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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A4 古人育兒十條箴言
老少都適用B6雙語報導

English or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

合報導】8月2 3日奧圖爾

（Erin O'Toole）當選加拿

大聯邦保守黨的新黨領，成

為下屆大選挑戰特魯多總

理的人。

奧圖爾在外交關係方面一直

對北京採取強硬路線，在其官網

發布的外交政策大綱，針對北

京的內容是主體，其中包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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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當選總理，將限期北京 30 天

內釋放兩位加拿大人（Michael 
Spavor 和 Michael Kovrig），

否則他將使用「馬格尼茨基法

案」制裁中國國家主席、總理、

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及最高人

民法院院長等人。

特魯多政府目前中止了議

會，直到 9 月 23 日，當日特魯

多將宣讀施政報告。如果議會通

過，政府就繼續執政。如果沒有

通過，加拿大將重新舉行大選。

在 24 日奧圖爾的勝選演講

中，他表示願意和特魯多政府合

作，帶領人民走出疫情。如果對

方發起大選，他也已做好準備。

奧圖爾要求聯邦政府重視

西部省份的不滿情緒，重視能

源工業，並認為加拿大可以做

到在發展能源工業的同時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量。在保守黨黨

領的選舉中，奧圖爾也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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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保守黨加保守黨

新黨領新黨領
對中強硬對中強硬
NEW CONSERVATIVE LEADER IS TOUGH ON CHINANEW CONSERVATIVE LEADER IS TOUGH ON CHINA

  On August 23, Erin O’Toole was 
elected as the new leader of the Ca-
nadian Federal Conservative Party 
and became the person to challenge 
Trudeau in the next general elec-
tion. O’Toole has always taken a 
tough line against Beijing in diplo-
matic relations. The foreign policy 
outline published on his official 
website mainly concerns Beijing. If 
he is elected prime minister he will 
give Beijing a deadline of 30 days 
to release the two Canadians (Mi-
chael Spavor and Michael Kovrig). 
If Beijing doesn’t meet this deadline 
he will use the “Magnitsky Act” to 
sanction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emier, the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
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 Trudeau government is cur-
rently suspending Parliament until 
September 23. On the 23, Trudeau 
will announce his policies. If the Par-
liament passes, the government will 
remain in power. If it does not pass, 
Canada will hold a new election.
  In his election speech on Monday 
(24th), O’Toole expressed his will-
ingness to cooperate with the minor-
ity government of the Liberal Party 
led by Trudeau to lead the people out 
of the pandemic. If the other party 
initiates a general election, he is also 
ready.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Donald Lee

亞省省長康尼（Jason Kenny）
的推薦支持。

在奧圖爾的競選承諾中，

其中一項是減少對媒體 CBC 數

字部分以及電視運營的撥款，

這項承諾在保守黨黨員中得到

了廣泛的支持。

保守黨選舉情況

保守黨在 2019 年 10 月的

聯邦大選中落敗。（下轉 A2）

奧圖爾（Erin O’Toole）

https://yangshihomes.com
www.rundledental.co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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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黨領熙爾（Andrew 
Scheer）於 12 月宣布將辭去黨

領，因此開啟了加保守黨黨領選

舉，參選人分別有前任內閣部

長麥凱 (Peter Mackay)、前任

內閣部長現任國會議員奧圖爾

(Erin O'Toole)、現任國會議員

斯隆 (Derek Sloan)、多倫多律

師劉易絲 (Leslyn Lewis)。
在一個月的選舉中，領跑的

是麥凱和奧圖爾。麥凱屬於偏左

自由派立場，奧圖爾執中間偏右

路線，斯隆和劉易斯傾向於深右

保守價值觀。

斯隆和劉易斯代表的社會保

守派在保守黨陣營中人數眾多，

他們在移民接收、槍支管制、同

性戀和墮胎等社會問題上持保守

觀點。斯隆和劉易斯分別在第一

輪和第二輪計票後被淘汰，但兩

人獲得的支持令人矚目，他們的

支持者轉投了奧圖爾，因此呼聲

最高的麥凱在第三輪中落敗。

此次保守黨選舉，近 27
萬人註冊為黨員，刷新該黨黨

員數記錄。寄回的選票約有

17.5 萬張，也創下該黨投票率

新高。奧圖爾當選保守黨黨領

後，前總理哈珀第一時間在推

特上表示祝賀。

加拿大保守黨是由進步保守

黨和加拿大聯盟在 2003 年合併

而成。在 2006 年擊敗自由黨上

臺，從此開啟了加拿大經濟的 9
年黃金時期。此次保守黨黨領選

舉，因為大選隨時可能發生，因

而人選異常重要。

奧圖爾其人

奧圖爾出生於蒙特利爾，後

隨父母搬家至安省，其父約翰 ·
奧圖爾（John O'Toole）是安省

進步保守黨議員。

1991 年奧圖爾進入了加拿

大皇家軍事學院，畢業後為加拿

大皇家空軍服役 12 年。之後他

獲得了法學學位，在多倫多著名

律師事務所工作 10 年，出任多

間國際著名公司法律顧問。

奧圖爾於 2012 年 11 月通

過補選成為國會眾議員，並在之

後兩次聯邦選舉中守住議席。在

哈珀任總理時，奧圖爾曾被任命

為退伍軍人事務部長。

奧圖爾在服役期間參加了法

語課程。據報導，除了來自草原

三省的支持外，奧圖爾的法語為

他贏得了魁北克省選票。在未來

對壘特魯多的選舉中，奧圖爾良

好的法語將是一大優勢。

卸任黨領熙爾屬於社會保

守主義者，在同性婚姻合法化

和墮胎自主權等問題上持非常

傳統的觀點。奧圖爾在這方面

與熙爾有差異，奧圖爾告訴公

眾，此前議會通過一項關於變

性人權益的法案，他投了贊成

票。一些評論人士認為，奧圖

爾在爭取更多加拿大人的支

持，在獲勝感言中，他還向新

民主黨和自由黨的支持者伸出

了橄欖枝。

大選提前來臨？

疫情已近尾聲，特魯多政府

以巨額負債的方式大手筆派錢，

民望節節上升。不過，近期「WE 
Charity」學生服務助學金項目，

特魯多家族被疑涉利益衝突，招

致腐敗的批評和信任危機。

近期民調顯示，自由黨的

民望有所下挫，但保守黨支持

率尚未能超越自由黨。CBC 跟

蹤民調的結果顯示，目前自由

黨的支持率是 36.4%，保守黨

29.9%，新民主黨 17.2%。剛剛

當選黨領的奧圖爾的公眾知名度

目前非常低，若 9 月 23 日開啟

大選，會有利於特魯多。

加國「彭佩奧」

奧圖爾勝選伊始，便被一些

華人媒體冠以加國「彭佩奧」之

稱，即奧圖爾一直以來對北京持

強硬態度。而《卡城先鋒報》認

為，正是奧圖爾對中共持鮮明的

反對態度使其贏得了選舉。

奧圖爾競選網站上的外交政

策大綱說，在特魯多（Trudeau）
統治下，加拿大已與世界隔離，

中共給加拿大和加拿大人帶來的

是零收益。

若當選，奧圖爾的政府制定

的計畫包括：禁止華為參與 5G；

限制中共國有企業在加拿大經濟

中的作用；反對北京破壞在香港

的「一國兩制」，採取相應措施；

尊重臺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暫

停加中立法機構之間聯繫；不承

認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合法

性；挫敗中共滲透加拿大機構和

恐嚇華裔加拿大人的努力等等。

奧圖爾批評特魯多政府已停

止捍衛人權，討好獨裁，將國家

主權割讓給聯合國等機構，這些

使盟友失望。他呼籲，加拿大應

持真正符合加拿大價值觀和利益

的外交政策，重點是加強與志趣

相投的國家的聯盟，應對中共的

威脅，並積極捍衛人權。

為了恢復加拿大在世界上的

地位，奧圖爾政府將：與澳大利

亞、韓國和日本等國家合作；增

進與印度的關係；支持以色列；

改革聯合國；加強與盟友之間的

關係，重申加拿大對五眼盟友

（CANZUK）的承諾。

應對疫情

武漢肺炎疫情下，特魯多政

府開支達每週數十億元。奧圖爾

提議採取一些小步驟縮減開支，

每一元新撥款必須節省一元。

特魯多聯邦政府在今年 5
月疫情期間，宣布為所有加拿

大兒童提供額外 $300 元補助。

奧圖爾承諾，當選的話，這筆

額外的支付會每個季度發放一

次，直到 2021 年底；提供 $120
億元幫助有子女的家庭；他還

承諾在疫情復甦期間，將目前

的托兒費減免額轉換為可退還

的稅收抵免，以支付最多 75%
的費用等等。

    O’Toole asked the federal govern-
me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ssatis-
faction of western provinces and the 
energy industry. I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race, O’Toole was 
recommended and supported by Al-
berta Governor Jason Kenny.
  Among O’Toole’s campaign prom-
ises, one of them was to reduce 
funding for digital operations of 
the CBC, and to reduce funding for 
CBC TV. This promise has received 
wide support from members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The Conservatives were defeated 
in the October 2019 federal election 
and party leader Andrew Scheer an-
nounced in December that he would 
resign as party leader. Candidates 
running for the post include former 
cabinet minister Peter Mackay, For-
mer cabinet ministers incumbent 
MP Erin O’Toole, incumbent MP 
Derek Sloan, and Toronto lawyer 
Leslyn Lewis.
  Leading the pack in the month-long 
election are McKay and O’Toole. 
McKay belongs to the left-liberal 
position, Otto follows a center-right 
line, and Sloan and Lewis lean to-
wards deep-right values.
  O’Toole attended French courses 
during his military service. Accord-
ing to reports, other than getting sup-
port from the three provinces of the 
Prairie, it was O’Toole’s French that 
won him the Quebec vote.
  Since his victory, O’Toole has been 
dubbed by some in the Chinese me-
dia as Canada’s “Pompeo,” meaning 
that O’Toole has been tough on Bei-
jing. A foreign policy outline on the 
O’Toole campaign website state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brought zero benefits to 
Canada and Canadians.
  O’Toole’s government’s plans for 
China include: banning Huawei 
from participating in 5G; limiting 
the role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
terprises in the Canadian economy; 
thwarting the CCP’s efforts to infil-
trate Canadian institutions; and, in 
the case of Huawei, to make sure 
that the foreign policy is implement-
ed in a manner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ests of Canadians.
  O’Toole also criticized the Trudeau 
government for having stopped de-
fending human rights, appeased to 
dictatorships and for having ceded 
national sovereignty to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has 
disappointed Canada’s allies.

加保守黨新黨領 
對中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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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orama Hills  土庫完成�獨立門出�
獨立�層屋 2156 呎 , ��向西 , 光猛開陽 , 建於 2014 年 , �
�一� , �屋一樣 , 主層��高 9 呎 , 實木��磚�� , 廚�
不�鋼家� , 大理石檯面 , 主人�� 5 件裝�套 ( 浴� + 獨立
沐浴 ),3 �� , 2.5 浴廁 , 土庫�部完成�獨立門出� , �廚� , 
2 �� , 1.5 浴廁 , ��學校 ,
����車站 , �勿錯� ! $6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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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 1 0 0 5 呎 , 建 於 1 9 9 2 年 , 土
庫 � 部 完 成 , 較 � 廚 � , 實 木 � � , 油
漆 , 屋 頂 , 中 � 暖 � � � 水 爐 , 廚��
大 理 石 檯 面 , 2 + 1
� � ,2 浴 廁 � $364,500

東北 Coventry Hills �大量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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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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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城市屋 (Townhouse)1408 呎 , 建於 1994
年 , �屋�部翻� , �屋一樣 , ������氈 ,
廚���高�不�鋼家� , �油漆�踢�綫,
3 �� 2.5 浴廁 , ��單車� , 步行五�鐘到
Mount Royal 大學 , �
��� , �場��車站�$329,900

西南 Lincoln Park 五�鐘到 MRU 大學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1954 呎 , 建於 1997 年 , 主層�
��� , �中��� , 客���高�層 , �
�裝� ( 大理石檯面 , 家� , �水爐 , �户 ,
�� , 浴廁 )�3 �� 2.5 浴廁 , �院向南 ,
光猛開陽 , �����
�車站� Costco� $485,000

西北 Citadel  �屋�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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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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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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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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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加拿大總理特魯多18日召開記者會，隨後宣布中止議會至9月23日，並將在

復會當日宣讀施政報告。（Getty Images）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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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以高速鐵路連接卡城及

愛城一直是亞省人對鞏固兩城經濟發展的

夢想。目前亞省政府已與 Transpod 公司

簽署備忘錄，支持該公司對在兩城間興建

時速達 1000 公里的磁浮單軌超迴路列車

（Hyperloop）項目開展可行性研究。有

分析認爲，軌道建成後將是世界上最快的

城際軌道交通，並會為亞省創造大量就業

機會。

省府與 Transpod 簽署的備忘錄中指

出，項目造價 60 億 ~80 億元，可在 30
分鐘內往返兩城。文件顯示，亞省並沒有

向該提案投入資金，項目傾向自己尋找資

金，但亞省同意為項目尋找路權，並加快

審批，以及提供交通數據。

TransPod 總 裁 Sebastien Gendron
說，本項目將在明年年初開始進行測試。

TransPod 軌道主要由鋼管組成，配合磁

浮懸吊車艙，高架在混凝土基座上，同時

具有載客及載貨能力，並搭配太陽能電池

板用來為軌道發電，以此填補客運費用，

希望能為乘客帶來最具經濟效益的票價，

單程約在 40 至 60 加元之間。

事實上，這項項目早在 2 年前提出，

但 NDP 政府堅持要該公司在完成測試後

拆除所有測試用軌道，而不允許合拼到未

來的軌道系統，這引起了 TransPod 投資

者的反對，因為這不符合經濟效益。而這

屆UCP政府終於給TransPod開了綠燈。

Gendron 說，有許多人對項目質疑，

也有很多人認為這只是一個白日夢，但他

說，美國 Space X 創辦人 Elon Musk 當

初提出太空產業私人企業化的時候，也飽

受白眼與批評，而 TransPod 的團隊目前

也有百分百的信心，能夠測試成功。

按照計畫，TransPod 將在 2022 年

完成測試軌道，2025 年正式動工，預計

2030 年能夠投入服務。

TransPod 是世界上 8 家致力研究

Hyperloop 技術的公司中，唯一一家加拿

大公司，也是全世界最快得到政府同意開

展工程的公司，其餘競爭者分布在美國、

歐洲、及印度。TransPod 表示，這個項

目將能夠為亞省吸引良好的投資注意力，

吸引境外資金流入，項目自身就能在 10
年內創造 3.8 萬個工作崗位，電力推進系

統每年可以替代 30 萬噸的碳排放。

Hyperloop 最 初 由 Elon Musk 在

2013 年提出，其後多家公司跟進展開對

Hyperloop 的研究。Hyperloop 沒有傳統

的路軌，是使用密封的鋼管以及懸浮車

艙，將摩擦力降到最低的技術，主要的競

爭對手將是城際航空業。波音公司市場部

副總裁 Randy Tinseth 去年曾說，不擔心

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 Hyperloop 與航空

業競爭，因為該技術仍面對很多困難與未

知，但不排除其在未來能與航空業競爭。

【看中國訊】8 月 24 日加拿大移民

部宣布，在加拿大持有有效聘書（Job 
offer）的訪客可以申請工簽，即日起生

效。如果獲批准，無需離境即可獲得工作

許可。

申請人需具備的資格：1. 在申請當

天擁有加拿大有效的訪客身份；2. 已於

2020 年 8 月 24 日進入加拿大，並留在

加拿大；3. 持有效聘書；4. 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之前，提交僱主特定的工作許可

申請（需獲勞動力市場影響評估 LMIA
或 LMIA 豁免）；5. 符合所有其他受理

標準。

這項臨時性的公共政策也為符合這

些標準並在過去 12 個月內擁有有效工作

許可的申請人提供了機會，讓他們在工

作許可申請完全批准之前就開始為新僱

主工作。

因為肺炎疫情，一些來加拿大的遊客

一直無法離開，還有一些外國工人由於工

作許可即將到期，而他們又沒有工作機

會，無法申請新的工作許可，不得不將身

份改為遊客。在此期間，加拿大的一些僱

主也面臨著持續的勞動力和技能短缺，包

括那些提供加拿大人所依賴的重要商品和

服務的僱主。出臺這項臨時政策，兩個問

題一起得到解決。

省府支持超高速鐵路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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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000$655,000
448 Evanston VW NW 三臥室雙車
庫硬木地板近公車站，小學，高速
路和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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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高速
路和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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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OPEN

HOUSEHOUSE
88 月月 3030
1-41-4 pmpm

Article 18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declares,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have freedom of thought, con-
science and religion. However, 
this is far from the reality in China. 
Both Christianity and Catholicism, 
even Taoism and Buddhism, have 
been suppressed and threaten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 
is turning religions into tools and 
accomplices to its rule. 

 In 2017, the Chinese govern-
ment declared that all religions 
must assimilate to, quote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government ordered all religions 
to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the CCP’s basic policy on reli-
gious work, and to adhere to the 
Chinese orientation of religions, 
and actively adapt to its socialist 
society. Since the policy passed, 
the government has suppressed 
many churches and temples, 
while forcibly removing crosses 
from some churches, replacing 
them with Chinese national flags, 
and requiring them to promote a 
“correct political attitud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hurch (TSPM), is one of the Chi-
nese Christian churches which is 
recognized by the CCP regime. The 
church claims to have “autonomy, 
self-support, and self-evangelism” 
and is independent of the Vatican. 
To become a religion that possess-
es the CCP‘s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 ideology, the church will 
promote CCP ideologies in church 
meetings. 

 Xu Xiao-hong, the chairman of 
the TSPM and a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puty, criticized West-
ern Christianity at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2019. He also em-
phasized that religion should close-
ly follow Xi Jinping ideologie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 

 However, even being so “patriot-
ic”, TSPM churches could not es-
cape the fate of being demolished. 
Because, fundamentally the TSPM 
still promoted Christianity and be-
liefs in God, which is in opposition 
to communist materialism and 
atheism. According to Bitter Win-
ter, a magazine focusing on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n in China, the 
CCP forced TSPM to destroy cross-
es and to s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anthem during its church meetings. 
Most of the TSPM churches were 
demolished by the government’s 

religion control teams without any 
prior notice. 
 
 Even the Official Catholic church-
es and followers cannot escape 
persecution in China. On April 4, 
2019, the Qian-yang (Chee-young-
yang) Catholic Diocese Church of 
Feng-xiang in Shan-xi Province 
was razed to the ground by a group 
of police officers. The church was 
located in a relatively poor area and 
had about 2,000 Catholic follow-
ers. It was built with funding from 
other followers.

 On October 30, 2019, the gov-
ernment of Handan City in Hebei 
province sent 300 police officers 
to demolish another official Cath-
olic Church, using the pretext that 
it was “illegally occupying farm-
land”. The church priest and hun-
dreds of parishioners knelt outside 
the church and prayed for the po-
lice officers to stop the demolition. 

To no avail,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demolished under the cries of 
the parishioners. 

 Despite the CCP continuing to 
destroy churches and persecute 
Christians, it strives for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Vatican. This 
is because the Vatican is the only 
European state that h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whose offi-
cial name is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Since CCP established its regime 
in 1949, it has always tried to re-
duce and suppress the ROC’s status 
and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which includes develop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Under the pretext of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the CCP de-
mands that other countries not rec-
ognize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government, and that they expel 
Taiwan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
ations such as the World Health Or-
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past, at its own discretion, 
the CCP would appoint its own 
bishops To try to gain the Vatican’s 
favor. But, the Vatican would evict 
these bishops, as they are appointe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Vatican. 

 On September 22, 2018, China and 
the Holy See reached a provisional 
agreement on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in Mainland China. Ac-
cording to the Vatican News, the 
Holy See signed this provisional 
agreement in the hopes that the 
agreement may “favor a fruitful 
and a progressive process of dia-
logue,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common good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may the 
agreement contribute to peace for 
the world”. 

 Pope Francis hoped that the ap-
pointment of Chinese bishops 
could overcome the wounds of the 
past and lead to the full commun-
ion of all Chinese Catholics. 

 To the Vatican, the agreement 
means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wo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t also means 
the Vatican and China have recon-
nected a nearly 70-year broken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However, 
to the CCP, the agreement has dif-
ferent meanings. 

 It means now, the party has lever-
age in combating the Taiwan-Vati-
can relationship. The Holy See had 
established a diplomatic relation-
ship with Taiwan since 1942, and 
recognizes it as an independent 
government.  The CCP also sees 
the agreement as a means to push 
Catholicism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forward to the world, 
which is catholicism with com-
munist ideology.

 Why does the CCP not like reli-
gious freedom in China? Some 
analysts have pointed out that al-
though the CCP is against religion, 
it can be defined as a religion. The 
CCP views Communism as the ab-
solute truth in the world. It regards 
Karl Marx as its spiritual leader 
and does not believe in the idea of 
“heaven”, but rather a “heaven on 
earth” through communism. 

