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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A4 安思遠——
點石成金的收藏教父B5雙語報導

English or

Translated by:  
Donald Lee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香港國安法」實施一

個月後，8月10日，壹傳媒創

辦人黎智英、香港眾志前副

秘書長周庭等10人被控涉

嫌違反國安法，遭到拘捕，

在40個小時後黎智英和周

庭獲得保釋。黎智英被捕

時，200名香港警察搜查了

《蘋果日報》總部，以美國

為首的國際社會對此表達了

強烈關注。

上星期華盛頓對北京採取

了密集的行動，行動之一是在 8
月 7 日宣布制裁 11 名中國大陸

和香港的官員。這批官員包括了

港特首林鄭月娥，北京港澳辦主

任夏寶龍以及駐港機構中聯辦主

任駱惠寧等。華盛頓指他們必須

對損害香港自由及民主負責，將

會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和財產

權益。

有分析認為這 11 人被列

入的美國財政部屬下制裁名單

  On August 10, one month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of Hong Kong”, 10 
people, including the founder of Next 
Media, Jimmy Lai, and the former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Public 
Opinion of Hong Kong (HK), Ting 
Chow, were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viola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y were released on bail 40 hours 
later. When Jimmy Lai was arrest-
ed, 200 Hong Kong police officers 
searched the headquarters of Apple 
Daily.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xpressed 
strong concern on this matter.
  One of Washington’s stern actions 
against Beijing last week was the an-
nouncement of sanctions against 11 
official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HK on Aug. 7. The officials included 
HK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Xia 
Baolong, director of Beijing’s HK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and Luo 
Huining, director of the Liaison Of-
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
ment in HK. Washington said they 
were responsible for undermin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HK and 
would freeze their assets and prop-
erty intere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Keith Richburg, director of the Cen-
tre for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HK, said he had 
not seen similar searches even in dic-
tatorships and described press free-
dom in Hong Kong as officially dead.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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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N」，是世界上最最嚴厲的

名單，曾經一些毒梟、恐怖主義

或者恐怖份子如本．拉登被列入

這樣的名單。

8 月 10 日， 中 國 外 交 部

宣布對美國 11 名公民實施制

裁，包括：美國參議員克魯茲

（Ted Cruz）、 魯 比 奧（Marco 
Rubio）、科頓（Tom Cotton）、
霍利（Josh Hawley）、圖米（Pat 
Toomey）和眾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此外還有一些美國非盈

黎智英被捕黎智英被捕
國際關注國際關注

利組織和人權團體的成員。

香港政府抓捕民主派人士也

被視為是北京的報復行徑之一。

香港新聞自由宣告死亡

8 月 10 日上午 9 點，72 歲

的黎智英遭到香港警方抓捕。黎

智英被捕時，警方國家安全處及

商業罪案調查科出動 200 名警員

攜帶破門工具，到將軍澳壹傳媒

大樓搜查了蘋果日報社，引發各

界震驚。（下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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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2）香港記者協會主

席楊健興認為事件相當恐怖，他

說在香港傳媒工作了幾十年，從

未見過這樣的情況。香港大學新

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瑞凱德

（Keith Richburg）表示，即使在

獨裁國家，他也未曾見過類似搜

查，他形容香港的新聞自由已正

式宣告死亡。

壹傳媒股價大跌變大漲

黎智英被警方指控違反「香

港國安法」第 29 條的「勾結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這項

罪名可被判 3 年以上、10 年以

下有期徒刑；如果罪行重大，可

被判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甚

至無期徒刑。

10 位被捕人士包括了壹傳

媒創辦人黎智英以及兩個兒子。

壹傳媒行政總裁和媒營運總裁兼

財務總裁等。

黎智英被捕後，壹傳媒的股

價一度大跌，但隨後變成大漲，

盤中最高反彈 344%，最終收升

183%，市值從 2 億反彈到 6.7
億。 8 月 11 日，《蘋果日報》報

紙因為供不應求，從原來的 7 萬

份印至 55 萬份，是平時發行量

的 5 倍以上。這些被外界視為香

港民眾對黎智英的支持。

黎智英：願以生命回報自由

1960 年，12 歲的黎智英從

大陸偷渡到香港，於 1981 年創

辦佐丹奴時裝連鎖店。 1989 年

六四事件後，黎智英因批評當

局，佐丹奴在大陸的生意遭到北

京打壓。 1990 年，黎智英將持

有的佐丹奴股權出售，在香港創

辦壹傳媒集團，創辦《壹週刊》。

1995 年他創辦《蘋果日報》。

《壹週刊》和《蘋果日報》被認為

是反共媒體。如今，在香港越來

不安全時，黎智英選擇留下，他

說：「我兩手空空來到香港，所

得一切都歸功於香港之自由，如

今感恩得以生命回報自由。」

黎智英在被捕約 40 小時後

獲得保釋，12 日凌晨步出警署。

大批市民前往支持，高叫「撐蘋

果，撐到底！」據《Now》報導，

黎智英以 30 萬元現金，與 20 萬

元人事擔保離開旺角警署。

美台副總統相繼表態

黎智英去年 7 月初訪美，分

別與美國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

佩奧會面，商議《逃犯條例》對香

港自治的危脅，並爭取美方支持。

8 月 11 日，美國副總統彭

斯發推文表示，香港警方拘捕黎

智英等人事件，已「嚴重冒犯全

球熱愛自由的人民。」

8 月 12 日，中華民國副總

統賴清德在臉書上表示：「中國

逮捕的不是黎智英，而是監禁了

言論自由；中國摧毀的不是香港

自治，而是踐踏了民主的價值。」

「釋放周庭」標籤 
成日本推特趨勢第一

周庭現年23歲，精通日文，

也曾上各大日媒以及節目宣揚理

念，常在推特上與網民互動，因

此受到許多日本網友喜愛。她

被逮捕引發日本網友的高度關

注，推特（twitter）上出現不少

「#FreeAgnes（釋放周庭）」的貼

文，「#FreeAgnes」標籤一度衝上

日本推特趨勢第 1 名，日本多位

政治人物也在推特上聲援。

8 月 11 日深夜，周庭獲得

保釋。她在走出警署後接受媒體

採訪，指自己對這次被捕感到非

常突然，也是最可怕的一次，此

前她因參與社運已被捕 3 次。

香港網民則將周庭比做「港版花

木蘭」。

美國警告北京將再製裁

8月 8日，蓬佩奧發推指出，

全世界都已經目睹了中共是如何控

制中國人民，包括通緝香港那些為

民主自由抗爭的人，他警告北京

「制裁行動不會只有這一次」。

8 月 9 日，蓬佩奧與英國、

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等「五眼

聯盟」國家外交部長發表聯合聲

明稱，密切關注以林鄭月娥為首

的香港政府不公正取消立法會候

選人資格，以及延後立法會選

舉。聯合聲明認為，此舉破壞香

港至關重要的民主進程，並呼籲

香港政府恢復遭取消選舉資格的

候選人合法參選資格，舉行立法

會選舉。

川普改變綏靖政策

8 月 10 日，蓬佩奧在美國

保守派行動大會上表示，川普總

統改變了美國以往的對華綏靖政

策，並要確保下一個世紀不是由

中共這樣的政權來管治。

蓬佩奧說，在對中國採取強

硬立場的問題上，國會兩黨是有

共識的，但這個政策是川普所推

動的。「他是那個準備撕掉創可

貼的人，承認過去幾十年的政策

並不成功，並要求中國共產黨以

一種與法治、透明和對等這些簡

單的東西相一致的方式行事。這

些基本原則是我們要施加給中國

共產黨的不可逃避的要求。」

降低台灣能見度

香港這次大抓捕的時間是 8
月 10 日，此日正值美國衛生部

長阿扎爾會見蔡英文總統。阿扎

爾是自 1979 年美台斷交以來，

美國訪問台灣的最高級別官員。

評論認為，香港此時的大動

作抓捕，是為了用極權暴力來轉

移國際社會對台灣的關注，降低

台灣繼續升高的國際能見度。

    On August 10,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announced sanctions 
against 11 U.S. citizens, including 
U.S. Senators Ted Cruz, Marco Ru-
bio, and Tom Cotton, in addition to 
members of several U.S. nonprofit 
and human rights groups. The arrest 
of pro-democracy activists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as seen 
as an act of retaliation by Beijing.
  Jimmy Lai was charged by the 
police with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by colluding with foreign 
forces.” under article 29 of the Na-
tional Security Law of Hong Kong, 
the offence carries a penalty impris-
onment from 3 years to 10 years; if 
the offence is serious, it is punish-
able by imprisonment for 10 years 
to life imprisonment.
  After Lai was arrested, Next Me-
dia’s stock price fell sharply, but 
then it rose sharply. It rebounded 
by 344%, and rose by 183%. The 
market value rebounded from 200 
million to 670 million. On August 
11, the Apple Daily newspaper‘s 
print was increase  from 70,000 to 
550,000 copies, more than five times 
its usual distribution, as demand ex-
ceeded supply. These events are re-
garded by the outside world as Hong 
Kong people’s support for Lai.

“Release Chow Ting”
  Chow Ting is 23 years old, fluent in 
Japanese and loved by many Japa-
nese netizens. Her arrest sparked a 
high level of concern among Japa-
nese netizens. The hashtag “#Free-
Agnes” at one point reaching No. 1 
on the Japanese Twitter trending list. 
  On August 9, Pompeo and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the “Five Eyes 
Alliance” countries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saying that they will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unjust disquali-
fication of candidates for the Leg-
islative Council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led by Carrie Lam, 
which undermined Hong Kong’s 
vital democratic process.
  On August 10, Pompeo stated at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Action 
Conference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changed the US’s past policy of ap-
peasement towards China and will 
ensure that the next century is not 
governed by a regime like the CCP.
On August 11, U.S. Vice President 
Pence tweeted that the Hong Kong 
police arrest of Jimmy Lai and 
others is “deeply offensive and an 
affront to freedom lov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黎智英被捕 國際關注

被指違反國安法拘捕的香港年輕人。（中央社） 攝影：龐大偉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香港眾志前副祕書長周庭（左）等10人被指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引起國際關注。他們在被拘捕40

小時後獲釋。美國副總統彭斯（右）主動回應事件指港府行為嚴重冒犯「全球熱愛自由的人民」。（Getty Images）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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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據洛杉磯華人

圈消息，在休斯頓領館於 7 月

21 日被美國政府下令關閉後，

網上一條華人華僑參加聚會的視

頻被網友瘋傳，引起FBI注意，

並在當地的華裔社區裡尋找間諜

的證據，同鄉會商會裡的多名華

人骨幹成員在家中突遭 FBI 敲
門要求談話。

報導稱，有一名華人在清晨

時分被 FBI 敲門。當時十多名

身著 FBI 制服的警員進屋後，

給他戴上手銬並帶走。報導還

稱，被以這種形式帶走問話的華

人，大多數是長期高調活動，被

FBI 掌握較多證據的「愛國組

織」骨幹份子。

報導最後還提到，近十年

來，在美的華人也好，訪問學者

也好，留學生也好，很多人雖然

得到了美國身份、成為了美國

人，卻置美國的國家利益於不

顧，甚至令整個華裔群體都因此

受到不良影響，令華人在美國社

會的聲譽受到損害。

據統計數據顯示，從 1996
年經濟間諜法案（Economic 
Espionage Act）開始實施起至

2008 年，遭起訴比率最大人群

來自西方國家，佔 72%，華人

僅佔 17%；但是，自 2009 年

至 2015 年間，被起訴的華人比

率則飆升到 52%。美國聯邦調

查局（FBI） 局長雷今年 6 月發

表講話指出，如今美國有超過

1000 宗正在審理的與中國有關

的罪案，每 10 小時就會新增一

個與中國有關的調查個案。

有關消息引起華人網民熱

議，有人表示：「有多少同鄉

商會，僑團，僑領，平日裡跟

領事館勾肩搭背，攬點大外宣

的活，領事館被關門的時候沒

有一個敢站出來說話，更不要

說有人組織歡送了。暗地裡做

些洗錢偷渡放貸的勾當。早該

被清洗一下了」；「那些多年

來在美國土地上，為了顛覆美

國的自由而不知疲倦的中共黨

徒，應該睡不著覺了，報應來

了。」

FBI 登門調查「愛國」華人

On August 5th, The U.S. an-
nounced that they will be 

blocking CCP influence in five 
areas on what they refer to as a 
“Clean Network” for the US. That 
means the US will block the CCP 
in five areas: carriers, stores, apps, 
cloud storage, and cables. 

 Among the targets are China’s Ali-
baba, Baidu, and Tencent, which 
offer downloadable apps in U.S. 
mobile app stores.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from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more than 30 coun-
tries have already joined the U.S.’s 
net-cleaning campaign, and many 
of the world’s largest telecom-
munications companies have been 
cleared as “Clean Telcos”, pledg-
ing to use only trusted carriers on 
their clean networks.

 China’s state media, Xinhua, inter-
viewed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in response to Pompeo’s 
“Iron Curtain Speech” of July 23. 
His attitude this time was quite 
moderate. He said: China will 
“clear the bottom line, avoid con-
frontation; open channels for dia-
logue; refuse to decouple, keep 
cooperation; abandon zero-sum, 
and share responsibility”. But prior 
to that, the Foreign Minister’s atti-
tude was quite the opposite.

 On Aug 6,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igned two executive orders 
barring any person or business in 
the U.S. from doing business with 
TikTok and its parent company 

ByteDance as well as WeChat and 
its parent company Tencent, in an 
effort to eliminate threats from the 
CCP in the information and com-
munications technology supply 
chain. Both orders will take effect 
in 45 days.

It’s unclear whether the ban will 
require U.S. companies to sever 
ties with WeChat. But the execu-
tive order says that after 45 days,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shall determine the scope of the 
prohibited transactions”. 

 The move stunned all secto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cluding 
top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tech 
companies and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Shares of Tencent, We-
Chat’s parent company, plunged 10 
percent the day after the news was 
announced. 

 In a report, Morgan Stanley said 

that China’s tech hardware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ies were hit 
the most. More than 30 percent of 
the revenue of the 11 listed Chinese 
companies in this industry com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mong 
them, Raytheon, listed in Hong 
Kong, has 46% of its revenue com-
ing from the US. 

 On August 7, Yang Jiechi,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the Cen-
tral Foreign Affairs Commission, 
published an article in the Xinhua 
News Agency entitled “Steadfastly 
Maintaining and Stabilizing China-
U.S. Relations”, the full text of 
which exceeded 6,300 words. Most 
of the article recalled 41 years of 
“Sino-US friendship” and claimed 
“the door to dialogue and com-
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always open”. 

 Moreover, China’s online propa-
gandists, commonly called the 

“50 Cents army”, were recently 
ordered to stop making anti-U.S. 
comments, and they were asked to 
change the theme of their propa-
ganda to “win-win for China and 
the U.S.”. For this past week, 
voices against the U.S., both on 
Twitter and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like WeChat, sud-
denly disappeared. 

 Why has the Chinese Commun-
ist Party suddenly softened to the 
U.S.? It could be the CCP’s lack 
of anticipation of the U.S. strategic 
shift,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readi-
ness to react. Analysts also said this 
kind of softness is not genuine, and 
that letting the other side drop its 
guard will buy time for the CCP to 
develop a strategy. 

 On August 6, the U.S. Senate 
voted unanimously to pass Trump’s 
executive order banning federal 
employees from using TikTok on 
public devices, an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ssed a similar 
bill last month. The ban is expected 
to become U.S. law soon. 

 ByteDance claim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follow the process 
of law and denied Tiktok could be 
used as propaganda. It also claimed 
that TikTok had never shared user 
data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had never been asked to censor 
content. 

 But there is plenty of evidence 
that the company is controlled by a 

branch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mainland Internet monitor 
told Radio Free Asia that it was 
an open secret that the mainland 
software was cooperating with the 
CCP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under the Chinese National Sec-
urity Law.

 There had been signs hinting that 
the U.S. would move to Clean Net-
work before its official announce-
ment. For instance, on June 17,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
nounced that it had decided to lay 
the undersea cables directly to Tai-
wan, where they originally passed 
through Hong Kong. It shows the 
U.S. has long been on alert on the 
issue but China’s response came 
late.

 Elmer Yuen, a Hong Kong-based 
entrepreneur and businessman 
who was rumored to have close 
ties to senior officials in the Com-
munist Party, said on Aug 7 that 
at a meeting with senior Chinese 
officials last year, the officials be-
lieved that China has a market of 
1.4 billion people and an entire 
supply chain that the U.S. is un-
likely to give up and that foreign 
countries do business with China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money. But 
Yuen believes that for now, the 
CCP has overestimated itself and 
underestimate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urrent U.S. operation is just 
the beginning, and there are big-
ger and more systematic plans to 
follow. 

China softens as US announces Clean Network英文報導  English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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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今年 1 月 20 日

中國華為公司副董事長孟晚舟案

開庭審理當天，有人花錢騙來一

群非華裔「群眾演員」，舉牌支

持孟晚舟，之後被人揭發。被騙

來為孟晚舟舉牌的幾個西人事後

表示非常生氣。那麼，這個「假

抗議」活動究竟是誰籌謀組織的

呢？加拿大媒體日前報導稱，

當時的參與者稱聯繫人是 Joey 
Zhang，這名張姓華裔女子在加

拿大創建了多家「空殼公司」

據加拿大媒體報導，這名

名 叫 Joey Zhang（又 名 Shu 
Fang）的華人女子，手機號碼

306-999-***9。
報導稱，在過去 10 年中，

Joey Zhang 在零售、大麻種植

以及移民服務等眾多行業中創建

了 30 多家企業，這些公司位於

薩省和安省。

據媒體獲得的政府內部文

件 顯 示，2011 年 的 短 短 6 個

月 內， 她 創 建 了 6 家 公 司。

2012 年薩省有 7 家公司是 Joey 
Zhang 註冊的。

調查發現，幾乎在同一時

期，Joey Zhang 對外聲稱自己

可以通過提供工作機會幫助中國

公民迅速獲得加拿大移民。一

些廣告上寫著：「其他省份僱用

按摩、美甲沙龍、足部按摩僱

員，僱主可以為其擔保移民身

份。」「有一家公司要出售。可

以很快獲得投資移民。不需要

英語。」其聯繫電話都是：306-
999-***9。

為孟晚舟舉牌的 20 歲西人

「群眾演員」邦森（MeKenna 
Bonson）證實聯繫人是 Joey 
Zhang。邦森說她是受朋友邀請

而去的，她被告知做 2 個小時工

作可賺 150 元。當天早上她到

達法院，碰到了 Joey Zhang，
「Joey 拿了許多標語牌發送給我

們」。她又說：「我沒有意識到

這個事件的嚴重性。因為我從未

聽過華為，我後來去谷歌搜索才

知道這公司。」

休斯頓領館關閉後，網上一條華人華僑參加聚會的視頻被網友瘋傳。

FBI也開始在當地的華人社區裡尋找間諜的證據。（示意圖/圖片來

源：APU GOMES/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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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孟晚舟」假抗議活動組織者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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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美好，疫情漫長，卡

城人漸漸開始出門看房。「在

最近的 8 個星期裡，我們非常

忙，我們的後巷道獨立屋（lane 
home）很受歡迎，這一期 21 個

地塊推出以來，現在已經售出了

7 塊」Excel Homes 區域銷售

經理鮑德溫（Karen Baldwin）
告訴記者。

鮑德溫現在負責銷售的

區域是卡城西北新區卡林頓

（Carrington）社區。 6 月份中

旬 Excel Homes 在這裡開始發

售後巷道獨立屋，9 月份後巷道

獨立屋的展示屋（show home）
將落成。

卡林頓社區（Carrington）
現已成為卡城西北最受青睞的

熱門社區之一，毗鄰華人喜

愛 的 社 區 Panorama Hills，
開車到達西北豐山大統華僅 5
分鐘。Vivo 社區娛樂中心、

Superstore 以及電影院和各種

商場就在周邊。數分鐘內也可

到達機場，對生活來說，非常

方便。

卡林頓社區的交通也相當便

捷，靠近 Stoney Trail，近距離

連接市內許多其他主幹道：中央

街（Centre Street)、Deerfoot 
Trail、Country Hills Blvd 等。

選擇居住在 Carrington 社

區居住，既擁有成熟社區周邊一

切設施，又能享受新屋的非常實

惠的價格。社區內有壯觀美麗的

自然保護區，公園綠地多達 19
英畝公園，小徑蜿蜒，擁有 2
個景觀池塘。

「這裡不像周邊的一些社區

那麼交通繁忙，當你開車進入

Carrington 社區，你會發現這

裡比較安靜，沒有那麼多交通的

干擾。這對居民來說，能安享

更好的生活品質。」鮑德溫介紹

說，「現在來看房的，有來自各

個社區的人們，包括本來就在西

北部社區居住的，他們或許是打

算升級自己的住宅，或者是告別

租房的日子。」

後巷道獨立屋，即房屋的正

門是行車道，後院留有車庫的

位置。鮑德溫說：「這一期的後

巷道獨立屋面積在 1167 平尺至

1795 平尺之間，適合各家庭。

大體上有 6 種戶型。價格在 37
萬至 45 萬左右，能在明年 3
月、4 月期間入住。」

這期 6 種戶型包括了 3 居室

和 4 居室，戶型靈活可選，有的

主層擁有兩個起居空間，有的可

以在主層設置一個臥室和一個全

衛生間。有的可以設置側門，這

樣房屋的地下室用來出租的話，

屋主和租戶可以分門出入。

同其他 Excel Homes 的作

品一樣，巷道獨立屋內飾精緻高

雅。「比如 1167 平尺面積的新

屋，你會感覺很寬敞，因為我們

的戶型特點是主層空間是開放式

的，中間沒有牆壁阻擋。」鮑德

溫說，「顧客可以有多樣選擇，比

如可以選擇將廚房或者衛浴室各

項配套設施升級」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 Excel 
Homes 在最近幾年內建房開始

使用現代建築材料與設計，使房

屋具備高效、節能、綠色、環保

的特點，它是卡城少數擁有綠色

建築（Built Green）認證的建

築商之一。

比如房屋建築採用不含聚氨

酯的隔離絕緣層，能更大限度

防止空氣滲漏。各類 ENERGY 
STAR® 等級的生活用具，高效

節能，都將為未來屋主在長久的

生活中節省可觀的開銷。

Excel 還為買家提供了貼

心的便捷購買流程。購房者可

以從銷售人員那裡獲得多項戶

型設計選擇，預定選項和升級

選項。在屋主入住之後，Excel 
Homes 提供專業客戶服務和保

修服務團隊來幫助解決可能出

現的任何問題和顧慮。「我們

公司能贏得客戶，原因之一是

有品質保障。另外，良好的客

戶服務也是 Excel Homes 推崇

的企業文化。比如有顧客從我

手中購買了房屋，我會定期將

新屋建設的照片發給顧客，幫

助他們參與到家園建造的每一

步。」鮑德溫介紹說。

9 月即將到來，屆時買家們

就可以看到美麗的展示屋了。在

此之前，也不妨預約鮑德溫，或

許有意外收穫。比如除了後巷

道獨立屋之外，在這個區域，

4 套待售的雙拼屋擁有步出式

（walk-out）的地下室，面積在

1414 平尺至 1600 平尺之間，

價格為 39 萬，性價比相當好。

在 此 期 間，Excel Homes
推出了雙重超值優惠，更值得正

在尋找新屋的人們關註：即如

果買家剛巧失去了工作，Excel 
Homes 提供可靠的渠道，幫助

買家實現購房的心願；購房貸款

協助，Excel Homes 將為失業

者提供更多的幫助，包括提供多

達 3 個月的房屋貸款。

更多詳情，可以查閱 Excel 
Homes 網站。Excel Homes 為

選房的人們做足了防疫衛生方面

的準備，比如有額外的清潔以及

銷售區域經理會合理安排客戶的

預約，「在這個期間，我們非常

注意衛生保障」鮑德溫說。

【看中國訊】加拿大安全情

報局最近公開警告本國大學和研

究機構，北京當局一直利用諸如

「千人計畫」之類的招聘計畫，

將加拿大科學家吸引去中國，以

此獲得加拿大在經濟或軍事上的

尖端技術。該調查局現正在調查

加拿大的 15 名涉及「千人計畫」

的學者。

據加拿大《環球郵報》報

導，加拿大情報局的媒體負責人

湯森德（John Townsend）說，

一些希望獲取加拿大敏感技術和

專業知識的國家，正使用此種非

傳統的情報收集方法：招募那些

能夠提供其所需情報的學者，或

可以通過獎勵或懲罰威脅，迫使

他們提供情報的學者。而「千人

計畫」就是吸引學者參與此類行

動的一種方式。

報導稱，加拿大情報局已經

發現了至少有 15 名加拿大學者

參加過北京的「千人計畫」，其

中包括量子計算、尖端電子與工

程、疫苗、化學及人工智慧等方

面的專家。

湯森德說，加拿大情報局在

近年發現一些技術轉讓的證據之

後，已經與各大學和其它研究機

構談過，表達了情報局對「千人

計畫」及其它一些外國招聘計畫

的擔憂。

在美國，目前，只要被發現

是參與「千人計畫」者，幾乎都

因涉嫌欺騙美國政府的報稅欺詐

或簽證欺詐，而被美國司法部起

訴，因為沒有申報從中國得到的

不法收入。

湯森德表示，以這種不當的

手段獲取加拿大的敏感技術和專

業知識，對加拿大就業市場及國

際競爭力，都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湯森德說，目前他不會泄露

情報局的具體調查情況，「但加

拿大情報局在積極調查所有的外

國干涉及間諜活動。」

多倫多大學機械與工業工

程系教授、研究員曼德利斯

（Andreas Mandelis） 在 2013
年至2018年被列在「千人計畫」

名單上，合作機構是位於成都

的電子科技大學。曼德利斯幫

助在該大學建立了一個與多倫

多大學實驗室有同樣設施的實

驗室。

他說，他參加的計畫沒涉及

尋求技術轉讓的問題，但他知

道，北京當局有其它的一些計

畫，是以技術轉移為目標的。那

裡有各種各樣的計畫，希望你把

技術帶去中國，「我意識到了這

一點，但我個人沒參加那些計

畫。」

曼德利斯說：「如果是我們

在加拿大研發的東西，我相信

我不能簡單地將其贈送他人。」

「我通過另一個計畫，與其他人

有過一些互動，他們非常渴望將

技術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我遇

到過一名院長，上來就說：『無

論如何，我們都要獲得太赫茲

（terahertz）技術』。」

曼德利斯表示，他不能容忍

這樣的做法。因為這對加拿大的

納稅人不公平。

在情報局緊鑼密鼓的調查

「千人計畫」之際，加拿大國

會反對黨領袖熙爾（Andrew 
Scheer）8 月 12 日在記者會上

公開表示，加拿大政府應驅逐

親共人士。熙爾還表示，他的 3
年任期即將結束，他從不後悔多

次公開批評中共暴政。他認為，

隨著中美關係惡化，加拿大政府

應盡快驅逐境內親共人士，並遠

離亞洲基礎設施銀行。

文：林佳 圖：Excel Homes

Lane 戶型超值

ExcelHomes推出

Carrington 兒童公園 (calgaryplaygroundreview.com)

