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siontimescalgary.ca 聯繫電話:587-619-4229周四出版     卡爾加里版   

V I S I O N    T I M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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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0期     2020年8月20日—8月26日      庚子年七月初二至七月初八

食品價格上漲 中國封禁吃播秀
Eating Shows Banned in China as 
Food Price Surges

A7蘇格拉底的智慧
The Wisdom of Socrates

數字貨幣在中國
大規模推行

師楊 Yang Shi

微信：yangshi0323

從 心 出 發， 為 愛 築 家

403-390-7080

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yangshihomes.com

B3A4 財經評析：
中概股退市危機B1雙語報導

English or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8月17日，美國總統川

普宣布，再度加緊制裁中國

電信設備商華為。美國商務

部同日宣布，將會切斷華為

獲取商用晶元的渠道，祭出

極嚴格的封殺措施。業界分

析，此舉直擊華為生產智慧

型手機和基地臺等核心產

品的能力，將給華為帶來致

命打擊。

8 月 17 日， 川 普 在 接 受

「Fox&Friends」採訪時說，華

為能夠通過使用它們設備的電

信系統「監視我們」，「他們知

道我們過去在做的一切事宜。

華為確實是，我說的『間諜為』

（Spy-wei）。」川普說，「他們

監視我們的國家。這是非常複雜

的東西。你有微晶元，你有一些

你眼睛看不到的東西。而他們從

事間諜活動。」

Charles Yang
銷售顧問（國/ 粵 / 英語）

電話：403-650-8382
Cyang@ southpointetoyota.com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英）

Tel：403-365-4532
Cell：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0%廠家現金返贈
優惠高達
$10,000
—確保 $1000* 每輛豐田車 *

超級紅牌豐田銷售活動
紅牌日到來！！ 最大銷售活動！

0%每輛豐田車 * 廠家優惠加現金返贈
高達 $10,000*

所有還貸推遲到 2021 年 OAC*！
休息一下！

每輛售出的車
贈送雪胎或 $1,000 免費汽油！*

DON’T MISS THIS EVENT – ENDS AUGUST 22ND AT 6PM – YOUR WAIT IS OVER AS
RED TAG DAYS ARE FINALLY HERE – BEST TIME TO BUY A TOYOTA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403.567.8888 11500-35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SOUTHPOINTETOYOTA.COM
TODAY 9-8 – SALE ENDS AUGUST 22ND AT 6PM

0%
ON EVERY
TOYOTA*

FACTORY
CASH BACK
INCENTIVES

UP TO $10,000
– GUARANTEED

$1000*

THE BIG RED TOYOTA EVENT

on every Toyota*0%

All finance payments deferred
to 2021 OAC*! Take a break!

Factory Incentives and cash back

up to $10,000*
Free winter tires or $1,000
free fuel with every sale!*

2020 COROLLA LE
LOADED

2020 TOYOTA HIGHLANDER LE

LOADED AWD V6

2020 COROLLA SE
HATCHBACK

2020 TOYOTA TACOMA SR
V6 4WD

$$$$$$1,988
DOWNDOWN

AND LEASEAND LEASE
FOR ONLYFOR ONLY$$$$$$108 BI WEEKLYBI WEEKLY**

ATAT1.69%1.1.1.696969%%%%
OACOAC 0%%%%%% AND NOANDANDAND NONO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3,888
DOWNDOWN

AND LEASEAND LEASE
FOR ONLYFOR ONLY$$$$$$238 BI WEEKLYBI WEEKLY**

ATAT5.99%5.5.5.5.99999999%%%%
OACOAC 0%%%%%% AND NOANDANDAND NONO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UNTIL 2021

OR

$$$$$$1,988
DOWNDOWN

AND LEASEAND LEASE
FOR ONLYFOR ONLY$$$$$$129 BI WEEKLYBI WEEKLY**

ATAT2.99%2.2.2.999999%%%%
OACOAC 0%%%%%% AND NOANDANDAND NONO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3,888
DOWNDOWN

AND LEASEAND LEASE
FOR ONLYFOR ONLY$$$$$$178 BI WEEKLYBI WEEKLY**

ATAT3.99%3.3.3.3.99999999%%%%
OACOAC 0%%%%%% AND NOANDANDAND NONO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2020 TOYOTA RAV4 LE
AWD

$$$$$$2,888
DOWNDOWN

AND LEASEAND LEASE
FOR ONLYFOR ONLY$$$$$$166 BI WEEKLYBI WEEKLY**

ATAT4.99%4.4.4.999999%%%%
OACOAC 0%%%%%% AND NOANDANDAND NONO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2020 SIENNA
V6 LOADED

$$$$$$2,888
DOWNDOWN

AND LEASEAND LEASE
FOR ONLYFOR ONLY$$$$$$196 BI WEEKLYBI WEEKLY**

ATAT3.49%3.3.3.494949%%%%
OACOAC 0%%%%%% AND NOANDANDAND NONO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Red Tag Days are here!! Biggest Event Now!

首付

加租賃
僅

雙周利率 * 
無需付款
直到

并且

DON’T MISS THIS EVENT – ENDS AUGUST 22ND AT 6PM – YOUR WAIT IS OVER AS
RED TAG DAYS ARE FINALLY HERE – BEST TIME TO BUY A TOYOTA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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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租賃
僅

雙周利率 * 
無需付款
直到

并且

早 9 點 ~ 晚 8 點   優惠活動截至：8 月 22 日晚 6 點

SOUTHPOINTETOYOTA.COM
不要錯過這次活動 - 8 月 22 日晚 6 點結束 - 紅牌日來了 - 無需再等 , 這是買豐田的最佳時機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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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403.567.8888 11500-35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403.567.8888 11500-35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403.567.8888 11500-35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403.567.8888 11500-35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新禁令彌合技術漏洞

今年 5 月，美國發布了華為

使用美國晶元技術的禁令，但依

然存在漏洞。商務部長羅斯表示

說：「5 月 20 日，我們發布了一

項命令，禁止在華為設計晶元過

程中使用美國技術。這令他們採

取了一些迴避措施，正在通過第

三方進行。」其中一大漏洞是，

華為可以從台灣的聯發科購買關

鍵 5G 智能手機組件，這些組件

由台積電代工。

8 月 17 日羅斯說：「新規則

明確規定，禁止華為使用任何美

國軟體或美國製造設備進行產品

製造活動，並須先獲得美國商務

部的許可證。」也就是說，任何

以美國技術或軟體為基礎的外國

產品被禁止向華為（以及被列入

黑名單的華為實體）出售，即使

華為及其相關實體作為中間供應

商也被禁止。（下轉 A2）

僅3份免費
超出每份$2

付款：(587)619-4229

Extra Each $2
3 Copies Free

To pay: (587)619-4229

禁止偷報 違者送官究治
No Theft or Vandalism
Offenders Will Be 
Brought To Justice

限華為限華為
美升級禁令美升級禁令
U.S. ESCALATESU.S. ESCALATES
SANCTIONSSANCTIONS ON  ON 
HUAWEIHUAWEI

  On August 17, US President 
Trump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once again step up sanctions 
against Huawei. The U.S. Depart-
ment of Commerce announced on 
the same day that it would cut off 
Huawei’s channels for obtaining 
commercial silicon wafers and will 
use extremely strict sanctions. 
  In an interview with “Fox & 
Friends” on August 17, Trump said 
that Huawei was able to “spy on us” 
through the telecom systems that 
use their equipment and that “they 
know everything that we’ve been 
doing in the past. Huawei is really 
‘Spy-wei’.” 
  In May, the US issued a ban on 
Huawei’s use of U.S. silicon wafer 
technology, but loopholes remain. 
However one big loophole, for ex-
ample, is that Huawei can buy key 
5G smartphone components made 
by TSMC from Taiwan’s Medi-
aTek. The Aug. 17 ban explicitly 
“prohibits Huawei from using any 
U.S. software or U.S.-manufactured 
equipment for product manufactur-
ing activities.
  This means that Huawei’s use of 
US wafer technology and software 
are subject to the Export Adminis-
tration Regulations (EAR) license. 
Huawei’s attempt to circumvent the 
regulations to obtain access to the 
development or production of elec-
tronic components using US tech-
nology is blocked.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Donald Lee

https://yangshihomes.com
https://www.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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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2） 這 意 味 著， 華

為公司使用美國晶元技術和軟

體必須受到《美國出口管理條

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AR）許可證的

約束。這樣一來，華為可以繞

過該條例管制以獲取使用美國

技術開發或生產電子組件的途

徑再被阻截。

隨著晶元製造變得越來越

複雜，只有 Cadence 和新思科

技這兩家世界頂級廠商能夠提

供先進晶元生產所需的端對端

解決方案。儘管華為在其電腦

中仍然存在舊版本的晶元設計

工具，但如果沒這些美國公司

的更新和支持，解決任何可能

出現的技術問題都需要更長的

時間，也要相當困難。

美商務部擴大黑名單

17 日，美國商務部官方網

站發布一項新的禁令，把華為

旗下分布在全球 21 個國家的

38 家附屬公司列入美國出口限

制的「實體清單」中。

新增的 38 個華為分支機

構主要與華為雲計算有關，包

括：華為雲計算技術和烏蘭察

布雲計算技術，北京、大連、

廣州、貴陽、香港、上海、深

圳等地的華為雲，華為蘇州、

德國慕尼黑開放實驗室以及荷

蘭、俄羅斯、秘魯、南非、新

加坡、瑞士、泰國、土耳其、

迪拜和英國等分支機構。

自 2019 年 5 月， 美 國 首

次將華為列入黑名單以來，華

為的事業已經受到重創。到現

在，被列入黑名單的華為實體

總數已增至 152 家。

業界：禁令會殺了華為

彭博社專欄作家庫潘（Tim 
Culpan）8 月 18 日刊文認為這

對華為來說，是核彈級禁令。

美國政治風險顧問公司歐

亞集團（Eurasia Group）8 月

17 日發布的報告指出，華為一

直在儲備晶片，這有可能讓華

為繼續經營其業務，但華為的

儲備量不太可能維持超過 1 年

的消耗，新的禁令將會對華為

造成「致命打擊」。

《華盛頓郵報》引述一名業

界人士的分析稱，目前的所有

半導體晶元都包含美國技術，

新規定等同世界上任何人製造

的晶元，都將因此受限，「這會

殺了華為」。

台灣東吳大學企管系兼任

講師林修民表示，華為會因美

國打擊而「一沉到底」。他解

釋說，過去 20 幾年來華為從一

個無名小卒，越偷越多，偷到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侵入基地

台電信的這個領域。在 4G 時

代華為還相對落後，但是到 5G
部署就要超前。林修民說，現

代戰爭主打的是通訊戰，如果

對手對你的動向和情報瞭如指

掌，這個仗已經不用打了。他

說：「通訊的領域在各國國安單

位，都是不能被碰觸的。華為

本身就是解放軍體系出來的，

他掌控電信就能威脅各國的國

家安全。」

美國務院支持限制華為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商務

部限制華為的最新行動表示讚

賞，他在一份聲明中說：「川普

政府看清了華為的本質，那就

是中共監控國家的一個武器，

我們已經採取了相應的行動。」

聲明還說：「我們不會容忍中共

破壞我們公民的隱私、我們企

業的知識產權，或全球 5G 基礎

設施的完整性。」

美國已多次對盟友表態

說，如果他們決定在 5G 網絡中

使用華為設備，美國將不得不

停止跟他們分享情報。目前，

已有很多國家表態棄用華為，

例如上月，本來堅持不棄用華

為的英國的態度也出現逆轉，

並出台政策，計畫在 2027 年之

前淘汰並替換其網絡中的華為

設備。

華為「印鈔機」 
事業遭重挫

據 CNBC 報導，華為的核

心產品，如智慧型手機和筆記

型電腦等，在 2019 年的銷售額

約達 669.3 億美元，佔華為總

營收超過 54%。

國際數據公司 (IDC) 研究

經理高鴻翔指出，美國用禁令

就把華為從低階到高階的手機

晶元供應鏈完全阻斷，這相當

於未來，華為只能向本土的半

導體晶元公司調貨，但中國的

半導體業嚴重落後美國，就算

買得到，也不好用。

研究指出，一旦庫存的手

機晶元用迄，華為全球市場佔

有率第一、有「印鈔機」之稱的

手機業務可能就此結束。

北京押寶美國大選

對北京來說，或許美國大

選是改變包括華為在內的命運

的機會。日前，美國國家情報

總監拉特克利夫表示，「在經

濟、軍事和技術上，中共對美

國構成的國家安全威脅比其它

任何國家都要大，包括影響和

干預選舉的威脅。」

美 國 國 家 反 情 報 和 安

全 中 心 主 任 埃 瓦 尼 納（Bill 
Evanina）表示，北京希望川普

選舉失利，換上對華態度較溫

和的民主黨候選人拜登，這樣

中共就可以重塑對美政策。

    As chip manufacturing becomes 
more complex, only two of the 
world’s top vendors, Cadence and 
Synopsys, can provide the end-to-
end solutions needed for advanced 
chip production. Although Huawei 
still has older versions of chip design 
tools in its computers, without the up-
dates and support of these American 
companies, it will take longer and i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o solve techni-
cal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On the same day, the U.S. Depart-
ment of Commerce released a new 
ban on Huawei’s 38 affiliates in 21 
countries of U.S. export restrictions. 
They are mainly related to Huawei 
Cloud Computing. So far, the total 
number of Huawei entities blacklist-
ed has increased to 152.
  The “Washington Post” quoted an 
industry insider’s analysis as saying 
that all current semiconductor wafers 
contain American technology, so the 
new regulations will apply to wafers 
made by anyone in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will be restricted. “This will 
end Huawei.” 
Lin Xiumin, the adjunct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
istration at Taiwan Soochow Uni-
versity said, “The main battle is the 
communications war.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should 
not touched by a country’s national 
security unit. Huawei itself is a part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ys-
tem, and if it controls telecommuni-
cations, it can threat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all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so stated to 
its allies many times that if they use 
Huawei equipment in 5G network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o stop 
sharing intelligence with them. Re-
cently, the UK has also reversed its 
stance on Huawei and said that it will 
phase out and replace Huawei equip-
ment in its network by 2027.
  For Beijing, perhaps the U.S. elec-
tion is an opportunity to change the 
fortune of Huawei. Recently, U.S. 
Director Ratcliffe of National Intelli-
gence said, “Economically, militarily 
and technologically, the CCP poses a 
greater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this threat includes influencing and 
interfering in elections.”
Bill Evanina, director of the U.S.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
curity Center, said Beijing hopes that 
Trump loses the election so the CCP 
can reshape U.S. policy.

限華為 美升級禁令

被指違反國安法拘捕的香港年輕人。（中央社） 攝影：龐大偉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校� Hamptons 豪�  ��高爾夫球場
獨立�層屋 3107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
�高爾夫球場 , ��敵�景 , 建於 2007 年 , 光猛開
陽 , ��一� , �屋頂 , 中� �� , 土庫���裝
置 , 客��家庭����層高 , 主層實木��磚�
� ,4+2 ��加主層
書� 4.5 浴廁� $1,1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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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Evanston 豪�  ��學校���
豪�獨立�層屋 2541 呎 , 建於 2014 年 , ��
一� , 主層�實木�� , 廚�不�鋼家� , 大理
石檯面 ,Bonus Room 設計�拱形天� , 主人
�� 5 件裝�套 ( 浴� + 獨立沐浴 ),3 �� ,2.5
浴廁 , ��學校 , ��
��車站 , �勿錯� ! $609,900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二 � 2 � �,2 浴 廁 栢 文 � � , � � 景 ,
建於 2008 年,開放式設計,��一�,
包一�下停車位,�� 學 校 , � � , � 場
(Tim Hortons,Save on Food 超 市 ) �
�車站� $21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下停車位

新
上
市

獨 立 � 層 屋 1 6 9 8 呎 , 面 朝 � 立 小 學 �
� � , 建 於 1 9 9 7 年 ,主 層 鋪 實 木 � � ,
� 中 � � � , B o n u s  r o o m � 拱 形 天
� � 壁 爐 ,3 � � 2 . 5 浴 廁 , � 院 向 東 ,
光 猛 開 陽 � $419,900

西北 Citadel  面朝學校���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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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 Kingsland �大 55 呎�皮

新
上
市

5 � 2 �� , 2 浴廁栢文�� ,763 呎 , 建
於 1990 年,單位向南光猛開陽 , ��油漆 ,
�氈��磚�� , ��一� , �� , 晚� ,
買���,�在咫尺 , ���� , �車站 ,
�場�市中心 ,
交�方便� $175,000

唐人街 Chinatown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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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orama Hills  ��高爾夫球場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277 呎 , ��向西南 , 光猛開陽 , 建於 2007
年 , ��一� , �屋一樣 , 主層��高 9 呎 , �層�實木
��磚�� , 廚�不�鋼家� , 大理石檯面 ,Bonus 設計
�拱形天� , 主人�� 5 件裝�套 ( 浴� + 獨立沐浴 ),3
�� , 2.5 浴廁 , ��學校 ,
����車站 , �勿錯� ! $499,900

東南 New Brighton �學校���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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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層 城 市 屋 (Townhouse),1228 呎 ,W/
O 土 庫 , � � 天 � �林 , � �� � 景 , 建
於 2014 年,主 層� � 高 9 呎 , � 木 廚�
�大 理 石 檯 面 ,3 � � 2.5 浴 廁 , � � 單
車�,����,�
場��車站� $349,900

西北 Sage Hill ��天��林

新
上
市

�層城市屋 (Townhouse)1137 呎 , 由�
� 建 � � Morrison Homes 建 於 2014
年 , � � 一 � , �屋 一 樣 , 主 層� � 高 9
呎 , 石 � 檯 面 ,3 � � 2.5 浴 廁 , � � 單
車�,���� ,
�場��車站� $299,900

西北 Sage Hill  ��一樣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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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Panorama Hills ��小學�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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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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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Rocky Ridge �屋大量翻�

開放日

�碼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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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左）7月訪問英國後，英國首相約翰遜（右）早前表示將在2027年前淘汰華為設備。(Getty Images)

右圖為廣東東莞的華為生產線。（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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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T US TODAY
GOODWINBYANTHEM.COM

PRESENTATION CENTRE
147 - 857 BELMONT DRIVE SW
403.266.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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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 CONDO FEES 
FOR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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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U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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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 SUNDAY 12-5PM
OR BY PRIVATE APPOINTMENT

FREE CONDO FEES 
FOR 1 YEAR

房屋貸款每月

起*$799

免物業費長達1年

2-3 臥室 + 書房的鎮屋 展銷中心

周一 ~ 周三：

周六、周日：

或私人預約

今天就來參觀吧

$304,900 起

在 BELMONT 社區

https://goodwinbyanthem.com/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4 看時事 News 第 120 期     2020 年 8 月 20 日—8 月 26 日    

【看 中 國 訊】在 微 信 及

TikTok 涉安全問題被美國、印

度等國封堵之際，近期又再度曝

微信、海外版 WeChat 監視海

內外民眾問題。據旅美民主人士

耿冠軍向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表

示，相關監控直接導致一名在中

國山西的微信用戶高志剛入獄，

起因是高志剛使用微信轉發一段

視頻給他，隨後就被控「尋釁滋

事」，並遭拘禁長達十個月，日

前遭剛獲釋。對此現象，通訊業

內人士已反覆警告，監視所有的

使用者已經是中國境內的通訊及

應用程式的基本功能，原因當然

是來自北京政府的要求。

法庭檔案顯示，中國大陸網

管及宣傳部門直接監視微信使用

者，公安會再以大資料面容技術

來認定海外民運人士的身份。

針對此事，高志剛向自由亞

洲電臺記者證實，他因在去年轉

發了一段涉及「全民共振」內容

的視頻給幾個朋友後，就被被拘

禁長達十個月。

高志剛表示，自己在轉發視

頻時並沒有太在意，甚至不曾想

起自己曾轉發過給身在美國的朋

友，而且他後來也刪除了手機上

的微信，但沒有想到這些本來就

都只是朋友之間私下交流的私密

內容，卻都已經在警方的掌控中

了，更不曾想到自己居然會因此

獲罪。

高志剛表示，「就轉發了一

條，抓了以後先是行政拘留 10
天，然後他中間就審訊我，然

後第八天的時候轉到刑事拘留

所了，然後一直等待就 10 個月

了，判了。就是『尋釁滋事』。

他們提供的截屏不是我的，我當

時發了以後就刪除了。對方那個

人，他一直就被另一個派出所監

控著了。他說你發了好幾個，讓

我隨便說幾個，我說沒有。最後

在檢察院的起訴書裡寫的，是發

給了耿冠軍，還有前頭的那個

人。他進那個騰訊的後臺了，就

那樣就把你弄了。」

耿冠軍向記者表示，當時收

到視頻後並未在意，而且也從未

點開，但不久就發現高志剛失聯

了，直至高志剛近日現身，他才

得知其中原委，同時也從高志剛

的口中知道了北京當局通過大資

料將他鎖定為境外民運份子。

高志剛强調，起訴書內容印

證了中國網絡管控及宣傳部門針

對微信的使用者實施著監視。

耿冠軍表示：「關於『全民

共振』的，當時我很忙，從來就

沒有點開過這個視頻。然後他

就被以『尋釁滋事』罪關了幾個

月。前幾天剛出來，出來後他就

把判決書發給我了。判決書上顯

示的，說這個輿情這個部門他們

給出了一個證明或者說明，還有

太原公安局給出的我的身份證

明。他們那個判決書上叫視頻對

端身份認定，它把我認定為境外

民運份子。」

在此之前，騰訊方面公開宣

稱，海外用戶所使用的 WeChat
跟中國國內用戶使用的微信是不

一樣的，但該案顯示，高志剛發

給在美人士耿冠軍的相關細節，

都被太原警方掌握，並作為官方

指控高志剛的直接證據。

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多次嘗試

聯絡辦理高志剛案件的太原市迎

澤區公安分局，但該分局拒絕接

聽電話。至於辦理此案的迎澤區

檢察院，同樣沒有回應記者的採

訪請求，而微信客服的電話及騰

訊媒體辦公室電話的分機，則是

一直無法撥通。

曾擔任華為南京研究院大資

料工程師的金淳明確向記者表

示，所有的中國通訊公司及網絡

企業，都必須要承擔監視監控民

眾的基本職能，以利官方針對社

會進行全面管控。此外，任何企

業面對官方提取資料的要求，都

不會、也不敢進行反抗，否則反

抗的企業根本無法存活。

中國警察網 2019 年 4 月

25 日報導，當日，公安部新聞

宣傳局跟字節跳動戰略合作簽約

暨全國公安新媒體矩陣入駐今日

頭條、抖音儀式在京舉行。報導

稱，「積極推動全媒體時代公安

媒體融合發展，充分運用新技術

新平臺新應用」，媒體「還加強

與公安業務深度合作，共同策劃

線下活動。」

依據公開報導的消息顯示，

至少已經有 60 多名線民因使用

微博、微信及博客等網路平臺發

表言論或是只是進行轉發而被官

方帶走，不少人甚至是被判刑。

微信私聊竟被拘禁10個月

Lines from a famous Chinese 
poem, “Who knows that every 

grain of food in a dish is hard 
work”, has recently appeared in 
instruction from China’s top lead-
er Xi Jinp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popular online “eating Shows” 
have been heavily criticiz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edia 
stating that it is a deception to con-
sumers and a waste of food. This 
resulted in many of these “eating 
shows” being removed from the 
Internet.

 Although the Chinese Commun-
ist Party has long proclaimed that 
there is “abundant production and 
abundant harvest for years on end,” 
many farmers are worried about 
this year’s harvest due to the re-
cent floods and disasters that have 
affected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China, particularly in the Yang-
tze River basin. These decreased 
crop yields have also made ordin-
ary Chinese citizens feel that a food 
crisis may be on the horizon.

 On July 27, Chinese Vice Pre-
mier Hu Chunhua presided over a 
meeting on food security, asking 
provincial governors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in their respective 
provinces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no mishap in national food secur-
ity.” Now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repeatedly emphasized “food 
security,” highlighting the looming 
problem of China’s severe food 
supply shortage. 

 In May, China’s Grain and Ma-
terial Reserve Bureau claimed that 
China’s grain stocks could meet its 
needs for more than a year. How-
ever, videos circulated online ex-
posed grains were rotten in some of 
the warehouses. Instead of ordering 
an investigation to the situation, 
the China National Grain Reserve 
issued immediately an order that 
no outsiders can bring cell phones 
into the warehouse and no one is 
allowed to take photos or videos 
from the warehouses.

 Some Chinese media reports that 
when grain silos are inspected, 

they often break out in strange 
fires, making it impossible for in-
vestigators to find evidence of silo 
management.

 And this pattern exists in most of 
China’s national granaries.

 Moreover, since June severe 
floods have spread at an alarming 
rate, with Chinese brokerage firm 
Shen Wan Hongyuan estimating in 
mid-July that about 5% of China’s 
rice-producing farmland has been 
damaged. China could lose 11.2 
million tons worth of food so far 
this year. Additionally,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data from China’s Min-
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the total area of damaged farmland 
has almost doubled since mid-July 
as the provinces mainly impacted 

by the flood are China’s grain-pro-
ducing provinces in the broad-
er Yangtze River basin such as 
Jiangxi and Anhui, which accounts 
for 70% of the country’s rice pro-
duction. 

 While China suffered from snow, 
hail throughout June and July, and 
heavy rainfall are still persisting 
in Southern China, local farmer 
who grows corn in Liaoning prov-
ince, told Radio Free Asia that de-
spite flooding in Southern China, 
“this year the northeast is just in a 
drought, it doesn’t rain at all”, 

 In addition, African swine fever 
is still devastating to China’s pork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data 
shown in state media “Xinhua”, 
the price of pork rose 86% year 
on year. According to Panjiva, the 
supply chain research division of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product exports from the U.S. to 
China rose 135 percent in June 
from a year earlier. Some pork pro-
cessors also increased shipments to 
China by more than 1,000%.

 Not only pork and grains, but a 
7.9 percent rise was seen in fresh 
vegetables and a 4.7 percent price 
increase in aquatic products. The 
wholesale price of eggs also in-
creased by 33% from 6.26 RMB 

per kilogram to 8.33 RMB per kilo-
gram from June to Ju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edia 
have changed the direction of their 
usual motto of quote “abundant 
production and sufficient stocks 
year after year” to “alarming and 
heartbreaking food and beverage 
waste”. Since then, Wuhan Restau-
rant Association immediately took 
action by implementing the “N-1 
ordering mode” in restaurants. That 
is, 10 guests can only order a 9-per-
son portion of the dish; for less 
than 3 customers, half or a small 
portion of food. It was followed by 
restaurant associations in Henan 
and Hubei province.
 
 A high-profile Chinese govern-
ment magazine, Half Moon Talks, 
also criticized “eating broadcast 
shows” on August 12. News also 
broke out that the Chinese plat-
forms have begun to ban and 
regulate popular “eating shows”. 
Searches found that eating shows 
accounts no longer show their 
content of the food broadcasts. In 
addition, popular video apps such 
as TikTok, when searches for “eat-
ing show”, “competitive eater” 
and other similar keywords, only 
“civilized eating podcast, cherish 
food” and other related reminders 
will show now.