Why are churches being burned down in China?英文報導  English Report

看 為什麼中國的教堂被大量拆毀

高速鐵路假想圖（Transpod）

8月24日起
訪客可在加拿大境內

申請工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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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 FROM 

$799 
PER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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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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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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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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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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 
PER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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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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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貸款每月

起*$799

免物業費長達1年

2-3 臥室 + 書房的鎮屋 展銷中心

周一 ~ 周三：

周六、周日：

或私人預約

今天就來參觀吧

$304,900 起

在 BELMONT 社區

https://goodwinbyant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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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mont 社區是卡城南部一顆冉冉

升起的新星，它佔地 116 公頃，位於

Silverado 以南和 Macleod Trail 以西，

距離未來的紅線（Red Line）C-Train 車

站不到 500 米。這裡的各類生活和娛樂

休閒設施已經陸續建成，還將擁有卡城的

南部娛樂中心。

在這個充滿活力的新社區裡，買家可

以用優惠的價格獲得高品質的房屋，相

當於為未來的美好生活做出一筆出色的

投資。對於年輕的小家庭或其它首次置

業人士來說，Belmont 社區近期推出的

Goodwin 鎮屋項目，總體格局是 2-3 臥

室加上書房，價格從 $304,900 起，非常

值得一看。

通透敞亮

由 Anthem 籌建的 Goodwin 是一個

由三層鎮屋組成的社區，底層是雙車庫，

包括豎排停放或橫排停放的布局，加上寬

敞的衣帽間可滿足不同生活方式所需的存

物空間。主層是廚房和起居室，頂層為 2
或 3 個臥室。寬大的主人房臥室帶有步

入式衣櫃和套內衛生間。

在鎮屋中，您會發現室內異常通透明

亮。原因是主層擁有 9 尺天花，整套鎮

屋更擁有超多、超大尺寸的窗戶，甚至樓

梯處也有窗戶。

在陽光充裕的卡城，居住在這樣晶瑩

透亮的房屋中，享受無處不在的自然光

線，想必心情也會變得更「陽光」吧。

而主層開放式空間的設計，則加強了

這種通透感，使得屋內的實際空間視覺上

得到更多地擴展。

精緻品質

Goodwin 採用的是現代簡潔式的室

內設計。展示屋選用了淺色的牆面和瓷

磚，原木色複合地板和櫥櫃，配合高檔廚

房設備，讓人感覺舒適和放鬆。

廚房中設置了很多的儲物空間，當朋

友們到來的時候，您可隨時搬出儲備的零

食。廚房島擁有豐裕的實用空間和早餐吧

臺，圍繞廚房島家人和朋友們可站可坐，

聊天或享受美食。

主臥的衛浴室則配備了雙水盆，夫婦

或者孩子們可以在忙碌的清晨快速地各就

各位，準備好一切；洗浴的空間配有玻璃

門，明亮雅緻。另一處衛生間則配有侵泡

型浴缸，一洗當日的疲憊。

廚房和衛生間的檯面均為石英檯面，

潔淨防劃傷防燙印，櫥櫃的抽屜是靜聲抽

拉，浴室馬桶也是節水的設計……做為

Goodwin 鎮屋的標配，這些無處不在的

精緻細節構成了一個舒適的生活空間。

繁榮社區

在 Belmont 社區，有各種生活設施：

菜店、食品店、寵物店、咖啡屋、娛樂

中心，還有多所學校，有的學校在 5 分

鐘車程內，學校包括：Ron Southern in 
Silverado（K-6）、Somerset School–
Somerset（K-4）、Bridlewood School

（K-6）、Chaparrel School（K-6）、

Midsun School（7-9）Centennial（10-
12）以及一家中英雙語學校 Midnapore 
School（K–6）。

社區內還有私人俱樂部（Goodwin 
Clubhouse），僅供社區居民使用。在俱樂

部裡可健身，可會友，可以看電影以及在

壁爐旁玩桌面遊戲（boardgame）。在社

區的附近，還可以打高爾夫或做熱瑜伽，

還可以去 Spruce Meadows 練習騎馬。

優惠活動

Goodwin 精品鎮屋由 Anthem 公司

打造。Goodwin 建有可即刻入住的新

屋，當您準備好了，馬上就可以搬入新

家。「我們的團隊真誠地關心客戶，會

為屋主提供從買房到入住全套的服務」

Anthem 公司的銷售副總裁安德森（Liz 
Anderson）說。所以，一旦入住，您大

可放心，您的新家將得到很好的照看。

現在是購買 Goodwin 的良好時機。

用基本配置的價格就可以購買到實際更高

級配置的新屋。在房屋價錢裡已經包括了

所有，沒有額外的收費。並且，現在購買

新屋，還可以享受 Anthem 公司提供的特

別房貸幫助，即在前 24 個月，Goodwin
可以幫助屋主支付房屋貸款，這意味著您

可能只需支付每月 $799 就可在 Goodwin
擁有您的新家。此外，Anthem 還將免除

一年的公寓管理費 (condo fee)，並提供

一年由 Telus 公司提供的網絡服務。

【看中國訊】距秋季開學的日子越來

越近了，而武漢肺炎感染確診病例則持續

增加。總理特魯多 26 日（週三）宣布，

聯邦政府提供超過 20 億元，資助各省和

地區重新安全開放學校和經濟。

這筆資金旨在讓各省（地區）與當

地教育局合作，採取措施以保護學生和教

職人員免受肺炎感染。措施包括：改造學

習空間，改善教室通風，加強手部衛生，

購買額外的個人防護裝備（PPE）和清潔

用品等。

特魯多還宣布為原住民社區提供額外

的 1.12 億元，以確保原住民保留區的學

生安全返校。

因為教育屬於省級管轄範圍，特魯多

表示，這筆錢只是資助各省財政，對如

何使用沒有任何附加條件。「我們尊重憲

法，但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法來幫助加拿

大人，這就是我們所做的，」他說。

資金將分兩期提供，第一筆款項預計

在今年秋季支付，第二筆款項將在 2021

年初到賬。

特魯多說，在聯邦財政支付第二筆款

之前，各省需要告知聯邦政府怎麼花的第

一筆款項。

特魯多說，國會議員們一直聽到很多

家長對學校重新開學極為焦慮。他補充

說，各省省長對額外的資金補貼「非常滿

意」，各省將決定如何用這筆錢來加強他

們現有的計畫。

自 3 月中旬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學

校一直關閉，大多數學生都在家裡學

習。

特魯多說，讓孩子們安全返校對重啟

經濟至關重要，因為這可以讓父母重返工

作崗位，而不用為孩子的健康感到壓力。

資金的分配是根據每個省（地區）4
至 18 歲的孩子人數。

獲得資金最多的省份是安大略省，獲

得 7.633 億元；第二為魁北克，4.322 億

元；亞省排第三，獲得 2.628 億元；卑詩

省第四，2.424 億元。

今天，安省省長福特 (Doug Ford)
對這筆資金錶示歡迎。「總理上週五和我

談話時，第一句話就是：『道格我明白這

不是我的管轄範圍，但我只是想幫忙。』

我們對此表示感謝，我只想感謝總理。」

福特說。

有保守黨議員批評了特魯多公布此

計畫的時機，說特魯多應該早一些與各

省一起制定計畫，而不是在臨近開學時

才公布。

【看中國訊】據美國之音報導，加拿

大和中國外長星期二（2020 年 8 月 25
日）在義大利羅馬舉行了會晤，針對本

國關注的重點議題敦促對方採取行動，改

善兩國關係。

加拿大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說，外長

商鵬飛在與中國外長王毅會晤時強調加拿

大公民康明凱和斯帕弗被囚禁和起訴依然

是加方關注的一個首要問題，並繼續敦促

中方立即釋放他們。

2018 年 12 月，加拿大當局應美國

的引渡要求逮捕了中國電信鉅賈華為公司

的高層主管孟晚舟。之後不久，中國先後

逮捕了這兩位加拿大人，並在今年 6 月

文：林佳

中加兩國外長會晤 各自要對方放人

（信息和圖片由商家提供）

通透精緻
的南部生活

GOODWIN

Goodwin Clubhouse

聯邦撥款20億元 助秋季開學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視頻截圖）

以間諜罪對他們提出起訴。

據中國官媒報導，王毅向商鵬飛表

示，由於加方無端拘押中國公民，兩國關

係遭遇嚴重困難，希望加方拿出獨立自主

國家的姿態，盡快作出決斷。報導沒有提

到兩名加拿大人被囚禁。

加拿大政府一位官員說，商鵬飛在

會晤王毅時還表達了加拿大對中國政

府強推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反對。加拿

大已經中止了與香港的引渡協議，並

考慮調整移民政策等措施幫助面臨困

境的香港人。

不久之前，特魯多拒絕以釋放孟晚舟

換取兩名加拿大公民的自由。他說，不能

允許政治壓力或對加拿大公民的隨意逮捕

影響加拿大司法系統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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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美國共和

黨全國代表大會首日 (8 月 24 日 )，川普

總統正式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他

在演講中批評民主黨人利用肺炎疫情竊取

美國總統大選。

福克斯新聞引述川普的發言稱 :「他

們正在利用疫情來竊取我們的選舉。」他

還警告，郵寄選票存在大範圍的欺詐行

為，川普直言 :「就連小規模選舉都無法

處理好郵寄投票。」他指的是新澤西州和

紐約州等州的初選，他並形容，郵寄選票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選擇，不過，缺

席選票卻擁有完整的制度。川普稱 :「這

次，他們 ( 民主黨人 ) 試圖以整個郵局系

統進行選舉欺詐。我們要非常小心。我們

必須獲勝。這是我國歷史上最重要的選

舉。」

據福克斯新聞，並非每個州都推行郵

寄投票。至目前為止，至少有九個州 ( 主
要由民主黨州長管理 ) 計畫將選票郵寄給

該州的所有註冊選民。

川普稱：「我們正在抗擊因北京而

起的可怕疫情，我要讓他們知道，我們

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他補充說 :「我

們的經濟狀況將比去年更好。我們永遠

不會忘記這 17.5 萬人，這數字還將會上

升。」川普也指出，他在 3 月份或更早的

時間就頒布中國和歐洲的旅行禁令，「我

禁止從中國等感染率高的國家的遊客前

來我們的國家。那時每個人都告訴我不

要這樣做。」川普說，這些人事後都跟他

道歉。

此外，川普還談到了血漿療法和瑞德

西韋等肺炎治療方法。關於疫苗，川普指

出疫苗將很快問世。「若是在其它比較傳

統政府的執政下，可能要多等好幾年。」

川普強調，他領導下的政府，完成了比以

往任何一屆政府都多的工作，成就也更

大。川普舉例，他的政府為確保邊界安全

而修建圍牆；他的政府也承諾把製造業帶

回美國，為美國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在川

普的領導下，美國也成功打擊 ISIS 恐怖

份子。「我們任命了 300 名新法官」，川

普稱這是一個聞所未聞的數字。

本次共和黨大會，還有一項重要且不

同尋常的內容，就是邀請中國持不同政見

的律師陳光誠在大會發言。

陳光誠是被稱為「赤腳律師」的盲

人，他譴責中國的強迫墮胎政策，並為殘

疾人維護權益。他曾被當局軟禁家中，後

來逃離，於 2012 年在美國獲得庇護。

他的發言將提醒人們注意中國共產

黨侵犯人權的行為，以及美中關係的緊

張狀態。

2015 年，共產主義受害者基金會執

行董事馬里恩．史密斯為陳光誠頒發杜

魯門－里根自由勛章時說：「作為赤腳律

師，他為那些無法挺身抵抗共產主義政府

的人士尋求正義，他對公正和自由的追

求，贏得了全世界的讚譽。」

陳光誠被邀請今晚在共和黨大會發

言，正直川普總統試圖將他領導下的美國

政府與中國（中共）的對抗轉變為成功

的競選信息之際。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千人

計劃案件又一宗！美國聯邦檢察官於週一 
(8 月 24 日 ) 提控美國德克薩斯農工大學 
(Texas A&M University) 華裔教授陳正

東 (Zhengdong Cheng，譯音 )，涉嫌串

謀、虛假陳述以及電信欺詐等罪名。

美國聯邦政府指控，陳正東的研究團

隊在為美國宇航局 (NASA) 進行研究期

間，刻意隱瞞他與中國學術和商業機構的

關係。現年 53 歲的陳正東於 8 月 23 日
被捕，週一上午 10 點在德克薩斯州休斯

頓市的美國地方法院首次上庭。

據美國司法部的聲明中披露，陳正東

領導一個為 NASA 進行研究的團隊。刑

事訴狀指出，他多年來刻意隱瞞與一所中

國大學，以及至少一家中資公司的合作關

係。這項行為違反了陳正東的撥款條款，

即禁止與中國、任何中資公司或任何中國

大學參與、合作或協調。刑事訴狀也指

出，在德州農工大學和 NASA 不知情的

情況下，陳正東同時也擔任中國的高級研

究職位，並參與了北京的千人計劃。

據美國之音報導，刑事訴狀指出，陳

正東於 2004 年獲德州德克薩斯農工大學

聘用， 2012 年至 2018 年期間為廣東工

業大學工作。根據廣東工業大學網站，

陳正東是該校「百人計劃」的特聘教授，

也曾擔任廣東省「珠江學者」講座教授。

美國之音指根據法庭公佈的刑事訴狀，陳

正東於 2014 年與廣東工業大學合作成立

佛山市格維科技有限公司，曾被廣東深圳

南方科技大學聘為帶薪客座教授，並且是

位於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的「千人計

劃」的申請人。

據美國司法部聲明，刑事訴狀指出除

了這筆撥款，陳正東個人也從與德克薩斯

農工大學以及美國宇航局的合作中受益，

增加了對美國宇航局獨特資源的訪問許可

權，例如國際空間站，並從中提高了他在

廣東工業大學以及其他大學中的地位。

「我們再次目睹了未披露而參與千人

計劃可能帶來的刑事後果。」美國司法部

助理司法部長德默斯 (John C.Demers) 
在司法部的聲明中表示。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全球疫

情依然嚴峻，新疆烏魯木齊市上個月再度

爆發疫情，一度進入「戰時狀態」。 有
消息指，當地市民在社區封閉期間，被衛

生部門強迫喝中藥抗疫；另有居民住處的

大門， 被防疫人員、物管緊緊封死。

新疆烏魯木齊市自 7 月 16 日確認第 
1 宗確診個案後， 當局就把整個烏魯木齊

封鎖起來，線民近日在微博指每家每戶視

窗全部封死，單位派人值守，比當初武漢

封城還要嚴， 新疆很多地級市一個確診病

人也沒有，就算離疫區烏魯木齊 1000 多
公里，居民仍要被關一個多月不讓出門。

還有線民 8 月 21 日在微博上爆料，

新疆防疫挨家挨戶發中藥，連孕婦也不放

過，社區人員當面監督喝下去，才把居民

送往 DNA 檢測。也有線民稱，烏魯木齊

的市民表示喝完其社區派發的中藥後，感

到肚痛、失眠、嘔吐等不適症狀，「結果

好多新疆的網友給我發來私信，我才知道

新疆的這波操作多麼荒謬和魔幻。」該線

民在微博的帖文不久被刪除。

此外，烏魯木齊政府為阻止市民在疫

情期間外出，派人到居民家中，貼上膠

紙；另有市民的家門被人用鐵釘阻擋， 鐵
釘牢牢打入大門門閘。有民眾透露，社區

以重刑恐嚇市民，要求他們在社區清零 
14 日不得外出散步，違反規定者先到隔

離點自費隔離 21 天，之後送看守所拘留 
15 天。

川普正式獲共和黨提名

涉千人計劃
NASA華裔教授被控罪

【看中國訊】中美關係緊張之際，北

京官方在「強硬」之後態度突然放軟「求

和」，接著又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言

論後，發 3 萬字長文痛批蓬佩奧。

這篇題為 < 蓬佩奧涉華演講的滿嘴

謊言與事實真相 > 的文章，開篇即稱，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利福尼亞州尼克松

總統圖書館發表演講，「惡意攻擊」中共

政治制度，「挑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

的聯繫」，並接著摘錄了蓬佩奧演講中的

26 段話，逐一大篇幅地進行批評。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蓬佩奧歷次講

話中強調的「中國人民不等同於中國共產

黨，中國共產黨最大的謊言是為中國 14
億人民代言，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誠實

意見的恐懼甚於任何敵人。」

此外還包括，「中國不是自由國家，

14 億中國人民在國內受到監控、迫害。

中國重複了蘇聯曾犯的錯誤，拒絕賦予

人民財產權和可預測的法治社會」、「中

國渴望建立全球霸權，威脅國際條約」、

「中國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和商業機

密」、「中國人民解放軍並不保護中國人

民」。文章總長多達 3 萬字，佔滿 3 張

整版報紙版面。

文章發出後，新華社、中新網等官媒

紛紛轉發，引來大陸網友圍觀熱議。

不少網友吐槽說，「純發泄，顯示了

無能和無計可施。嘿嘿。看見這個我心裏

定定的」。還有人評論稱：「這份報紙很

值得收藏，多年後就如『美國是紙老虎』

和『畝產一萬三千九百斤』一樣」。

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首日，川普總統正式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JESSICA 

KOSCIELNIAK/POOL/AFP via Getty Images）

新疆防疫
市民被灌藥、封門

人民日報發3萬字長文批蓬佩奧

蓬佩奧（AFP / Getty Images）

今年第8號颱風「巴威」中心於北京時間8月27日8時30分在中朝交界附近的朝鮮平安北

道沿海登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有12級。此前中國中央氣象臺已發出今年首個颱風

紅色預警。據悉大連、瀋陽等多地遭大風和強降雨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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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威
中
朝
邊
境
登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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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臺灣行政院長蘇貞昌

8月 25日表示，中資公司
不得利用間接方式繞過臺

灣的法規進入臺灣市場。

一天前，臺灣經濟部判定臺

灣電商「淘寶臺灣」具有中

資性質，除了罰款 41萬，還
限令中國電商阿里巴巴在 6
個月內從「淘寶臺灣」撤資

或改正。

臺灣經濟部表示，中國阿里

巴巴集團輾轉來臺設立電商平臺

「淘寶臺灣」，「淘寶臺灣」雖然

由英國公司克雷達分公司經營，

但是阿里巴巴對這家英國公司有

實質的控制權，因而違反了臺灣

的相關法律。

綜合自由時報與中央社報

導，1999 年成立的中國大陸電

商龍頭阿里巴巴集團旗下「淘寶

臺灣」，在 2019 年透過品牌授

權的方式，由英商克雷達臺灣分

公司經營。

對此，投審會表示，經調查

阿里巴巴對於英商克雷達有實質

的控制力。投審會表示，在英商

克雷達來臺投資案裡，阿里巴巴

集團透過了新加坡子公司持有英

商克雷達 28.77% 股權，雖然沒

有超過中資許可辦法中的 30% 持

臺灣行政院長蘇貞昌（中央社）

股認定標準，但調查後發現依法

令或是契約約定，阿里巴巴集團

是可以操控英商克雷達的營運方

針，遂認定對其具有控制能力。

投審會進一步表示，認定標

準的之一，是英商克雷達計有 3
位股東，分別為 A 股與 B 股二

類，阿里巴巴集團是 B 股唯一

股東。至於在董事會三席成員

中，阿里巴巴集團也擔任了 B
股唯一一席的董事。根據英商克

雷達章程，股東會的法定出席人

數至少要兩位，其中應該至少

要有一位股東是持有 A 股、另

一位股東則是持有 B 股來出席；

董事會法定的出席人數是兩位，

其中應該至少要有一位 A 股代

表董事、一位 B 股代表董事出

席。此正表示，如果阿里巴巴集

團不出席會議，將導致股東會、

董事會無法召開，實質上針對英

商克雷達股東會或是董事會的議

案已經具備否決的權利。

其次，阿里巴巴集團授權

「淘寶」的商標、域名，以及平

臺 IT 系統維護與技術支援服務

給英商克雷達在臺分公司，來供

其經營「淘寶臺灣」電商平臺，

而英商克雷達在臺分公司應該每

季支付權利金及技術服務費用給

阿里巴巴集團。至於「淘寶臺灣」

網絡相關伺服器或是交據器等設

備，機櫃申租者是「淘寶香港股

份有限公司」；由此顯見其營運

財經簡訊【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8 月 25 日，中國副總理劉鶴與

美國高級別貿易官員通話，討論

貿易協議執行情況，美國貿易代

表辦公室公布了更為詳細的信

息。各界關注美中貿易戰走向。

也有分析指，美中緊張關係已經

不是貿易能解決的。

美國當地時間 8 月 24 日晚

間，美中兩國的高級貿易官員舉

行了電話會議，討論美中第一階

段貿易協議的執行情況。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聲明

中說：「萊特希澤大使和財政部

長姆努欽今晚與中共副總理劉鶴

參加了一次定期通話，討論了具

有歷史意義的美中第一階段協議

的執行情況。雙方討論了中國為

實現協議所要求的結構改革而採

是高度仰賴阿里巴巴集團的「淘

寶」商標、域名、平臺 IT 系統，

欠缺獨立的經營權力及能力。

第三，依照「淘寶臺灣」的

登入頁面顯示，會員註冊需要同

意「淘寶臺灣用戶服務協議及隱

私政策」，但該「淘寶臺灣用戶

服務協議及隱私政策」卻連結至

阿里巴巴集團的「淘寶全球平臺

服務協議及隱私權政策」，致使

臺灣會員如同意上述隱私政策，

可以授權阿里巴巴集團使用用戶

的個人資料、攝影機等許可權，

至於當會員交易資料回傳到位於

中國境內的阿里巴巴集團伺服器

裡，恐有資安風險。

對此，經濟部表示，本部調

查認定如果阿里巴巴集團沒有授

權或是中止授權「淘寶」商標、

域名，以及平臺 IT 系統給予英

商克雷達在臺分公司，那麼英商

克雷達在臺分公司將無法再經營

「淘寶臺灣」電子商務平臺，加

上阿里巴巴集團實質上對英商克

雷達股東會或是董事會議案具備

了否決權，由此足見阿里巴巴集

團可以藉此操控英商克雷達的營

運方針。

關於後續店家及消費者權益

的部分，英商克雷達應該在該期

間內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等相關法

淘寶臺灣遭經濟部處罰 限6個月撤資

螞蟻集團滬港同上市 
或成全球規模最大IPO

【看中國訊】8 月 25 日晚

間，螞蟻集團向上交所科創板遞

交上市招股說明書（申報稿），

並同步向香港聯交所遞交 A1 招

股申請文件。此次螞蟻集團 IPO
將發行不低於 30 億股新股。螞

蟻集團是阿里巴巴旗下金融科

技子公司，也是中國占主導地

位的移動支付公司。旗下支付

寶 APP 月度活躍用戶，由去年

末的 6.59 億增至今年 6 月末的

7.11 億。市場預測，其目標估

值約 2250 億美元，將成為近年

來全球最大規模的 IPO。

字節跳動美國股東   
推甲骨文收購TikTok

【看中國訊】據《華爾街日報》

報導，兩家在 TikTok 的母公司

字節跳動擁有大量股份的美國投

資公司大西洋大眾公司（General 
Atlantic）和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正積極推動甲骨文替

