，也

有許多科學在其中，那裡談到了

原子理論、基本粒子、不同的空

間，諸如此類，都似乎正在被現

代的科學和臨床研究所證實了，

證實著。

「緣分」到底有多奇妙？冥

冥中到底是甚麼在維繫著人與人

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

係，沒有人能夠知道。

美國耶魯大學醫學博士，曾

任耶魯大學精神科主治醫師、邁

阿密大學精神藥物研究部主任、

西奈山醫學中心精神科主任布萊

恩．魏斯 ( BRIAN L. WEISS, 
M.D. )，很多年來一直都在探求

這個答案。

魏斯博士是精神藥物學與腦

部化學領域裡的專家，曾發表了

40 餘篇科學論文及專著，享有

國際聲譽。

在《前世今生》一書裡，魏

斯博士說，他曾經對「非科學」

的領域，如「超心理學」徹底懷

疑，而對於前世輪迴的概念一無

所悉，也不屑一顧。

但在一次治療一個叫凱薩琳

的病人之後，她對前世的回憶，

「還有另外空間的高級靈性大師

帶來的教導」，令他「驚愕萬

分」，從此進入「輪迴」、「靈

魂」的世界，「找尋科學與直覺

之間的交點」。

他採用回溯治療的方法，利

用病人前世的記憶，解決今生的

病痛，療效非常好。

前世有緣人，今世再相愛

1988 年，魏斯博士出版

了第一部著作《前世今生》，記

錄了回溯治療中的神奇案例。

在 1996 年出版的《真情永駐》

（Only Love Is Real： A Story 
of Soulmates Reunited) 一 書

中，魏斯博士記錄了一個關於

「緣分」的真實而神奇的故事。

兩個互不相識的男女患者，

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

的文化背景，因為病痛，同時到

魏斯博士的診所求診。

但他們的治療過程卻令魏斯

萬分驚異，因為這兩個互不相識

的人，竟然在催眠下分別回憶出

相同的前世。

那名男子回憶起在古老的一

世中，自己是個製作陶器的猶太

人，住在耶路撒冷。在那一世，

他被羅馬士兵活活拖死，最後在

女兒的懷中停止了呼吸，結束了

一生。

而那名女士，則從那名男子

女兒的角度回憶起了同樣的事

件。在以前的治療中，魏斯也曾

遇到一些今世的夫婦和親人分別

回溯到相同的前世，但今世完全

不相識的兩個人回憶起同一個前

世還是第一次。根據職業道德，

他不能透露病人的回憶內容及個

人信息，但他有意安排了兩個人

在同一時間在他的辦公室與他見

面，使得兩人有了一面之緣。

治療結束後，這兩人在同一

天去機場搭乘飛機回自己的國

家。可是其中一人的飛機因故不

能起飛，被轉到另一人將要乘坐

的班機上。「緣分」這根看不見

儘管中國人被無神論教育洗腦了幾十年，但「緣分」

兩個字，卻始終根植於每一個人的心中。人們可以不相信

有神佛存在，卻很少有人不相信緣分，那種人與人之間

無形的連結。

◎文：青蓮

 無形的連接—緣分
布萊恩·魏斯博士

十四億光年宇宙牆   

7 月 9 日發表在《天體物理

學 期 刊》（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上的這項研究，繪製

出了銀河暗區內部和周圍區域

的三維結構圖。這份研究通過

新的天空觀測數據，探索位於

南部天空的銀河暗區（Zone of 
Galactic Obscuration）。這個區

域的很大一部分被明亮的銀河系

遮擋，所以這堵大型宇宙牆直到

現在才被發現。

宇宙中的星系不是隨機分布

的，而是組成一種像宇宙網一樣

的結構，由氫氣組成的巨大絲線

把星系團像珍珠一樣一個個串起

來，組成項鏈一樣的結構，圍住

巨型的相對空曠的宇宙空間。

從繪出的圖像上，研究人

員看到了這個巨大的團狀結構

體，差不多以天空最南角的區域

為中心，寬大的翼展一端向北伸

向鯨魚座（Cetus），另一端向

南伸向天燕座（Apus）。
這堵南極牆的體積接近目前

為止發現的第六大宇宙牆——史

隆長城（Sloan Great Wall）。
宇宙中有各種尺寸的結

構， 從 行 星、 恒 星、 星 系、

星系團到超星系團 。在這些

結構之上，其實還有絲狀構造

(filament) 和空洞 (void) 等更大

的結構，這些絲狀結構中最大的

就是所謂的「史隆長城」，這是

由一連串星系所串連的巨大構

造，長達 13.7 億光年，是目前

已知宇宙中最大的結構。

◎文：天羽

天文學家發現一堵

有14億光年寬的大型

宇宙牆結構，將其名為

「南極牆」（South Pole 

Wall），裡面有上百萬個

星系。而我們銀河系的

範圍只有五萬多光年。

第三隻眼睛
帶你看世界

◎文：李道真

《盤古開天》  插畫：ANGIE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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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掃描 激光治療儀
3D 印模

激光治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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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 早 9 點至下午 4 點 週日休息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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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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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應診。

激光設備

治療牙周病

植牙材料使用瑞士品牌

Straumann
提供牙骨牙齦

再生手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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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餘平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接受所有保險

治療牙周病及植牙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6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本診所已完全開放，可接診