Eating Shows Banned in China as Food Price Surges英文報導  English Report

看

$534,900$534,900
248 Hawkhill Pl.NW 五臥室
雙車庫，靠近綠地，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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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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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Hawkhill Pl.NW 五臥室
雙車庫，靠近綠地，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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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價！

陳慧琳 Cathy

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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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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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出售

707-10 Brentwood CM NW 位於大學
區，陽光充足的雙臥室雙浴室地
暖公寓，地下停車位和儲物間

$335,000$335,000

新
上
市

$465,000
1408 Northmount Dr.NW
西北區三臥室靠近大學，
醫院和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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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900

$465,000$465,000$465,000$465,000

468 Rainbow Falls Way, Chestermere
四臥室雙車庫，一樓硬木地板，

$469,900$469,900$469,900$46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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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價！

www.cathychen.cawww.cathychen.ca

【看中國訊】因涉嫌為中共

從事間諜活動，竊取美國政府機

密文件，前中央情報局（CIA）

一名華裔官員亞歷山大．馬

（Alexander Yuk Ching Ma，
馬玉清，音譯）被捕。如果馬

玉清罪名成立，可能面臨最高刑

期終身監禁。

8 月 17 日，美國司法部官

方發布公告稱，67 歲的馬玉清

是前 CIA 的一名官員，於 2020
年 8 月 14 日被捕，他被指控與

一名同樣曾是 CIA 官員的親戚

同謀，為中共政府竊取美國最高

機密文件。

根據法院文件顯示，馬玉清

是在香港出生的美國籍居民。從

1982 年開始為 CIA 工作，擁有

獲得最高機密的許可，也簽署了

許多保密協議，包括確認他在

CIA 任職期間負責保護美國政

府機密的責任。 1989 年，馬玉

清離開 CIA，前往中國大陸上

海工作。 2001 年定居夏威夷。

負責美國國家安全的司法部

長助理 John C.Demers 說：「追

查中共間諜活動的路還很長，令

人擔憂的是他們收買了前美國情

報人員，導致他們背叛其自由民

主價值觀，以行動來支持一個

專制的共產主義政權。」德默斯

稱，美國政府終會將這些叛徒繩

之以法。而對於中方，這些人只

是可隨意抛棄的棋子。

食品價格上漲 中國封禁吃播秀

（圖片來源：自由亞洲電臺）

涉竊取機密
前CIA華裔官員被捕

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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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中 國 訊】位 於 Springbank 的

Harmony 社區是第一個臨湖社區，開發

商最近宣布將有兩項康樂設施落成，分別

是南湖康樂大樓及冒險公園。

南湖康樂大樓將從這周開始工程，

並預計在 12 月完成。大樓將座落於南

湖灘岸東門處，並設有更衣室、洗手

間、戶外淋浴間、會所入口亭及單車停

放處。

Harmony 社 區 業 主 協 會 管 理 員

Vanessa Jollimore 說，這將是一個令人

興奮的新增設施，明年夏天居們民就能在

社區中體驗湖邊及湖上活動，度過難忘的

夏天。

此外，開發團隊也將建設冒險公園，

這座設施將與未來的湖灘俱樂部相輔相

成，分 3 年建設。階段一預料在今年冬

天先建成，將提供四季不同的玩樂活動。

例如溫暖季節時可以玩排球、土坡賽道、

平滑賽道等；冬天則可以玩滑冰和雪橇，

另外還有一個全季節開放的不用牽繩的寵

物公園。

住在 Harmony 的家庭將享受到活躍

豐富的休閒生活，在社區一小時車程範

圍內還有一個 40 英畝的淡水湖、湖灘及

Mickelson 國家高爾夫球俱樂部、森林步

道和遊樂場。

Harmony 社區提供多種戶型，包括

Birch 系列多戶型連排鎮屋（47 萬起）、

帶地獨立住宅（58 萬起）、Aspen 系列

後置車庫獨立屋（70 萬初起）、Willow
系列別墅（70 萬末起）、Tamarack 高級

別墅（100 萬起）、Edgewater 臨湖高級

別墅（140 萬起）。

請登陸 liveinharmony.ca 了解更多

信息，或在周一至周三下午 2 點至 8 點、

周六周日及節假日中午至下午 5 點實地

參觀。

【看中國訊】8 月 17 日，加拿大財政

部長莫紐（Bill Morneau）在渥太華的新

聞發布會上宣布辭職。莫紐還表示，他也

不會尋求連任國會議員。

8 月 18 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渥

太華宣布任命副總理方慧蘭擔任財政部

長，他同時經由總督帕耶特批准，宣布國

會休會。方慧蘭隨後宣誓就職，成為加拿

大首位女財長。方慧蘭的任務是重振加拿

大因疫情而受重創的經濟，她將面對加拿

大因避免疫期驚人失業實施緊急救助金計

畫帶來的 3,430 億元的赤字，這是自二戰

以來加拿大最大的赤字。據悉，方慧蘭仍

將繼續擔任副總理職位，但將會把處理聯

邦政府與各省關係的職責移交女王樞密院

主席勒布朗（Dominic LeBlanc）。
莫紐已經擔任財長 5 年。雖然莫紐

表示，他的辭職不是因為 WE 慈善的醜

聞，但反對黨建議特魯多也應該辭職，因

為他自己的家人和 WE 也有關聯。莫紐

堅稱，離開是他自己的決定，而不是特魯

多因為兩人之間的政策緊張矛盾而對他施

壓的結果。

6 月 25 日， 聯 邦 政 府 宣 布 9.12

億元的加拿大學生服務補助金計畫

（CSSG），並將該計畫授予 WE 獨家代

理。據《環球郵報》報導，聯邦政府與

WE 的這份獨家合同，使 WE 可以在 7
月 2 日拿到 3,300 萬元的管理費。 7 月

3 日，政府和 WE 宣布決定取消由 WE
來操作 CSSG 項目。特魯多曾說 WE 是

唯一能快速在全國範圍內執行這一項目

的機構。

根據已曝光的信息，特魯多的兄弟

和母親在 2016 年至 2020 年間，因在

WE 慈善機構組織的活動中發表演講，

共獲得 28.2 萬元的報酬。莫紐不但 2 個

女兒與 WE 有關係，他和家人在 2017
年的兩次旅行中 WE 為其支付了合計超

過 4 萬元的費用。 7 月 22 日，莫紐到

國會作證時聲稱，作證前已償還了旅行

花費。

加拿大道德專員目前正在對莫紐和

總理特魯多進行調查，原因是他們在做

決策時，沒有避及 WE 與他們家人之間

的關係。

據 CTV 報導，特魯多正計畫在國會

休會期間對自由黨政府進行一次重大的夏

季改組，並與內閣成員一起重新評估聯邦

政府的優先事項，並在今年秋天晚些時候

發表新的施政演講。

這是特魯多自當選以來首次採取大規

模的程序步驟。上次政府休會發生在近 7
年前。 2013 年，時任保守黨總理哈珀因

參議院開支問題而休會。特魯多曾指責哈

珀休會，並表示自已當選後不會「使用休

會避免困難的政治環境」。

休會意味著將結束目前的議會期，終

止所有尚未通過的立法事務。在這種情況

下，這將意味著停止所有對 WE 慈善正

在進行的調查，並取消疫情爆發前剩餘的

立法事務。議案和委員會工作有可能在新

的議會期通過動議恢復。

下議院定於 8 月 26 日舉行最後一個

特別會議，然後休會至 9 月 21 日。屆

時，重新恢復國會事務。考慮到防疫問

題，到時會決定是否繼續採用虛擬和面對

面相結合的會議形式。

（信息由商家提供）

聯邦財長莫紐辭職 方慧蘭接任

【看中國訊】8 月 19 日，加拿大統計

局發布報告顯示，全國 7 月份消費者物

價指數同比上升 0.1%，有放緩趨勢。汽

油價格已連續 5 個月下降，7 月份油價同

比降幅 14.9%。如不計汽油，7 月份物價

指數上升 0.7%，與 6 月份持平。

7 月份全國各省的情況不一：亞

省物價指數漲 0.9%，愛德華王子島省

降 -0.9%，安大略省保持不變。

因肺炎疫情，旅遊業遭重創。 7 月

份機票價格同比降 8.6%，這是自 2015
年 12 月以來的首次下滑。

有經濟學家分析認為，隨著經濟逐步

開放，未來幾個月的物價指數會有所上

升。

據 CBC 報導，加拿大央行的目標是

將物價指數控制在 1%~3% 之間。當物

價指數低於此區間，央行會調低利率，刺

激經濟；當高於這個區間時，央行則會提

高利率。

【看中國訊】週日（8 月 16 日），在

溫哥華、多倫多和卡爾加里，有抗議者集

會，以表達對香港人民的支持。

卡爾加里的抗議者們在中國領事館外

會面，演唱香港抗議的經典歌曲，如《你

聽人民在唱歌》和《香港的榮耀》。人群還

高舉 " 讓香港再次加入英國 " 標語，喊出

天祐女王的口號。抗議者們還焚燒了中國

共產黨黨旗。

抗議者呼籲總理特魯多政府採取更多

措施來幫助香港人民。

【看中國訊】聯邦稅務局（CRA）8
月 15 日透露，稅務局網站遭黑客網路攻

擊，致使數千加拿大人的個人信息遭泄

露。隨後 CRA 發言人杜迪（Christopher 
Doody）在電子郵件中表示 :「CRA 迅

速識別了受影響的賬戶，並關閉了這些賬

戶的訪問許可權，以確保納稅人信息的安

全可靠。」

16 日稅務局暫時中斷了其在線服

務，「我的賬戶」、「我的企業賬戶」、

「代表客戶」等在線服務一度不能使用。

CRA 首席信息官布蒂科弗（Annette 
Butikofer）表示，黑客共發起三次網路

攻擊，攻擊者可能竊取了 5,600 個 CRA
個人賬戶信息。

但布蒂科弗表示，供僱主使用的

「我的企業賬戶」，已通過其他安全措

施重新上線，僱主可申請最新一輪的工

資補貼；CRA 預計個人在線服務可很快

恢復。

網路破壞行為涉及欺詐性領取緊急救

助金（CERB）；相關電子郵件地址和直

接存款信息也被泄露。

另外，政府安全網站 GCKey 也遭

網路攻擊，服務一度暫停。GCKey 是一

個安全的門戶網站，提供失業金 EI 和退

伍軍人福利領取，以及移民申請等在線

服務。不法份子竊取了約 9000 個有效的

GCKey 賬戶。

皇家騎警對事件的調查還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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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鐘
抵
達
市
中
心

60
分鐘
到
CA
NM
OR
E鎮

卡爾加里
全新的都市村落
即將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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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bank Harmony 社區
新增兩項康樂設施

左：莫紐；右：方慧蘭(AFP / Getty Images)

7月份全國物價指數
同比漲0.1%

（Bordeaux Developments 供圖）

稅務局遭網絡攻擊 數千個人信息泄漏民眾中領館集會 支持港人

liveintrinityhill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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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今年

上半年中國爆發武漢肺炎、蝗災重創經

濟，6 月起境內又接連發生暴雨、洪災，

除華中長江流域爆發洪災外，多個颱風

也接踵而來，現中國東南沿海再面臨第 7
號颱風「海高斯」（Higos）威脅，於 19
日上午登陸廣東。

8 月 17 日，甘肅隴南市文縣多個鄉

鎮遭受非常嚴重的滑坡、泥石流、洪水等

災害。其中，文縣石雞壩鎮因泥石流堵住

河道，形成一個很大的堰塞湖。

據《新京報》報導，堰塞湖形成後，

水位上漲得很快。石雞壩鎮沙渠村一名村

幹部說，截至 17 日 17 時許，「（水）已

將樓房二樓完全淹沒，水即將上漲至三

樓」，他和 25 名村民被困在沙渠村一棟

樓房內。但沒有一個真正高層的領導來給

他們說明具體情況。

四川省也遭遇連續多日暴雨，災情嚴

重。 18 日早上 7 時左右，位於四川省樂

山市市中區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

交匯之處的樂山大佛的腳趾尚未被水淹

沒，但到了上午 10 時許，樂山大佛的腳

趾已淹沒於水中。 8 月 17 日 23 時，涼

山州會理縣六華鎮報告，該鎮倉田水電站

水庫出現險情，水庫水位現距離溢洪道約

50 厘米，蓄水量約 520 萬立方米，壩體

防滲體出現滲水。

官方 18 日凌晨 2 時又監測到青衣江

雅安段已形成「百年一遇洪水」，每秒流

量為 1000 立方米，使雅安多營坪站水位

暴漲至 590.62 米，超保證水位 1.25 米。

洪水將順流而下，在四川樂山縣和大渡

河、岷江匯合，形勢非常嚴峻。這迫使四

川當局在 18 日清晨 5 時發布史上首個一

級防汛應急響應。而中央氣象台則表示，

這輪強降雨至少要持續到 19 日。

黃河、長江第5號洪峰形成

8 月 17 日下午 2 時，長江水文局發

布消息指，長江上游幹流寸灘站流量漲至

50,400 立方米每秒，上游支流岷江、沱

江、嘉陵江發生超警洪水，涪江發生超保

洪水，根據洪水編號規定，長江 2020 年

第 5 號洪水在上游形成；預計 8 月 19 日

寸灘站洪峰水位將超保證水位 3 ～ 4 米，

三峽水庫最大入庫流量約達 70,000 立方

米 / 秒。

綜合陸媒報導，8 月 18 日凌晨 5 時

6 分，黃河中游幹流潼關水文站（陝西

渭南）流量漲至 5050 立方米每秒，根據

洪水編號規定，黃河 2020 年第 5 號洪水

形成。當日 11 時，中共水利部長江水利

委員會水文局發布消息，將長江上游支

流岷江洪水預警提升為最高預警，並繼

續發布長江上游幹流宜賓至寸灘江段、

沱江、涪江洪水橙色預警，嘉陵江、三

峽庫區洪水黃色預警；還指岷江將發生

超歷史洪水。

《新京報》8 月 19 日報導，從中共

水利部獲悉，長江發生流域性大洪水，

其中上游發生 1981 年以來最大洪水，預

計 8 月 20 日三峽水庫將出現建庫以來最

大入庫洪峰 7.6 萬立方米每秒。

報導說，三峽今天（19 日）的最大

入庫流量將達到每秒 7.5 萬立方米左右。

此前洪峰最大為 2012 年每秒 7.12 萬立

方米。

三峽泄洪的視頻畫面顯示，三峽水庫

已開啟 10孔泄洪，下泄流量已經達到 4.8
萬立方米每秒，也是三峽建庫以來最大下

泄流量。

視頻顯示，千年古鎮磁器口已經

「隱」於水面下，江面暴漲至幾與重

慶市的路面持平，威脅重慶市區的安

全。截至今天中午 12 點，嘉陵江磁器

口站水位達 191.37 米，超保證水位

7.37 米。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導】2020
年 11 月美國總統大選日益臨近，美

國媒體監管機構「媒體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 MRC） 研 究 總 監

（Research Director）理奇 ·諾伊斯（Rich 
Noyes）發表一篇文章，揭露了美國主流

媒體對川普總統的負面評論數量比拜登多

150 倍。

諾伊斯說，隨著武漢肺炎大流行病的

蔓延，媒體三巨頭播出的晚間新聞是當今

電視收視率最高的節目之一，這意味著數

百萬的美國觀眾正在目睹現代媒體歷史

上最偏頗的總統競選新聞報導和評論。

「我研究新聞媒體和選舉報導已有 35 年

以上。相信我，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現

象。」

MRC 根據 6 月、7 月對川普總統和

拜登所有晚間新聞報導的最新調查分析發

現，這些媒體選擇將大多數注意力集中在

川普總統身上，幾乎所有負面報導都針對

川普總統。因此，拜登逃過了媒體對他的

左翼政策、過去工作表現或其性格的審

視。

6 月 1 日到 7 月 31 日，美國廣播公

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晚間新聞

播出時間針對川普總統新聞和評論長達

512 分鐘，是拜登 58 分鐘的 9 倍（還不

包括與總統本人無關的對川普政府的一

般報導）。這比春季新聞報導更離譜，今

年春季針對川普總統負面新聞報導時間

（523 分鐘）是拜登（75 分鐘）的 7 倍。

在這 2 個月中，MRC 分析人員記錄

了 668 份有關總統的評價性陳述，其中

95％（634 份）是負面的，而只有 5％
（34 份）是正面評價。使用相同的統計方

法，有關於拜登的評價性陳述很少，僅有

10 多個，其中三分之二（67％）是正面

的評價。

綜合數據統計的結果是：美國觀眾看

到對川普總統負面評論數量比拜登多 150
倍。這些不是新聞報導，實際上是攻擊對

手的負面競選廣告活動。

比較明顯的例子是，今年春季前職

員塔拉．理德（Tara Reade）指控拜登

1990 年代對她進行性侵犯，在 6 月、7
月的晚間新聞報導中該指控完全消失了。

在這些新聞報導中，甚至還忽略了告

訴美國民眾，如果民主黨人當選美國總

統，他們將會增加多少稅收。

7 月 9 日，拜登宣布增加 7,000 億

美元聯邦政府開支計畫（他稱之為「投

資」），此消息在晚間新聞廣播時間不足

40 秒（ABC 為 25 秒，CBS 為 15 秒，

NBC 則為零）。當 7 月 14 日拜登論述為

應對氣候變化而制定耗費 2 萬億美元巨

資計畫時，只有 CBS 為此做了 6 秒鐘的

新聞報導。

CNN：川普支持率上漲10%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向來

不支持川普 ( 特朗普 ) 總統，只報導他的

負面新聞。不過 CNN 日前公布一項民

調，顯示川普的支持率在短時間內大幅上

升 10%，拜登以 50% 的支持率領先川普

的 46%，差距拉近至 4%。CNN 公布的

另一項民調顯示，在 15 個關鍵州，拜登

的支持率為 49%，僅以 1％的優勢領先

川普的 48%。

評論指，本想以美中第一階段貿易

協議作為競選最大政績的川普，受武漢

肺炎及佛洛伊德之死所引發的平權運動

影響，聲勢一度大幅受挫，但據 CNN 與

獨立民調機構 SSRS 共同進行、於 16 日

公布的民調顯示，拜登與參議員賀錦麗

（Kamala Harris）的組合，獲得 50％受

訪者支持，而尋求連任的川普和彭斯，支

持度則為 46％，兩者僅相差 4％，在誤

差範圍內，比先前動輒差距 8％至 10％
大幅縮小。

暴雨颱風不休 陸遭百年一遇洪水

研究：主流媒體對川普負評比拜登多150倍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中立

國瑞士，近日頻頻在微博熱搜榜出現，

包括瑞士外長罕見就港區國安法對中共

破壞人權發聲；瑞士表示將在今年 11 月

舉行公投，決定是否限制瑞企跟海外侵

犯人權者做生意等。幾天前瑞士駐華大

使館發文祝賀中瑞建交 70 週年，引發民

間熱議。

瑞士駐華大使館於 14 日發布一條微

博，稱為慶祝中瑞建交 70 週年，他們邀

請中國網友參加瑞士電影《海蒂和爺爺》

(Heidi) 的配音大賽。沒想到，原本很普

通的一則貼文卻在微博掀起爆炸性的效

應。大批網友微博下方評論區留言，一致

要求瑞士「公佈百人名單」、「盜國賊名

單」以及「公佈人民公僕資產清單」。還

有一些網友直接評論稱，「請你們先凍結

這些贓款，中國人民會感激你們的。」

網友所言「百人名單」，是針對

2019 年一篇名為「令人咋舌，瑞士銀行

公佈消息，100 位中國人存款合計 7.8 萬

億！」的自媒體文章。當時中國財政部財

科所前所長賈康也在微博轉發此文，並引

發民間關注。

賈康在轉發文章時表示，「瑞士銀行

公佈消息，100 位中國人在瑞士銀行的存

款合計 7.8 萬億，則平均存款為：78000
億／ 100 人 =780 億人民幣／人，當然

真實數據還有待考究。但是這真的值得我

們深思，如果是真的，那會有多可怕、

多令人心寒？」不過，賈康隨後也補充，

「轉發並不等於同意該文的觀點。」截至

北京時間 17 日晚間，關於瑞士邀請文下

方的評論，大部分已遭網管刪除，僅有少

部分留言尚存。

不過瑞士駐華大使館 18 日刪除舊

貼文，重發新貼文，引起不少網友繼續

跟帖。

美 國 金 融 雜 誌《機 構 投 資 者》

(Institutional Investor) 去 年 發 文 稱，

2018 年，亞洲客戶為瑞銀的財富管理業

務注入 247 億美元的資金，佔比超過全

球的三分之二，而中國離岸客戶注入的資

金佔亞洲客戶的近一半。

維基解密亦曾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

銀行約有 5000 個賬戶，三分之二是中央

級高官，上到中共的副總理，下達銀行行

長、中央委員，幾乎人人都有賬戶。

瑞士駐華使館微博引爆網絡

8月19日四川暴雨過後，樂山大佛被洪水包圍。（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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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中國商務部印

發《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

試點總體方案》的通知，提出在

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

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試點地區開

展數字人民幣試點。國內的各大

媒體平臺紛紛報導，認為是人民

幣國際化的里程碑。但我對這個

事情的看法幾乎是完全相反的。

試點範圍及計畫

全面深化試點地區為北京、

天津、上海、重慶（涪陵區等

21 個市轄區）、海南、大連、

廈門、青島、深圳、石家莊、長

春、哈爾濱、南京、杭州、合

肥、濟南、武漢、廣州、成都、

貴陽、昆明、西安、烏魯木齊、

蘇州、威海和河北雄安新區、貴

州貴安新區、陝西西咸新區等

28 個省市。這比 4 月份宣布在

蘇州、深圳、成都、雄安試點時

的範圍不知道要擴大了多少，幾

乎是全面鋪開了。

《通知》還說計畫未來 3 年

將有 30-50% 的基礎貨幣被數

字貨幣替代。按照目前數字貨幣

鋪開的速度，可能到明年，市場

國突然加速推行數字貨幣的計畫釋放出來什麼信號？（網路圖片）

肖鋼（Getty Images）

上一般的貨幣將會是數字貨幣，

而到後年，基本人民幣紙幣將會

從流通領域中全部退出，全民使

用電子貨幣。

數字貨幣到底是什麼

第一，數字貨幣和紙幣作用

完全是一樣的，即數字化的人民

幣，或者乾脆叫電子版人民幣。

它就是現鈔，有不同的面值。相

當於把你口袋裡的錢，放到了手

機裡。

第二，在存儲上，需要你在

手機上下載一個數字貨幣錢包的

APP。和支付寶、微信需要聯

網才能支付所不同的是，數字貨

幣的支付不需要網路，就算雙方

手機斷網，只要你的手機裡裝有

數字貨幣錢包，可以將兩個手機

碰一碰的方式交易支付。

第三，微信和支付寶是第三

方支付手段，最終結算必須以綁

定銀行賬戶為基礎，最後支付結

算的仍然是銀行賬戶裡面的人民

幣。但是，數字貨幣不需要對應

的銀行賬戶，它本質上就是你的

電子錢包，只要手機有電就可以

支付。

第四，在流通的過程中，電

子貨幣沒有假幣，沒有磨損，不

會折舊，央行可以監控貨幣的流

向。你如果用數字貨幣支付，全

都可以根據記錄查出來，一目瞭

然。央行說數字貨幣不可追蹤，

財經簡訊【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股市 2015 年爆發股災，並

且熔斷機制頒布一週即告終結，

時任證監會主席的肖鋼黯然離

任。 8 月 18 日，他對媒體講述

股市「熔斷」事件。

2015 年 6 月，中國股市爆

發罕見的股災，資本市場迎來了

猛烈風暴。 2016 年 1 月初，股

市更前所未有地兩次熔斷，熔斷

機制頒布一週即告終結。一個多

月後，肖鋼卸任中國證監會主

席。

2016 年 1 月 1 日， 中 國

股市正式實施熔斷機制。 1 月

4 日是 A 股熔斷機制實施的第

一天。早上一開盤，滬深兩市

各指數都小幅低開，大盤從上

午 10 點開始快速走低。到中午

是分布式的，其實是假的。

第五，在貨幣層級上來說，

支付寶、微信等電子貨幣屬於

M2，是居民存款的一種，是阿里

巴巴和騰訊集團在為你的錢背書；

而數字貨幣屬於流通中的貨幣，

屬於 M0，是中國央行在為這些

錢背書。前幾天央行就說了，拒

絕使用數字貨幣的就是違法。

第六，在沒有回收紙幣的前

提下大量發行數字貨幣，本質上

就是一種印鈔票的行為。

中國急於推行的原因

中國政府為什麼急著在全國

鋪開數字貨幣，要把 3 年的計

畫急著在 1 年之內完成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為了規避

美國的金融制裁。中國的金融系

統和所有官員個人全都受制於美

元控制的 SWIFT 系統結算，擺

脫這個限制是他們最大的夢想。

中國的官員認為中國應該積極為

中美脫鉤做準備。數字貨幣是他

們認為脫鉤的最好辦法。

第二個目的就是徹底釋放印

鈔權。紙幣有印刷成本，如果推

行數字貨幣，基本是零成本一鍵

式印鈔。沒有成本的限制，印鈔

將更加沒有節制，這為未來中國

數字貨幣在中國大規模推行

中國已出現 
糧食危機的苗頭

【看中國訊】作為中南海智

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 8 月 17 日

發布報告稱，未來中國出現 1.3
億噸左右的糧食缺口。報告預

計，到 2025 年，中國城鎮化

率將達到 65.5%，農業就業人

員比重將下降到 20% 左右；鄉

村 60 歲以上人口比例將達到

25.3%，約為 1.24 億人。近期

多跡象表明，中國已經出現糧食

危機的苗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此前呼籲要節約糧食，杜絕餐

飲浪費，敦促通過立法和監督制

止餐飲浪費。

川普承諾幫助美企將 
製造業從中國遷回美國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 8
月 17 日誓言要在 10 個月內創

造 1000 萬個就業機會，其中一

個方法是為將製造業從中國遷回

美國的美企提供稅收抵免。川普

在訪問明尼蘇達州期間對支持者

表示，他的政府還將取消給予將

業務外包給中國的企業的聯邦合

同。川普政府正多方面採取行動

以重新平衡美中關係，包括頒布

一系列行政令確保關鍵產品在國

內生產，並計畫進一步減稅、放

鬆監管，以鼓勵更多國內投資。

【看中國記者文龍編譯】據

路透社報導，中方正在預訂油

輪，以準備運輸至少 2000 萬桶

美國原油。北京當局在履行美中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面臨越來越

大的壓力，因為其在購買美國商

品方面進度滯後。

報導稱，北京加大原油購買

量的舉措是在原定於 8 月 15 日

進行的美中貿易協議評估之前進

行的。美中高級別貿易官員的會

晤已經被推遲。

中方對美國原油的舉動是全

球貿易命運的積極信號。美國原

油庫存開始下降，之前由於疫情

導致原油價格暴跌，許多美國原

油生產商被迫停業，或者現有公

司缺乏增加產量的資本。

自從疫情全球大流行以來，

美國的原油產量每天下降超過

200 萬桶，這是有記錄以來的最

大跌幅。歐佩克（OPEC）減產

也對美國原油供應造成了損失，

這意味著美國的原油供應已經在

下降，而當接近冬季取暖季節

時，中方對原油的大量購買可能

會導致美國能源價格飆升。

另外，美國政府高級官員此

前向福克斯新聞證實，因為違反

了美國的制裁，川普政府從四艘

運往委內瑞拉的油輪中扣押伊朗

能源產品。伊朗和委內瑞拉試圖

通過建立原油合作夥伴關係來消

除美國對兩國的制裁。

福克斯新聞評論說，美國沒

收了伊朗原油，這可能是一件好

事，因為現在可以將其出售給中

國。隨著原油產量減少，多餘的

原油應該派上用場。

北京或再買2000萬桶美國原油緩解貿易協議壓力

中國股災主角回應股市「熔斷」
收盤，上證綜合指數最大跌幅

達 4.04%，創業板指數跌幅達

5.68%，熔斷基準指數——滬深

300 跌幅達 4.01%。午後一開

盤，13 時 12 分， 滬 深 300 指

數跌幅觸及第一檔 5% 的熔斷閾

值，滬深兩市及股指期貨暫停交

易 15 分鐘。之後恢復交易，大

盤呈現加速下跌態勢，22 分鐘

後，滬深 300 指數跌幅觸及第

二檔熔斷閾值 7%，交易暫停直

至收盤。

據媒體 8 月 18 日報導，肖

鋼表示，當時推出熔斷機制在於

設置「冷靜期」，防止市場過度

反應。對於一個以散戶為主的市

場來說，很多人還來不及做出反

應，很多證券公司一時間被詢問

熔斷機制的客戶刷屏。與此同

時，一些有經驗的投資者嗅到了

流動性風險。當熔斷閾值臨近

時，他們擔憂無法賣出的風險，

因而加速賣出，甚至拋出所有的

籌碼，逃命為上。以往在沒有熔

斷機制的時候，市場大跌時會有

短線游資入場抄底，但熔斷導致

交易暫停，無法在跌停板上撿

漏，抄底資金也不能進場。

肖鋼說：「輿論一片嘩然，

散戶投資者罵聲一片，業界內外

質疑，批評聲壓倒一切，原來支

持熔斷機制的人士都啞口無言。」

對於熔斷機制失效的深層面

原因，肖鋼坦承，中國以中小散

戶為主的投資者結構，使熔斷機

制很難發揮作用。中小散戶投資

者數量占 90% 以上，「羊群效

應」明顯，當指數接近熔斷閾值

時更容易引起恐慌，形成一致預

期，加劇股市暴漲或暴跌。

的惡性通脹埋下了伏筆。

第三個目的就是限制洗錢和

資本外流，讓紙質人民幣作廢。

央行通過數字貨幣對你的資金動

向瞭如指掌，可以封堵和追查洗

錢及資本外流。貪官裝在房子裡

成噸的紙幣基本都要作廢了。

第四個目的就是監控民眾隱

私。中國央行明確作為數字貨幣

的中心，交易可追蹤、央行一家

記賬。這意味著央行可以追查到

你每一分錢的流向。這樣的後果

當然可以控制犯罪，但是另一方

面也可以對你進行點到點的人身

監控。

第五個目的可能就是為實行

計畫經濟做準備，讓中國和世界

脫鉤後潰而不崩。在實行數字貨

幣後，只需要央行在你的數字錢

包上設置一個購買物資數量的上

限，通過數字貨幣控制了物資的

分配。所以，從這個層面來說，

人民幣紙幣和數字貨幣就是兩種

貨幣，就像上世紀人民幣和糧票

布票郵票外匯票是一樣的。

所以，現在大家要做的就

是，拒絕使用數字貨幣。紙幣失

效前，將財富全部實物化，數字

貨幣夠用就行，千萬不能當做財

富的保存手段。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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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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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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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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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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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Adobe Stock）