西北新區 Carrington：

Excel Homes 展示屋 （信息由商家提供）

加國調查15名「千人計畫」學者

【看中國訊】日前有 17 位加

拿大國會議員聯署公開信，要求

加拿大政府對侵犯人權的中港政

府官員實施經濟制裁，並禁止他

們入境。

8 月 11 日，加拿大國會舉

行了香港問題聽證會，來自香港

監察組織、加拿大香港聯盟、港

加聯、國際特赦組織的多名代

表，呼籲聯邦政府制裁侵犯人權

的中港官員。

Aileen Calverley 是 香 港

監察組織聯合創辦人之一，她

在聽證會上爆料：「香港律政司

司長鄭若驊（Teresa Cheng）
和 香 港 教 育 局 局 長 楊 潤 雄

（Kevin Yeung）持加拿大護

照。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

偉（Caspar Tsui）在加拿大擁

有房產。」

香港監察呼籲加拿大政府仿

效美國做法，禁止侵犯人權的中

港官員入境，並對他們實施經濟

制裁。

【看中國訊】據《多倫多太陽

報》消息，加拿大國會加中關係

特別委員會通過決議，命令加

拿大前駐華大使麥家廉（John 
McCallum）到國會作證。麥家

廉於 3 年前被任命為加拿大駐華

大使，他在孟晚舟事件發生後，

公開發表與加拿大政府立場相反

的言論，被政府解雇。

2018 年 12 月， 加 拿 大

按加美引渡條約，逮捕了在美

國被控欺詐等罪的華為財務總

監孟晚舟。幾天後，北京當局

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扣押

加拿大公民康明凱（Michael 
Kovrig） 和 斯 帕 弗（Michael 
Spavor），並要求加拿大釋放

孟晚舟。此舉被普遍認為是中

共針對加拿大的「人質外交」手

段。加拿大政府堅持認為，逮

捕孟晚舟是依法行事，政府不

干預。

2019 年 1 月，麥家廉在多

倫多一個新聞會上稱，孟晚舟在

引渡案中的勝訴概率頗高，並具

體提出孟的律師可以如何為孟晚

舟辯護。此言論引起社會激烈反

彈，反對黨領袖呼籲政府撤換駐

華大使，但當時特魯多政府并未

采取行動。

幾天後，麥家廉在溫哥華一

個午餐活動中說，如果美國撤銷

針對孟晚舟的引渡請求，會「對

加拿大非常好」。第二天，特

魯多要求麥家廉辭職，當時，麥

家廉正準備乘飛機去北京。

多方籲制裁侵犯人權的中港官員 前駐華大使麥家廉被國會勒令出席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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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呂仁綜合報導】美國國

務卿邁克．蓬佩奧於 8 月 5 日在國務院

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川普 ( 特朗普 ) 政
府將擴大「淨化網路計畫」以保護美國的

資產與安全。蓬佩奧點名阿里巴巴、百

度、騰訊以及華為威脅美國信息安全的

中國公司。他表示將淨化運營商、應用

商店、app、雲存儲、電纜以期形成一個

「乾淨的網路」，並呼籲美國的盟友加入

這項計畫，共建信息安全堡壘。這五項新

措施是對蓬佩奧今年 4 月宣布的「5G 清

潔路徑倡議」的擴展。

蓬佩奧關於擴大「淨化網路計畫」的

五項新措施如下：

淨化運營商：部分運營商對於美國國

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因此不應讓這些運

營商提供往返美國的國際電信服務。

淨化應用商店：從美國移動應用商店

中移除不值得信任的應用程序，部分 app
威脅到了我們的隱私、傳播病毒以及虛假

信息。美國公民的個人、商業信息必須在

手機上得到保護，防止其遭到利用和盜竊。

淨化應用程序 App：防止一些智能

手機製造商比如華為，預安裝最流行的美

國應用程序或使它們可以下載。這些開發

美國應用程序的公司不應與華為合作，它

們應從華為的應用商店中移除自己的應用

程序。

淨化雲存儲：防止他人通過阿里巴

巴、百度、騰訊等公司的雲存儲獲得美國

公民的個人信息，美國的知識產權，以及

新冠病毒 ( 又稱中共病毒，COVID-19)
疫苗的研究。

淨化電纜：確保連接美國和全球網

路的海底電纜不會受到顛覆，以被用於

大規模蒐集情報。我們通過與海外夥伴

合作來確保覆蓋全球的海底電纜不會受

到類似損害。

「淨化網路計畫」的發展勢頭強勁。

超過三十個國家和地區已成為「乾淨的國

家」，許多全球大型電信公司已是「乾淨

的電信公司」。所有人都致力於在乾淨

的網路中獨家使用值得信賴的供應商。

近 20 年來，中國的網際網路也取得

了快速發展，中國的移動支付、5G 基站

建設等領域處於領先。據 2019 年度《網

際網路趨勢報告》，全球市值排名前 30
的網際網路公司中美國有 18 家，佔第

一，中國居次，共有 7 家。

據《華爾街時報》報導，全球互聯網

一分為二：一個在美國，一個在中國。隨

著新一代移動技術 5G 的到來，這兩個陣

營衝突不可避免。中國的目標是成為最大

的網際網路基礎設備供應商，同時也在推

動客戶國家採用中國接入的網路方法，這

實際上等於勸說一些國家使用中國用來

管控網際網路並遏制西方影響力的「防火

牆」。

長期生活在北京的一名外籍人士向

BBC 表示，中國的審查制度就像受污染

的空氣一樣，「你身處其中時，它看起來

沒什麼，但你離開以後就會意識到問題

有多糟。」是適當監管科技行業，平衡隱

私、言論自由、創新和規模的優先級，還

是選擇任由獨創性無情踐踏對隱私和個人

權利的某些基本保證，未來的世界需要在

這兩者之間做出選擇。

2019 年 10 月 20 日，中國舉辦的

「第六屆世界網際網路大會」在浙江省烏

鎮開幕。官方發布的 200 多位「嘉賓」名

單顯示，與會的外國「嘉賓」幾乎都是來

自第三世界的國家，沒有一個西方國家。

觀察人士認為，這次美國推出擴大版

「淨網」行動直接針對中國。四月的「清

潔 5G」行動是為了阻止中國公司華為參

與美國 5G 網路建設，本次則是把清理中

國科技公司的行動從基礎設施擴大到應用

層面。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聲明，美國「淨網

計畫」正在快速進展之中，在全球範圍內

已經有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實施「淨網計

畫」。下一步，美國會在世界各地遊說

盟友響應美國號召，集體跟進與中國的科

技脫鉤。屆時，中國審查過濾信息網絡的

「區域網」可能會被孤立在遵循普世價值

觀的自由世界互聯網之外。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白宮國

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周日（8月 9 日）證

實，受北京指使的駭客過去曾持續發動網

絡攻擊，干擾美國 2020 年總統大選的基

礎設施，意在操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

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在哥倫

比亞廣播公司的《面對全國》節目中說 :
「他們希望看到（川普）總統落選。」

他點名直言，中國就像俄羅斯、伊

朗一樣，他們發動網絡攻擊和網絡釣魚

（Phishing）等活動，來攻擊我們的選舉

基礎設施、網站等。

美國之音報導，奧布萊恩的言論證

實了國家情報局局長辦公室周五發出的

聲明。 該聲明稱北京「一直在擴大影響

力」，同時也發現俄羅斯試圖削弱民主黨

預定總統候選人拜登的競選，但聲明中沒

有具體指責北京利用駭客對美國選舉進行

網路攻擊。

據《東網》引述，奧布萊恩表示，美方

官員已察覺有黑客試圖侵入國務卿全美

的辦公室網站，這些辦公室職務除了負責

處理地區選舉之餘，亦會收集選民等各方

面的數據。報導稱，奧布萊恩提出警告，

任何國家一旦試圖干涉美國自由公正的選

舉，必定會面臨嚴重的後果。他直言，俄

國或北京，不管是支援川普或民主黨參選

人、前副總統拜登都不重要，因為美國不

會讓其他國家來決定我們的下任總統。

美國國家反情報及安全中心主任威

廉 · 艾 瓦 尼 納 (William Evanina) 在 一

份聲明中透露，北京認為川普「難以預

測」，北京不希望川普在這次大選中連

任。艾瓦尼納在聲明中透露，中方加大輿

論宣傳，影響美國公共政策，向與北京的

利益背道而馳的政治人物施壓。與此同

時，伊朗也在試圖「削弱川普。」

他還說，與中方相反，俄羅斯則傾向

希望川普總統成功連任，因此使用各種

「手段」詆毀川普的競選對手、前美國副

總統拜登 (Joe Biden)。這份聲明總結時

提醒，懷有敵意的外部勢力，可能會採取

破壞選舉基礎設施、干預選舉程序和質疑

選舉結果，不過這些手段是否會嚴重影響

選舉結果，可能性並不大。

美國之音報導，北京則一直否認出動

駭客攻擊美國公司、從政者或政府機構的

說法。 中共外交部前發言人耿爽，在今

年 4 月曾說 :「美國總統選舉是內政，我

們無意干涉。」

對此，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並無立即

作出回應。

美國「淨網」清除中國威脅

駭客攻擊 干擾美總統大選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美國

總統川普 8 月 10 日在白宮舉行新聞發佈

會，他在台上發言僅幾分鐘，就突然被護

送出白宮簡報室，記者會在毫無預警之下

中斷，現場記者一臉錯愕。

當時，川普剛上台發表談話，幾分

鐘後就有一名像是特勤局的特工趨前對

總統細聲報告，之後川普馬上停止講話

走出新聞發佈室。在短暫離開之後，川

普總統很快又回到台上繼續召開新聞發

佈會。 他告訴記者 :「白宮外面發生了

槍擊事件。」

在場的記者不斷追問當時的情況。 

川普描述他所掌握到的情況，似乎是一名

攜帶武器的人被特勤局人員開槍擊傷，並

被送往醫院。川普也解釋，他步出新聞發

佈室後，並沒有被帶到白宮的地堡，而是

在橢圓形辦公室作短暫的停留。

現場記者問川普總統是否有對此感到

不安。 川普反問 :「我看起來像感到不安

嗎？」

總統隨後繼續舉行新聞發佈會，談論

股票市場和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

危機等其它議題。

福克斯新聞報導，特勤局在週一的晚

些時候發佈推文，提供了槍擊事件的詳細

資訊。 推文分享的聲明說 :「一名 51 歲

的男性在白宮附近的第十七街和賓夕法尼

亞大道的拐角處與一名正在站崗、身穿制

服的執法人員接觸。 該名男子告訴執法

人員，他有武器。他作出衝刺姿態，並從

衣服內拿出一個物體。

推文繼續說，嫌疑人然後稍微下蹲，

作出似乎要開槍的姿勢。那時，特工開了

槍，並擊中了嫌犯。槍擊事件發生的路口

就在白宮外面。當時站崗的是一名特勤局

人員。特勤局在一條推文中說，男性嫌犯

和特勤局人員均被送往當地醫院。推文也

說 :「白宮大樓沒有遭到破壞，也沒有任

何特勤局的保護對象處於危險之中。」

特勤局也說，案件調查正在進行中。

一名執法人員告訴福克斯新聞，嫌犯的傷

勢並不嚴重，沒有生命危險。

周一晚間，美國特勤局和華盛頓特

區大都會員警局舉行了簡短的聯合新聞

發佈會。 當局表示，案件調查尚處於初

期階段。多個消息來源告訴福克斯新聞

社，執法當局相信此事件不會對白宮和

國會大廈構成威脅。在川普總統結束講

話後，白宮仍處於封鎖狀態，記者被告

知要留在發佈室，直到晚上 7:30 為止，

封鎖才被解除。 

白宮外發生槍擊 川普暫停記者會

美國總統川普登上空軍一號（NICHOLAS 

KAMM/AFP via Getty Images）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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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美國海關 8月 11日發
布公告，稱 9月 25日起，
香港出口到美國貨物必須

標明是中國製造，而不能再

標明香港製造。這意味著

香港輸美貨物關稅生變，將

和中國大陸產品一樣列入

美中貿易戰範圍之內。

美國海關 8 月 11 日公告

稱，根據川普總統在 7 月 14 日

簽署的行政命令，由於美國認定

「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因此

不再保證繼續享有與中國不同的

特殊待遇」，因此由香港製造、

出口到美國的貨物將不再能貼

「香港製造」標籤，而必須標明

來源地是「中國製造」。

這意味著，香港出口產品將

和中國大陸出口產品一樣列入美

中貿易戰的範圍之內，只要出口

商們製造的產品被列入關稅清

單，就受美國加徵關稅的影響。

美國海關公告還規定，若香

港產品未按規定標示，將在美國

港口面臨額外加徵 10% 的關稅懲

罰。香港本已陷入困境的經濟以

及出口產業，將因此再受打擊。

香港對美國的貿易逆差高於任何

香港輸美貨物關稅生變，將和中國大陸產品一樣列入美中貿易戰範圍

之內。（Adobe Stock）

其他經濟體，2019 年貿易逆差金

額已減少 16% 至 260 億美元。

今年 1 至 5 月，香港對美國出

口量也較去年同期下滑22.3%。

香港作為中國大陸轉出口

中心的重要性遠高於直接貿易，

香港是中國進出口貨品的重要通

道。香港貿易發展局的數據顯

示，去年香港製品出口至美國的

金額為 4.71 億美元，僅占香港包

含轉出口在內的總出口額0.1%。

律師事務所 Sandler, Travis 
& Rosenberg 的貿易法專家發

布報告指出：「這項改變也引發

外界擔憂，在香港製造或大規模

加工的貨品，將被視為中國製

品，並受到美國目前依據『301
條款』對中國貨品課徵關稅影

響。」美國對中國施加的關稅懲

罰，目前只適用於價值 5500 億

美元的中國大陸產品。若再加上

香港製造的產品，代表美國制裁

範圍將擴大。

曾有分析師指出，近幾週美

國對香港採取的一連串貿易行動

中，更重要的是取消出口許可證

豁免，代表香港進口商無法取得

特定的敏感美國科技。

《中英聯合聲明》顯示，北

京當局應保證香港在主權回歸

後實行「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給予香港

財經簡訊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編譯】

因破壞香港自治和民主自由，川

普總統為首的美國政府宣布制

裁林鄭月娥、夏寶龍、駱惠寧

等 11 名香港、中共官員。他們

在美國財產和資產被凍結，還包

括禁止銀行與受制裁的個人開展

業務。在香港有經營業務的外資

銀行與中資銀行正在採取臨時措

施，以此遵守美國政府對涉港事

務官員的制裁措施。

不同於中國大陸的特殊地位。

1992 年美國國會通過《美港政

策法》，給予香港一些特殊待

遇。在 5 月 27 日，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向國會提交了一份香港政

策法報告。認定香港不再享有高

度自治，因此不應享有美國法律

給予的特殊地位。

5 月 29 日，美國總統川普

發布演講，認為北京當局從根本

上剝奪了香港的自治權，因此美

國取消香港特殊的待遇。

當時有分析指出，美國一旦

落實取消香港特殊地位，香港會

被視為一般中國大陸城市，將失

去獨立關稅區地位，對中國大陸

及香港的經濟影響很大。例如，

香港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實行零

關稅，這可能會招致北京當局的

報復性措施。根據美國統計局的

數據，香港是去年美國是商品雙

邊貿易順差最大來源地。

據美國之音此前報導，美

國前駐香港總領事楊蘇棣大使

（Stephen Young）認為，這種

影響有滾雪球效應，「已經有很

多美國的企業在撤出香港，這個

雪球會對香港的繁榮造成很大破

壞，其影響會擴大到珠江三角

洲，以及南部中國的很多商業活

香港輸美貨物列入貿戰範圍

黃金單日暴跌6%  
創七年來最大跌幅

【看中國訊】隨著美國和歐洲債券收

益率攀升，10 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創下

6 月以來最高漲幅，大大降低了無收益

黃金的吸引力。 8 月 11 日紐約黃金市場

盤中，金價暴跌，現貨黃金重挫超 110
美元，刷新近二週低點至 1910.15 美元

/ 盎司，最深跌幅達 5.78%，創 2013 年

6 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白銀一度達到

15%，日內跌超 4 美元。

此外，俄羅斯疫苗消息、美國股市攀

升、PPI 數據走強等令人鼓舞的經濟數據

和對新一輪援助計畫的希望推動風險偏好

【看中國訊】中國內蒙古城市商業銀

行「包商銀行」（Baoshang Bank）去年

因嚴重信用風險，被中國央行、銀保監會

聯合接管。歷經一年時間，中國央行近日

宣布，包商銀行將被提起破產清算，原因

是該行嚴重「資不抵債」，這成為中國近

20 年來，首宗商業銀行破產案。

據路透社報導，中國央行 8 月 6 日

晚間發布 2020 年第二季貨幣政策執行報

告，報告裡披露了包商銀行的風險處置過

程，指出根據前期包商銀行嚴重資不抵債

的清產核資結果，包商銀行將被提起破產

申請，對原股東的股權和未予保障的債權

進行依法清算。此外，相關部門也依法就

相關人員追究責任。

《金 融 時 報》報 導 指 出， 北 京 政

府 2019 年 6 月 接 管 包 商 銀 行， 是

1998 年 接 管 海 南 發 展 銀 行（Hainan 
Development Bank）後的第一次，而北

京政府長期以來一直不願意讓銀行破產，

主要原因是擔憂此舉會降低人們對中國銀

行體系的信心。

接管以來，為了保障包商銀行的流動

性安全，中國央行在接受足額優質抵押品

的前提下，向包商銀行提供了 235 億元

人民幣額度的常備借貸便利流動性支持。

中國央行 5 月稱，因疫情影響，包商銀

行後續依法處置的工作進度需適當延後，

接管期限延長六個月，自 2020 年 5 月

24 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23 日止。

據《自由時報》報導，包商銀行也

成為 2001 年汕頭商業銀行（Shantou 
Commercial Bank）以來的首宗中國銀

行業破產案，但外界不太指望監管機構會

允許用「破產」的方式，當作處置陷入困

境銀行的常用方式。

法國興業銀行大中華區經濟學家

Michelle Lam 表示，包商銀行不太可能

成為應對未來違約的樣板，她認為包商銀

行雖然是幾十年來首家破產的銀行，但是

個非常獨特的案例。

包商銀行之前是「明天系」的肖建華

控制，但肖建華 2017 年在香港被北京當

局帶走，他曾利用包商銀行的資金為明天

集團旗下多家公司提供資金。

中國包商銀行將被提破產清算 社區建設進行中 -2021年初可入住
加拿大奧林匹克公園
WINSPORT 滑雪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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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都市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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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店、休閑娛樂中心和住宅建在一起，這裏擁有真正的集居住 / 購物 /

休閑娛樂于一體的村落生活方式，卡城前所未有。生活在這裏，你可以步

行購物，在工作之餘你可騎自行車拜訪朋友小酌一杯。另外，到Winsport

滑雪近在咫尺，這裏距市中心僅 15 分鐘車程。今天就聯係我們獲得更多購

房紅利信息吧。

鎮屋 起價 $479,900 +GST

盡享鄉村生活方式:

15分鐘可達卡城市中心
60分鐘直達班夫國家公園
超過 75萬平方英尺零售空間

臨近加拿大奧林匹克公園WinSport滑雪場
令人驚艷的美景

最新的鎮屋設計

2停車位
靠近 160英畝的自然保留區

Mountain Equipment Co-op, Save On Foods
和 GoodLife 健身中心

展示中心：
展示中心

周二 ~ 周四：

周末和假期：

渲染圖基於設計師的理念。經紀人受保護。

價格、條款和規格可能調整。錯漏除外（E.&O.E.）。

回升，也令貴金屬承壓。

美財長警告在美上市中企 
當心明年底被摘牌

【看中國訊】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表

示，在美國證券市場上市的任何國家的公

司都必須遵守相同的財務審計要求，否則

將在 2021 年年底後被踢出美國市場。

據美國之音報導，姆努欽 8 月 10 日

在白宮簡報會特別提到了中國公司。他

說：「截止明年年底，如果不完全遵守規

定，它們將被證券交易所摘牌。我指的是

那些中國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因為

它們都必須遵守完全相同的財務會計規

則。」

目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超過 200
家，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京東。

網絡圖片

中資銀行將遵守川普制裁香港措施
彭博社 8 月 12 日報導，為

尋求獲得美元資金和海外業務網

絡渠道，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

行和中國招商銀行等，不但對林

鄭月娥等 11 名官員開設新帳戶

持有謹慎態度，而且都正採取臨

時措施遵守美國政府制裁措施。

至少有一家在港中資銀行已經暫

停此類業務。根據彭博資訊數據

顯示，在香港本地同業中，中國

銀行的美元業務最大，其次是中

國工商銀行。截至 2019 年底，

中國四大銀行持有美元資金規模

達到了 1.1 萬億美元。

報導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的消

息稱，中資銀行一些客戶在美國

的業務或交易已經被禁，銀行正

在審核、處理不符合美國制裁規

定的交易業務。花旗集團等外資

銀行已採取措施，暫停帳戶或加

強對香港客戶的審核。中資銀

行、外資銀行的這些措施都彰顯

美元在國際商業交易中的巨大優

勢，也是作為對北京當局施加壓

力的一種方式。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與此同

時，香港本地銀行也非常擔憂美

元業務，因為這些銀行都在美國

進行外彙和結算等交易。

北京當局為了進行報復，宣

布制裁包括美國參議員盧比奧

（Marco Rubio）、克魯茲（Ted 
Cruz）等 11 名美國人，但沒有

將任何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列入制

裁名單。

動，另外像上海，一直從香港企

業界的資金、技術和商業敏銳度

上多有受惠」。

美國西東大學商學院經濟學

教授尹尊聲認為，北京當局在制

定「港版國安法」時應已做過權

衡，失去作為亞洲金融中心、自

由港的香港，對大陸肯定有一定

的影響。過去 30 年香港對於大

陸來說至關重要，「特別在中國

的金融交往上，特別港幣是自由

兌換的貨幣，還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作為一個貨幣可以自由

兌換的自由港，在金融上對中國

大陸的重要性目前仍是無可替代

的，大陸超過 70% 的人民幣國

際貿易是在香港進行的。尹尊聲

說，這就是為甚麼中國內地的大

公司都在香港設總部，或者是

比較大的企業也都在香港設機

構，「金融操作上方便，國內的

限制操作上就很不方便，管制貨

幣」。

另外，中國的銀行開展的大

部分國際業務是從香港以美元進

行的。由於上海位於中國資本管

制的圍牆內，因此，如果美國運

用其全球金融體系的主導地位對

北京採取進一步行動，中國並沒

有一個替代方案。

liveintrinityhills.ca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8 看官場 China 第119 期     2020年 8月13日—8月19日    