代微軟，成為 TikTok 的最後買

家。不同於擁有社交軟件領英網

（LinkedIn）的微軟，甲骨文是一家

專注於提供資料庫管理軟件和科

技以及雲端系統的公司，沒有運

營社交平臺的經驗，收購TikTok
將意味著踏入新的商業領域。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央行自 8 月 7 日以來通過

各種方式累計投放超 2 萬億元

人民幣，中國貨幣政策效力受到

了越來越大的考驗，如「黑洞」

一樣的流動性陷阱正在起作用。

8 月 24 日，中國央行開展

1600 億元（人民幣，下同）逆

回購操作，對沖 500 億元中國

央行逆回購到期，實現淨投放

1100 億元。中國央行已連續 12
個工作日開展逆回購操作，操作

量累計達 1.33 萬億元。不僅如

此，自 8 月 7 日以來，央行使

用逆回購、MLF（中期借貸便

利）、國庫現金定存等工具，累

計投放資金已達 2.08 萬億元。

8 月 21 日，央行和財政部

還開展了 500 億元的中央國庫

現金定存操作，與 8 月到期規

模相同。 8 月 17 日，央行對 8
月到期的兩筆 MLF 一次性續做

7000 億元，超過 5500 億元的到

期規模，讓資本市場大感意外。

進入 8 月以來，資本市場

對後期貨幣政策收緊的預期增

強，令債券市場承壓。短期來

看，股市和債市的「蹺蹺板效

應」明顯，後期股市和債市仍偏

向寬幅振盪。

在 90 年前的那場危機中，

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說：「你可

以把馬兒牽到河邊，但不能強

迫它喝水。」意思是：政策當局

不斷「放水」，執行極其寬鬆的

貨幣政策，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

平，但企業卻不願拿這些錢去投

資興業，實體經濟依然是一潭死

水。凱恩斯舉了一個簡單的資本

市場來說明：市場上只有一種投

資品——債券。但利率極低時，

債券價格極高，同時收益率也極

低，人們認為債券價格會下跌，

而不再購買債券，同時持有現金

這一流動性最好的資產。這時央

行發行再多貨幣，都會被當作流

動性而被「吸收」，就像掉進「流

動性陷阱」，貨幣政策就此失效。 

央行12天發2萬億 難逃貨幣黑洞

美中通話討論貿易協議執行情況
取的步驟，這些改革將確保加大

知識產權保護，清除美國公司在

金融服務和農業領域面臨的障

礙，並消除強制性的技術轉讓。

雙方還討論了中國大幅增加對美

國產品的採購，以及為了執行協

議而在今後所需採取的行動。雙

方都看到了進展，並致力於採取

必要步驟確保協議的成功。」

而北京方面則是盡量淡化這

個信息，官媒報導僅寥寥數語：

「雙方就加強兩國宏觀經濟政策

協調、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落

實等問題進行了具有建設性的對

話。雙方同意創造條件和氛圍，

繼續推動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

落實。」

獨立智庫「天鈞政經」分析

指出，北京方面的一些言論把第

一階段貿易協議視為可以用來牽

制美國的工具。例如，國泰君安

的報告寫道：「第一階段協議既

是中方的籌碼，能起到威懾川普

的作用，又是現階段中美經貿關

係的壓艙石和穩定器。」

「天鈞政經」強調，這顯然

是錯判了當下的局勢。美國近半

年來對北京當局的行為的反應和

採取的措施，例如：制裁多個涉

及侵犯新疆人權的官員及政府實

體、中企對知識產權的侵犯、疫

情的責任、香港民主與自由、地

緣政治、經濟政策和軍事方面等

問題，這一切都是北京當局無法

迴避的事情。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肯尼

索州立大學經濟與金融系教授劉

學鵬認為，中美衝突已經遠遠超

出了貿易範圍，因此，貿易協議

的履行可能不再會成為決定成敗

的障礙。

規針對可能衍生之交易爭議妥善

處理，以確保國內使用者的權利。

實際上，阿里巴巴及淘寶早

在數年前就已叩關臺灣，但都被

投審會依照股權申報不實開罰，

且限期撤資，雙方更對簿公堂。

行政院長蘇貞昌 25 日表示

他支持經濟部對淘寶臺灣的處

罰。他說，「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中對中資有一定的限制，照

顧到消費者和業者，政府不會讓

中資以取巧的方式三轉四轉，好

像政府都沒得管、管不到。他

說：「我們有政府，我們不會這

樣做」。

臺灣對中資本來臺投資或經

營制定了嚴格規定，近幾週來對

中資認定和中資來臺投資採取更

嚴格的限制，而且對那些被懷疑

是通過中間人或海外投資工具，

間接在臺灣經營的公司加大調查

力度。上星期臺灣政府宣布，從

9 月 3 日起禁止愛奇藝和騰訊等

中國大陸公司在臺灣代理經營網

絡視聽服務，這是為防止愛奇藝

和騰訊通過代理或經銷等迂迴方

式在臺灣非法經營。

臺灣政府星期一還說，對

「淘寶臺灣」的決定是為了避免

臺灣消費者的個人信息被轉移到

中國大陸所構成的安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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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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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到 20 日，習近

平到風和日麗的安徽省考察「災

情」。而李克強 8 月 20 日前往

長江水患重災區重慶潼南區雙壩

村勘災，並到重慶「慰問」受災

群眾。

黨媒對於習近平勘災的消

息，連續多天在頭條大篇幅的報

導；而李克強考察的消息，只有

在隸屬國務院的政府網發布，而

新華社、《人民日報》、央視等

主要黨媒卻沒有一點消息。

直到 3 天後，在 8 月 23 日

晚上的央視新聞聯播中，李克強

考察重慶的消息排在第四條播

放，前三條是習近平的報導，內

容比習近平的報導少了一半，報

導習近平有 7 分鐘，而李克強

只有 3 分鐘。

當晚 9 點左右，新華網也

報導了李克強在重慶考察災區的

消息。

8 月 24 日，《人民日報》才

報導李克強在重慶考察的消息。

雖然新聞放在頭版，但在右下角

小篇幅地呈現。

有評論認為，這些微妙的跡

象顯示，習近平、李克強不同調

日益公開化，「內鬥」仍在延續。

據《自由時報》8 月 24 日報

導，早在北戴河會議之前，兩人

從脫貧鬥到地攤經濟，習近平更

在公開場合給李克強「難看」。

北戴河會議後，習近平一身清爽

到安徽視察「洪災」，之後在 8
月 20 日他赴合肥主持一項會議

時重提他推動的經濟「內循環」

策略，重點提及開發長三角；而

當日李克強則是一靴泥濘到長江

上游重慶講西部開發，要當地積

極承接東部轉移過來的產業，敢

於參與國際競爭。

近日，習近平召集 9 名經

濟學者商討對策。有美媒說，這

是習的 9 人「國師級」智囊團首

次曝光，由中共常委王滬寧、韓

正等人帶領，執掌經濟的李克強

被排除在外。 
對此，中國問題專家王劍在

直播節目中分析說，當前中國

經濟面臨的危機，9 人智囊團成

員，以及習近平的思路，還都是

馬克思主義經濟政治學的那一

套，沒有超出高中生學習的政治

經濟學的範疇，指望這些人走不

出什麼新路子，就是典型的五大

郎開店。「武大郎開店」是漢語

裡歇後語，意思是「不請個子高

的」。

有關李克強的新聞遲遲未

上三大黨媒，這幾天引發輿論

的極大關注，李克強被指「邊緣

化」、「孤立化」。

海外自由亞洲電臺的專欄

《夜話中南海》8 月 21 日專欄文

章引述國內記者朋友今年早間的

消息說，幾年前中宣部向《人民

日報》傳達了內容為「王滬寧指

令『報導李克強的新聞不能上頭

條』」。

據說，這個指令的具體內容

中，還特別強調了即使是當天的

《人民日報》沒有報導習近平的

活動，李克強的新聞也不能上

頭條。

有評論文章表示，習近平、

李克強之間這一系列不同調日益

公開化，中共特有的黨政兩套班

子運作弊端，成為北戴河會議後

的新看點。

這樣的現象並非偶然，而是

走投無路之下必然出現的分歧，

也是體制正在走向完結的某種標

誌。黨和政府本來就是尷尬的矛

盾體。習近平拋開李克強，試圖

扮演中共中央與國務院的雙重角

色，突顯體制弊端。

法廣引述評論稱，李克強被

黨媒封殺，也意味著習近平方面

對李克強下了重手，要在輿論戰

線上「邊緣化」、「孤立化」李

克強，讓他成為弱勢總理，也意

味著李克強在黨內的派系爭鬥

裡，目前落居下風。

 習近平李克強內鬥現「長江版」

胡和平後院起火 貧困縣花7億元建豪華中學

茅台原總經理獲刑11年中紀委批政法委 郭聲琨要懸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綜合報

導】陝西官場之前已因為秦嶺違

建別墅案引致官員大批落馬，包

括前書記趙正永。近日，該省商

洛市花了 7.1 億元修建的「豪華

中學」開始被拆除，據報中紀委

已介入。

8 月 13 日，黨媒新華社刊

發了題為〈學校建漂亮點本無

錯，為何這所「豪華中學」讓人

困惑？〉的報導稱，2019 年，

位於陝西西南部的深度貧困

縣——鎮安縣剛剛「脫貧」，全

縣年財政收入不足 2 億元人民

幣，卻花了 7.1 億元修建了一所

「豪華中學」，導致縣城債臺高

築。鎮安縣需連續 12 年每年償

還 5000 餘萬元貸款。

在該事件引發爭議後，學

校開始被拆除。據《中國新聞週

刊》8 月 24 日報導，目前校園

內有幾台大型挖掘機正在施工開

拆，學校側門有數輛渣土儲車進

出，一輛載滿建築工人的大巴車

駛入校園。校園周邊有警察執

勤，不允許路人停留和拍照。

許多附近村民路過圍觀，都

對學校建了又拆感到遺憾，「政

府花了那麼多錢建這麼好的學

校，現在又要拆，太可惜了。」

官方報導顯示，2015 年，

新校區開始規劃設計，2017 年

6 月動工建設。 2020 年 7 月 31
日，鎮安中學新校區正式投入使

用。

對於建立「豪華中學」一

事，輿論指，舉債辦校聽起來是

個好事，但實際上很多資金並沒

真正用在改善教學上，造成了資

金浪費。還有網友直指背後官

員，要求官方徹查背後的貪汙腐

化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鎮安中學從

2015 年規劃設計，2017 年動工

興建，都在胡和平任陝西省委副

書記、省長和書記期間。胡和平

最近調任文化和旅遊部部長，被

認為是貶職。

關於胡和平的此次職務變

動，外界此前多認為與 2018 年

震驚中共政壇的陝西秦嶺別墅案

有關。但目前鎮安中學在他離任

後即被拆，並且連中紀委已經介

入，其背後意味也不同尋常。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

導】中共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報

導，中央第四巡視組於上週日

（23 日）召開向中共政法委反饋

巡視情況的會議，而主持會議

的，正是習近平的清華大學舊同

學、中共中組部長陳希。

報導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副組

長陳希主持召開向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

的反饋會議，對巡視整改提出要

求。中央第四巡視組組長趙鳳桐

做反饋。

巡視組批評中共中央政法委

發揮協調各方職能、「統籌政法

工作的作用不夠充分」，「防範

化解重大風險的體系建設不夠

完善」，並表示收到反映一些官

員的問題線索，已轉中共中紀委

國家監委、中組部等有關方面處

理。

此前，習的浙江舊部、中

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在 7

月初及 8 月份，分別在兩個場

合指出，兩年之內（到 2022 年

第一季度）完成全國政法系統

的全面整頓，要清除「害群之

馬」，強調「刀刃向內」，實現

對政法系統「刮骨療毒式的自我

革命」。

據《中國新聞週刊》22 日發

表了題為「全國多地政法系統出

現塌方式腐敗，一場更大的整頓

風暴即將來臨」的報導。據中共

官方統計，過去 1 個多月內，

已有逾 30 名政法官員被查。包

括原中共江蘇省檢察院副檢察長

嚴明、中共上海市副市長兼公安

局局長龔道安先後落馬。

此前，公安部前部長孫力

軍，以及重慶市前市長、市公安

局局長鄧恢林也相繼落馬。外界

媒體多有報導，這三人都深受原

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賞

識。輿論認為，短短四個月內，

孟建柱手下的三名副部級官員陸

續被查，他本人也會有麻煩了。

而日前中紀委批政法委的會

議，罕見由習親信、身兼中央黨

校校長和中組部部長的陳希壓陣

召開，也不同尋常。

香港《蘋果日報》認為，習

近平主政以來，先是剷除前中央

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及其關係網，

近期針對政法系統改革的後續動

作，如今中央政法委被指改革不

到位，恐預示政法系統未來還有

更大的人事變動。

中共政法系曾長期掌握在江

曾派繫手中。目前的中共中央政

法委書記郭聲琨也是江曾陣營的

核心成員。

自由亞洲電臺「耳邊風」分

析說，中共官場將政法系統慣稱

為「刀把子」，與軍隊的「槍桿

子」、文宣的「筆桿子」相提並

論。習近平在中共面臨巨大壓力

下，繼擺平軍隊、收編武警，近

月開始全面清洗政法委，首當其

衝的，自然是政法委書記，被指

屬於曾慶紅系的郭聲琨。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中共總理李克強 20

日到重慶勘查洪災的消

息，中共三大黨媒隻字未

提。直到 23 日晚，黨媒

才開始報導李克強，新聞

晚了 3天。臺媒指，中共

北戴河會議結束後，習李

內鬥再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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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日前貴州省黔

南州中級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茅台

集團原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

總經理劉自力受賄案，劉因受賄

1854 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 11
年零 6 個月。

據媒體報導，法院審理查

明，2008 年至 2018 年，被告

人劉自力利用擔任中國貴州茅台

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

委副書記、副董事長、總經理

等職務之便，直接或間接通過

妻子、女兒收受財物共計摺合

人民幣 1854 萬元，其中人民幣

1772 萬元、美元 10 萬元、英

鎊 2.3 萬元。

劉 自 力 出 生 於 1955 年 4
月，16 歲進入茅台酒廠。 1998
年劉自力任茅台集團旗下的習

酒公司董事長、總經理；2010
年 5 月任貴州茅台集團旗下貴

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2011 年 10 月任貴州茅台集團

副董事長、總經理等職。

劉自力長期與袁仁國共事，

直至 2015 年退休。 2010 年劉

自力調任貴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時，袁仁國已在該公

司擔任董事長 10 年（2000 年

起就任），此後二人一起「搭班

子」。

2019 年 5 月 22 日， 退 休

一年的袁仁國被查，從此揭開了

茅台高管陸續被查的序幕。袁仁

國被指搞政治攀附，大搞權權、

權錢、權色、錢色交易；轉移贓

款贓物，與他人串供，對抗審

查。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數額特

別巨大等。

自袁仁國被查後，貴州茅台

集團已有 13 名高官落馬。其中

包括茅台集團前副總經理高守

洪、杜光義、房國興、譚定華，

茅台酒銷售公司前董事長王崇

琳，茅台集團電子商務前董事長

聶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肖華

偉。而房國興已被判有期徒刑

10 年 6 個月。

習近平和李克強內鬥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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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七：

【青少年近視】一男性患兒，13 歲，
患真性及假性近視 1年，伴視疲勞，睡
眠不佳，食慾差。在本門診經針灸治療
8次，並結合中藥調養，假性近視及視
疲勞消除，視力明顯提高，睡眠及消化
功能改善，隨訪一年視力穩定。

            病人反饋之八：

【梅尼埃氏病】一女性患者，嚴重眩暈
反覆發作 2 年，診為耳水不平衡，即
梅尼埃氏病。予以西醫治療，症狀未得
緩解，眩暈仍頻繁發作。患者於本門診
經針灸及中藥治療 3 次，眩暈消除，
治療 1月，平衡功能恢復，未復發。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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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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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116,738–3 Ave SW
諮詢 / 預約 / 定座電話（粵、國、英語）403-255-5288 403-255-6009

胡和平近日離任山西省委書記，

回京任職。（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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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報導，美國在台協