作者：財經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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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掌敏感部門

龔道安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在

7 月 31 日。據上海《解放日報》

報導，當天國務院召開全國安

全生產電視電話會議，龔道安

參會。

龔道安，1964 年 11 月生，

湖南澧縣人，現任上海市副市

長，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

督察長，上海公安學院院長。

龔道安畢業於湖北省警察

學校，2010 年 11 月任公安部

十二局副局長，2012 年 10 月

任十二局局長，2017 年 6 月起

任上海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

長、督察長，上海公安學院院

長，2018 年 1 月任上海市政府

副市長。

海外媒體報導披露，原政治

局常委周永康失勢期間，他的多

名親信在湖北接受審查。有傳聞

稱，龔道安與曾任湖北省公安廳

副廳長的鄧恢林一樣，都是因為

參與審查「周永康集團」有功，

被時任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

書記孟建柱賞識，進京擔任公安

部十二局副局長、局長。

公安部十二局又稱行動技術

局，其職能為專門為其他警種提

供技術支持，包括：追蹤、監

聽、定位等。這個部門職能敏

感，屬於公安實權部門，前十二

局局長張健在 2011 年被「雙

規」，據傳就是因為竊聽了某中

共政治局常委的「家事」。

海外《明鏡新聞》曾引述公

安部知情人透露，十二局局長

張健在 2011 年被以泄露國家機

密、包養情婦、嫖娼為由「雙

規」，其實他被查是中共最高層

某官員直接下令，原因是張讓手

下監聽山西某煤老闆的電話，結

果監聽到某政治局常委公子與該

煤老闆的個人交易。張健將此事

作為功勞向該常委的公子邀功，

希望得到該常委的賞識。不料該

常委認為張健在藉機要挾自己，

授意中紀委查辦張健及其手下。

張健落馬後，當時的副局長

曾欣升任局長，後在 2012 年 8
月「空降」湖北省，改由龔道安

接任局長。

疑對孟建柱「剪裙邊」

公安系統近期連遭習近平清

洗，矛頭直指前中共政法委書記

孟建柱，孟的舊部多有落馬，包

括：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原重

慶副市長、公安局長鄧恢林等。

孟建柱的前秘書、中共公

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已於 4 月 19
日被調查。孟建柱 2007 年至

2012 年擔任公安部部長期間，

孫力軍任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

公安部黨委委員。

有關孫力軍落馬原因，曾先

後傳出涉反習政變說、泄密說，

以及頻往來於「彭辦」，借「彭

辦」名義辦事，引致習近平大怒

等等說法。

6 月 14 日晚，中紀委國家

監委網站發布消息稱，重慶市副

市長、公安局局長鄧恢林被查。

目前有關鄧恢林的落馬內幕

成謎，網上沒有相關爆料。不過

有評論人士認為，因為任孟建柱

辦公室主任關係，鄧恢林掌握孫

力軍和孟建柱多次行動的機密。

外界認為，在孫力軍落馬

後，鄧恢林、龔道安也落馬，標

誌著習當局將採取與抓捕周永康

一樣的做法，即先抓捕與孟建柱

關係密切的手下，掌握證據後再

抓孟建柱。孟未來處境危險。

據《蘋果日報》日前引述消

息透露，孟建柱已經「病重住

院」，被當局嚴密監視、限制自

由，並把門窗釘死慎防他自殺，

猶如當年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被

關在軍方 301 醫院到死的「翻

版」。

上海公安局長龔道安落馬

 洪水過後 習近平視察安徽遭轟「馬後炮」

中鐵建董事長跳樓身亡蔡霞被開除黨籍 稱開心歸隊

【記者苗薇綜合報導】日前

中共領導層相繼在鏡頭前亮相，

這意味著北戴河會議已經結束。

習近平 18 日下午赴安徽考察調

研，察看防汛救災和災後情況。

中國 6 月以來汛情嚴重，

7 月安徽暴雨成災，造成該省蚌

埠、宣城、銅陵等 14 市 80 縣

市不同程度受災。據統計，該省

受災人口達 400 萬人，已緊急

轉移安置 66.4 萬人，農作物受

災面積 480.8 千公頃，直接經濟

損失超過 150 億人民幣。 7 月

20 日淮河安徽段王家壩閘開閘

放水，蒙窪蓄洪區啟用蓄洪。

而習近平到達安徽時，洪水

已退。因此被海外評論者轟是

「馬後炮」。從官媒照片和新聞

畫面可見，習近平一行滿眼所見

都是形勢一片大好，沒有見著民

眾泡在洪水中以及家園盡失的苦

況。 
到目前為止，官媒對北戴河

「零報導」。由於今年適逢美國

對中國採取各種遏制措施，令中

美關係惡化，外界都關注今年北

戴河會議是否會對此有任何重大

決定。

對於今年戴河會議結果，中

國問題專家陳破空在直播中說，

習近平「落敗」。觀察點包括：

中共官媒對習近平的稱呼，已經

一致改稱「總書記」，顯示中共

又回到「集體領導」的模式，不

再稱「習主席」，而且中共黨內

可能採取「軟著陸」方式，讓習

近平逐步退出。

臺媒消息 17 日稱，習近平

疑似在中共內部遭到「圍攻」，

中共內部對壘的初步情況是，習

派呈現弱勢，所以近期傳出調整

戰狼式外交政策，以緩和對外情

勢，尤其是對美關係部分。

有評論人士認為，無論戴河

會議最終產生怎樣的結果，中共

政權都走不出死局，北戴河會議

也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唯一的

一條出路就是解體中共。 

【記者苗薇綜合報導】北戴

河會議前夕習近平視察糧食基

地，近日又批評中國的餐飲浪費

「觸目驚心」，亮起糧食危機警

號。日前中紀委公布，中糧集團

有限公司黨組成員、總會計師駱

家駹（「駹」音同「忙」）涉嫌嚴

重違紀違法被查。

當此糧食安全問題十分敏感

的時候，身為中糧集團總會計師

突然落馬，讓外界產生聯想。有

輿論稱，駱家駹被查，是北京當

局為應對當前中國糧食危機而清

查糧食「碩鼠」的第一刀。

今年 56 歲的駱家駹 2018
年出任中糧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

員、總會計師。

今年 7 月 22 日至 24 日，

習近平赴吉林考察調研，強調

「把保障糧食安全放在突出位

置」。近日習近平再批中國的

餐飲浪費「觸目驚心」，並作出

指示，抵制餐飲浪費行為。之

後官媒更是發起一場「節約運

動」、「提倡恢復飢餓感」。海

外輿論質疑，中共官方高調宣傳

節約糧食的背後，可能出現了糧

食危機。中共社會科學院日前發

布的報告也承認，中國有可能出

現 1.3 億噸左右的糧食缺口，其

中穀物（三大主糧）缺口約為

2500 萬噸。

中儲糧系統不少看管糧庫的

官員先後被揭發貪污。有網友評

論說：「會計師要麼是查賬的，

要麼是報賬的。在這個案子裡不

可能是貪污腐敗的核心人物。」

「這劇情太熟悉了。多半是

因為政治上戰隊不太靠譜被揪出

來。然後『被自殺』，進而實現

背鍋，然後幾十個甚至幾百個更

惡劣的大佬平安無事。」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近日中央黨校前教授蔡霞因批

中共是「政治殭屍」、習近平是

「黑幫老大」，被開除黨籍及取

消退休待遇。她在接受海外中文

媒體採訪時強調，不論結果如

何，都將堅持打這個官司，走法

律程序捍衛自己的權利。

蔡霞回應指，很多朋友已向

她表達關心，「我很感動！公道

自在人心！我很高興。與這個黑

幫一樣的政黨徹底脫鉤了！從

此我歸隊了，回到民眾的行列

裡」。

蔡霞對此稱：「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責任，我們必須要為中國

的政治轉型去努力去抗爭，去承

受代價。」她還指出，「全民族

都在付出代價、承受代價，我只

是其中之一。」

她強調，自己工作了 43
年，退休養老是她的權利，因此

要走法律程序來捍衛自己的權

利。「不管這個官司打下來是甚

麼結果，但是我的權利不允許任

何人輕易地侵犯」。

另據香港電臺報導，蔡霞還

「坦白」稱：「因為我不當官，

沒法被『貪汙受賄』；因為我不

經商，沒法被『假冒偽劣』；因

為我不是企業家，沒法被『偷稅

漏稅』；因為我不是男兒身，沒

法『被嫖娼』。他們拿甚麼來套

我入刑罪？！這次實在沒了藉

口，他們的以言治罪只能裸奔

了！」她對中共此舉續稱：「全

世界都看到他們以言治罪，斷絕

養老待遇以陷我於貧餓病痛之困

境，判我『慢性死刑』。」

蔡霞在錄音中指：「這個體

制本身已經是沒有出路了，改它

沒有用，就是改也沒有用了，這

個體制從根本上講必須要拋棄掉

它，所以我們講的改革就不再是

一個設計的框架體制。」

蔡霞說，並不後悔批評習近

平，因為當國家在重大問題上出

現決策錯誤，中共必須負責，黨

的主要領導人必須承擔責任。

中共開除蔡霞黨籍的通報

發出後，海外民運人士王丹在

臉書寫道：蔡霞是正統的「紅二

代」，其外祖父是中共元老。中

共自己的子弟，都已經承認中共

是一個「黑幫一樣的政黨」。她

與中共的決裂，絕不僅僅代表她

一個人。她的學生中有大批的中

共省部級高官。因此，她的政治

舉動極為具有象徵意義。中共

「紅二代」已經分裂。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8 月 18 日，中紀

委宣布上海市副市長、市

公安局局長龔道安「涉嫌

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

接受調查。龔道安被認為

是前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親

信之一，曾掌控公安部負

責跟蹤監控的十二局多

年。前十二局局長張健在

2011 年被查，傳因為竊

聽某中共政治局常委家人

秘密。孟建柱的公安系統

親信孫力軍、鄧恢林已在

今年早前先後落馬。

中糧集團總會計師駱家駹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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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近年來大陸官

員自殺事件屢屢發生，中國鐵道

建築集團公司（簡稱：中鐵建）

董事長、黨委書記陳奮健 16 日

墮樓身亡，原因不明，但外傳恐

與貪汙案有關。

微博有網民引述知情人士

指，陳奮健是於 16 日晚，在北

京德勝門附近的新橋飯店 17 樓

跳下身亡。

據報導，近期國資委巡視組

正在中國鐵建集團進行巡視。按

照既定的時間安排，國資委巡視

二組從 6 月 24 日進駐，預計在

中國鐵建工作兩個月左右。巡視

組受理信訪時間截止到 2020 年

8 月 15 日。現年 58 歲的陳奮

健，掌舵中鐵建近兩年時間。中

鐵建為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

委員會管理的特大型建築企業。

2020 年《財富》「世界 500 強企

業」排名第 54 位，2019 年「中

國企業 500 強」排名第 14 位，

2019 年「全球 250 家最大承包

商」排名第 3 位。

陳奮健是教授級高工，享

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也

是十九大代表。陳奮健 2018 年

7 月任中鐵建黨委書記，同年 9
月任中鐵建董事長。

近日上海公安局局長落馬，圖為和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區一江之隔的

黃浦江對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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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五：

【老年性黃斑變性】一病人患老年性黃
斑變性，黃斑出血，視力下降。西醫治
療效果不顯；轉至本門診，經針灸及中
藥治療一月，視網膜出血停止，滲出吸
收，雙眼矯正視力恢復至 1.0。「真沒
想到，中醫能治黃斑變性！」她說。

            病人反饋之六：

【甲狀腺瘤】一病人頸部甲狀腺瘤一個
月內增長至雞蛋大。病人不願接受西醫
化療及手術，轉至本門診。經針灸及中
藥治療二次，腫瘤縮小一半，治療一月
半，腫瘤完全消退。「中醫真是很神奇！」
病人曾經的主治西醫感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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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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彭博新聞報導，

美國將於 2026 年底前將向台

灣 付 運 66 架 F-16V 戰 機，

是 1992 年時任美國總統布什

（George Bush）批准向台灣出

售 150 架 F-16 戰機以來，華

府再次對台出售同類戰機。 66
架 F-16V 戰機包括 56 架單座

戰機與 10 架雙座戰機，總金額

達 80 億美金。首架戰機預定

2023 年第四季運抵台灣，將是

台灣 28 年來首度獲得新戰機。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美國國防部8月14日公
布新一輪軍售合約，金額

高達620億美元，超過美國
10年以來准許外國買家收
購的上限，包括與洛克希

德馬丁公司約定製造90架
F-16戰機，其中66架是台
灣的訂單。

41年來 台美最大軍售案敲定

美國這次大規模出售軍事

武器給台灣，適逢中美關係緊

張及台灣與中國關係緊張之

際。中國軍隊近期頻繁於台

海周邊實施軍事演習。 8 月 9
日美國衛生部長艾薩（Alex 
Azar）訪問台灣，是雙方自

1979 年斷交後首次訪台的美國

部長級別官員，並與台灣簽署

醫衛合作瞭解備忘錄，這也是

41 年來台美首次簽署醫衛合作

正式文件。

他在 8 月 12 日結束訪台旅

程後，中國軍方東部戰區官網

13 日公告，在台灣海峽及南北

兩端連續組織實戰化演練。

而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

8 月 14 日通過推特發表聲明

指，以里根號為首的航母打擊

群在當天進入南中國海，進行

海上防空演練，以支持印太地

區的自由開放，並展現美方對

區域內盟友和夥伴們的承諾。

此外，里根號最近還與一架從

關島起飛的 B-1B 轟炸機進行

了海上聯合訓練。而就在上個

月，里根號和尼米茲號航母打

港官被美制裁效應浮現
【看中國記者李家宏綜

合報導】美國財政部宣佈制

裁11名實施《港區國安法》的
中港官員。儘管警務處處長

鄧炳強稱制裁「微不足道」，

但就被揭露在美國制裁前夕

將將港島薄扶林置富花園單

位按揭，由英資滙豐銀行轉

至中銀香港。此前鄧和特首

林鄭月娥分別透露遭暫停使

用部分銀行服務和限制使用

信用卡，為個人帶來不便。

美國財政部於 8 月 7 日宣

佈制裁 11 名損害香港自治和自

由的中港官員。特首林鄭月娥

日前接受《中國環球電視網》訪

問時，提到自己信用卡使用受

到限制，對個人帶來不便，但

宣稱這些制裁「意義不大」，自

己更感到「非常光榮」。

林鄭月娥星期二（18 日）

出席行政會議前，稱美國對香

港實施制裁是完全不合理，香

港作為世貿組織的成員，將

向世貿提出申訴。又繼續「死

撐」：「儘管我在個人事務上有

一些不便，但對此我一點也沒

有上心。我們將繼續為國家和

香港做對的事情。」

因打壓港人受制裁的警務

處處長鄧炳強，也被傳媒踢爆

正在設法規避制裁。《香港 01》
18 日報道，鄧炳強本月將一處

個人名義持有的薄扶林置富花

園十座單位，由匯豐銀行轉按

至中銀香港。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鄧

炳強是於 2017 年 3 月以 625
萬元購入該單位，實用面積約

439 平方呎；同年 5 月由匯豐

銀行承按。惟該按揭於今個月 4
日還清，同日轉由中銀香港承

按，亦即是美國宣佈制裁名單

前 3 天。有關文件則於 17 日交

付土地註冊處。

鄧炳強較早時出席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被立法會議

員朱凱迪質詢時，回答稱置

富花園單位是給家人居住，

惟沒有正面回應他本人是否

居於該單位。

鄧 炳 強 日 前 在《經 濟 日

報》專訪上曾承認，美國宣佈

制裁後，他遭暫停使用部份銀

【看中國訊】由中國全國人大

常委會制訂的「港版國安法」實

施超過一個半月，香港民研究計

畫 18 日召開了記者會，公布一

項在 3 至 6 日，電話隨機抽樣成

功訪問了 1,001 位 18 歲以上港

民的民意調查顯示，5 項核心指

數，包含「自由」、「繁榮」、

「法治」、「安定」以及「民主」，

全部創下 1997 年有記錄以來的

新低點。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副總

裁鍾劍華受訪表示，民調結果反

映港人對「港版國安法」實施後

的負面情緒提升得很快，很多條

文對個人自由有很多限制，且影

響到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對於

香港優惠地位的反應，令港人

對「繁榮」指標的看法有最大影

響，因此這項跌幅最大，亦是首

次出現 5 項指標全都不合格。

擊群在 7 月 6 日和 7 月 17 日兩

次在南海舉行雙航母軍演。

針對美軍近期的態勢，軍

事專家、全球防衛雜誌採訪主

任陳國銘 18 日受訪表示，在美

中近期的軍事較勁背景之下，

美國軍艦在西太平洋及南海的

操演，或是通過台灣海峽，都

是在展現對於日本、南韓、台

灣等印太友邦的支持及承諾。

但縱使美軍派遣神盾艦航行台

灣海峽是在展現對台灣的承

諾，台灣的國防還是得倚靠自

身的力量。

陳國銘表示，除了美艦動

態外，中國軍機近期進入台灣

防空識別區的次數增加，企圖

在練兵之餘影響台灣民心士

氣。但對國軍來講，並非不是

機會，不僅可以藉此演練空中

攔截程序，也可以在美艦穿越

台海期間，學習其戰場的監控

能力，藉此增強國軍應變經驗。

【看中國訊】台灣經濟部 17
日表示，目前台灣的口罩庫存將

近 3 億片，民眾自用的數量絕

對足夠，不需擔心搶購。財政部

關務署則指出，海關 7 天內查

獲 48 萬片來自中國大陸或香港

的仿冒「台灣製造」口罩，不只

空運快遞貨物查到了大量違規案

件，連海運快遞貨物近日也出現

類似情形，根據基隆關的回報，

光是 14 日單日，就查到了 60
多件偽標 MIT 的違規案件，總

計數量達 71 箱，內含口罩多達

20.8 萬片，創下了基隆關單日

查獲最大數量的偽標口罩。對於

全球疫情似乎再升溫，行政院長

蘇貞昌向國人表示，「台灣的口

罩產能最高可達每天兩千萬片，

也會視需要隨時調節徵用量。」

台灣口罩庫存
近3億片

警長開槍學生垂危 港律政司要求撤控
【看中國記者李晴綜

合報導】去年反送中運動期

間，一名港警警長在西灣河

開真槍射傷少年，子彈打進

少年接近脊椎位置，導致他

一度生命垂危，要切除右腎

及部份肝臟。惟港府律政司

18日去信法庭宣告接管案
件並要求撤控，並豁免警長

出庭。

被告交通警長去年 11 月 11
日在西灣河開槍射傷一名 22 歲

少年，導致他一度生命垂危。警

長被控三項控罪，分別為罔顧他

人安全而射擊、處理槍械方式相

當可能危害他人，以及意圖造成

身體嚴重傷害而射擊罪。

案件原定於 8 月 31 日審

理，被告須出庭應訊。惟律政司

18 日去信法院，宣告在《裁判官

條例》第 14（3）條授權下介入

並接手案件。為趕在答辯日前撤

銷有關傳票，律政司更要求法庭

將案提早至本月 20 日至 28 日

期間聆訊，並豁免被告出席。

港台簡訊

對此提出私人檢控的立法會

議員許智峯對此表示極之憤怒，

直斥律政司沒提供任何理由和法

理依據，也未經調查就決定撤

控，做法黑箱作業，是官官相

衛，為保護警隊不問是非黑白。

他強調不少市民對本案抱很大

期望，「起碼堂堂正正審一次才

死心」，如今律政司已徹底實行

「人治」，不再以法治做掩飾，

也不再理會國際社會的看法。

被告警長上星期也入稟高等

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推翻裁

判官林子勤受理本案決定，又要

求法庭裁定私人檢控違憲。許智

峯指，律政司起碼也應等候覆核

結果才決定下一步行動，如今卻

撤控兼豁免被告出庭，相信是為

避免令警隊尷尬。他認為本案影

響警隊形象，質疑港府為樹立全

面管治、嚴厲操控，出手打擊任

何觸及其管治權威的事務。

除了對西灣河開槍警長的私

人檢控外，目前仍有其他私人檢

控正在進行，包括同由許智峯提

出的深水埗士司機撞傷遊行人士

案等，但案件不涉港警，也暫時

未見律政司介入。

港民調：5項核心
指標創新低

【看中國訊】港人反送中運動

至今一年多，逾萬人被捕、至少

2000 人被警方檢控，但港媒《立

場新聞》整理 3 百多宗已經審理

完結的個案，發現其中 21 宗罪

名不成立案件，原因是警察口供

不獲法官接納，共涉及至少 30
名警員，職級包括員佐級警員、

警長、見習督察和高級督察。

《立場》表示，因為警察證供

不可信，常常在庭上被裁判官嚴

厲斥責為「用大話掩蓋大話、狡

辯、信口開河、前後矛盾、非正

當執行職務」等。

有大律師表示，警方在法庭

上的角色是把搜集的證據，真實

無誤地向法庭交代，如果警員在

庭上作假口供，刻意誤導法庭，

同樣面臨被檢控風險。

面對法庭接二連三的批評，

警方從未公開交代會否跟進事

件，進行內部調查或處分涉事的

警員。

《立場》曾向警方查詢，會否

追究 30 名被法官斥責的警員，

警方沒有正面回應，僅稱「不評

論個別案件」。

律政司在多宗案件中，也以

避免警員被「起底」為理由，替

出庭作供的警員向法庭申請匿名

令。部分被法官批評的警員，僅

以警長 A、警員 X 身份匿名作

供，公眾無從考究其真實身份。

法官批評港警

作假證供

行服務，的確感到不便，但宣

稱比起維護國家安全是「微不

足道」。

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

教授徐家健接受《蘋果》訪問時

說，美國財政部落實制裁措施

設有寬限期，銀行不會在美國

宣佈制裁法案後頭一天便即時

處理官員資產。但相信銀行和

被制裁官員都會擔心美國如何

演繹制裁措施內容。

徐家健也相信，制裁未必

如外界所言僅限美元業務、不

包括港元交易，「未必會這麼簡

單」，因為美國政府可能認為

只要有業務往來已有問題，因

此外資銀行可能索性按制裁要

求做得徹底些，盡量規避麻煩。

多家港媒報導，最近多位

駐港外國記者簽證的續期被香港

入境處延誤處理，媒體引述消

息指，入境處已經在 6 月底設

立「國安組」審查外媒記者的簽

證。香港外國記者會（FCC）曾

去信入境處處長區嘉宏，要求交

代是否引入新程序處理外國記者

簽證，其後 FCC 在網站公佈入

境處回信，處方僅稱所有工作簽

證申請均由轄下部門處理，就未

有正面回應是否成立「國安組」。

國安疑干預港入境處

「愛奇藝模式」將在台灣終結
【看中國訊】台灣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8月1 3日修改在7月公布的
「OTT專法」，進一步防堵
以「愛奇藝模式」登陸台灣

的中國大陸網絡串流平台。

中 央 社 報 導，NCC 上 個

月公布的「網際網路視聽服務

法」，又被稱作「OTT 專法」，

納管國內外的 OTT 業者；目前

正處於 60 天預告期內，如果通

過後，將會是全世界第一部關於

OTT 的專法。至於該法修訂也

被認為是劍指中資 OTT，包括

在台已經有代理的愛奇藝、騰訊

We TV，因此，該條款也被稱

作「愛奇藝、騰訊條款」。

該專法要求 OTT 業者進行

自願登記，還有使用者、數量、

營業額等資訊揭露，並需要加入

自律組織鼓勵本土內容的製播；

至於違法業者，其網路服務業者

包括了租用機房、伺服器或雲端

空間者都會納入管控範圍。

法案修訂「在台灣地區從事

商業行為禁止事項項目表」，將

代理或是經銷中國 OTT 以及相

關商業服務納進了禁止範圍，正

式杜絕「愛奇藝模式」的延續；

這是台灣第一次引用兩岸條例，

禁止中國大陸公司在台從事的商

業行為，也開了限制中國大陸媒

體平台的先例。該法案禁止的內

容還包括「代理或經銷大陸地區

人民、法人、團體或其它機構從

事 OTT 及其中間投入服務或相

關商業服務」，這也意味除了代

理中資 OTT 之外，包括其廣告

及商業合作等也可能會納入禁止

範圍內。

美國將售台66架F-16戰機。（Wikipedia）

被告警長開槍瞬間（直播畫面）攝影：Ad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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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疫情下，阿什

莉 · 沙 阿（Ashley Shah） 和

奧斯汀 · 巴特費爾德（Austin 
Butterfield）選擇在一個農場舉

行微型婚禮，完成終身大事。美

國之音報導，他們是通過谷歌搜

尋找到微型婚禮服務的。辛格曼

的玉米人農莊提供全套微型婚

禮，要價兩千美元。婚禮為新婚

夫婦提供場地出租、鮮花、照

相、儀式、主婚人，結婚蛋糕和

香檳酒。

他們只准邀請不超過八個客

人，巴特費爾德一家有五個客

人。現在已成為巴特費爾德太太

的沙阿說她對婚禮非常滿意。這

對新婚夫婦希望疫情的衝擊明年

會緩和下來，到時候他們希望重

溫他們的誓言，並邀請更多的親

友。

婚 禮 策 劃 網 站「結 緣」

（TheKnot.com）的數據顯示，

在肺炎疫情爆發之前，美國每個

週末舉行兩萬到三萬場婚禮。婚

禮的平均費用在三萬四千美元

以下，而賓客的平均數大約為

一百三十一人。

該網站聲稱，本來計畫在今

年 4 月、5 月和 6 月舉行的婚禮

超過五十五萬場。這個網站還

說，在全球各地，婚禮受疫情衝

擊的準新人當中，百分之九十三

在重新安排日期。乾脆取消婚禮

的只有百分之七。

結婚沒有賓客 
微型婚禮正流行

【看中國訊】格倫代爾商場

是洛杉磯市附近的高檔購物中

心。病毒來襲，政府禁止室內用

餐，業者因此在室內停車場設了

用餐區。顧客對此表示歡迎。美

國之音報導，格倫代爾商場為防

止病毒傳播而關閉，餐廳也無法

在商場的美食廣場為顧客服務。

商家在商場進口外面設置了訂貨

和取貨站。

購物中心經理史蒂文 · 賽爾

斯決定在室內停車場裡擺設桌

椅，讓顧客可以保持社交距離，

坐下來好好享用一頓飯。顧客在

領取訂購打包好的食品後，可以

到停車場的餐桌，也可以到隔開

的戶外露臺區享用，停車場照樣

可以停車。

諾瑪和羅伯特 · 塔拉曼特斯

說，他們從聖費爾南多山谷的家

驅車前來，他們是從收音機裡聽

說格倫代爾商場開設停車場用餐

區的消息的。

停車場設用餐區 
顧客大快朵頤

對於在美國軍事基地上空飛

行的 UFO，美國國會議員和五

角大樓官員長期以來一直表示擔

憂。因為這種現象對軍用飛機構

成了安全威脅。五角大樓和情報

界對於 UFO 的起源並沒有達成

共識，有些人認為它們可能是地

球上的軍事對手所操控的收集情

報的無人機，並不是外星人的飛

船。

五角大樓今年正式發布了三

段有關美國飛機遭遇 UFO 現象

的短視頻。

今 年 6 月， 美 國 參 議 院

情 報 委 員 會（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通過一項決議，

要求五角大樓和情報界對遭遇

UFO 事件進行公開調查。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委員

會主席馬可 · 盧比奧（Marco 
Rubio）說，UFO 出現在正在

進行軍事演習的美國軍事基地和

區域範圍內，我們不知道它是

甚麼東西，這不是我們（國家）

的。所以，這是一個合理的調查

要求。

五角大樓發布的視頻顯示出

未識別的飛行物體在被紅外攝像

機記錄過程中迅速地移動。在兩

段視頻中美國軍事人員對 UFO
移動的速度感到敬畏。視頻中有

一個聲音推測它可能是無人機。

5 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從海軍安全中心獲得了

特別報告，其中詳細介紹了美

國海軍飛機與「未識別的空中現

象」之間的遭遇。

一份報告描述了 2014 年 3
月 26 日所發生的事件：「這架

未知的飛機看起來很小，大約

只有手提箱大小，並且是銀色

的。」報告將觀測到的現象描述

為「無人機系統（UAS）」，這

是五角大樓針對無人機使用的正

式術語。

五角大樓以前曾研究過與

UFO 空中相遇的紀錄，這是應

內華達州前參議員哈里．理德

（Harry Reid）的要求而啟動的

一項機密計畫的一部分。五角

大樓表示，該計畫從 2007 年啟

動，並在 2012 年結束。

該計畫前負責人埃里桑多

（Luis Elizondo）在 2017 年告

訴 CNN，他個人認為，「確實

存在非常有說服力的證據表明我

們可能並不孤單。」

美國五角大樓建UFO專案組
【 看 中 國 記 者 聞 天

清 報 導 】 美 國 國 防 部 官

員透露，五角大樓（The 
Pentagon）正在組建新

的 專 案 組 ， 對 美 軍 飛 機

觀 察 發 現 的 不 明 飛 行 物

（UFO）進行調查。國防

部副部長戴維．諾奎斯特

（David Norquist）將協

助監管這個工作專案組。

五角大樓（The Pentagon）（公有領域）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川普政府近期密集出手，從