最短的北戴河會議

據自由亞洲電臺 8 月 10 日

引述消息來源說，今年去北戴河

的離休幹部人數，明顯不如往

年，而且謹言慎行。據說這是

六十多年來最短的一次北戴河

會議。

河北學者楊先生曾到北戴河

拜訪中共高官，他 10 日接受自

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說，最近幾

年，離休高官在北戴河說話謹小

慎微，怕得罪人：「我聽說他們

基本上，每一家人相互不見面，

更別說見習近平的面了。散步的

時候，這家人看見那一家人走過

來，有時候還要避一避，避免直

接接觸。」

按以往慣例，每年 7 月底

至 8 月上旬，中共中央辦公廳

安排在任政治局委員和離休高官

在北戴河舉行非正式會議，通過

碰頭聊天的方式，聽取離休元老

及高官對高層決策的意見，以便

對中央決定做出調整。但面對今

年的天災人禍和內憂外患，北戴

河會議變得相對冷清。

早前有消息說，今年北戴河

會議中共高層博殺之激烈非同以

往。近期中共黨內各派系聚集北

戴河，中共體制內的反習勢力想

乘機把習近平逼下臺。甚至傳聞

在會議前，中共的政治老人已與

美國特使接觸，商討習近平的去

留問題，也涉及如何正常發展中

美關係。

對此，學者楊先生在受訪時

說，最近這些年，中央辦公廳安

排的北戴河會議，其管理非常嚴

格，北戴河所有的會議、活動都

是當局安排好的，超出範圍的

一切活動，他們自己都謹小慎

微，自我審查。外界所言恐一

廂情願。

研究黨史的鄺先生則認為，

中共黨內無論是江派還是團派，

基本上都被打沉了。江派也沒有

幾個人能撐住。黨內已經沒有對

習近平的真正的制衡力量。開會

的時候就不會去說得罪習近平的

話，大部分人還是比較聽話的。

這些聲音是否符合事實，由

於當局政情封閉，目前也不得而

知。但此前紅二代任志強發聲批

習，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倒習錄

音流出等，被認為印證黨內反習

暗流湧動。

在對美關係上搖擺

自由亞洲電臺 8 月 7 日引

述在美中國專家的話說，中共黨

內傳出對習近平的批評，認為習

近平過早的激怒美國，甚至在國

際間形成了一個反共的聯盟。

哈德遜研究所的中國專家白

邦 瑞 (Michael Pillsbury) 說，

他甚至從中共軍方那裡聽到，

「他們還沒有準備好與美軍對

抗。因此，習近平的確受到嚴厲

的批評。」

一直強硬發聲的「戰狼」外

交官，8 月初突然對美國放軟調

門。外長王毅 8 月 5 日接受新

華社專訪，承諾「不會干涉美

國的大選和內政」，並如此定

調「中美關係框架」：「避免對

抗」、「坦誠對話」、 「拒絕脫

鉤」、「保持合作」。

駐美大使崔天凱 4 日在阿

斯彭安全論壇上也同樣態度放

軟。他說，美中應該相互合作。

他還稱，中方不希望美中緊張關

係進一步升高。又聲稱中共無意

與美國爭奪全球主導地位。

有分析認為，北京似乎要調

整其戰狼外交政策。除官方態度

軟化外，網上還傳出，當局還要

求五毛們停止反美，改唱中美雙

贏，如有違反，將扣發獎金，並

紀律處分。

但在美國 8 月 7 日制裁中

港官員之後，官方又轉變調門，

8 月 10 日，北京也聲稱反制，

制裁美國官員，又在當天在香港

抓捕黎智英等知名民主人士。

北戴河很冷清 高官路遇避走

百多情人住一小區 官曝賴小民私生子

紅二代稱居港有「使命」武漢病毒所長「喊冤」被質疑

【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前中

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賴

小民，8月11日在天津第二中級

法院一審，被控涉受賄罪、貪污

罪、重婚罪。

綜合中國官媒報導，法院

通告中，指賴小民涉貪共計折合

17.88 億余元，其中 1.04 億余元

尚未完成收受。賴小民還被指在

合法婚姻關係存續期間，還與他

人長期以夫妻名義共同居住生

活，並育有二子。

今年 58 歲的原中國華融董

事長賴小民，是中共十九大以來

首個被官方認定涉重婚罪的高

官。《財新網》此前報導指他有

「3 個 100」：100 多 套 房、100
多個關係人、100 多個情婦。其

中幾十位來自華融內部，此外甚

至也不乏家喻戶曉的女明星。」

《經濟觀察報》則指，與賴小

民進行「權色交易」的女性，既

包括欲求職於華融公司的普通女

性，亦包括「大牌女明星」，「有

女性求職者，會將自己大尺度的

寫真照附在簡歷中，遞交給賴小

民，彼此心照不宣。」

陸媒此前也曾報導， 有關

部門已查明， 賴小民通過華融

置業等子公司， 在廣東省珠

海市開發了某地產項目， 一共

120 套房， 其中 100 套房全部

通過假搖號， 分給了他的前妻

及諸多情婦。

據悉，賴小民不僅設立「後

宮」，還為情婦在華融集團旗下

31 家分公司安插職位，讓她們成

為公司的高級主管、董事長或者

總經理等等。

去 年 12 月 31 日， 多 家

海外媒體引述《鏡週刊》 報導

稱， 賴小民在中國大開後宮的

錢很可能來自臺灣投資人。 華

融在賴小民中箭落馬後， 開始

爆出財務危機。 《鏡週刊》

指出， 這不但成為臺灣基金市

場最大未爆彈， 也代表購買這

些基金的臺灣投資人將受害。

【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向

來對習近平表忠出位的中共政治

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

近日一連兩週率領天津市委官員

及解放軍、武警約 400 人，觀

賞描寫中共黨史上突破重圍的電

影「古田軍號」、「決勝時刻」。

中共政權面臨內外局勢夾擊，習

近平上月在東北發聲要求黨徒學

習黨史，「一定要保住」紅色政

權，被認為是發出亡黨之聲。

李鴻忠等人連聲表態說了

一番要堅持以習近平思想為指

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做到兩個維護等黨話、官

話。「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

的「相關講話精神」，「答好新

時代的考卷」，云云。

「古田軍號」和「決勝時

刻」先後於 2019 年 8 月和 9 月

首映，是配合該年 10 月 1 日中

共建政 70 週年的所謂「獻禮影

片」。「古」片內容以 1929 年

12 月「古田會議」為背景，主

要講中共紅軍同年從井岡山突

圍到閩西期間。「決」片則講

1949 年國共內戰成定局、中共

中央從河北西柏坡遷往北京而得

以建政一事。

據臺媒《自由時報》分析

稱，李鴻忠此時率隊「溫習」黨

史，被認為有向習中央「表忠」

的意味。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

撰文認為，習近平說中共所謂的

「創業難，守業更難」，重點是

「守業難」，就是清楚知道這個

政權已經朝不保夕。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時至今日官方對武漢肺炎的起

源說的不清不楚，外界多認為

病毒應是從中國唯一的 P4 實驗

室「武漢病毒研究所」泄漏。對

此，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

11 日再出面「維穩」。有評論

感慨道，中共政府是喜歡「保全

面子而不是拯救生命」。

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所所長

王延軼 8 月 11 日接受美國全國

廣播公司（NBC）採訪，她表

示她和其他人員感到「被不公正

地針對」，她敦促政治界不要影

響對病毒如何傳播給人類的溯源

調查，同時強調病毒所和病毒源

頭沒有任何關係，又指該所沒有

人被感染。

外界留意到，這是疫情大爆

發以來，外媒首次進入武漢病毒

研究所進行採訪，而 NBC 也是

親中媒體。

對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

特加斯在社交平臺上感慨說，

事隔 8 個月，武漢病毒研究所

仍謎團重重，「NBC 是首個獲准

進入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媒體，他

們有甚麼表現？他們只是機械重

複中共政府的宣傳，沒有追問事

實」。

今年 2 月底有武漢病毒所

研究員在網上實名舉報，所長王

延軼毫無醫學知識，當年以「藝

術特長生」的名義「走後門」進

入北京大學，被質疑「靠夫上

位」，學經歷和能力也都被質

疑。

據稱，39 歲的王延軼升遷

迅速，從沒有行政級別的基層研

究員到病毒所所長（正廳級），

僅僅花了 6 年時間。她發表在

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美國《國家科

學院學報》的論文只有兩篇，在

生物學期刊《細胞》子刊更只有

一篇。在疫情爆發時王延軼還宣

揚丈夫公司的中藥產品可預防、

治療武漢肺炎，大發國難財。

王延軼的丈夫是武漢大學副

校長舒紅兵，是江澤民之子江綿

恆的馬仔。外界認為，王延軼獲

得博士學位後，短時間內就一路

晉升，都與舒紅兵有關。

另有消息人士披露，武漢病

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只是前臺木

偶、小角色，其任職是江綿恆通

過中科院系統多個重要馬仔操控

所致，其背後除了其丈夫、江綿

恆馬仔舒紅兵，還有江澤民家族

及上海幫在上海和軍隊生工系統

的重要代理人。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中共高層每年 8月

初在北戴河召開會議，歷

來充斥權鬥傳聞。之前有

海外媒體分析說，本次北

戴河會議期間，有可能出

現對習近平權力的挑戰。

不過有美媒引述曾到北戴

河拜訪高官的學者說，今

年北戴河氣氛明顯冷清、

敏感，參會者相互間都避

免接觸。

李鴻忠高調「溫習黨史」向習表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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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就在北京強推

「港版國安法」，大肆抓捕香港

民主人士之際，一個熱傳網絡的

視頻顯示，大批移居香港的紅二

代，多是中共前大將、上將、中

將子女，組織了一個所謂「中國

香港共產主義研究會」，稱要研

究如何在香港實現共產主義。這

遭到網民圍觀嘲諷。

中國前資深媒體人高瑜 8
月 10 日在推特上轉發了上述消

息，指這些中共前將軍的子女多

次到北京開交流會，研究如何在

香港實現共產主義。

相關視頻顯示的是該研究會

的一場北京交流會的現場，參會

的包括：原國務院副總理王任重

之子王湧暉夫婦、中共建政上將

陳再道之女陳冰兵、建政上將賀

炳炎之女賀北生夫婦、建政上將

呂正操之子呂彤羽、建政上將李

達之女李彤妍等。

該視頻引來大量網民留言痛

批、嘲諷：「共產黨噁心人的地

方就在這，他們這些既得利益階

層基本上都是行動很右，思想很

左，用更現實的說法就是：以右

派的生活方式放縱自己，以極左

思想統治欺騙底層人民。」

「中國香港共產主義研究

會」於 2017 年 10 月 6 日在香

港成立。由毛澤東之侄女毛小

青、朱德之孫朱全華夫婦、彭德

懷侄孫媳胡東釗等人發起。

今年北戴河會議伴隨著黨內暗流湧動，圖為之前兩會期間戒備森嚴的

保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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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三：

【耳鳴 / 聽力障礙】一位患者耳鳴持續
15 年，嚴重影響睡眠及聽力。西醫測
評耳鳴程度達 7-8 級（最高 10 級），
經治療後無改善。轉至本門診，經二個
月治療，耳鳴降至0-1級。患者說：「耳
朵不吵了，能聽清手錶『滴答』聲了！」

            病人反饋之四：

【過敏性鼻炎】一位患者過敏性鼻炎反
覆發作 3年，今年更甚，鼻塞，頭痛，
連續噴嚏流涕無法控制。經西醫治療無
效。轉至本門診，經 10 次治療後，鼻
腔充血、腫脹及過敏症狀消除，未復發。
他說：「終於能正常呼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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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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他在台灣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公開演講，在演講之前

則先與隨行採訪團媒體交流。

阿札爾表示：「台灣於新

冠肺炎疫情期間，甚至早在疫

情之前，就一直是全球衛生領

域透明合作的典範。我期待向

各位傳達川普總統對台灣在全

球衛生領域展現領導能力的支

持，我也期待向各位強調我們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

（Alex Azar）9日下午搭乘
垂直的尾翼漆有美國國旗、

代表美國官方身分正式訪

問的美國空軍C-40B行政專
機，率訪問團抵達台北松山

機場。阿札爾是台美自1979
年斷交以來訪台層級最高、

也是6年以來首位訪台的美
國內閣官員。

美國部長訪台：符合一中

的共同信念，那就是，自由民

主社會是保障並促進全民健康

的最佳模式。這次訪台是深化

美國與台灣公共衛生合作的機

會，尤其是在美國及其他國家

致力於鞏固並開拓關鍵醫療產

品的來源之際。」

阿札爾重申，他訪台符合美

國長久以來的一中政策，同時完

全符合美國官員訪台的前例。美

國支持台灣是民主、開放、透明

的典範這一事實，他 12 日前往

弔唁日前逝世的前總統李登輝，

他說，李登輝是創造台灣現代民

主的其中一名偉大人物。

阿札爾也表示，美國相

信、也支持台灣所擁有，以

及在印太區域具有代表意義

的民主及透明，台灣的民主

「值得被保護」。

另有媒體詢問，在防治疫情

方面，美國是否有值得向台灣學

習的地方。他說，美國過去一段

時間對 COVID-19 病毒此一新

病原有較多的了解，但若北京從

一開始能夠更透明、跟外界分享

所知，那麼美國就能夠學得更

快、更多，但北京既沒有分享第

一代分離病毒，也沒有告知武漢

肺炎可以快速人傳人，而且具有

無症狀傳播現象，因此影響了美

方的防疫政策。

阿札爾表示，台灣正在試圖

建立不依賴中方的口罩等個人防

最新民調：林鄭民望大跌
【看中國訊】根據香港

民研所11日發布的最新民調
顯示，林鄭月娥民望持續下

跌，以100分為滿分，林鄭只
有26.7分，當中近5成市民給
予0分。然而，香港商界近日
流傳，北京無視港人的民憤，

仍將支持林鄭連任，多做5年
特首。

香港民研綜合歷次調查數

字，發現林鄭目前的平均民望僅

得 43.3 分，再次成為歷任 4 位特

首中平均民望最低的一位。至於

平均民望最高的特首則為曾蔭權

首輪任期的 66.1 分，其次為董建

華首輪任期的55.8分。

3 位 司 長 方

面，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民望有 37
分，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有 29 分，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略

微升 1.9 分至 22.2 分，是

繼 2019 年 6 月後的新高，惟仍

是三司中最低民望；而反對她出

任律政司司長的比率高達 67%，

支持率只有 15%，民望淨值為負

53 個百分點。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

裁鐘劍華指，特首及各問

責司長的民望淨值均為

負數，反映香港人對政

府管治團隊抱有負面

觀感。蘋果日報引述時

事評論員鄒崇銘認為，

是次民望評分雖然變化

不大，但實際情況仍需長期觀

察，不可只在乎短期上的波動。

他又指，近月有很多一連串惹火

事件，預期特首和司長民望或再

下跌，但由於他們的評分已十分

低，下跌空間較少，相信民望評

分變化不大。

【看中國訊】日本媒體《日經

亞洲評論》12 日報導，兩個中

國政府支持的晶片企業從去年

起，高薪挖走了 100 多名台灣

積體電路製造公司（TSMC 台

積電）的資深工程師以及經理。

中國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北京扶持

國內晶片產業，以降低對外國零

部件供應商的依賴。

台積電是世界領先的半導體

晶圓製造商，國際四大會計師事

務所之一的普華永道 2019 年發

表的「全球頂尖 100 家公司」排

行榜中排名全球第 37 名。台積

電的客戶包括蘋果，高通，谷歌

等世界頂級科技公司，總部在台

灣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日經亞洲評論》報導，中

國的泉芯集成電路製造（濟南）

有限公司（QXIC)，以及武漢弘

芯半導體製造有限公司 (HSMC) 
，以及多個他們的附屬公司及

關聯公司，高薪僱傭了 100 多名

前台積電人員，這兩家公司也由

前台積電高管領導。報導說，他

們想打造 14 和 12 納米晶圓製

程，但製程落後台積電 2-3 代，

已是中國最先進的製程。

泉芯和弘芯分別於 2017 年

和 2019 年成立，是近期蓬勃發

展的中國半導體業的一部分。由

於美中關係緊張，北京把關鍵技

術領域自給自足當作當務之急。

《日經亞洲評論》報導說，

消息人士表示，台積電一直是中

國晶片項目尋找人才的最大目

標。弘芯公司以相當於在台積電

年薪及紅利的 2 至 2.5 倍優厚待

遇，吸收台積電的人才。《商業

周刊》早前報導說，截至去年 12
月，已經有 3000 多名台灣半導

體專業人員到大陸企業工作。

護裝備供應鏈，目前許多國家也

正朝此方向行動；他在接下來的

行程中也會參觀一座醫用口罩相

關生產基地，了解台灣在此方面

的進展。阿札爾批評，中方不該

一開始就隱匿疫情外，也強調美

方支持台灣的立場。

在阿札爾訪台前夕，由中國

北京大學海洋研究院成立的「南

海戰略態勢感知計畫」（SCS 
Probing Initiative）9 日下午在

推特上揭露美軍航空母艦雷根

號於 8 日在台、日間的東海海

域，來回巡弋，並提及跟雷根號

（USS Ronald Reagan）同行的

還有飛彈巡洋艦安提坦號（USS 
Antietam）。

外界解讀，此次的巡弋行

動，是為因應阿札爾訪台時所可

能產生的台海緊張局勢。不久之

前，中國官方已為阿札爾即將訪

台一事表示強烈反對。

港人擬海外起訴多名英籍警官
反送中運動中，多名

英籍警官涉嫌侵犯人權，

暴力對待抗爭者。身在英

國的香港眾志前主席羅冠

聰，聯同英國保守黨人權委

員會委員裴倫德（Luke de 
Pulford）及英國保守黨人
權委員會委員等，將向這些

警官提出私人檢控，指他們

涉嫌觸犯酷刑罪。

《立場新聞》報導，檢控團

隊指出，香港警方對反送中示威

者使用的暴力行為，已達到荒誕

的程度，幾乎每場大型示威活動

中都看到有示威者及路人被警察

毆打，而且警方使用不適當武

力，如用腳踩被捕的示威者頭

部，或使用「膝蓋跪頸」等違反

人權和國際警務標準的方式。在

拘留期間，被捕者受到警方殘酷

虐待的例子不勝枚舉，部份涉及

性侵和強姦，但團隊認為這都只

是冰山一角。

團隊又指，香港警隊自 1994 
年後沒有再招募外籍人員，一些

美國衛生部長艾薩訪台與總統蔡英文會面。（CNA）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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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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權移交前招募的英籍警官現仍

在指揮架構中處於領導位置，目

前香港警隊六名總區指揮官中，

三名為英籍警官，這批英籍警官

在鎮壓示威者中擔當了主要的指

揮角色，之後更獲得連環晉升。

團隊希望向這些助紂為虐的人證

明，他們同樣要受法律約束。

裴倫德指，港人正承受著巨

大痛苦，最痛苦之處在於施暴者

未被追究責任，他在翻看數百小

時的錄像和書面證據後，認為英

籍警官在警暴中，發揮了不可或

缺的作用，他表示，英國承諾會

維護香港人應有的權利，如果不

能擴展至讓本國公民為自己的罪

行負責，那就不算承諾。

翻查資料，現時警隊中最

高級的三名英藉警務人員的官

階都是警務處助理處長。三人

分別是：西九龍總區指揮官陶

輝（Rupert Dover）， 水 警 總

區指揮官莊定賢（David John 
Jordan），及新界南總區指揮

官黎德禮（Patrick Laidler）。
而在反送中運動的 6.12 當日，

指揮警員向民主黨主席、立法

會議員胡志偉射催淚彈的時任

水警總區警司薛鎮廷（Justin 
Shave），則獲晉升為高級警司。

日媒：中國高薪挖

角台灣高科技人才

【看中國訊】捷克參議院議

長維特齊（Miloš Vystrčil）（左）

8 月底將要率 90 人代表團訪問

台灣，而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長賀

瑞普（Zdeněk Hřib）（右）11 日

則宣布，將隨維特齊一同訪台。

這將是自稱「台灣迷」的賀瑞普

在一年半內第二度赴台灣訪問。

維特齊及賀瑞普兩人不畏懼北京

施壓，一同訪台，對台灣及台捷

關係而言，意義非凡。

曾在 2019 年 3 月第一次以

市長的身分訪台的賀瑞普在布拉

格 11 日透過臉書表示，他喜歡

為共同目標跟他人合作、一起努

力，就像是深化與外國夥伴的聯

盟關係，他已經獲得維特齊邀請

訪問台灣，他也已接受，但他的

行程會跟訪問團略有不同，當中

包括會見姊妹市台北市的代表。

由於北京當局強硬要布拉格

接受「一個中國」的立場，導致

布拉格市府在賀瑞普的主導下，

選擇在 2019 年中止與北京的姊

妹市關係，改為跟台北市結盟。

首次訪台的維特齊，預定率

訪問團在 8 月 29 日搭乘台灣民

航包機從布拉格直飛台北，9 月

5 日返抵捷克，該訪團的成員約

有 90 人，包括科研人士、議員

及企業界代表。

維特齊與賀瑞普分屬不同的

在野黨，但兩人針對與北京關係

的立場，都跟親中的總統齊曼

（MilošZeman）截然不同。

捷克參院議長及

布拉格市長將訪台

（CNA）

香港英籍警官陶輝（左）莊定賢（右）。(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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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意大利二戰退

伍老兵，97 歲高齡的朱塞佩 ·
帕特諾（Giuseppe Paterno），
終於實現了他一生的夢想，獲得

了大學學位。

外媒報導，帕特諾先生日前

以優異的成績從巴勒莫大學畢

業，獲得歷史和哲學學位。他對

記者說：「別因為發現障礙而迷

失了，因為總會有障礙。」「你

必須堅強起來。」帕特諾先生達

到自己人生目標那天，正好是他

的第 97 個生日。

帕特諾以「最傳統」的方式

學習。他通常都是透過書本吸取

知識，而不是網絡。他也常利用

1984 年母親送他的一台打字機

撰寫報告。帕特諾先生的論文顧

問，巴勒莫大學歷史學教授羅塞

拉 · 坎西拉（Rossella Cancila）
說，帕特諾先生「傳達了對未來

的信念」。

帕特諾先生出身貧寒，小學

畢業後就開始工作，二次大戰被

選入海軍，戰爭結束後，他在

鐵路公司工作了四十年。 1951
年，31 歲的帕特諾獲得了高中

文憑，他 80 年代退休，2017
年進入大學校園。

帕特諾先生引起了媒體的關

注。疫情之下，學生們在求學路

上都面臨挑戰，而帕特諾的求學

經歷可以激勵他們。

97歲大學畢業   
老兵實現夢想

【看中國訊】疫情下，各種

聚會被取消，人們不得不用「車

隊遊行（car parade）」取代生日

派對、畢業典禮及其他活動。有

人為慶祝生日，慶祝孩子出生或

結婚舉行車隊遊行，最多見的是

以車隊遊行的形式取代畢業典

禮。

裝飾著彩色氣球的車輛緩慢

前行，站在車上的畢業生微笑著

向人們揮手致意，這種充滿喜慶

的氣氛，讓人暫時忘記了眼下的

疫情。

保持社交距離 
車隊遊行成時尚

據悉，微信稱在全球有 10
億用戶，包括在美國的 300 多

萬華人。而對於一些留學生及當

地華人來說，微信是他們與國內

親友溝通的重要渠道，微信也因

此成為北京當局向海外華人進行

宣傳的工具。

美國華人已經開始擔憂與

國內的聯繫受阻。其中一些人

已經開始下載使用 WhatsApp、

Telegram 和 Line 等其他即時通

訊應用，但是這些應用在中國無

法使用。

目前，Signal 並未受到中

共 防 火 牆 阻 攔，iPhone 可 從

App Store 下載，安卓手機則需

從 Signal 網站下載。Signal 幾
乎不儲存用戶信息，消息是端到

端加密傳輸。

據海外中文網報導指，

Signal 發言人 Jun Harada 說：

「實際上，不管信不信，我們在

中國都沒有被禁止。」

由於不共享用戶數據政策，

Jun Harada 拒絕分享實際下載

次數，不過他表示，在川普禁令

發布前幾個小時，中國的下載量

開始激增。他說：「與我們在香

港應用商店中排名第一的情況相

比，看起來可以相提並論。」

他指的是在 7 月分北京開

始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

時，香港用戶的下載量激增。

Jun Harada 說：「我們認為，這

有助於我們在中國境內以及在

海外華人中獲得更多的主流關

注。」

人權觀察組織中國研究員王

亞奎（Yaqui Wang）表示，長

期以來，她一直使用 Signal 與
中國境內的人進行交流。但她擔

心的是，如果 Signal 引起中方

審查員的注意，中共政府可能會

採取行動阻止它。

除了 Signal，Line 也是中

國海外用戶下載急增的通訊軟

件。根據市場情報公司 Sensor 
Tower 的統計，7 月 13 日至 19
日期間，Line 在美國至少安裝

了 11.9 萬次，比前一週的 3.8
萬次猛增 213%。Line 目前在

全球擁有 2 億用戶。Line 是由

韓國互聯網巨頭 Naver 創建，

最近與日本雅虎合併，2014 年

7 月在中國大陸被封殺。

中國用戶Signal下載量激增
【看中國記者苗薇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

普簽發行政令，宣布從9
月2 0日開始全美禁用微
信（W e C h a t）和抖音
（TikTok）。美國部分
華人已經下載應用程序

S i g n a l取代微信。8月7
日，Signal發言人表示，
Signal是一個加密的聊天
應用程序，下載量正在中

國激增。

華人選用其他應用程序替代微信。（Adobe Stock）

【看中國 2020 年 8 月 12 日

訊】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因

新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

在亞洲一些國家有上升的趨勢，

為了嚴防病毒，泰國一些學校自

七月開學以來實行了史上最嚴的

隔離措施。

泰國一般中小學校的暑假是

從 3 月中旬開始，到 5 月就開

學了。今年由於中共病毒的爆

發，泰國學校在年初就遵守緊急

法令和封鎖關閉了學校。學校管

理部門和教師為了孩子們能重新

回到學校，做足了準備功夫，以

確保學校學生的安全衛生。

 泰國政府在今年一月份發現

了首例武漢肺炎感染者後，就對

學校採取了一系列嚴格措施，很

多學校因達不到政府要求而關

閉至今，但也有些學校遵循了

政府的規定，被允許開學。比

如首都曼谷的這家幼兒園（Wat 
Khlong Toey），自七月開學至

今一個多月，沒有感染病例，來

看看他們的隔離措施有多嚴格。

在該校的幼兒園裡，孩子們

除了嚴格遵守社交距離外，還必

須呆在指定的塑料框裡學習，在

隔離的屏蔽區域裡獨自玩玩具。

孩子相互之間沒有交流，更不能

在一起玩耍和做遊戲，年齡大些

的孩子還必須帶上口罩。 
按當局的要求，每個班級人

數限制在 20-25 人，教室內的

辦公桌和課桌都被分散開來，以

保證社交距離符合規定。校內每

個門把手、課桌和所有公共設施

都要經常消毒。而孩子只能呆在

學校為他們特製的一個塑料方框

內，在隔離出的封閉區域內學習

和玩耍。

當學生們到達學校時，老師

會在門口給稍微大些的孩子遞上

口罩，學生們必須全天佩戴，在

特殊情況下，還會提供防護面

罩。每個教室外都有洗手池和洗

手液，在教室和午餐區設置有隔

離屏帳，並在進出口處安放消毒

液和溫度掃瞄器，據說這種溫度

掃瞄器會自動給家長們發送孩子

的體溫信息。

在如此嚴格的系列措施下，

學校開學一個多月以來，沒有出

現武漢肺炎感染者，家長們也很

放心。另外在曼谷北部 50 公里

處有間學校（Sam Khok）的預

防措施也做的很好，沒有感染者

出現。該校的校長（Chuchart 
Thiengtham）說，7 月份學校

重新開學之前，為了確保安全，

有近 5000 名學生在家中進行了

自我隔離 15 天。 
目前泰國被認為是中共病毒

疫情控制得較好的國家之一，泰

國的孩子們就在這嚴格的前所未

有的隔離措施下學習。泰國人

口超過 6900 萬，目前共累計有

3352 人感染了中共病毒，現有

確診 133 人，58 人死亡。

世上最嚴隔離措施 泰國孩子在塑料框裡上課

北京6預警齊發 大暴雨致191個景點關閉 2602個工程停工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導】