會（AIT）及駐美國台北經濟文

化代表處（TECRO）今日發布

5G 安全共同宣言，AIT 處長酈

英傑、外交部長吳釗燮，以及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主

委陳耀祥皆出席，至於 NCC 委

員孫雅麗則到場主持「5G 政策

與民主網路治理」專題討論。

酈英傑致詞表示，台灣是真

正可靠的夥伴。全球 30 多個國

家的官員、歐洲聯盟、北大西洋

公約組織及各國產業界代表，

於 2019 年 5 月共同討論各國在

評估 5G 廠商時，必須要納入的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台美26日發布5G共同

安全宣言。美國在台協會處

長酈英傑說，若電信商聽從

北京等集權政府的指示，信

任將無從存在。

台美發表5G共同宣言

國家安全、經濟及商務等重要

考量；會後也公布了「布拉格提

案」，提供各國在設計、建構及

管理 5G 基礎設施時可以參考的

建議與原則。美方對於台灣背書

這些重要的措施表示歡迎。

酈英傑強調，政府與電信商

就 5G 部署進行選擇，影響力將

長達數年，甚至是數十年。各國

需要能夠相信、知道，5G 軟硬

體商並不會威脅到國家安全、隱

私、智慧財產權及人權。倘若電

信商聽從北京等集權政府指示，

「信任將無從存在」。

酈英傑表示，美國國務卿

蓬 佩 奧（Mike Pompeo）4 月

29 日正式宣布，國務院將要開

始要求進出美國外交機構的所有

5G 網路流量都需要經由「乾淨

路徑」。至於「5G 乾淨路徑」

（5G Clean Path）不會使用極

度有問題、不被信賴的通訊商所

提供的傳輸、控制、運算、儲存

設備，例如華為、中興通訊。

「5G 乾淨路徑」體現最高的安全

標準，避免不被信任的高風險廠

商趁機干擾、操縱或是拒絕服務

公民、金融機構或是關鍵基礎

設施。美國欣見台灣是「5G 乾

淨路徑倡議」（5G Clean Path 
Initiative）的成員。

陳耀祥則說，資安議題即是

國家安全層面的議題，資通安全

不僅是產業議題，更加是國家安

全層面的議題。台灣正面對國際

上非常複雜的資安威脅，2020
年接獲國際資安通報逾 3000
件，包括了惡意程式、釣魚網站

等攻擊，因此如何建立可以信賴

的網路安全環境，已經成為世界

各國都面臨的重要挑戰。

七國中止與香港引渡協議
【看中國訊】北京實施

《港區國安法》，美國19日

宣佈暫停履行與香港的移交

逃犯及移交判刑人協定等三

項協議，至此，「五眼聯盟」

全部國家及德法共7國已暫

停與香港的引渡協議，佔已

簽訂國家總數的三分一。

一年前，香港政府借陳同

佳在台殺人案力推《逃犯條例》

修訂，特首林鄭月娥強調修例

是為了「確保香港不會成為逃

犯天堂」，最終引發反送中運

動。一年後的今天，香港距離

這個「初心」越走越遠，因《港

區國安法》實施後，加拿大、澳

洲、英國、新西蘭、德國已先

後宣佈暫停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連已簽協議署但尚未生效的法

國，也在 8 月初宣佈叫停了有

關協定。

至 8 月 20 日，美國國務

院暫停或終止與港三項雙邊協

議，其中就包括移交逃犯及移

交判刑人協定。國務院發言人

奧 特 加 斯（Morgan Ortagus）
在聲明指，中方違反《中英聯

合聲明》，大舉侵蝕香港高度

自治，美國總統川普已表明美

國視香港為「一國一制」，並

已對壓制港人自由的人採取行

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則在 Twitter 稱，中

國共產黨選擇了摧毀香港人民

的自由和自治，「由於中共的行

為，我們終止或暫停與該地區

的三項雙邊協議」。

有線新聞引述前律政司

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資

深 大 律 師 白 孝 華（Michael 
Blanchflower）指，美國叫停

移交協議很關鍵，因香港大部

【看中國訊】高雄在 6 月成

功「罷韓」後，8 月 15 日進行

市長補選，由陳其邁以 67 萬

票、超過 70% 得票率大勝民眾

黨吳益政及國民黨李眉蓁。 24
日陳宣誓就職，並發表就職演

說，強調「產業轉型、增加就

業、重大交通建設及解決空污」

等高雄 4 大優先，並希望以清

廉、勤政、愛鄉土的精神，和時

間賽跑，加緊速度拚市政。

2018 年地方選舉中民進黨

大敗，高雄市、台中市、嘉義

市、彰化縣、宜蘭縣、雲林縣、

澎湖縣由綠轉藍；15 日的高雄市

長補選勝出，民進黨先拼回了南

台灣執政版圖，但挑戰才開始。

【看中國訊】25 日一名 43
歲美籍設施經理離開位於中環花

園道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後，在

花園道步行期間，突然被一名本

地男子從後襲擊，兇徒揮拳錘打

事主的頭部兩下，之後逃離現

場。事主額頭及手部受傷，自行

返回美國領事館求助及報警，由

救護車送至瑪麗醫院接受治療。

警方翻查閉路電視片段，其後在

屯門一單位內以涉嫌傷人罪拘捕

一名 35 歲男子，現正被扣查。

捷克組90人訪團 8月底訪台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

合報導】捷克參議院議長維

特齊（Miloš Vystr i l）將

於8月底率90人團隊訪台，

並將跟台灣方面討論如何

促進及強化理念相近夥伴

在全球供應鏈上的合作，美

國在台協會（AIT）也將於

8月底參與台捷投資論壇及

企業媒合會。

台灣外交部表示，維特齊

將率參議院領袖階層來訪，其

中包括了首席副議長魯斯基

卡（Jiří Růžička）、資深參議員

西拉爾（PetrŠilar）及斯托爾

（Pavel Štohl）、外交委員會

主席費雪（Pavel Fischer）及

衛生委員會主席康特（Lumír 
Kantor）等人。

訪團成員還包括了自稱是

「台灣迷」的布拉格市長賀瑞普

（Zdeněk Hřib）、捷克科學院副

院長與大學校長，以及布拉格愛

樂樂團總監等學術研究機構、企

業文化及媒體界代表，此次是捷

克從 1989 年絲絨革命以來，訪

港台簡訊

台層級最高的代表團。

姜森表示，維特齊等人在台

期間將面見總統蔡英文、行政院

長蘇貞昌、游錫堃、外交部長吳

釗燮、文化部長李永得、衛生福

利部長陳時中、科技部長吳政

忠，並將接受立法院頒贈國會外

交獎章及出席台捷經貿投資論壇

等活動。

在防疫上，外交部、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已密切協調，將

針對全團進行 3 次採檢，較近

期美國及日本政要訪台的防疫作

為更高規格。此外，全團包機來

返，沒有中轉風險，所有在台行

程將會落實分流、分層、專用、

實名制。據悉，訪團專機將於 8
月 30 日早上抵達桃園機場，並

即刻展開武漢肺炎採檢作業。

根據捷克憲法，參議院議長

的位階僅次於總統，因此維特齊

的訪台象徵著台灣在歐洲地區的

外交突破。

由於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在本月 12 日

訪問捷克期間，在參議院發表公

開演講，並讚許維特齊訪台行

程。白宮國安會 15 日於推文上

稱，欣見作為美國堅實夥伴的台

灣及捷克共同合作、分享專業。

陳其邁宣誓就職

高雄市長

【看中國訊】台灣民意基金

會 24 日公佈的最新民調顯示，

有 57.8% 的民眾並不擔心兩

岸之間爆發戰爭，擔心者則占

40.8%。

美國之音報導，中國軍方 8
月 13 日宣佈，將會在台灣海峽

與南北兩端進行實戰演習，這是

自 1996 年發生台海導彈危機以

來，北京直接針對台灣的最大規

模軍事行動。

此份調查還表示，前總統馬

英九日前提出「首戰即終戰」的

說法，引起社會議論，他主要意

思為，「兩岸一旦開戰，台灣根

本等不到美軍來，戰爭就結束，

中共就贏了。」結果有 58.3%
的民眾不同意這種說法，同意者

則占 33.9%。

知名政治評論人士楊憲宏在

民調發佈會上說，面對中國的武

力威脅，台灣人的反應能以「淡

定」兩字形容，因股市的表現

就是明證。「股市是最不會騙人

的，中共的威脅如果真的有效，

股市已經跌破萬點，一直往下

跌，但是它沒有，只是技術性調

整，下來一下又上去了。」

對於美國近期針對中國採取

的一連串具體制裁行動，包括了

經濟貿易、金融、科技、人權、

軍事及懲罰特定的高階官員等，

這份民調顯示，有 60.3% 的民

眾表示贊成，有 26.6% 的民眾

則持反對意見。

關於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所提及的「中

共非中國，中共也不代表中國

14 億人民」，結果有 56.2% 的

台灣民眾表示同意，有 29.3%
的台灣民眾則不表示同意。

這份民調還針對蔡英文總

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進行調

查，結果有 65.8% 表示同意，

不同意的則有 22.1%。這同時

是她連任以來支持度的第 2 高

紀錄。

台灣民調：逾半

不擔心兩岸戰爭

分引渡個案對方都是美國，美

國提出的移交請求也比其它國

家多。

根據律政司資料，香港跟

全球 20 國簽訂移交逃犯協定。

如今，全部「五眼聯盟」國家

及德法共 7 國已停止跟香港的

移交逃犯協定，佔已簽訂國家

總數的三分一。仍會跟香港互

交逃犯的僅剩下 13 國，包括捷

克、芬蘭、印度、印尼、愛爾

蘭、韓國、馬來西亞、荷蘭、

菲律賓、葡萄牙、新加坡、南

非、斯里蘭卡。

【看中國訊】香港大學微

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團

隊發現一種新型廣譜抗病毒

肽「P9R」，可對抗武漢肺炎病

毒、2009 年大流行的 H1N1 病

毒、禽流感 H7N9 病毒、2003
年 SARS 冠狀病毒、中東呼吸

道綜合症病毒及鼻病毒等最少 6
種呼吸道病毒。該藥物已證實

P9R 能效保護小鼠免於受流感

病毒感染，而用低劑量的抗病毒

肽作病毒培養後，亦無發現耐藥

突變體，可望於病毒大流行時期

快速抑制病毒，成為控制疫情的

轉捩點。有關研究成果已刊登在

《自然通訊》期刊。

傳林鄭等11被制裁高官上保險業黑名單
【看中國訊】被美國制

裁的11名中港官員，包括特首

林鄭月娥，除了銀行戶口、信

用卡、退休金可能受影響之

外，買保險也有機會被拒之

門外。

港 媒 透 露，Dow Jones、
Accuity 等這些香港保險公司常

用的全球合規審查資料庫，已把

被制裁的 11 名官員納入資料庫

的制裁名單中。Dow Jones 是美

國公司，而 Accuity 則隸屬於英

國勵訊集團（RELX Group），
在世界多國擁有業務，提供合規

的監控系統，為金融機構篩查反

洗錢等金融犯罪。

消息人士指出，金融機構不

可與受制裁人士進行金錢交易，

否則面臨被二級制裁的風

險。即使受制裁人士

早前已購買保單，

該保單也必須被

凍結；以林鄭

月娥為例，倘

若保單受益人

為該林鄭，一

旦受保人身故，

林鄭亦不能獲得賠

償。不過保單若為林鄭

家人購買，則暫時不受影響。

資深保險從業員吳澤偉表

示，保險公司和保險中介人收

到投保後，一般都要履行 KYC
（Know Your Customer） 的

步驟，若申請人壽保險等長期

保單，保險公司要先透過國際

資料庫，審查投保人的客戶背

景，其人是否在各黑名

單中。比如，當發現

林鄭在黑名單上，

保險公司若接受

林鄭申請，則有

機 會 觸 犯 制 裁

令，面臨被美國

實施二級制裁。

至 於 受 影 響 的

保單種類，除了人壽保險

外，吳澤偉表示，還要視乎其

它種類的保單是否列明制裁條

款（Sanction Clause），若有列

明，則不會接受被制裁者的投

保，普通保險如旅遊保、醫療

保、汽車保和家居保等都有機會

不能購買。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酈英傑(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CNA)

（直播畫面）

香港美國領事館

職員遇襲

港大發現新型

抗病毒肽

【看中國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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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 24 日在西九

龍裁判法院，正式申請撤回案

件，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批准律政

司要求，撤回所有案件。散庭

後，不少旁聽人士不斷追罵律政

司代表。 

港律政司撤回

開槍警長案件

(CNA)

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CN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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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全球退黨服務

中心日前宣布，8 月 18 日起推

出「在線辦理退黨證書」的服務。

7 月有美國媒體報導，美國

政府擬禁止所有中共黨員及其家

屬入境美國。

據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消息，

近日，要求在「全球退黨服務中

心」辦理退黨（團隊）證書的

華人明顯增多。為因應這一變

化，該中心從 8 月 18 日起推出

在線辦理「退黨（團隊）證書」

的服務。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退黨

（團隊）證書」上登記的是退黨

（團隊）人士的真實姓名，出生

年月日及出生地，有唯一的退黨

證書編號。

在線辦理退黨證書成功後，

退黨網站會提供證書的直接下載

鏈接，PDF 版電子證書會發送

到您提供的電子郵箱。每個證書

帶有一個獨特的證書編號，此編

號將是該證書的官方識別編號，

可在退黨中心網站進行查詢驗

證。電子證書可以自行打印。

「退黨（團隊）證書」可以作為

在申請移民或入境時的重要參考

文件。

詳情及在線辦理《退黨（團

隊）證書》網站：https://www.
tuidang.org/。

全球退黨中心 
在線辦退黨證書

撿到2千元錢包 
加拿大人返還

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科技發

展中心主任鄭忠偉 8 月 22 日表

示，中國 7 月 22 日正式啟動中

共肺炎（COVID-19）疫苗的緊

急使用，但未提到具體施用對

象。而國藥集團中國生物董事

長、國家「863」計畫疫苗項目

首席科學家楊曉明則稱，該集

團在 6 月 23 日啟動了北京、武

漢、阿聯酋阿布扎比三地的疫情

第三期臨床試驗，已有 2 萬人

接種疫苗。

《疫苗管理法》明確規定，

當出現特別重大公共衛生事件，

由國家衛生健康委提出緊急使用

疫苗的申請，由國家藥監局組織

專家論證並同意，由國家衛生健

康委在一定範圍、一定時限內緊

急使用疫苗。

路透社在 8 月 22 日的報導

中指出，接受實驗中疫苗注射者

來自高風險群體。報導還引述鄭

忠偉的話說，當局或考慮稍微擴

大緊急使用疫苗的計畫，以防秋

冬可能爆發的疫情。需要注意

的是，今年 6 月底北京官方曾

宣布，由軍事科學院院士陳薇

團隊和康希諾（CanSino）生技

公司聯合開發的新冠疫苗「Ad5-
nCoV」，獲中央軍委批准，可跳

過常規的三期試驗，直接對軍人

進行接種。

之後，《柳葉刀》的一份報

告披露，接種這款疫苗的 108
人，其中有 7 成到 8 成的測試

者出現不良反應，其中 54% 的

人出現注射部位疼痛、46% 的

人出現發燒症狀、44% 的人感

到乏力、39% 的人頭痛及 17%
的人感到肌肉痛。因此報告認

為，「Ad5-nCoV」的成效，仍

有待進一步研究。

目前，全球尚沒有任何一款

疫苗完成全部試驗階段，各國多

停滯在疫苗三期臨床試驗，因為

三期臨床試驗規模太大至少需要

2 萬至 4 萬名志願者。然而，中

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8 月 17 日卻

搶先公布，中國首個新冠疫苗專

利已授權，中國抗疫專家鍾南山

亦透露，中俄有計畫共同展開疫

苗臨床試驗。

但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披露，俄羅斯此前曾向

美國提出合作的計畫，但美方認

為俄國疫苗「衛星五號」尚未完

成所有試驗，再加上國內需要通

過嚴厲的疫苗測試才可核准，因

此拒絕了與俄合作。當時，亦有

美國公衛官員提醒外界，俄羅斯

疫苗都未曾經過在猴子身上測

試，更何況是人類。

北京宣布使用實驗疫苗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北京官方8月22
日表示，中國已於7月22
日紧急啟動病毒疫苗的使
用。這一舉動或顯示中國

大陸的疫情已全面失控。

人們接種疫苗示意圖。（Adobe Stock）

【看中國訊】內蒙古政府教

育廳下文，從 9 月 1 日新學期

開始，全區所有中、小學開始接

受漢語《語文》教材。有人在微

信群表達不滿，據傳群主隨即遭

公安逮捕。

強制消滅蒙語教學 
觸蒙族人底線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根據內

蒙古教育廳一份內部材料顯示，

按照中央統一部署 , 內蒙古、甘

肅、吉林、遼寧、青海、四川等

6 省區民族語言授課學校，將於

今年秋季開始使用三科統編教

材。

其中，內蒙古根據國家教材

委員會工作部署，內蒙語文、 政
治、歷史三科統編教材分三年逐

步實施。今年 9 月 1 日起，小

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先使用統

編《語文》教材，2021 年小學一

年級和初中一年級使用統編《道

德與法治》（政治）教材 , 2022

年初中一年級使用統編《歷史》

教材，並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授課。 
對此，現旅居美國的蒙古人

諾民表示，過去在民族學校，蒙

語文曾被稱為語文，但現在被稱

為「蒙語文課」，對此許多蒙古

族家長無法接受政府取消母語

教學。

「他們（政府）觸碰了蒙古

人的底線，也低估了蒙古人保護

自己文化的決心。現在不管是在

日本的內蒙古人，還是在其他國

家生活的內蒙古人，他們積極參

與了蒐集關於此次行為的文件和

報導。同時也在組織各種活動抵

抗政府的愚蠢行為。」

旅居日本的蒙古族人忽必斯

也說，「中國在內蒙古自治區實

行的所謂民族語言教育的改革，

對於蒙古人衝擊很大。蒙古人在

網上紛紛譴責中共的這種做法，

都在表示抗議，甚至有蒙古人表

示，如果從小學一年級對孩子實

行中文教育，他們可以選擇拒絕

送孩子們去上學。」

信息報告聯絡員 
天天上報

報導指出，內蒙古官方除了

在民族學校推行漢語授課，自治

區教育廳還下達《關於建立使用

國家統編《語文》教材工作日報

告、零報告製度的通知》，要求

各盟市教育局及時掌握各地各學

校工作推進情況 , 設立信息報告

聯絡員，增強政治敏銳性和信息

反應能力，堅持早發現、早報

告，加強一線信息反映實況、匯

總和上報。包括每日報告、每季

報告，且要經過主要領導簽字後

逐級上報。

近期，由於有內蒙古民眾在

微信群討論有關停止蒙古語授課

的話題，而遭到公安封群、抓

人。忽必斯透露，有當地家長

組建了三個家長群，「一個群有

500 個人，3 個群有 1500人」，

沒想到 8 月 25 日一早群主竟然

遭到公安逮捕。

內蒙古教育廳印發的《全區

民族語言授課學校小學一年級

和初中一年級使用國家統編《語

文》教材實施方案》提到，新教

材「體現黨的意志」和直接關係

到中共黨的教育方針落實和教育

目標實現。

海外蒙古人：中共政策 
等同文化滅絕

旅居德國的南蒙古議會主席

席海明表示，中共政府此舉明顯

是要對蒙古民族實行文化滅絕政

策，「這是對人類文明和文化的

挑戰和踐踏，我們蒙古人一定會

反抗到底。我們希望國際社會關

注，不要坐視一個民族古老的文

化被消亡這種情況，在 21 世紀

的世界發生。」

記者致電內蒙古自治區教育

廳辦公室及通遼市教育局辦公

室，但始終無人接聽。 

內蒙古等6省漢語授課 消滅少數民族語言

 清華北大畢業生全進「街道辦」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
綜合報導】近日，美國商業衛星

拍到了中共海軍潛艇使用海南島

一個地下軍事基地的影像。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日前報導，美國星球實

驗室公司的衛星照片顯示，8 月

18 日，中共海軍 093 型「商級」

核動力攻擊潛艦，似乎進入了海

南島中共海軍榆林基地地下泊位

的一個隧道。

自由亞洲電臺推文寫道：

「在過去的 20 年中，中國海軍

迅速增加了潛艇數量，目前擁有

約 70 艘潛艇，這使南中國海的

任何鄰國的艦隊相形見絀。」

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

公共政策學院研究員、前美國

國防部官員的德魯 ‧ 湯普森表

示，衛星捕捉並拍下這艘潛艇的

情況是很罕見的。

湯普森說：「中國人在建

設地下設施方面擁有豐富的經

驗。」這符合北京的戰略思維。

榆林海軍基地位於海南島

南端，距離香港西南約 470 公

里，是保護海軍裝備的關鍵設施

之一。湯普森認為，093 型「商

級」核動力攻擊潛艦出現在榆林

海軍基地，並沒有釋放出任何有

關中共海軍的特別信息。

最重要的是北京擁有龐大且

不斷擴大的潛艇艦隊，性能質量

正在不斷提升，並通過地下基地

來保護潛艇等軍事裝備，避免被

對手窺視。

《富比士》雜誌網站 6 月報

導，根據商用衛星所拍攝的照

片，渤海造船廠目前出現新的跡

象，顯示北京準備建造海軍下一

代核動力潛艇。

【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最

近杭州市一份招聘公示在社交平

台上火了，因為名單中清一色來

自清華、北大的畢業生前往街道

辦工作。

據介紹，餘杭區「清北招

聘」的條件是，聘為政府部門高

級僱員或國企高級職員者，要與

區政府直屬國有企業簽訂勞動

合同，首次聘期為 3 年（試用

期 1 年）。按規定購買「五險一

金」，其中博士參照區直屬國有

企業中層正職執行，年薪總額

38 萬左右；碩士參照區直屬國

有企業中層副職執行，年薪總額

35 萬左右。此外，還可申請連

續 3 年每年 1 萬元的從業補貼。

此外，聘為事業編製工作人

員、政府部門高級僱員或國企高

級職員者，博士研究生、碩士研

究生在首次聘用 3 年中共可分

別領取 8 萬、6 萬的生活安家補

貼；3 年內，根據需要可申請無

償使用拎包入住的人才公寓；對

選擇購房的無房戶可分別申請

領取一次 20 萬、10 萬的購房補

助，有房戶可分別申請領取一次

10 萬、5 萬的購房補助。

針對這一消息，民間質疑這

些清華或北大的畢業生為什麼要

去街道辦工作？生物學博士、地

球物理學博士，材料科學與工程

碩士這類學自然科學的畢業生，

難道要放棄科學領域，進入官方

事業單位任職，甚至充當維穩人

員？

網友紛紛留言，「一個街道

就可以發 35 萬薪水，只能說民

脂民膏挖的很開心。」「可見國

內讀書人， 不是為了獲取知識，

而是為那麼一個飯碗。 國內博

士，碩士， 簡直是浪費國家資

源。」「注意這裏全部是清華北

大的研！究！生！」

對此，餘杭區委組織部相關

負責人解釋稱，清華、北大的學

生到街道工作是餘杭經濟社會發

展的需要，因為許多工作專業性

強，急需更多人才在社會的服務

管理上做好專業支撐。

但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

學系、現旅居美國的時事評論人

郭寶胜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清

華北大高材生應聘杭州街道辦事

員，讓人感到驚訝，「一方面說明

中國官本位的情況愈來愈嚴重，

只有做官才能光宗耀祖，才能有

穩定的收入。另一方面也說明中

國的大學教育出來的都是些唯利

是圖之人，根本沒有理想。」

河南鄭州前中學教師賈靈敏

看到消息後感慨說，「以前我們

這一代人，包括後來我們教育學

生，都說最光榮的是科學家。特

別是考上清華大學土木工程專

業、生物工程等專業，但是現在

一個小小的街道辦招聘的都是與

社會管理無關係的畢業生。」

郭寶勝坦言，「（中國）這

種情況跟蘇聯解體前非常相似，

當時也是全民官本位，蘇聯的大

學畢業生，博士生都爭著當官。

高材生寧願做地方的小官，也不

去做學術研究。」 

杭州市一份招聘公示。（微博）

美媒：中國潛艇使用地下基地 印度大媽不識字卻成網紅
【看中國記者向真報導】印

度南部一個小山村的一位大媽，

幾年間成為擁有一百五十萬粉絲

的 YouTube 網紅。她是靠甚麼

出名的呢？

這位大媽名叫米爾庫瑞，生

活在印度南部泰蘭加納邦的小村

莊。因當地的童婚風俗，大媽五

歲就被外嫁，生活可謂艱辛，小

學一年級沒讀幾天就輟學了，從

小一直幹農活和裹煙捲支撐家人

生活。米爾庫瑞大媽成名要歸功

於她的女婿沙里南。沙里南從大

學電影系畢業，回到小村後，

2012 年組建了一個由作家、編

輯和攝影師組成的 9 人小組團

隊，專門製作有關鄉村文化和農

村家庭生活的喜劇視頻。

有一次，女婿在製作視頻

時，把丈母娘米爾庫瑞也拍了進

去，發現丈母娘在視頻中表現自

然大方，口齒伶俐且有幽默感。

於是女婿沙里南的製作團隊來了

靈感，在 2015 年籌拍了一些以

丈母娘為主角的農村趣事發布到

YouTube。《我的村莊故事》頻

道開播以來，日漸走紅，主角米

爾庫瑞大媽也大受歡迎。

退中共黨、團、隊證書樣本。

（Adobe  Stock）

【看中國訊】加拿大媒體報

導，最近，一位男子在新西敏市

第 8 大道和 Carnarvon 街附近

行走時，發現地上有一隻錢包，

內有 2290 加元現金。他把錢包

交給了警察，希望他們能幫忙找

到失主。

通過錢包裡的線索，警方很

快就聯繫到了失主。這位丟了錢

的失主發現所有東西都在時，真

是非常開心，也非常感謝這位好

心人。

他告訴警察，他是在去銀行

存錢時不慎丟失了錢包。

新西敏市警察局長 Paul 
Hyland 說：在眼下這麼多人受

到疫情負面影響的時候，看到身

邊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真是令人

高興。

其實，類似這樣暖心的故

事，在大溫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

了。而且很多人都像新西敏這位

撿到錢包的男子一樣，連姓名和

照片都不曾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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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剛剛公布了第二個任期