外交、經濟、科技、文化等多個

領域打擊中共，美中關係進入寒

冬。與疫情爆發初期的「戰狼外

交」相比，北京最近顯得相當安

靜。媒體分析，北京似乎再度採

取「韜光養晦」策略。

美國之音報導，川普出重拳

打擊中共，面對美國的猛烈攻

勢，北京卻顯得異常安靜。近期

以來中共外交事務高官對美國的

行動，似乎不像以往那麼語氣

強硬。

報導舉例，中共駐美大使崔

天凱 8 月初表示，美中應「選擇

合作」，而不是「對抗」。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也強調願

意和美方「重啟各層級、各領域

的對話機制」。

8 月 12 日，中共外交部副

部長樂玉成也表示「做好對話準

備」，還說要確保美中關係「不

失控」，未來幾個月是很關鍵的

時期。外界解讀，樂玉成的最新

表態似乎透露了一些信息。

根據媒體分析，樂玉成說

「未來幾個月十分關鍵」，可以

解釋為中共戰狼外交轉變的依

據。分析稱，那是要等待美國總

統大選之後，觀察局勢變化，看

到底川普還是拜登會在大選中勝

出，北京再來調整對美立場。

路透社等媒體分析，美國最

近接連釋出多項政策嚴打北京，

後者被迫施展「權宜之計」，再

度採取「韜光養晦」策略，以免

進一步推動川普在大選前對北京

進行更嚴厲的打擊。

前段時間，中共咄咄逼人的

對外政策，不止惹怒美國，包

括：印度、英國、加拿大、澳洲

和東南亞等多個國家地區都對北

京表達不滿。外媒分析，中共發

現自己在國際上「犯眾怒」，導

致越來越孤立，因此可能要改

變策略，塑造不那麼對抗的形

象。

【看中國訊】8 月 13 日是中

國知名的維權律師高智晟被綁架

失蹤三週年。他長期在獄中遭酷

刑折磨和被單獨囚禁，導致健康

狀況不佳。他三年前被公安帶走

後下落不明，目前被秘密關押的

地點仍然不詳。妻子耿和呼籲外

界關注他的處境，並要求北京當

局釋放高智晟，同時也希望美國

政府能協助營救。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耿和攜

帶兒女逃亡赴美已逾十一年。日

前，耿和與支持高智晟的友人，

於舊金山中領館前抗議中共違背

《國際公約》和《憲法》打壓基本

人權，並呼籲美國國務院協助營

救高智晟律師。

耿和說：「希望美國有方法

營救高智晟，營救國內這種像高

智晟這樣的吹哨人，讓他們恢復

自由，希望國際社會能賦予他們

這樣的力量。」高智晟從事律師

職業期間一直致力於維權活動，

替弱勢群體維權打官司，處理過

多宗民間維權案件，多次替法輪

功人士、地下基督教徒，以及與

官員發生糾紛的底層農民和私營

企業家進行辯護，成為中共當局

的監控對象。

根據維權網的消息，高智晟

曾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

逮捕判刑，隨後又遭遇多次失

蹤、收監服刑。被釋放後仍遭當

局軟禁於陝西老家；2016 年他

出版秘密寫作書籍《2017 年，

起來中國》，記錄北京當局對他

的長期綁架、囚禁和施以酷刑，

預言中共敗亡，也談及對中國未

來憲政民主化的展望。

長期的單獨監禁和對精神和

肉體的酷刑折磨，讓他記憶和語

言交流能力嚴重衰退。即使如

此，當局依然拒絕了他治牙看病

要求。

維 權 網 透 露，2017 年 8
月，為了看牙醫，高智晟在李發

旺、邵重國兩位律師的幫助下逃

離陝西前往山西躲藏，但於當月

19 日被逮捕，就此下落不明。

 北京再度「韜光養晦」 高智晟失蹤三年 妻籲救人

脫貧縣斥鉅資建造豪華中學

(Adobe Stock)

【看中國訊】一位坐輪椅的

老人想越過鐵軌，可是輪椅卻卡

在了鐵軌上。此時，一列疾馳的

火車直奔老人而來。千鈞一髮之

際，一位女警飛奔過來，就在她

把老人拉出輪椅的那一瞬間，呼

嘯而過的火車將輪椅撞成了碎

片。

據外媒報導，12 日早上，

美國加州洛迪市的女警艾瑞卡

（Erica Urrea）開著車巡邏，當

她經過鐵路道口時，看到一位坐

在電動輪椅上的老人被卡在鐵軌

上無法動彈，這時警示火車到來

的警鈴聲響起，閘欄也緩緩落

下，一列火車疾馳而來。

艾瑞卡反應迅速，她立即停

車，跳出警車，衝向老人，將他

拖出輪椅，兩個人一起倒在離鐵

軌不到兩米的地方。下一秒列車

已駛過，輪椅被撞得粉碎。

艾瑞卡的隨身記錄儀拍下

了整個過程。從她跳出警車到將

老人拉出輪椅，只有十幾秒的時

間。老人被嚇著了，雙腳也有擦

傷。艾瑞卡將他送到了醫院。

警察局公布了這個驚險救人

視頻。洛迪警察局說，艾瑞卡不

顧自己的安危救人，挽回了一個

慘劇。艾瑞卡說，自己是個普通

的警察，這事只是普通的日常工

作而已。對此，網民紛紛讚揚艾

瑞卡。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陝西脫貧縣鎮安縣 2019 年地方

財政收入不足 2 億元人民幣，

卻耗資 7.1 億建了一所豪華中

學，導致債臺高築，需連續 12
年每年還 5000 多萬貸款。

據媒體日前報導，鎮安縣

自 2015 年起開始建造新鎮安中

學，新校址位於鎮安縣永樂街道

太平村，距縣城約 14 公里，近

期已交付使用。

據校方介紹，學校占地 272
畝，總建築面積 12.9 萬平方

米，計畫容納 6000 名學生。鎮

安中學新址共有教學樓、宿舍

樓、餐飲樓、體育館、教師公寓

等主體建築 24 棟，設置 120 個

教學班。

報導稱，從仿古牌坊式大門

進入校園，4 層噴泉水景「鯉魚

跳龍門」映入眼簾，16 尊石刻

鯉魚分布兩側，一方約 8 米長、

1.5 米高的校訓大理石碑位於噴

泉盡頭。

此外，校園內隨處可見石砌

欄杆，每棟建築均有仿唐式建築

屋頂。一處長約 50 米、落差 15
米左右的多級瀑布群上建有涼

亭，四周有假山、水車、棧道、

水景、石拱橋等。鎮安中學籌建

處負責人稱，假山瀑布水景花費

200 餘萬元。學校還建有 4 棟教

師公寓樓，其中格局為兩室一廳

一廚一衛的公寓有 104 套，一

室一衛有 334 套，所有公寓「衣

櫥書櫃、沙發桌椅、餐桌灶具、

衛生洗浴、電視寬帶一應俱全，

可直接拎包入住」。但不少教

師稱，大部分教師家在縣城，並

不會入住，可能造成公寓樓閒

置。報導說，鎮安中學項目總

投資達 7.1 億元，鎮安縣還需連

續 12 年、每年至少償還 5000
餘萬元貸款。作為 2019 年 5 月

才脫貧的深度貧困縣，鎮安縣

2019 年地方財政收入不足 2 億

元。

對此網民議論指出：「是辦

教育還是辦旅遊景點？」「一個

學校需要豪華嗎？」「當年的西

南聯大由多少大學組成，也沒見

這麼豪華。」「7.1 億裡面怕是

至少有一半裝進了口袋，徹查背

後的貪汙腐化問題。」也有網民

表示，這只是官場腐敗的縮影。

陝西鎮安縣耗資7.1億建新鎮安中學。

（中央社）

（Adobe Stock）

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推特）

為救老人 她跟火車搶時間 武漢水上派對 三千人不戴口罩狂歡
【看中國 2020 年 8 月 19 日

訊】武漢肺炎在中國爆發後迅速

席捲全球，而病毒發源地武漢的

一處海灘樂園日前卻舉辦水上電

音派對，現場 3000 人擠得園區

水洩不通，引發外界擔憂。

法新社報導，武漢瑪雅海灘

水上樂園今年 6 月重啟開放，

來客量已達 5 成，為促進消費，

園方還推出女性遊客半價優惠。

近日園方更舉辦水上電音派對，

約 3000 遊客入場同歡。從照片

中可見，現場人山人海，遊客不

但沒配戴口罩，也沒有保持社交

距離。

照片傳出後，不少中國網友

還一度質疑是「假照片」，表示

「我們看個電影都小心翼翼，不

可能一下子這樣作死的」、「假

的，圖是 2018 年的」、「過於

假了，政府沒這麼大的膽子」。

對此，新華社的說法是，園

方已做好防疫措施，只讓 3000
名「經檢查後證明健康無染病」

的遊客入場。這直接證實了照片

屬實。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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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8 月 18 日，川普說了一件

事情很有內涵，他說原定於 8
月 15 號舉行的中美對第一階段

貿易協議執行狀況的評估會是他

取消的，是他不想和中共談，現

在不是談的時候。這種事情圈內

知道就行了，公開說就是打對方

的臉，就是已經不再顧及對方的

顏面到了不再留有餘地的程度。

這不僅僅是標誌川普已經擺

脫了他第一個任期裡最大的心

結：中美貿易這事在他心裏已經

不再有份量了，想拿貿易問題影

響他這策略已經無效了。而且以

川普一貫行事的風格，他不想談

意味著很可能還有大招要放出

來。接下來這幾個月可能還會有

很多事發生、今年很熱鬧。

現在川普的氣勢也壯起來

了，CNN8 月 17 日發的民調，

川普落後拜登只有 4 個百分點。

拜登 50%、他 46%。而民調的

正負誤差也就在 4% 左右。左翼

媒體的民調本來一直就對川普不

利，美國媒體研究中心（MRC）

的報告發現美國主流媒體上對川

普的負面報導是拜登的 150倍。

對主流媒體的報導作出反應的人

群當然也是更大機率不喜歡川普

的人。可是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川

普和拜登的民調都相當接近了，

現實中川普可能是反超很多的。

所以川普現在腰桿子也硬起來

了，對中共越硬他的民望越漲，

在接下來這不到 80 天的時間裏

就會一路硬下去。

接下來還會放什麼大招呢？

金融制裁是我們談過幾次的，它

肯定會在總統選舉之前發生，按

《香港自治法案規定》人員制裁

名單提交之後的 60 天內，對相

關銀行的制裁名單也要出爐。對

林鄭月娥他們 11 名中港官員制

裁的名單是 8 月 7 號出來的，

最遲最遲 10 月 7 號以前銀行制

裁的名單也會出來，我估計應該

比那要快。

還有一個大招就是涉及臺

灣。有一個選擇是美國直接承認

一國兩府：一個中國兩個政府。

最近有很多在討論這個話題，輿

論已經起來了。可能有的人會覺

得這個腦洞太大，過於駭人聽聞

了。要知道 1972 年尼克森訪問

北京腦洞比這還大，它也發生

了。基辛格訪問北京是秘訪，外

界都蒙在鼓裡。尼克森的到訪當

時算石破天驚、讓人跌破眼鏡。

從川普那邊來講他不會有太大的

障礙，2017 年上任就先和蔡英

文打電話，四年前他敢這麼做，

4 年之後已經和中國脫鉤到這種

程度就沒什麼能阻擋他更進一

步。這種大招什麼時候放出來？

80% 的可能得在他連任成功之

後，第二個任期會是他全面反共

戰略付諸實施的階段，美臺復交

會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中國這邊習近平也終於露面

了。習近平神隱露面以後第一站

終於去了安徽視察災情，新華社

的《學習進行時》專欄出了篇報

導，提到安徽長期以來對糧食安

全和農村改革做出了巨大貢獻，

所以習近平尤其重視。習在帶頭

反吃貨、號召節約糧食，糧荒大

概成了他現在的頭號內政。

糧荒這事又和中國的外匯諸

備有關係，糧荒的背後是錢荒、

美元荒。 17 號網易出了一篇分

析文章，說中國 3 月份的外匯

儲備的淨額跌破 1 萬億美元了，

只有 9660 億美元了。怎麼叫淨

額呢？原來現在 3 萬億出頭的

美元儲備裡，2 萬多億其實是美

元債務。是在海外發債籌到的美

元先算作外匯儲備。這篇文章裡

說，中國早從 2014 年開始，經

常性賬戶（通過貿易取得的美

元）就是逆差。這麼些年之所

以美元儲備還有增加是靠資本性

賬戶的順差（就是外國投資和

各種投機熱錢流入中國，超出從

中國流出）。但這個來源從今年

開始急劇下降，現在只好靠發債

借來的美元充數。

2019 年中國進口原油總共

是 1600 多億美元；晶元是要買

的，2018 年起的晶元的進口額

就超過 3000 億美元。晶元今後

肯定是要漲價的；中國的鐵礦缺

少富礦，鐵礦石主要從澳洲、巴

西這些地方進口，2019 年中國

鐵礦石進口一共是 1000 億美元

出頭。

能源要買、晶元要買、鐵礦

石一定要買，這都是維持現在工

業體系所必需的，這麼幾扣下來

1 萬億美元就干了，還拿什麼進

口糧食呢？大家就只好勒緊褲腰

帶過日子。糧荒是接下來中國的

一個心腹大患。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民主黨用「進步主義」觀

念統治的城市，多處於三高狀

態，失業率高、犯罪率高、政

府債務高。但民主黨決不承認

這點，進步主義的研究機構也

不承認這點。但事實無情。

自從發生 BLM（黑命貴）

革命運動之後，紐約州與紐約

市順應革命者 Defund Police
（解散警局）的要求，減少了

NYPD（紐約市警局）的 10
億美元預算。結果是紐約市犯

罪率上升，僅在上東區，與

2019 年 7 月相比，搶劫案就

達到了令人震驚的 286％，槍

擊事件有所增加，逮捕人數減

少了一半。但州長庫莫當了多

年紐約州長，深諳州情。他很

清楚，紐約市財政枯竭，連清

潔門面所需要衛生預算也削減

了 1.06 億美元，結果導致整

個城市堆滿了垃圾。

他更清楚，民主黨的票倉

中有大量福利族，這是政府供

養的物件，供養費用得從稅收

中來。而紐約人口的百分之一

繳納該州稅款的一半，這些人

是全球流動性最高的人（準確

地說是流動能力最強），就在

武肺疫情大流行之時，許多居

住在曼哈頓、布魯克林區的富

人逃往漢普頓，紐約州北部或

康涅狄格州，截至今年 5 月，

紐約市最富有的居民中至少

有 42 萬逃離了紐約市。 6 月

BLM 革命如火如荼，騷亂和

搶劫在城市中肆虐時，富人

們的外流更多。據搬家公司

Roadway Moving 總裁羅斯．

薩皮爾（Ross Sapir）告訴 Fox
新聞，「實在是太忙了，這是公

司有史以來最繁忙的夏天」，

「在過去三個月中，我們無法滿

足需求」，另一家搬家公司 Oz 
Moving則說，搬遷數量繼續以

「相當大的速度」增長。比之前

27年中的任何一年都多。

窮人是票倉，富人是政

府提取稅收錢袋，「錢袋」長

腳跑了，稅收怎麼辦？紐約不

愧是民主黨經營多年之地，市

議會一干議員不斷呼籲提高該

市最高收入者的稅收，以抵消

紐約在未來兩年內面臨的預

計 300 億美元的赤字。做行

政首腦多年的庫莫先生腦袋比

清談的議員要靈光，知道加徵

稅收，剩下的這點富人也會離

開紐約。於是他靈機一動，向

逃出紐約的富人們發出深情的

呼喊：歸來吧，我請你們喝一

杯。當然，他不僅僅是呼喊，

而是深入富人當中，「每天」

與他們交談，懇求他們回來，

並且承諾親自下廚為他們做

飯，與他們一道喝一杯。

與芝加哥女市長的處境

相比，庫莫先生的煩惱不算什

麼。 6 月 9 日，芝加哥迎來

60 年來「最致命的一天」，24
小時內 18 起命案；7 月 4 日，

在芝加哥的獨立日週末期間，

至少有 79 人遭遇槍擊，其中

16 人喪生。與去年同期相比，

6 月最後一週和 7 月第一週凶

殺案件增長了 39%。生活在芝

加哥的人習慣了這些，不會因

此更加難受。當地的官員們也

將這些當作日常狀態，不會因

此改變做法。

但是，沒有錢，淚汪汪。

做芝加哥市長，最痛苦的事

情莫過於沒有錢。早在 2018
年，因為面臨 280 億美元的養

老金財政缺口，芝加哥市長伊

曼紐爾 12 日向市議會提議，

希望能通過開設賭場，大麻合

法化的方式增加財政收入，以

解決財政危機。洛瑞．萊特富

特（Lori Lightfoot） 女 士 任

市長之後，芝加哥財政也很不

寬裕，再加上今年 5 月底以來

BLM 革命運動，共有數千家

商場關了門。Target 及全力支

持 BLM 的 Walmat 現在都停

業了，安德森經濟集團估計，

在 5 月 29 日 至 6 月 3 日 期

間，包括芝加哥在內的大都市

地區的搶劫損失總計超過 4 億

美元。在遭到嚴重洗劫後的查

塔姆（Chatham），連 CVS 這

種便民的醫藥連鎖店都關門大

吉。

女 市 長 曾 全 力 支 持

BLM、以保護市民姿態反對

川普派國民警衛隊清場的打

算，現在終於知道沒錢不好

辦，聲稱要採取艱苦的努力使

企業重返市場。不幸的是，就

在天天打電話、發電郵與那些

關門的企業聯繫、並許諾拿出

1000萬美元維護商場的治安，

苦勸他們返回時，8 月 9 日，

芝加哥多個地區發生大規模搶

劫案。 50 多輛車載著數百人

衝上街頭洗劫了包括珠寶店在

內的眾多高檔商場。著名高檔

商場 Nordstrom 一直努力表

態支持 BLM，但也難逃被洗

劫之厄運。據芝加哥警方稱，

搶劫期間有 9 名警察受傷，一

名保安人員和一名平民遭到槍

擊，都處於危急狀態。

女市長面對記者時不肯承

認是過去的縱容導致了 8 月 9
日的大規模搶劫，但在視頻講

話中譴責了搶劫者在破壞芝加

哥這個被引以為傲的城市。第

二天，BLM 發表強硬聲明，

斥責說市長女士「自五月以來

沒學到任何東西，直到廢除警

察並給黑人社區充分投資，人

民將繼續崛起」。他們還聲

稱，「在芝加哥市中心積聚的

巨大財富是我們所有人的財

富」，抗議者攻擊富人所有並

為富人服務的高端零售商店，

因為那不是「我們的」城市。

女市長頓時沒轍。她領導

的這個城市，是 BLM 的本部

與訓練基地所在地，也是黑豹

黨的基地。地下氣象員的幾位

骨灰級革命先輩都在那裡。

大選就剩下幾十天了，美

國人要過什麼樣的生活，全看

超過51%的選民如何選擇了。

我始終堅信，超過一半的美國

人不會喜歡缺乏公共安全、法

治遭到嚴重破壞、身份政治主

宰一切的狀態。身份政治被美

國左派名之為進步，實為退

步。

坐 牢 的 四 年 裡， 勞 改 編 號

19435 的盧昱宇只收過一封信和一

張明信片。

寫信的人是王荔蕻，在中國維

權人士圈內有「大姐」之稱；明信

片來自一位匿名的陌生人，上面只

有四個字：多曬太陽。「在與世隔

絕的狀態下，能夠收到一封信和一

張明信片，我覺得是奇蹟一樣的

事，」8 月初，盧昱宇從貴州通過

電話對美國之音說。

此時，距離他走出高牆還不到

兩個月。

1977 年，盧昱宇出生在貴州

遵義，曾是叛逆青年，喜歡搖滾，

夢想組樂隊，……底層的艱難讓他

明白，普通人在這個國家根本沒有

機會。 2012 年，他和當時的女友

李婷玉創辦「非新聞」，收集、核

實、發布中國各地發生的群體性事

件。從抗議徵地、工人罷工到業主

維權……他們不知疲倦，幾年下來

記錄了 7 萬多起。

2016 年 6 月 15 日， 二 人 在

雲南大理被抓，隔年 8 月，盧昱宇

被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四年

徒刑；李婷玉被判刑兩年、緩刑三

年。同年 11 月，總部設在巴黎的

無國界記者組織授予二人「新聞自

由獎」。 2020 年 6 月 15 日，盧

昱宇刑滿釋放，一天前是他 43 歲

生日。

出獄後，他想找到當年給他寫

寄明信片的人。他把明信片發到網

上，獲得很多轉發，也有更多人提

起筆來給他寫信。自從表示願意收

信後，一個多月裡，他收到 75 封

信，很多是手寫的，拍成照片私信

給他。一字一句地讀過後，他全部

發到網上，標籤就叫「曬太陽」。

謝謝此時的你，如此積極地康

復和記錄，沒有屈服，沒有沉默，

沒有怒懟……願早日康復，前方有

美麗的自由。｣這封信來自中國勞

工問題研究者李翹楚。 2 月 16 日

凌晨，她被警方從家中帶走。此前

幾個小時，她的男友、公開呼籲習

近平退位的維權律師許志永在廣州

被抓。李翹楚於 6 月獲釋，目前也

在與抑鬱症抗爭。

你是如此特別，我作為一個在

海外的人權工作者，能『幫到』你

一點點，讓我覺得很榮幸，讓我覺

得我的工作還有點意義……｣這是

在紐約的國際組織「人權觀察」中

國部研究員王亞秋。

更多的是沒有留下真實姓名的

人。他們對他說：「網際網路有記

憶，我們都有」。

……

他在推特上寫道：

「我不是英雄，也不是特意留

下來抗爭的那部分人，我做『非新

聞』是因為我喜歡，我沒離開是因

為我出生在社會最底層，沒機會。

我沒有屈服是因為我知道屈服後的

代價，我想做一個有尊嚴的人。」

川普還有啥猛招？

紐約與芝加哥的出逃潮

◎文：周士為

給「反賊」的75封信 
寒夜裡一絲溫暖的光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加怡保險加怡保險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房屋保險

旅遊 / 探親保險

Andy Chang, CRM CIP
Branch Manager - 商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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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ty Kong
Account Executive - 個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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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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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00 am - 5:00pm; 星期六須預約Unit 420, 1110 Centre ST NE地址 : https://WWW.LSIINS.INFO網址：403-474-3700電話：

非新聞」創辦人盧昱宇出獄兩個月裡收到75封信（圖片來源：美國之音）

◎文：何清漣

https://www.lsiin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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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羅斯大選舞弊風