近日，加拿大退黨服務中心在多

倫多太古廣場舉行集會及汽車

遊行起步禮，集會人士打出「中

共不等於中國」、「天滅中共 天
祐中華 退出中共黨團隊免劫難」

等橫幅，聲援 3 億 6 千多萬中

國人三退。活動結束後，《看中

國》記者採訪了在集會上發言的

前鳳凰網記者張真瑜及民陣全球

副主席盛雪。

要害部門官員家屬退黨

原鳳凰網時政欄目記者張真

瑜對《看中國》表示，他在大陸

因堅持報導新聞事實而遭到中共

當局政治迫害，於 2018 年逃離

中共來到加拿大。他早在 2012
年就在大紀元網站上發表了三退

聲明。

他透露，三退活動目前在中

國大陸，尤其在黨員中已人盡皆

知，「包括有一些（中共）要害

部門的官員、家屬、甚至孩子，

在海外的一些留學生，或者一些

親共的媒體（員工），他們本身

自己在背後就參加了這個三退的

活動。現在都看到了共產黨目前

在世界上面臨的一個窘境。」

黨媒員工 
常用「自由門」

張真瑜說，《看中國》等海

外中文媒體對幫助中國人起到了

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在大陸媒

體第一份工作的時候是在『國臺

辦』的新聞機構，我們那個地方

是要求翻牆的，我們用的翻牆軟

件就是自由門，就像你們的那些

媒體我們都經常看的，你們很多

的信息，尤其在中國媒體人的圈

子裡，大家很多人都是拿著當參

考的。你們真的是非常重要！在

華文媒體裡是一個非常大的力

量。」

張真瑜告訴記者，現在國內

媒體被打壓和控制得越來越厲

害，中共不能聽到一點兒批評的

聲音。

如何利用媒體人 
滲透美國

張真瑜表示，共產黨從歷史

上就非常善於搞滲透，「中共主

要做的滲透還是滲透一些國際

上大的媒體，在我的瞭解之中，

共產黨它們自己評估西方國家大

部分的文化人尤其是記者，以左

派居多。所以它（中共）會擴大

一些本來不是特別嚴重的事情，

比如這次的『黑人命貴』，BLM
的這種運動，中共會借助這種事

件，借助它外宣的能力，甚至它

自己直接就參與，來把這種偶發

事件炒熱，來分散歐美國家對中

共的輿論壓力和經濟圍剿。」

張真瑜說：「中共是希望美

國和加拿大自身能出現很多亂

子，這樣它自身自顧不暇的同

時，就沒有辦法去集中精力對付

中共。另外，它收買一些高精尖

的學者、很厲害的媒體，還有一

些大牌的記者，在關鍵的時候去

替中共說話。」

他舉例說：「你比如說，

我 有 一 個 同 事 他 是《CHINA 
DAILY》（中國日報）專門負

責海外廣告投放的，他之前是個

記者，後來轉去行政負責廣告投

放了，它們都能投到《華盛頓郵

報》、時代廣場。尤其是在關鍵

時刻，他有很多的預算能夠去控

制，去美國的媒體投放廣告。他

就告訴我，即便是美國圍剿或者

攻擊中共的時候，因為有一層

商業的利益，攻擊都會適當降

低。」此外，中共還購買一些海

外媒體，以及染紅華人媒體作為

它的喉舌，「包括一些新興的媒

體，公眾號呀、報紙呀都有，非

常多。很多看著很小的公司，其

實背後有著龐大的金源。」

盛雪談國人自救

民陣全球副主席盛雪對《看

中國》表示，現在全世界正義的

國家都已經開始圍剿中共，當這

個時機到來的時候，已經對所有

的中國人提出了一個最嚴峻的考

驗：你是要跟中共這樣一個邪惡

走、最後一起是被歷史拋棄？還

是要選擇獲得一種真正的新的生

命？

盛雪說，如今的「三退大

潮」給中國人留下了一個通道、

能夠自救的一條道路，現在每一

個人都應該自問，是不是要去自

救？在自救過程當中去解體中

共，迎來新生！

原鳳凰網記者：黨媒也翻牆

加拿大集會，聲援3億6千多萬中

國人三退。（網絡圖片）

（Adobe Stock）

【看中國 2020 年 8 月 12 日

訊】北京迎來今年入汛以來最強

降雨，12 日中午起北京各地區

陸續出現降雨，局地出現大暴

雨，路面積水如瀑布，北京已 6
預警齊發。北京市園林綠化局表

示，當日北京多處風景區關閉；

防汛指揮部則發布警示，呼籲民

眾減少外出。

據北京官方表示，截至 12
日下午 2 時，本市平均降雨 3.8
毫米，城區平均降雨 4.4 毫米，

最大降雨量在房山西石門，降雨

量達 56.2 毫米，最大小時雨強

為房山區西石門站，12 日下午

1 時至 2 時每小時 47.4 毫米。 
從北京市民拍攝的暴雨視頻

可見，由於短時間的強降雨，路

面積水猶如瀑布般，北京目前已

有 6 個預警生效，分別為暴雨

黃色、地質災害氣象風險黃色、

山洪災害風險、洪水藍色、雷電

黃色、大風藍色預警。

據首都機場官方微博消息，

首都機場全天計劃執行航班 861
架次，截止至 8 月 12 日下午 3

時，至少取消 183 架次航班。

同一時間，北京公交 137
條線路採取臨時措施，除已採取

停駛措施的 105條山區線路外，

受部分景區封閉以及相關部門要

求，新增 32 條線路採取臨時措

施，其中採取停駛措施 16 條，

採取區間措施 10 條，繞行甩站

措施 6 條。

目前，本市已關閉涉山涉水

景區 191 個，關閉民俗、民宿

戶5490家，工程停工2602個，

公交線路停運 192 條。北京防

汛指揮部呼籲民眾減少外出，避

免至山區、景區、河邊等危險地

帶。

根據氣象部門的描述，「目

前冷空氣還沒到，現在的雨還

不是主力軍，今（12）日主要

降雨時段在傍晚到前半夜」，

強調 12 日傍晚 18 時至 22 時降

雨最為猛烈，有大到暴雨，局

地有大暴雨，預計截止 13 日清

晨 5 時，北京市仍將出現 9、10
級的大風，局地更可達 11 級以

上。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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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我覺得因《國安法》被捕的

香港民主人士應該被集體提名明

年諾貝爾和平獎。中共在香港的

報復性逮捕是撕毀香港自治的重

大升級，也勢必會進一步喚醒世

界，更多國家會加入支援港人的

行列。星期一中共也公布了對美

國的 11 人的制裁名單，其中有

三個人是重複的：參議員盧比

奧、眾議員史密斯、參議員克魯

茲。上一次報復美國制裁陳全國

等四名新疆官員的時候，把他們

已經制裁過一回了。怎麼制裁兩

回呢？難道沒收財產可以沒收兩

回？也不知道怎麼制裁。

胡錫進說：必須為這個報復

行動點讚。不僅他點讚、我也點

讚，不作不死、早作早死。根據

我對這一屆美國政府的觀察，它

有比較大的機會不會和中共玩那

種切香腸一點一點加碼的遊戲。

而是一口氣推到你沒法跟牌的地

步。這在去年貿易戰當中發生過

了一次。而去年 5 月份一下把

2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加

到 25%，中共徹底沒有彈藥，

一下子被打啞。

中共在香港問題上也是在玩

切香腸。香港版《國安法》通過

以後，中共暫時不動香港本地的

知名人物，選是通緝了海外的 6
個港人，反正也抓不到，做個樣

子。然後以防疫為名推遲選舉

一年，美國出手制裁 11 個人以

後，港府這邊抓了黎智英、周庭

第一批。中共可能預期著美國擴

大制裁名單，他再抓第二批，

黃之鋒、李柱銘還沒有以《國安

法》控訴。

美國再加碼的最現實的看點

是履行《香港自治法》的第二個

步驟，制裁銀行。《香港自治

法》川普是 7 月 14 號簽署的，

法案要求在生效的 90 天之內國

務卿提出制裁的個人名單，結果

才 3 個星期第一批名單就拿出

來了，要比預想中快多了。法案

規定第一份名單出來以後的 60
天內要拿第二份銀行制裁清單，

和被制裁的機構與個人有關聯的

銀行將不能再和美國的金融系統

有往來。現在看起來是用不了

60 天了。

林鄭月娥、駱惠寧現在嘴挺

硬，我們就沒財產在美國，沒啥

可凍結的。他們到底有多少財產

在國外不知道，但你要真沒財產

在美國也不要緊，第二步才是大

招。你有財產在新加坡、在英

國、澳洲也不行。因為美國之外

的銀行，做了你的生意也會受到

美國的制裁，他們也要把你踢出

去。你的錢存在工商銀行、中國

銀行，只要他們用到美元交易美

國也能制裁到他們，在金融這方

面連祖國也做不了後盾，也得把

你們推出去，讓你為了國家犧牲

小家。所以你們以後只能用現金

交易了，不僅沒銀行願意存你的

錢，連 paypal、萬事達卡、visa
卡也不能用了，因為這也是和你

發生了金融方面的交易，被美國

政府查到這些公司要遭殃。你所

有沒有被凍結的財產，如果你想

找地方存，只能去伊朗、朝鮮買

房了，或者藏在自己家地下室。

美國的金融打擊力、和軍事

打擊力一樣覆蓋全球，金融制裁

出來才是真正發威的時候。而這

一步肯定是要到來的。只看有多

少銀行在名單上。

美國什麼樣的牌中共是沒法

再跟的，第一張是中國的國有銀

行快速成為美國制裁對象，無法

再從事美元結算，給中共帶來巨

大金融衝擊；這張牌中共沒法

跟。有一種更激進的發展是：乾

脆禁止港元和美元自由兌換，因

為川普已經宣布取消了 1992 年

的《香港政策法》，只把香港作

為中國的一座城市來看待，美元

又是美國的主權貨幣，美國完全

有資格宣布美元和港元脫鉤。

只不過國際市場上有大量

美元流通，香港政府總能買進

美元，維持港元和美元的匯率

聯繫。美國政府能用限制其他

國家銀行的辦法，不准他們向

香港、乃至中國的銀行出售美

元，這樣當人們拋售港幣，港

幣匯率下跌的時候，香港政府

要用美元買進港元，它的美元

儲備就會漸漸耗光，就不得已

放棄港元和美元掛鉤的匯率制

度，這是出大王炸。

第 2 張牌是之前沒有預料

到的中共高層成為制裁對象。之

前大家談的比較多的負責港澳工

作的政治局常委韓正，其實還有

個人中標機會很高，就是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栗戰書。香港版《國

安法》是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港

府要推遲立法會選舉，造成的立

法會權力真空問題也要人大常委

會拍板。栗戰書是對破壞香港自

治直接負責的人，他在政治局常

委中排名第三，會有很強的震懾

力。

還有是香港問題的外圍效

應，加速通過禁止共產黨員來美

的法案；與臺灣關係快速提升等

等。（美臺復交是個可以談的話

題了）這都是中共沒法跟的牌。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中國者，中心之國也。

說起這一文明意義上的中心之

國，它並非只存在於聖賢的經

典之中，而是以恢宏壯闊的

五千年文明長卷展現給歷史，

呈現於世界的。

可以說，在這個星球上

存在過的所有古老文明中，中

華文明是唯一延續至今的。並

且，這一文明不僅以其發源古

老與生生不息而著稱，更以其

海納百川的包容性確立了其於

文明史上的中心地位。

當世界上絕大部分土地

尚處在洪荒之世時，神州大地

上已相繼演繹出輝煌燦爛的夏

商週三代文明。即便是到中華

文化開始走向落末的大清，

做為五千年文明史最後輝煌

的康乾盛世，仍然令整個歐

洲仰慕。當時德國最重要的

哲學家及科學巨匠萊布尼茨

（G.W.Leibniz）被羅素稱為千

古無匹的智者，而其一生都對

中華文明推崇倍至。在歐洲啟

蒙運動中心的法國，所有最為

著名的思想家都在如飢似渴地

閱讀儒家經典，從伏爾泰到盧

俊，從達朗貝爾到狄德羅……

孔子成為歐洲啟蒙先驅們的啟

蒙者……

此外，所以說中國是文

明意義上的中心之國，除了憑

其深厚的道德根基而源遠流長

澤被四海之外，還因這一過程

中，中華文明也在不斷的接

受、吸納外來文明，以至在中

華傳統文化中保留了諸多民族

在不同時期的優秀文化的基

因。而這也就是為什麼即便在

中華文明衰落之後，在世界其

他國家，仍有相當多的人們對

中華文明保留著一份特殊的情

懷。

18 世紀晚期至 19 世紀初

期，西方二次工業革命，與東

方大清帝國的衰落給世界帶來

新的變局。維持了兩千五百年

的中國傳統社會開始向現代社

會轉型。 1912 年中華民國成

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

國。然而，西來共產邪靈也

在此時開始覬覦中國，並於

1921 年由共產國際遠東支部

一手建立了中共。一場日軍侵

華戰爭給中共帶來千載難逢的

機會，國民黨政府軍在抗日戰

場上耗盡最後的氣力，中共則

趁機坐大，乘民族危亡之時，

行暴力奪權之事，於 1949 年

託人民之名，假共和之義建立

了共產極權的所謂「新中國」。

這個所謂的「新中國」，

從它建立之初，就在不遺餘力

的破壞五千年中華傳統文化。

經過一系列運動屠殺地主、鄉

紳、商賈、知識份子等中國社

會之精英，在掠奪財富之同

時，更意在消滅這些中華傳統

文化的繼承者。同時中共又鎮

壓宗教，以至敬天重道的中華

古國一時間三教齊滅。此外，

更有反右運動殺人誅心、大躍

進舉國如狂，文化革命十年浩

劫，改革開放腐敗治國，其最

終目的，無不是變換各種最極

端的手段摧毀人的道德，對中

化文化必欲除盡。

中共在毀滅中華傳統文

化的同時，形成一套其黨的文

化，再藉助一言堂的媒體環

境，教育系統，將黨文化灌輸

給中國人。

中共對世界之滲透以謊言

為煙霧彈，以利益為敲門磚，

以腐化為殺手鐧。如果說中國

帶給世界的是文明，人們用它

構建普世價值，而中共帶給世

界的則是鈔票，收買人心。

中共國雖然是中華文化的

毀滅者，但當它面對世界時，

則改換面孔，搖身一變而為中

國傳統文化的繼承保護者與西

方民主制度的和平共存者，從

而瞞天過海。即便當其開始實

施稱霸世界的陰謀而漸露真容

時，依然是採用中華傳統文化

中那些最具標誌性的概念為其

偽裝的。如其大外宣前沿的孔

子學院就是用聖賢之名而在世

界範圍進行意識形態輸出。又

如所謂「一帶一路」戰略，則

是用中華古國絲綢之路的概

念，世界若錯把中共國當成了

古中國，則將被其所害；如國

人分不清家國與黨的區別，則

將愛錯了對象，搭錯了車。

自從臉書成為全球知名企業以

來，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一直夢想著進入中國市場（考慮到

中國是最大的網際網路市場）（按

用戶數量計）。因此，臉書在中國

的限制一直困擾著扎克伯格。

然而，他多次訪問中國並頻

頻示好，中共並未友好回應，繼續

禁止臉書在中國開展業務。現在，

隨著全球對中國政權的憤怒達到頂

峰，臉書終於放棄中國市場。

由美國眾議院司法反壟斷小組

委員會舉辦的科技史上最大規模聽

證會，Google 的桑達．皮採、蘋

果的提姆．庫克、臉書的扎克伯格

和亞馬遜的傑夫．貝佐斯出席了會

議。眾議院司法小組委員會分別聽

取了四大執行長的講話，針對全球

四家科技巨獸 GAFA「技術反托拉

斯」進行調查。

扎克伯格表現出與過往截然

不同的語氣。其他三位大佬保持中

立，只有扎克伯格沒有退縮，全力

對付中共，將這個國家描述為對

「美國價值觀」的威脅。

扎克伯格說：「臉書代表一系

列基本原則」，包括「維護人民安

全，維護言論自由等民主傳統」。

又補充說，「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

說，這些都是基本價值，但對於世

界上的每個人，不是我們與之競爭

的每家公司或代表的國家而言，…

這都是基本價值…如果您看看十年

前頂級技術的來龍去脈，大多數是

美國人。今天幾乎已經一半是中國

人。」中國的數位影響力已經在全

球範圍內穩定增長。他聲稱「中國

的科技企業正在向其他國家輸出價

值觀，這威脅到美國和許多自由世

界自豪的價值觀」，中共「正在出

口他們的網路願景到其他國家。」

儘管四位首席執行長都警告

美國不要限制大型科技公司，特別

是在加密貨幣的背景下，據他們所

說，中國隨後將在領導全球創新方

面佔上風，而扎克伯格則向前邁了

一步，並明確譴責中共國瀋迷於美

國知識產權盜竊的技術創新。當被

問及這種做法時，他說：「中共政

府從美國公司那裡竊取技術，我認

為已經充分的建檔立案。」

Google 和蘋果在中國繼續擁有

廣泛的商業利益，避免矛頭對準中

共引起中共憤怒，但臉書沒有這樣

的顧慮。臉書已經放棄了打入中國

市場的雄心，現在正專注於鞏固在

美國和印度等自由世界中的地位。

儘管阿里巴巴集團對美國公司在中

共控制的領土市場的野心提出了嚴

峻挑戰；儘管亞馬遜在中國的剩餘

商業利益不多，貝佐斯還是不採取

反中共立場。

說臉書首席執行長因此成為外

圍值，不如說扎克伯格現在已經是

春江水暖鴨先知了。他正將自己定

位在自己和社交媒體集團的位置，

帶頭在美國大肆宣傳愛國主義。

海外版抖音 TikTok 在 2019 年

的下載量超過 Ig 和臉書。扎克伯格

去年 10 月在喬治城大學的一次公

開演講中攻擊 TikTok，說它是中共

的間諜工具。我們的服務（如臉書

擁有的 WhatsApp）儘管在世界各

地被抗議者和激進者使用，但是我

們有強大的加密和隱私保護，反觀

在全球範圍內迅速發展的中國 app
海外版抖音，即使在美國，不可避

免地會受到審查。這就是我們想要

的網路嗎？

美國現有的政治氣氛，反中共

情緒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兩黨共有

的。通過攻擊中國及其應用程序，

臉書正發揮相當大的作用，同時也

是在扭轉其過去幾年被視為一家想

要進入中國市場的跪舔派形象。

美中之戰終極王牌加速到來

中國是中心之國
◎文：三際信息站

小札放棄了他的執念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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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紫鳳

8月12日，獲釋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返回壹傳媒大樓上班，他感謝香

港市民，表示蘋果會一直撐下去。圖為資料圖片。（Getty Images）

北京天壇（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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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8月4日發生在貝魯特
的大爆炸，除了造成目前已

知的220餘人死亡、7000
餘人受傷、30萬人無家可歸
外，也還導致黎巴嫩糧食危

機。沸騰的民怨已讓黎巴嫩

總理宣布內閣總辭；另有超

過5萬人連署要求法國接手
治理這個正遭到這群貪腐

無能之輩蹂躪的國家。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喬．拜登（Joe Biden）8月11日
宣布，加州參議員卡瑪拉．哈里

斯（Kamala Harris，中文名：

賀錦麗）成為他的副手人選，

在 11 月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中

迎戰共和黨的川普和彭斯。賀錦

麗是美國史上第一位擔任美國主

要政黨副總統候選人的非裔女

性。賀錦麗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

人失敗後，欣然接受了激進左翼

的宣言，呼籲數萬億美元的新稅

款。賀錦麗被選為副手，「證明

拜登是一個被左翼激進分子的極

端議程所占據的空殼」。

◆南韓已經發生連續一個

月暴雨，薔蜜颱風在 10 日登陸

該國，再度帶來了驚人雨勢。

近日位在韓朝之間的非軍事區

（DMZ），傳出長達 7 公里的鐵

柵欄被洪水沖走，還有發生一件

更恐怖的事，即是埋藏於該區地

下的地雷也遭沖走了，目前已在

原道鐵原郡發現部分地雷。

◆非洲媒體 6 日指出，索

馬利蘭總統阿布迪（Muse Bihi 
Abdi）4 日接見了中共外交部的

代表團，雙方會談歷時數小時，

中方以道路和機場基建發展計畫

與成立聯絡處當籌碼，要他與臺

灣斷絕關係，但遭到阿布迪峻

拒，並還告知中方的代表團，索

國不只不會依照其要求與臺灣斷

絕關係，實際上正在努力加強與

臺灣之間的外交關係。

◆歐盟與英國處在僵局中

的談判出現了好兆頭。英國負責

脫歐磋商的最高大臣戈夫 7 日表

示，最近幾週歐盟的基調有明顯

改變，歐盟方面願意讓步，設立

一個機制來解決英國政府授予英

國企業公共援助引發的分歧，而

不是強迫倫敦未來與歐盟在這方

面的規定保持一致。這使得磋商

取得進展，因此他對英國與歐盟

達成一項自由貿易協議抱有信心。

◆美國保守派媒體「國家脈

搏」（The National Pulse） 獨

家披露，美國一些金融機構資助

中共控制的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

學院的學術項目，目的是將「馬

克思主義理論」應用在媒體上，

CNN 和《紐約時報》等媒體是其

「長期合作對象」。提供贊助的

金融機構包括：美國銀行、彭博

社，諮詢巨頭德勤（Deloitte），
以及約翰．S．詹姆斯．奈特基

金會。報導稱，這些公司與中共

合作，務求做到：「讀者和觀眾

在哪兒，宣傳報導的觸角就必須

延伸到哪兒。」

黎巴嫩民眾希望被法國託管

荷蘭大使夫人不幸喪生

根據貝魯特市政局的調查，

貝魯特大爆炸已造成約 6000 座

建築物被毀，港口的大部分地區

也被夷為平地。最終的傷亡人數

目前尚不清楚。貝魯特省長說，

許多外國工人和卡車司機仍然下

落不明，據推測他們也在傷亡人

數之列，這使得辨認遇難者的工

作複雜化。

另根據荷蘭外交部 9 日表

示，荷蘭駐黎巴嫩大使華特曼

斯（Jan Waltmans）的夫人，

55 歲 的 赫 德 維 格（Hedwig 
Waltmans-Moli-er），在本次爆

炸中不幸喪生。在這次的貝魯特

大爆炸事件中，荷蘭大使館受創

不小，計有 5 位使館人員受傷。

這起大爆炸，不僅造成重大

傷亡，同時還炸毀了貝魯特港口

的主要糧倉。

處理，並強調「如果這種材料被

盜，就可能被用於恐怖襲擊」。

根據路透社報導指出，這批

高度易燃的硝酸銨是 2013 年自

一艘因法律糾紛而遭黎巴嫩司法

部扣押的俄羅斯商船上所卸載，

來源地是喬治亞的一家肥料工

廠，原本目的地是莫三比克當

地的一家炸藥製造商 Fabrica de 
Explosivos。

負責港口 12 號倉庫業務的

一位離職資深工作人員在接受採

訪時指出，雖然其他政府部門多

次對此提出抗議，但軍方仍然指

示將硝酸銨儲放於第 12 號倉庫

內。該名員工還透露，在第 12
號倉庫內，還同時存放有 30 至

40 個尼龍袋裝的煙火，它們是

海關於 2009 年到 2010 年所沒

收的。當時他親眼看著煙火被用

堆高機運來，之後就放於門口的

左手邊。

這些年以來，工作人員雖對

此情況有很多抱怨，而且國安官

員及海關人員每週都會投訴，但

由真主黨所掌控的軍隊卻一直告

訴他們，沒有其他的地方能夠放

這些東西。司法部門也對投訴案

置之不理，最終釀此巨禍。

爆炸當天，港口工人想要利

用電動焊接工具執行第 12 號倉

庫外門修繕，這大概是在下午 5

真主黨內閣總辭

爆炸案也引爆了當地積怨已

久的民意，示威抗議連日不斷，

更有 4 位部長級官員相繼辭職，

向政府施壓。在內外壓力之下，

黎 巴 嫩 總 理 迪 亞 布（Hassan 
Diab）8 月 10 日晚間在電視講

話中宣布本屆內閣總辭，並強調

他「後退一步」是為了和人民站

在一起，「與他們一道為變革而

戰」。但迪亞布沒有透露何時

重新選舉。黎巴嫩目前的內閣是

在伊朗支持的真主黨，及其盟友

的支持下於 1 月分組建的。

美國之音報導稱，迪亞布將

國家的重重弊端歸罪於內戰結束

近 30 年來一直統治著黎巴嫩的

政治菁英。而當地的人們普遍將

爆炸和目前嚴重的經濟危機歸咎

於黎巴嫩根深蒂固的政治階層數

十年來的腐敗和暴政。

政府對安全投訴置之不理                
根據路透社取得的文件及黎

巴嫩國安高層人士消息指出，黎

巴嫩安全官員在 7 月 20 日曾警

告總統奧恩（Michel Aoun）和

總理迪亞布，在貝魯特港區存放

的 2750 噸硝酸銨存在高度安全

風險，如果爆炸恐摧毀首都貝魯

特。結果剛過兩週貝魯特就發生

了猛烈爆炸。文件中一封寄給兩

人的私人信件中總結了一項今年

1 月啟動的司法調查結果，結論

是這些化學品需要立即進行安全

點。 30 分鐘以後，顯然是焊接

的火花引燃了一些可燃物，濃煙

引來了安全與消防人員，但沒有

多久，他們全部罹難。

馬克龍親伸援手促改革 
災民連署籲法託管

歷史上與黎巴嫩有著殖民地

從屬深厚關係的法國，在黎巴嫩

大爆炸後立即伸出援手。事故第

2 天，總統馬克龍親自飛抵貝魯

特，除了帶來了大批人道救助物

資和協助，並承諾後續將全力給

予人道救助，同時還呼籲當局推

動政治改革。這讓法國似乎成為

黎巴嫩此場人為災害的最後一絲

希望。

多年的政治動盪、經濟危機

及貪汙腐敗等問題，早已讓黎巴

嫩人民心生不滿，如今這場大爆

炸，更是讓民怨沸騰。貝魯特大

爆炸慘劇發生後，有超過 5.8 萬

人簽署一份致馬克龍的請願書，

呼籲法國在未來 10 年託管黎巴

嫩。請願書稱，黎巴嫩「失敗的

體制、腐敗、恐怖主義和民兵組

織讓這個國家奄奄一息」。

馬克龍此番到來，亦如預期

地以協助為籌碼，呼籲黎巴嫩當

局必須推動改革，讓國家走出政

治及經濟上的困境，現今是責任

的時刻，要求重建政治議程。

貝魯特大爆炸，造成目前已知的 220餘人死亡、7000餘人受傷、30

萬人無家可歸。（Getty Images）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 8 月 12 日在布拉格與

捷克共和國總理巴比斯會談後舉

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被問到他此行

的目的時說，他來捷克是要感謝

它在自由與民主問題上與美國誌

同道合。

蓬佩奧在接受捷克電視臺的

訪問時也表示，他與捷克領導人

討論了俄羅斯和中國共產黨構成

的挑戰以及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他說：「它們與來自恐怖主

義的挑戰有很大的不同，但仍然

帶來了真正的威脅。我們已經看

到伊朗方面在歐洲這裡做了什

麼。我們已經看到俄羅斯方面對

自由帶來的影響。而且我們已經

看到，中國從事確實在破壞捷克

共和國人民的就業、財富創造以

蓬佩奧訪中歐 強化盟國關係

及自由的行為。」蓬佩奧呼籲歐

洲各國團結起來反對中國共產

黨，因為對付中共比冷戰期間的

蘇聯要更為困難。

結束捷克的訪問之後，蓬佩

奧此次行程的下一站是斯洛維尼

亞，他將成為 2011 年以來首位

造訪該國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將與斯洛維尼亞簽訂跟 5G 科技

相關的聯合聲明，作為華盛頓

應對中共「滲透該地區高科技網

路」風險的措施之一。

奧地利是蓬佩奧行程的第

三站。他在維也納將會見奧地

利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茨

(Sebastian Kurz)，審查貿易關

係和地區安全。蓬佩奧還將與總

部設在維也納的聯合國核監督機

構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

舉行會談，該機構負責監督伊

朗遵守 2015 年核協議的情況。

【看中國訊】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 8月 11日抵達捷克共和國，
這是他 8月 11日到 8月 15日
中歐之行的第一站。美聯社報

導，預計蓬佩奧訪問的重點是

俄羅斯和中國對該地區構成的

威脅。俄羅斯和中國正在積極

尋求在整個歐洲大陸能源、基

礎設施和電信領域發揮更大作

用，美國致力於扭轉這一趨勢。

2018 年 5 月 8 日，美國退出伊

核協議。

特朗普政府正試圖說服聯合

國安理會其他成員國根據核協議

的條款，無限期延長對伊朗的武

器禁運，這項禁令將於 10 月 18
日到期。

蓬佩奧國務卿此次中歐之

行正值五角大樓準備推動一項

計畫，那就是從德國撤出大約 1
萬 2000 名美國軍人，將其中部

分美軍重新部署到波蘭和其他北

約國家。這一計畫引發了美國國

內和歐洲的擔憂，儘管高級官員

稱這是戰略需要。

波蘭是蓬佩奧此行的最後一

站。美國國務院負責歐洲和歐

亞事務的代理助理國務卿里克

（Philip Reeker）說，蓬佩奧將

與波蘭外長討論剛剛簽訂完成

的美國 - 波蘭增強防務合作協議

（EDCA），該協議「提供了一個

框架」，以進一步加強「廣泛的

跨大西洋安全。」

官員們說，這項國防協議

使美國能夠「輪流派遣」額外的

1000 名美國軍人，以「增強對

俄羅斯的威懾力，加強北約作戰

實力」，並向盟國提供保障。目

前已經有大約 4,500 名美軍人員

在波蘭輪換。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捷克總理巴

比斯在布拉格會晤。（美國之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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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已位列今年六保之一，