各類牙病患者。

開業啟示

接受新症及急症 彈性營業時間，接受新症及急症

403-275-4000

華語熱線

難以忘懷大英博物館的中國文物

【看中國訊】中國流失國外

的文物多達 164 萬件，被世界

47 家博物館收藏。其中大英

博物館是收藏中國流失文物最

多的博物館，目前收藏的中國

文物多達２萬３千多件，長期

陳列的約有 2000 件，收藏的

中國文物囊括了中國整個藝術

類別，跨越了整個中國歷史，

包括：刻本、書畫、玉器、青

銅器、陶器、飾品。

說到大英博物館，館藏之

豐富是讓人不得不膜拜的，但

是它的館藏珍品來源卻在一定

程度上會讓我們的內心非常矛

盾。例如：大英博物館內的木

乃伊藏品是除去埃及之外世界

排名第一的，那麼來源自然不

言而喻；而說到館藏的中國國

寶，就更讓人不由想起那些不

堪回首的歷史。

大英博物館對中國文物的

介紹，第一句話是這樣寫的：

「中國人創造了世界上最博大和

悠久的文明⋯⋯」這是一個世

界頂級藝術品聚集地，彙集了

世界文明古國埃及、希臘、羅

馬和東方藝術的文物寶庫，在

大英博物館，你看到的是全人

類文明的精華。望著陳列的稀

英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文物中的頂級國寶〈女史箴圖〉摹本局部 （公有領域）。

【看中國訊】紐約曼

哈頓一處擁有80多年歷

史的豪華公寓以5500萬美

元的價格售出給一位來自

哥倫比亞的金融大亨。至

此，曾經盤旋在曼哈頓上

空的東方藝術女神，與那

位總是「想得很遠」的古

董商安思遠先生一起從

時代的舞臺上隱退。

安思遠——
點石成金的收藏教父

據《紐約時報》報導，豪華

公寓位於曼哈頓第五大道 960
號，這座 12 層高級公寓樓是

由著名的美籍意大利建築師

羅薩里奧 • 坎德拉（Rosario 
Candela），在上世紀 20 年代

末設計完成。整棟大樓正對中

央公園，是紐約僅存的二戰前

豪華公寓的代表之一。

而它的主人就是被稱為

「中國古董教父」、「明朝之

王」的著名紐約古董商安思遠

（Robert H.Ellsworth）。 他 曾

自稱前世就是個中國人，他將

一生奉獻給了東方藝術，特別

是中國藝術。

他那充滿了傳奇色彩的位

於曼哈頓第五大道上的 22 間

房豪華私邸，宛如一座小型博

物館，陳設著數不清的藝術珍

品，常年接待著無數政要、富

商、名流和學者。

點石成金的收藏教父

在 Bob 的第五大道大宅

裡，訪客只要看到電梯大堂

（應是大宅中最小的房間）陳

設的中國雞翅木桌、南印度青

銅溼婆坐像、日本屏風輿法國

壁燈，就可大概想像到大宅各

處是何等景象。

能夠巧妙融合不同文化，

不單因為 Bob 眼光獨到，亦源

於他放在擺設方式上的心思，

譬如：他知道大部分訪客會從

前廳進入書房，和坐御案前，

背對俯瞰第五大道窗戶的他會

面，就會特別安排讓訪客首先

窺見一對扶手椅的背面，因而

特別注意到後椅腳的獨特美

態，而那後椅腳的確值得再三

細賞。

1943 年，14 歲的安思遠

幫助媽媽，在一個為中國抗日

慈善籌款的活動中跑腿兒，收

集支持者贈與的物品。其中，

鼻菸壺、花式水晶項鍊等極具

異域風情的中式小玩意兒，引

起安思遠的興趣。

安思遠在獲知物品價格

後，自己花錢買下來，再擇機

轉手賣給古董商。這讓安思遠

一個月掙到近 40 美元。根據

《光榮與夢想》一書中，對二戰

前美國物價的描述，當時一間

單身公寓每月的房租大約為 25
美元。（待續）

世珍寶，恍惚間彷彿來到了中

國的故宮，徜徉其中，猶如穿

越中國上下五千年時空隧道。

三彩羅漢背後的敦煌壁

畫，其割痕雖猶可見，卻難掩

其久遠的鮮麗及三位菩薩的雍

容華貴。

〈女史箴圖〉是當今存世

最早的中國絹畫，是尚能見到

的中國最早專業畫家的作品之

一，在中國美術史上具有里程

碑的意義，一直是歷代宮廷收

藏的珍品。現在世界上只剩兩

幅摹本，其一為宋人臨摹，被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筆意、

色彩皆非上品；另一幅就是大

英博物館中的這件摹本。

它本為清宮所藏，是乾隆

皇帝的案頭愛物，藏在圓明園

中。 1860 年，英法聯軍入侵

北京，英軍大尉基勇從圓明園

中盜出並攜往國外。 1903 年

被大英博物館收藏，成為該館

最重要的東方文物，稱之為

「鎮館之寶」毫不為過。

英國國家博物館的 33 號展

廳是專門陳列中國文物的永久

性展廳，與古埃及、古希臘、

古羅馬和印度展廳一樣，是該

博物館僅有的幾個國別展廳之

一。在英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

2 萬 3 千件中國歷代稀世珍寶

中，有兩件是中國的頂級國

寶，一件是東晉顧愷之〈女史

箴圖〉的唐代摹本，另一件是

敦煌壁畫。這裡收藏有數以萬

計的國寶級敦煌畫卷和經卷。

館內的中國藏品跨越了中國歷

史長河，遠至遠古石器、商周

青銅器、魏晉石佛經卷，到唐

宋書畫瓷器、明清的瓷器及金

玉製品，近及現代的中藥及藥

方；涵蓋了華夏整個文化發展

歷程，各朝代的繪畫、刺繡，

還有各個時期的出土文物等，

應有盡有。

猶太籍的安思遠先生，於2014年8

月在紐約去世。圖為安思遠在閱讀

中文古籍。

陳列在其公寓中的安思遠

收藏的中國文物。

（上）

易縣遼代三彩羅漢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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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詞 賞 析