暴越演越烈，首都明斯克

在8月16日首次有超過20萬
民眾走上街頭，對盧卡申柯

表達強烈不滿。而被迫流亡

至立陶宛的競爭對手季哈

諾夫斯卡婭，則已提出成立

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委員

會，致力落實權力轉移。而

莫斯科與歐盟的態度將決

定白俄羅斯的未來。

◆泰國學運爆發迄今已超

過一個月，在 8 月 16 日學生們

舉行了萬人遊行，此次規模是自

2014 年軍隊發動政變以來，最

大的一次。全球各地陸續出現聲

援行為。例如：在臺灣的泰國人

聚集於臺北車站，以表達支持泰

國民主運動。泰國此次的學運有

三大訴求，即是解散國會、終止

騷擾異議人士和修正《憲法》。 
「三指手勢」成為當地年輕人的

抗爭符號之一，此手勢出自於

《饑餓遊戲》電影。

◆日相安倍晉三近期在各種

場合時總顯得精神不振。 8 月

15 日上午的行程走起路來明顯

步履沉重，搖搖晃晃。 17日上

午 10 點半左右，安倍抵達東京

慶應大學醫院，在醫院中滯留約

7 個半小時，引起了輿論對其健

康狀況的種種猜測。政治中心永

田町已經公然開始談論「安倍政

權結束」的事情。據說目前自民

黨準備接班的有力的政治家已經

開始競爭，新的首相也許會暫時

以安倍「禪讓」的形式進行。

◆美國和日本在未來幾年內

將斥資 90 億美元，以佈署千餘

枚的低軌道小型衛星，並組成一

個防衛天網，以此來解決中國與

朝鮮的導彈威脅。美國將會在

2022 年發射 30 顆的實驗衛星。

而日本也將為 2021 財年預算提

案分配用在紅外感測器開發方面

的資金。目前俄羅斯與中國已發

展殺手衛星，能夠致使其他國家

的衛星失去能力。如今美日發展

大量的衛星群，即使一兩顆衛星

無法使用，那麼還有其他的方案

能夠替代。

◆美國司法部 13 日宣布成

功搗毀「哈馬斯軍事分支卡薩

姆旅」、「蓋達組織」和「伊斯

蘭國」等國際三大恐怖組織的募

資鏈，凍結總值 200 萬美元的

300 餘個加密貨幣帳戶。這也是

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外部資

金扣押行動。他們被查獲通過加

密貨幣和社交媒體等，籌集恐怖

活動的資金。在過去幾年，他們

利用新開發的虛擬貨幣，如比特

幣（Bit-coin），進行複雜的洗

錢活動，甚至偽裝成慈善機構或

醫療用品供應商，暗中為恐怖活

動籌集資金。

白俄大選舞弊  東烏或現危機

大規模示威                      
6千餘人入獄

據法廣報導，8 月 16 日當

天，超過 20 萬的市民組成人潮

參與了反對派發起的「自由大遊

行」示威活動，以抗議自 1994
年就掌握國家大權，並一直當政

至今的盧卡申柯通過選舉舞弊再

度連任總統一職，規模為 1991
年脫離蘇聯獨立以來僅見。

大遊行也爆發了警民間的衝

突，到目前為止，白俄羅斯警方

對抗議者進行的暴力鎮壓已逮捕

了 6700 多人，數百人受傷，至

少 2 人死亡。許多抗議者聲稱，

他們在拘留中遭受了酷刑。而爆

滿的監獄，讓當局不得不採取邊

抓、邊荼毒、邊放人的行徑。

軍警現鬆動 工農挺示威
季哈諾夫斯卡婭（Svetlana 

Tikhanovskaya） 則 是 成 立 了

烏克蘭危機。

對普京來說，防止自由民主

政權在其枕邊發芽生根都是一成

不變的目標。而與地理位置較遠

的匈牙利相比，剛剛在國內尋求

近乎終身執政成功的普京是決不

允許，在白俄出現一個真正以公

民為國家主權持有者的現代化政

權。法廣分析認為，歐美等西方

陣營如果不能適時地向白俄羅斯

的人民提供實質性地支持、不能

布署北約部隊於邊境進行嚇阻、

不能堅持通過重新舉行由國際社

會監督的大選來決定白俄國家領

導人的歸屬，那麼一旦盧卡申柯

的執政在接下來的數日內不堪壓

力而近乎崩潰時，俄羅斯入侵東

烏克蘭事件將極可能再度上演。

獨裁者法寶：恐懼和謊言

法廣評論指出，專制殘暴的

時候，人們往往沒有能力進行反

抗，也看不到革命勝利的曙光；

一旦君主專制出現鬆動，一方面

自由行動給人們帶來了革命的機

會，另一方面，手銬被打碎，會

使得腳鐐的存在變得更無法容

忍。革命的機會和熱情，便導致

了大革命的突然爆發和君主專制

的崩潰。

而對於任何像盧卡申柯這樣

的威權國家統治者來說，要維持

對其國民的統治持續，統治者常

用的兩大法寶：一是恐懼，二是

謊言。一面依靠暴力在全社會製

一個由 70 位泛立場人士組成的

政權移轉委員會，並通過社交媒

體呼籲白俄民眾在上街遊行，持

續向盧卡申柯政權施壓。有更多

的工廠和企業正皆紛紛加入罷

工與抗議行列。同時又出現越來

越多的軍警、官媒記者、電視主

持人和官員公開宣布辭職，以支

援抗議活動。盧卡申柯僅存的支

持者，僅剩一些其所豢養的軍警

勢力，一如 31 年前遭到處死的

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與

2014 年烏克蘭廣場革命中遭到推

翻的亞努科維奇等當時的處境。

歐盟抨擊 普京撐腰叫板
國內排山倒海的反對聲浪，

與在歐盟表示將施行新制裁後，

盧卡申柯面對的內外壓力日增，

於是他開始向俄羅斯求援。俄羅

斯總統普京在和盧卡申柯通話時

表示，「準備提供（盧卡申柯）

需要的幫助」。 18 日，普京則

分別致電德國總統默克爾和法國

總統馬克宏，強調俄國不准外國

勢力向白領導人施加壓力。

而向來致力制衡俄羅斯影響

力的歐盟，在 14 日外長會議上

即同意對白俄羅斯啟動制裁程

序，第一步將擬定制裁清單，鎖

定負責暴力、鎮壓和偽造選舉結

果的高官。 18 日歐盟反應進一

步升級，19 日召開歐盟 27 國領

導人視訊峰會，並強調白俄羅斯

民眾有權利決定他們的未來和自

由選出他們的領導人。

防範東烏危機2.0 
一時間，歐盟及俄羅斯立場

上的對立，讓白俄羅斯成為歐俄

之間最新角力議題。法廣指出，

白俄羅斯面臨的危機局勢讓人們

不僅聯想到 1956 年發生的波匈

事件，亦讓人想到了 2013 年的

造出恐懼的氣氛並打擊和消滅社

會中的不同聲音，以暴力支持下

的國家宣傳機器，以及對媒體輿

論的控制，將正在發生和歷史事

件進行唯一的解釋和敘說。如果

說盧卡申柯在過去的 26 年執政

中成功，且肆無忌憚地維持著對

輿論的控制，並隨心所欲的打擊

異己，清除反對聲音，那麼觀察

最近幾日發生在白俄全國的抗議

和罷工運動來看，他的這一能力

正變得越來越力不從心。

盧卡申政府是北京盟友

在官方公布盧卡申科連任成

功後，在外國領導人中，中國領

導人習近平最早向盧卡申科表達

祝賀，並在賀電中強調他高度重

視與白俄羅斯關係，「願同盧卡

申科總統攜手努力，共同推進中

白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旅居歐洲的中國問題專欄作

家王慶民表示，中白兩國皆為國

際上的專制政權，十分友好，在

國際議題上支持對方的立場，如

果盧卡申科得以連任，中國等於

在國際上多一個盟友。

白俄羅斯今年 7 月在聯合

國人權理事會上，即代表 46 個

國家共同發言，支持中國的新疆

政策。去年也曾與其他 54 個國

家稱讚中國在人權領域取得的成

就。除此之外，白俄羅斯被視為

「一帶一路」的支點國家，為中

國深入歐洲內陸的主要橋梁。

民眾走上明斯克街頭抗議總統選舉舞弊。（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

於 8 月 13 日宣布，以色列和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簡稱阿聯酋）

之間達成歷史性和平協議，促成

兩國邁向關係全面正常化，外界

盛讚川普總統出色的外交策略；

法國總統馬克龍則在阿聯酋與以

色列達成雙邊關係正常化協議的

第二天，向阿聯酋表示祝賀。他

讚揚阿聯酋做出了一個勇敢的決

定。英國、俄羅斯、德國、日

本、埃及、巴林和阿曼等國對此

【看中國訊】去年 9 月，太

平洋島國基裡巴斯與臺灣斷交之

後，立刻投奔北京懷抱。近期流

出中國大使唐松根在今年 3 月

拜會了該國總統兼外交部長馬茂

（Taneti Maamau）的照片，竟

然出現唐松根踩在當地 30 多名

孩童的背上下機。還有由 2 名穿

著傳統服飾的女性攙扶他走過。

雖然有人緩頰稱，這是一種

當地部分島嶼的歡迎儀式，但當

地獨立記者說，過去臺灣大使從

以色列和阿聯酋達成和平協議
表示歡迎。

這項歷史性成就，無疑有力

駁斥了許多批評川普總統外交政

策的政要和政治學家言論。就連

競選對手拜登也對這些歷史性協

議表示肯定，稱讚這項成就成功

「彌合了中東的深層鴻溝」。

阿聯酋成為與以色列之間的

外交關係完全正常化的第一個波

斯灣阿拉伯國家，也是第 3 個

和以色列有建交的阿拉伯國家，

先前的兩國分別為：1979 年的

沒有獲得此種「禮遇」，而澳洲

外交官員亦稱未參加過這種儀

式。因此，有網友大酸中國 ( 中

埃及及 1994 年的約旦。以色列

總理內塔尼亞胡形容是「歷史性

的一天」，也歡迎以色列與阿拉

伯世界關係的「新時代」到來。

川普則表示，期待更多阿拉伯國

家效法阿聯酋。

分析人士稱，該協定受到國

際社會的廣泛歡迎，因它不僅緩

和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的外交緊

張，且有望為今後其他阿拉伯國

家與以色列達成類似協議鋪路，

是該地區發生重大變化的第一步。

共 ) 政府，就是這樣將人權踩在

腳下的。

據涉外人員透露，北京與吉

國交涉過程中，吉國曾開口要求

一架價值達 7000 萬美元的波音

737 民航客機。北京起先想要壓

低籌碼，建議規格接近，但是造

價僅 3000 萬美元的國產 C919
客機。不過此舉卻遭到基裡巴斯

總統馬茂斷然拒絕，最後北京

不得已仍贈與吉國一架波音 737
客機。

中國大使踩踏30個「人體地毯」下機

@MichaelField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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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中概股在美國上市的

總體情況：目前在美國上市的中

概股有 233 支。在美國上市的

中國公司一般不會只在美國上

市，而是在兩地上市的，比如既

在美國上市也在港股上市、或同

時也在 A 股上市。這 233 支股

票總市值大概是 1 萬多億美元，

市值佔比是 3.3%，日均交易額

是 81 億美金，日均成交佔比是

6%。

現在美國股票市場總市值大

概將近 30 萬億美金，A 股的總

的市值大概是 10 萬億多一點美

金，所以美股確實是一個尋求資

金的更大、更好的市場。

如果細看在美國上市的中

概股前 10 名，第一大是阿里巴

巴、第二大就是京東、第三是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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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k Finance 蒙面財經

外國企業有 955 家，比例達到

13.6%，尤其 03 年以後，達到

15% 至 30%。 美股是一個真正

的全球化市場，中國雖然曾經想

做 A 股全球版，匯豐控股也躍

躍欲試，但最終不了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機構投

資者在中概股裡面持股市值的

佔比並不低，例如阿里巴巴有

32%，百度、海洋網際網路、

好未來都在 50% 以上。這些公

司在美國上市能募集到大量的資

本，表面上看是雙贏的事情，但

中概股在美國陷入審計風險和退

市危機，與這些中國公司本身有

很大關係，那就是中概股涉及大

規模造假的歷史。

多多、接下來是網易、海洋網際

網路、好未來、百度、中通快

遞、新東方教育和跟誰學。這些

公司的市值佔比非常大，例如阿

里巴巴，就佔了 233 支股票總

市值 1 萬多億美元中的 6869 億

美元，這裡前 10 名就佔了總市

值超過 90%，說明在美上市的

中概股其實都是中國巨頭企業。

從歷史上看，中概股第一次

在美國上市是在 1993 年，是中

國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次上市高峰是在 2007
年，當時中概股有 29 家，2008
年金融危機下數量減少，但往

後到 2011 年數量還是比較可觀

的。不過 2011 年發生了一個重

要的轉折點，當時美國調查機構

渾水發表了報告，質疑東方紙業

財務造假，隨後陸續點名了多家

中國企業，引起美國證監會重視

並介入調查，最終 50 多家中概

股被停牌或退市，中概股也走入

了一段低迷期。

2014 年阿里巴巴宣布在美

國上市，中概股 IPO 才逐漸恢

復，2017 到 2019 不斷增加，

例如金山雲、理想汽車、貝殼

找房等，融資金額也相當大，

2017 到 2019 的 融 資 佔 美 股

IPO 比例達到 15% 至 20%。

統計一下外國企業在美國

IPO 的佔比，從 1990 至 2019
美國的 IPO 有 7024 家，其中

今年初瑞幸咖啡醜

聞，加上美國最近開始淨

網行動，令中美關係越發緊

張。目前中概股在美國面臨

退市危機，還有越來越嚴

格的監管環境。這次我們

來看一下中概股退市危機

的前因後果。

比如上半年的瑞幸咖啡以及

最近的愛奇藝，令美國在財務上

對中概股產生質疑，而 2011 年

以來美國監管機構對中國公司已

經有很大的不信任。研究機構

Wolf Research 對愛奇藝的提出

的質疑包括用戶數、虛增收入、

虛增成本、以及將購買版權納入

為投資性現金支出。近年中概股

經常被國際研究機構質疑甚至做

空，美國政府也同時加大了對中

概股的監管壓力，例如 4 月 21
日美國證監會和美國上市公司會

計監管委員會發表了聯合公告，

警告公眾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

場企業信息披露的不完整、風險

比美國本土公司高。（下轉 B2）

中概股退市危機財經 
評析

Getty Images

Rundle Dental Dental
         牙醫診所牙醫診所

歡迎南部新症、急症

服務全家的牙齒護理美容服務全家的牙齒護理美容

兒童牙齒保健

拔牙及根管治療

牙冠牙橋修復

牙齒矯正及
隱形牙套

牙齒美白美容

種牙及活動型假牙

注射 Botox 除皺針

保險直接結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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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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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牙齒矯正諮詢免費牙齒矯正諮詢
歡迎來電諮詢詳情歡迎來電諮詢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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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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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RundleDental.co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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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忠豪醫生陳忠豪醫生
10 年經驗 

美國牙科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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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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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朗有耐心 熱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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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明娟醫生許明娟醫生許明娟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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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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平帝立后

王莽知道，他那個太皇太后

姑姑——王政君老太太對權力不

感興趣，對政務也很厭煩，只不

過因為漢平帝年紀太小，憑著對

漢皇室的一點責任感，不得已才

臨朝聽政的。他暗示「王莽工作

室」那幾個「打工」的，讓他們

上奏章，說以前很多憑功勞升職

的和各地方舉薦的官員，大多不

稱職，應該讓安漢公王莽考核一

下他們，以後這種雞毛蒜皮的小

事，太后就不必費心了。王政君

的精力和體力確實遠遠不如以前

了，樂得過點清閒日子，立即宣

佈，以後除了封爵位的事需要上

報，其他事王莽和幾個高級官員

自己就可以決定了。於是，王莽

利用「考核幹部」的機會，收買

人心，各地不合他心意的官員，

都被王莽利用這個機會免了職。

見完最後一位官員，王莽不

動聲色的坐在椅子上，心裏盤算 
著，這是真正的權傾天下了，自

己身居中樞之位，各地方官全體

審核了一遍，不聽話的統統「炒

了魷魚」。不過，怎麼還是覺

的不那麼踏實呢？有了，小皇帝

還沒立皇后，這是個機會。王莽

馬上寫了份奏章，「申請」為漢

平帝立后。

這事交到相關部門手裏，

很快就報上了一份候選名單，

皇后是國母啊，這可馬虎不

得，結果，名門閨秀列了一長

串，王氏家族的很多女孩兒也

在這份名單裏。王莽看了名單

一驚，心裏暗罵，這些辦事的

官員怎麼這麼「二」啊。王莽是

想讓自己的女兒當皇后，如今

有這麼多「優秀選手」，女兒

要和她們 PK，出線的機會可不

大。要為小皇帝立后這事兒是

自己「申請」的，撤是撤不回來

了，這「腫麼辦」呢？

王莽連忙寫了一份奏章，說

自己德行不夠，女兒相貌平庸，

就不要和其她姑娘一起參加「超

女」選拔了。王政君看了這份

「申請」，以為自己這個侄子是

因為王家的地位，為避嫌真心謙

讓的，於是乾脆下發詔書宣佈：

王氏家族的姑娘們都是我的娘家

人，選皇后就別選她們了。其

實，這是王莽的一招以退為進，

此時，他之前的種種「演技」發

揮作用了，王莽攏絡的各路「水

軍」紛紛出動了，其中有平民、

孺生、中級官員，也有卿大夫

和王宮貴族，他們到宮門前「請

上。這天夜裡，呂寬依計行事，

他悄悄來到王莽家大門口，正在

專心的完成他的「藝術品」，誰

曾想，王莽有個家人這時正巧出

門，呂寬一見，轉身就跑。這個

家人看見呂寬大半夜的出現在王

家大門口，正納悶兒呢，突然聞

到一股血腥味兒，低頭仔細一

看，門上血跡斑斑，知道這一定

是呂寬的「作品」。呦，「行為

藝術」啊，不過這種「抽象派」

的東西，我可看不明白啥意思，

他立刻把此事報告王莽。王莽這

個氣呀，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家

大門潑不得，這個道理你都不懂

嗎？他立即派人追捕呂寬。

沒多久，呂寬被抓，禁不住

王莽逼問，把「狗血門」事件的

經過都說了。王莽大怒，原來你

們想壞我大事啊，他立即把長子

王宇和大兒媳婦呂焉都關進了監

獄，並且逼王宇服毒自盡了。王

莽前腳逼死長子，後腳立即給他

姑姑王政君寫了個奏章，擺出一

副大義滅親的樣子，說自己這個

兒子被呂寬等人教唆壞了，妖言

禍眾，理應處死。

雲敞之義

正在此時，有人來報，吳章

被捕。王莽正怒氣未息呢，心

說，我大兒子和我唱對台戲，呂

寬跑到我們家搞「行為藝術」，

都是你教唆的，豈能饒你。他立

即把吳章定為腰斬之刑，把吳章

推到的東市門行刑，並且把他的

屍體扔在那兒示眾。這還不算

完，王莽知道吳章學生不少，認

為他們都是一夥兒的，計劃著要

把這些人都關起來。眾人聞訊，

紛紛避禍，沒人敢公開說自己是

吳章的學生。

這一天，突然有人上書自稱

是吳章的學生，此人名叫雲敞

（字幼儒），當時在「總理府」

當「處長」呢——「敞時為大司

徒掾」（《漢書 ‧ 雲敞傳》），依

常理推斷，「前途」一片光明。

他是吳章的老鄉，也曾拜過吳章

為師，他聽說老師獲罪，同學們

懼怕王莽的淫威，竟然都不敢

認吳章為師，頓時一股義憤填

膺：一日為師，終身為師，而今

恩師蒙難，弟子豈可畏禍旁觀。

他把自己的前途性命統統置之度

外，上書之後，他直奔東市門，

也不管一團血肉狼籍，抱起吳章

的屍體回家，用棺木收殮安葬

了。京城百姓無不敬佩雲敞的義

氣。——「自劾吳章弟子，收

抱章屍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漢書 ‧ 雲敞傳》），史家讚

曰：「雲敞之義，著於吳章，為

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

何遠之有」（《漢書‧雲敞傳》）。

王莽的堂弟——車騎將軍王

舜也聽說了這件事，他平時幫王

莽害過不少人，此時，卻被雲敞

的正氣折服，他給王莽打了個

「報告」，把雲敞比作漢初哭祭

彭越的欒布，說這樣的人、這樣

的義氣應該表彰啊。王莽見京城

上下，包括自己的心腹堂弟，都

這麼看重雲敞，只好不再追究。

「狗血門」效應

其他人就沒這麼幸運了，

王莽認為，這件事都是衛家引起

的，在吳章被腰斬的當天，他派

人快馬趕赴中山國，把衛寶、衛

玄兄弟以及家屬，不分老幼，都

安個罪名殺了，只有衛后一人，

畢竟是當朝天子的母親，得以倖

免。王莽一琢磨，乾脆把平時自

己不喜歡的人，都牽扯進呂寬這

樁「狗血門」。（未完待續）

爸太冷血了，他找來自己的老師

吳章，還有自己的大舅子呂寬，

和他們商量對策。吳章是當時

著名的「知識份子」，精通《尚

書》，弟子眾多。他給王宇出了

個主意：「這事兒啊，如果換成

別人，可以曉之以理、動之以

情，講講道理，沒準兒就有轉

機，可你老爸這人，油鹽不進

啊。不過，好在鬼神他還是信

的，咱們可以佈置個上天示警的

現場，嚇嚇他，他一害怕，就會

來問我，我就告訴他，這是因為

他自己搞『獨裁』，不許衛氏進

京造成的。我再趁機勸勸他，這

問題不就解決了嘛。」

吳章這主意，既高明又不

高明。說他高明，是因為「上天

示警」確實是個很「給力」的方

式。在人們普遍相信「舉頭三尺

有神靈」的中國傳統社會裏，天

最大，皇帝地位再高，也是「天

子」，君主若是不符合君主該遵

守的標準，大家就不把他作為君

主看待，甚至可以驅逐——「若

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

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

去何為？」(《左傳 ‧ 襄公十四

年》)， 因此，即使是皇命，如果

違背了中華傳統精神的大原則，

也可以不遵從，但是，「天命」

卻無論如何都必須遵從，敢公然

逆天叛道者，不僅要面臨上天

的懲罰，還會被天下萬民唾棄；

說他不高明，是因為凡偽造「天

命」的，無論用意如何，下場都

不會太好。王宇師生因為急於達

到目的，只看到這主意的好處，

注定了他們令人唏噓的結局。

那麼，這個計劃具體怎麼實

施呢？王宇說，這事還是由大哥

呂寬出手吧，他讓呂寬弄點狗

血，半夜悄悄潑到王莽家大門

（三）

願」，要求立王莽的女兒為皇

后。面對如此洶洶民意，太皇太

后王政君老太太只好聽憑王公大

臣們選了王莽的女兒。

「狗血門」事件

就在王公大臣們商討皇帝大

婚的時候，發生了在平帝一朝震

動一時的呂寬事件。

這事兒還得從漢平帝登基說

起，平帝從中山國被迎進長安、

初登皇位時才八、九歲，臨朝聽

政的王政君年事已高，王莽在朝

中的影響幾乎和天子相同。他要

獨攬大權，所以找了一堆冠冕堂

皇的理由，以防止外戚干政為藉

口，忽悠她那個太皇太后姑姑，

封平帝的母親衛姬為中山孝王

后，給平帝的兩個舅舅衛寶、衛

玄也封了侯，但是讓他們留在中

山國，不准來京城，這樣，平帝

的外戚就不會成為王莽為所欲為

的障礙了。

不過，王莽的長子王宇和他

老爸不是一路人，他越想越覺

的，自己老爸這事做的太不地道

了，讓人家母子分離不能見面，

做這麼缺德的事兒，竟然還能

打著「國家」的幌子，這臉皮厚

的，萬里長城不到頭啊。而且，

以後這漢平帝長大了，能不為這

事記恨王家嗎？於是，他派人悄

悄的聯繫平帝的舅舅衛寶，讓平

帝的母親給朝廷寫信，要求進京

探望兒子。兒行千里母擔憂，更

何況是這麼小的孩子，衛王后想

兒子想的正「淚流滿面」呢——

「衛後日夜啼泣，思見帝」（《漢

書 ‧ 外戚傳》），聽到這個辦

法，立即寫信表示想去長安探

親。王莽還是用之前的理由，堅

決不同意。

王宇越發覺的，自己這個老

中概股退市危機
（接 B1）為甚麼會有這些

問題？因為，中國公司的審計報

告及任何相關文件都是不對外披

露的，外國機構如果要監管中國

公司，跟中國的法律會有衝突。

根據中國證券法第 177 條，「境

外證券監督管理機構不得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境內直接進行調查取

證等活動，未經國務院證券監督

管理機構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同

意，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向

境外提供與證券業務活動有關的

文件和資料。」加上國家秘密法

等中國法律，規定了中國公司許

多信息是涉密的，而恰好中概股

在美國有很多都是國有控股企

業，分布在能源交通通訊醫藥這

些重要行業，相關的會計底稿也

就屬於涉密信息、敏感信息，所

以就受法規的制約。

另外，中概股公司的管理

層還有會計事務所，主要都在中

國，美國的司法機關和律師一般

都無法獲取這些資訊、難以追責。

也就是說，美國監管機構是

無法看中國公司的審計底稿的，

包括現場審查。但美國參議院 5
月 21 日剛通過了一個「外國公

司負責」法案，內容是如果美國

無法核查外國公司的審計報告，

就會被定義為非檢查年，如果一

家上市公司連續三年被定義為非

檢查年，美國證監會就可以禁止

該公司的股票在交易所交易，再

嚴重一點就給退市。法案還有一

部份明顯是針對中國的，就是要

審查外國政府在該公司的持股比

例、董事會裡面有沒有黨員的姓

名、公司章程裡面是不是包含黨

章等。這項法案將提交眾議院審

議，然後美國總統簽字就會通

過。

封殺抖音的那一週白宮的工

作小組出了一個報告，裡面提到

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需要遵循美

國會計審計準則，如果不遵循就

在 2022 年 1 月之前要求退市，

這是美國政府非常明確的一個動

作和信號。

中概股的未來有三種可能

性，就是退而求其次，改在香港

上市，比如阿里巴巴、京東、網

易，就能規避一些風險；令一種

可能就是私有化、退市，回到

A 股上市，而事實上前幾年有

很多美國的中概股私有化以後回

到 A 股上市，都會獲得非常大

的一個估值的提升、融資金額也

擴大了很多倍。

第三種可能性是最理想的情

況，就是中美監管機構達成互信

合作、允許美國監管機構去調查

中國中概股的這種審計資料。但

鑒於目前情況，這個可能性很

小，如果中美達不成跨境司法協

作的這種協議和互信，最後的壓

力和後果都落在了在美上市的中

概股身上。中概股將一邊承擔美

國監管機構趨嚴的法律法規，另

一邊又承受了中國法律關於資料

不得隨意提供給外國的法律規定

的衝突，最後是兩邊的擠壓、兩

邊不討好，最終對中概股造成極

大打擊，也將為中概股的美國及

海外投資者帶來極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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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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時代，雅典「高雅」的貴族們

經常瞧不起蘇格拉底，因為蘇格拉底沒有

像他們那樣精緻的打扮，而且在食物方

面，蘇格拉底從不鋪張浪費，也不收門徒

的錢。

有一天，一個名叫安提豐的有錢人遇

到了蘇格拉底，並嘲笑他說，即使是一個

僕人也比偉大的哲學家穿得好。但是，蘇

格拉底卻答道，他的快樂不是像安提豐那

樣短暫的，不同於世俗對財富、名聲、欲

望的追求，他的幸福來自於不斷提高自己

的美德，以及與最優秀的人聚集在一起。

即使財務上他們是貧窮的，但是他們的精

神是富有的。

緊接著，蘇格拉底問安提豐：「你是

想要一個身體健康，精神自由的人當你的

士兵，還是想要一個追求財富生活安逸的

人當你的士兵？」安提豐當然無法回答這

個問題。

蘇格拉底告訴安提豐，幸福不僅僅是

吃喝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只有人們從這種

塵世的迷戀中解脫出來的時候，他們才能

達到聖人的那種崇高的境界，從而找到真

正永久的幸福。

最聰明的人

一天，一個名叫凱勒豐的雅典人去特

爾斐參觀著名的阿波羅神廟，因為他想要

得到特爾斐的神諭來回答他的問題 :「在

雅典有誰比蘇格拉底更聰明 ?」
神諭的指示是 : 「不，沒有人比蘇格

拉底更聰明。」

當蘇格拉底知道這個神諭的時候，他

非但沒有炫耀自己，反而選擇質疑這個神

諭。因為他覺得世上有許多偉大的思想

家、先知、藝術家、詩人、雄辯家，他們

中的許多人都勝過他的智慧。

蘇格拉底決定一個接一個地去拜訪這

些偉人來驗證自己的想法。但是，當他與

這些思想家對話時，他意識到神諭可能確

實是對的。

那些偉大的思想家並沒有他曾經想

像的那樣有深度，一些人甚至無法進行

蘇格拉底的辯證鍛鍊，而是盲目的吹噓

他們自己。

最後，蘇格拉底意識到，他之所以比

這些思想家聰明，不是因為他比他們知道

得多，而是因為即使他是一樣的無知，但

他願意思考、願意求證，而不是像這些

「偉人」一樣自以為是，故步自封。

蘇格拉底的死因

在蘇格拉底晚年，雅典的道德世風日

下，放蕩和性放縱是司空見慣的事。蘇格

拉底公然反對這一點，但這激怒了雅典的

統治者。

蘇格拉底把一個思想下流的人比作一

個小偷，他們毀滅了自己和社會，這些人

像牛虻（一種令人討厭的昆蟲）一樣，

騷擾懶惰的馬（雅典人）。

但是聽到這話後，被激怒的雅典的領

導人決定除掉蘇格拉底，他們給了蘇格拉

底兩個選擇：閉上嘴巴，或者喝毒藥死

去。蘇格拉底選擇了後者，因為他覺得死

亡的懲罰要比放棄道德原則輕得多。

直到最後，蘇格拉底都是對他的選擇

充滿信念的。柏拉圖在蘇格拉底的最後一

篇演講《道歉》中解釋道 :「避免墮落要困

難得多，因為墮落比死亡跑得更快。」蘇

格拉底對指控他的人說，他們面臨的懲罰

將要比他大得多，蘇格拉底對他的支持者

說，上帝一直在指引著他，警示他任何危

險。但在這個特別的審判中，上帝並沒有

警示他，因此，他歡歡喜喜地走向了死亡。

   「為仁由己」是孔子對「個人何以可

以成就德性」這個問題的解答。強調進行

道德修養是「仁」的開始，是道德水準的

提升，是智慧的憑證，其內在是德性充實

之美 ; 外在表現是慈悲和真誠。有無修養

也是君子與小人之別。以下是關於君子修

養方面的幾個故事。

尚理不尚辭

 一次，孔子的幾個學生討論問題。子

夏問孔子說：「君子崇尚言辭嗎？」孔子

說：「君子崇尚道理。辭藻繁麗，夸夸其

談，不符合人們想要聽的願望。道德修養

很高的人，都需要恭敬的對待別人；擁有

聰明智慧的人，都需要虛懷若谷而不自以

為是；見多識廣的人，都需要一直提醒自

己還很淺薄。這就是節制自己，讓自己的

心裡永遠留下應有的空間的辦法。」

◎文：白雲飛

The”refined” nobles of Athens often 
looked down upon Socrates. Socrates 

did not dress up like them; he wore no 
footwear; he wasn’t wasteful or extrava-
gant when it came to food and he never 
accepted money from his disciples. One 
day, a wealthy man by the name of An-
tiphon came across Socrates. He looked 
down upon the state of Socrates and 
mocked him, saying that even a servant 
would dress better than the great philos-
opher.

 Socrates replied that his pleasures were not 
momentary; they were unlike the earthly de-
sires of wealth, fame, lust, and other things 
man goes after. He told Antiphon that his 
happiness came from constantly improving 
his virtue and being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est of men. The best of men being his stu-
dents, for Antiphon had also chastised them 
for following Socrates in leading such a 
miserable life.

 Then, he asked Antiphon whether he, that is 
Antiphon, would want to have someone like 
Socrates, physically fit and mentally free of 
attachments, as his soldier or would he pre-
fer someone more like himself? Antiphon, 
of course, could not answer that.

 Socrates went further and taught Antiphon 
that happiness is more than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living an expensive lifestyle. 
To be free of such mortal attachments is to 
be nearer to the supreme deity, and when 
you can achieve that lofty realm, you will 
find true and lasting happiness. Socrates 
would often boast of his disinterest in the 
“appetites of the body.”

The wisest

 One day, an Athenian by the name of 
Chaerephon went to Delphi to visit the 
famed Temple of Apollo. The reason for 
this visit was to inquire of the Oracle of 
Delphi, Pythia, who was a conduit for the 
god Apollo, a simple question. And this was 
the pertinent question: “Is there any man in 
Athens who is wiser than Socrates?”

 The Oracle, who was consulted for div-
inations and predictions, replied in the 
negative: “No, there is none wiser than 
Socrates.”

 When this answer was given to Socrates, 
rather than praise himself, he chose not to 
believe it. As was the nature of Socrates, he 
went about to dispute the Oracle’s answer 
because he felt that there were many great 
thinkers, prophets, artists, poets, rhetori-
cians and many of them could best him in 
wisdom on any given day.

 Socrates went to visit them one by one. 
But, as he spoke to them, he realized that 
Pythia was indeed right. The great thinkers 
were not so great, after all. Their thoughts 
and answers didn’t have much depth, and 
could not sustain the dialectical exercise 
Socrates put them through. They simply 
hadn’t thought deeply enough, and did not 
understand beyond a rather plain level.