除了保糧食生產安全，還要保供

穩價。從今年最高規格最高層次

督促春耕生產，到中央高層會議

屢屢定調糧食安全，習近平上次

到東北考察也是強調糧食安全，

所以糧食問題可見一斑。

玉米價格暴漲

這段時間，中國三大主糧之

一的玉米價格暴漲，引起了中國

政府和民間的廣泛關注。

國內玉米自疫情爆發以後不

斷走高，從今年下半年開始，玉

米價格上漲更瘋狂，近期中國

多地玉米價格已經突破 1.3 元大

關，和去年年底相比，玉米價格

漲幅將近 30% 左右。

山東臨儲玉米價格從年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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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冷眼

買不到糧食，沒人願意賣。

炒作資金進入糧食市場

而稻米作為中國最大的主

食糧，今年價格繼續維持震盪

狀態，但是南方洪災導致鄱陽

湖、巢湖、江漢平原等產糧區

水稻受災嚴重，未來大米的價

格應該也會繼續上漲。

因為預期未來糧食將大幅

度減產和糧價上漲，所以，

可以預計很多炒作資金開始

進入糧食市場，開始囤積居

奇，囤糧炒糧。一旦這些資

金進入糧食和農產品領域興

風作浪，這些物品的現貨、

期貨價格都會大漲，帶領食

1900 元 / 噸暴漲至 2500 元，累

計上漲 31.57%，儘管中共發改

委幾次釋放庫存打壓，7 月底臨

儲玉米累計成交 3,996 萬噸，按

照庫存數量來看，剩餘庫存玉

米僅夠拍賣四次，這也意味著 8
月底將耗盡。這也是為什麼中國

在 7 月份大量進口美國的玉米，

甚至有一次購買破了記錄的主要

原因。

但即便如此次，玉米價格還

是剎不住車，依舊突破近五年高

位。而在大連交易的玉米期貨價

格已上漲 20%。

隨著疫情緩和國內養殖業復

產，飼料價格也在一路攀升，而

近期南方洪災更是加劇了玉米價

格上漲動力，預計八九月份玉米

價格將還會繼續穩中上漲的節

奏，但是想真正的大漲，應該在

新玉米上市後，貿易商、國家

隊、廠家、農戶四方博弈之後。

年初受疫情衝擊，加上北

方旱災和冰雹災害，河南、山

東、河北等地農民出現惜售小

麥，這導致小麥價格一路攀

升，隨著發改委近期一系列打

壓，小麥暫時企穩於 2400 元 /
噸，但是長期來說也會繼續上

漲。而我看到一篇文章，標題

是《中儲糧北京分公司尷尬的小

麥競價收購：價格越收越高還

買不到糧食》，意思是市場已經

開始惜售了，中儲糧出高價都

糧食安全是中國的首

要戰略安全，特別是今年，

武漢肺炎影響春耕生產，

疊加北方的旱災、冰雹災害

對主糧小麥生產的影響，再

加上6、7月份水災對東南
糧食主產區水稻的影響，可

以說，今年中國糧食大幅度

減產已經成為定局。

品通脹。而這次糧食價格的

大漲，資金炒作的因素非常

明顯。不排除未來會進入一

個糧價拉動的大通脹時期。

所以，在 7 月 26 日，中國

紀檢監察發表了一篇文章，叫

做《駐發改委紀檢監察組強化約

談提醒，督促做好糧食保供穩

價》的通知。通知的內容是針對

4 月份以來國內稻穀收購價格上

漲、市場價格波動等問題，約

談了國家多家糧油管理部門的

主要負責人，瞭解了原糧市場

基本情況、價格波動原因、形

勢分析和應對舉措，督促做好

糧食保供穩價各項工作。

      （下轉 B2）

中國糧食危機臨近財經 
評析

Getty Images

Rundle Dental Dental
         牙醫診所牙醫診所

歡迎南部新症、急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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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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的大司馬當了一年多

之後，漢成帝的駕也「崩」了，

因為漢成帝多年沒有兒子，所

以早年立了自己的侄子劉欣為

太子，如今，劉欣繼承皇位，

是為漢哀帝，太后王政君也因

此又「升」了一級，成了太皇太

后。不過劉欣是個短命皇帝，

十九歲登基，二十五歲就死

了。於是，由王莽提議，他的

堂弟王舜迎立中山王劉衎作為

漢成帝的後人，繼承大統。

西元前一年，劉衎即位，他

就是西漢最後一位皇帝——漢平

帝。這一年，劉衎才九歲，剛

過撒尿和泥玩兒的年紀不久，

因此，由太皇太后王政君臨朝

稱制，正應了當年那位「元城建

公」的預言——「後八十年，當

有貴女興天下」（《漢書 ‧ 元后

傳》）。王政君已經是古稀之年

了，精力大不如前，也是天數使

然，大漢王朝該有這一劫，朝中

大臣一大把，其中，他們王家的

親戚也不少，她偏偏把政事都託

付給侄子王莽。從此，王莽大權

在握，拉開了姜子牙預言的「改

年換國篡平床 ( 漢平帝后，王莽

篡位 )」（《乾坤萬年歌》）的序

幕。

（二）改年換國篡平床

「王莽工作室」

事事親自上陣，絕不是王莽

的風格，他需要有人作他的傳聲

筒，於是，他盯上了孔光。孔光

是孔子的十四世孫，名門之後，

而且，他自漢成帝時就身居要

職，此刻已是三朝元老，太皇太

后王政君很尊敬他，普通民眾對

他印象也不錯，因此，他很不幸

的成了王莽下手的物件。

王莽是個玩迂回戰術的高

手，他先是表現出一副尊老敬賢

的樣子——「盛尊事光」（《漢

書 ‧ 王莽傳》），然後再給孔家

一點甜頭——引薦孔光的女婿

甄邯作了奉車都尉 ( 元首車隊隊

長 )。這一番功夫做足了，王莽

開始忙他自己的事兒了。

平時他不喜歡的那些朝中大

臣，他都能給找出問題，前將軍

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兩個人，曾

經相互推薦作大司馬，這不是搶

王莽的飯碗嘛，於是，這二位成

了首當其衝的「問題大臣」，還

有，漢哀帝的親戚丁家、傅家那

些人，在哀帝時期，和王莽鬧了

不少矛盾，這些人在，王莽沒法

為所欲為啊，所以都得上「黑名

單」。有問題要找，沒有問題

品，把貴國當屬下看呢？」使臣

答道：「我來的時候，我們國王

對我說：『如今，天下已經很久

沒有猛烈的暴風雨了，海上風

平浪靜的也有三年了，我想中

原一定出了聖人，所以我們應

該去朝貢』。」這件事在後來的

明朝兒童啟蒙讀物中，被描述

為「海不揚波，知中國有聖人」

（《幼學瓊林》）。

王莽此舉，無非是希望大家

認為，他是像周公一樣賢德的聖

人。問題在於，周公那隻白雉是

人家交趾國誠心誠意送來的，那

是真正的以德服人。而王莽這隻

可憐的白雉是「被」進獻的，這

分明是勾結「流氓小兄弟」偽造

盛世假像，欺騙國內民眾嘛。

接下來的情節一點懸念都沒

有，果然有大臣拿這隻「被」進

獻的白雉和太皇太后說事兒了，

有人說，王莽有擁立漢平帝即位

的功勞，應該比照宣帝時大將軍

霍光的待遇。王政君有幾分狐

疑，她問眾大臣：「到底王莽是

真的有功啊，還是因為他是我侄

子，你們給他特殊照顧啊？」

王莽的「謙恭」

這位太皇太后倒確實不是

個十分護犢兒的人，但是她沒

明白「王莽工作室」的整個計

畫，於是，馬上有人把王莽捧

的更高了：「王莽的功德高啊，

當年輔佐成王的周公有得到白

雉的祥瑞，王莽也有啊，雖然

相隔千年，徵兆卻是一樣啊。」

所以，應該怎麼樣呢？這位接

著說了：「王莽有輔佐社稷、

安定漢室的大功，應該封他為

安漢公，給他的待遇，應該遠

效周公，近比霍光。」王政君

當然高興啊，王莽畢竟是自己

的侄兒，能得到別人這麼高的

評價，她這個姑姑臉上也有光

啊，老太太吩咐「秘書」，那就

按照大臣們說的辦吧。

按一般人的想法，王莽還不

得高興的馬上蹦起來，可他要真

這麼表現，還怎麼博得好名聲

啊。王莽寫了個奏章假意推辭：

「新皇帝是我和孔光、王舜、甄

豐、甄邯他們一起擁立的，獎賞

他們幾個的功勞就行了，我就算

了」。王政君問大家，現在怎

麼辦？按照他說的辦理？

王莽這番推辭是表演給大家

看的，他哪裡是真的不想作安漢

公。甄邯出面了，話說的也很動

聽：「朝廷的賞賜應該公正嘛，

王莽有安邦定國之功，不能因

為他是皇親就不給褒獎。」太皇

太后只好又給王莽發了一次「通

知」，王莽再次推辭給自己的封

賞，堅持要求賞賜其他四個人，

如此反復三次，最後王莽「請病

假」，不來「上班」了。於是，

大臣們勸太皇太后，就按照王莽

說的，褒獎那四位吧。

王莽這個算盤打的夠精細，

擁立漢平帝這個「項目」，是由

「王莽工作室」完成的，王莽是

「主要負責人」，其他幾位都是

副手，其他人如果「授獎」了，

他的那份兒怎麼能少呢？果然，

孔光等四人領了獎勵後，王莽還

是不上殿。王政君還沒轉過彎兒

來，這是「腫麼回事兒呢」？有

的大臣又說了，王莽雖然總是推

辭，但是朝廷還是應該獎勵他

嘛。王老太太沒辦法，只得同意

了，於是，下詔封王莽為太傅、

安漢公。王莽假模假式的推辭

了一下，就接受了。這一場「雙

簧」演下來，王莽不僅沒錯過安

漢公的封號，而且得到了大眾的

好感。下一步，他計畫得到更多

的了。（未完待續）

陣了，他到自己的姑姑那「義正

辭嚴」了一番：「如今，漢皇室

衰落，接連幾代都沒繼承人，還

得到外邊去找，現在，您代替小

皇帝臨朝聽政，公正嚴明還怕天

下不服呢，如果因為私人關係而

不聽大臣的諫議，禍患就要開始

了，趕緊把您弟弟我六叔送走

完事兒。」這一番話說的冠冕堂

皇，王政君沒法反駁，只好同意

讓王立回自己的封地去了。

就這樣，和王莽不同路的，

都被以各種名義，或者罷免，或

者調動到遠方去。剩下的，甄

豐、甄邯掌糾察、審斷諸事，平

晏掌機密軍政大事，劉歆主管典

章制度，其他還有王舜、王邑、

孫建等人，都成了「王莽工作

室」的成員。

可憐的白雉

這個大司馬的職位遠遠滿足

不了王莽，可是，要「升職」得

有理由啊，於是，由「工作室」

策劃，經王莽「室長」批准，一

個方案出臺了，——由益州 ( 今
四川、重慶、貴州、雲南等省

市大部 ) 官員出面，買通毗鄰的 
「外國人」給漢朝廷送來白色的

雉雞——「風益州令塞處蠻夷

獻白雉」（《漢書‧王莽傳》）。

這演的是哪一齣呢？大家

也許知道，有個成語叫「海不

揚波」，說的是周成王姬誦 ( 周
武王之子 ) 即位時，因為年紀太

小，所以由叔叔周公旦攝政，

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周邊的

鄰國都很敬仰，紛紛來朝貢。

當 時， 交 趾 國（今 廣 西、 越

南一帶）派使臣給周公送來一

隻白雉，這是一種很珍稀的東

西，周公不敢輕易接受，他說：

「我國對貴國並沒有什麼恩德，

怎麼敢隨便接受這麼珍貴的貢

（二）

「創造」問題也要找。「找」到

之後，他自己不能出面，否則，

假公濟私的跡象太明顯，太皇太

后雖然是他姑姑，但是這老太太

對國家社稷還是蠻忠誠的。他把

這些大臣和「問題」寫成奏章，

由甄邯轉交給他老丈人孔光，讓

孔光出面彈劾這些人。

孔光這個人，說好聽點是謹

慎，說難聽點就是膽小，他不敢

得罪王莽這個新貴，就到王政君

那，給王莽當了一回「槍」使，

由此可見，有「名」的人未必

「明」白。孔光是「太后所敬」

（《漢書‧王莽傳》）的人物，奏

章經他遞交，太皇太后馬上就同

意了。

王莽坐在書房裏，聽著朝中

傳來的消息，嘴角微微一翹立即

恢復原狀，臉上依舊保持著平時

那副謙恭的表情，此刻，他心裏

正在盤算，下一步該做些什麼，

他想到了紅陽侯王立。

王立是太皇太后的親弟弟，

雖然有爵位沒有官職，但畢竟是

王莽的六叔，王莽心裏對他幾分

忌憚，而且，又怕他有事沒事

的，去找他那個太皇太后姐姐聊

天，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攪了自己

的好事兒。於是，孔光又被當了

一回槍使，他按照王莽的授意，

到太皇太后那，以一些陳年舊事

為理由，參奏王立，什麼七年穀

子八年糠的，都翻出來了，結論

是，王立不能留在長安，必須回

自己的封地玩兒去。

不過，這次太皇太后沒有答

應孔光的要求，這個親弟弟爵位

雖然高，但沒有實際的官職，充

其量，不過就是家裏有倆糟錢兒

而已，人在哪裡其實沒什麼分

別，那為什麼不留在自己身邊，

還能常來串個門、聊個天兒什麼

的。如此一來，王莽只好親自上

中國糧食危機臨近
（接 B1）整個文件就是官

樣文章，但最重要的一條是，要

進一步做好糧油價格監測、糧食

宏觀調控等各項工作，一旦發現

苗頭性傾向性問題，要精準果斷

作出應對處置，堅決打擊惡意炒

作、囤積居奇等違規違法行為。

中國紀檢監察部門發出這

樣的通知，還確實是破天荒頭

一回。說明中共高層已經意識

到糧食的嚴峻形式，並開始通

過打擊惡意炒作、囤積居奇等

形式來控制糧食價格，防止糧

食價格失控，引發社會穩定等

問題。

這次政府出手干預糧食價

格的上漲，怎麼看都非同一

般。但是從目前國家向市場上

拋售儲備糧的情況來看，基本

上是沒什麼效果的。糧食價格

還在上漲，這種趨勢還在加

速，就看什麼時候到讓老百姓

無法承擔的零界點。

糧庫恐成空倉

上次糧庫被拍揭露出倉庫

裡都是酒精糧的事情之後，近

日，中儲糧黑龍江肇州直屬庫

對進庫拉糧的外來人員作出了

新的要求，凡是外來人員進庫

拉糧的一律禁止攜帶手機和其

他錄像錄音設備！

就在前不久，曾有網友發布

視頻，稱黑龍江分公司肇東直屬

庫儲備玉米存在質量問題。隨

後，網傳視頻引發廣泛關注。 7
月 12 日，中儲糧集團官方微博

發消息稱，已迅速排出調查組趕

赴當地開展調查。但是調查結果

是糧食沒有問題，處罰了 3 名

糧庫管理人員。事件算是平息，

而現在同樣是這家分公司的另一

個直屬庫，又爆發出來禁止帶手

機進庫的消息，雖然中儲糧黑龍

江分公司這次出來及時澄清，但

是仍然擋不住這個事件成為熱點

新聞。

在 7 月 29 日，四川省青神

縣人民法院判處該縣原國糧公

司總經理陶永鴻有期徒刑 4 年 6
個月，處罰金 30 萬元，判處該

縣原國糧公司副總經理、財務

科科長郭秀群有期徒刑 2 年，

緩刑 3 年，處罰金 10 萬元。因

為這些人監守自盜，將本來是

儲備油的 314 萬元多的菜籽油

合夥賣掉了。報導這個事情的

是中國官媒《瞭望》雜誌。

再聯想到今年接連發生的

大火燒糧倉的一些情況，都說

明瞭一個問題，糧庫出現劣質

糧的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

現象。中國糧食戰略儲備基本

等於空倉，未來糧食出問題的

時候會得到驗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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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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身處逆境，感到諸事不順，愛

情、工作、事業、理想都成泡影，心生絕

望之念，不妨換個角度看這個問題，告訴

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福禍相依，

安知未來不會發生驚喜的改變呢？

從前有個國王，他有兩大愛好，一個

是喜歡打獵，另外一個則是與宰相一起微

服私訪。這位宰相在嘴邊常常掛著的一句

話，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天，國王到森林打獵，一箭射倒

一隻花豹。花豹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好像死了。國王就下馬，準備去檢視

花豹。還沒完全走到花豹的身旁，誰想

到，花豹突然一躍而起，使出最後的力

氣撲向國王。一番爭鬥，結果花豹將國

王的小指咬掉了一截。

國王十分沮喪，回到王宮後包紮好

傷口，休養了幾日，看著這受傷的小

指，心情不禁又低落了起來。他叫來宰

相，陪他飲酒解愁。誰知宰相卻微笑著

說：「大王啊，想開一點，一切都是最好

的安排！」國王聽了很憤怒：「如果寡人

把你關進監獄，這也是最好的安排？」宰

相微笑說：「如果是這樣，我也深信這是

最好的安排。」國王大怒，派人將宰相押

入監獄。

一個月後，國王養好傷，獨自出遊。

他來到一處偏遠的山林，忽然從山上衝下

一隊土著人，把他五花大綁，帶回部落！

山上的原始部落每逢月圓之日就會下

山尋找祭祀滿月女神的犧牲品，土著人準

備將國王燒死。

正當國王絕望之時，祭司忽然大驚失

色，他發現國王的小指頭少了小半截，是

一個不完美的祭品，收到這樣的祭品滿月

女神會發怒，便將國王放了。

國王十分高興，回宮後叫人釋放宰

相，擺酒宴請，國王向宰相敬酒說：「你

說的真是一點也不錯，果然，一切都是最

好的安排！如果不是被花豹咬一口，今天

連命都沒了。」

國王忽然想到甚麼，問宰相：「可是

你無緣無故在監獄裡蹲了一個多月，這又

怎麼說呢？」宰相慢條斯理喝下一口酒，

悠悠地說：「如果我不是在監獄裡，那麼

陪伴您微服私巡的人一定是我，當土著人

發現國王您不適合祭祀，那豈不是就輪

到我了？」國王聽罷，忍不住哈哈大笑，

說：「果然沒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很久以前有一個村莊，人們的道德已

經變得很壞了，神決定要毀了這個村莊。

一位菩薩還想挽救村中有善心的人，想再

給人一次機會，於是祂下到人間，化成一

個乞討者，來到村裡乞討，可是，沒有人

搭理他，更沒有人肯給他一口飯吃。

他走到村口，發現一個老太太正在給

佛上香，就走上前去討飯。老太太為難地

說：「我就這一碗飯了，給你半碗吧，留

下這半碗要給佛上供的。」菩薩臨行時指

著村口的一對石獅子對她說：「你甚麼時

候看見這對獅子的眼睛紅了，就是要發大

水了，你就趕快往山上跑，切記。」說完

就不見了。

老太太馬上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村裡的

人們，結果全村的人沒有一個相信她，還

譏笑她、諷刺她，說這石頭做的獅子眼

睛，它的眼睛怎麼會變紅呢 ?
一天，村裡幾個遊手好閒的人想拿老

太太開玩笑，便用紅染料把石獅子的眼睛

染紅了。當老太太看到石獅子的眼睛紅

了，便焦急的向村裡的人們大喊 :「快跑

啊 ! 要發大水了。」

村裡的人看到老太太真的上了當，都

笑彎了腰。老太太還是不停地喊，可沒人

當真，也沒有一個人聽她的。老太太見大

家都不理她，只好一個人往山上跑。結果

真的很快就發大水了，老太太邊跑邊回

頭，只見大水迅速的上漲，霎時間整個村

莊就被淹沒在一片汪洋裡，那些嘲笑老太

太的人瞬間被大水淹沒了，沒有了聲息。

一個善念讓老太太有緣聽到了菩薩的

告誡。而村裡人聽到老太太的告誡後，心

出惡念，嘲笑並愚弄老太太，甚至惡作劇

真的把獅子的眼睛染紅了。最後，善念讓

善人得救，而惡念卻讓惡者喪生。

◎文：白雲飛

In ancient times, there was a king who 
liked to dress as a commoner and go hunt-

ing with his Chief Minister. The motto of 
the Chief Minister was: “Everything is the 
best arrangement.”

 One day, the king went hunting in a forest 
and shot a leopard. As he dismounted his 
horse and approached the dying leopard, the 
leopard used its last bit of energy to pounce 
on him, biting off part of the king’s pinky 
finger.

 The king was so sad that he asked the 
Chief Minister to drink with him. How-
ever, the Chief Minister smiled and told 
him: “Don’t be sad your Majesty. I be-
lieve this is the best arrangement for 
you.”

 The king was furious and said: “Would it be 
the best arrangement for you if I sentenced 
you to jail?” The Chief Minister replied: 
“If you do so, I believe it would be the best 
arrangement for me.” The king was so en-
raged that he imprisoned the Chief Minister.

 A month later, the king recovered from the 
injury. He went out alone and traveled to 
a remote forest. Suddenly, a group of abo-
riginals rushed down from the hill and kid-
napped the king, bringing him back to their 
tribe.

 It turned out that the tribe as looking for 
a sacrificial offering for the Goddess of the 
Full Moon. As they prepared to sacrifice 
him, the king was feeling desperate and cer-
tain that his life would end. But the priest 

suddenly made a frightening discovery — 
the pinky finger of the king was incomplete! 
This could not be the offering made to the 
Goddess, as it would surely infuriate her 
and bring danger to the tribe. As a result, 
the tribe released the king.

 The king was overjoyed. Upon return-
ing home, he released the Chief Minister, 
holding a feast in his honor and toasting 
the Chief Minister saying: “You are right! 
Everything is the best arrangement. If I 
were not bitten by the leopard, I would not 
be alive today.”

 The king then paused as he thought of a 
question. He asked the Chief Minister: “But 
you were imprisoned for a month for no rea-
son. How do you explain this as being the 

best arrangement?”

 The Chief Minister slowly drank for awhile 
from his cup and finally replied: “If I were 
not imprisoned, I would have gone hunting 
with you and been kidnapped as well. When 
the aboriginals found that you could not be 
their offering to the Goddess, I would have 
been sacrificed.”

 The king laughed and said: “Exactly! 
Everything is the best arrangement.”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saying: “Everything 
is the best arrangement.” This story has in-
fluenced the thinking of many people who 
have discovered that when they apply this 
wise philosophy to their lives, positive 
things result.

Do Not Feel Things Are Unfair – Everything Is the Best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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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ong time ago, the morals of the peo-
ple in a village had become very bad, 

and gods were going to destroy the town. A 
Bodhisattva wanted to save the benevolent 
people in the village, giving them another 
chance to survive. So, she went down to the 
world and turned into a beggar. She arrived 
at the village to beg from house to house, 
but no one was willing to give her a bite of 
food.
 
 She walked to the entrance of the village 
and found that an old lady was offering in-
cense to the Buddha, so she stepped forward 
to beg. The old lady said embarrassingly: "I 
have this bowl of rice. Let me give you a half 
bowl. Leave this half bowl for the Buddha's 
offering." The Bodhisattva pointed to a pair 

of stone lions at the village entrance and said 
to her: "When you see the eyes of these li-
ons turn red, there will be a great flood. You 
should run up the mountain, remember this."

 The old lady immediately told the villagers 
but no one believed her, laughed at her and 
ridiculed her, saying, how could the eyes of 
the stone lion turn red?

 One day, a few layabouts in the village 
wanted to make fun of the old lady, so they 
dyed the eyes of the stone lions red with red 
dye. When the old lady saw the stone lion's 
eyes were red, she anxiously shouted to the 
villagers: "Run! It's going to flood."

 The villagers bent double with laughter 
having successfully fooled the old lady. The 
old lady kept shouting, but no one took it 
seriously, and no one listened to her. Seeing 
that everyone her, the old lady had to run 
up the mountain alone, and the flood sub-
merged the whole village soon.

 A kind thought gave the old lady the chance 
to hear the Bodhisattva's warning. When the 
villagers listened to the old lady's advice, 
they had evil thoughts, fooled her, and rid-
iculed her, and even painted the lions’ eyes 
red. In the end, good ideas save the good, 
while evil thoughts kill evil doers.