《三字經》是我國著名的儒家經典之

一，最早是宋朝的私塾教本，相當於現在

的小學教科書，由宋朝大儒王應麟先生所

寫。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將儒學的根本

內涵和文學、歷史、哲學、天文、地理濃

縮在此，如同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被

古人推崇為「經書」。「經」是不變的道

理，是古人認為值得所有人遵從和學習的

典範。

我國古代經典著作眾多，《三字經》

可說是最淺顯、易懂的讀本，有學者把它

比喻為通俗的《論語》。《三字經》文詞精

簡，三字一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能

迅速啟迪心智，將人導向正途，讓人胸

懷大志。學會《三字經》等於開啟了傳統

國學的大門，不僅懂得了中國幾千年的

歷史，還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所以《三字

經》廣為流傳、歷久不衰，一直以來都是

兒童啟蒙教育的首選教本。

【原文】

稻粱菽，麥黍稷。

此六穀，人所食。

馬牛羊，雞犬豕。

此六畜，人所飼。

【字詞義解釋】

（1） 稻： 水 稻， 植 物 名。 莖

高 三、 四 尺， 結 實 纍 纍 成 穗。 子 
實橢圓，有硬殼，去殼後就是大米。（2）
粱：植物名。果實呈小粒狀、黃色，俗稱

為粟，就是小米。 （3）菽（與「叔」同

音）：豆類的總稱。（4）麥：植物名，就

是麥子。夏月開花結實，種子可用來磨

麵粉、製糖或釀酒。種類甚多 , 有黑麥、

燕麥、小麥、大麥等。（5）黍（與「屬」

同音）：植物名，就是黍米。葉細長而

尖，有粗毛，平行脈。果實呈淡黃白色，

帶黏性。（6）稷：古書上常見的穀類植

物，現在叫做高粱。（7）穀：糧食作物

的總稱。（8）豕（與「史」同音）：豬。

（9）畜：人飼養的牲畜。（10）飼：餵

養、畜養。

【譯文參考】

稻子、小米、豆類、小麥、黍米和高

粱，這六種穀物是供人類維生，被人食用

的主要糧食。馬、牛、羊、雞、狗、豬，

這六種動物是被人類飼養在家中的主要牲

畜。相傳在人類歷經大洪水劫難時，天神

將六畜和六穀從神的世界帶下來，並教導

人類畜牧和耕種，幫助人類度過大難。這

是神慈悲於人，從此讓人類能夠自力耕

生，六畜、六穀也就成為人類日常生活的

必需品了。

【讀書筆談】

從前兩課的五行和五常，講到了這一

課的六穀和六畜，顯然按照數位從小到大

排列的內容，便於朗讀記憶。這一課依舊

講解的是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必然涉及的

東西，生存必須擁有的基本食物和牲畜。

其實作為人，瞭解民生是讀書為人的基

本，不懂得日常生活的基本常識，讀書者

會成為死讀書的人；脫離人的生活去研

究學問，就不會學以致用，成為有用之

人，也不會被世人和社會認可。所以智慧

的「智」，這個字就是「知」和「日」所

組成，知道和懂得日常生活的需要、運作

和人與人的關係，知道太陽照耀大地的意

義，瞭解人與自然的關係，讓天下國泰民

安，方為做學問的根本。所以人生活中所

需要的一切學問，都是儒家必然涉及的。

儒生不瞭解農事和天文、曆法、地理，將

來就無法安邦治國，救濟天下百姓，這些

都是必懂的東西。

中國地大物博，各地氣候、環境不

同，因此各地主食也不相同。因地制宜，

南方種稻，北方種麥，西、北方適合牧

業，中間黃土高原地區適合黃米、小米和

高粱。

10《三字經》讀書筆談
文 |劉如

德川將軍與少年俊才

全詩雖歌詠歸隱的清閑淡素，但對塵

世的熱鬧仍不能忘情，表達了隱居乃迫於

無奈的情懷。感情真摯飄逸，於平淡中見

其優美，真實。顯然，這首詩的題材是寫

「夜歸鹿門」，頗像一則隨筆素描的山水

小記。但它的主題是抒寫清高隱逸的情懷

志趣和道路歸宿。詩中所寫從日落黃昏到

月懸夜空，從漢江舟行到鹿門山途，實質

上是從塵雜世俗到寂寥自然的隱逸道路。

詩人以談心的語調，自然的結構，省

淨的筆墨，疏豁的點染，真實地表現出自

己內心的體驗和感受，動人地顯現出恬然

超脫的隱士形象，形成一種獨到的意境和

風格。從藝術上看，詩人把自己內心體驗

感受，表現得平淡自然，優美真實，技巧

老到，深入淺出，是成功的，也是諧和

的。詩人真實地抒寫出隱逸情趣，脫盡塵

世煙火。

職場
教育

MATTHEW SLEIGH/
WIKI/CC BY 3.0

俗話說一年之計在於春，那麼一生之

計就該在於少年時期了，可見立志的重

要，它可以讓人生有明確的目標。但是僅

僅有目標還不夠，借用日本電視劇《女城

主直虎》所描述的戰國歷史故事，我們或

許從中能夠得到啟示。

在日本的戰國時代，整個日本的各個

城主之間常年征戰不休，百姓痛苦不堪，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自幼研讀儒家經

典、諸子百家和中國歷史的德川家康，決

心擺脫織田信長的淫威，等待時機，一展

抱負，平定天下。他非常明白，不戰而屈

人之兵，才是真正的勝利，因此懂得珍惜

人才，包容天下賢能。

家康令其為人提鞋

這裡說的是日本戰國時的遠江井伊谷

城主的末代繼承人，為復興家門侍奉於家

康門下後發生的故事。井伊在戰爭中敗滅

後，家門不復存在，最後的繼承人井伊直

政年滿 14 歲後，不甘家族的敗滅，決定

投靠家康，立志從新復興井伊一族，重新

收復井伊谷城。當時的人們都認為他是白

日做夢，然而他不但做到了，最後還成為

了三百年德川江戶幕府的開國元勛，並有

德川三傑、德川四大天王、德川十六神將

等美譽。

15 歲時，他以最卑微的替人打雜的

身分進入家康門下。一開始，家康就看出

他是個有抱負、有毅力、有智謀的將才，

但是他年少氣盛，孤高自傲，容易急功近

利。家康身邊的謀臣覺得井伊谷前任女城

主直虎與家康之間有過不和，接受他們的

繼承人直政，恐有復仇之心。但家康卻

說，他不僅要接受直政，將來還要接受更

多這樣的青年才俊才能立足於天下，培養

他們而不是排斥他們、消滅他們。家康為

了培養直政，決心磨練他的心志，耐心教

導他，讓他成熟起來。於是，吩咐他替自

己看管眾人的草鞋，讓他管理草鞋也要成

為日本第一。

直政一開始非常不甘心，覺得是對自

己才能的侮辱，但為了復興家門，不得不

忍受這份屈辱。雖然每天被人嘲諷挖苦，

也強行忍受，他不知道為何自己明明一身

的才智，主公家康不知善用，卻要他做這

些最下等的伺候人穿鞋、提鞋和管理鞋的 
雜物。

每天家康都要會見家臣，商討政事，

每次大家進入大廳後，草鞋就必須由直

政保管好，開完會出來，直政還要及時找

到每一位家臣的草鞋擺到跟前。一開始，

直政忙得焦頭爛額，常常人出來了，他卻

找不到該人的鞋放在哪裡。因草鞋沒有名

字，看上去大同小異，他根本無法快速分

辨出每個家臣的鞋，於是手忙腳亂，不是

拿錯就是太慢，被大家不停地訓斥。但是

他記得主公家康曾保證，只要他管理草鞋

能成為日本第一，就會讓他升職，於是他

強忍屈辱，開始動用才智，解決這個難題。

一開始，直政把放鞋的架子貼上各家

臣的名字，家臣一進去，鞋就可以各就各

位。可是他還是覺得速度太慢，於是又動

腦想到要練就從鞋架上找到鞋後，一秒鐘

就能送到大家腳下的絕頂技能。他刻苦訓

練，很快練就了這一絕技，大家只見他從

鞋架拿起鞋，一個俯蹲，將鞋輕輕一拋，

一雙鞋整整齊齊、準確無誤地擺放在等候

穿鞋的家臣面前，手法太過漂亮，讓大家

驚訝得目瞪口呆，紛紛讚歎，再也無人嘲

笑他了。

直政原以為自己終於可以獲得日本第

一的稱號了，家康應該兌現給他升職的承

諾。但是卻不知道，他的主公為了培養

他，打消他急功近利的想法，讓他學會尊

重別人，放棄高傲的態度。

老頭為徒 看似無路
家康一邊欣賞這位少年的才智，一邊

打算繼續磨練他，點悟他懂得謙虛，懂得

看到別人的長處，懂得每個人都有獨到的

才能，不能太過孤傲。於是家康接見直

政，告訴他本來答應過，只要管理草鞋的

工作能做到日本第一，就會給他升職，可

是這樣的優秀程度，恐怕找不到接替的人

選，如果直政能教會接替者，達到同樣的

水平，就可以真的離開這個工作，接受新

的職位了。

於是直政又一心盼望接替者趕緊到

來，他要全力訓練對方，自己好早些升

職。沒想到來了一個老頭，不僅動作慢，

記性不好，也不聽話，記不住鞋的位置不

說，也不好好接受快速拋鞋的技術訓練，

可想而知工作是一片混亂，這下每天把直

政氣得火冒三丈卻又無可奈何。他甚至感

到絕望，以為主公是故意為難他，找了這

麼個老頭，何年何月能夠訓練出來啊？看

來主公是不肯給他升職了。

正在他沮喪不已的時候，一天，他發

現老頭不但不練習技術，還自己早早就把

好幾位的鞋放在門口擺好，只等人出來穿

鞋。他實在是忍無可忍，正要發作阻攔， 
老頭說話了：「你先不急，我保證出來的

家臣就是我擺好的這幾雙鞋，你就交給

我，如果不對，你再罰我。」說話間，家

臣會議結束，走出來了，一看正是老頭事

先擺放好的鞋的幾位主人。整個過程老頭

不急不忙，好像早就算計好，誰先出來，

誰其次，誰第三，依次下去，準確無誤，

讓直政也目瞪口呆。

原來，老頭善於觀察人，發現了規

律，誰先出來，誰在其後，哪幾位會一起

出來，幾乎每次都是固定的，於是自己想

出了這個辦法，這樣更加有備無患，可以

事先把握局面。這的的確確是一次深刻的

教誨，直政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對家康心

服口服，家康見好就收，很快就給直政升

職，不久，他成為了家康身邊的侍從。直

政雖然孤傲苛刻的性格很難徹底改變，但

他後來對領地的百姓卻十分寬容愛惜，至

今人們還在記念他。

此事件過後，家康屢屢在各種事件中

教導他，身為一城之主的責任就是要愛護

百姓，公平待人，不能忘記每一位下屬的

功勞和付出，否則下屬會寒心離開你，教

會他懂得尊重和感恩。家康因善待直政，

獲得前井伊谷城主直虎的鼎力支援和臣

服。從此直政忠心侍奉家康，井伊一族世

代感恩，盡力輔佐，從未改變，這就是家

康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精彩運用。

仁德平天下 成大志
這個事件看似很小，卻看到了家康的

修養和智慧，他有識人的才能，用人的才

能，育人的才能，從他對後輩才俊的培養

就能看出，他需要有才智的人輔佐，但是

他更看重人的品行修養，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才，發現各自的才智用在不同的需要的