 Some of these discussions are portrayed 
by Plato, Socrates’ disciple, in the book 
Dialogues. Socrates would select a topic, 
of which the renowned men were consid-
ered experts, and pose a series of questions, 
some with irony and others with sarcasm, 
to make them try to prove their own point.

 In the end, Socrates said that he was wiser 

than they were because they knew nothing 
while presuming that they did know, which 
was worse than his own state, because he 
knew nothing but did not carry the pre-
sumption of knowledge. And, in that, he 
carried an advantage over them.

Why he was killed

 During Socrates’ later years, morality went 
down significantly in Athens. Debauchery 
and sexual indulgences were commonplace. 
Socrates spoke up against this, much to the 
ire of Athenian rulers. He criticized their ac-
tivities openly.

 Socrates compared the man filled with in-
decent thoughts to a petty thief, and claimed 
that the thief, at least, enriched himself, 
while the former destroyed himself and so-
ciety. Socrates himself claimed that he was 
akin to a gadfly (an annoying insect) dis-
turbing a lazy horse (the people of Athens).

 His constant questioning disturbed the 
leaders of Athens, who then decided to get 
rid of him. He was given two choices: to 
keep his mouth shut or drink poison. He 
chose the latter, because he felt that death 
would be a far lesser punishment than giv-
ing up his moral principles.

 Till the end, he was resolute. In Plato’s 
Apology, Socrates’ last oration, he said: “It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avoid depravity, 
for it runs swifter than death.” He said to his 
accusers that they faced a far greater pun-
ishment than he did, and to his supporters, 
he said that God had always warned him in 
any case of evil. In this particular judgment, 
God did not warn him, and for that reason, 
he went toward death joyfully.

The Wisdom of Soc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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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拉底的智慧

名畫〈蘇格拉底之死〉（公有領域）

When asked "How can a person develop a 
good moral character?" Confucius replied, 
"Benevolence begins with oneself." When 
someone begins to stress the development 
of one's moral character, it is the beginning 
of benevolence, the elevation of one's moral 
standard, and the affirmation of one's wis-
dom. The intrinsic beauty is the enrichment 
of one's moral character, and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is benevolence and sincerit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erson of virtue 
and a sly person depends on whether he 
cultivates his moral character or not. The 
following are three stories on the cultiva-
tion of one's moral character.

Value Rationality, Not Words

 On one occasion, Confucius' students 
were having a discussion. Some students 
talked agitatedly, using strong language 
and dramatic facial expression. Zizhang 
said, "When discussing an issue, Confucius 
set an example. When our teacher talks, 
he speaks slowly, gently, and firmly. His 
mannerism is firm and respectful. He lis-
tens quietly until he understands what the 
other person is saying, then he expresses 
his opinion cautiously and calmly. He puts 
himself in other people's shoes, and is mod-
est and polite. His ideas are excellent and 
conform to established social etiquette. He 
is broad-minded and tolerant of others. Be-
cause he practices what he preaches, he is 
able to spread his ideas on morality and jus-
tice. When discussing an issue, those with 
deficient moral character tend to be opin-
ionated and conceited, and like to dwell on 
others' mistakes. When they speak, they 
often stare and shoot out words rapidly and 
glibly. They speak with emotion and not ra-
tionality, and their attitude is stubborn. This 
is not the way a virtuous person speaks. We 
should learn from Confucius."

 Zixia asked Confucius, "Does a virtuous 
person value words?" Confucius replied, 
"A virtuous person has high regards for 
rationality. A person who possesses vast 
knowledge but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rea-
sons behind it cannot meet the standard of 
a virtuous man with true knowledge. Even 
though his words are elegant, rich, and 
plentiful, they still cannot make people lis-
ten. A person with high moral values has 
to be respectful of others; this is the way 
to preserve one's high morality. A person 
who possesses intelligence and wisdom has 
to be open-minded and humble; this is the 
way to preserve one's intelligence and wis-
dom. A person with vast knowledge needs 
to remind himself of his lack of knowledge; 
this is the way to preserve his true nature. 
By restraining oneself, one always leaves 
room in one's heart."

從「為仁由己」
看君子的修養 (上)

Benevolence Begins 
With Oneself (Part 1 of 2)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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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科技界便稱之為「史前

文化」，認為人類的文明不止一

次，而是循環往復的。每次人類

文明毀滅時，都會有少部分人倖

存下來，遺留下來一點史前的文

化，然後繁衍出新的人類，進入

下一個文明時期。比如現代科技

界有一個無法解開的石油形成之

謎：現代科學認為，石油是在地

球板塊大變動時，地上的生物

在瞬間被掩埋至地層深處，與空

氣隔絕，然後在地底高溫、高壓

下，慢慢分解而形成的。石油的

形成條件非常苛刻，根據這些條

件，生物的自然死亡，或大洪

水、星球相撞等災難，所引起的

生物毀滅，屍體都只會慢慢腐爛

分解，而無法形成石油。

據世界能源權威機構的最保

守估計，現在地球上至少蘊藏有

二千多億噸石油。生物體很大比

例上都是由水構成的，據估算，

若將現代地球上的生物都轉化為

石油，共可產生三億噸左右的原

油。也就是說，我們這個地球上

的生物得整體毀滅近七百次，而

且毀滅後，所有生物都得同時瞬

間被埋進地層深處，全部轉化為

石油，幾乎沒有浪費，才能產生

目前地球上所蘊含的石油量。而

所有生物在瞬間被埋進地層深處

達到石油形成條件的機率非常微

小，絕大部分都因達不到石油形

成條件，而腐爛或成為化石。根

據這機率，地球上的生物不知得

整體毀滅多麼可怕的次數，才能

形成今天的石油。

若查閱世界各民族的神話傳

說與遠古記載，再結合現代的考

古發現，就會發現人類在漫長的

歷史過程中，曾發生過多次毀滅

性的大災難，如：大洪水、地磁

兩極反轉、地球板塊大變動、其

他星球撞地球、核戰爭等等。

每次發生毀滅性大災難後，

整個人類的文明都會被毀滅，只

有極少數人倖存下來，再重新繁

衍新的人類，開始新的文明。

每當發生大面積災難時，整

個人類的文明和生產工具等，幾

乎都被毀掉，倖存下來的少數人

類，不得不回歸到原始狀態，開

始住山洞、穿樹皮、打造石器

工具，重新發展新的文明。但幾

乎每次劫難都會留下一點史前文

明，有時倖存的人類比較多，留

下的史前文明就比較多。如：遠

古留下的《周易》、《八卦》、《河

圖》和《洛書》等等，現在人類的

智慧根本研究不透，成為解不開

的謎，這些都是從遠古的史前遺

留下來的。還有流傳至今的各種

神話傳說等，很多都是從遙遠的

史前時期，一代代傳到現在的，

所以這些都是珍貴的史前歷史資

料。

在東西方都有史前大洪水的

記載，如：《聖經》中記載著著

名的「諾亞方舟」的故事；中國

也有「大禹治水」的故事。據推

算，諾亞洪水發生的時間與中國

五帝時期的洪水時間基本吻合，

很可能就是最後一次發生的這場

全球性大洪水，幾乎毀滅了當時

的人類文明。

除了這最後一次毀滅人類的

大洪水外，在世界各地也有其他

關於大洪水的記載，有的在時間

上遠遠超過最後的這場洪水，毀

滅人類的洪水應該不止一次吧！

在出土的蘇美爾泥板文書

中，關於大洪水有如下記載：

「早晨，雨越下越大。我親眼看

見，夜裡大粒的雨點就密集起

來。我抬頭凝視天空，其恐怖程

度簡直無法形容……第一天南

風以可怕的速度刮著。人們都以

為戰爭開始了，爭先恐後地逃到

山裡，甚麼人都不顧，拚命逃

跑……」

瑪雅文明的聖書《波波爾 ‧

烏》對大洪水做了如下描寫：「發

生了大洪水……周圍變得一片漆

黑，開始下起了黑色的雨。傾盆

大雨晝夜不停地下……人們拚命

地逃跑……他們爬上了房頂，但

房子塌毀了，將他們摔在地上。

於是，他們又爬到了樹頂，但樹

又把他們搖落下來。人們在洞穴

裡找到了避難的地點，但因洞窟

塌毀而奪去了人們的生命。人類

就這樣徹底滅絕了。」

古巴比倫的《季爾加米士史

詩》是世界上現存史料中對大洪

水事件記載最完整的一部史詩，

因為它是從大洪水中倖免於難的

人口述而成的。在它的記載中

說：「洪水伴隨著風暴，幾乎在

一夜之間就淹沒了大陸上所有

平地和丘陵低山，只有居住在高

山和逃到高山上的人才得以生

存……」

墨西哥古文書《奇瑪律波波

卡繪圖文字書》中記載：「天接

近了地，一天之內，所有的人都

滅絕了……山也隱沒在了洪水之

中……」

類似的記載數不勝數，在全

世界二百五十四個主要民族、

八十四種語言區域裡，幾乎都發

現了大洪水的記載，而且情景都

驚人的相似。這些說明，大洪水

曾經是人類祖先們不可磨滅的共

同記憶，它們曾經多次毀滅過人

類的文明。

已消失的瑪雅文化，曾以它

高端發達的天文學、數學和曆法

震驚了現代世界，給現代人留下

解不開的謎團。在瑪雅曆法中記

載了人類所經歷過的四個「太陽

紀」，每一次太陽紀結束時，人

類文明都會在大災難中毀滅，然

後開始下一個太陽紀。（待續）

現代科技界發現了

一些奇怪的現象，比如：

現在地球上有很多文明

古蹟不是這一次人類文

明時期的產物，有的是

幾萬年前、幾百萬年前、

幾千萬年前，甚至是上

億年前留下來的。都不

是同一個文明時期的產

物，甚至是多個不同文

明時期的產物。

第三隻眼睛
帶你看世界

◎文：李道真

諾貝爾醫學獎得主伊格納羅

（Louis J. Ignarro）提醒人們，

從鼻腔吸氣、從口腔呼氣，能幫

助身體增強對抗病毒的能力。

加利福尼亞大學醫學院的伊

格納羅曾因發現一氧化氮在心血

管系統內的重要作用，於 1998
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伊格納羅說，一氧化氮有助

於抗擊冠狀病毒感染。鼻腔內的

鼻竇能夠產生一氧化氮，使得

肺部血液循環加強，血氧含量提

升，阻止冠狀病毒在肺部複製。

研究人員認為，一氧化氮的

三個基本功能有助於抗擊病毒：

擴張肺動脈，加強血液循環；擴

張呼吸道，增加供氧量；直接殺

死並抑制病毒在肺部的繁殖。一

氧化氮具有直接抗病毒的效果，

早在 2004 年 SARS 瘟疫期間就

被發現。

一項研究表明，在實驗室環

境下，釋放一氧化氮的化合物增

加了感染 SARS 病毒的帶核哺

乳動物細胞存活率。

現在流行的中共病毒是

SARS 的加強版，所含的大部分

基因和 SARS 病毒相同。因此

研究人員希望一氧化氮對中共病

毒也有一定的抑制效果，至少可

以緩解病患對呼吸機或重症監護

床位的需求。

人體內尤其是肺部的動脈和

靜脈管長達 10 萬英里，管壁上

內皮細胞多達一萬億個，都在持

續不斷地產生一氧化氮。

這些一氧化氮分子放鬆動

脈，阻止高血壓，促進血液流通

到各個器官內。

一氧化氮也會放鬆呼吸道肌

肉，包括氣管和細支氣管，使得

呼吸更暢通。

一氧化氮還可以防止動脈

內血栓的形成。體內其他類型

的細胞，包括白細胞和組織巨

噬細胞，產生一氧化氮以達到

抗菌目的。這些細胞內的一氧

化氮與其他分子發生反應，產生

抗體，抵抗微生物的侵襲，包括

細菌、寄生蟲和病毒。目前，很

多地區都已經將吸入一氧化氮

作為輔助手段，治療中共肺炎

（COVID-19）相關症狀。

諾亞方舟的

故事，可能

發生在上一

次全球大洪

水時期。

球」。

阿南德說：「我們先不管在

人的這一面疫情是怎樣出現的，

這是天象變化下出現的必然，這

也是人類的共業，是需要全人類

從內心覺醒才能度過的。」

他表示，2020 年 12 月 20
日木星與土星相合之日，將是另

一場席捲全球的大災難的開始，

並將持續到 2021 年 3 月底，嚴

重程度遠超疫情，或是一場更為

慘烈的災難。

阿南德強調，這是根據占星

術得出的結論。年底時木星和土

星將進入同一星座，「請記住我

下面說的話：從 2020 年 12 月

20 日開始，實際上是 2020 年

11 月 20 日，從木星進入摩羯座

時，就可能會出現更危險的事

情」。

因為古代占星書清楚地記載

著，「當木星和土星進入同一星

座時（12 月 21 日兩顆行星會

最接近，看上去相距只有 6 角
分），會發生一件事，可能是霍

亂、饑荒、死亡、瘟疫等，在這

個期間有許多可能。這是最重要

的事情」。在最新的視頻中，

阿南德透露，自己的預言曾兩次

被 YouTube 刪除。「視頻沒有

問題，我只是在陳述事實，這就

是即將發生的事情。」

「我再次重申，在此期間可

能發生任何事情，可能是戰爭，

也可能是經濟崩潰，也可能是一

次重大災難，也可能是與千百萬

人民健康相關的災難，這就是可

能發生的事情的重點。再往前，

從 12 月 20 日直到 3 月分，特

別是 2 月分要小心，許多行星

走到一起。」

他呼籲各國人民靜下心來，

不要受到政府和媒體的操控，

「無論您閱讀的是哪一種經文，

伊斯蘭教、基督教還是印度教，

沒有哪個宗教提倡暴力，因為暴

力是人類思想的負面方面，他們

都主張非暴力，這是一個重點，

讓我們變得非暴力，讓我們共同

承諾」。

同時，阿南德呼籲人類必須

停止殺害動物和進行所有危害地

球的活動，否則人類只會面臨地

球給予的懲罰。

7 月 12 日，阿比吉亞．阿

南德在 Youtube 上發表最新視

頻，對最近頻頻升級的中印衝

突，他表示，雙方的衝突目前不

會進一步升級，但到 2020 年年

底，將會發生包括大規模戰爭、

瘟疫或經濟崩壞等大災難。

「我認為直到十二月才有戰

爭，如果在十二月期間或之後發

生任何事情，我認為這不會只侷

限於印度和中國，或者只與印度

和中國有關，根據我的看法，這

是全球性的事情。」

他說，疫情在接下來的時間

開始有好轉跡象，「我說事情會

好起來，並不意味著說大家可以

狂歡聚會了。這個情況實際上是

逐步減少，逐步恢復。任何一個

傷害了人類幾個月的事情，都不

會在幾分鐘內消失的。」

他呼籲人們要更多關注和幫

助在疫情期間最受衝擊的弱勢：

「我們所有人必須全力以赴，以

幫助處於經濟低端的窮人，我們

需要幫助他們。」

阿比吉亞．阿南德，2006
年出生在印度卡納塔克邦。他是

一個天才少年，從 8 歲起學習

占星術、梵語。他小小年紀已懂

得英語、梵語、泰米爾語、信德

語、印地語和卡納達語，成為印

度著名的占星師。

去年 8 月分，阿南德在社

交媒體 YouTube 上自己的頻道

（他的占星術頻道在全球範圍內

廣受歡迎，擁有 500 萬訂閱者）

上傳了一段名為《2019 年 11
月到 2020 年 4 月的世界大劫》

（Severe danger to the world 
from Nov 2019 to April 2020）

的視頻，預言了病毒的爆發及世

界大流行。

他在視頻中說：「一場威脅

世界各國的災難將從 2019 年

11 月開始，在 2020 年 3、4 月

進入高峰，給世界帶來非常艱難

的時期。這 6 個月內，災難將

會從經濟到航空服務，讓世界遭

受種種苦難。」

今年 4 月，阿南德又發布

視頻《根據占星術：2020 年到

2021 年世界的未來》，認為「我

們可能會研發出武漢肺炎的疫

苗，但屆時可能會有新的病毒

或是超級細菌（Superbugs）出

現，這恐怕會影響到人們的免疫

系統，而受影響的範圍遍及全

7月12日，因準確預

測武漢肺炎（COVID-19）

大流行而火爆網絡的印

度神童阿南德（Abhigya 

Anand）發表最新預測視

頻，分享對當前一些熱

點事件的預測。他提醒

人們，未來幾個月人類

或許會有更大的災難發

生。

◎文：青蓮

印度神童再預言 2021

印 度 神 童

阿 南 德 呼

籲 人 類 必

須 停 止 殺 害

動 物。他 在

YouTube上

有 5 0 0 萬訂

閱 量。（網

絡圖片）

占星預測

神話密碼解譯  史前文明之

去年8月在Youtube上準確預測COVID-19大流行

上

正確呼吸抗病毒 
◎文：藍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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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整理：乙風

北宋人邵雍精通先天象數之

學，對深奧隱妙的事理有超乎尋

常的領悟。

以下占例可見其從取卦、斷

卦，再到推理的完整過程。

    酉年八月二十五日午時，

有位楊姓商人在賣香。

康節道：「這不是沉香。」

楊某道：「我的香可是真的。」

康節道：「火中有水，水澤之

木，並非沉香，恐怕是久陰之

木，用湯藥煮過了的。」楊某生

氣地離開了。

    半個月後，有朋友來拜訪

康節，說是清尾人家做道場，用

到了假沉香，沒有香味。

康節道：「香是誰帶來的？只

需問一下就可以知道原因。而我

早已是知曉了。」康節的兒子溫

伯令人去問，果然是楊姓商人賣

的香。

    康節道：「前些日子，我到

門口，看見那商人在賣香，正

要開口詢問時，他的香掉到

地上，當下我就取年月日占

卜，得到睽之噬嗑卦。睽的下

卦屬兌，兌為澤；噬嗑的下

卦屬震，震為木，乃『水澤之

木』，可知不是沉香。

    睽卦上互得坎，坎為水，

下互得離，離為火，火上有水

即『湯』。噬嗑卦上互見坎，坎

為水，下互見艮，艮為山，山中

有水，也是澤之象；表示這是水

澤久損汙濕之木，以湯藥煮過

了。」

( 參閱《梅花易數‧卷五》)

占卦 這不是沉香

蘇公祠：網絡圖片，其他圖片：ADOBE STOCK

◎編輯整理：元歌

明朝末年，災異遍地，流寇

橫行，百姓飽受天災人禍之苦。

史書有載，當時被流寇入侵「天

府之國」四川後的場景：「白骨

成聚如丘隴，田地荒蕪，千里絕

煙，人跡罕見⋯⋯」然而，人們

可曾想過，這些災難是因何而來

呢？清朝文學家紀曉嵐在《紀文

達公筆記摘要》中記載了一段令

人深刻的對話，在當今世界的情

形下讀來，更具警示之意。                                                                           

禍由自召

我（紀曉嵐）的曾祖父潤

生公在襄陽的時候，曾遇見一位

僧人，據說此人原來是明末流寇

首領惠登相幕下的僚屬。這位

僧人講起當年流寇的事相當詳

細、具體，聽者都搖頭嘆息說：

「這是上天安排的劫數，難於避

免。」

可是，這位僧人卻不以為

然，他說：「依貧僧之見，這種

劫數完全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上

天是不會無緣無故降災難給人們

的。明朝末年所發生的殺戮、姦

淫、搶掠的慘狀，即便是唐朝末

年黃巢造反流血三千里也為之遜

色啊！」

「推究業因，自明朝中葉以

後，官吏個個貪婪暴虐，紳士橫

行霸道。民間的風氣也隨之變得

奸滑毒狠、狡詐虛偽，品行惡

劣，無所不至。所以，從下層

講，在老百姓心裡埋伏下無窮的

怨恨，從上界講，也激起了天神

的憤怒。積累了一百多年的怨憤

之氣，一旦爆發出來，又有誰能

阻止得了啊！」

僧人又接著說：「再就貧僧

的所見所聞，那些在動亂中受禍

最慘重的，往往都是平時窮凶極

惡的人。這能說是『劫數』嗎？」

「記得以前我在賊寇中，有

一回，賊寇逮住了一個官宦子

弟，他們喝令他跪在營帳前，然

後擁抱官宦子弟的妻妾飲酒作

樂，問他道：『你敢發怒嗎？』

世宦子弟向上磕頭說：『不敢。』

又問他：『你願意侍候我們嗎？』

他又忙回答說：『願意。』於是

給他鬆了綁，讓他在一旁斟酒侍

候著。」

「這個場面，使許多旁觀的

人為之嘆息不已。當時有一位被

俘的老頭兒說：『今天我才知道

因果報應是這樣的分明啊！』原

來，這個世宦之家，從他爺爺那

一輩起，就經常調戲、玩弄僕人

的妻子。僕人要是稍有不滿，必

然遭到一頓毒打，然後將僕人綁

在槐樹上，讓他看著自己的妻子

被主人摟著睡覺。然而，這只不

過是豪紳暴行的一端，其他的罪

惡就不難類推了。」

僧人在說這番話的時候，恰

好有位豪紳也在座，聽了之後心

裡很不滿，便說：「世界上大魚

吞小魚，猛禽吃弱鳥，為甚麼天

神不發怒？惟獨對於人一有惡

行，天神就動怒呢？」那僧人聽

罷，很不屑地扭過頭來說：「鳥

魚是禽獸，難道人也跟禽獸一樣

嗎？」豪紳無言以對，氣憤地拂

袖而去。

第二天，那豪紳集結了一幫

門客，到僧人掛單的寺裡去尋

釁，想要折辱那位僧人。不料那

僧早已經打包離去，只見壁上

寫了二十個字，道：「你也不必

言，我也不必說，樓下寂無人，

樓上有明月。」

這許是譏刺那豪紳私底下幹

的壞事。後來，這位豪紳也落得

家破人亡，斷子絕孫。

明末動亂的真相

◎編輯整理：史為成

《照膽經》記載形有四相，

曰：怪、古、清、秀。「怪」，

指形狀怪異，比如唐朝宰相盧杞

「貌陋而色如藍」，人們看到他

就像看到鬼一樣。

盧杞，字子良，能言善辯，

卻長得醜陋，古書記載他「體陋

甚，鬼貌藍色」。其父盧弈是唐

玄宗時期的官員，為人寡欲且意

志堅強，官聲良好；盧杞的生活

也同樣簡約樸實，世人都道他承

襲了父祖的遺風，其實正好相反。

縱橫馳騁的唐朝名將郭子

儀，每每聽到盧杞來訪時，都會

屏退姬妾、侍女，獨自一人接待

他。家人感到疑惑？

郭子儀解釋：「盧杞外貌醜

陋，內心險惡，家人看見了，若

不小心訕笑他，一旦他掌權後必

定報復。」

早期盧杞憑著父親的餘蔭作

官，在唐德宗的眷顧下，一路

進官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

相）。

他得志後，險惡之心逐漸表

露出來，嫉賢妒能，稍有違逆自

己者，非置於死地不可。

當時，楊炎與盧杞同為宰

相。楊炎鄙視盧杞的才能，盧杞

懷恨在心，決定謀害楊炎。得知

大理卿（掌刑獄）嚴郢與楊炎

有嫌隙，盧杞便拔擢嚴郢為御史

大夫，指使他利用監察之權暗中

網羅楊炎的過錯，最後楊炎被賜

死。再說安史之亂爆發時，安祿

山攻陷東都洛陽，當時其父盧弈

固守洛陽，待叛軍到來，怒斥安

祿山罪狀，結果遭致擒殺（公

元 755 年），諡號「貞烈」。當

盧弈的首級被叛軍送至平原郡

時，太守顏真卿不忍用布巾擦拭

盧弈臉上的汙血，遂以自己的舌

頭舔盡血跡。

公元 782 年，割據淮西藩

鎮的李希烈造反，氣勢洶洶，盧

杞厭惡顏真卿的剛直，欲借刀殺

人，於是上奏唐德宗派遣顏真卿

去安撫李希烈，德宗准奏。

顏真卿知道此去必死，遂向

家人交代後事後就出發，這一去

果真就沒有活著回來，諡號「文

忠」。

面相 鬼貌藍色

◎文：藍月人不違「真」 有福報

     守信用是「真」，行仁

義之事，也是「真」的體現。        
徐少漁是錢塘人，光緒庚寅八月

初，他向彝齋藉口一百圓銀幣，

沒有立借據，只口頭約定一年後

如數償還。

第二年八月初，徐少漁病

倒了，危在旦夕之際，躺在病榻

上的他一直喃喃自語：「還錢的

時間快到了，我如果死了怎麼辦

啊？」 其妻聽後對他說：「你借的

錢沒有借據，沒有履行約定的必

要， 你就不要愁了。」徐少漁說：

「他因為相信我，所以才沒要借

據，我怎麼能自己不守信用呢？」

於是讓妻子將家中的一柄玉

如意和兩件狐裘拿去賣了，共賣

了九十銀圓，又從別人那裡借了

十圓，終在約定的日期如數償還

給了彝齋。沒過幾天，徐少漁的

病痊癒了。

◎文：銘刻

事，分享如下：

程仁霸，是北宋眉州（今

四川眉山）人，他曾任錄事參

軍之職。有一天，眉州當地一人

去偷了人家幾個蘿蔔，結果不小

心用手持的刀刃誤傷了蘿蔔的主

人。當地尉官好大喜功，一心想

邀功請賞，在聽說這件事後，便

想把那個小偷以搶劫罪來定罪。

於是給了獄官一些好處，把小偷

抓進了牢獄之中。太守在審查囚

犯的罪狀時，小偷坐在走廊下痛

哭流涕，把衣服都濕透了。

程仁霸正巧從這裡走過，知

道此人可能有冤情，便對小偷

說：「你如果有冤情，儘管告訴

我，我一定為你主持公道。」小

偷將事情原委告訴了程仁霸，程

仁霸把小偷調轉到了別的牢獄

中，想為小偷討回公道。可尉官

和獄官死活不同意，他們又把那

小偷調回了原來的牢獄中，並且

以死罪殺了他。

程仁霸知道後非常氣憤，辭

官回到了家中。此後不到一個月

的時間，那個尉官和獄官都暴亡

了。一晃 30 餘年過去了，有一

天，程仁霸突然發現當年那被冤

殺的小偷在堂下對他跪拜，並說

道：「那個尉官和獄官在地府還

未伏法，正等待您去對證後再判

決。之前地府曾經想暫時召您去

對證，我叩頭請求說，不可以因

為我的事情而驚擾了您，所以一

直拖到現在。

現在您的壽命已經終盡了，

我來為您挑著擔子前往地府對

證。對證行善利己、福澤滿門之

後，您將轉生成天人，你的子孫

將長壽，福祿、官爵滿門啊！」

程仁霸將這些話告訴了家人

後，自己沐浴更衣，在睡夢中安

然而逝。程家後來果然成了當地

的名門望族，成為眉州首富。程

仁霸不是別人，正是北宋大文豪

蘇軾的外曾祖父，蘇軾在小時便

聽說了外曾祖父的這些事蹟，

後來在惠州以「書外曾祖程公逸

事」為名記述下來。

據蘇軾講，當時他的外祖父

程文應（曾任大理寺丞）已經

九十高壽了；曾孫一輩都功名顯

赫，同時任監司之職的就有三人；

玄孫們在宦學方面都很有成就。

而此時，當年那位尉官、獄官的

子孫卻很是衰敗。人常說：「種善

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

蘇軾的外曾祖父程仁霸出救人一

念，雖然人沒有救下來，就得到

無量福報，福蔭兒孫後代。

「人之初，性本善」，人能

發自善良的本性去做事，能啟迪

人善良的本性，育化人行善事，

種善因，積德得福報。有很多的

傳統文化故事都印證了這一點。

人出善念  福及子孫

命由天定，但也在人的選

擇。當人選擇善時，天就賜予人

福分。出多大的善念，有多大的

福分。

北宋大文學家蘇軾就記錄過

一則人出善念，福及子孫的故

◎編輯整理：黃麗娟

明心受譴

清代，福建侯官縣有一位

孝廉，與梁恭辰（《北東園記

錄》作者）的父親是忘年之交，

喜愛古代事物，擅長書法，有

桂未谷與伊墨卿的遺規。

因為他的性格狂放不羈，

城裡人多斜眼看他，唯有梁恭

辰的父親厚待這位孝廉。壬辰

年，梁恭辰的父親休假在家，

屢次邀請他來都沒有下文，探

究原故才知道孝廉為鄉里人提

議修繕洪山橋，並與朋友一起

承擔此事。

一日，在洪塘一帶募捐，

有蜚語傳出孝廉侵占善款，為

了澄清四起的流言，孝廉的

朋友拉著他進入城隍廟表明清

白。孝廉不願意去，眾人強行

簇擁著他走，一進入寺廟，孝

廉就摔了一跤。友人與他各自

跪著焚燒誓詞，忽然一陣大

風驟起，將孝廉的誓詞捲入

空中，眾人都看見有「為貧之

故，望神涵宥」（因為貧窮，

請神原諒）的語句，眾人一切

都明白了。

從那日起，孝廉就開始生

病，緊閉門戶不出有二十多

天，梁恭辰奉父命前往探視，

才知道他已於前一晚病逝。

(《北東園筆錄初編 ‧ 卷

六》)