善惡定生死 紅眼石獅的故事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Good and Evil Determines Life and Death –The story of the red-eyed stone lions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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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密碼解譯‧神話傳說

主要是通過人類的集體記

憶，即一代代人耳口相傳的方

式，流傳至今，成為現在的神話

傳說，這便是記載歷史的另一個

重要途徑。

這種古老的傳承方式現在仍

然實用，如：世界某些民族中，

至今仍保留有一些非常神秘的技

能或秘密。這些技能和秘密有的

不能公開，不允許留下文字紀

錄，或該民族根本就沒有文字。

那怎麼辦？他們便將這些秘密保

存在選定的傳承人的記憶中，直

到這個繼承人年老了以後，便再

選定下一個傳承人，通過口傳

心授的方式將秘密一代代傳承下

去。如此經過幾百年、幾千年，

甚至更漫長的歷史時期，而不遺

失變樣。

在古老的非洲大陸，有很多

原始部落就是以這種方式傳承他

們民族的歷史。他們把這種口傳

歷史的方式當成一項非常神聖而

偉大的使命。隨著掌握口傳歷史

的人慢慢年老，部落就會舉行隆

重的儀式挑選接班人。被選中的

人要接受長期的特別訓練，既要

背誦自己部落自古流傳下來的所

有歷史，還要有能力將本部落

新近發生的大事編入進去，傳

承給後人。

在西藏有世界著名的「伏

藏」之謎，神秘莫測。「伏藏」

中最神秘的是「識藏」，是指埋

藏在人意識深處的「伏藏」。據

說當某種經典或咒文在遇到災難

無法流傳下去時，就由神靈埋藏

在人類的意識深處，以免失傳。

當有了再傳條件時，在某種神秘

力量的啟示下，被授藏的人（很

多是不識字的農牧民）就能將

其誦出或記錄成文。

如：《格 薩 爾 王 傳》是 西

藏著名的長篇史詩，流傳至今

的共有百餘部之多，是長達幾

百萬字的長篇巨著。一般人想

將它全部背下來，幾乎不大可

能，更不必說目不識丁的農牧

民。《格薩爾王傳》在西藏主

要以口頭說唱形式流傳下來，

通過說唱藝人的遊吟說唱，世

代相傳。這些說唱藝人多是目

不識丁的農牧民或小孩，被稱

為「神授說唱藝人」。他們都

是在大病之後或一覺醒來，突

然就能說唱幾百萬字的《格薩爾

王傳》，稱在夢中得到神或格薩

爾大王的旨意，得以開啟「識

藏」，從此便會說唱了。這部著

名的史詩便通過這種神奇的方

式在西藏流傳。

一些遠古的歷史，在人類歷

次劫難中遺失後，又通過某些特

殊的途徑，再次流傳下來，也成

為今天的神話傳說。自古以來流

傳於世界各民族的神話傳說，可

能就是保存於人類集體記憶中最

珍貴的遠古歷史資料，而不是古

人的幻想。

古希臘最著名的文學鉅著

《荷馬史詩》，是描述特洛伊戰

爭的神話傳說。起初，西方學術

界認為，這只是古人憑空想像出

來的神話故事，認為特洛伊戰爭

是不存在的，《荷馬史詩》中所

描述的特洛伊、邁錫尼等古國，

也只是古人虛構的神話國度。後

來德國考古學家哈因利希 ‧ 舒

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根

據《荷馬史詩》中描述的線索，

發掘出了特洛伊、邁錫尼等多個

古國遺址，震動世界。此時人們

才知道《荷馬史詩》中所描述的

不只是神話傳說，而是真實的歷

史。

歷史在漫長的歲月中，被時

間模糊為神話，而神話曾是真實

的歷史，只是被漫長的歲月披上

了神秘的面紗。我們需要解開神

話的密碼，從神話中尋找人類和

人類世界存在的真相，因為那是

人類歷史的源頭。

神是高維度生命，如果將神

的智慧比做是大學教授的水準，

那人類的智慧可能好比是幼兒園

小孩的水準。如果向一群幼兒園

小孩講解大學的課程，小孩肯定

是聽不懂的，也接受不了，只能

轉換成小孩智慧所能理解的簡單

語言和道理來講解。受這些條件

的影響，很多原本高深莫測、遠

超人類智慧的神話，在產生和流

傳過程中，逐漸被世俗化、淺薄

化，被以人類所能理解和接受的

低級方式不斷重新包裝和講述，

致使一些神話在流傳過程中變得

荒誕不經。

讓我們在這個特殊的時刻，

跳出人類思維維度的限制，一起

來揭開掩蓋在神話表面的面紗，

露出驚豔的真容。

神話，顧名思義就

是記錄有關神的言行及

故事。傳說，就是從遠古

到現在，一代代講述下

來的故事。我們人類的

歷史，主要是通過文字

記錄、史書的記載而流

傳下來，我們現在主要

通過這種途徑瞭解過去

的歷史。但在文字造出

之前，那漫長的歷史如

何流傳下來？

第三隻眼睛
帶你看世界

◎文：李道真

古希臘文學

鉅著《荷馬

史詩》，描

述了特洛伊

戰爭的神話

傳說。

一個名叫 Gemma Houghto
的女孩，在聽音樂的時候突然感

覺到自己的雙胞胎妹妹遇到了危

險，她立即上樓，發現浴缸裡的

妹妹癲癇發作快要窒息了。

一對相隔 100 英里的雙胞

胎兄弟，其中一個被人謀害槍殺

的時候，另一個在同一時間感受

到了被槍擊中的劇痛，從馬上摔

了下來。

這 就 是 人 們 常 說 的「心

靈 感 應」。 1882 年，F. W. 
H. 梅耶爾首次提出心靈感應

（Telepathy）一詞，意為「遠距

感應」，指不藉助任何感官或物

理途徑，將信息傳遞給另一個人

的現象或能力。又譯作心電感

應、他心通或心有靈犀。

在 2010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

「The Twins Thing」中，倫敦國

王學院的調查顯示，在受採訪的

10000 名雙胞胎中，有 56% 承

認她 / 他和自己的雙胞胎之間有

過「心靈感應」。

唐納德．凱特，是美國馬里

蘭州羅克菲勒市的工程師。

有一天，他突然感到腹股溝

劇痛難忍。去醫院檢查，醫生卻

說他沒有任何問題，可能是超感

現象。

後來，他和居住在芝加哥的

孿生同胞路易士聯繫，才知道路

易士因騎馬腹股溝受傷，臥床休

息了好幾天。原來，醫生說的並

非虛言。約翰．斯普林格爾與約

翰．劉易斯，是美國的一對孿生

兄弟，出生後就天各一方，之後

39 年從未謀面。

39 歲的時候，兩兄弟終於

會面，卻驚異地發現，他們都曾

分別和兩個名叫琳達的女子結

婚，又都因性格不合離婚。而再

婚的妻子，名字又都叫貝茜。

更奇妙的是，他們兩人的大

兒子都取名叫作詹姆斯．阿倫。

兩家各有一輛同一型號的湖藍色

高級寶馬轎車，還各有一隻名叫

「伊」的法國名犬。

法國的《大眾健康》雜誌曾

經收到兩篇投稿文章，標題都是

《精神治療之研究》，且內容、

段落安排以及措詞造句，甚至連

標點都驚人的一致。但署名卻是

兩個不同的作者。編輯部人員認

為，兩個人中一定有一個是剽竊

者。

經過瞭解，原來投稿的兩個

作者是一對孿生同胞羅伯．蓋伊

阿和羅伯．加羅迪。他們從孩提

時代起就分居於法蘭西的南國與

北疆，成年後都不約而同的選擇

就讀醫科，醫學院畢業後，他們

世界上有許多雙胞

胎或毫無血緣關係的

人，他（她）們長相一

樣，彼此存在心靈感應，

甚至兩個人的人生宛如

複製品一般，就好像上

天將平行世界裡的兩個

人，放在同一個時空裡。

◎文：青蓮

  
「雙胞胎」的奇妙人生  分別在昂魯和尼姆的兩家醫療機

關就業。

對羅伯兄弟同時向《大眾健

康》投寄論文引發剽竊風波一

事，醫生說，這種情況純屬巧

合。

一個多世紀以來，科學家們

一直試圖從基因方面揭開孿生現

象的謎團。

意大利羅馬市基因學與孿生

學研究所所長季達博士認為，孿

生同胞攜有相同的基因，而基因

實際上就像是安裝在人體內部的

時鐘，它駕馭著身體生長發育的

全過程。但這個理論放在兩個毫

無血緣關係卻長得如雙胞胎一樣

的人身上，卻無法解釋。

埃米爾．瑪吉斯和約翰．托

勒，在美國堪薩斯城的一家書店

偶遇時，兩個人都驚呆了。

因為他們看起來就像一對一

模一樣的雙胞胎。可能有人說，

世界上長得相似的人很多，可當

他們交談之後，卻發現彼此的生

活竟如出一轍：兩個人都在銀行

工作，妻子都叫瑪麗，都是金髮

碧眼。兩家都有 4 個孩子，年

齡分別為 7 歲、9 歲、10 歲和

12 歲。兩個人的愛好都相同，

喜歡收集郵票和硬幣，都是業餘

拳擊手。在生活中，兩人都駕駛

著 1983 年產的 MG 敞篷汽車，

都喜歡吃墨西哥菜。最奇特的

是，兩人的左肩上都有如雞蛋形

狀的胎記。說不是孿生兄弟，他

們自己都不相信。兩個人決定，

去證實一下他們是否可能有血緣

關係。但 DNA 鑑定結果顯示，

他們根本沒有任何的血緣關係。

埃米爾表示，這一切只能說

是上天的傑作了。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5看典藏 Antiques2020年 8月13日—8月19日     第119期    

【看中國訊】近年來，在大大小

小的工藝美術拍場上，時常可以見到

演藝圈明星的身影，他們儼然成為工

藝美術界的收藏新貴。他們手頭活錢

多，每次出手都相對闊綽，加之影響

力驚人，甚至能帶動一個門類的工藝

收藏熱潮。

劉曉慶

藏品：翡翠、大蜜蠟、寶石
在圈內，劉曉慶的珠寶品味令人

稱道，無論是頒獎禮，還是名人訪

談；無論是休閒度假，還是鍛鍊身

體，她都不忘戴一些珠寶首飾，尤其

是翡翠。古人用兩種美麗的小鳥來命

名翡翠，其中蘊含著無法言語的動人

情懷，無形之中為翡翠增添一種悠揚

的文化氣息。劉曉慶則是將翡翠這種

氣質演繹的淋漓盡致。除了翡翠，劉

曉慶的收藏還有紅寶石、鑽石、大件

蜜蠟等。

海岩

藏品：黃花梨

海岩也熱衷於黃花梨的鑑賞和收

藏，更建立了私人黃花梨藝術館在其

中起居。十幾年前，已在文化界、影

視界嶄露鋒芒的海岩，在朋友的慫恿

下，走入了古典家具的世界。

如今，海岩不僅擁有了上百件精

美的黃花梨家具，更已然將黃花梨的

氣質、文化，渾然於身，而且因為時

常幫朋友掌眼的他，儼然已變身為收

藏界的又一位大家。他亦深以為許，

在作家、商人、藏家身分轉換間，獨

愛此味。

陳坤

藏品：天珠、沉香木手串

陳坤的收藏與李連杰有相似之

處。陳坤是個虔誠的佛教徒，熱愛收

藏佛珠，尤其是天珠，經常在微博裡

曬他摯愛的天珠。而且無論是在劇

組，還是在各種商業活動現場，陳坤

總會佩戴沉香木手串，品味獨特卻

不張揚，給人一種自在而簡單的感

覺。陳坤除了一心向佛之外，而且

還是一個文玩大亨，當然家中少不

了一些文物手串，還是佛像，這些

文物精緻，精美，看上去估計價值 
不菲。

明星中的大收藏家 

【看中國訊】傳統

的古玩收藏家，藏古不

藏今，玩老不玩新。偶

然走眼「吃」進高仿贗

品，也把其當作真偽鑑

定道具，藏在角落。古

玩真品養眼，高仿贗品

傷眼，行家皆知。如古

玩真品在家裡擺放出

來練眼力，天天看，夜

夜看，心靈總會產生感

應。淘寶時，見到同樣

真品，眼睛會一亮，心

兒會一動，這都是古玩

真品養眼的效應。

古 玩 真 品 養 眼， 愈 看，

看古玩的眼力愈好；愈看，玩

古玩的感覺愈佳。很多老古玩

家之所以有時遠遠瞄上一眼，

就知道該器是真品還是贗品，

這是長年累月積累下來的實踐

經驗、鑑定功力。老古玩家

常曰：淘寶時，好東西你不叫

它，它也會喊你。這其中之奧

【看中國訊】（接上

期）在西方藝術界、收藏

界中，安思遠被稱為「教

父級」的傳奇人物。對於

西方中國藝術品市場來

說，安思遠無疑是他那個

時代數一數二的古董收藏

及鑑賞大家。

安思遠——
點石成金的收藏教父

安思遠憑藉著豐富的知

識、敏銳過人的鑑賞眼光、鮮

明的個人魅力、果斷的商業頭

腦，成為一位跨越半個世紀之

久的傑出亞洲藝術品鑑賞家和

古董商。

在 安 思 遠 17 歲 時， 他

輟學進入珠寶店工作，並結

識了女古董商艾麗絲 · 龐耐

（AliceBoney）。龐耐是當代

最早的中國古董商人之一。她

慧眼獨具，發掘了安思遠，並

引領他進入職業藝術品交易市

場，而她的學生則發現了更廣

闊的中國藝術品天地，並轉化

豐腴的財富回報給他的老師。

戰後，安思遠開始研究中

國家具，彼時收藏界的主流還

是集中在中國青銅器、書畫、

瓷器等傳統古玩上。安思遠站

在西方的收藏視角上，看到中

國明清家具未被人識得之美。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安

思遠與中國收藏家王世襄先後

出版的中式家具鑑賞專著，不

謀而合地將中式家具收藏推上

一個高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前亞洲部主任麥克斯維爾 ‧

赫恩曾直言，安思遠的研究為

博物館的收藏開闢了一個新門

類——明、清家具收藏。

安思遠真正與中國產生聯

繫，要等到 1979 年以後。從這

個時候開始，安思遠不斷前往

中國考察學習，並完成了他人

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收藏——收

集《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是北宋淳化 3
年（公元 992 年），宋太宗趙

光義命人收集歷代書法名家作

品共 403 篇作品，然後摹刻而

成，被稱為「法帖之祖」。

1994 年，安思遠聽從中國

專家建議，在香港拍得一卷流

傳有序的宋拓《淳化閣帖》。第

二年，安思遠又在香港佳士得

拍到 3 卷《淳化閣帖》，這三卷

均為摹刻王羲之書跡的專卷。

這 4 卷「魏晉至唐宋法書的原

始留影」，至今仍為海內外唯

一可見的北宋祖本。

然而 2003 年，安思遠以

450 萬美元的價格將 4 卷《淳

化閣帖》轉給了上海博物館。

當時，日本博物館的出價已經

高達 1100 萬美元。而上海博

物館的出價其實低於安思遠的

預期，他覺得既然書帖屬於中

國，那「我就讓它回到中國。」

此後，安思遠主動聯繫中國國

家博物館，歸還了兩件從非法

途徑流傳出來的中國文物。上

世紀 90 年代，安思遠在香港成

立了搶救徽派民居的藝術基金

會。據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所長

李宏介紹，安思遠的基金會至

少捐贈了 600 萬元，幫助修繕

了 5 棟徽州古民居。

紐約的中國宮殿

2014 年 8 月，安思遠在曼

哈頓公寓中去世，享年 85 歲，

終身未婚。《紐約時報》在訃文

中稱他「將一生都獻給了中國

藝術」。

他在生前就表示，去世之

後，所有的藏品都會被拍賣，

他的遺言被實踐了。 2015 年 3
月，紐約舉行了「安思遠私人珍

藏」專場拍賣。首個夜場拍賣僅

58 件拍品就締造了 6110 萬美

金的總成交額，兼刷新了四個

新世界紀錄！ 2015 年紐約的春

拍，安思遠私人「宮殿」中 1400

件藏品，共拍得 1.4億美元。

鏤空雕花的宮燈，古樸的

中式家具，渾厚的石雕佛像，

晶瑩的青瓷瓶，還有牆上的山

水字畫，甚至連客廳的地毯都

是來自故宮的舊物。多名與安

思遠有交往的業內人士，都曾

表示，安思遠的公寓設計極其

獨特，是東西方藝術的完美結

合，是「一座亞洲藝術宮殿」。

秘，就叫「只可意會，不可言 
傳」。

如將高仿贗品在家裡擺出

來傷眼力，天天見，夜夜見，心

裡總會生出感情。淘寶時，見到

同樣仿品，感覺很熟悉，心兒會

一顫，這也是高仿贗品傷眼的效

應。

人與器物之間，我們不能忽

視其「對視」場景及情感交流。

收藏鑑賞人對熟悉的古玩

真品會愈看愈親切，久而久之，

對古玩真品產生了濃鬱的情感。

只買真品，只藏真品，只擺放真

品觀賞，就走上了收藏鑑賞的正

道。收藏愛好者，對熟悉的高仿

贗品也會愈看愈喜歡，久而久

之，對高仿贗品產生了收藏的興

趣，也買高仿贗品、也藏高仿贗

品、也擺放高仿贗品，就走上了

收藏鑑賞之歧途。

有時候，老古玩家們常常會

無奈不解：我們早已一而再、再

而三地告誡那些有經濟實力的收

藏初入門者，不要買、不要藏那

些相對高價的高仿贗品，而隔三

差五地他們卻又拿來新買的高仿

贗品找我們來鑑定。為甚麼？

筆者的解答：那都是高仿贗

品傷眼惹的禍。

因為初入門的收藏者對擺放

在家裡的高仿贗品看多了、看久

了，有了一種極其微妙的情感聯

繫。不知不覺、糊里糊塗，就喜

歡上了，叫他們一時斷然砍斷這

種情感聯繫，即不買高仿贗品，

暫時還很困難。就像偶然認識之

後，天天能見到一名整過容的

「高仿」美女，你會被她外表相

貌的完美、嬌豔所迷住，時間久

了，就會產生愛慕之情。縱然你

後來知道她是「人造美女」，你

依然會被她迷住而思念不已，夢

想娶到她。

也就是說，與漂亮的美女相

處久了，會「日久生情」；與高

仿贗品相看多了，也會「日久生

情」。一旦你被高仿贗品傷了

眼，就很難再細緻分辨真品與贗

品之差異。假如真偽不分，怎麼

玩得好、玩得轉古玩呢？

所以，正統的古玩收藏家，

賞古不賞今，愛老不愛新。收藏

賞玩古玩，從某種意義上來講，

就是一生都在「養」一種鑑定鑑

賞古玩藏品的眼力。一旦你傷了

眼力，要修復，是很痛苦、很艱

難的，除非你能全盤否定自己過

去的贗品收藏，砸掉全部古玩贗

品重新開始…… 

安思遠收藏的、陳列在其

公寓中的中國古董。

下

正統的古玩

藏古不藏今
玩老不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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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詞 賞 析