地方，才能成就大業。

因為一個人的力量是成不了大事的，

所以，家康從來不偏向於某種才智，他尊

重各種人才，運用他們，包容他們，只看

好的地方，並想辦法糾正不足的地方。他

常常告誡自己的部下和子孫，要知道自己

的限度，要知足、謙虛和節儉。所以他一

生樸實，待人以禮。

後來，不僅直政成就大志，復興家

門，成為優秀的政治家、將軍、外交家，

家康也因禮賢下士而獲得天下。之後，他

大力推崇中國的儒、釋、道三家文化，使

中國的傳統文化被很好地保存在日本。

家康非常明白，以武力征服的天下，

是一時的得勢，終歸不會長久，在霸道與

王道之間，他選擇了王道。即使戰爭無法

避免，他也深知，戰爭也要有道。

他在得天下後，以王道和仁德治理、

平定天下，這才真的實現了平生的大志：

還世間長久的繁榮與平和。家康平天下的

大志與包容人、善待人的胸襟，正是來自

於中國儒學的薰陶。

文 |劉如

德川家康像 （公有領域） 井伊直政像  （公有領域）

夜歸鹿門歌

唐代 / 孟浩然

山寺鐘鳴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

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

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

岩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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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誠聘：
惠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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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LASS
動力性能

每款 2021 奔馳 E 級轎車都

有一個九檔自動變速箱，該變速

箱與不同車型的三種不同的發動

機搭配。E350 具有渦輪增壓四

缸發動機，可產生 255 馬力的功

率和 273 磅尺的扭矩，有後輪驅

動和全輪驅動兩種配置。插電式

混合動力 E350e 僅可後輪驅動，

其四缸發動機與電動機一起工

作，可以產生 315 馬力功率和

516 磅尺扭矩的總輸出。E450 由

渦輪增壓直列六缸發動機提供動

力，該發動機具有 48 伏混合動

力系統，可兼作電動增壓器。該

組合將通過後輪驅動或全輪驅動

輸出 362 馬力功率和 369 磅尺扭

矩。此外，AMG 套件會提供更為

強大的動力系統和運動駕駛感。

由於奔馳 E級轎車是偏愛舒

適性的汽車，因此，其操控能力

強但運動感不足。導致其在拐角

處有傾斜感，且瞬間加速時推背

感較弱。在其舒適（Comfort）

設置中可選擇空氣懸架，乘坐時

感覺很平滑，這使得 E級轎車還

非常適合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

行駛。將驅動器模式設置為「舒

適」或「環保」時，可以很好地

控制轉向力。這些配置也都保障

了 E級轎車可以在高速公路上以

自由而可預測的方式順暢行駛，

且行駛過程非常安靜。

E CLASS
設計特點

作為中型豪華轎車，2021

奔馳 E級車配置了 AMG 造型套件

以及標準的 18 英寸車輪組。外

觀上包括新的前大燈、尾燈、重

新加工的前後裝飾板和更醒目的

格柵。E 級轎車新外觀與較小的

C級車更容易區分開來。

E 級車座艙內部細節精美，

採用拉絲鋁及優質的木材，以及

奔馳公司認為的「最舒適的」真

皮座椅。每種型號均標配可定製

的環境內部照明、加熱的前排座

椅、12.3 英寸數字儀表盤組。

此外，值得加配的模組還包括抬

頭顯示器、按摩前排座椅、全景

天窗和通風的前排座墊。

後備箱容積空間比一些競爭

對手的要小。但是在內部儲物空

間的設計上，奔馳做得很出色，

放倒後排座椅靠背可為後備箱開

闢更多空間。測試表明，收起後

排座椅之後，最多可以將 18 個

隨身攜帶的行李箱裝在轎車中。

但後排座椅折疊後並不完全平

整，因此裝載重物時可能會略顯

麻煩。雖然，轎跑車和敞篷車

都提供了 10 立方英尺的行李空

間，但敞蓬車型後備箱的實際使

用空間被大大縮小，在頂棚收起

的情況下只能承裝兩個隨身攜帶

的手提箱，而雙門轎跑車則可以

容納五個行李箱。

【看中國訊】2 0 2 1梅 賽德斯 - 奔馳

（Mercedes-Benz）E級轎車憑藉其先進的排氣

技術、優雅的外觀和豪華的座艙彰顯著精緻的

個性。作為中型豪華轎車的主力之一，全新奔

馳E級提供四門轎車、兩門轎跑車和敞篷跑車

等不同車型以供選擇，同時還提供更為精緻且

不同設計的Exclusive車型。2021奔馳E級還提

供了一套多種動力系統選擇，從入門級的四缸

發動機到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再到熱情奔放的

362馬力的渦輪增壓六缸發動機，應有盡有。

奔 馳 公 司 同 時 還 提 供

EXCLUSIVE 設 計 款， 藉 助

Exclusive 外觀，顧客可以享受

經典的奔馳設計和鍍鉻的時尚配

飾。所有元素的相互作用給人以

高貴的整體印象。從外觀到內置

更為經典豪華。前車大燈和方向

盤都完全採用不同的設計風格以

體現其獨特身份。

E 級車標配 12.3 英寸觸摸

屏信息娛樂系統，可以通過多種

方式進行控制，包括中央控制

台上的觸摸板，以及語音激活

的命令。MBUX 系統搭載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那些

需要更高級功能的用戶，可以升

級到功能強大的 Burmester 立體

聲和無線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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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LASS
安全配置

2021奔馳E級車尚未上市，

因而還沒有進行碰撞測試。不過

E 級車配備了多種駕駛員輔助功

能，例如自動緊急制動和盲點監

控，以及更多功能更為強大的選

裝安全配置。主要安全功能包括

具備走走停停技術的自適應巡航

控制系統、車道偏離警告和車道

保持輔助和自動遠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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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日前中國男星黃