的目標。專門有一個章節針對中

國，標題就叫做「終結我們對中

國的依賴」，具體五項內容：

1）從中國拿回 100 萬製造

業工作機會；

2）從中國拿回工作到美國

的公司有稅收抵扣；

3）那些遷回美國的製造業

企業，如果屬於關鍵產業的，像

製藥和機器人。搬家的開銷在報

稅之前，可以 100% 地從收入

中扣除；

4）那些外包生意給中國的公

司將不再能獲得聯邦政府的訂單；

5）對於使得病毒擴散到全

球，要讓中國（中共）完全承

擔它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這五條可以說是刀刀紮在習

近平的心口上。這一節的名字叫

做「終結對中國的依賴」，其實

就是個全脫鉤計畫。根據川普第

一個任期去兌現其選前承諾的行

動力：退了伊朗核協議、退出巴

黎氣候協定，又修牆、重構美國

的國際貿易體系，那這五項讓他

連任他真的會去做的。

川普說的 100 萬個美國製

造業工作機會意味著什麼，2000
年 -2010 年這 10 年美國一共失

去了 570 萬個製造業機會，大

部分去了中國。金融危機以後美

國政府和產業界都更關注實體

經濟，2018 年底美國的製造業

就業是 1280 萬個。川普說帶回

100 萬個製造業工作，再加上從

中國遷出來去東南亞、印度的美

國製造業企業。這個目標意味著

美國製造業基本和中國絕緣。

但不管是製造業脫鉤的整體

目標，還是要阻止製藥、機器人

這些產業的技術流入到中國，還

不一定表明中美對抗一定會走向

政治決裂，因為美國金融業、服

務業進入中國的比重可能會上

升。有些美國公司本來聯邦政府

的訂單在他們營收中所佔的比例

就不高，他們也不一定介意得不

到聯邦政府的訂單。前四條的政

治衝力擊還是間接的，

別擔心，最猛的是最後一刀

就是為疫情向中共追責，川普把

它作為政綱就厲害了。只要走出

實質一步，中美關係就會發生一

種根本性的、無餘地無妥協的變

化。那時候金融業、服務業你讓

他進中國，也會由於風險太大而

不考慮進入了。

川普反覆露面強硬放風，意

味著大招猛招陸續會來，那些往

來於中美之間、身家利益與此相

關的朋友真的要有應對的安排

了。剛剛共和黨有議員在參眾兩

院提出議案，要求中共政府償還

一筆百年以前的舊債，積累到今

天本息一共 1.6 萬億美元。這筆

債既包括了我們去年談的湖廣鐵

路債券，1911 年清朝發行的一

筆鐵路債，後來被中華民國政府

所繼承、承認，也包括有中華民

國時期發行的債務。中華民國最

大的一筆主權債務是 1913 年發

行了總價在 2500 萬英鎊、年利

息是 5% 的「黃金融資」債券，

1960 年到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政府

曾大量收購英、法、德這些國家

持有的債券（相當於給這些國

家融資，支持重建），美國民間

也在證券市場買進這樣的債券。

所以當前美國就是這批債券的主

要集中地。美國大約有 2 萬個

家庭持有中華民國時期的債券。

但是舊債這事進入了國會，

讓美國政府去追討正式提出來，

是一個重要信號。它包含著一些

重要的劇情發展。一種可能是把

追債當成疫情賠償的替代手段，

不用專門通過一項法律取消中共

政府的主權豁免，這會帶來風

險，讓美國的企業在海外也被同

樣對待、被沒收了。

既然中共政府宣稱只有一個

中國，它又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

府，那按國際法對之前的主權債

務也要認賬。這是國際法的通

例。如果中共拒不還債，那中美

就沒有理由維持外交關係。中共

又有個啞巴虧，它又不好說你找

中華民國要債去吧，去找臺灣

吧。這等於又承認了臺灣是一個

主權體，那就給了美臺復交的理

由。

這兩天美國國會還發起了一

個「正名」運動。賓州共和黨籍

參議員 Scott Perry 發起一項動

議，要求美國政府在官方文件裡

提到中共領導人的時候，真的就

只稱呼其為 head of CCP，不稱

呼其為 president（總統）。因

為中共領導人並非是民選，把他

和民選國家總統混為一談，容易

給民眾製造混淆印象。聽起來這

只是個稱呼上的變化，其實也很

厲害，它把中共和中國作了最嚴

格的切分，等於是不承認中共政

府的合法性。接下來一步就順理

成章，既然你不是一個合法政

府，為什麼還要和你建交呢？

中美全脫鉤5政綱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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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每年都發生森林大火，尤

其是加州。原因之一是，環保組織

以「保護大自然」為由，根本不讓

伐樹。由於森林密度太高，導致每

年都起火，大量林區被毀。據《華

爾街日報》社論「火中的政治」，僅

2002 年俄勒岡州的一場山火，就燒

燬了 49 萬英畝，相當於 2/3 的羅德

島被毀。而在 2001 年頭七個月，整

個美國就有 600 萬英畝的森林被山

火燒掉，2000 房屋被毀，20 名救

火人員喪生，直接經濟損失達 15 億

美元。《華爾街日報》的社論感嘆地

說，這些大火，再次照出了「綠色組

織」的極端性，「這些綠色激進者們

（green radicals）把自然的原始風景

看得高於人的生命和常識（common 
sense）」。

環保組織不讓開採森林，不讓使

用木材，要求必須使用回收的紙張。

但據專家的研究，那些用回收的廢紙

再造的超級商場用的紙袋等，由於要

用大量化學物質來滅菌，含毒量遠大

於用新鮮原始木材製造的紙張。而且

用回收舊紙、經過化學處理再製作的

產品，比用原始木材製造的成本高很

多。但環保主義者既不管今天人們的

健康，更從來不算經濟賬。那些反市

場者根本就不想瞭解經濟。

曾以《多疑的環保者》專著批

評「環保者」誇大了環境危機的

丹麥學者比尤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環

保者錯了」一文指出，「綠色組織」

對環境污染總是誇大其詞，例如說鳥

類和動物等將有 20-50% 絕種，就是

危言聳聽，因為事實上，在未來 50
年中只會有 0.7% 絕種。隆伯格說，

如果歐洲國家按《京都協議書》標準

做的話，每年將花銷 1500 到 3500
億美元（而全球對第三世界的援助

才 500 億美元），而用一年環保的錢

就可以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的所有窮人

獲得清潔飲水，每年可挽救 200 萬條

生命，幫助 5 億人避免傳染嚴重的疾

病。

但「環保組織」以佔據道德高地

自居，似乎誰也批評不得。隆伯格的

書一出版，立即受到歐美左派們的圍

剿批判。而荷蘭 54 歲的政治新星富

圖恩教授只是因為在競選中表示，如

果他當選，將解除禁止動物皮毛工

廠的規定，結果去年就被一個「環保

份子」在停車場槍殺了。那個開槍的

人，說他非常愛動物，連螞蟻都要保

護，不能踩死；可他卻開槍殺死大活

人。

還有些不動槍的女性環保者，乾

脆動用自己的肉體，脫得個精光，表

示她們寧可赤身裸體，也不穿用動物

皮毛做的大衣。她們在美國脫，在歐

洲脫，最近更脫到了亞洲。而那些把

頭髮染得五顏六色、用裸體擺出抗議

全球化標語的左瘋們，則以保護環境

為由，反對工業國家到第三世界貧國

投資開工廠，理由之一是破壞那些地

方的自然風光。而那些窮國的人們有

的一天收入不足一美元，連飯都要吃

不上，他們就根本不管了。

這 些 環 保 者， 什 麼 動 物 都

「保」，就是不「保」人；但卻宣稱

他們最有「善心」，連看到一個老鼠

死了，都要痛苦地暈過去。他們在西

方的富足生活中（很多是領取政府福

利的）自己光著屁股反對資本主義，

還不讓第三世界的窮人穿上褲子。

而那些走火入魔的環保者們覺

得自己可以扮演上帝，預測未來，在

讓人們「為了未來而犧牲現在」的同

時，蔑視未來人類掌握自己命運的智

慧。他們推崇的是計畫經濟、集體主

義；反對物質生活，反對消費和享

受，反對自由市場，反對資本主義，

最根本點是反對人們擁有的個人自

由。

今天人們慶幸的是，那些極端者

們沒有獲得政治權力，否則人們得一

起裸體，退回到原始社會，點蠟燭，

打算盤，趕牛車，用馬拉松傳遞信

息，每一天都是紐約式的大停電，活

在黑暗之中。

加州大火的罪魁
光屁股的激進派？

◎文：曹長青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左傳》裡講了這麼一個故事：齊國有

個大大的花花公子叫齊莊公。齊國有個大大

的美女叫棠姜。有一天，齊莊公看到美得不

可方物的棠姜，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終和

她暗通款曲。可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

覺。那天他趁齊莊公與棠姜幽會時，安排武

士們將其亂刀砍死。

崔杼是個猛人，也是齊國重臣。他對前

來記載的史官說：你就寫齊莊公得瘧疾死了。

史官並不聽從，在竹簡上寫「夏五月乙亥，

崔杼弒其君光。」崔杼很生氣，拔劍殺掉史

官。史官死了，按照當時慣例由其弟繼承職

位。崔杼對新史官說：「你寫齊莊公得瘧疾死

了。」新史官也不聽從，在竹簡上寫「崔杼弒

其君光。」崔杼又拔劍殺了新史官。然後更小

的弟弟寫下同樣的話，同樣被殺。最後是最

小的弟弟。崔杼直視著他，問：「難道你不愛

惜自己的生命？」年輕的史官繼續寫下「夏五

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崔杼憤怒地把竹簡

扔到地上，過了很久，嘆了口氣，放掉史官。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寫作。我告訴了他這

個故事。而我恰恰要強調的是這故事讓我一

開始很拒絕寫作。

家族裡從文者悲涼的命運，文學出身的

我就曾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玩一種毫無風險

的遊戲，並暗自慶幸。可漸漸地，我發現另

一種風險。規則明明規定一場比賽由兩支球

隊進行，實際上卻不是這樣的。一名球星告

訴我：「那天我上場一看，快哭了，因為有

隊友把球往自己家門踢，場上就是三支隊

了。可是踢著踢著我又笑了，因為對方也有

人把球往自家門踢，就是四支了。直到散場

時我終於確定，其實總共有五支隊，因為，

還有裁判……」

我在這樣一種情形下漸漸意識到一個叫

「尊嚴」的東西是存在的。哪怕遊戲也要有尊

嚴，我不能無視兩支變成了五支，更不能接

受自己的工作就是長期把五支證明成兩支。

又去看開始的故事，才注意到它還有個

結尾：那個史官保住性命，撿起竹簡走了出

來，遇上一位南史氏，就是南方記載歷史的

人。史官驚訝地問：「你怎麼來啦。」南史氏

說：「我聽說你兄弟幾個都被殺死，擔心被

篡史，所以拿著竹簡趕來記錄了。」我覺得

這個結尾更震撼，前面的史官因堅持自己的

工作而死，南史氏則是主動找死。這叫前仆

後繼。有種命運永遠屬於你，躲無可躲，不

如捧著竹簡迎上去。

……

傅雷夫婦似乎保持了尊嚴。他倆一天連

遭到四撥紅衛兵抄家，凌晨時分寫下紙條交

待後事：600 元留給女佣作為工資，55.29 元

付房租，剩下的 53.30 元作為火葬費……自

縊前忽想到踢翻凳子會吵醒樓下的鄰居，於

是鋪上一層厚厚的棉被。他們死都要盡量優

雅，他們怕驚動鄰居，更怕驚動那個世界。

我認為，才華來自於尊嚴。你看梅蘭芳

先生的《貴妃醉酒》，大小雲手，眼波流動，

那四平調清美婉轉：海島冰輪初轉騰，見玉

兔，玉兔又早東升，那冰輪離海島，乾坤分

外明，皓月當空……好似嫦娥下九重，清清

冷落在廣寒宮。這個國家太需要這美輪美奐

的東西了，而能創造出這些藝術作品的人，

骨子裡恰有尊嚴。

有段時間我們的藝術只需要革命樣板

戲。《龍江頌》裡的江水英，她鏗鏘地唱：

「毫不利己破私念，專門利人公在先，似戰

鼓催徵人快馬加鞭……」包括其他那些鐵姑

娘，眼神剛毅、造型如山，有段時間我覺

得，她們一生都只需要革命，不要生活、不

要戀愛。這些黨文化的種種，讓曾寫過「雲

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的李白，

情何以堪；讓創造過「春花秋月何時了，往

事知多少」名句的南唐後主李煜，如何回首

故國月明中。這些事，不是什麼大事，這些

道理，卻不該「煙消雲散」。

尊嚴本身不是作品，卻能讓你通體放

光，兩眼澄明，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文：李承鵬

尊 嚴

至今無人知道汶
川地震確切死去
多少人，人死了
連一個數字都不
是。圖為一名小
女 孩 在 汶 川 地
震 紀 念 碑 前 獻
花悼念（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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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經韓國國防部長證

實，朝鮮領導大權部分已落

入金正恩胞妹金與正之手，

並出現罕見的「託管治國」

現象。至於金正恩之動向，

據中方消息指出，其人早已

昏迷不醒，此前所露臉的具

是替身，目的在進行權力重

新分配，穩住金與正領導班

子地位，甚或重塑接班形

象，換取減緩制裁，重獲國

際奧援。

◆希臘、土耳其近來因為兩

國重疊海域天然氣探採問題造成

對峙，雙方堅持衝突海域為各自

的經濟海域，甚至派出軍艦相互

對峙，局勢一觸即發。德國外長

馬斯警告，若希臘與土耳其在愛

琴海的衝突無法解決，恐爆發全

面性戰爭！專家學者認為，雙方

開戰的可能性逐漸上升，如果因

此造成大規模衝突，對於周遭國

家與 2 國的經濟都會造成倒退。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 8
月 24日表示，美國已做好準備以

三大部署回應中共在國際上，尤

其是南海和印度洋 - 太平洋區域

的軍事威脅。首先，美國必須能

夠在海、陸、空、太空和網絡空

間等所有領域掌握競爭、威懾和

取勝的武裝力量。其次，美國將

加強盟友及合作夥伴網絡，以讓

美國及其盟友使競爭對手處於不

對稱的境地；第三，美國需加強

合作夥伴的軍事能力。埃斯珀強

調，美國旨在聯合其他盟國共同

抵制中共在國際上的霸淩行為。

美國誓言將支持所有國家的主

權，捍衛自由和開放的國際體系。

◆白俄羅斯總統大選涉嫌舞

弊案，引發民眾大規模抗議，8
月 23 日有 15 萬名示威者再次

擠爆首都明斯克獨立廣場，並要

求現任總統盧卡申科下臺。另一

方面，連鄰國的立陶宛、拉脫維

亞及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 3 國

人民，亦跨境聲援，甚至立陶宛

總統都和 3 萬 5000 多位民眾站

在一起，且手拉手，似乎重現

了 31 年前的「波羅的海之路」

（Baltic Way），他們力挺白俄

抗議人民，因沒有人比他們感受

更深刻了。

◆英國醫學家、緊急狀況科

學諮詢小組的成員之一馬克爵

士表示，新冠病毒將會以某一種

形式永遠和人類同在。由於目前

世界的人口與旅遊密集程度，已

經遠大於 1918 年，代表著病毒

非常容易傳播，為了控制大流行

疫情，必須進行全球性的疫苗接

種。不過，其與能夠透過疫苗來

根除的天花等疾病不一樣，病毒

並不會消失，將會以某一種形式

永久與人類同在，且幾乎能夠肯

定人們需要進行反覆地接種疫

苗，就如同流行性感冒那樣。

權力真空  朝鮮罕見託管治國

金正恩權力下放

據中央社報導，韓國國防部

長鄭景斗出席國會國防委員會

時，未來統合黨議員質詢問及金

與正是否已實質上掌握核心權力

機關「組織指導部」，鄭景斗回

覆：「目前判斷是如此。」他表

示，目前研判仍是金正恩透過單

一領導體系掌握黨政軍大權，但

向下屬分派不同職責；他指出，

金與正本人也曾表示自己主掌對

美國及對南韓事務。提及金與正

的正式職稱時，鄭景斗先回答

「組織指導部第一副部長」，隨

即又改口更正為「黨中央委員會

第一副部長」，顯見韓國國防部

已十分確認金與正掌權的信息。

韓國國家情報院 21 日也在

閉門會議中告訴國會議員，金正

恩似乎已將部分權力下放給金與

正等少數親信，其中金與正主要

據他在青瓦臺工作的經驗，他判

斷金正恩應如中方信息所述，正

處於昏迷狀態，但接班權力結構

尚未完全成形，權力不能真空太

久之下，所以金與正被推上前

臺，以金正恩接班人的身分暫時

接管起管理國家的重任。

今年 4 月在金正恩神隱數

週後，有關他已心臟手術不順利

陷入病危，或者腦死亡的猜測鋪

天蓋地。但 5 月初，朝鮮官方

發布了金正恩參觀化肥廠的圖片

與視頻，顯示他還大權在握。但

張誠珉表示，朝鮮最近幾個月發

布的金正恩照片都是偽造的。

金正恩罕見認錯？                 
分析：權力轉移煙幕

此外，分析指出，金正恩前

不久罕見地在朝鮮勞動黨中央委

員會上間接承認經濟政策的失

敗，也有可能是透過替身所安排

好了的一齣戲，為權力的重新分

配放出煙幕、做出鋪陳。

金正恩在 19 日召開的勞動

黨中央委員會總會上親口承認：

「朝鮮推行的經濟政策，並沒有

改善人民生活。」間接承認金正

恩自從上任後拚經濟，然而最終

結果是失敗的。

這對一向以造神手段鞏固領

導人的朝鮮而言，根本是不可能

發生，也因此有分析認為，金正

恩罕見地承認政策失敗，極有可

能是藉由替身的演出，掩飾金正

負責對韓、美外交事務；國務委

員會副委員長朴鳳柱和內閣總理

金德訓負責經濟事務；中央軍委

副委員長李炳鐵和勞動黨軍政指

導部（總參謀部下屬機構）部長

崔富日負責軍事事務。

金與正掌外交                     
明年有戲碼

韓國國家安全戰略研究所 8
月 24 日透露，朝鮮的對外政策

目前正處於凍結狀態。按照慣

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在 8
月 19 日發表的聲明中，應該提

到對韓國和美國的外交政策，但

卻隻字不提。這或許是預留空間

給權力穩固後的金與正。該研究

所預測，朝鮮勞動黨可能會在明

年 1 月舉行第八次黨代會上推

出新的外交政策。

韓聯社分析指出，明年黨大

會剛好是遇上美國大選之後，屆

時朝鮮可能會針對美國與對南韓

等戰略，制定了新的政策方向。

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朝鮮問題專家

認為，屆時朝鮮當局可根據下一

任的美國總統是誰，就美國在

朝鮮半島無核化的談判問題方

面，拿出新的態度。根據美國軍

方在最新的《朝鮮戰術》（North 
Korean tactics）報告中披露，

現今平壤存有 60 枚核彈頭，及

5000 噸的化學武器，其儲備量

是全球第三大。此外，核彈數量

還有可能在今年底達到 100枚。

託管治國？病危或政變

朝鮮目前這個新的權力

結構，被國情院稱為「託管治

國」。而韓國前青瓦臺國情狀

況室長張誠珉，21 日在社群媒

體發文表示，他認為北韓領導人

只有在重病或遭遇政變時，才會

將權力委託給他人。他認為，根

恩無法視事的近況，為金與正等

領導班子掌權塑造出一個合理的

藉口，甚至因此重新塑造出不同

以往的接班形象藉以蒙蔽世人，

讓國際社會因此對新的領導班子

有所期待，進而減緩制裁，苟延

其經濟早已崩潰的社會結構。

洪水導致核武汙染             
不論金正恩承認經濟政策

失敗的場景是否為一齣戲，朝

鮮 5 年經濟計畫的失敗確乎是

個事實，尤其是近期的洪災，更

是讓原本疫情封關的嚴峻經濟火

上澆油。但是，4 萬多公頃地、

近 2 萬戶建築遭到氾濫與毀損，

卻比不上可能因洪水導致輻射

外洩的災情。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的前副總幹事海諾寧

（Olli Heinonen）相當憂心地表

示，朝鮮受到洪水的影響，連接

鈾礦場和精煉工廠間的核廢料池

也被洪水氾濫，使周圍地區遭受

到核能輻射汙染。

他以平山郡的鈾精煉廠為例

子稱，從衛星的相片中可以觀察

出，該處設有 2 座蓄水池，中

間還夾著一座精煉工廠，並以排

水管連接、橫跨河流。核廢料將

可能隨著水流自精煉工廠流出

去，而排進蓄水池內。據他推

測，前幾週朝鮮的暴雨，足以使

蓄水池氾濫。這些可能遭到輻射

汙染的河水，或許已進了下游民

眾的肚子裡。

韓防長確認金正恩權力已下放，其胞妹已掌部分大權。圖為2018年4

月兩人會晤韓總統時的歷史照片。（AFP /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根據最新曝光

的文件顯示，超過 500 名中國

人砸大價錢向歐盟成員國塞普勒

斯購買「黃金護照」，這其中包

括亞洲女首富、人大政協委員、

國企老闆等。

塞普勒斯政府在 2013 年推

出「塞普勒斯投資計畫」，根據

計畫，外國民眾透過購買房地產

等形式投資 215 萬歐元，就能

申請到該國的「黃金護照」，持

有人無須住在當地，但卻能在歐

【看中國訊】據《法廣》報

導，2015 年北京與瑞士簽署有

關追蹤非法移民的合作協議，大

陸國安人員可以在沒有任何法定

身份的前提之下在瑞士境內逗留

2 週，對可能來自大陸的非法移

民進行身份確定，且瑞士當局也

會配合發放遣返文件。據移民部

官員透露，該協議實施之後，瑞

士共向北京遣送了 13 位中國公

民，但因為北京拒絕向合作方提

供信息，所以對這些中國人的下

500中國富豪買「黃金護照」
盟26個成員國自由進出和工作。

總部設在卡達首都多哈的

半島電視臺 26 日發表的獨家報

導指出，塞普勒斯在 2017 至

2019 年間共發出 1400 本黃金

護照，取得者多為俄羅斯人、

中國人及烏克蘭人，在超過 500
名中國人中的名單中，半島電視

臺公布了 8 人資料，包括亞洲

首富碧桂園的女當家楊惠妍。

中國國企華潤電力總裁唐勇在

2019 年 1 月取得塞普勒斯護

落一無所知。

雖瑞士與約 60 多個國家簽

署類似的合作協議，可這份與中

方的協議並未對外公開，所以絕

大多數瑞士政界人物之前對此不

瞭解，還好近日有瑞士媒體披露

該協議之存在，引起廣大爭議。

據悉該協議將在今年年底到期，

目前瑞士政府正與北京就是否延

長協議效期展開談判。

有鑒於如今香港、新疆、

西藏等地局勢，各界普遍對大

照，同年 12 月從華潤置地調任

華潤電力總裁。其他曝光的中國

政商人士包括成都市人大代表陸

文彬（音）、武漢市黃陂區區政

協委員陳安林（音）、前浙江金

華市政協委員傅正軍（音），以

及山東濱州市政協委員趙振鵬

（音），另有被判罪的中國商人

張克強、李家東。

需要注意的是，申請他國護

照或永居身份在中國大陸不違

法，但大陸並不承認雙重國籍。

陸的人權狀況抱持批判，瑞士

當局的反對黨與非政府組織極

力呼籲政府拒絕延長，甚至立

刻停止合作協議。而國際特赦

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的瑞士分部發言人娜迪亞

（Nadia Boehlen）對此表示，若

當局決定要延長協議，就必須要

求北京做出更多明確承諾，比如

答應協議不涉及港人和藏人等。

黃之鋒 26日也在臉書上分享

有關消息，表示 5 年來瑞士政府

對國會隱瞞這份「秘密協議」，

若中瑞兩國有意延續協議，「可

預料離港開拓國際戰線的手足安

危，將首當其衝受影響。」

北京瑞士爆簽秘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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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Culture & Education
博文廣識 