明末清初刊行的《幼學瓊林》，內容

上自天文神話，下至地理人文，旁及人倫

制度、治國之道，包羅萬象，可以說是一

本簡易的培養全才的百科全書。其內涵宏

大、神秘悠遠。

【原文】

盧醫、扁鵲，古之名醫；鄭虔、崔

白，古之名畫。晉郭璞得《青囊經》，故

善天下卜筮；孫思邈得龍宮方，能醫虎口

龍麟。

【字詞義解釋】

（1）盧醫：戰國時名醫，因為居住

在盧地，故稱之。一說盧醫即扁鵲。（2）
扁鵲：戰國時渤海人，姓秦，名越人。開

創中醫望、聞、問、切的診斷方法，是

中醫脈學之祖。（3）鄭虔：字弱齊（一

作若齊），唐玄宗時知名的文學家和書畫

家，他的詩、書、畫號稱「三絕」。（4）
崔白：北宋濠梁人 ( 今安徽鳳陽東 )，字

子西。擅長畫花竹、禽鳥。（5）名畫：

著名畫家。（6）郭璞：東晉河東聞喜縣

人 ( 今山西省聞喜縣 )，字景純。博學多

才，精通天文、歷算、卜筮。（7）善：

擅長。（8）卜筮：即占卜。（9）孫思邈：

唐京兆人，著有《千金藥方》、《千金翼

方》各三十卷，後人尊為「藥王」。

【譯文參考】

盧醫、扁鵲是古代的名醫；鄭虔、崔

白都是古代著名的畫家。東晉的郭璞得到

《青囊經》，所以擅長於占卜；唐朝的孫

思邈得到龍宮的藥方，能夠醫好龍的病，

拔除梗在老虎喉嚨的骨頭。

【讀書筆談】

這一課講到的內容很神奇，不管是藝

術、醫術還是占卜術，都顯得很神奇。這

些與技術有關的學問，尤其是大家關注的

醫學，更是明顯透露出兩個很關鍵的特

點：一個是神人所傳；一個是擇有德者方

傳，正合中華文化的本質。

扁鵲本是傳說中黃帝時期的神醫，因

戰國時的扁鵲醫病很神奇，還能起死回

生，因而繼承了古神醫的名字。

扁鵲的醫術是神人長桑君所傳授，古

代師父要傳徒弟，就像哪吒一樣，總會有

道家的道長，真人早就知道自己未來的徒

弟會出生在哪裡，時機到了就去找到他，

這裡的扁鵲也是一樣的，只不過師父要再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確定扁鵲道德的高

尚，才傳給他。

所以長桑君為了考驗扁鵲，便來到扁

鵲年輕時負責管理的舍館，前來住宿，當

時人人皆看不出此人的特別，表面很一

般，誰也不重視，只有扁鵲待這位老者十

分敬重，十多年不改其恭敬的態度，等於

通過了考驗。於是長桑君把今天人認為的

特異功能傳給了他，可以透視人體。從此

扁鵲把人的五臟六腑，經絡血脈的情況看

得清清楚楚。有人說他望聞問切，望診非

常神奇，其實用的不是人的眼睛，而是神

通。所以，他可以連人都未曾見過，就能

隔著很長的距離透視診斷。

在虢國行醫時，太子猝死，他未曾見

面就斷出病狀，將人起死回生。所以，他

的望聞問切，不過是為了符合世間人的理

解而做的事罷了。後世道德下滑，掌握的

也只能是表面的望聞問切的東西了，所以

就不會那麼神奇了。

而長桑君傳完醫術，對扁鵲剛說完

話，就消失不見了，這些故事都在傳遞

著「神傳醫術，擇有德者傳之」的文化信

息，孫思邈的故事也一樣。

文 |劉如

【看中國訊】每年季節交換的時候，

總有候鳥忙著遷移到適合自己居住的地

方。一年秋天，有群天鵝從遙遠的北方飛

來，暫時棲息在一個小島的湖裡，準備去

南方過冬。

這個小島住著一位漁夫和他的妻子。

他們見到這群遠來的客人，非常高興，就

拿出餵雞的飼料和捕來的小魚細心餵養著

天鵝。等到冬天來了，這群天鵝由於獲取

充足的食物，竟然沒有繼續南飛。而在湖

面冰凍後，因為它們無法獲取食物，這對

夫妻就敞開旁邊的大屋，讓它們能在屋子

裡取暖，並持續給它們餵食，直到第二年

春天湖面解凍。

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只是歲

月催人老，這對夫妻後來也因為年老，無

法繼續捕魚為生，而離開了這座小島。

在他們離開小島後，天鵝也隨著消失

了。可它們不是飛向南方，而是在第二年

湖面冰凍的期間餓死了。

天鵝悲慘的結局提醒著我們，正是漁

夫夫婦這種過分寵溺的愛，使這群天鵝沉

溺在悠閑安逸的生活中，養成了它們的惰

性，讓它們日漸失去求生本能，不再南

飛。最後喪失了生活本能和生存基礎的天

鵝，加上老夫妻的離去，終於無法再適應

環境，被當地惡劣的環境所吞沒！

而在現實生活中，有多少父母終其一

生，都在汲汲營營，為子女創造舒適安逸

的小窩啊！

他們在孩子還小時，捧在手裡怕摔

了，含在嘴裡怕化了。從來不讓孩子幹家

務、吃點苦、受點累，反而讓孩子養尊處

優，過著「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

等孩子大了，又要忙著拉關係走後

門，只希望能幫孩子找個衣食無憂，錢多

事少離家近的工作環境。甚至還想要給孩

子們儘可能留下豐厚的遺產，自己卻是省

吃儉用，不捨得多花一分錢。

其實，這種一味營造舒適安逸，讓

人感覺「無微不至」的愛，恰恰是人生的

「陷阱」。陷入其中的人，到頭來終將一

無所有，只剩依賴和惰性。一旦生活環境

出現變化，因為缺乏對生活的應變能力，

加上沒法吃苦，這些孩子們的結局絕不會

比天鵝好到哪裡去。

每個孩子都需要愛，只是當這種愛過

度變異的結果，對孩子的成長並非好事。

一個夏天的早晨，一隻癩蛤蟆蹲在湖

邊，肚皮一鼓一鼓地喘著氣，長著兩個凸

起的無神的眼睛，一直望著在湖裡嬉戲的

鄰居們。

花鴨一家上個月才添了丁，六隻毛絨

絨的小傢伙跟在父母後面游得挺歡；鴛鴦

夫婦像往常一樣，安靜沉穩地滑動著水，

形影不離；大雁們有的在岸邊踱步覓食，

有的在草地上臥著休息；最引人注目的是

天鵝一家，天鵝夫婦和兩個接近成年的孩

子，他們個個都有修長的脖頸，雪白的羽

毛，婀娜多姿的體態，不論是引頸舒展，

還是埋頭清理羽毛，一舉手一投足都顯得

那麼氣質高雅，儀態萬方。幾乎每個走過

湖邊的人，都要情不自禁地讚歎：「多美

的天鵝啊！」

「哼，他們有甚麼了不起的？」癩蛤

蟆最不願意聽人們誇讚天鵝，「不就是脖

子長點兒，羽毛白點兒嘛，讓我長成這樣

我還不幹呢！人是多麼沒有品味呀，竟然

沒有注意到我，我會唱歌，還有……對

了，最重要的是，我是四條腿，哼，連進

化論都不懂！」說完，用他那無神的凸眼

憤憤地又望了一眼天鵝們，拖著笨重的身

子，慢慢地往住所爬。

癩蛤蟆路過花鴨門前時，看見一盆

水把路擋住了一點兒，頓時火就上來了：

「天鵝臭美，你鴨子也想擋道嗎？」他走

到盆邊，使足力氣拚命地蹦，一下、兩

下、三下……「咚！」終於蹦入水盆中，

他游了幾下，把身子靠在盆邊，蹭了蹭多

年沒有好好清洗過的癩皮，然後又從盆裡

跳了出來，慢悠悠地爬去了。

夜幕降臨了，癩蛤蟆被一陣激烈的爭

吵聲驚醒了。只聽見花鴨爸爸厲聲地嚷

著：「你這媽媽怎麼當的啊？給孩子們留

的水怎麼會這麼髒？天哪，還有一股奇臭

的怪味兒！」花鴨媽媽高聲回道：「沒看

見我這麼忙嗎？要同時要照顧六個孩子，

你當爸爸的不能幫一把嗎？我臨走前，這

水明明是乾淨的嘛！」黑暗中，癩蛤蟆竊

笑著，突然間他的凸眼翻了兩翻，又生出

了一計，於是從住所出來，再次爬向花鴨

家。

花鴨夫婦仍在吵著，突然看見癩蛤

蟆探頭進來，嚇了一跳，住了嘴。「癩大

哥，深更半夜的，你怎麼來了？」花鴨爸

爸打量著癩蛤蟆。

「我聽見你們的爭吵了，唉！本不想

來的。」癩蛤蟆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

情，「可是眼看你們好好的日子給攪了，

於心不忍哪！誰讓咱們是近鄰來著。」 
花鴨媽媽疑惑地望著這位「近鄰」，

勾起了她的一段不愉快的往事。兩年前，

她與丈夫正度新婚蜜月，這位「近鄰」用

他可惡的大嘴巴到處造謠，說她不是正宗

花鴨家族成員，而是旁系雜交的品種，弄

得花鴨爸爸差點兒和她「拜拜」，幸虧天

鵝大嫂出面調解，請人幫忙調查，開了一

張血統證書，才算了事。

忽然一聲「大妹子」使花鴨媽媽從回

憶中醒過神來，「大妹子！」癩蛤蟆又親

切地喊了一聲，「鴨老弟，千萬別錯怪大

妹子，這水怎麼髒的，我親眼所見，是

天……」他警惕地望望門外，「是你們的

天鵝大哥站在盆中洗腳來著！」 
「是嗎？」花鴨兩口子異口同聲地問。

「唉！你們和天鵝是朋友，他們對你

們夠手下留情的了。」癩蛤蟆看看這對

漸漸上鉤的魚，心裡暗自好笑，「據我所

知，他們有霸占鴛鴦夫婦安樂窩的企圖，

還有趕走大雁群的野心呢！」 
「不會吧？」花鴨媽媽不解地眨著眼

睛，「鴛鴦夫婦的安樂窩那麼小，他們根

本進不去呀！」 
糟了，癩蛤蟆心裡「咯噔」一下，我

怎麼忘了這碴兒了？但是他凸眼一轉，立

即答道：「他們占窩是假的，其實還不是

想趕人家走嘛！」看看花鴨兩口子將信將

疑的神情，癩蛤蟆說：「總之，有人擾亂

秩序，想稱王、稱霸，大家都要留點兒

神！」說完就退出去了。

第二天一早，花鴨夫婦帶著孩子們先

來到鴛鴦夫婦的安樂窩前，悄悄地把昨夜

癩蛤蟆的話告訴了他們。鴛鴦大哥聽後，

大笑：「哈哈哈，這位癩先生又閒得難受

了！我們在這兒住了這麼多年了，誰甚麼

樣還不清楚嗎？『賊喊捉賊』是這位癩先

生的慣用手法了。天鵝夫婦待人真誠、寬

厚，而且他們心地善良，絕對不可能去害

別人的。」

鴛鴦大嫂接著說道：「倒是這位老

癩，從來見不得別人比他強，誰人緣好，

他也氣；誰漂亮，他也氣；誰家夫妻感情

好，他也氣。那不前些年他看我和你大哥

感情好，就到處造謠說，天鵝大哥看上我

了，虧得你大哥和天鵝大哥是信得過的好

兄弟，要不然，我們的家庭早被這個老

癩給拆散了。」 鴛鴦大哥說：「你們還年

輕，缺乏經驗，以後多觀察、多思考，就

不會再輕易地被騙了。」

在花鴨一家去湖邊的路上，他們碰見

了大雁群也往湖邊走。為首的大雁隊長對

他們說：「你們聽說了嗎？天鵝一家明天

就要遷居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大雁隊長

似乎沒有看到花鴨兩口子吃驚的表情，

於是接著說：「多麼和平善良的天鵝一家

呀！我們每年飛到這裡，都會得到他們的

無私幫助。我弟弟的腿傷了，也多虧他

們的精心照顧，才很快復元了。可惜我

們明年再來的時候，就見不到他們了，

唉……」忽然聽見大雁群中有嚶嚶的嗚咽

聲，原來是最年幼的雁小妹，她一邊抽泣

著一邊說：「他們雖然還沒走，都是我已

經開始想念他們了。」

上午，大家在湖中嘻戲時，沒有看到

天鵝一家，可能他們在忙於打點行裝。天

鵝一家要走了，每個人都覺得心裡空落落

的，好像失去了甚麼。

花鴨媽媽對丈夫說：「我們險些聽信

了那個癩蛤蟆的鬼話，錯怪了好人。」 說
著，眼淚快掉下來了。花鴨爸爸說：「不

要難過，吃一塹長一智嘛。」 
「唉，別說了。」 花鴨媽媽說，「對

我來說，這已不是第一次上當了，我也

太……」 花鴨爸爸安慰說：「不要太自責

了，俗語說：好人不知道壞人到底怎麼

壞。這只能說明你太單純、太善良了。」 
花鴨媽媽迷惘地說：「是嗎？」 像是在問

丈夫，又像是在問自己。

清晨，霞光萬道。在湖邊，天鵝一家

在左鄰右舍和大雁群的一片「再見」 聲中

騰空而起，從容優美地撲打著雪白色的翅

膀，緩緩地飛向了遠方。

癩蛤蟆偷偷摸摸地藏在草叢中，看著

這告別的一幕，幸災樂禍地想：「哎呀，

他們可走了，終於除去了我心頭的一大

患。」他看著天鵝們遠去的身影，但是仍

不解心頭之恨：「哼，不就有一對破翅膀

嘛，好像誰多希罕似的。我就不信，我

的腿還不如你們的翅膀好使……」 說著，

使出吃奶的勁兒，奮力一跳，「撲」 的一

聲，四腳朝天重重地落在了地上，癩蛤蟆

就像泄了氣的皮球一樣。

這時，一對年輕的夫婦牽著一個小男

孩路過這裡，小男孩說：「我要看天鵝，

天鵝飛到哪裡去了呢？」 爸爸說：「天鵝

們已經都飛走了。」 小男孩失望極了，低

下頭突然看見了肚皮朝天的癩蛤蟆，問

道：「這是甚麼東西啊？這麼醜啊！」媽

媽一把抱起他，把他的頭轉向別處，馬上

說：「別看這個，太噁心了！晚上睡覺會

做惡夢的。」說完，他們轉身就走了。

只見癩蛤蟆仍然躺在那裡，四爪無力

地在空中亂劃著，兩隻無神的凸眼不甘心

地四處張望，黃黃的大肚皮一鼓一鼓地，

發出「咕、咕……」 的嘟囔聲。剛好一群

孩子飛奔而來，可是誰也沒有注意到他，

很快他的大肚子就被踩扁了……

文 |文雋

在湖邊童 話 樂 園

 （Adobe Stock）

《幼學瓊林》筆談：神醫扁鵲

別給孩子「無微不至」的傷害

江漢
唐代 / 杜甫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

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疏。

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Adobe Stock）



廣告洽詢專線：1-403-988-1836  Email: sales.calgary@visiontimes.com 投稿與反饋：editor.calgary@visiontimes.com

Life Guide
生活指南

2020年8月13日—8月19日第119期 C版卡爾加里版有意請電：403-276-3288

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誠聘：
惠食街

【看 中 國 訊】不 久 前，Ford 官

方釋出了一組純電動高性能版 Ford 
Mustang Mach-E 1400 原 型 車 的 官

圖。新車的重點是，它共搭載了七具

電動馬達，並在高性能動力電池的加

持下，可輸出驚人的 1,400 hp 最大馬

力。

新車由 Ford 全球性能車團隊聯合

RTR 共同研發，據官方稱該車從最初

的設計，到底盤和動力總成的整體調

校，總耗時超過 10,000 小時，該車將

會在 NASCAR 大賽上首次亮相。

Mustang Mach-E 1400 的外觀和

一般傳統的電動車不像，誇張的空氣

動力學套件讓它看起來更激進，也更

具戰鬥氛圍。細節部分，它的前臉兩

側搭載了大尺寸的擾流板，前後輪拱

均安裝了寬體套件，並設有導流槽。

車尾巨大的擾流尾翼是它最引人

矚目的部分，它能為後輪帶來充足

的下壓力。此外，新車後保險

槓下方的擴散器設計也十

分誇張。據官方介紹，

該車的空氣動力學設計

能夠提供 1,043kg 的下

壓力。

內裝方面，Mustang 
Mach-E 1400 雖是一台電

動車，但基於高性能車對輕量

化的需求，它採用了碳纖維材質來

打造中控台，並保留集成有整車控

制系統的中控屏，而且基本上完全

看不到普通版本車型中的其他飾

件。

另外，新車採用賽車專用的全液

晶顯示儀表，所以裡面的顯示界面設

計並不是很花俏炫酷，而是顯示各種

車輛數據。其他配備方面，它還搭配

了 RECARO 提供的賽事級桶形座椅，

以及防滾架等，這些設備對於一款強

調高性能的車來說極為重要。

在 動 力 方 面， 由 於 Mustang 
Mach-E 1400 的電動系統由 7 具電動

馬達組成，其中 3 具布置在前橋，餘

下 4 具則布置在後橋，它可以在瞬間

釋放出超驚人的 1,400 hp 馬力輸出，

極速可達 257km/h。
值得一提的是，Mustang Mach-E 

1400 作為一台電動車，它的動力電池

的容量為 56.8kWh，使用鎳鈷錳三元材

料電池，並採用獨特的電池液冷溫控系

統，可以持續的高功率輸出。

為了讓汽車在比賽上有更

佳的表現，這輛 Mach-E 
1400 換上了特製的控

制臂及轉向系統，

且仍配置有傳統的

手煞車系統，當車

手拉起拉桿時除了

會以機械方式鎖住煞

車，同時會短暫切斷後

軸的動力輸出以達

到甩尾漂移的

效果。據悉，

這輛賽車並沒

打算在市場銷

售，不過它採用

的技術及材料將

會有機會應用在市售

車款上。

（本文圖來源：福特官網）

【看中國訊】Mazda MX-5 是一輛非

常富有駕駛樂趣的敞篷小跑車，除了擁有

均衡的動力輸出以外，MX-5 還有非常酷

炫的外觀設計以及非常完美的車身配重！

因此，MX-5 廣受許多車迷喜愛，它被外

媒評選為最具有樂趣車款獎項。

其中由外媒 Auto Trader 所舉辦的評

選活動中，MX-5 RF 獲得超過 18 萬名

消費者支持肯定，認為在合理的預算內就

能讓車主獲得超過車價的樂趣。另一則是

由 Autocar 舉辦的評選活動，入選車款

也是以消費者能負擔的售價為主，MX-5
同樣被評選為消費者能負擔情況下最有樂

趣的車款。

Mazda MX-5 的車名主要使用於歐

洲及亞太地區（日本除外），在北美洲

市場加上 Miata 的副名，在日本則稱為

Roadster。這是一款由日本 Mazda 汽車

公司設計製造的雙門雙座敞篷跑車，其成

功之處是消費者可以用平價購買並獲得極

致駕駛樂趣，可比擬保時捷、法拉利等昂

貴跑車的至高享受。

發展背景與概要

「雙座敞篷車」（roadster）車型的發

展由來已久：在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

之間，許多如今已式微凋零的英國車廠

打造一輛又一輛深受喜爱的敞篷跑車，

包括 MG 的 MGB、凱旋（Triumph）的

Spitfire 和 TR7、奧斯汀 ‧哈利（Austin 
Healey）的 DD300 等。後來以較大馬力與

寬裕車室空間作為訴求的 GT 超級跑車也

逐漸在車壇上發光。

1989 年日本 Mazda 推出一部名為

MX-5 的小型雙人座敞篷跑車，在當時車

壇追求大馬力的潮流中，其僅 1.6L 的引

擎被認為是一個異類。但在上市第一年就

在北美洲創下大約 23,000 輛的佳績，次

年更銷售了 36,000 輛左右，亮眼銷售令

人大跌眼鏡。這吸引其他車廠投入開發雙

人座敞篷跑車的風潮，包括奔馳 SLK 系

列、BMW Z3、保時捷 Boxster 等。

三度被列入吉尼斯 
世界記錄大全

MX-5 總生產量在 2000 年已達到

531,890 輛，被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列為

「全世界最暢銷的雙人座敞篷小跑車」；

2004 年總生產量累計超過 70 萬輛，再

度列入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 2011 年 2
月 4 日，該款車在全球的累積銷售量達

到 90 萬輛，第 3 度列入該記錄大全裡；

2016 年 4 月則已超越 1 百萬輛。Mazda 
開發 MX-5 主要是供給駕駛者一款剛好

的動力、平均的車身配重（此款車的車

身配重比例近乎 50:50），以及純然自在

的駕駛樂趣。所以該車款的召號不在於大

排氣量和大馬力。
（本文圖來源：馬自達官網）

【看 中 國 訊】圓 石 灘 車

展（Pebble Beach Concours 
d'Elegance）是一年一度全球

最著名的頂級古董車盛會，堪

稱世界最豪華的車展，在汽車

界中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它

的舉辦時間在每年的 8 月份中

旬，地點位於美國加州的圓石

灘高爾夫球場。

每年來自世界各地的古董

車都爭相參加這個汽車展，吸

引了眾多的車迷、社會名流聚

集於此。該聚會還會舉行一系

列拍賣、巡遊、比賽等活動，

而且大部分收入都將捐給慈善

機構，這就是它與普通商業車

展的最大區別之處。

首屆圓石灘車展在 1950
年 11 月 5 日舉行，當時的車

展只是伴隨著加州卵石灣汽車

公路賽（Pebble Beach Road 
Race）舉辦的。首次圓石灘

車展只有 30 輛車展出，被劃

分成了一戰前、一戰後及全新

的概念車三大類。如今圓石灘

車展依然按照這種分類方法展

出，不過分類更多，其中包括

了皇家汽車、敞開式車輪賽

車、歐洲經典汽車等。首屆車

展舉辦的非常成功，所以這個

車展就被延續了下來。

進入 90 年代及 21 世紀之

後，圓石灘車展的時間基本就

固定在每年的 8 月份，展會持

續 1 個星期左右。每年的圓石

灘車展都會有多個評委進行評

定並頒發多個獎項。

這些評委主要會根據車型

的修復的程度、車輛的可靠

性、車型的設計、造型等進行

分別判斷，然後再根據品牌、

車型及車身製造商、原產國或

生產時期等方面分類，分別評

出每一類車型裡最優秀的，最

後還會通過現場觀眾投票等方

式，評出最後的大獎獲得者。

隨著這個車展的影響力越

來越大，參展的汽車也越來越

多，組委會為了讓評委有更多

時間仔細地評價每一輛車，在

2005 年將參展的車輛數目縮

減到了 175 台。

與其他著名車展不同，圓

石灘車展其實並不是所有老爺

車或者概念車都可以參展的，

圓石灘車展的主辦方對參展車

型做出了極其嚴格的要求，一

旦獲得批准參展後，在此之後

的 10 年中，獲得參展權的車

輛便不能再次參展，其目的就

是為了讓每次車展的車型都能

與之前不同。因此圓石灘車展

被認為是只有大富豪才會參加

的活動。每輛車的背後都有著

精采的故事。

圓石灘車展的評獎規則：

每年的圓石灘車展都會頒發

多個獎項，除了一名冠軍「最

佳巡展獎」及一、二、三獎之

外，主委會還會頒發名譽獎，

專授予那些對汽車工業和汽車

運動領域有傑出貢獻的群體

或個人，例如「美國經典汽車

俱樂部獎（Classic Car Club 
of America Trophy）」、「恩

佐 ‧ 法拉利獎（Enzo Ferrari 
Trophy）」、「梅賽德斯 - 奔馳

之星優秀獎（Mercedes-Benz 
Star of Excellence Award）」
等特別獎項。

（本文圖來源：圓石灘車展官網）

平價購買並獲得極致駕駛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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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先前因主演《花千

骨》而走紅兩岸三地，演技實力備

受外界認可的 32 歲中國女星趙麗

穎，產後首次參加真人秀綜藝節目

《中餐廳》再度受到關注。近期她

因《中餐廳 4》拍攝時，在節目中用

筷子在大碗裡撈菜的舉動，遭受網

友批評，還一度因此登上熱搜榜，

不過節目中的同場嘉賓都在微博發

文，替趙麗穎澄清真相。

網路上展現了節目中所有嘉

賓一同用餐時，其中一個畫面拍到

趙麗穎沒使用公筷，而是還不停的

用自己的筷子在碗公里攪動撈菜，

引髮網友質疑她的此項舉動不太妥

當，並狠批趙麗穎「很沒禮貌」、

「素質低」。

同為《中餐廳》第 4 季嘉賓的

男星黃曉明，事後出來聲援趙麗

穎。他表示，拍攝時現場嘉賓吃

的餐點常常是當天營業結束後，利

用剩餘食材製作而成，「菜少肉更

少，在各種菜盆裡找肉吃是我們每

天營業結束後的樂趣哈哈」。另一

位嘉賓張亮 8 月 9 日也在微博發文

為趙麗穎打圓場：「有些菜是我們

後廚把食材切得太小，稍微大塊兒

一點的食材都被我們幾個大老爺們

兒搶先吃了，裝菜容器又很深，再

加上菜品真的太好吃，所以大家都

不捨得浪費！」還強調：「女士們

比我們這些壯漢真的優雅多了！」

先前由於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

響，停工期間，製作公司仍要向工

作人員發薪資，如果繼續停工對劇

組損失太大，因此有少數劇組冒險

復工。據瞭解，今年 3 月時，就有

媒體捕捉到趙麗穎在橫店劇組拍攝

新戲《有翡》的身影，而且她在下

戲後，並不是返回劇組統一安排的

酒店，而是她在橫店片場附近自租

的一處老小區。

【看 中 國 訊】 富 比 士

（forbes）12 日對外公布 2020
全球收入前 10 大男星排行，

職 業 摔 角 選 手 的 巨 石 強 森

（Dwayne Douglas Johnson）
以 8,750 萬美元再度奪下第一

名，二度蟬聯全球收入前 10 大

男星排行冠軍。

巨石強森之所以能夠一舉

拿下榜首，蟬聯冠軍，就是歸

功於他即將在 Netflix 上映的

電影《紅色通緝令》，以及他

Under Armour（安德瑪）合作

聯名的收益。據富比士昨公布

的數據顯示，巨石強森 2020 的

年收入高達 8750 萬美元。

排行第二的是一名加拿

大 演 員 萊 恩 雷 諾 斯（Ryan 
Rodney Reynolds），2016 曾擔

任超級英雄電影主角，主演《惡

棍英雄：死侍》中「死侍」一角，

該片贏得了相當高的評價與成

功的票房，並使雷諾斯獲得金

球獎提名。萊恩雷諾斯在 2020
年憑藉《鬼影特攻：以暴制暴》

與《紅色通緝令》賺進 2,000 萬

美元。

排行第三的則是美國演

員馬克華伯格（Mark Robert 
Michael Wahlberg），2020 年

以《史賓賽的機密任務》衝上了

Netflix 播映平臺最多觀看數的

第三名，讓他的荷包賺得滿滿

的。

排行第四名的男星，是曾

經主演《心靈捕手》及《蝙蝠俠

對超人：正義曙光》中英雄人

物蝙蝠俠的班艾佛列克（Ben 
Affleck）， 除 了 演 員 的 角 色

外，他還身兼導演、製片人和

編劇。

馮迪索（Vin Diesel）今年

的作品因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的關係而延後發行，導致他收

益仍未入帳，帳面上的數字不

如先前亮眼，僅排行第五。

排行第六名的男星，是唯

一一位入榜的印度寶萊塢男

星阿克夏庫馬，據瞭解，阿克

夏庫馬的主要收入不僅是電影

作品，還包含了許多廣告的代

言，從健康食品到清潔劑幾乎

都包辦了。

排行第七名的是第一次入

榜的林曼努爾米蘭達，他主要

以參演百老匯音樂劇《漢密爾

頓》而聞名。曾被評為全球最吸

金的影星的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今年僅獲得第八名的

排行；排行第九的為主演《原鑚》

的美國演員亞當山德勒（Adam 
Sandler）。

排行第十名的則是靠著武

打動作壓線入榜的成龍，身為

大陸政委的他，是網友眼中的

親共藝人。過去一年，以 5 部

作品及代言費所得等，擠進本

次排行榜之列，不過，他所

代言的商品卻經常受到網友 
詬病。

【看中國訊】香港知名作

詞人林夕日前在 IG 上改編自

己早年寫給王菲演唱的《約定》

歌詞，遭到網軍小粉紅群起圍

剿，還藉此污衊林夕「不尊重

原作者」。

早前移居臺灣、關心香港

時事的知名填詞人林夕有感而

發，凌晨於 IG 上載一張以毛

筆寫下的《約定》，並將早年寫

給王菲的《約定》一曲歌詞，改

寫成與現今時事相關的內容：

「還記得當天抗爭多難捱／還

留住每段歷史的孽債」及「還

記得街燈照出監視狂／還留下

各樣暴警的懸案」、「明日安

定／可跟我共走出絕境」、「仍

未忘跟你約定心念沒有死」、

等訴說港人在亂世中的境遇，

並於帖文最後加上「# 羅冠聰

nathanlaw」的標籤，以此回應

羅冠聰，與反極權自由勇士共

勉，表示壯志未酬仍需努力。

官方黨媒《環球時報》以

此大做文章，將兩人扣上「港

獨分子」的大帽。無知的小粉

紅攻擊林夕：「原詞寫得這麼

好，為什麼亂改？不知道尊重

原作者嗎？」此類留言也引來

其他網友指正：「林夕就是原

作者！」由於林夕曾在 2014
年支持雨傘運動遭到北京當局

封殺，去年 6 月「反送中」運

【看中國訊】羅大佑素有

「音樂教父」之稱，在 8 月 8
日父親節特別舉辦「宜花東鹿

直播演唱會」，首站於臺灣鹿

港天後宮登場。羅大佑秘訪鹿

港，他表示成名曲《鹿港小鎮》

有個很大的誤會，在媽祖前面

他坦言，「我要鄭重澄清，我

不是鹿港人。」引發熱議。

66 歲的羅大佑，6 月因

為坐骨神經痛開刀，已休養一

段時間，他說，「現在開完刀

第 55 天，還要穿護腰，還在

復健。」「宜花東鹿直播演唱

會」前一週，羅大佑已經先行

秘訪鹿港天後宮參拜媽祖，並

且準備演唱會前置作業。羅大

佑「宜花東鹿直播演唱會」，

全程以電影規格打造，在九曲

巷弄間他以一把吉他隨性彈奏

演唱，而隨後轉場即見羅大佑

戴著口罩去參拜，之後再走上

舞臺演唱。

當羅大佑演唱經典曲《鹿

港小鎮》時，圍觀群眾嗨聲和

唱，十分熱鬧，在線觀看直線

飆升逾 27 萬同步觀看。他幽

默表示，「今天是我寫了《鹿

港小鎮》之後，40 年來第一次

站在天後宮前面唱歌，有個很

大的誤會，很多人以為羅大佑

是鹿港人。這個誤會進行了

40 多年，在媽祖前面我要鄭

重澄清，我不是鹿港人。」他

聊起 40 年前臺灣正在面臨重

要轉變，一次在臺中修車遇到

來自鹿港的工人，因而催生靈

感，唱出無助的心情，描述改

變中的人們想要去進步更好的

繁華都市，但又怕失去現在的

自己，沒想到卻成「假鹿港人

寫『鹿港小鎮』」的趣事。

羅大佑結束首場演出後，

15 日將至臺東開唱。

羅大佑在媽祖前面他幽默坦言，

「我不是鹿港人。」震驚大眾，

引發熱議。（大右音樂提供）

巨石強森以8,750萬美元（約新台幣

26.2億元）二度蟬聯全球收入前10

大男星排行冠軍。

趙麗穎一舉動遭批「沒素質」

最會賺錢男星前十名
富
比
士

同場嘉賓揭內幕

趙麗穎因拍攝《中餐廳4》的撈菜舉動遭批「沒素質」

且登上熱搜。(網絡圖片) 

動時，林夕也一直以行動力挺

港人，譴責警方暴力，此舉惹

毛北京當局，使得他的三千多

首填詞歌曲遭大陸多個音樂平

台下架，音樂作品被通通被刪

改成「佚名」兩字。

香港知名作詞人林夕曾替許多大咖歌手寫詞，作品深入人心。

（立明攝影/看中國/IG截圖）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羅大佑鹿港開唱

林夕改詞《約定》

媽祖廟前澄清「40年誤會」媽祖廟前澄清「40年誤會」

小粉紅無知釀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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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8月19日

西生菜

Seedless Watermelons        無籽西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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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tten Apples 絲蜜蘋果 Head LettuceLocal Mini Cucumbers本地小黃瓜BC Peaches 卑詩桃

Jumbo Caulifl owerHoney Murcotts 茂谷柑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大花椰菜

$44848 ea

Pluot Plums 恐龍蛋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and get a free 
Jumbo Cantaloupe.Jumbo Cantaloupe.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 個大哈密瓜。

$09898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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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78
lb

$16868
lb

$2989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0 7878
lb

$$116868 lb
$ 14848

lb

$ $

Seedless Watermelons

Smitten Apples Smitten Apples 

$

Smitten Apples 

作法

番茄蒂頭切十字，放入熱水煮5分
鐘熄火，取出番茄去皮切小塊備用。

雞蛋打散，用筷子攪打均勻蓬鬆。
熱油鍋，下蛋液，雞蛋初步凝固即
可盛起備用。

原鍋，下番茄，翻炒均勻後加 1杯
熱水。大火煮滾後轉小火，將番茄煮

熟軟，加調料，攪拌均勻，雞蛋倒回

鍋裡，和番茄一起翻炒均勻即可。

餐桌上有色彩繽紛的蔬果，可以

讓人轉換心情與氣氛；番茄不只

鮮紅亮麗，其酸酸甜甜的滋味也

能平緩夏日的煩躁。

大番茄2個、雞蛋4個。
調料：鹽1/4小匙、糖1小匙、番茄醬
2大匙。

食材

作法

高湯材料下鍋，大火煮滾，撈除浮
沫，轉中小火煮40分鐘備用。
紅蘿蔔去皮切粗條；花椰菜、青花
菜切小朵、去除粗筋；節瓜切厚片；

彩椒去內膜切大塊；長豆切小段。

高湯煮滾，加鹽、胡椒調味。按蔬
菜軟硬度、烹調時間，依序放入蔬菜

煮熟軟即可。

蔬菜用高湯煮熟，吃起來特別地

鮮甜；即使較沒滋味的蔬菜，也

可以利用高湯提升風味，使蔬菜

更美味，引人食慾。

紅蘿蔔、花椰菜、青花菜、彩椒、長

豆、節瓜適量。

高湯材料：雞骨架 1副、洋蔥 1個、月
桂葉 1片、水 2L。

食材

03 番茄炒蛋 04 高湯煮蔬菜

夏日開胃料理
◎ 文 :米娜   圖：ADOBE STOCK

天氣熱容易食欲不佳，利用當季營養食

材，做些開胃的料理，家人一定會喜愛。

據說，日本人習慣夏天吃薑汁燒

肉補充元氣，美味的薑汁燒肉，

吃起來有股淡淡清香，開胃程度

可說是白飯殺手。

作法

調醬汁：薑磨成泥；蒜頭切成末。
混合所有醬汁材料，攪拌均勻備用。

豬肉切薄片；彩椒切適口大小。
熱油鍋，下豬肉片，兩面煎至變
色；下彩椒，煎熟軟。

續作法，倒入醬汁，翻炒均勻，
起鍋前灑蔥花，最後擺盤時再灑上芝

麻增加香氣。

豬梅花肉 300g、彩椒 1/2個、芝麻
適量、蔥花少許、鹽 1/4小匙。
醬汁：薑 1大塊、大蒜 1顆、醬油 2大
匙、米酒少許。

食材

02 薑汁燒肉

有許多適合夏季炊飯的美味食

材，例如：菇類、竹筍、鮭魚、

貝類等。炊飯料理作法簡單，且

少油煙，適合想清爽開飯的人。

01 海鮮
炊飯

作法

米 6人份、蛤蜊、花枝適量、乾蝦米
1大匙、紅蘿蔔丁、青豆適量。
醬汁：日式香菇醬油 3大匙。

食材

乾蝦米清洗瀝乾；蛤蜊以少許水煮
到全開，取出蛤蜊肉，留蛤蜊水備

用；花枝乾煎、切小塊。

以少許油翻炒乾蝦米，散發香味即
起鍋。

白米洗淨瀝乾，混合蔬菜丁、乾蝦
米及蛤蜊水、醬汁，放進煮飯的電鍋

炊熟。

飯煮好續燜 25分鐘，撒上蛤蜊肉
及花枝，攪均勻即可食用。

週末好煮意

有湯萬事足

抗夏蔘雞湯
◎ 文 :米莉

一人份的蔘雞湯，看起來分量不多，但其實

吃完雞肉和糯米粥後，相當飽足。

食
材
嫩雞 600g、大蔥、鹽、胡椒粉
少許。

餡料：糯米 50g、新鮮人蔘 1根、
大蒜 2顆、紅棗 2顆、栗子 1顆。
高湯材料 : 水 2L、黃耆 1根、大
蒜 3顆、薑 1塊、白蘿蔔 50g、蔥
根 30g。