當人選擇善

時，天就賜

予人福分。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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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有名的經學家、史學家、文學家

畢沅，是江蘇鎮汀人，與司馬光的《資治

通鑑》相媲美的《續資治通鑑》，就是他編 
纂的。

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畢沅任

陝西巡撫，赴任時經過一座古廟，便進

廟內休息。當時一位老和尚正坐在佛堂

上念經，小和尚報巡撫畢大人來了。但

是老和尚既不起身也不開口，只顧自己

念經。

畢沅當時只有四十出頭，英年得志又

中過狀元，名滿天下。他見老和尚這樣傲

慢，心裡很不高興。老和尚念完經後才

離座起身，合掌施禮：「老衲適才佛事未

畢，有疏接待，望大人恕罪。」

畢沅說：「佛家有三寶，老法師為

三寶之一，何言疏慢？」隨即畢沅上

坐，老和尚側坐相陪。畢沅問：「老

法師誦的何經？」老和尚說：「《法華

經》。」畢沅說：「老法師一心向佛，摒

除俗務，誦經不輟，這部《法華經》想來

應該爛熟如泥，不知其中有多少個『阿

彌陀佛』？」

老和尚知道畢沅心中不滿，有意出

題難他，不慌不忙地答道：「老衲資質魯

鈍，隨誦隨忘。大人文曲星下凡屢考屢

中，一部四書想來也應該爛熟如泥，不

知其中有多少個『子曰』？」畢沅不禁大

笑，對老和尚的回答極為讚賞。

獻茶之後，老和尚陪畢沅觀賞菩薩殿

宇，來到一尊彌勒佛的佛像前，畢沅指著

彌勒佛的大肚子說：「你知道這個大肚子

裡裝的是甚麼？」老和尚答道：「滿腹經

綸，人間樂事。」畢沅不由得連聲稱好：

「老法師如此捷才，取功名容易得很，

為何要拋去紅塵皈依三寶？」老和尚說：

「富貴如過眼煙雲，怎麼比得上西方一片

淨土！」

兩人一同來到羅漢殿，殿中十八尊羅

漢各種姿態，栩栩如生。畢沅指著一尊笑

羅漢，又問：「他笑甚麼？」老和尚說：

「他笑天下可笑之人。」畢沅一頓，又問：

「天下哪些人可笑呢？」老和尚說：「恃才

傲物的人，可笑；貪戀富貴的人，可笑；

倚勢凌人的人，可笑；鑽營求寵的人，可

笑；自作聰明的人，可笑……」

畢沅越聽越不是滋味，連忙打斷他的

話：「老法師妙語連珠，針砭俗子，下官

領教了。」畢沅說完，深深一揖，便帶領

僕從，離寺而去。

【賞析】

大凡為官者就是好打官腔，官氣十

足，給人以難於親近的感覺。為官者大權

在握，平素裡頤指氣使慣了，走到哪裡都

是威風八面，一呼百應，風光無限。

畢沅是一個很不簡單的顯赫人物，不

僅曾高中狀元、英年得志，而且還是名滿

天下的經學家、史學家和文學家。他擔任

陝西巡撫，可謂位高權重，平素裡他早就

習慣了別人對自己的敬重。

老和尚對畢沅的到來，表現出不冷不

熱的態度，他難免心中有氣，於是就想故

意刁難對方。沒想到這位不起眼的老和

尚，乃是一位得道高僧，不僅滿腹經綸，

而且雄辯滔滔，畢沅刁難不成，反受其

辱，羞愧而退。

畢沅不愧為有名的儒者，他受此折

辱，並沒有挾私報復、仗勢欺人，而是趕

忙向老和尚道歉，亦不失儒家風範。古人

說：「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

我們在待人時，不應用卑賤的態度去巴結

逢迎有權勢的人，也不能怠慢地位低下的

人。因為人本無高低貴賤之分，如果待人

時總是一副「勢利眼」，總有一天會碰得

頭破血流。

世紀初年，異域一小國已是盛夏時

節，卻是終日陰雨連綿。百姓身穿冬衣，

田無豐穀，新生的孩子不知甚麼是春天的

定義。大家都急切盼望陽光的出現，就選

派了一個願意為大家出力的使臣前去拜叩

皇上，尋求祈日的方案。

使臣來到都城，想遞交一個奏摺訴說

民情，但不知請奏的途徑。他雖然經過多

方打聽，但是皇上的近臣因為不願承擔責

任，不肯告訴他途徑。奔波了很長時間，

他始終沒有得到皇上的消息。

但是間接的聽說，創立了赫赫功績的

太上皇有一個御花園，園內珍藏了他記念

功績的各種奇花異草，太上皇每天精心地

照顧它們。這些奇花異草中，有一支奇花

曾與太上皇同創戰功，格外芬芳。有一些

花草格外喜歡陽光，需要很多的陽光才能

保持光彩亮麗。

於是，太上皇造了一面聚光鏡，將僅

有的一點陽光攏入園內，所以御花園始終

一派春光燦爛。來到這裡就會令人心曠神

怡，人們嘖嘖讚美花朵的艷麗、御花園內

的業績。太上皇在讚美聲中，只顧忙於建

立御花園的新業績，無暇顧及都城外的田

野荒蕪和百姓的痛苦生活。

使臣投訴無門，焦急萬分，終於在無

奈中想出了一個主意，他盜取了聚光鏡，

迅速地離開了都城。一日，愁眉苦臉的百

姓們，忽然在田野中看到了陽光，在陽光

燦爛中感受到了溫暖。過些日子，四處野

花爛漫，孩子們終於明白了甚麼是春天。

太上皇發現聚光鏡不見了，很是惱

火，但是聽說百姓們都在感恩太上皇的英

明，於是又造了幾面聚光鏡，分發給不同

地區的百姓們，從此瀕死的小國又重現了

生機。

有一天，墨子嚴厲的責罵他的弟子

耕柱子，耕柱子聽了很難過，委屈的說：

「我犯的錯誤沒有比別人多，為甚麼老師

這般指責我？」

墨子聽了便說：「假使你要上太行

山，有一匹馬和一隻羊，你會選擇鞭打馬

還是鞭打羊呢？」耕柱子回答：「我當然

要鞭打馬。」

墨子便問：「你為甚麼不鞭打羊呢？」

耕柱子說：「因為馬兒跑得快，才值得

鞭策，而羊卻沒有這種特質。」墨子說：

「我責罵你，正因為你像馬而不像羊，值

得批評啊！」

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難免會因為環

境及周遭人事的影響而形成固有的觀念，

當偏差的觀念遭到別人批評時，往往容易

生出負面的情緒而不自知：或是怨懟、或

是憤恨、或是委屈。

如果能對批評自己的人充滿感

激，謙虛的並願意承認自己的不足，

那麼你將成為一匹馳騁於人生坦途的千

里馬，成長的路上必然有一番飛躍與 
進步。

江媽媽抹著淚水，以極度不解的口吻

告訴我：家馨從小學開始成績就非常優

秀，更集鋼琴、書法、繪畫、英語等才藝

於一身。上了國三後，才 15 歲年紀的家

馨，居然會喜歡上了一個頂著一頭黃髮、

嚼著滿嘴檳榔、沾一身菸味，終日在街頭

遊蕩的小混混。孩子經常晚歸，所以為人

父母親所擔心的事情，該發生的也都發生

和處理過了。

轉介來談的家馨是外校學生，在去年

某日，當我領著青少年做社區服務活動時

被江媽媽認了出來，她首先灌我迷湯開

心地表示，自己和在公家機關工作的弟

弟都愛讀雜誌上我寫的輔導短文。「原來

我也有粉絲！」聽後，心裡自個兒陶醉之

餘，也沒忘禮貌性地請她多指教。江媽媽

連稱指教不敢當，倒是遇上了青春期孩子

的情感問題，想請我幫忙一下。一年來，

家庭的氣氛都被小女兒整翻了，尤其是孩

子交往的男生，曾經糾眾公然地嗆過江爸

爸，因此，父女關係早已勢如水火。有此

因緣，我於是有機會聆聽了家馨的部分故

事！

坐在右前方的家馨，她超齡成熟的素

淨穿著和臉上淡淡的滄桑感，可能是我瞭

解孩子的生活背景後產生的聯想；但比較

明確的是孩子猶疑地入了座，也許她正擔

心不知會是哪塊的瘡疤將被揭開來！我知

道不會的，我計畫在初次的晤談中陪她澄

清些價值觀，喚起她曾經充滿自信的非凡

志向——要當個臺灣駐歐洲的外交官，終

極目標是「歐洲司司長」。

「司長好！」第一次見面，孩子聽見

我問候她「司長」好，她困惑的神色中更

透露出被瞭解的驚喜。「爸爸、媽媽從

不懷疑司長您能登上第一志願女中的實

力！」家馨清楚地聽我提及爸爸沒有改變

對她的期待。「司長？」孩子的意思是我

怎會如此稱呼她，但我決定先把「司長」

做大後再回答她的詢問。於是，我當著

「司長」的面關說起我家的三女兒來：「緯

緯是我的女兒，目前唸『歐洲研究所』二

年級，研究歐盟關稅便捷化的主題，她跟

您一樣，夢想到歐洲工作，因此，緯緯

邊寫論文邊準備外交與關稅特考。」「真

的？」家馨兩回都以精簡且驚奇的疑問句

支持我繼續往下說。

「敬愛的司長！」我想想不只要做

大，還擬把家馨的心理地位做高，孩子應

該是 15 年來，頭回有人用敬愛的尊榮詞

彙稱呼她吧！因而，我瞧著不僅僅是孩子 
樂開懷，江媽媽也動容地笑出淚來。「司

長，過些年後緯緯在法國舘任舘員，您當

司長，請多關照啊！」我說的真誠，這場

景彷彿是在外交部歐洲司的司長辦公室

裡，一個老父親對年輕女司長的請託。家

馨暗暗地將身子移離沙發椅背，坐姿轉為

神聖端莊，儼然一派久經歷練的外交領事

人員丰采。「會的，我們會互相照顧的！」

司長的承諾還真讓我鬆了口氣。

我順著此話題把遠景拉進了些，目的

是引導家馨回視一下當前粗糙的人際關

係。國中生的感情問題是須要指導的，但

輔導員要面對還有個案生物生理的因素，

以及佛家所論述的因緣與業力的問題。如

是所言，父母親為警醒深陷情網中的孩

子，多數家長會傾向採取強烈的處理措

施，也因而容易引發家庭的重大衝突與危

機。於兩性感情的輔導上，輔導人員則必

須婉轉如意，給自己、孩子和專業留一大

餘地。

於是乎，我象徵性地憑空抓只水晶球

來：「家馨，您上班的地點會在臺北，外

交部的地址是凱達格蘭大道 2 號，那是

一幢五層樓高的石灰色建築。」孩子配合

地閉上眼睛，隨著我的嚮導進入外交部的

大廳，此刻，我邀請孩子描述一下他所見

到的人、事、物：「明亮的大廳，入口右

側有組休憩的沙發椅，接待的女士走了

過來，她的談吐與服儀非常優雅！」「男

士們抽菸嗎？」聞言，家馨微笑地搖了搖

頭。「自然也不會有人嚼檳榔的！」我避

免笑場的輕輕補了句話，但仍是被母女倆

聽出玄機來！

我們到歐洲司蹓蹓，孩子隨我上了三

樓。歐洲司是不是在三樓，就和入口右側

是否有組休憩的沙發椅一樣，我不清楚，

這似乎也不重要。但見我們的家馨司長舒

緩地進入她的辦公室，時空交錯，她正仔

細地聽著我的簡報：「第一科，主管有關

對英國及其屬地、不列顛國協組織、愛爾

蘭、西班牙、葡萄牙、希臘、賽普勒斯等

國事務；第二科：主管有關對法國及其屬

地、教廷、意大利、荷蘭、馬爾他、馬爾

他騎士團、摩納哥、聖馬利諾、安道爾等

國事務……」

孩子閉著眼睛，因此沒看見我手上的

小抄，她倒誠實地說有幾個國家的名字她

沒聽過。這也不打緊，我接著問孩子喜不

喜歡歐洲司的辦公環境？我們的家馨司長

不假思索的回道：「喜歡！」此對未來充

滿憧憬的清脆聲音，觸動著江媽媽長久以

來飽受折騰的心。此時，我收起了水晶

球，領著孩子回到現實來：「算算國中基

測還有多少日子？家馨司長，考上第一志

願時務必要通知我去貼賀榜！」

兩個月後，我知道孩子以些微差距的

分數考取第二志願，她選擇遠離家鄉，赴

北部求學去了。這回紅榜沒貼成，但我仍

是樂觀想著，就留在家馨司長走馬上任的

時候吧！屆時，我會專程北上，也一併瞧

瞧同在歐洲司上班的我家緯緯……

文 |吳雁門

校 園 風 情 司長好！

文 |林靈
老和尚擺平巡撫官酌 古 鑒 今

春天的祈盼寓 言 故 事
文 |春月 面對批評 文 |如真 墨

子

畫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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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誠聘：
惠 食 街

【看 中 國 訊】

TOYOTA 在 推

出 GR Supra
時， 市 場 早

有傳言指

TOYOTA
可能會推出更

強大性能的車型。今年年初日本

媒體曾報導，TOYOTA 正著手

打造 Supra GRMN 高性能版，

馬力最大可達 382hp，預計將在

2021 年推出。

那 麼，GR Supra 既 然 是

擷取 BMW 資源而打造，就應

該直接使用 BMW 的動力來打

造性能更強大的版本。所以，

最近據日本媒體報導指，Supra 
GRMN 很 可 能 會 使 用 BMW 
M3 引擎，而且最大馬力超過

500 匹！

Supra 共推出兩款渦輪增壓

汽油引擎即 2.0 升與 3.0 升，其

中美規版本最大馬力原本是 355
匹，後來改款過後提升至 382
匹。這個動力其實和先前傳言

的 Supra GRMN 的 400 匹 最

大馬力相差不遠，不過若是掛

著 GRMN 招牌，動力卻沒有大

增，意義不是很大。根據日本

網站「bestcarweb」小道消息宣

稱，Supra GRMN 在 2021 年

發表時將使用和 BMW M3 與

M4 相同的引擎，馬力最大是

510 匹，並搭載源自 BMW 的 7
速 DCT 變速箱。

根據「bestcarweb」的報導，

這些資訊是直接來自 Supra 產品

主管 Tetsuya Tada，據悉 BMW
本來不是很願意給 TOYOTA 提

供 M 款的動力系統。但是將在

2023 年採用 M 款動力的 Supra 
GRMN 只計劃推出 200 台，這

麼小的數量根本對 BMW 同級車

的銷售無法構成威脅。

現階段，最新世代 M3 和

M4 動力數據還沒有公布，不過

2019 年發表的 X3 M 與 X4 M
已經更換代號 S58 的 3.0 升雙

渦輪增壓引擎，以取代原本 S55
引擎。 X3 M 與 X4 M 最大馬

力為 480 匹，Competition 車型

則提升到 510 匹，如果 Supra 
GRMN 是搭載 S58 引擎，那麼

它將是Competition車型的化身。

不 過， 也 有 傳 聞 說

TOYOTA 或 會 在 2025 年 結

束 Supra 車系，且沒有計劃任

何後續產品，這意味著 Supra 
GRMN 將是最終版。

汽車火花塞介紹

火花塞（Spark Plug）又

稱為火星塞或火嘴，是汽車點

火系統的重要組成部份，汽油

發動機每個氣缸至少有一個火

花塞，也可以把其理解為發動

機的心臟。火花塞的作用是將

進入發動機燃燒的汽油和空氣

混合氣體加以點燃，當氣缸運

行至上止點時，通過火花塞的

點火，汽油才能燃燒產生能

量。因為火花塞在高溫、高壓

的惡劣條件下工作，所以是汽

油發動機的易損件之一。

火花塞的性能直接影響發

動機的運轉狀態，與汽車是否

省油、運轉能否穩固，都有很

大關聯。如果一個缸的火花塞

發生故障，雖然汽車能開，但

動力會明顯下降，並出現一系

列故障現象。

汽車火花塞的常見種類

火花塞的種類繁多，材料

上分為鎳合金、銀合金及銥合

金等，形式上則有單頭、雙頭

及四頭的區別，耐熱性能上還

有高溫、低溫的差別。如果更

專業一些，火花塞大體上分為

以下七大類：

1、標準型火花塞

標準型火花塞是使用最廣

泛的一種，其絕緣體裙部略低

於殼體端面，側電極在殼體端

面以外，採用了側置氣門式發

動機應用最廣泛的傳統發火端

結構。

2、緣體突出型火花塞

突出型火花塞最初是為頂

置氣門式發動機配套設計的，

其絕緣體裙部較長，突出殼體

螺紋端面而伸入燃燒室內，具

有吸熱量大、抗污能力好等優

點。另外，受到其氣門頂置特

點的影響，高速時能直接受到

進氣的冷卻而降低溫度，因而

也不易引起熾熱點火，熱適應

範圍寬。

3、電極型火花塞

這種火花塞的電極很細，

特點是點火能力好、火花強

烈，在嚴寒季節也能保證發動

機迅速可靠地起動，熱範圍較

寬，能滿足多種用途。

4、座型火花塞

座型火花塞又分為平座型

和錐座型。平座型即火花塞安

裝座為平面，安裝時該平面與

汽缸之間有彈性密封墊圈。錐

座型火花塞的殼體則有錐角

為 63°的圓錐面，安裝時與汽

缸蓋的錐孔配合，無需密封墊

圈，從而縮小了火花塞體積，

對發動機的設計更為有利。但

這種火花塞要求錐面與螺紋直

徑具有極高的同軸度，否則密

封性能難以保證。

某些發動機為了更緊湊或

布置更多零件，沒有給火花塞

留下較大的安裝空間，這就迫

使火花塞縮小徑向尺寸，甚至

取消外密封墊圈，用「錐座」代

替「平座」。

5、電阻型和屏蔽型火花塞

電阻型和屏蔽型火花塞可

以抑制無線電對汽車點火系統

的干擾。電阻型火花塞是在火

花塞內裝有 5 至 10 歐姆的陶

瓷電阻器，可以起到防靜電作

用，點火性能也很好。屏蔽型

火花塞則是利用金屬殼體把整

個火花塞屏蔽密封起來，不僅

可以防止無線電干擾，還適用

於需要防水、防爆的場合。

除了以上詳細介紹的五種

火花塞，還有極型火花塞、面

跳火型火花塞等兩種火花塞就

不詳細介紹了。

檢查維護火花塞的方法

1、觸摸法

起動發動機，使其怠速運

轉，用手觸摸火花塞絕緣陶瓷

部位，如溫度上升得很高很

快，說明火花塞工作正常，反

之則為不正常。

2、短路法

在發動機怠速或低速運轉

時，用螺絲刀逐缸將火花塞短

路，也就是讓火花塞上部的接

線螺母直接與氣缸體連通，然

後仔細聽發動機轉速和響聲變

化，如果發動機的聲音和抖動

等無變化，則說明被短路的火

花塞有故障。

3、檢查外觀

拆下火花塞觀察其絕緣體

是否破損、電極是否嚴重變

形、襯墊是否損壞，如果有異

常，說明火花塞性能變差，應

該將其更換。

另外，也可以觀察火花塞

的顏色。赤褐色或鐵銹色是正

常的；煙燻黑色則表明火花塞

冷熱型選錯或混合氣濃，機油

上竄。

如果火花塞的頂端與電極

間有黑色沉積物，用細金屬絲

等刮附著物時容易刮掉，則說

明附著物為混合氣燃燒時產生

的積炭，清洗火花塞後，其性

能就會恢復。如果沉積物是灰

色的，則是汽油中添加劑覆蓋

電極導致缺火；若火花塞的頂

端起疤、有黑色花紋破裂、電

極熔化，則表明已經損壞。

【看 中 國 訊】2019 年 9
月，蘭博基尼（Lamborghini）
發表了旗下首款採用油電混

動（Hybrid）系統的超級跑車

Lamborghini Sian FKP 37。時

隔將近一年，這家意大利超跑品

牌今年 7 月再推出限量 19 台的

敞篷版本的 Lamborghini Sian 
Roadster，不過原廠在發表時便

表示已經被搶購一空。

Sian Roadster 在外觀上絕

大部份造型特徵都與原有的硬頂

版 FKP 37 保持一致。Sian 跑

車的前身是 Terzo Millennio 概

念車，外形設計極富科幻感，同

時又保留了蘭博基尼的特徵，

例如標誌性的 Y 字形頭燈和尾

燈、車側進氣口、立體感很強的

車門，以及結構宛如折紙的車尾

等。無頂篷式的設計能讓駕駛者

更強烈的感受後方 V12 引擎的

運轉節奏，刺激駕駛者的感官。

Sian Roadster 的尾部立體

感極強，非常搶眼的六邊形尾

燈、六邊形排氣管，以及車尾空

氣動力學結構，再配合折角尾

翼，彷彿是將動畫片裡的車直接

帶入現實世界。

作為一款敞篷超跑，新車

座椅後部造型犀利的擾流結構

是 Sian Roadster 設計上最有特

色的一部份，藉由空力設計讓

Sian Roadster 具備更大下壓力

和抓地力。車尾主動式散熱葉片

利用特殊材質

的特性，當排氣系統達到一定程

度的熱度時，葉片會自動開啟。

在跑車的內裝部份，Sian 
Roadster 依然沿用了原有的基

礎設計風格，整體變化可以說

是少之又少，其中包括有包裹

性極強的碳纖維座椅、大面積

Alcantara 材質包裹的中控台，

以及界面極具戰鬥氣息的全液晶

儀表盤等超跑應有的用料和設計

均可在這款新車上看到。

Sian Roadste 最 強 大 的

地方要數動力，該車搭載源自

Aventador SVJ 的 6.5 升 V12
自然吸氣發動機，並加入了 48V
電動馬達，配置 7 速自手排變速

箱，以四輪驅動，最大輸出功率

高達 819 匹馬力，根據官方提

供的數據，新車能夠在 2.9 秒從

靜止加速至每小時 100 公里，

極速更超過每小時 350 公里，

與 FKP 37 同為蘭博基尼旗下的

最速車款。

作為一款旗艦超跑，Sian 
Roadster 與大部份混動車型使用

的鋰電池也不同，採用由蘭博基

尼自家開發的容量更高的超級電

容，工程師們成功地將這組電容

的總質量控制在了 34
公斤，電力會

藉 由 剎 車

動 能 回

收 系 統

再回充

入超級

電容。

（圖：Unplash）

（圖：Adobe Stock）

（圖：Norris
 Wong/

Wikim
edia

   Commons/
CC BY 2.0）

蘭博基尼Sian Roadster

敞篷版跑車 
全球限量         台19

日媒傳TOYOTA打造
高性能版Supra GRMN
取材自BMW M3引擎

（本文圖來源：蘭博基尼官網）

火花塞檢查維護
實用方法 ◎文：莫辛

（本文圖來源：豐田官網）

（圖：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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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臺灣藝人伊能靜

近期參加大陸綜藝節目《乘風破浪

的姐姐》以及與丈夫、婆婆參加真

人秀獲高度關注，人氣大漲。此次

在節目尚未結束時就傳出已收到不

少劇本。伊能靜今年 52 歲，不過

擁有一顆「少女心」的她開出接戲

的條件是：將媽媽角色排除在外。

伊能靜在 2015 年與大陸男星

秦昊結婚後，育有 4 歲的女兒「小

米粒」，多年過著相夫教女的生

活。今年初，她受邀參加湖南衛視

芒果臺的熟女團選秀節目《乘風破

浪的姐姐》。談及參加此節目的原

因，她在微博感慨：「我是媽媽、

是老婆、是女兒、是媳婦，（但）

快忘記也是我自己。」

據大陸媒體報導，《乘風破浪

的姐姐》這檔節目當初並不被看

好，不料竟然獲得了超高的收視

率，也讓一群中年的女星們成為熱

門話題。據圈內人士透露，節目還

沒結束，伊能靜已有戲約到手。

有過兩次婚姻的伊能靜，分

別育有與前夫生育的 18 歲兒子

「小哈利」和與秦昊生育的 4 歲女

兒「小米粒」。她相當守護自己

的「少女心」。儘管戲約和代言不

斷，但她不願出演其他演員的媽

媽。據悉，這是她復出拍戲開出的

唯一條件。

這在演藝圈並不是偶然現象，

不少女星走入婚姻、升格為人妻

人母后，在接戲上都不願意定型

為「只能演媽媽」。臺灣藝人大 S
（徐熙媛）去年和小 S（徐熙娣）、

範曉萱與阿雅在陸綜《我們是真正

的朋友》中一起游緬甸時，四姐妹

就毫不避諱聊及演藝圈的這一「敏

感話題」。當時大 S 就提高嗓門

直呼：「所以我就沒有戲演啦，他

們都是找我去演誰的媽媽、誰的媽

媽，最大的是演王大陸的媽媽耶，

你覺得會不會太誇張！」

林心如 2016 年與霍建華結婚

後，第二年生下女兒「小海豚」，

升格當媽。她也曾在綜藝節目《親

愛的客棧》中提到，自己不能接受

演女主角的媽媽。並坦言，如果真

有那麼一天，可能她就不會演戲

了。

【看中國訊】前中國華融資

產管理公司董座賴小民被控受

賄 17.88 億餘元人民幣，外傳

他私生活混亂，擁有 100 多套

房、100 多個關係人、100 多位

情人，近來有網上傳言影射他包

養的女藝人對象為 1996 年生，

浙江湖州籍，網友猜測直指是演

出周星馳《美人魚》的「星女郎」

林允，稍早她透過工作室駁斥謠

言，澄清兩人無瓜葛，完全是子

虛烏有的抹黑傳聞。

天津法院先前公告，賴小民

在 2008 到 2018 年期間直接或通

過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關單位

和個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

民幣 17.88 億余元。賴小民當庭

表示認罪，此案引爆輿論熱議。

賴小民案以其受賄金額之

多、牽涉之廣受到矚目，不僅

在北京某小區一處房產內專門

藏匿贓款，他稱之為「超市」，

還設立「後宮」，並為情婦在

華融集團旗下 31 家分公司安插

職位，且已被證實在香港的情

婦一次就收受上億元人民幣賄

賂。據《財新網》披露，僅他母

親收受的禮金，就高達 3 億元。

近來有網上傳言影射賴小民

所包養藝人的相關背景，資訊包

括：1996 年生，浙江湖州籍，

參與過奧斯卡，身高約 170 公

分，網友以此猜測是演出周星馳

《美人魚》的「星女郎」林允，隨

後引髮網路熱議。對此，林允稍

早前透過工作室發文駁斥，澄清

表示兩人並無瓜葛，完全是子虛

烏有的抹黑傳聞。

林允透過工作室對此發出

嚴正聲明，表示近來關於林允

跟賴小民存在不正當關係的說

法實屬編造、歪曲事實的不良

言論，「林允女士與該貪腐人員

沒有任何瓜葛，更不可能與侵

害國家利益、損害國家財產的

人員有任何往來」，要求網友停

止造謠，否則提告。

【看中國訊】好萊塢災難動

作片《天劫倒數》（Greenland）
正熱映中，戲中末日情節更讓

討論度居高不下。本片將一家

三口的艱難求生塑造得頗有戲

劇張力，情感刻劃更頗為動

人。

故事背景為，一個被命名

為「克拉克」的彗星從其它的

星系飛往地球的方向，按照原

先的預測，克拉克只會跟地球

擦身而過。然而，此一預測卻

與實際情況相距甚遠，克拉克

的碎片不斷地給地球的陸地造

成毀滅性的災難，男女主角約

翰、艾莉森與幼子奈森一家三

口雖有幸獲得進入避難所的資

格，過程中卻出了大差錯，3
人最終能否順利獲救，也成了

極大的挑戰。

身兼製片與主角的傑哈‧

巴特勒，對於此次角色的安

排，他表示：「《天劫倒數》中

的約翰 ‧ 蓋瑞迪卻是一個平

凡無奇的普通市民。」

導演羅曼沃補充：「如

果把約翰 ‧ 蓋瑞迪與總統貼

身隨扈的麥可 ‧ 班寧放在一

起，一個是犯了錯卻願意勇敢

面對的平常人，另一個是身懷

絕技的高手，看似天差地遠，

但本質上他們是一樣勇敢的

人，兩人都有缺陷，卻也都為

了身邊的人奮不顧身地朝著目

標勇往直前，這是傑哈 ‧ 巴

特勒向傳達觀眾最直接的震撼

感受，也是《天劫倒數》（影

評）電影中傳遞出永不放棄

的訊息。」

【看中國訊】中國女星孫

儷和鄧超結婚十年，小倆口常

常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家庭趣

事，近日孫儷在微博爆料一樁

鄧超的糗事，笑翻一眾粉絲。

孫儷在微博分享道：「鄧

超最近想改變自己，於是，

（16 日）他就拿了一個本子，

認真記錄自己的行程、工作安

排和心情等等。陽光下的「超

哥」喝著茶、吃著水果、做著

筆記，看起來充實而愜意。」

然而，到了隔日一大早，

卻發現筆記本上空無一字，當

時連鄧超本人都驚呆了。摸不

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明明

昨天很努力的寫下生活筆記，

如今卻成了白紙一張。

鄧超開始四處搜查線索，

但找了好久，卻都沒找到事件

發生的原因。孫儷轉述當時的

情況表示，鄧超當時就「快瘋

了」，他問孩子，問孫儷，就

差要問到家裡的狗了。「他快

瘋了，感覺誰在懲罰他……」

孫儷最終揭曉謎底：鄧超

發現是自己用錯筆，他用了可

擦拭的圓珠筆，筆記本在陽光

下曬太久，字也就自動消失。

看到孫儷爆出鄧超的「犯

傻」笑料，網友笑翻趁機調

侃鄧超「本子：字是自己消

失的」、「狗：當時我害怕極

了」、「希望太陽沒事」、「憨

憨超哥」。隨後也有熱心的

網友提供解決辦法，「只要把

筆記本放入冰箱，字跡就會再

次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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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女郎」林允回應了