曉明參加綜藝節目《中餐廳 4》首播

擔任店長，從錄製節目的第一集開

始，就充滿挑戰，不但要扛著多箱

行李爬上百步梯，體力消耗，令他

瘋狂飆汗，甚至累到完全脫妝，露

出真實面貌，影片流出，引發網友

一片熱議。

原來節目首次將餐廳搬到遊輪

上，他與參與的一群嘉賓都要到船

上拍攝，預計錄製 3 週，黃曉明就

整整帶了 4 大行李箱，到了現場

一看，才知道上船前要先經過一條

有 239 層級的階梯。據製作單位透

露，拍攝當天時間是中午 12 點左

右，氣溫攝氏 36 度，加上大家幾

乎都穿長袖。

黃曉明和其來賓當時搬了約

20 箱大大小小行李，他雖然自己

找了人幫忙搬行李，仍然一邊幫忙

抬著行李一邊喘氣，走到半路更要

停下來喘息，擦汗一下，來回爬上

爬下 2 千多步階梯，衣服完全濕

透，讓他只能無奈說，「好吧，這

真的是自己帶的東西，也就自己

認。」

後來一群人停下來休息吃飯，

當時黃曉明已經累到說不出一句

話，一直低頭狂食。不過，等他一

抬頭的時候，據目擊者形容，還未

等到完全卸妝，他之前畫的眉毛、

內眼線都掉光，似乎就完全變成了

另一個人。

黃曉明 4 日也在大方的微博公

開素顏影片，讓大家一次看仔細他

的面貌，「很多網友問我素顏到底

長什麼樣子？就長這個樣子啊。看

了 20 多年了，就辛苦大家湊合著

看吧。」

【看中國訊】北京近日天

氣異象頻發，不僅電閃雷鳴下

起超大雷雨，一會兒又下起冰

雹，甚至飄起「六月雪」，人

在當地的香港藝人謝霆鋒也慘

成「受災戶」，8 月 3 日在微博

曬出自家菜園全塌的照片，還

一一細數受損農作物的種類和

數量。

謝霆鋒 3 日曬出自家菜園

一片狼藉的慘況，寫下：「冰雹

後我的菜園子塌了。」畫面中

可以看到，菜園的棚架整個倒

塌，植物東倒西歪，現場滿目

瘡痍，謝霆鋒哀怨細數遭冰雹

摧殘的農損：「沒了！ 8 個黃

瓜、4 個茄子、9 個番茄，還有

全部的生菜、莧菜、空心菜、

辣椒……」。

有一位用卡通「喜羊羊」當

作頭像的粉絲安慰的說：「哥，

我給你種！」謝霆鋒笑回：「你

的頭像會把我的菜吃光吧」。

據悉，去年謝霆鋒曾來臺

為自創品牌新品造勢，他透露

樂於做菜給家人吃，並強調「都

是用自然的食物，打開冰箱有

什麼做什麼」，這次菜園子砸

了，也意外曝光了他親種蔬果

的小秘密。

謝霆鋒還在記者會上親自

示範作麵團，當場拉麵，拉出

17 公尺長的長壽麵，由於用力

到有些喘，笑稱：「我就說如果

有在做麵，根本不用去健身。」

他還曾評論說：現在很多人

吃飯都在用手機，「有時像忘了

為什麼一起吃飯」，自己不喜歡

吃飯不專心的人，認為能一起

吃飯，就該好好跟家人及朋友

培養感情，「如果要這樣不專心

吃飯，那不如自己吃就好了」，

更直言討厭現代人太依賴科技。

【看中國訊】據《中央社》報導，美國

職籃 NBA 奧蘭多魔術 2 日擊敗布魯克林

籃網，在賽前演奏國歌期間，雙方絕大多

數球員以及教練身上穿寫著「黑人的命也

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黑色 T 恤，

單膝下跪，以此聲援「黑命貴」運動，唯

獨魔術前鋒艾薩克（Jonathan Isaac）仍

維持站姿。

艾薩克仍身穿著魔術隊的白色球衣，

全程都站立，並低頭沉思。比賽終場，魔

術隊以 128 比 118 取得勝利，具有牧師

身份的艾薩克接受外媒採訪時表示，「我

相信黑人的命也是命，我做這個決定時也

思考很多。我只是覺得下跪或穿黑人的命

也是命 T 恤，跟支持黑人人權沒有什麼

關係。」「當你環顧四周時，會發現困擾

我們社會、國家和全世界的，不只有種族

主義問題。所以我們團結起來對抗的，不

僅種族主義，而是困擾我們社會的一切問

題，我想我們可以在上帝的福音中找到答

案。」

艾薩克曾就讀於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之後他宣布參加 2017年NBA選秀大會，

被奧蘭多魔術於首輪第六順位選中。

【看中國訊】39 歲的臺灣

歌手潘瑋柏上月底高調宣布

閃婚，太太是 26 歲的中國空

姐宣雲 (Luna)。正當圈內明

星和網友送上祝福時，有「娛

樂圈紀委」之稱的王思聰爆出

Luna 是「天王嫂訓練營」的

一員，一時間網路炸開了鍋。

潘瑋柏 7 月 27 日在微博

公布與空姐宣雲的婚訊。當

晚，中國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建

林的獨子王思聰便在微信朋

友圈寫道：「我佛（服）了，

Amy 姐還是厲害，身邊兩名

大將，一位嫁給天王郭富城，

一位嫁給潘瑋柏，太有實力

了！」並直呼「還是港臺明星

好忽悠啊」。

之後網民很快扒到「amy
姐」的微博，並且找到郭富城

的太太方媛和 luna（宣雲）

一起的多張合照；還有人搜

索出一個叫「PUA（Pick-up 
Artist）天王嫂訓練營」，發

現王思聰所說的「Amy 姐」旗

下的女網紅們發布的生活照和

文字都如出一轍，甚至她們與

男明星在網上聊天的每句話都

「由專人指導」。大陸微博賬

號「陳團長寳寳」寫道，想成

為「天王嫂」需要四大流程：

第一就是整容；其二學做賢良

淑德的模樣；第三步就是由專

人帶這一班女孩出入高檔的私

人派對，結識名人明星，通過

事先訓練好的技巧，如怎樣聊

天、回覆等來吸引對方；最後

一步要求明星向外界公開戀情

或婚訊。

據香港 01 披露，學費是

以按揭和提成方式收取，「老

闆」就隨明星的知名度高低收

取介紹費。目前「Amy 姐」已

清空微博照片和帖文。潘瑋柏

則通過工作室發聲明護妻，指

兩人遭受大量侮辱和誹謗言論。

潘瑋柏郭富城中招？潘瑋柏郭富城中招？

黃曉明卸妝照曝光遭酸「大叔」，隔日他大方秀出素

顏真面貌。(Pascal Le Segretain/Getty Images)

潘瑋柏資料照。（網圖）

港星謝霆鋒去年5月曾來台為自創品牌新品造勢，廚藝了得的他透露，非常

樂於做菜給家人吃。圖為他拉出的17公尺長的長壽麵（自由時報）

真人秀脫妝被酸「大叔」

多數球員還穿上「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黑色T恤，在

演奏國歌期間單膝下跪，進行無聲抗議，艾薩克則穿著魔術隊球衣，全程都站

立低頭沉思。(Getty Images)

唯獨「他」沒跪

謝霆鋒成「受災戶」下冰雹
北京

黃曉明回應了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天王嫂訓練營」

NBA球員單膝下跪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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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6日∼8月12日

本地捲心菜

 Celery          西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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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English Cucumbers 長英青瓜 Local Green CabbageRed or Black Plums 紅 / 黑李子White Peaches 白桃

Broccoli CrownsBC Corn 卑詩產玉米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無莖西蘭花

$18888 ea

Avocadoes 牛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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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3 磅洋蔥。

$0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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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98
ea