糯米泡水 3小時；高湯材料燉
煮 30分鐘。
餡料塞入雞肚密封；雞放入高
湯燉煮 1小時。
蔥花灑在雞上，以鹽、胡椒粉
調味即可。

想要煮出清爽的湯頭，須清除多

餘的脂肪，例如雞內臟與脂肪，

以及雞屁股與翅膀尾端。

作
法

秘
訣

韓 國 參 雞 湯

喜歡韓國美食的人對蔘雞湯應

不陌生，旅遊韓國也會將蔘雞湯列

為必吃之一。韓國蔘雞湯名店非

常多，四季都可以吃到美味的蔘雞

湯；而夏天吃蔘雞湯對韓國人而

言，除了一般養身目的，還有「以

熱治熱」的養生智慧。

中國民諺：「頭伏餃子，二伏

麵。」古人認為夏天吃熱麵出汗，

可導出體內暑熱，清除鬱熱和積

濕，改善體質。蔘雞湯是韓國傳統

料理，韓國人習慣在悶熱的夏天，

特別是三伏天時，吃碗熱蔘雞湯以

熱治熱，補充流失於汗水中的養分。

韓國人雖然喜歡吃辣，韓式蔘

雞湯的口味卻屬清淡，韓國人利用

食材天然的味道來豐富層次感；如

在雞肚中塞糯米，就可在燉煮過程

中，利用米飯增加雞湯的黏稠和自

然的甜味。同時，煮雞的高湯也是

用蔬菜熬煮而成。

經過細火慢燉，雞湯一上桌香

氣撲鼻。因作法天然，只要簡單

的調味即能突顯食材的美味，可

單用雞肉沾蘸鹽粒、胡椒吃，或者

剔除雞骨頭，將雞肉在鍋中攪散，

與糯米一起拌勻成人蔘雞粥，米

香、雞香、人蔘香，食樂無窮。

紅
棗

人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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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專屬的困擾

攝護腺又稱為前列腺，位於

膀胱的下面，環包著尿道，是男

性才有的專屬器官。當攝護腺腫

大到一定的程度後，就會擠壓膀

胱的出口與尿道，影響小便的通

暢。

攝護腺的大小往往會隨著

男性的年齡增加而增大。研究

發現，51 ～ 60 歲的男性約有

40 ～ 50% 有良性攝護腺肥大的

症狀，80 歲以上則超過 80%，

可見攝護腺肥大是男性常見的問

題。

攝護腺肥大造成的症狀

當攝護腺越來越腫大時，會

使尿道受到擠壓造成排尿困難，

小便滴滴答答，另一方面則會擠

壓膀胱，壓縮儲存尿液的空間，

是中、西醫藥聯合治療，都有不

錯的療效。

攝護腺肥大的原因與預防

造成攝護腺肥大的原因目前

尚不明確，研究發現可能與年

齡、肥胖、飲酒、高血壓、基

因、雄性激素，以及每日的牛

奶、肉類攝取量有關。

近年來，臺大醫院的研究證

實，茄紅素可有效改善男性攝護

腺肥大造成的排尿功能，接受研

究者在服用茄紅素第 4 週，排

尿功能便獲得改善，第 12 週時

效果則更加顯著。

綜合目前研究報告，增加運

動量、減肥或保持適當體重，以

及攝取茄紅素，是目前有效預防

攝護腺肥大的方法。

謝，能健腦明目；能利尿消腫。

玉米之莖葉可防癌，玉米果軸能

健脾利濕，治水氣病；玉米之根

葉煮湯，可治小便淋瀝、砂石疼

痛或產後虛汗，盜汗。

玉米醫膳

1. 心血管保健、養心安神：

玉米粒、番茄各適量，煮沸後加

牛奶、豆漿或香菜。

2. 失眠多夢：玉米、蓮子、

紅棗各適量，加雞肉煮湯。

3. 健腦：玉米、核桃等量，

加雞肉煮粥。

4. 高血壓：玉米、紅蘿蔔

各 1 ～ 2 根，山楂 1 兩，煮湯；

或是玉米、糙米各 1 兩煮湯，

也可取等量煮成粥。

5. 淨化血液：玉米炒腰果、

芹菜、蔥，各適量。

6. 降血糖、血脂：玉米、

苦瓜、白米各適量，煮粥。若嫌

苦，加點冰糖。

7. 預防近視：玉米炒紅蘿

蔔、鹹鴨蛋，各適量。

8. 眼睛乾澀：玉米、紅蘿

蔔、土豆、洋蔥、腰果、枸杞各

適量，煮湯，或加白米煮粥。

9. 乾咳：玉米、松子、百

合、白米各適量，煮粥。

10. 勞動傷害吐血：玉米 3
兩、花生外皮 5 錢，燉半斤五

花肉。

11. 健脾利溼、利尿：玉米

煮粥，加點鹽。

12. 健脾補氣：玉米、排骨

各適量，燉湯，可加蔥、薑。

13. 脾虛易泄：玉米、山藥

各適量，加紅棗 5 枚煮湯，或

加白米煮粥。

14. 健脾強胃：玉米、紅薯

等量，煮湯。

15. 養胃：玉米、白扁豆等

量，加木瓜適量，煮湯。

16. 增強體質：玉米、紅棗

各適量，煮成粥，粥成加豆漿。

17. 促進生長發育：玉米粒

炒松子、枸杞、豌豆，各適量。

18. 小兒食積：玉米粒、山

藥各 1 兩，雞內金 3 錢、山楂 5
錢、紅棗 5 枚，煮湯。

19. 養肝、促進膽汁分泌：

玉米製成膏狀。

20. 嬰兒腹瀉：玉米研磨成

碎狀，先煮成粥，發酵 2 天後

食用。

21. 腎病水腫合併高血壓：

玉米、白茅根各 1 兩，茶葉微

量，用沸水沖泡，當茶喝。

22. 慢性腎炎、食慾差：玉

米炒青椒，各適量。

23. 強腰腎：玉米炒蝦仁、

毛豆，各適量。

24. 養肝防老：玉米、松

子、枸杞、白米各適量，煮粥。

玉米小叮嚀

1.玉米發霉勿食，易致癌。

2. 玉米配合豆類、米、麵

同食，可提高營養成分。

3. 玉米勿作單一食物長期

食用，久食易生癩皮病。

4. 吃玉米，勿單與土豆同

食，澱粉太多易腹脹或腹瀉。

5. 玉米食用需細嚼慢嚥，一

次勿吃太多，易腹脹或腹瀉。吃

玉米腹脹，喝煮玉米的水可解脹。

男性

健康

不少年長的男

性有著頻尿和小便

不順的困擾，就

醫後才發現原來是

「攝護腺肥大」。

由於攝護腺增生，

造成尿道受到擠

壓，小便困難，滴滴

答答，雖然不會造

成太大的不適，卻

也總是令人困擾。

男性專屬又常見的困擾

——攝護腺肥大 夏天多吃粥有防暑功效。

（轉自《明慧醫道─情理法天》/
博大出版）

中醫

保健

攝護腺肥大的日常照護

生活中一些小習慣也有助於

改善攝護腺肥大的症狀，平時可

注意以下幾點：

1. 避免飲酒或攝取刺激性

的飲食，以及減少寒涼冰品，以

免刺激交感神經，導致症狀惡

化。

2. 每 日 喝 1500 ～ 2000c.
c. 的水，如果有夜間頻尿症狀，

晚上可減少飲水量，特別在睡前

2 小時盡量避免喝水。

3. 進行膀胱訓練，試著把 2
次排尿之間的時間拉長。

4. 做骨盆底收縮運動（凱

格爾運動），動作就像平常解小

便中途忽然憋住的動作，持續收

縮約 10 秒，再放鬆 10 秒，如

出現頻尿或夜尿的困惱。

一般症狀輕微者持續觀察即

可，但如果明顯影響排尿，就應

該進一步檢查治療。

攝護腺肥大的治療

50 歲以上的男性，當有頻

尿、夜尿增多、排尿費力等症狀

時，很有可能是攝護腺肥大造

成，可進一步到泌尿科檢查。目

前治療方面，以口服藥物治療為

優先，當藥物治療後症狀仍沒有

獲得改善時，可考慮其他治療，

如：攝護腺切除術、攝護腺雷射

手術或微波治療。

目前研究發現，中醫治療也

可使排尿困難的症狀獲得改善，

除了中藥內服，尚可配合針灸、

坐浴、臍貼、薰蒸等方法，抑或

質，調配適合的「生津元氣飲」

調養身體，身體和精神愈來愈

好。

慈濟醫院中醫內科主任戴有

志指出，由黨參、麥門冬和五

味子中藥調製而成的「生津元氣

飲」，具有補元氣、養陰生津、

提神解渴等功能，尤其對於需要

不斷講話、消耗元氣或大量出汗

的勞動工作者，飲後可以解渴、

補氣，對心律不整、缺鐵性貧血

等中醫辨證屬「氣陰兩虛」的疾

病，以及神經衰弱、低血壓、心

悸等症狀，也具有輔助療效。

他表示，中醫的理論認為

「汗為心之液」，出汗容易傷

陽、損氣，在酷熱的夏天或運動

流汗過後，一定要適當補充水

分，以補回元氣，市面上飲料種

類琳瑯滿目，手搖杯店家也四處

林立，許多人喝飲料補充水分，

反而喝進較多的糖和電解質。

戴有志提醒，市售飲料中的

成分，容易對脾胃產生不良刺

激，影響消化和食慾，不如飲用

中藥材調製的茶飲，生津止渴，

又保健養生。但不是每一種中藥

材都有其藥性及功效，針對不同

體質，藥材所需的分量及組成也

因人而異，務必先找專業的中醫

師診斷，再依個人體質及適應症

給予適切的茶飲處方，才有真正

的功效。

中醫生津元氣飲 抗暑解渴又補氣

（轉載自自由時報）

強精補陽的玉米

玉米性味甘淡平，入

胃、腎經。

生活中注意

一些小習慣

有助於改善

攝護腺肥大

的症狀。

夏天解暑多吃粥
吃粥是傳統的養生保

健方，荷葉粥、鮮藕粥、

綠豆粥、生蘆根粥等都能

防暑；取芥菜、白心番薯

適量，加入粳米中煮粥

食用，能解暑發汗；白菊

花、決明子各 15克和粳

米 60克、冰糖適量，煮

粥亦佳。

生活養生
小妙招

之一。玉米雌花穗為玉米鬚，可

作為藥用；未結果粒之嫩穗稱玉

米筍，可作為可口菜餚。

食用玉米有黃玉米（甜玉

米）、白玉米、糯玉米三種。玉

米的質量以苞葉青翠綠，玉米粒

飽滿而整齊，沒有缺米、凹陷、

破裂、未老者為佳。

玉米有蒸、煮、炒、烤、榨

油、爆米花、磨粉、作糊等多種

用途，而所榨之油營養豐富，易

為人體吸收，適宜心血管不良者

食用。用烈火炒老玉米粒，令開

花，為爆玉米花，民間用之代瓜

子、花生作為零嘴，亦是鄉間作

為款待貴賓之食品。此外，根據

古書記載，慈禧太后每天必喝一

碗玉米粥養生。

玉米功用

玉米性味甘淡平，入胃、腎

經。玉米能補脾健胃、開胃納食

與充飢；促進腸胃蠕動，減少毒

物對腸壁損害；軟化血管，預防

心血管疾病；有助於腦細胞代

此重複 15 次，每天一回，能強

化骨盆腔肌肉群的功能，有益泌

尿系統。

5. 便秘會壓迫攝護腺，可

多吃蔬菜、水果，預防便秘。

6. 多攝取茄紅素及含鋅食

物。茄紅素能預防前列腺疾病，

煮熟的番茄含有豐富的茄紅素。

另外，男性前列腺及精蟲中的鋅

含量極高，如能補充富含鋅的食

物，對前列腺的保養很有幫助，

如：牡蠣、南瓜子和黑芝麻，都

含有大量的鋅，特別是南瓜子中

還有一種被稱為男性荷爾蒙的活

性成分，可改善男性攝護腺所造

成的排尿障礙，適合每天吃。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玉米小籍

玉米屬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植

物，古名戎菽，由蜀人傳入中

土。果實表皮光滑如玉，故名玉

蜀黍。因原產地在南美洲，故墨

西哥有一位玉蜀黍女神。由於產

地多，故別名亦多，例如：玉高

粱、苞蘆、包穀、番麥、珍珠

玉、六穀等。為抗旱極強的作

物，可防饑荒、旱災，是世界

三大作物（小麥、稻米、玉米）

飲用中藥材調製

的茶飲，生津止渴，

又保健養生。

夏天容易流汗，豔陽下工作

更顯疲累，從事房屋修繕工程的

鍾某，經常揮汗施工，2 年前中

風後造成輕微肢體障礙，在復健

之餘，也請中醫師針對他的體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中 醫 保 健

◎  文：邱書昱

◎  文：張雅惠 民間妙方

◎  文：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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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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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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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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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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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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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曼麗回信曼麗夫人你好：

最近我好煩，在人際關係及

家庭愛情都遇到挫折，人際關係

與認識多年的同學撕破臉，開始

反省自己為什麼會被如此對待？

為何沒辦法和別人建立信任？愛

情方面，與男友長跑多年，本應

該結婚生小孩，但因為一直對婚

姻沒信心，也跟對方價值觀無法

達到共識而分手搬回家。

搬回家後想好好陪爸媽，但

輕熟女你好：人生不會總

是晴空萬裏，有時刮風、下雨

還打雷，讓人不禁慨歎「人生無

常」。但是，大自然也同樣告

訴我們，無論風再強、雨再大、

雷響多麼霹靂，一枝草一點露，

咬緊牙根，終究拚得陽光衝破烏

雲、彩虹高掛天邊的那一刻，而

在這其間陪伴我們的往往是孤

獨、自省、堅忍以及不放棄的精

神。

信中看起來，你對目前的生

活很洩氣，但是，你會鼓起勇氣

寫信給曼麗，代表你頑強抵抗挫

折的意志，我覺得這是熬過挫折

的第一步，接下來，我們要在這

份難得的孤獨時刻，緊抓生命的

養份，澆灌自己快要窒息的心

情。你知道嗎，萬事必有因由，

如果理清，才能在面對未來的人

生旅途，瀟灑大步邁向前方。

對於來自友情、愛情、家庭

的挫折，能不能給自己一個深度

反省思考的可能，問問自己，這

些人際關係的不順遂，是來自外

在人為的因素，還是自我看事情

的角度太絕對與侷限？譬如，當

一個人凡事以我為出發點去看待

一切人、事、物時，他可能因為

表面一件事情不利己，而否定或

逃避相關的人事。這樣的結果，

不會真的解決內心的困頓，只會

不斷積累夙怨，而像骨牌效應一

樣，讓自己的挫折感越來越大。

當然，曼麗不是要你茍同別

人，只是，如果朋友冷嘲熱諷是

事實，你可以選擇的是：善意理

解他們的笑話不是存心傷人，而

是不夠高明；或者和他們敬而遠

之、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這經

驗不會妨礙你熱愛人生，和其他

人交朋友的初衷。再如愛情，雙

胞胎都很難有完全相同的性格，

何況相愛的兩人。

所以價值觀不同是常態，很

難有「零爭吵」聖境，那麼如何

看待價值觀的不同？那便是用愛

的基礎來淡化衝突、多看對方的

優點，站在對方立場設想——

「沒人願意犯錯誤」、「他一定

也不好受」等。這樣，當你試著

用寬厚的標準看對方，便能對

於小小不言的「不一樣」或「遺

憾」釋懷。就算分手，也不會嚴

重到影響你對婚姻，甚至人生的

看法。

最後，就是家庭部分，「憂

鬱症」在醫學臨床上是一種疾

病。對於生病的母親，她的種種

反應是可以被預知和理解的。你

很難期望一個身心待修復的人，

表現超常安定的一面，除非她在

家人及醫療的雙向照顧機制下，

身心重獲健康。所以，這機緣安

排得巧妙，讓你在外面受了挫折

回家，一來你可以趁此讓自己喘

息和思考下一步，二來就近幫著

陪伴母親，分擔全家的壓力，也

算盡一份責任啊！

如果，你在人生看似挫折的

十字路口，縮小自我挫敗的感

受，給自己選擇正確的方向，你

便會像逆風飛翔的風箏，再次

翱翔在心靈自由的領空。母病

復原、愛神再度眷顧、新的友

情……等等，都將可能因為你的

改變而改變，加油！挺過去，更

美麗的人生在彩虹那端等候你！

挫折連連對人生失望

本文圖片來源：網絡

要想擁有健康，新鮮的空氣是重要的

條件之一。空氣淨化器能夠吸附、分解或

轉化各種空氣污染物，有效提高空氣清潔

度，提供給人們一個健康的呼吸環境，近

年來受到眾多消費者青睞。不過，空氣淨

化器的種類繁多，下面我們介紹一下選對

空氣淨化器的幾個要點。 文：林楓

室內空氣污染物的種類

室內空氣污染物一直作為「隱形殺

手」潛伏在各種建築物中，很多污染物

無色、無味，並持續不斷揮發，而且不

易徹底去除，是人們的「呼吸之痛」。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是一類重

要的室內空氣污染物，其中除了較難清

除的甲醛等醛類以外，常見的還有苯、

甲苯、二甲苯及三氯乙烯等，主要來源

於各種溶劑、黏合劑等化工產品。

燃燒產物也是空氣污染的源頭，其

中包括各種燃料、煙草、采暖等燃燒產

物；常見的細菌、病毒、黴菌等則屬於

室內生物污染物。此外，各種日常生活

用品也會釋放空氣污染物，如紫外線燈

照射產生的臭氧等。

空氣淨化器的四種類型

物理式過濾

物理式過濾主要以表面積較大的

活性炭、硅藻泥等物質，或高效濾網

（HEPA）過濾技術為代表，是一種最

安全且高效的過濾方式，不會帶來二次

污染。這種過濾方式主要是用風機將空

氣抽入機器，然後通過內置的濾網對空

氣進行過濾，能夠起到過濾粉塵、異

味、消毒等作用。但是它的缺點是存在

吸附飽和問題，使用一段時間之後，需

要更換濾芯。由於某些材料中的甲醛釋

放時間較長，可能會有幾年的時間，更

換過程會很繁瑣。

化學分解式過濾

化學分解式過濾主要以光觸媒技術

為代表，能分解部份有害氣體，有效淨

化空氣。優點是安全無毒無害、長期有

效、徹底避免二次反彈、二次污染，並

且起到殺菌防毒的效果。但光觸媒必須

依靠太陽光中紫外線的照射才能產生作

用，使用紫外線燈容易損壞且更換頻

繁，同時紫外線對人體、塑料有傷害。

而且使用的過程中會產生臭氧，臭氧會

危害人體的健康，使用時要遠離現場。

離子技術

離子技術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電離原

理，用金屬電極電離空氣，排出含有正

負離子的氣體，通過使空氣中的顆粒物

帶電，聚結形成較大顆粒而沉降。雖然

帶電粒子能夠讓污染物沉降，實際上並

未移除，只是附著於附近的表面上，很

容易再次飛揚到空氣中，造成二次污

染。

靜電吸附

利用高壓靜電形成的電場磁力，讓

隨空氣進來的灰塵和細菌都帶上正電

荷，然後被負電級吸附，達到淨化空氣

目的。缺點是對於甲醛等有害氣體，靜

電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

上述四種空氣淨化器中，最先推薦

大家選擇物理式過濾，雖然需要更換的

頻率比其他要多，但不會帶來任何二次

污染，相對來說比較安全可靠。

濾網的選擇

想要選到優質的空氣淨化器，代表

淨化能力的濾網是關鍵。空氣淨化器的

濾網等級越高，能過濾的顆粒物直徑越

小，淨化效果越好，但等級越高風阻和

噪聲越大，價格當然也就越貴。因為空

氣淨化器是循環過濾的，選購 H11 ～

H12 等級的就足夠家用了。一般空氣

淨化濾網都會標識更換週期，一定要記

得及時更換濾網。

空氣淨化器「2C」的含義
空 氣 淨 化 器 上 面 一 般 會 標 識

CADR 值和 CCM 值（簡稱「2C」）。

空氣潔淨量（CADR）越大的空

氣淨化器，淨化面積也越大，淨化循環

次數也越多，國際標準為一小時循環 5
次。選購時要考慮潔淨面積是否與房

間面積相匹配，一般來說，CADR*0.1
就是可淨化的範圍，才能夠達到預期的

潔淨效果。

累計淨化量（CCM）是指濾網的

整個生命週期裡能清除的污染物的總

量，也就是濾網的耐用程度。累計淨化

量是由濾網的濾紙面積和等級所決定

的，數值越高就代表著濾芯所能容納的

顆粒物越多，而且更耐用。

選購空氣淨化器時，只有上述兩個

數值都合乎標準，空氣淨化器的淨化效

率和淨化能力才又高又強。

怎樣選擇 
空氣淨化器
怎樣選擇 
空氣淨化器

清
新
空
氣

健
康
生
活

◎文：曼麗夫人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

中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情

的到來，婚姻的締結，與婚

後的柴米油鹽時，總有說不

完的橋段。如何在其中愛得

自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圓

滿，讓曼麗夫人陪您一同探

討現代男女情感世界中的難

題，讓愛的世界增添更多美

麗的傳奇！

 讀者來信

媽媽個性有輕度憂鬱症，不順她

意則沒好日子過，溝通無效，她

只覺得我們忤逆不聽話，責罵抱

怨讓我精神壓力達到極限。日子

常常是上班不開心，下班面對媽

媽的壓力更不開心，覺得自己的

人生沒意義希望。想找一個朋友

聊聊天卻也找不到，鬱悶流淚。

鼓起勇氣請曼麗夫人聽我說

說話的輕熟女

https://higgertylaw.ca/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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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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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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garychinese.com/yellowpage/main.php?type=2&id=441
谷歌博客：http://blessingswellness.blogspot.ca
微信公眾號：張碩博士班芙醫話（微信號：banffy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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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年寒窗習醫，8年從師磨礪，20餘年深研醫道，加
上數萬計的醫案剖析，永無止境的醫學探究，不斷造就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三：

【耳鳴 / 聽力障礙】一位患者耳鳴持續
15 年，嚴重影響睡眠及聽力。西醫測
評耳鳴程度達 7-8 級（最高 10 級），
經治療後無改善。轉至本門診，經二個
月治療，耳鳴降至0-1級。患者說：「耳
朵不吵了，能聽清手錶『滴答』聲了！」

病人反饋之四：

【過敏性鼻炎】一位患者過敏性鼻炎反
覆發作 3年，今年更甚，鼻塞，頭痛，
連續噴嚏流涕無法控制。經西醫治療無
效。轉至本門診，經 10 次治療後，鼻
腔充血、腫脹及過敏症狀消除，未復發。
他說：「終於能正常呼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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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singswellness.blogspo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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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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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255-5288
403-255-6009

電

話

弓河康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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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現在已經

正式承認新型冠狀病毒可以通過我們說

話、咳嗽或呼吸時發出的微小氣溶膠顆粒

在空氣中傳播。

許多國家和地方政府計畫在今年秋天

重新開放學校，如何阻止病毒在室內的空

氣傳播，這個問題更加緊迫。

減少該病毒的室內傳播的一個關鍵可

能是空氣流通，這包括使用窗戶以及已經

安裝在建築物中的空氣循環系統。

研究人員的發現

然而，一項新的研究得出結論，這些

系統可能能力有限，不能有效地把房間和

建築物空氣中的病毒移除。

該研究的研究人員還強調，如何設置

這些系統是一個關鍵因素。

有一些措施，專家說可能會有幫

助——且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或金錢。這

些措施包括增加室內的新鮮空氣量、升級

過濾器和正確佩戴口罩。

研究人員研究了 8 名無症狀的新冠

病毒攜帶者的氣溶膠運動，以及通風系統

和距離如何影響這種流動，測量了病毒如

何在室內空氣中傳播。

研究人員發現，良好的通風系統可以

過濾掉一些空氣中的病毒，但大部分攜帶

病毒的顆粒都留在了物體表面。

在一間教室裡，通風系統只過濾掉了

一位無症狀的老師講話 50 分鐘所產生的

氣溶膠的 10%。

部分原因是通風形成了渦流，氣溶膠

在其中陷入了旋轉循環。這使得這些氣溶

膠很難到達通風口排出房間。

明尼蘇達大學機械工程副教授、新研

究的作者之一洪家榮（音譯）博士說：

「我們從課堂模擬中發現，其實通風的位

置非常重要」。

洪說，空氣過濾系統最好放在儘可能

靠近產生氣溶膠最多的人——在教室裡，

通常是教師。

洪博士表示，不過一般來說，通風越

多越好。這可能是通過打開窗戶或在天花

板板上增加通風口。「為了降低風險，你

必須儘可能地增加通風處，」他指出。

他建議，如果有可能的話，可以在桌

子中間放置額外的空氣過濾裝置。

這些系統能否實施？

對於學校或企業來說，增加通風口或

過濾裝置——甚至打開窗戶——的可能性

有多大，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在流行病開始之前，許多學校都在預

算緊張和經費削減中掙扎。

對於許多企業來說，故事可能沒有什

麼不同。即使他們在大流行前做得很好，

現在看來許多人不太可能有足夠預算來進

行通風或過濾升級。

「學校必須弄清楚哪些措施是可行

的，」馬里蘭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機械工

程教授米塔爾博士說。米塔爾研究了新型

冠狀病毒如何在室內移動。

「這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通風不

是可以在現有建築中那麼容易改變的東

西，」他說。

他指出，目前的系統主要是為了舒適

和溫度控制而設計的，而不是為了阻止病

毒的傳播。

「我們完全重建暖通空調系統的機會

幾乎為零。……這是現實的情況，」米塔

爾說。（待續……）

如何應對冠狀病毒在室內的傳播（上）

重新開業 獨家提供

超值優惠！正在熱賣。

ALCATEL 1B
$90 $65*

LG K20
$110 $85*

* 需新開 $40/ 月及以上
數據、通話和短訊計劃，
並設定自動付款

*Offer available from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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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chell Luo)

Chatrmobile.com

	ABKZG_119_A1_NEWS
	ABKZG_119_A2_news
	ABKZG_119_A3_Advertisement-AnthemUnited
	ABKZG_119_A4_News
	ABKZG_119_A5_Canada
	ABKZG_119_A6_News
	ABKZG_119_A7_Finance
	ABKZG_119_A8_China
	ABKZG_119_A9_HKTW
	ABKZG_119_A10_Society
	ABKZG_119_A11_Forum
	ABKZG_119_A12_World
	ABKZG_119_B1_Business
	ABKZG_119_B2_Culture
	ABKZG_119_B3_Bilingual
	ABKZG_119_B4_Cosmos 
	ABKZG_119_B5_ Antiques
	ABKZG_119_B6_Education
	ABKZG_119_C1_CarNews
	ABKZG_119_C2_Entertainment
	ABKZG_119_C3_Food
	ABKZG_119_C4_Health
	ABKZG_119_C5_Life
	ABKZG_119_C6_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