2020年8月27日—9月2日第121期  B版卡爾加里版

8 月 20 日， 最 新 一 期

LPR 利率發布，1 年期 LPR 為

3.85%，5 年期 LPR 為 4.65%，

均與上月保持不變。

從 4 月 至 今， 中 國 LPR
利率已經連續 4 個月按兵不動

了。無論是樓市利率（5 年期

LPR），還是實體利率（1 年期

LPR），都未進行調整。今年

以來，實體利率（1 年期 LPR）

累計降息 30 個基點，樓市利率

（5 年期 LPR）降息 15 個基點。

這意味著，貨幣政策迎來轉折

點，最寬鬆時刻已經過去。

為甚麼這麼說呢？因為這段

時間是歐美貨幣寬鬆的高峰，美

國方面推出美元零利率和無限量

寬鬆，短短 3 個月時間，美聯

儲資產負債表從 4.2 萬億美元擴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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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文：財經冷眼

而最近，中國高層樓市的排

雷行動已經開始了。這個大行

動，極可能會對今年下半年的房

價帶來巨大的打擊，開啟房價新

一輪的降價潮。

這兩天有一個新消息，就

是要控制房地產企業有息債務

增長，並設置了「三道紅線」。

紅線一：剔除預收款的資產負

債率不得大於 70%；紅線二：

淨負債率不得大於 100%；紅線

三：現金短債比不得大於 1 倍。

根據「三道紅線」的觸線情況，

將房企分為「紅、橙、黃、綠」

四擋。

如果三條紅線都觸碰到了，

張到現在 7.1 萬億美元，增加了

75% 的基礎貨幣，美元債務也

是不斷膨脹。而歐元區也剛剛就

債務問題達成一致，歐洲央行開

始量化寬鬆，大規模購買債券，

其實也是大放水。都是為了挽救

史無前例的大蕭條。

歐美兩大央行貨幣大幅寬

鬆，正是中國央行降息的最好時

機。這樣既能緩解國內市場的飢

渴，穩定樓市、債市、股市等資

產價格，同時也不擔心利差擴

大，給外匯資產帶來流失的壓

力。但中國央行也沒有降息，由

此可以看出金融高層的顧慮。

現在不降息，以後更不會降

了。美聯儲最近的會議紀要對未

來貨幣寬鬆說法非常模糊，其實

也是為未來結束寬鬆在留餘地。

未來美元收緊的話，人民幣只會

加息不會降息。

這對於那些在房貸上選擇浮

動利率的人來說，又是吃了一個

大虧。這些聽取國內專家和官媒

意見，選擇浮動匯率的，是很不

明智的選擇。

實體不降息是因為有央行高

層要求銀行讓利 1.5 萬億，這像

一個底盤托著市場；而房地產不

降息主要是繼續貫徹房住不炒戰

略，控制樓市泡沫風險。

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

房地產泡沫是威脅金融安全的最

大「灰犀牛」。這句話代表高層

對待房地產的態度。早在去年，

郭樹清在陸家嘴金融論壇上就

說：歷史證明，凡是過度依賴房

地產發展經濟的國家和地區，最

終都要付出沈重代價。

這一系列動作都傳達了一個

相對極其清晰的信號：相比房地

產對經濟的拉動效用，監管層更

在意的是泡沫風險了。這裡的泡

沫風險，不僅指的是高房價所帶

來的居民債務風險，還包括房企

債務高企導致的高槓桿危機。

房地產是資本密集型

行業，對利率的升降是非常

敏感的。這兩年來中國對

樓市的資金卡得非常緊，

開發貸、信託、理財以及各

種給房地產輸血的資管通

道都被收窄，房地產開發商

一直希望降低資金成本，融

資解困。這一次，降息的希

望又一次落空了。

則不得新增有息負債，顏色是紅

的。如果三條紅線都滿足的話，

地產公司就不用考慮再融資這件

事了，只能等著現金流斷裂倒

閉。如果碰到兩條線，負債年增

速不得超過 5%，顏色是橙色；

還有那麼一點可能融資的機會。

碰到一條線，負債年增速

不得超過 10%，是黃色；如果

只碰到一條的話，去融資應該

還能融得到，但是利息很高。

三條線都未碰到也不一定就說

明你安全，負債年增速不得超

過 15%。這對於往年動輒 20%
以上的債務增速來說，也是杯

水車薪。（下轉 B2）

央行不降息 
地產市場將崩潰？

財經 
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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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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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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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周利率 * 
無需付款
直到

并且

早 9 點 ~ 晚 6 點   優惠活動截至：8 月 29 日晚 6 點

SOUTHPOINTETOYOTA.COM
不要錯過這次活動 - 8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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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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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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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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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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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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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
 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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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那個前將軍何武因

為沒有推薦王莽當司馬，王莽攛

掇孔光找個藉口出面參奏，讓朝

廷把老何「炒了魷魚」，此時，

王莽想想，覺的不解氣啊，他授

意甄豐，誣蔑何武和呂寬案有

關，拉著囚車去何家抓人，何武

為免受辱，當場自殺。王莽又想

起那個被自己趕回封地的六叔紅

陽侯王立，還有一個堂弟平阿侯

王仁，這二位為人正直，不肯依

附王莽，這次也被王莽以這個案

子為藉口害死了。整個呂寬事件

中，被王莽所害的人，包括漢元

帝的妹妹敬武長公主，還有樂昌

侯王安，等不肯依附王莽的，共

有幾百人。

這個消息傳出，震動天下。

當時，有個讀書人正在長安「深

造」，名叫逢萌（字子康），通

曉陰陽之術，他聽說王莽殺害

了親生兒子王宇，又利用呂寬

那幅「抽象派」的「藝術品」，

陷害了很多人，憤然對朋友說：

「三綱絕矣！」（《後漢書 • 逢萌

傳》），他說，這樣的環境，一

定會有大禍亂，我們如果留在這

裡，遲早也要遭殃。他把帽子掛

在都城東門外，表示自己不肯屈

身事莽，留下「掛冠歸去」的典

故，帶著家人乘船渡海，到遼東

避禍去了。

野心的膨脹

能聽到的反對之聲越小，野

心就膨脹的越大，在「王莽工作

室」策劃下，朝廷又給王莽加了

九錫，所謂九錫，是皇帝給臣子

的九種最高賞賜，包括車馬、冕

鎏、衣服、樂器、斧鉞等等，總

之，這一套儀仗通常只有天子才

能用，因而，「王莽工作室」這

個「策劃」的用意就顯而易見了。

公元五年，十四歲的漢平帝

病故於未央宮。對於此事，在民

間故事和歷史演義裡，都說平帝

是被王莽下毒所害，但是，沒有

確鑿的證據，在正史中也沒有相

關的記載。本著「無罪推斷」的

原則，這項「謀殺罪」，我們暫

且不記在王莽名下。但是，他接

下來的行為卻是無論如何都賴不

掉的。

國不可一日無主，得找人

來繼承帝位啊，選誰呢？元帝的

據他老師董仲舒的學說推論認

為：「石、柳都屬陰，乃下民之

象，泰山是改朝換代時天子向上

天報告的地方，現在巨石自己站

起來，死了的柳樹又復活了，非

人力能及，這表示，有人應該從

平民成為天子，漢皇室是帝堯的

後代，有禪讓帝位的傳統，既然

蟲食樹葉，咬成『公孫病已立』

的文字，那麼，漢天子應該按照

傳統的老規矩，從公孫家族裡選

出一個人，讓位給他。」

他把自己的推論寫成「報

告」，交給了漢昭帝。漢昭帝時

年十六歲，年紀還小，由大將軍

霍光輔政。老霍一看，嘿，好小

子，你這是利用「高科技」玩政

變啊，妖言惑眾，砍了。

未曾想，此事最後的結局

卻令大家大吃一驚。漢昭帝早死

無子，眾大臣一番折騰，最終找

到一位漢武帝流落在民間的曾

孫——劉病已，繼承皇位，是為

漢宣帝。此時，人們才明白當年

的蟲食文字——「公孫病已立」

的符命，到底是甚麼含義。正如

眭弘所說，漢皇室劉家是帝堯的

後人，而帝堯是黃帝的後人，

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史

記‧五帝本紀》），所以，把這

句「公孫病已立」翻譯一下，就

是「劉病已立」，而劉病已當初

流落民間，確實是從平民成為天

子，符合了老眭的分析。

劉病已想想眭弘這個案子，

覺的這老兄太冤枉了，老眭的「研

究方向」搞錯了，這只是「專業水

平」的問題，罪不致死啊，作為

補償，他又「聘請」老眭的兒子來

作「政府顧問」（議郎）了。

稍早些時候，還有一個案

例。秦始皇三十六年 ( 公元前

211 年 )，天上掉下一塊大隕

石，落在東郡（今河南濮陽西

南），石頭上赫然寫著「始皇帝

死而地分」（《史記 ‧ 秦始皇本

紀》），有人認為這是人為刻上去

的，秦始皇當時也這麼想，這不

是破壞「和諧社會」嘛，於是，

把這塊石頭周圍住的人都抓來審

問，最終也沒問出個所以然。結

果，按照秦朝的苛法，石頭周圍

的居民都被殺了。但是，這種掩

耳盜鈴式的「把不穩定因素消滅

在萌芽狀態」，改變不了上天的

安排，沒多久，秦始皇死了，天

下諸侯並起，果然是「始皇帝死

而地分」。

上述兩件事年代有些久

遠，有的朋友或許還是覺的有點

「玄」，那我們不妨看看一個當

代的例子。貴州省平塘縣掌布鄉

桃坡村浪馬寨，也有塊大石頭，

此石幾百年前從石壁上墜落而下

後分為兩半。以前，石旁有一條

大蟒盤踞，無人敢靠近。 2002
年，那條大蟒突然「不告而

別」，一個叫王國富的人清掃此

地時，偶然發現巨石裂面有六個

大字，描述的就是現在正在發生

的事。中科院的權威地質專家們

曾去實地考察，最後得出結論，

這幾個字是天然形成的。（未完

待續）

義的人，聽到「符命」、「天命」

這樣的詞，可能會條件反射式的

稱之為「愚昧」，事實上，從古

到今，類似這種「符命」的出現

始終沒有斷絕。既然謝囂上報的

是一塊石頭，我們不妨舉幾個有

關石頭的例子：

距離我們這個故事不遠的漢

昭帝時代，就有一個很著名的案

例。漢昭帝元鳳三年（公元前

78 年）正月，有一天，泰山某

處突然有很大的噪音，當地居民

出門一看，有塊巨石自己晃晃悠

悠的「站」起來了——「孝昭元

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

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

自立」（《漢書 ‧ 眭弘傳》）。這

可真是塊巨石，高一丈五尺（約

五米左右），「大四十八圍」（《漢

書‧眭弘傳》）——四十八個人

才能合抱，而且「入地深八尺」

（《漢書 ‧ 眭弘傳》），在起重機

還沒出生的時代，即使有人想作

弊，也沒辦法在瞬息間把這麼大

一塊石頭立起來呀。

幾乎在同時，皇家花園——

上林苑裡有棵大柳樹，本來已經

折斷在地，可是突然又活了，而

且還長了枝葉，更神奇的是，樹

葉被蟲子啃出文字，顯示的是一

句話「公孫病已立」——「上

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

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

孫病已立』」（《漢書‧眭弘傳》）。

因為這幾件異象，還惹出

一樁公案。當時，有位「政府顧

問」（議郎）眭弘（字孟），根

（四）

後裔一個沒剩，只好從宣帝的後

裔裡找。宣帝的曾孫輩兒裡，還

活著的，封王的有五位，封侯的

四十八位，按輩份算，都是哀帝

和平帝的堂兄弟。可是，這些人

王莽都不同意，他的理由是，同

輩的兄弟之間不能繼承皇位。這

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平帝和哀帝

也是同輩兄弟，當初哀帝駕崩

後，迎立平帝進京繼位，還是他

王莽的提議。王莽無非是因為宣

帝的這五十幾位曾孫都是成年

人，一旦君臨天下，他就不能像

以前一樣專權了，所以，他選了

宣帝最小的一個玄孫劉嬰，這孩

子當時才兩歲，坐上龍椅也不過

就是做個樣子罷了。

「王莽董事會」剛剛商定了

這件事，忽然有人來報，前輝光

謝囂有事上奏 。前輝光和後丞

烈，都是漢平帝時劃分的京畿二

郡，既是地名，也是官名，類似

今天北京的通縣、昌平區之類。

謝「區長」帶來一個對王莽來說

非常好的消息，據說，武功縣長

在疏通水井的時候，發現一塊石

頭，上面刻著幾個紅字——「告

安漢公莽為皇帝」。類似事件，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被稱為「符

命」，謝「區長」這次 上報的這

個符命，其內容就是上天要任命

王莽當皇帝。

有趣的石頭

這段歷史講到這裡，我們

需要解釋一下，「符命」這東西

到底是否存在？迷信絕對唯物主

央行不降息 房地產市場將崩潰？
（接 A1）根據報導，地產

前 100 強企業基本都上市了，

其中大約有 40% 左右的公司三

條紅線全中，包括全國一線房企

中，恆大、富力、融創、金科、

綠地、華夏幸福、華髮、中鐵

建、金輝……等房企。

也就是說短期內，這 40%
房企統統是不能新增負債，融資

大門被關上了，這對於這些依靠

資金維持的房地產巨頭來說，已

經是燃眉之急了。

有 30% 公 司 中 了 兩 條，

它們已經開始到處找錢了。有

20% 公司中了一條，甚至連

萬科這種經營風格還算穩健的

公司都中了一條。像碧桂園、

綠城世貿、金茂、陽光城、中

交、格力、雅居樂、珠江、新

城等房企，都或多或少的觸碰

到了 1-2 道紅線。短時間內，

上述房企的融資大門，也將受

到非常大的限制。

完全一條都不中的公司，佔

比只有 10% 左右，基本上都是

中海、招商、保利等這種地產圈

裡以保守出名的老牌央企。

目前這條消息的具體條款未

明確，但房企融資再度收緊的信

號卻已頗為顯著。 7 月 14 日，

銀保監會表態稱，嚴禁資金違規

投向房地產；隨後的 24 日，中

央召開房地產工作座談會，提出

防止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

中指院數據顯示，7 月房

企信用債平均票面利率為 5%，

比 6 月發債成本提高 0.6 個百分

點，創下 2 月份疫情暴發以來

的利率新高。

可以說，房地產融資在經

歷了今年前幾月的短暫寬鬆窗

口期後，又恢復至近年來緊繃

的狀態。很多人不理解不能發

債對這些房企意味著什麼。以

恆大為例，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恆大資產負債率高達

83.55%，負債總額 1.75 萬億，

位列房地產行業第一（碧桂園

1.56 萬億元，萬科 1.34 萬億

元），這樣的負債超過了武漢、

成都、長沙、新疆、甘肅、海

南的 GDP 了。海南人要四年不

吃不喝，才能填平他們三巨頭

中一個的負債。

在恆大 1.75 萬億負債中，

其中流動負債達到了 1.26 萬億

元，同樣居行業之首。其中 1
年以內到期的為 3758 億元，1
至 2 年到期的為 2340 億元，這

也意味著，自 2019 年 6 月起，

兩年內，恆大面臨的債務金額將

高達 6100 億元，其中很多是高

利息的外債。

這些需要密集償還的債務，

需要恆大源源不斷地現金流。房

企獲得資金的兩個渠道主要有就

是發債和售樓，現在不能發債

了，只能售樓了。

所以才會有前段時間恆大

大手筆甩賣出售旗下的 223 個

寫字樓、酒店、購物中心、商

鋪、商業等業務資產的大手

筆，其實就是回籠資金。而恆

大這兩年的 7.5 折售樓也是這個

目的，為了降低負債。如果恆

大成為地產恆壓的最先出現雷

爆的房企巨頭，其他房企可能

會一個個跟進。

當然，除了給房企斷資

金，中國政府在另外一塊也是

毫不手軟打壓。就是「哪裡的房

價抬頭就打壓」。這句話的另

外一層意思就是過去樓市調控

速度慢了，像深圳那樣房價漲

了大半年之後才出政策調控打

壓，是不被允許的。以後反應

要快，下半年，無論哪個城市

但凡房價有了冒頭傾向，就要

堅決打壓，當然這包括提高社

保繳納年限、提高首付比例以

及限貸限賣等各種措施。

不管是從金融風險來看，

還是從樓市對實體經濟的抽血

效應來看，過去這麼多年形成

的經濟泡沫已經威脅到國家存

亡了，現在不會再允許樓市繼

續上漲了，中國樓市即將迎來

史無前例的衰敗。

那些沒有國企背景，並且前

期拿了不少地的民營企業，大概

率會大幅度降價收割回籠資金，

來爭取活下去的機會。下半年房

企大規模的降價潮將開啟了，只

是到時有沒有人願意出手「為國

接盤」，那就是個人的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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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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壇建於明朝永樂十八年，是

明、清兩朝皇帝進行祭天活動的禮儀建

築，整個面積比紫禁城還大四倍。天壇按

照「敬天禮神」的思想設計，建築技藝表

現出傳統的中國人對天的崇敬。

天壇主體建築都為圓形，象徵天圓；

主要殿頂為藍琉璃瓦，象徵青天。天壇闢

有六座天門，主要建築圜丘壇、皇穹宇、

祈年殿等用丹陛橋連接。丹陛橋，又叫神

道，長 60 米，寬 29 米，南端高 1 米，

由南向北升至米，象徵此道與天宮相接。

圜丘壇，是皇帝舉行祀天大典之地。

圜丘為三層，每層九個臺階，從各層到登

壇石階、石欄板和望柱等數目，均採取

九九的倍數。通過對「九」的反覆應用，

以強調天的至高無上地位。

站在圜丘高壇上，四野開闊，使人

似乎手可觸天，腳可離地，彷彿在天上

行走。站在圜丘壇的天心石上說話，雖

然只用了很小的聲音，卻可以產生很大

的回音，使人感受到「人間私語、天聞若

雷」。

祈年殿，是舉行祈穀大典的地方。這

座三重檐逐層向上收束成傘狀的圓形宮

殿，金碧彩繪，高 8 米，直徑 2 米，雄

偉壯觀，給人一種拔地擎天的氣勢。

殿內大柱及開間，分別寓意一年四

季、十二個月、十二時辰及周天星宿等，

使人步入壇內如踏祥雲登臨仙閣；跨出祈

年殿的大門，順甬道往南望，門廊重重，

天地渺然雄渾，似極目無盡，如在天界。

天壇以寧靜深遠而著稱，其意境美主

要體現在高、圓、清等幾個方面。高，即

崇高，表現天空的遼闊高遠，表現「天」

的至高無上，以感受到上天的偉大和自身

的渺小。如祈年殿比紫禁城太和殿還高出

三米；圜丘壇四周設置低矮的壝牆以襯託

主體建築的崇高；祈年殿和圜丘壇的整個

外輪廓直接與天空連接，彷彿高入雲霄。

圓，不僅指外形的圓，更是一種祥和

的象徵，蘊含著宇宙萬物，循環往復，周

而復始，

清，是一種高清的境界，為清新。如

天壇的基本色調整體是青色，不論是天

空、樹林，還是琉璃瓦都屬於青色，與蔚

藍的天空相協調，樹木和大面積的植被枝

葉蔥蘢，生意盎然。

天壇的建築設計，集古代哲學、歷

史、數學、力學、美學、生態學於一爐，

成功地表達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文：白雲飛

The Temple of Heaven in Beijing, built 
in the 18th year of Yongle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a stately building used by the 
emperor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make annual prayers to Heaven. The en-
tire area is four times larger than the For-
bidden City. Designed with the concept of 
“respecting the heavens and the gods,” the 
architectural skills of the Temple of Heaven 
show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eoples’ great 
respect for the heavens.

 The main building of the Temple of Heav-
en is circular, symbolizing the sky and uni-
verse; the main hall is covered with blue 
glazed tiles, symbolizing the blue sky. The 
Temple of Heaven has six heavenly gates. 
The Vermilion Steps Bridge connects the 
main buildings, such as the Circular Mound 
Altar, the Imperial Vault of Heaven, and 
the Hall of Prayer for Good Harvests. The 
Vermilion Steps Bridge, also called Shinto 
or Gods’ walkway, is 60 meters long, 29 
meters wide, and 1 meter high at the south 
end. It slowly ascends from south to north, 
symbolizing how the road connects with the 
heavenly palace.

 The Circular Mound Al-tar was the place 
where the emperor held a ceremony to wor-
ship Heaven. The circular mound has three 
floors, each with nine steps. The number 
of countertops on each level to the stone 
steps, slabs, and pillars of the altar are in 
nonuplets, through the repeated application 
of the “nine” to emphasize Heaven’s su-
premacy.

 Standing on the Circular Mound Altar, the 
wide-open view makes people seem to be 
able to touch the sky with their hands and 
feet off the ground as if walking in the air. 
Speaking on the Heaven Heart Stone on the 
Circular Mound Altar with a small voice 
can produce a great amplification, helping 
people communicate with the heavens.

 The Hall of Prayer for Good Harvests is 
to hold the ceremony of praying for good 
harvests. This round palace, painted in gold 

and green, is 8 meters high and 2 meters in 
diameter, with triple eaves condensed layer 
upon layer into an umbrella shape. It is ma-
jestic, providing an aura of being uplifted to 
the heavens themselves.

 The big pillars and open-ings in the hall 
sym-bolize the four seasons of the year, 
twelve months, twelve hours of the day 
and night, and the constellations in the 
sky,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stepping on 
clouds and visiting the fairy pavilion when 
stepping into the altar. When stepping out 
of the gate of the Hall of Prayer for Good 
Harvests and following the corridor to look 
southward, one will see multiple porches, 
boundless and magnificent sky and earth, as 
if in the heavens.