$16868
lb

$1282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1 6868
lb

$$229898 6
$ 39898

6

$

Red or Black PlumsRed or Black Plums 紅 / 黑李子

$1

Red or Black Plums

5 磅裝

冰淇淋美味連連看
◎ 文 :一帆  

炎夏降臨，又到了享受冰淇淋的季節。

除了口味與顏色不同，來自各地不同的

冰淇淋，其製法與口感也各有特色。

由於製作冰淇淋的方法千

差萬別，不同廠家出品的質量

也大相逕庭，當今世界上製作

冰淇淋最有名氣的國家是意

大利和美國。據說，華盛頓和

傑弗遜二位總統都很愛吃冰淇

淋，所以美國的冰淇淋製造業

很快發展起來。

1851 年，美國馬里蘭州

巴爾的摩的牛奶商人將冰淇

淋工藝工業化。1904 年，在

美國聖路易斯的世界博覽會

上，第一個蛋捲冰淇淋首次

亮相。

當時，冰淇淋供應商的

紙盤剛好用完，推銷員 Abe 
Doumar 急中生智，想到了用

華夫餅來包裹冰淇淋，以此代

替紙盤，從而發明了第一個冰

淇淋捲筒。

美式冰淇淋 
華夫餅捲筒看發明

通常販賣土耳其冰淇淋的

老闆，都會在製作冰淇淋的同

時與客人進行趣味的互動，用

各種戲法讓客人以為老闆要給

你冰淇淋，卻又收手和你玩其

他花招，成為了最大賣點。

2016 年，周杰倫還曾以

此為靈感，創作了「土耳其冰

淇淋」的相關歌曲，描述該遊

戲讓人捉摸不定的樂趣。

土耳其冰淇淋 
玩遊戲成賣點看趣味

電影《羅馬假期》中的那個

令人難忘的鏡頭：格里高利 ·
派克騎摩托載著奧黛麗 · 赫本

到了花園廣場，飾演安妮公主

的奧黛麗 · 赫本，坐在羅馬西

班牙廣場臺階上痛快的吃著冰

淇淋，由此開始，全世界認識

了奧黛麗 · 赫本，也記住了意

大利的冰淇淋。但現在廣場有

規定，遊客如果吃東西可以處

罰款 400 歐元。

意大利冰淇淋 
因電影而知名看電影

加大量牛奶、

鮮奶油和乳脂

成分。根據《美

國聯邦食品法》

規定，冰淇淋

中的乳脂成分

至少為重量的

百分之十。

美式
冰淇淋

Ice Cream

不用人工香精

或甜味劑，強

調 其 天 然 製

程，牛奶和鮮

奶油含量比美

式冰淇淋低，

水果含量比美

式冰淇淋高。

意式
冰淇淋

Gelato

成分通常包括：

奶、糖、乳香

和脂蘭莖粉，

這些成分使它

較不易融化，

且當它被拉長

時較不易斷開。

土耳其
冰淇淋

Dondurma

又稱麻糬冰淇

淋，這種日式

冰品把冰淇淋

包裹在糯米粉

糰內，使冰淇

淋的口味更添

層次感。是由

日美商人和活

動家弗朗西絲 ·
橋本所發明的。

日式
雪米糍

Mochi

強 調 健 康 為

主，不用乳製

品或油乳化等

額外的添加物。

臺式
冰淇淋

叭噗

 電影《羅馬假日》中的西班牙廣場。

冰淇淋的起源
◎ 文 :一帆

夏天，大家都愛吃清涼的冰淇淋，你知道冰淇淋是誰發明的嗎？

冰淇淋是夏天深受喜愛的食

品。在中國大陸稱之為冰淇淋，港

澳慣稱之為雪糕，新加坡也稱冰淇

淋。這種用冷凍奶製成的甜食，也

是意大利人引以為豪的食品。看看

冰淇淋的世界足跡，一起來探究

冰淇淋的起源吧！

「冰酪」或是最早的冰淇淋 
在世界上眾多關於冰淇淋的起

源當中，最具說服力的還是始於中

國。冰淇淋早在 2 千多年前就已

經在中國出現了，只是當時不叫冰

淇淋，而是稱做「冰飲」。

在唐代的《酉陽雜俎》中記載

了如何製作早期「冰飲」的方式，

包含流質飲料的「酪飲」與水果佐

料的「糖酪」，另有低溫凝固如小

山狀之奶油類食品「酥山」，以及

用牛奶或羊奶配果汁之冷飲，稱之

為「冰酪」，即現代「冰淇淋」的

前身。北宋的詩人梅堯臣，在〈送

刁景純學士使北〉一詩中，有「朝

供酪粥冰生碗，夜臥氊廬月照沙」

一句，詩句中的「酪粥冰生碗」所

描寫的就是「冰酪」這種食物。

南宋詩人楊萬里也以〈詠酥〉

為詩名，描寫飲用冰酪的感覺：

「似膩還成爽，才凝又欲飄。玉來

盤底碎，雪到口邊銷。」

馬可波羅帶冰淇淋回歐洲

認證冰淇淋是中國發明的還

有另一依據，公元 1295 年，馬可

波羅的《東方見聞錄》中，詳細記

載他把一種用水果和雪加上牛奶

的凍奶冰品配方帶回威尼斯，所

以，意大利製作「冰酪」的技術，

可以說是「偷師」過去的。後來這

種冰品在意大利北部流傳開，於

是歐洲的冷飲才有了新突破，直到

1660 年前後，意大利人 Cotelli 將
桔子或檸檬等果汁加入後，凍結製

成冰果進行銷售，再逐漸改進，從

而誕生了今天的冰淇淋。

 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
中記載了他把一種凍奶冰品

配方帶回威尼斯，可以說是

意大利冰淇淋的起源。

奧
黛
麗
·
赫
本

梅堯臣、馬可波羅：公有領域；奧黛麗 ·赫本：GETTYIMAGES；其他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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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長輩總是耳提面命的