年過半百的伊能靜開出接戲的條件，就是將媽媽角色

排除在外(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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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能靜復出拍戲

曾出演周星馳《美人魚》的林允，遭影射是賴小民的「包養對象」，對此

林允透過工作室駁斥謠言。（微博截圖/STR/AFP/Getty Images）

許鞍華

唯一條件：拒演媽

展勇敢精神《天劫倒數》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傳被17億巨貪包養？
鄧超遇「奇案」：

筆記字跡離奇消失筆記字跡離奇消失

 好萊塢災難動作片《天劫倒數》劇照。（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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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8月26日

本地胡蘿蔔

Red Plums 紅李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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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 Green Cabbage 本地捲心菜 Local 5lb CarrotsLocal Corn 本地玉米Local Zucchini 本地意瓜

BC eggplantBC Cherrys 卑詩大櫻桃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卑詩茄子

$16868 lb

Yellow Nectarines 黃油桃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Pine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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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菠蘿。

$29898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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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get a free Pineapple.and get a free Pineapple.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02828
lb

$06868
lb

$1484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4 9898
12

$$116868 lb
$ 19898

lb

$ 5 磅裝

◎ 文 :斯玟   圖：ADOBE STOCK

有湯萬事足 最美味的酸辣湯
◎ 文 :米莉

酸與辣造就酸辣湯的美味，相傳戰國時的龐涓就是用這一味突圍，殺出迷魂陣。

食
材
豬肉、豆腐、黑木耳、竹筍、豬

血、紅蘿蔔、新鮮菇類、蛋。

（材料用料可隨意增減）

調料：高湯 400c.c.、辣椒、香
油、黑醋、白醋、白胡椒粉、

鹽、香菜、青蔥。

芡汁：1：3比例調製太白粉與水。

食材分別均勻切絲備用。
適量水煮滾，先下筍絲，煮熟
軟；再放其餘材料，煮熟軟。

加高湯及鹽調味，下芡汁，攪
拌均勻。

湯滾，轉小火，下蛋液，蛋初
凝即攪成蛋花。

加入調料，攪拌均勻後，即可
上菜。

作
法

美 味 酸 辣 湯

戰國的龐涓帶領魏軍，在山東

陽谷縣陷入迷魂陣，無法破解。

一位老人傳授藥方，才得以脫逃；

據傳，這道藥方以醋當藥引，魏國

將士們飲服後，個個頭腦清醒。此

湯因逃陣有功，且酸辣可口，成為

當地傳統名湯。

經過千百年的演進，酸辣湯已

經成為健脾養胃的開胃好湯。各地

的酸辣湯菜譜不盡相同，除了豆

腐、香菇、木耳、雞蛋、肉絲等共

同的基本食材，不同地區也有自己

的在地食材，例如，很多地方也會

將竹筍、豬血等切絲入湯。

古人認為，夏吃溫熱，可以冬

病夏治；古代醫學家孫思邈在《千

金要方》中說：「辛主發散，苦主

沉降。」即辛辣有助於消散體內的

熱氣，苦味則不利於夏季陽氣的升

發。酸辣湯要做得好吃，醋的酸香

與白胡椒的辣香就是關鍵。

雖說酸辣湯用料平凡，倒也並

非難登大雅之堂的菜餚。若講究刀

工，食材切絲均勻，整體而言也會

讓人覺得雅致。此外，酸與辣的調

和更是一大功夫，美味的酸辣湯入

口滑順，解渴生津，讓人一喝再

喝，回味無窮。

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島有醉人的美景，更有豐

富多樣的飲食文化，其經典料理──雙茄麵，使用

了西西里三大代表食材── 茄子、蕃茄和鹽漬瑞

可達羊奶起士製作茄香麵醬，被盛讚有如意大利作

曲家貝里尼之「諾瑪」歌劇一樣傑出而得名。

相較於北意人喜歡吃現做的意大利麵，南意人吃

較多乾燥意大利麵，大多數的花式意大利麵都產於南

意，貝殼麵在南意比北意受歡迎。超大的貝殼麵可

填塞餡料，可做出很多的變化；以鮪魚調製沙拉，填

入貝殼麵後焗烤，正餐或宴客皆宜。

鳥巢麵發明的靈感，來自一位文藝復興時代的

知名主廚，他模仿當時貴族婦女的髮型創造了鳥巢

麵。鳥巢麵的麵條捲成一團，方便在料理時控制份

量；同時，外型寬而扁，容易吸附醬汁，口感厚實，

是意大利人在節慶期間必吃的意大利麵。

雙茄麵 鮪魚貝殼麵 奶油起司鳥巢麵Pasta alla Norma Tuna-Stuffed Shells Fettuccine alfredo

哪種意大利麵最好吃?
意大利麵以麵條與醬汁，交織出豐富的意麵世界，各地都有經典麵款，呈現地區風土人情，值得細細品味。

6.

Arrabbiata 是意大利文「憤怒」的意

思。生氣麵的命名，是因為吃這道麵的人往

往會被辣得臉紅脖子粗，看起來彷彿就像正

在氣頭上。這道意大利麵流行於羅馬地區，

材料非常簡單，以蒜頭、辣椒與番茄 3 樣主

料做成充滿辣度的番茄醬汁。

這是一道坎帕尼亞的經典意大利麵，如同另

一道坎帕尼亞傳統美食 ──披薩，番茄意大利

麵用料平凡，因採用新鮮的番茄熬製，本身香氣

非常濃郁，不需要使用任何人工香料；番茄醬汁

酸甜滋味獨特美味，其綿密口感與麵條融合度特

別好。

生氣筆管麵 番茄意大利麵

Penne Arrabbiata Pasta alla Pomarola

據信，這是於二次大戰後才出現的菜式，流行於羅馬

地區。Carbonara 跟意大利文的煤炭有關，因這道意大利

麵作法快速，受到煤礦工人的歡迎。常見材料：蛋、起司

（羅馬羊起司或帕馬森起司）、培根（風乾豬面頰肉或意式

培根）及黑胡椒。

培根蛋麵 Spaghetti Carbonara

2.1.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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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大多是遺傳、運動不

足、肥胖及飲食不節制等原因造

成，改變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

便可降低患高血壓的風險。降低

血壓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健康的飲

食，可多攝取富含鎂、鉀、鈣、

高膳食纖維和抗氧化劑的食物；

在一些飲品中，也可以獲得足夠

的礦物質和營養素，像是椰子

水、芹菜汁、茶、低脂牛奶和紅

酒等，都可助於降低血壓。

以 下 介 紹《Hea l th 
Ambition》推薦的 7 種輕鬆降壓

的飲品：

①水

健康從最簡單的飲品開始，

水分占了血液中液體含量的

85%。如果飲水量不足，血液

會變稠，並減少血液流量，從而

導致血壓升高，多喝水可以降低

血液黏稠度，增加血液流速，是

降低血壓的最簡單方法之一。

水還能夠幫助排出毒素和

廢物，一般醫學建議，每天喝 8
杯水（每杯 250 毫升），但更簡

化的計算方法是每天喝一半盎司

的體重的量，例如：如果您體重

160 磅，則應該每天至少喝 80
盎司水；若以公斤來計算，營養

學家建議成年人可用每公斤體重

30 毫升來計算一天所需要的水

量，例如：以 70 公斤計算，一

天大約需要攝取2100毫升的水。

②椰子水

《西印度醫學雜誌》在 2005
年發表了一項研究，分析了飲用

椰子水對高血壓患者的影響。與

僅喝白開水的對照組相比，喝椰

子水的人，其血壓明顯降低。椰

子水富含鉀離子，有助於抵消鈉

紅酒中都含有一氧化氮，可以放

鬆血管壁，從而增加血液流量。

那麼應該喝多少紅酒呢？

據 BBC 報導，意大利米蘭大學

（University of Milan）生物醫

學科學健康研究員阿爾貝托 · 貝
泰利（Alberto Bertelli）建議，

每天可以喝 160 毫升以下的紅

酒（香檳酒杯大小），而且只在

用餐時喝為佳。

⑤鮮榨果汁： 
蔓越莓、石榴和芹菜汁

鮮榨果汁不會流失營養素或

礦物質，可以降低血壓的果汁，

包括：蔓越莓、芹菜汁及石榴汁

等。蔓越莓汁中的抗氧化劑含量

很高，可透過增加血流量，減少

炎症和高維生素 C 含量擴張血

管，來幫助降低血壓。

石榴汁與高水準的抗氧化劑

作用大致相同，但芹菜中的芹菜

素與類黃酮化合物，能緩解緊張

的中樞神經系統，調節血管擴張

功能，使芹菜汁成為降低血壓的

最佳飲料之一。只需在榨汁機或

攪拌機中放入 5 至 10 根芹菜，

即可製成清涼飲料，調節穩定血

壓。

⑥低脂或無脂牛奶

鈣被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用來

降低血壓的調控因數，低脂或脫

脂牛奶中富含鉀、鈣，可促進血

銀柱量血壓器最準，電子血壓計

用久容易失真。睡眠時血壓比醒

時低約 20 至 30。要量血壓前，

不要運動、生氣、抽菸、喝酒、

憋尿、吹強冷的空調。避免使用

會影嚮血壓的藥物，例如：雌激

素、腎上線類固酮、降壓劑、瞳

孔擴張劑、交感神經藥物。

量一次血壓高就確定是高血

壓嗎？那可不一定。第一次量到

血壓收縮壓超過 120 就緊張，

其實量到 160/95 才算高血壓，

經過一小時再量，還是這個數

值，休息 5 分鐘再量，至少量 3
次，每週量 1 次，連續量 3 週

才能確定是否血壓正常。患了高

血壓而未接受治療，動脈易硬

化，平均病史約為 20 年，最長

可活 40 年。輕度高血壓併發症

以心血管系統為主；重度高血壓

併發症以腎臟系統最常見。

一位 77 歲的男性，血壓

200/110，初診時嚇一跳，趕快

先幫他針灸降壓，老先生紅光滿

面，開了降血壓藥，囑他要小心

飲食。複診時，老先生仍舊紅光

滿面，而且還丹田氣十足，聲如

鐘般洪亮的告訴我，血壓下降反

而不舒服。他這樣的血壓已 20
年了，吃了藥也一樣，既然這

樣，那就是他的體質，已 77 歲

都沒事，所以只要生活起居飲食

正常就沒問題。

臨床上常見一、二十年收縮

壓在 200 以上的人反而不容易

中風。很奇怪的現象是：剛得高

血壓病症，不到半年，平常血壓

也不太高的病人，反而常會突然

中風，這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看到血壓 200 的病人，已

夠嚇人。有一位 60 歲病人血壓

收縮壓 240，看到數字手腳都軟

了，病人安慰我說沒事，他是被

女兒架來的，他知道這樣的血壓

已經 5 年了，沒吃藥，也沒有

甚麼異狀。因他不想吃藥，後來

就沒來診了。

有一位 74 歲老先生吃甚麼

食物，或甚麼藥後，就要量血

壓，只要血壓一超過 120/90，
那個食物和藥就停吃。嚴守標準

值，因他害怕超過標準會中風，

反而得了憂鬱症，這又太過了。

到底血壓要多少才正常？血

壓是不是也應該因人、因地、因

時而異，身材有高矮、胖瘦，年

齡有大、小，體質有虛實、寒

熱、壯弱，性格有急、慢，天氣

有風寒、暑溼、燥火，情緒有

喜、怒、哀、樂，這些都會影響

血壓。血壓一天 24 小時的數值

都不一樣，要以哪個為準？其實

會隨情境變化的血壓才最健康，

表示血管有彈性，有應付緊急情

況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精神狀態，笑一

笑，血壓就會下降。一個懂得健

康管理和情緒管理、性情平和的

人，血壓自然正常運作，一時因

環境有所變化，也很快就可以歸

正。

食療
養生

初期出現高血壓

時，往往沒有明顯症

狀，不過長期高血壓

為冠狀動脈疾病、中

風、心臟病及腎臟病

等病症的主要危險因

數，因此高血壓有著

「沉默的殺手」稱

號。

7大最佳飲品
助您輕鬆遠離高血壓 芹菜有降壓功效。

（轉自《拍案叫絕—中國針醫術》/
博大出版）

離子在體內的作用，不過需要注

意的是，一些治療高血壓的藥物

可能會與椰子水產生交互作用，

若已經在服用高血壓藥物，飲用

前可先徵詢醫師或藥師建議。

③甜菜汁

甜菜根因其營養豐富，而被

稱為「天然的綜合維生素」。甜

菜汁含有很高的抗氧化劑含量，

包括：胡蘿蔔素、維生素 C 和

E，可降低血壓。甜菜汁中的無

機硝酸鹽會在體內轉化為一氧化

氮，從而使血管鬆弛和擴張，助

於降低血壓。

④紅酒

紅酒列入名單可能會讓很多

人感到驚訝，但偶爾喝紅酒可以幫

助降低血壓。雖然有時過多的酒精

會造成多器官損傷，並導致血壓升

高，但每天喝些紅酒，可對心臟健

康和血壓產生有益的影響。

紅酒含有抗氧化劑多酚

（包括：類黃酮，酚酸和白藜

蘆醇），被認為是降低血壓的

原因。不過，在《循環研究》

（Circulation Research）醫學雜

誌上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無

酒精」的紅酒在降低血壓方面比

含酒精紅酒更有效。

酒精通常會削弱抗氧化劑的

活性，因此無酒精的紅酒在降低

血壓方面更有效。無酒精和傳統

血壓多少才正常

莊子說：「萬物皆出

於機，皆入於機。」適時

的自行按穴、食療、調整

情緒和生活起居，可及時

撥正氣機、靈機和生機，

使內在氣血達到中和平衡

的狀態。

降血壓小偏方
芹菜 250克、紅棗 10

個，煎水代茶飲；每天

吃香蕉或橘子 250∼ 500

克；用香蕉皮 100克，煎

水代茶頻飲之；鮮山楂果

1∼ 2個，泡茶飲用，每

天數次；生花生米浸泡於

醋中，7日後，每天早晨

空腹服用 7∼ 10粒，均

有降壓功效。常食用梨、

綠豆、檸檬、番茄、獼猴

桃等，亦有助於防治高

血壓。

生活養生
小妙招

壓會升高或降低。心室收縮初期

的內壓最高時就是收縮期血壓，

心室舒張終點的內壓最低時，稱

舒張期血壓。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收

縮壓在 139mmHg 以下，舒張

壓在 89mmHg 以下為正常（以

下血壓單位為 mmHg）；收縮壓

在 160 以上，舒張壓在 95 以上

為確定性高血壓；收縮壓在 140
至 159，舒張壓在 90 至 94 為

邊際性高血壓。

理想血壓是到了 60 歲，和

20 歲時不會差很多；到了 40
歲，血壓會因動脈漸老化而愈不

明顯。收縮壓的計算為：年齡加

90，如果是 50 歲，理想收縮壓

就是 50 ＋ 90 ＝ 140。 60 歲以

後，動脈老化又硬化，血管壁彈

性漸減弱，收縮壓以 160 為正

常質。

問題是：你量的血壓正確

嗎？血壓計的穩定性，傳統的水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心臟藉著心肌規律的運動輸

送血液，一邊收縮，一邊輸出血

液。送出時，動脈在單位面積的

血管壁所承受的壓力，使動脈內

壓正常。《英國營養學雜誌》上

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用低脂乳

製品，尤其是牛奶代替全脂乳製

品，可以幫助降低血壓。

⑦芙蓉花和其他茶類

芙蓉花長期以來一直被用來

浸泡，作為茶來提神，甚至有助

於降低血壓。芙蓉茶中含有植

物化學物質，《營養雜誌》（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在 2010
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喝芙蓉

茶可降低成年人高血壓前期和輕

度高血壓的血壓數值。

其他有助於降低血壓的茶，

包括：綠茶、烏龍茶和紅茶。綠

茶和烏龍茶都含有有助於降低血

壓的抗氧化劑，每天喝 2 杯半的

茶，不僅消暑解渴，還可對抗氣

候變化所造成的血壓波動。中藥

茶類也能起到很好的輔助降血壓

的作用。如：山楂茶，菊花茶。

荷葉茶，蓮子心茶，決明子茶，

槐花茶，首烏茶，葛根查等。

芙
蓉
茶     

石
榴
汁

椰
子
汁

甜
菜
汁

 養 生 之 道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  綜合編譯：蕭亦晨

民間妙方

◎  文：小萍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

到一些小問題、小狀

況，如果知道如何處理，

您就會覺得得心應手，

輕鬆許多。以下介紹一

些生活養生小妙招，提

供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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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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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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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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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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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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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曼麗回信

曼麗夫人您好：

我跟男友交往 5 年多了，他

是我的初戀，我是他第四任。我

今年初因發現他跟網友曖昧的

對話而情緒崩潰，後來跟他溝通

後，他說想嘗試一次網路交友的

刺激感，以及一些他覺得不能跟

我討論的事情。可是在這件事情

發生之後，我變得情緒很不穩、

覺得委屈而鬧脾氣，後來他覺得

我們沒辦法再走下去，說對我沒

感覺了，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再後來，我們的關係有所好

轉，他說沒有當初想分開的念頭

了，我也相信他不會再跟網友有

Ann 妳好：

感謝妳的來信！雖然，「相

愛容易相處難」，但是一段愛

情，從初識時的悸動，到穩定期

的平和，就像一棵樹的成長，到

了一定時期，樹根牢牢地扎入土

中，樹貌形成，就順著歲月交

替，享受季節的洗禮，甚至枝繁

葉茂一如成家立業結婚生子，一

切是如此自然地發展下去。就算

是習慣，也是自然，無損兩人在

一起共盼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

初衷。

但是，倘若兩人感情不夠扎

實，在遇到考驗時，就如同經不

起摧折的樹，遭遇狂風暴雨侵襲

時，會被攔腰折斷，甚或被連根

拔起。而在風雨考驗的這段過程

中，兩人會焦慮、會懷疑。如果

沒有即時補救，到最後，因了解

而分道揚鑣的也是大有人在。

所以，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你們交往這幾年來，兩人真正了

解彼此嗎？在一起的基點是甚

麼？是志趣相投？人生目標相

近？個性相仿抑或是互補？或只

把對方當作填補寂寞的人？如果

兩人在一起四年多，彼此非常了

解，怎會發生網路交友的出軌事

件？甚至有不能跟妳討論的事，

要和陌生的網友談？

此外，真正能維持感情長久

的關鍵，是心有靈犀的默契，而

不是親密的行為。所以，妳已察

覺到自己想跟他更親密，是為了

要確定他對妳的感情，這的確不

是好的辦法，因為只靠感覺而不

是靠理性對話的感情，不容易長

長久久啊。

話說回來，如果他當時真的

因為一時的好奇而發生網路交友

的事，那妳是否真心放下這很重

要。不然，彼此帶著這傷疤，或

猜疑或裝呆，那疙瘩依然存在。

或許兩人好好找時間坐下來溝

通，或者妳回想這幾年來兩人的

互動模式，或是網路交友事件後

的互動情況，或許可以找出兩人

可以具體溝通的依據。再者，溝

通也是一項藝術與技巧，因為怎

樣提出聊天的話題，又怎樣就話

題深入溝通這些也是需要進一步

諮詢或學習的喔。

如果真心相愛，那就不要畏

難，真心努力過，不論結局如

何，遺憾絕對會減少；更好的情

況，就是感情更加穩定喔。祝

福妳！

在一起是因為愛？還是習慣？

本文圖片來源：網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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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踰矩的言詞。現在的問題是我變

得不相信他對我的感情。相處到

現在，我還是不清楚他對我的感

覺是什麼，我現在察覺到自己想

跟他更親密的原因，只是為了要

確定他對我的感情。

我現在有深深的無力感，是

他不夠積極一起處理我們的關

係，還是我真的太著急了？曼麗

夫人，我要怎麼確定在一起久

了，是因為愛還是習慣？他說他

習慣我了，分辨不出來對我的感

（圖片來源：UNSPLASH）

◎ 文：馮玲

夏日風景優美，坐在自家

陽台上觀賞園景小憩片刻、飲

茶讀書，是很多人都喜歡的事

情。但是看看自家那布滿了雜

物與灰塵的陽台，再看看別人

的陽台，鋪好的室外地板，整

潔的竹編沙發，加上綠植、抱

枕、擺件，打造出了滿滿的法

國南部氣息……好是羨慕！

想不想把陽台也打造成「別

人的陽台」那

樣，即可以和小夥伴們聚會閒

聊，也可以一個人窩個下午時

光看書看劇呢？其實這並不

難，只要有這幾樣小物，就能

讓你的陽台脫胎換骨哦！

1、陽台多功能 
收納架或櫃子

陽台的東西太多、太雜，

無法騰出多餘的空間？建議買

一個收納架，最好是容量大且

外型美觀的多層置物架。也可

以打造一個 L 形木質櫃子把

東西收納在裡面，上面

鋪上坐墊，可坐可

臥。布置的訣

竅是先把東

西 收 納

好 ，

寬

敞的空間會讓心情瞬間開朗不

少。

2、布置一把椅子 
和茶几

若要和朋友小聚，當然少

不了有個坐的地方啦！可在陽

台鋪張地毯，然後放置一把小

椅子和茶几。木質或籐製的茶

几椅子瞬間讓陽台顏值提升幾

個檔次。

小編尤其偏愛籐椅，細密

交織的籐條，輕巧透風，真是

太貼近大自然了。閉上眼睛想

像自己在東南亞度假吧。

在茶几上添置幾個茶具，

朋友來時在這裡喝茶、閒聊，

會讓宅家時光變得很愜意。

3、DIY木藝花架
許多人都喜歡買些小植物

布置陽台，讓陽台充滿活力、

生氣，但卻不好好打理。你可

以買一個木藝花架，把花花草

草都羅列好，讓陽台呈現出文

藝風，擁有不一樣的美感。

又或者自己 DIY 一個木藝花

架，不僅環保，還能省錢。

綠植可以讓陽台四季長

青，如果想要四季都這樣鬱

鬱蔥蔥，可以混合養不同花

季的植物，這樣能在不同的時

節，擁有不同的風景。感受一

下，綠植環繞，滿眼的綠意，閉

上眼睛感受微風吹拂綠葉的愜

意。

4、六角形置物架
如果家裡的陽台很小，放不

下大型的木藝架子，可以買多個

六角形置物架安裝在牆上，把綠

植掛在牆上不僅不佔位，這樣的

設計看起來還很時尚、美觀。

5、吊椅/吊床鞦韆
既然是休閒角，陽台就是要

以「極度舒服」的躺具為主，例

如躺椅、吊椅、吊床、搖椅、鞦

韆，怎麼舒服怎麼來！看看，這

樣的吊床鞦韆是不是很酷呢？客

人來了，一起在陽台盪鞦韆。自

己一個人也可以盪得很開心，邊

吃零食邊盪鞦韆賞美景，藍天、

白雲、行人、樹木……一切盡

在眼底。

6、室內假山 
流水噴泉魚池

陽台寬敞的朋友，可以考慮

買個假山魚池作為裝飾。流水潺

潺，自然又有韻味，聽著流水聲

品著茶，心也靜了。

（圖片來源：FREEPIK）

幾樣小物件 幾樣小物件 使雜亂陽台使雜亂陽台

變高顏值閑聚之地

覺，他說以前沒有遇過這種問

題，因為前幾任都只在一起一年

多。謝謝您讀我的信！ 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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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6 看資訊 Information 第120期     2020年 8月 20日—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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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ff y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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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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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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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一些廉價的解決方案

有幾件事是可以用最小的努力和成本

完成的。一種選擇是提供和增加新鮮空

氣。用新鮮空氣替換室內空氣的最簡單方

法當然是開窗。

但這並不總是可行的，开窗不但受到

天气的限制，而且在一個大的教學樓裡，

不是所有的教室都有窗戶。

不過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呼吸到新鮮空

氣。

米塔爾說，樓宇空調系統是將空氣再

循環的。空氣被吸入一個過濾器，然後再

釋放回房間或建築物內，空氣來回流動，

但並不是真的用新鮮空氣替換這些空氣。

不過，米塔爾說，這樣做「平均來

說，會對情況有所幫助」。

「至少有這樣做的可能性。有一些方

法可以做到，」米塔爾說。「它可能需要

對設備進行改動，但它比改變所有房間的

管道更容易。」

不過在空氣系統方面，它也會增加成

本。他說，將已經冷卻的空氣循環降溫，

比抽取外面的熱空氣進行冷卻更經濟。

第二個選項是更換更好的空氣過濾

器，儘管空氣過濾器升級會對病毒有效到

什麼程度仍在研究之中。

麥肯錫上個月發布的一份與冠狀病毒

相關的潛在建築升級概述指出，大多數家

庭和商業建築的暖通空調系統都使用了一

種可以捕捉大小達 1 至 3 微米的顆粒的

過濾網。

COVID-19 顆粒約為 0.1 微米，儘

管攜帶它們的氣溶膠的大小范圍，可能從

小於 1 微米到大於 2 微米之間。

麥肯錫的論文指出，HEPA 過濾網

可以捕捉到 0.3 微米大小的顆粒，使其成

為對病毒最有效的過濾網。

但是，研究論文指出，「只有部分空

調可以容納 HEPA 過濾網，技術人員必

須正確配置並定期更換。通過加入更高等

級的過濾網來升級空調系統可能非常昂

貴，而且不一定可行」。

此外，「即使是 HEPA 過濾網也不能

消除對空氣傳播的所有擔憂，美國官方的

評級系統規定其功效只針對 0.3 微米大小

的顆粒。」

口罩的效果如何

研究表明，口罩能有效減少佩戴者向

空氣中擴散多少氣溶膠。但研究人員仍在

研究它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吸入排

放的氣溶膠的風險。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教

授馬爾博士在《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

章中寫道，她的實驗室發現，鬆鬆垮垮的

頭巾至少能阻擋一半大於 2 微米的氣溶

膠。

「我們還發現，特別是對於小於 1 微

米的氣溶膠，使用更容易緊貼臉部的、較

軟的織物比使用較硬的織物更有效，」馬

爾寫道。

她還指出了其他一些措施，包括打開

窗戶和門，調整和升級空調系統中的過濾

器，增加便攜式空氣淨化器，或安裝殺菌

紫外線技術。

但是，對於口罩來說，適合和正確使

用似乎是關鍵的因素。

「它會有效，但效果如何，取決於個

人對佩戴和正確佩戴的嚴謹程度，」洪說。

如何應對冠狀病毒在室內的傳播（下）

重新開業 獨家提供

超值優惠！正在熱賣。

ALCATEL 1B
$90 $65*

LG K20
$110 $85*

* 需新開 $40/ 月及以上
數據、通話和短訊計劃，
並設定自動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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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優惠期限為 2020 年 7 月 31日至 8 月 31日，僅在列出的商店兌現，如有更改恕不提前通知。僅限於新開 $40/ 月及以上數據、通話和短訊計劃。稅另計，售完即止。TM 商標使用許可 © 2020

RE-OPENING EXCLUSIVE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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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CATEL 1B
$90 $65*

LG K20
$11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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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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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gary, AB
403-604-1100
chatrmobile.com

(storyblocks)

Chatrmobi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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