 The Temple of Heaven is famous for its 
tranquillity and profound environment and 
embodies its artistic conception i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high, round, and bright. 
High, namely, sublime, expresses the vast-
ness and loftiness of the sky and shows the 
supremacy of “heaven” to feel the greatness 
of Heaven and the smallness of oneself. 
For example, the Hall of Prayer for Good 

Harvests is three meters higher than the 
Hall of Supreme Harmony in the Forbidden 
City. Low walls are set around the Circular 
Mound Altar to set off the main building; 
the whole outline of the Hall of Prayer for 
Good Harvests and the Circular Mound Al-
tar is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sky as if it is 
high in the air.

 Round refers to not only the shape of the 
circle, but also a symbol of peace, contain-
ing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and going full 
circle.

 Bright is a realm of nobility and freshness. 
For example, the primary color of the Tem-
ple of Heaven is blue overall. Whether it is 
the sky, the woods, or the glazed tiles, they 
are all blue, which is in harmony with the 
blue sky. The trees and large areas of vege-
tation are lush and flourishing.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the Temple of 
Heaven integrates ancient philosophy, his-
tory, mathematics, mechanics, aesthetics, 
and ecology, successfully expressing the 
philosophy of “harmony of man and na-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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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壇建築與敬天文化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Temple of
 Heaven and the Culture of Respecting

A Sage Is Able To Bring Teachings 
Everywhere

 A long time ago, the farmers on Mount 
Li invaded the borders of farmland that 
belonged to others. Emperor Shun (2294 
– 2184 BC) went to the foot of Mount Li 
to farm the land. After one year, incidents 
like that did not happen again. Another 
time, the fishermen by the bank of the Yel-
low River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high grounds in the river. Shun went there 
to fish. A year later, the fishermen learned 
to respect the elderly. In the area of East 
Yi, the ceramic makers often produced low 
quality products. Shun went there to make 
ceramics. One year later, the ceramics pro-
duced in that area were of good quality.

 Confucius praised, "Farming, fishing, and 
ceramic making were actions governed by 
Shun. Shun went to those places to teach 
the people to farm, fish, and produce ce-
ramics. Shun touched the people's heart 
with his honest, trustworthy, benevolent, 
and virtuous behavior. The people were 
willing to learn from him. This is how a 
sage enlightens people. A sage teaches vir-
tue through his actions."

Be Strict With Oneself 
But Treat Others With Tolerance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771 – 221 BC), the 
army of the State of Jin attacked the State 
of Chu. Although the Chu army retreated 90 
li (Chinese measure for distance, about 25 
miles), the Jin army continued their attack. 
Chu's generals pleaded with King Zhuang 
of Chu (? – 591 BC), "Please let us coun-
terattack." King Zhuang replied, "When the 
previous King of Chu was in charge, the 
State of Jin did not invade Chu. However, 
Jin is now attacking us during my ruling of 
Chu. This is my fault. If I give an order to 
counterattack, Chu's generals will be dis-
graced and hurt. How can I allow that to 
happen?" The generals responded, "When 
the previous King of Chu was around, Jin 
did not attack Chu. However, now that we 
are the generals, Jin is attacking us. This is 
our fault. Please allow us to counterattack." 
King Zhuang lowered his head and sobbed 
for a while. Then he got up and made a ges-
ture of respect to each general.

 Upon hearing what happened in the State 
of Chu, the Jin people said, "The King 
and the generals of Chu can all admit their 
faults, and the King of Chu was humble and 
courteous toward them. Obviously they are 
all united, and their troops are coordinated. 
Therefore, we may not be able to conquer 
Chu if we press forward." As a result, the 
Jin troops retreated overnight.

 Confucius made a comment about the in-
cident, "With a few words in the imperial 
court, King Zhuang of Chu was able to 
keep the enemy's army at bay thousands 
of li away. Because the King and the offi-
cials placed importance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moral character, the nation lived in 
peace. It is no wonder that the State of Chu 
became a strong state. This is the principle 
stated in a poem from the Classic of Poetry 
- 'By treating everyone near and far away 
with tolerance and modesty, the nation will 
be stable'."

 When a virtuous person encounters any 
situation, especially during hardships, one 
should remind oneself with morality and be 
strict with oneself. On the surface it seems 
that one is preserving the righteous princi-
ples, but in reality one is preserving one’s 
own conscience and instinct. One should 
always remember to perform duties with 
a calm and peaceful heart, be strict with 
oneself but treat others with tolerance, and 
treat all beings benevolently.

Benevolence Begins 
With Oneself (Part 2 of 2)

天壇祈年殿 (Adobe Stock)

祈年殿 (Adobe Stock)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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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考查，發現這些鈾礦是

個巨大的天然核反應堆，形成於

20 億年前，共有 16 處，布局非

常合理。它能夠自我調節，安

全、穩定地輸出能量達 50 萬年

之久，最終也沒發生自我摧毀性

的爆炸，這樣的技術是現代人類

無法創造出來。

而且這個天然核反應堆在核

廢料處置和基礎物理研究方面，

給現代科學家們提供了全新的

思路。自從現代核能發電問世以

來，核汙染與安全一直都是人類

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二十億年前

的天然核反應堆卻完美解決了這

些問題，幾乎沒留下任何隱患，

它們利用磷酸鋁礦物俘獲和儲存

廢料達幾十億年之久，關於這個

技術，現代科學家至今都無法研

究明白。二十億年前，到底是誰

創造了這些高度先進、布局完美

的核反應堆？難道遠古時期，人

類就掌握了先進的核能技術？

著名古印度史詩《摩訶波羅

多》（Mahabarata），講述班度

和俱盧兩族爭奪王位的戰爭故

事，與《羅摩衍那》並稱為印度

兩大史詩，寫成於西元前 1500
年，據說書中記載的史實比成書

時間至少早二千年，就是說書中

的事情至少發生在距今五千多年

前。

此書記載居住在印度恆河上

游的柯拉瓦人和潘達瓦人、弗里

希尼人和安哈卡人兩次激烈的戰

爭。令人不解和驚訝的是，從這

兩次戰爭的描寫看，那是核戰

爭。

書中的第一次戰爭是這樣描

述的：「英勇的阿特瓦坦，穩坐

在維馬納（類似飛機的飛行器）

內，降落在水中，發射了『阿格

尼亞』（一種類似飛彈武器），

在敵方上空產生並放射出密集的

光焰之箭，如同一陣暴雨，包圍

了敵人，威力無窮。剎那間，一

個濃厚的陰影迅速在潘達瓦上空

形成，天空黑了下來，黑暗中

所有的羅盤都失去作用，接著開

始颳起猛烈的狂風，呼嘯而起，

帶起灰塵、砂礫，鳥兒發瘋地

叫……似乎天崩地裂……太陽似

乎在空中搖曳，這種武器發出可

怕的灼熱，使地動山搖，在廣大

地域內，動物灼斃變形，河水沸

騰，魚蝦等全部燙死。火箭爆發

時聲如雷鳴，把敵兵燒得如焚焦

的樹幹。」

第二次戰爭的描寫更令人毛

骨悚然：「古爾卡乘著快速的維

馬納，向敵方三個城市發射了一

枚飛彈。此飛彈似有整個宇宙

力，其亮度猶如萬個太陽，形

成煙火柱滾滾升入天空，壯觀無

比……屍體被燒得無可辨認，毛

髮和指甲脫落了，陶瓷器爆裂，

飛翔的鳥類被高溫灼焦。為了逃

脫死亡，戰士們跳入河流清洗自

己和武器。」

這兩場史前核戰爭的描述，

令現代人震驚與懷疑，帶著這些

疑問，現代考古學家在發生上述

戰爭的恆河上游，發現了眾多已

成焦土的廢墟。這些廢墟中大塊

大塊的岩石被黏合在一起，表明

它們曾被高溫熔化過。我們知

道，要使岩石熔化，最低溫度要

達到攝氏 1800 度，一般的大火

等達不到這個溫度，只有原子彈

等核爆炸，才能達到如此高溫！

另外，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

在《對話錄》中記載了一萬多年

前沉沒於海底的史前文明——亞

特蘭蒂斯的傳說，類似的記載還

有很多。現代的考古學家，也在

不斷的發現史前文明存在和毀滅

的證據，這些都在不斷地衝擊著

現代人類的思想觀念。

1968 年，一位美國業餘化石

專家威廉‧J‧米斯特（William 
J. Meister）在位於猶他州附近

的羚羊泉敲開了一片化石，發現

了化石中間有一個完整的人類腳

印，這個腳印踩在一隻三葉蟲

上。這個鞋印長約 26 公分，寬

8.9 公分，鞋印後跟部分下凹 1.5
公分，與現代人類所穿的便鞋

一模一樣，經專家鑒定，這的確

是人的鞋印。但這個腳印卻是在

二億多年前踩上去的，這麼遠古

的時代怎麼會有穿鞋子的人類？

豎立在印度新德里（New 
Delhi）紀念塔寺廟裡，有一根

高約 7 公尺，直徑約 49 公分，

重約 6 噸的鐵柱。這根鐵柱是

由熟鐵鑄成的，含鐵純度高達

99.72%，估計至少有四千年以

上的歷史，至今沒有任何生鏽現

象，磷、硫、風雨等侵蝕，對它

都不起任何作用。如此高超的煉

鐵技術，我們現代人類都不可能

達到。

像這樣的例子已多得數不勝

數，無法一一例舉，共同印證了

史前文明的存在，人類文明的輪

迴，已是不爭的實事。

從現存人類的各種神話傳說

與古籍記載中，我們發現了一個

共同規律：當人類被神創造出來

以後，神便一直看護著祂所造的

人類，傳授給人類文明。當人

類在發展過程中，道德不斷墮

落，慢慢背離了神，越來越不信

神時，便會斷絕與神的聯繫。佛

經中記載說，每到一定時期，人

類就會發生大劫難，被大面積毀

滅。

非洲有個加蓬共和

國富含鈾礦，由於這個

國家比較落後，自己不

能提煉，便將其出口到

法國。1972年5月，法國

一座核燃料處理廠進口

了這種鈾礦，經過化驗

發現，礦石中鈾235的含

量明顯低於自然含量，

懷疑被提煉過，便派出

科學家去實地考查。

第三隻眼睛
帶你看世界

◎文：李道真

神話密碼解譯  史前文明之
下

著名古印度

史詩《摩訶

波羅多》中

描 述 的 一

場 戰 爭 場

面。

◎文：蘭心

世界最大核聚變爐

◎文：紫雲

俄羅斯科學家研究

發現，病毒不僅具有生

物屬性，同時還具有精

神屬性，也就是說，病毒

有自己的「思維」。

2003 年 SARS 病毒在中國

出現，俄羅斯社會生態學國際

研究院的學者固班諾夫 · B.B. 在
《生命與安全》雜誌刊登了一篇

題為〈SARS——遠遠不僅是病

毒〉的文章。

文章中說，通過一系列試驗

和實踐，固班諾夫 · B.B. 得出了

病毒也有「思維」
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病毒實

際上是一種載有精神道德方面信

息的生物，它包含精神方面，也

包含生物方面。

我們人類所瞭解的只是病毒

的生物方面，這方面只占病毒的

一小部分，所以現代的醫學只是

在試圖治療病毒生物的一面，而

不是清除病毒的根本。」 
在 研 究 中， 固 班 諾 夫 ·

B.B. 發現，很多感染了病毒的

人，根本就沒有接觸過感染源，

而另外一些人，卻與感染了病毒

的人無論怎樣近距離接觸，就是

不會感染。無論是愛滋病、肝

炎、SARS 等病毒都是一樣。

固班諾夫 · B.B. 認為，這可

能與人的思維有關：「人的大腦

在活動時可以產生一個有形體，

而這個思維有形體卻有正與不正

的善惡之分。」

固班諾夫 · B.B. 說，如果

人體總能發出正的「思維有形

體」，病毒接近人體的時候，就

會被粉碎掉或根本無法接近人

體。那些經常發出不正的「思維

有形體」的人，即使只是有病毒

攜帶者從他身邊走過，或是只是

有病毒攜帶者注意到了他，都可

能讓他染上病毒。

世上最大的核聚變爐在法國

南部小鎮開始組裝，完成啟動

後，將會在地球上產生太陽般的

能量。

這個核聚變爐安裝在法國

南部的小鎮迪朗斯聖保羅，將

由約 100 萬個元件組裝而成，

整個設施重達 2.3 萬噸， 2300
人參加組裝工作，是世界上最

複雜的一項機械工程。「一步步

搭建這個設備，就像在精準的

時間線上，以瑞士錶的精度組

裝一個立體拼圖。」項目經理畢

格特（Bernard Bigot）說。這

個名為 ITER 的項目，目標展

示托卡馬克（Tokamak）核聚

變爐可以持續地、安全地，以

商業規模產生能源，比傳統的

核裂變能源安全得多，沒有堆

芯熔毀的風險，也不用處理殘

餘的核廢料。將為以商業規模

使用全新的、無盡的潔淨能源

奠定基礎。項目組稱，ITER 的

溫度將達到太陽內部溫度的十

倍。預計其輸出的能量可以達

到輸入能量的十倍，持續運作

可為約二十萬住戶提供電力。

科學家發明了一種被稱為

Brain Port 的感覺恢復儀，可以

透過皮膚、舌頭或耳朵來取代視

覺。

發明者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

神經科學家貝奇瑞塔說：「我們

是用大腦來看東西，而不是用眼

睛。你可以失去視網膜，但只要

你的大腦完好如初，你就不會喪

失看東西的能力。」

這個被稱為 Brain Port 的
感覺恢復儀，可以透過電極對病

人的舌頭進行每天二十分鐘的振

動性刺激，以恢復病患正常的前

庭功能，達到平衡的效果。亦可

透過皮膚、舌頭甚至耳朵來發揮

視覺的功能。這有點像盲人讀

書，不是利用眼睛，而是以手指

的觸覺取代視覺。

神奇感覺恢復儀
◎文：秀秀

舌頭很敏感，是傳遞感覺的絕

場所。

◎文：藍月

進化論是謬誤添新證

爾考斯卡（Anna Karnkowska）
說：「結果讓他們感到極其驚

訝。我們的理論會殺死這種生物

細胞，因為根據理論，這是不可

能存在的。」

美國國家生物技術資訊中

心（NCBI）的生物學家尤金‧

郭寧（Eugene Koonin）在《科

學》上說：「該發現具有實質性意

義：讓我們知道了真核細胞無須任

何線粒體而生存。」英國埃克塞特

大 學（University of Exeter） 生

物學家馬克‧凡登吉森（Mark 
Van Der Giezen）表示，這個

研究結果不可思議，「因為每本

教科書都說真核細胞的基本特

徵是具有線粒體。」

這個發現具有空前巨大的影

響力，它證明了生命的複雜多

變，而不像進化論者所假設的那

種公式般的簡單。迄今為止，科

學家已有多個發現，都證明進化

論根本無法解釋更多的生命現

象。美國科學會 eurekalert 網站

報導，丹麥科學家因為找不到足

夠的化石證據說明綠藻（Geen 
Algea）進化成所有的陸生植

物，而不得不向基因組中尋找進

化依據，但得到的研究結果正好

說明進化觀點是錯誤的。

進化論認為的真核細胞必須

依賴於線粒體而存活，然而科學

家發現，一種細胞並不具備線

粒體。這再次顛覆教科書的定

義，證明生命進化論是錯誤的。

加 拿 大 和 捷 克 科 學 家

共 同 發 現， 類 單 鞭 滴 蟲 屬

（Monocercomonoides）的真核

細胞中沒有線粒體。這個驚人的

發現，打破了「真核細胞」必須

含有線粒體，否則無法生存的教

科書定義。教科書上講述，線粒

體是進化出來的細胞器，是真核

細胞不可缺少的產能工廠。主持

該項研究的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

亞 大 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生物學家安娜 ‧ 卡

如果有病患的身體某部分失

去觸覺，應用此裝置也能設法將

視覺功能傳送到觸覺感官未受損

害的部位。就像駕駛飛機的機

師，遇到濃霧而失去地平線感

覺，仍可透過注意舌頭或身軀的

感覺而讓飛機維持平穩飛行。

貝奇瑞塔說，舌頭很敏感，

而且也很容易接受外來的信息，

因此會是傳遞感覺的絕佳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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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整理：宋伂文

人在承受苦難時容易尋求歪道來解決問

題，其實唯有保持正直的心念，視受苦當消業，

誠心祈禱，才能感通上天，化危為安。

唐武宗會昌年間，有個晉陽

縣令名叫狄維謙，是名臣狄仁傑

的後代。他為官清廉謹慎，凡事

只遵循正道而做，故治得晉陽百

姓夜不閉戶，道不拾遺。

一日，旱災降臨晉陽，數月

的炎日照得農田裂開，水井乾

枯，急得狄縣令在城隍廟中跣足

步禱。但凡是救旱之政，他都去

做了，仍不見一些效果，在計無

可施之下出著告示：「不拘任何

人等，如有能興雲致雨，本縣不

惜重禮酬謝。」

縣裡一班父老百姓聽說本州

有個郭天師，符術高妙，名滿朝

野，希望狄縣令能將他請來。狄

縣令只恐天師是大奸猾，未必有

真本事，便對父老道：「不如我

們近處尋訪真正潛修的人。」

父老道：「但天下有其名必

有其實，何必『現鐘不打，又去

煉銅』？只要官人肯出面為我

們求來天師，便是莫大的恩惠

了。」狄縣令順應百姓要求，敦

請天師來到縣中。

那天師名叫郭賽璞，原是本

州的無賴漢，自幼好習符咒，與

一名并州來的女巫結為夥伴。他

倆施符設咒，救病除妖，一邊招

搖，一邊蠱惑，竟在一番際會下

被聖旨賜號「天師」。

天師對女巫道：「此縣要我

等祈雨，運氣好的碰著下雨便

好，若沒這造化，怎麼打發這些

人？」女巫道：「這簡單，明日

我等只把雨期約得遠一些，這天

晴久了，好歹下一些，有了這一

點雨便算是我們功德了。萬一到

底不下，就把問題推到他們身

上，再甩手離去，屆時他們自亂

一堆，哪還有時間理會我們。」

次日，天師在祠前設立道壇

作法，前後定了二個雨期，皆無

雨。期間還令女巫到民間各處尋

旱魃，但見有懷胎將滿十月者，

便道是旱魃在腹內。民間多慌

了，富人家用錢財賄賂女巫，只

把一、二家貧婦推出來，說是旱

魃之母，拿水潑她。貧婦何辜？

狄縣令忍怒不言。

最後，天師推責道：「實由

縣令無德，又做官不才，老天才

不肯下雨。」就想收拾離開。狄

縣令明知天師是狡滑之輩，只因

縣民輕信才由著他妖惑多時。想

我一官人，今日被巫者侮辱，日

後還敢說自己是做官的？遂壓著

天師二人至城隍神前處置，不日

就死了。

神明在上，如果至誠地為民

請命，上天哪裡會鑒察不到呢？

於是狄縣令在神前叩頭虔禱道：

「倘若是縣令無德，就讓我一個

人受罪，不要重害百姓。今日我

立下心願，從此在祠後高崗上，

曝身於烈日之中，不得雨，情願

槁死，誓不休息。」

真是怪異！縣令在高崗一站

定，四周慢慢烏雲團圈起來，接

著雷震數聲，甘雨大注。這場雨

足足下了一個多時辰。

( 參閱《初刻拍案驚奇》)