告訴我們——大熱天時不要喝冰

水，以免傷身。父親還曾說了一

個關於道士喝涼水的故事，提醒

我們喘吁吁時不要急著喝冷飲，

至今仍印象深刻。

婦人倒水加米糠的故事

以前有位道士，大熱天時，

因為趕路而大汗淋漓且口乾舌

燥，路經一戶人家時，向一位婦

人討碗水喝。

這位婦人雖然給了道士倒了

一碗冷水，卻在他要大口喝水

時，在碗裡灑上米糠，道士不明

白這婦人究竟有何用意，雖然心

中感到不悅，也只能默默的一邊

吹走碗裡的米糠，一邊慢慢喝

水。

等到道士喝完水後，婦人這

才解釋，她是擔心道士在喘吁吁

的情況下急於喝水而岔了氣，才

會在水中加入米糠，讓他必須吹

開米糠，一口一口地慢慢喝。

老祖宗很久以前就有「喘」

時不能喝水的觀念，其實婦人的

西俗尚相反說》中記載：「中土

戒飲涼水，以防壞腹，泰西務飲

冷水，以為除熱；中土酒必溫而

飲之，泰西則皆冷以嘗之。」早

期中國人喝煮沸過的水，不僅僅

是為了養生，很大一部分是為了

「防疫」，藉由煮沸的過程，消

滅水中的病菌，以免喝壞肚子，

長久以來都一直維持著這樣的習

慣。

老一輩承傳下來的飲水習

慣，除了飲用煮沸過的開水，也

也不全是如此，因為有些陰虛

者口很渴，卻虛弱無力；有些

人不容易口渴，其實也不是身

體不好，就是中焦陽氣較弱，

不喜歡喝水，但是胃氣衰敗確

實是會致死的，不但水喝不

下，食物也吃不下的。《傷寒

論》中有另一條文曰：「傷寒

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

徹其熱，脈遲為寒，今與黃芩

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

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

必死。」這說有一個醫生辨症

錯誤，將寒症辨為熱症，本來

應該給溫中的藥，結果卻給了

寒藥；除中，就是中焦胃氣被

除滅，胃氣衰敗，立刻迴光返

照，病人不久就死了。

很多老年人不容易口渴，

西醫認為是年紀大了，下視丘

的口渴中樞（Thirsty Center）
對血液滲透壓不敏感了，因此

不易有口渴的感覺。中醫認為

口渴不渴，關鍵因素是三焦

陽氣有沒有旺，胃氣有沒有充

實，還有許許多多的因素，很

複雜的。糖尿病人的口渴，中

醫稱為「消渴」，在初期會有吃

多、喝多、尿多的三多症狀；

有些糖尿病人口渴到喝水都感

到水是甜的，喝水喝得好比駱

駝一樣，一天喝好幾千 C.C.，
中醫的治療常用「白虎湯」除其

胃熱，若不治療，下消的症狀

就會出來，不但尿多，小便也

會混濁。

有些人口不但渴，喜歡喝

水，而且口中還發甜，中醫稱

之為「脾癉」。癉就是但熱無

寒的意思，脾癉是消化系統很

熱，還摻雜有濕濁，此人舌苔

必黃，熱象較重，中醫治療就

是中焦熱與濕並除，常用甘露

飲之類的養陰、除濕、清熱。

炎炎夏日，有時

揮汗如雨，如何正確

的補充水分，可是重

要的養生關鍵。請看

古人的飲水智慧

看古人的夏日飲水智慧

飲食健康

8種食物
助您健脾祛濕

總提醒喝冰水容易傷氣管。《黃

帝內經》中記載：「形寒飲冷則

傷肺。」意思是外感寒邪，加上

飲食生冷，容易由胃寒導致肺寒

而傷肺，正確喝水才能解身體的

渴，也避免無形中傷身。

炎炎的夏日裡，每天喝足夠

的水有利於新陳代謝，幫助身體

排出毒素，不過如何喝水也是一

門學問。

正確喝水的4個要點

考量也是有其根據。在炙熱的夏

天，如果在滿頭大汗的情況下大

量喝冷飲，雖然暢快，卻容易導

致汗毛孔收縮，排汗不暢，反而

造成身體無法順利散熱。

運動後不要急於大量喝水，

若真的很渴，可以像馬拉松選

手，在運動中通常只喝一小口的

溫水，以免造成身體的不適。

戒飲涼水防疫病

袁祖志在19世紀撰寫的《中

口渴 攸關生死的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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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廠不能過濾進入水中的所有毒

素。

3. 美國供水中最有毒的毒

素之一是氟化物。氟化物對任何

人都有害，孕婦和有嬰兒的家庭

更要避免含氟水。

4.2017 年對 50 個州的 5 萬

個水務公司的水樣進行的分析

顯示，美國自來水中有超過 267
種不同的毒素。要瞭解自來水中

的各種有毒物質的含量，請查看

EWG 自來水資料庫。

5. 理想情況下，應該既過

濾飲用水，又過濾沐浴水，因為

將自己浸入受汙染的水中，可能

比飲用它更危害您的健康。

十九、吃草飼或 
有機肉類或乳製品

1. 草飼肉和乳製品有很

大的健康益處，其中某些維生

素、抗氧化劑和健康脂肪含

量均高於集中動物飼養作業

（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CAFOs）的肉和乳

製品。

2.CAFOs 是空氣和水汙染

的主要來源，而草飼農業可以使

土壤再生，並在不依賴化學肥料

和農藥的情況下維持生態平衡。

3.CAFO 缺少動物生存的基

本要素，而在牧場飼養的動物可

以自由表達其自然行為，而且草

料也不太可能被耐藥細菌汙染。

4. 在肉類和乳製品標籤上

要尋找美國草地協會（AGA）

的標誌，該機構確保最高品質的

草飼肉類和奶類。

現代健康新理念30貼士
當今的人類社會，

到處都被一些看不見

的威脅所包圍著，這

些威脅，包括：轉基

因生物、加工食品和

電磁場等，使人面臨

著健康風險。但這些

還只是冰山的一角，

所以，目前大多數人

都在尋求健康指導，

以幫助防範這些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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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適當過濾飲用水

1.如果您關心自己的健康，

過濾家庭用水是必要的，而不是

可有可無。

2. 由於水管老化和化學汙

染，全球範圍內的飲用水都變得

越來越差，甚至含有毒性。水處

一般人會想，口渴

喝水就好了，但口會不

會渴，在中醫的辨證來

說，可說是一個大問

題。

口渴常常代表著一個人陽氣

的強弱、胃氣的盛衰，甚至在

疾病中是決定生死的一個因素。

醫聖張仲景在《傷寒論》中

說到：「傷寒，心下有水氣，咳

有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

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

湯主之。」就是說得到了寒性感

冒，本來都不會口渴，但給他

服下一點小青龍湯這種熱性發

散的藥以後，口會渴的，此是

寒去、疾病自癒的表現。這個

例子說明了口渴是陽氣來復，

疾病向癒的徵兆之一。

口會渴代表胃氣充盛，胃

為水穀之海，「有胃氣則生，

無胃氣則死」。容易口渴的人

一般陽氣較盛，活力較強，但

❶適量喝

有人把喝水當瘦身或排毒的

方法，一天喝上 3 至 4 千多毫

升，但「豪飲」的背後潛藏著風

險，飲水過量也會「水中毒」。

平常的飲水量應該因人而異，健

康且腎功能正常的人，每天的水

分攝取量為「每公斤體重 ×30
毫升」，大約在 2000 毫升上

下。一些心衰竭、腎功能衰竭的

患者不宜喝過多的水，感冒發燒

或有泌尿道感染的患者則要比平

時多喝一些水。

❷慢慢喝

「豪飲」開水看似暢快，不

過卻容易造成腸胃負擔，平時喝

水可以慢慢的喝幾口水，含在口

中再分幾次慢慢咽下，這樣才能

讓口腔、喉嚨滋潤，有效緩解口

渴。

❸溫溫喝

溫水暖腸胃，喝冰水容易刺

激腸胃，引起腸胃不適，甚至腹

瀉。另外喝溫熱的開水，可以提

高體溫，助於排汗，透過汗液散

除熱氣，達到真正的消暑、解渴

效果。雖然說是喝溫開水為佳，

也要注意水溫不要過熱，以免破

壞食道黏膜。

❹淡淡喝

大量流汗後損失的不僅僅是

水分，還有電解質。因此天熱時

應補充攝取一些鹽分或運動飲

料，預防出現低血鈉或體液電解

質不平衡的問題。

口渴常常代

表人陽氣的

強弱、胃氣

的盛衰。

如果您有口氣重、咽喉

腫痛，或是長口瘡、臉上老

長痘痘、身上又經常出黏汗

等症狀，就表示體內溼氣太

重了。

8種食物清熱祛濕
1.紅豆：利水、消腫、

清熱佳品，能散熱燥濕、補

心健脾、養肝益腎，夏季食

用尤佳。

2.綠豆：具清熱、解
毒、降脂、保肝作用，是濕

熱體質者的天然良藥。

3.薏仁：緩和的清熱
祛濕之品，中醫常用其治療

水腫、腳氣、脾虛腹瀉、肌

肉酸痛、關節疼痛等病症。

4.苦瓜：能清脂、減
肥、加速排毒，具清心明

目、益氣解乏、清熱解毒、

益腎利尿等作用，還可降血

糖、抗病毒和防癌。

5.黃瓜：清熱解毒、生
津止渴，還能促進新陳代謝、

美白皮膚、抑制脂肪形成。

6.冬瓜：利水消痰、
清熱解毒。濕熱體質者若有

水腫、脹滿、痰多、消渴、

溼疹、癤腫等症狀均可食

用，還能解酒。

7.芹菜：有清肝熱、清
胃熱、養血、通血脈、健齒潤

喉、明目醒腦、潤肺止咳的

功效。

8.芥藍：可解勞乏、
清心明目、利水化痰、解毒

祛風、消暑解熱等，還能潤

腸、祛熱氣、下虛火、止牙

齦出血，對腸胃熱重、熬夜

失眠、虛火上升、牙齦腫脹

出血者，也有療效。

夏季氣溫濕熱，人

體雖然沒有明顯的感

覺，但不知不覺中人

體溼氣加重，久之會

脾胃功能受損，累積

成「內毒」。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 師 講 堂 

◎  編譯：高新宇

◎  文： 李青鋒

◎  文：江禹丞

夏季
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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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Floor  |  Millennium Tower 
101, 440 - 2nd Ave SW Calgary AB T2P 5E9 
電話: 403-503-8888 | Toll Free: 1-866-699-7826

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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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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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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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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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良好的廚房規劃，可以避免烹煮時

動線不流暢的手忙腳亂，抑或是通風

不佳，收納不足導致凌亂不堪，又油膩

無法見人的窘境。廚房中所需的用品非

常多，大至烤箱或是電磁爐等家電，小

至裝香料粉的瓶罐，如果沒有好好地規

劃收納的功能，你的廚房不僅會雜亂不

堪，煮飯的時候效率也會變差。

傳統的廚房都是位在一個單獨的空

間裡，優點是油煙比較不容易散到整個

住家，缺點是難以和家人互動。

開放式廚房優缺點剛好相反。開放

式廚房通常和餐廳或客廳連在一起，有

些人常和朋友們一起聚會，喜歡一起做

菜，所以採用開放式廚房。但需注意的

是，因畢竟中式料理油煙較多，抽油煙

機的選擇就特別重要。

好的廚房空間能優化使用者的日常

生活。以下介紹幾種廚房格局，並為您

列出這些廚房樣式的特點。

◎文：黃詩錚

吃之於人來說，是一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情。好吃的料理可以慰勞

自己忙碌整天的辛勞，串連起家人間的歡樂時光，成為維繫親情的樞

紐。因此烹煮料理的廚房，是現代的居家空間中不可或缺的角落。

格局 :一字型

    一字型的廚房廚具是沿著牆面所設

置的，因此非常適合面積有限的居家空

間，這也是一般家庭最常見的廚房設計。

將所有廚房工作的爐具、檯面一律

都規劃在同一線上，讓烹煮、清洗、食

材處理都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完成，是

動線最簡單的格局，適合室內面積小的

戶型。

對廚房機能要求是簡單、簡潔，可

以透過上下櫥櫃來增加收納空間。將一

字型廚房用在開放式空間，廚房的層架

也能作為展示空間。

有一字型廚房是面積較小，是長方

形格局廚房最常見的樣式。工作檯面長

度和水槽款式尺寸，可依廚房長寬比與

使用者的習慣加以調整。

格局 :中島廚房

 中島型廚房打破了傳統廚房的動線，

讓廚房維持開放感。依照你使用上的需

求，中島的檯面同時可以當成吧檯桌或

是流理檯面，島身還能夠兼具收納的功

能，非常實用。開放式廚房加入中島廚

房，讓烹飪者擁有更多檯面空間，做菜

時總能從容不迫。餐廚整合後，更能增

進親子關係，家人能夠一同料理烹飪，

讓生活樂趣不斷。中島吧檯能安裝電磁

爐，在朋友來訪的那天，煮個花草茶在

中島上聊天，讓下午茶時間增添溫馨。

格局 : U型廚房

    U 型廚房能擁有最多的機能空間，

讓洗滌與食材處理為一線性，水槽與冰

箱為一線性，爐具與烤箱一線性，成為

最佳的金三角工作區。U 型廚房講究

整體性，大都會以系統家具來做廚房的

主體，同時能與用餐區做出區隔，讓烹

飪者多了與用餐者的對話，增添生活質

感。讓迎賓待客，多了份互動。

格局 : L型廚房

    L 型廚房有可以納入收納櫃體與用

餐空間的轉角設計，非常適合小戶型。

可以將冰箱、水槽安排以及爐具、烤箱

分別設置於 L 型的兩條動線上，形成便

於烹飪的三角形動線。

格局較為方正的廚房，可選 L 型廚

具。視整個廚房空間大小，L 型兩側可

以延長縮短，也能充分利用轉角空間，

使得廚房可走動的區域不過於狹窄。

L 型廚房的格局非常實用，比一字

型廚房多了更多收納空間，也適合空間

不大的廚房。在廚具配置上能多出更寬

敞的料理檯面，能讓動線規劃更流暢。

依溫度區分，冰箱與水槽為相同線性，

爐具與烤箱則為另一線性，讓烹飪動線

成最聰明的三角形。擁有順手放置的收

納空間，讓烹飪的使用者更安全。運用

不同顏色與材質拼貼出甜美的廚房。在

L 型轉角處安裝轉角層架，增加收納空

間，讓整體空間都能發揮功能。

簡潔的一字

型廚房，可

通過上下櫥

櫃來增加收

納空間。

轉角設計的

L 型廚房，
非常適合小

戶型。

U型廚房打
破傳統廚房

動線，能擁

有最多的機

能空間。

怦然心動的廚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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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哈佛公共衛

生學院最近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生活在

空氣污染嚴重地區的人也比污染較輕地區

的人更容易死於 COVID-19。因此，污

染也可能是男性 COVID-19 死亡率升高

的原因之一。

「在大多數文化中，男性更可能從事

戶外工作，使他們暴露在與極端氣候和污

染相關的條件下，」伯格說。「這可能會

直接影響他們對 COVID-19 這種感染的

反應。」

男性在流行病中的死亡率較高並不是

什麼新鮮事。例如，1918 年對全球大流

行的研究發現，非老年成年男性的死亡率

遠遠高於女性，可能是因為更多的男性有

肺結核的病史。

冒險行為可能是原因之一

男性在大流行期間的行為也可能增加

他們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接觸。

蓋 洛 普

在 3 月 2 日

至 13 日期間

進行的一項

民意調查發

現， 女 性 比

男性更關注

COV I D -19
（比例為 62%
對 58%）。

「有可能

男性的風險更大，因為他們傾向於將自己

更多地暴露在較大的人群和社會交流中，

包括像握手和體育賽事，」伯格說。

「有一些男人有無敵綜合症，使得他

們的行為往往不太順從與流行病相關的限

制，如保持物理距離等，」喬治亞尼表示。

他說，對於其他男人，問題並非他們

認為的健康「不是他們的工作」那麼簡單。

針對男性的 COVID-19 預防信息應

該關注這些

傳統的男性角

色，「而不是

忽視數百萬

年的生物學和

自然選擇，」

喬治亞尼說。

「男人們

非常關心他們

的家庭，所以

告訴他們並非

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是為那些愛你的人，」

他說。「即使他們覺得自己狀態很好，可

以抵抗病毒，但他們仍然可以成為一個載

體，導致他們的配偶或子女或他們的父母

親的死亡。」

認真對待症狀

然而，有一件事是經過充分證明的，

那就是男性往往會拖延求醫，並忽視或拒

絕疾病症狀。

「許多男性將自我保健視為軟弱的

表現，」美國康州心理健康團體 Darien 
Wellness 的執行長艾澤爾表示，「我們被

教導要自立自強，要為每個人服務，但從

不考慮自己。這導致了對 COVID-19 的

明顯症狀的忽視，以及對任何危及生命的

狀況的忽視。」

川普政府的 COVID-19 應對協調

員 Birx 醫生在 4 月 9 日的發布會上指

出，在接受疾病檢測的人中，56% 是男

性，而女性則為 44%。在接受檢測的男

性中，23% 的人對 COVID-19 呈陽性反

應，而女性則為 16%。

「這讓你瞭解到男性在症狀變得嚴重

之前，往往不會向醫療服務系統求助」

Birx 說。

「這裡給我們所有的男性提出建議，

無論你是什麼年齡段，如果你有症狀，你

應該確保你接受測試。」

 男性比女性更易遭受COVID-19打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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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Augus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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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至 8 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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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