精誠貫日 祈雨潤民 

◎文：李道真

熒惑守氐

「天人合一」是中華五千年歷史奠定

的精華文化，道家在講，儒家在講，中醫

也在講，但都是泛泛而談。天象究竟是甚

麼？怎樣與人合一？卻沒能說清楚，因為

那是純粹的天機。

以下以南北朝的一段歷史為例，那是

南朝宋文帝劉義隆三十年帝王生涯的最後

一年（公元 453 年）。用天文軟件回推到

那一年，會發現一個罕見的凶險天象——

熒惑守氐。

可能有許多歷史愛好者，知道「熒惑

守心」這個重要的天象，「熒惑守心、天

責帝君」，古代認為那是天子的天難劫

數；而熒惑守氐，就少有聽說。

氐，是二十八宿中東方蒼龍七宿中的

第三宿。東方七宿中，角、亢、氐、房、

心，這前五宿在東方文化中意義非凡，歷

史上的重大事件，大部分都在它們周圍演

繹展開。

熒惑，則是中國古代對火星的叫法。

在地球上看，火星色澤泛紅，熒熒似火，

在星空背景上有時順行、有時逆行，捉摸

不定，令人深為迷惑，所以叫它熒惑。它

是天罰之星，象徵著災難、戰爭、死亡。

人們看到的行星，比如說火星，總

是「順行─逆行─再順行」的運行著，這

與地球和火星之間的距離有關。兩者遠離

時，目測火星是順行；兩者相近時，目測

火星則像是逆行。當由順行轉向逆行，或

逆行轉為順行的拐點前後，火星運動很

慢，此現象稱為「留」，留在某個星宿的

位置，就叫守某星。

回推到公元 453 年 3 月 7 日的夜

空，看見火星停留在了順行、逆行的拐點

上，幾乎不動了。留守的位置深入了氐

宿深處。《漢書 ‧ 天文志》說：「熒惑入

氐中，氐，天子之宮，熒惑入之，有賊

臣。」

史冊的記載

南朝宋的太史令看到當夜的星空，發

現熒惑越走越慢，而且停留在氐宿之內，

內心越來越不安。

九天之後，當他肉眼能分辨出火星微

微反向移動，確認火星開始逆行了！確定

這是熒惑守氐的凶險天象，本能地感到危

險。起卦一算，大駭！不顧一切地去找皇

帝。二十四史的《南史》記載了他向宋文

天象影響人間的實例

帝稟報的話：「東方有急兵，恐有不測之

禍，如能在太極前殿列兵萬人，就能消

除。」

當晚，文帝正在和宰相商議如何秘密

廢掉太子，焦頭爛額之際，聽到太史令的

「無稽之談」，非常惱火。四十七歲的宋

文帝已經做了三十年的帝王，執政經驗很

豐富了，頭一次聽到這麼荒誕的占卜——

「東方有急兵！」

我沒接到稟報，你先算出來了？東方

誰謀反了？怎麼一點不見動靜？真有急兵

能從東方一夜殺到皇城？讓我派一萬人在

太極宮前守夜就能消災？豈有此理。

太史令搖搖頭，退了下去，自知天命

不可違。

正在此時，在皇宮的隔壁，東宮太子

府內，太子劉劭開始了兵變總動員。

太子劉劭是文帝的嫡長子，與弟弟及

女巫用巫蠱之術詛咒父皇早死，後來被告

「熒惑守氐」是凶險的天

象，曾經出現在公元453年的夜

空，那一年，南朝宋發生了弒君

篡位的事件。

發。文帝大怒，痛責二子，但是面對兒子

們的哀求悔過，又原諒了他們。沒想到劉

劭不思悔改，繼續和女巫密謀。文帝得知

後，下決心廢掉太子，詔宰相入宮中秘

議，卻被寵妃走漏了消息。

其實劉邵早已在東宮秘密練兵，得知

密報，連夜召心腹大將入宮。

次日天一亮，太子帶兵闖入皇宮，一

直殺到皇帝寢殿，弒君之後，又殺宰相和

近臣，而後栽贓宰相等人謀逆，說自己救

駕來遲。

天人合一

天象與人間對應：公元 453 年 3 月 7
日是火星進入氐宿最深入的時刻，在此時

停留轉向，3 月 16 日是肉眼可辨的火星

緩慢逆行的開始——當日太史令預警「東

方有急兵」，劉紹弒君篡位。 3 月 17 日

是弒父篡位的第一天。

劉
義
隆

◎文：若水

相由心生 相隨心滅  
大師斷裴度的臉相：眼光外浮，

縱紋入口，是餓死之相，便勸

勉裴度要努力修善。

數日後，裴度在香山寺拾得

一婦人的玉帶並歸還她，救了她

父親的性命。

日後又遇一行禪師，大師看

裴度目光澄澈，臉相完全改變，

告訴他以後一定會出將入相。裴

度以為一行禪師在說笑，禪師

道：「七尺之軀不如七寸之面，

七寸之面不如三寸之鼻，三寸之

鼻不如一點之心。」

果然，裴度歷任憲、穆、

敬、文四朝重臣，有著「勛高中

夏，聲播外夷」的盛名。史書稱

他「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其

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裴度有

子五人，都聲名顯赫，多有作

為。

好色斷送天定功業

另說裴章，山西省河東地區

人，他的父親與神僧曇照法師極

為友善。法師精於相術，他看裴

章的相，天庭飽滿，地閣方圓，

將來必有功名事業。

裴章二十歲時，娶妻李氏，

隔年，他到太原作官，妻子則留

在家中。數年後，裴章又遇見曇

照法師，法師十分驚訝於他相貌

的變化：天庭傾陷，地閣尖削，

掌心有黑氣盤繞。法師告訴他恐

有不測之禍，追問做了甚麼缺德

事。裴章反省數年來的作為，只

有在太原與女人私通，算是有

違倫理，並無其他虧心事。曇

照法師嘆氣道：「你本來有美好

的前程，奈何不知珍重，與別

的女人行淫，你這樣摧殘自己

的福德，實在太可惜！」

過不多久，裴章真的災禍臨

身，腹部中刀，五臟盡出而死。

諺語：「有心無相，

相由心生；有相無心，相

隨心滅。」說的是一個人

的相貌會隨著他的心性

而改變。以下為二則勸

善故事。

◎編輯整理：黃麗娟

人手拿一把扇子，扇面忽然

落到地上，就斷言：「骨肉分

離，不得相見矣。」

婦人哭著離開，途中巧

遇李淳風，便告訴剛剛發生

的事。李淳風斷言：「穿衣見

父，脫衣見夫，不用擔心，你

的丈夫今日會回來。」

將至傍晚時，婦人的丈夫

果然歸家。

由此可見，同一件事情卻

有不同的見解，預測的精深微

妙之處就是如此！

（參閱《梅花易數 ‧ 卷

五》）

斷卦 二馬入河

唐人李淳風，通曉天文星象

及曆法，曾經預測赤馬、黑馬入

河的事；誰問：「哪一匹馬先起

來？」有人演得《離》卦。《離》

為火，火為赤色，故斷言道：

「赤馬先起來。」

李淳風則斷說：「火未燃起

時，煙先發，故黑馬先起來。」

果然黑馬先起。

斷扇占卜

昔日，有一位婦人，她的丈

夫離鄉在外，很久沒有回來了，

就請李淳風斷卦；恰巧不在，轉

問他的兒子。李淳風的兒子見婦

占卜小故事

劉義隆：公有領域;其他圖片：adobe stock

南朝宋文帝

沒有聽從太

史令根據天

象的警告，

最終為太子

所弒。

不貪 改變餓死之相

唐朝裴度少時貧困潦倒。

一天，在路上遇見一行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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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有跪乳之恩， 
   鴉有反哺之義。

出處：《增廣賢文》

大意：羊羔有跪下接受母乳的感恩行

為，小烏鴉有銜食餵母鴉的情義，做子女

的更要懂得孝順父母。

古人云：百善孝為先。孝是中華民族

的傳統美德。在人的一生中，對自己恩情

最深的莫過於父母，所以說感恩父母，孝

敬父母，是做人的本分，是天經地義的。

   少壯不努力， 
   老大徒傷悲。

出處：《樂府詩集‧長歌行》

大意：年輕時不努力學習，老年時只

能後悔、嘆息。

點評：「少壯」的時候聽到這句話，

往往感受不深；「老大」的時候想到這句

話，往往徒有傷悲！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出處：晉‧傅玄《太子少傅箴》：「故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

則影直。」

大意：比喻親近好人可以使人變好，

親近壞人可以使人變壞。

點評：環境對於人的影響是重大不可

逆的。「孟母三遷」的故事也告訴我們，

要為孩子創造好的教育環境，讓孩子接受

潛移默化的影響。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出處：唐‧王之渙《登鸛雀樓》

大意：想看到更遠更廣闊的景物，就

要再上一層樓。

點評：站得越高，看得越遠。人生也

是這樣，只有不斷提升，不斷進取，不斷

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才能在思想上達

到愈來愈高的境界，事業也才能取得愈來

愈高的成就。

   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出處：北宋‧劉彞《畫旨》

大意：「讀萬卷書」是指多閱讀，吸

收書本知識，使自己具有淵博、紮實的文

化素養；「行萬里路」則是指不能單純執

著書本知識，還必須廣泛瞭解、認識和接

觸社會，才能實踐於生活中。

點評：孩子的考試成績，家長不要過

度看重，應讓孩子多旅行，接觸世界，對

孩子的成長會更有啟發。

   不怨天， 
   不尤人。

出處：《論語》

大意：遇到挫折與失敗，絕不找藉

口，不把責任推給別人，這話後來也演變

為成語「怨天尤人」。

點評：求人不如求己，怨人不如責

己。培養孩子自我反省和樂觀進取的精

神，這樣日後遇到困難和挫折時，才能正

確面對。

    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 
    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出處：《孔子家語》

大意：好的藥物味苦，但對治病有

利；忠言勸誡的話聽來不順耳，卻對人的

行為有利。

點評：孩子要能接受別人批評，因為

人人都會犯錯誤，經別人指出，若能接

受，就可以改正錯誤。否則錯誤一直存在

下去的結果，最終受害的還是自己。

  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出處：《道德經》：「合抱之木，生於

毫末；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大意：千里長路，都是從邁出第一步

開始的。比喻每件事情都是從頭做起，按

步就班進行的。

點評：教導孩子無論做任何事，貴在

堅持。

   業精於勤，荒於嬉； 
   行成于思，毀於隨。
出處：唐‧韓愈《進學解》

大意：想要在事業或學業更加精進，

就要努力勤勉，太貪玩放鬆，只會一事無

成；做人處事，必須三思而後行，才會有

所成就，馬虎隨便只會導致失敗。

點評：教導孩子做事要養成善始善終

的習慣，切忌半途而廢。

   博觀而約取， 
   厚積而薄發。

出處：宋‧蘇軾《稼說》

大意：廣泛閱讀，多瞭解古今中外人

事，學習好的部分；知識平時就要學習積

累，到需要的時候，便可以運用自如。

點評：今天獲取知識和信息的途徑

變得更廣泛多元化，但如何選擇也非常

重要。                 （來源：看中國網）

在很遠很遠的地方，有一個古老的王

國。那裡的環境風調雨順，田地間穀物茂

密，道路旁百花叢生；那裡的百姓民風淳

樸，安居樂業，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那

裡的國王擁有慈悲與威嚴，以仁愛管理和

教化一方百姓。那是一個充滿著歡歌笑語

的樂園，雖然在四周都在荒蕪沙漠的圍繞

之中，那裡卻是生機勃勃，既沒有飢寒，

也沒有戰亂。

這是一個純淨的世界，純淨得在這裡

找不到一絲灰塵，純淨得沒有一個人有自

私的心。不是世上沒有灰塵，而是因為灰

塵一旦出現就會立刻被打掃乾淨；也不是

王國裡沒有一個自私的人，而是因為有罪

的人會遭到永遠的流放，到那荒蕪的沙漠

之中生活。

有一個犯人被帶到了國王的面前，他

偷了鄰居的物品。國王憐憫的看著他，惋

惜的說：「我的孩子，是甚麼助長了你自

私的心理？是甚麼使你失去了自己的理

智？你的行為使你喪失了在這美好的世界

裡生活的資格，你將被流放到那荒蕪的沙

漠。」

犯人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說：「我

的王啊！請您慈悲！一時的糊塗讓我犯下

了悔恨終生的錯誤！一絲邪惡的妄念，讓

我永遠失去了這美好的一切！我的王啊！

請您慈悲！離開了家園，我將一無所有，

在荒蕪的沙漠裡，叫我如何生存？我的王

啊！請您慈悲！我保證不會再生出一絲的

邪念，我保證不會再做出任何無理智的妄

為！請相信我，給我一個回家的機會。」

國王走下寶座，伸出溫暖的手撫摸著

犯人的頭，慈悲而威嚴的面孔露出了些許

的笑容，說：「我的孩子，我看到了你一

顆真誠向善的心，你的善念創造了你被救

度的機緣。可是我的孩子，邪惡的妄念已

經侵蝕了你曾經純潔的心靈；無知的妄為

已經讓你背上了黑色的罪業。我的孩子，

純潔的世界不能被一絲的灰塵所汙染，所

以你只有洗清你的罪業才能回到這美好的

家園。」

犯人趴在地上，嚎啕大哭：「我的

王啊！請您慈悲！再給我一個回家的機

會！」國王返回寶座，舉起權杖，做出了

最後的判決：「我的孩子，你將被流放到

荒蕪的沙漠，可是那裡將不是你最終的歸

宿。你要在那裡痛改前非，洗清罪業，千

年之後，我將親自前去接你回家！」

國王走下寶座，雙手扶起了犯人，

說：「我的孩子，準備上路吧！我的孩

子，你要記住：無論任何時候，不要忘記

家鄉的美好；無論那裡的生活多麼艱辛，

不要放棄你心中的善念；那裡不是你的久

待之地，千萬不要忘記故鄉的親人還在

等待著你回家！」犯人淚如雨下，俯首再

拜，依依不捨的離開了這個美好的王國。

這個荒蕪的沙漠，對於從美好的王國

裡被流放的犯人來說，就像地獄一般可

怕：日間灼膚的炙熱，夜晚刺骨的寒冷，

除了沙子和乾燥的空氣，這裡甚麼也沒

有。犯人早已吃完了所帶的乾糧，喝盡了

皮囊中最後一滴水。他沒有放棄，他還在

沙漠中執著的走著，執著的尋找著一線生

存的希望。因為，他想回家，牢記國王的

承諾，千年的救度成了他必須活下去的希

望與動力。他一邊走，一邊在心中呼喚著

王，終於他找到了一塊小小的綠洲。說是

綠洲，其實也只是一個快要乾涸的泥水潭

這是一首贈友詩。全詩寫情多於寫

景。三、四句隱含不滿朝政之牢騷。

詩開頭就說「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

心」，描述了晚年唯好清靜、萬事皆不關

心的心態，看似達觀，實則表露出詩人遠

大抱負無法實現的無奈情緒。

頷聯緊承首聯，「自顧無長策」道出

詩人理想的破滅和思想上的矛盾、痛苦，

在冷硬的現實面前，深感無能為力。

頸聯寫的是詩人歸隱「舊林」後的通

送適意。理想落空的悲哀被「松風吹解

帶，山月照彈琴」的閑適所取代。擺脫了

仕宦的種種壓力，詩人可以迎著松林清風

解帶敞懷，在山間明月的伴照下獨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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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 言 故 事 回家的承諾（上）
文 |廣宇

而已，周圍有著零星的綠色，潭中也活著

一些低等的生物。犯人在潭邊支起了帳

篷，開始了千年的等待。

犯人不是第一個找到這片綠洲的人，

也不是最後一個。他們大多都是犯了罪

後，被國王放逐的犯人，他們都在同樣的

思念自己的故鄉，他們同樣得到了國王千

年之後被救度的承諾。千年的等待是漫長

的，他們開始分工合作，組建了一個小小

的社會，圍繞著這片綠洲開始繁衍生息，

艱難的度日。

長期的營養不良，骯髒的水源，過度

的勞累，摧毀了他們的健康。第一批來到

綠洲的人，逐漸的都走完了他們短暫的生

命。臨死前，這位犯人看著自己食不果

腹的孩子，內心一片淒涼的說：「我的王

啊！請您慈悲！我等不到千年後，您親自

前來的那一天了。因為我的罪業，我的孩

子現在還留在這荒蕪的沙漠中受苦，請您

將來一定要帶著我的後代回到他們真正的

故鄉。」

戴罪的靈魂們也無法回歸自己純潔的

故鄉，他們繼續在荒漠中流蕩，圍繞著這

塊小小的綠洲繼續輪迴轉世。一代又一代

的過去了，美好的故鄉和國王的諾言，也

流傳了一代又一代，可是幾百年過去了，

這些就成為了一個美麗的傳說。

小小的綠洲上的資源，是極度匱乏

的。於是為了生存，人們開始互相爭奪，

戰爭、殺戮、征服；弱肉強食，勝者為

王；集權和暴政，以及大多數被奴役的

人，更加痛苦的生活。人們望眼欲穿的期

盼國王的救度，卻始終沒有來到。人們開

始懷疑祖輩們代代相傳的傳說，也許只是

一個美麗卻不實際的神話吧？也許只是為

了給自己製造在痛苦中活下去的信心，而

編造成的吧？                         （待續）

ADOBE STOCK

酬張少府
唐代/王維

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

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

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

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詩 
詞 
賞 
析

琴，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然而在這恬淡

閑適的生活中，依然可以感受到詩人內心

深處的隱痛和感慨。「松風」、「山月」

均含有高潔之意。

尾聯詩人借答張少府，用《楚辭．漁

父》的結意現出詩人企羨漁父悠然獨居，

不問人間窮通。歌入浦，以不答為咎，

合不盡之意於言外。「君問窮通理，漁歌

入浦深」，用一問一答的形式，照應了

「酬」字；同時，又妙在以不答作答：若

要問我窮通之理，我可要唱著漁歌向河浦

的深處去了。末句含蓄蘊藉，耐人咀嚼，

似乎在說：世事如此，還問什麼窮通之

理，不如跟我一塊歸隱去吧！而聯繫上文

來看，又似乎在說：世事如此，還問什麼

窮通之理，不如跟我一塊歸隱去吧！這就

帶有一些與現實不合作的意味了。

從表面上看，詩人顯得很達觀。可

是，這種對萬事不關心的態度，正是一種

抑鬱不滿情緒的表現，字裡行間流露出不

得已的苦悶，說明瞭詩人仍然未忘朝政，

消沉思想是理想幻滅的產物。「自顧無

長策，空知返舊林」兩句含義是非常深永

的。他沒有回天之力，又不願同流合污，

只能潔身隱遁。他又故意用輕鬆的筆調描

寫隱居之樂，並對友人說「君問窮能理，

漁歌入浦深」，大有深意，似乎只有在山

林生活中他才領悟了人生的真諦，表現出

詩人不願與統治者合作的態度，語言含蓄

有緻，發人深思。詩的末句又淡淡地勾出

一幅畫面，含蓄而富有韻味，耐人咀嚼，

發人深思，正是這樣一種妙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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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聘：
惠食街

【看中國訊】如果我們能夠再

現曾經的輝煌，能夠再現那樣的

時代精神，那豈不是很棒？好消

息是，保時捷能做到！

Porsche Heritage Design
個性化特制的首款作品將完整

展 現 在 911 Targa 4S Heritage 
Edition 之中，此款車所採用的

主題：外觀以強烈的櫻桃金屬紅

色（Cherry Metallic) 與 1950
年代流行的燈芯絨內裝風格來相

呼應。這款限量版車型既搭載了

先進的跑車科技，又具有歷史氣

息濃郁的設計特色，再現了昔日

的炫酷風尚。

在 50 年代，帶有「酒氣」

的紅色在汽車界非常流行，

Porsche 的第一款跑車 356 就

曾採用此系列的顏色。 356 所

採用的紅色共有三款：分別

為 Pascha Red（色 號 Reutter 
523、524）、Ruby Red（Reutter 
702） 以 及 Polyantha Red

（Reutter 604）。而在早期的 911
型號中，相似的顏色則特別被稱

為勃艮第紅（Burgundy Red），
由此命名更顯得「酒味十足」。

為了呼應當時最受歡迎的顏

色，50 年代的 Porsche 駕駛手

冊和書籍也以深紅色和白色制

成。不過，就像燈芯絨面料一

樣，此款紅色已被修改來合宜現

代的流行趨勢，並搭上櫻桃金屬

色、Targa 招牌的銀色 B 柱防滾

架，以及金色徽標相結合，營造

出高質感及和諧的印象。

賽車運動最早的 
戰鬥圖騰

此款車另一個設計元素也非

常引人注目，那就是車頭蓋上的

長矛賽車圖形，此款長矛形狀的

白色貼花是早期賽車運動中被採

用的戰鬥圖騰。古時候戰士會在

眼睛周圍畫上這圖騰，非常有震

攝敵人的氣勢。

其實在當時，當賽車發生

意外撞車後，車手會上漆以掩

蓋任何損壞的痕跡。後來慢慢

演變成用長矛狀的塗法來展現

「再戰」氣勢！另外，911 Targa 
Heritage Edition 的側面還具有

帶歷史性設計的賽車運動圖形，

例如，可以從 0 到 99 中選擇想

要的編號。

燈芯絨： 
典雅柔軟的織物

燈芯絨 (Corduroy) 是一種

柔軟、保暖性好的織物，表面有

脊線 (Cord) 而為此布料的特色。

許多高質感的視聽空間，例如音

樂廳、電影院等經常會使用燈芯

絨來作為隔音牆表面的首選。從

1952 年開始，Porsche 提供燈芯

絨作為座椅中心部位靠背處的選

配之一。

燈芯絨充滿典雅柔軟的質

感，代表了當代的精神和時尚趨

勢。一直到今天，很多高檔精

品服飾仍然會採用燈芯絨作為設

計材質。為了展現與眾不同的

質感，Porsche 也為此材質提供

了更好的座椅通風，以及更防滑

「抓背」安全性的改良設計。

在 911 Targa 4S Heritage 
Design Edition 中，阿塔卡馬米

色 (Atacama Beige) 的燈芯絨設

置在座椅和車門內板上。但與原

始布料不同的是，原本相對較高

的羊毛含量不再滿足當今座椅必

需要通風涼爽的要求，因此改用

了其他替代纖維，並且也使燈心

絨的橫向脊線外觀更加地清晰。

橫向脊線 Cord（亦稱為簾

線）是在布料中引入第二根經線

或緯線的機織織物，透過以纖維

絨頭為末端的線圈固定在一起編

織。對於所有類型的燈芯絨，典

型的是縱向或橫向肋，其間隔和

數量各不相同。而這也是燈芯絨

的英語原文：Corduroy 的命名

起源。

【看中國訊】每個愛上大自

然的靈魂，都有著說走就走的

自由之心，也都渴望與各方

美景來場意想不到的邂

逅。德國汽車品牌大

眾（Volkswagen）旗

下熱門的 Transporter
車系都有著露營車版

本。

第 5 代 大 改

款大眾 Caddy 車繫於

今年 2 月發表，在外觀上更偏

向於家用 MPV，並提供多款車

型讓消費者根據自身需求選擇。

不過，當時在歐美市場頗受歡迎

的露營車版本 Caddy Beach 並

未現身，直到今年 7 月 31 日，

VWCV 終於公布了多張繪畫

圖像，並宣告較小型的 Caddy
也將會有露營車版本，命名為

Mini-Camper，發表時間則預計

在今年 9 月左右。

其實，Caddy 並非第一次

擁有露營車型，早在 2005 年

開始 Caddy 就已經化身為露營

車，並且命名為 Caddy Beach。
全新 Caddy Mini Camper 將與

California 和 Grand California
組成露營車三兄弟，讓車主可以

在車上度過舒適的晚上，相信這

次的大規模改裝相當有看頭。

全 新 Caddy Mini Camper
會以第 5 代 Caddy 為基礎，並

添加了不少全新功能。根據原廠

的說法，新款車的最大特色在

於完全新打造的座艙，並盡可

能提供大型露營車 California 和

Grand California 的舒適性。

新款車最大的亮點是擁有全

新打造、面積達 1.4 平方公尺的

全景式玻璃車頂，讓露營玩家們

躺在車內就能仰望星空，在點點

星光陪伴下入眠。對於那些無意

觀賞天空，而且不希望被晨光喚

醒的車主來說，可以將所有車窗

和天窗都遮蔽，同時變成暗色窗

戶，提供高度隱私性。

車內還有一個全新的「近乎

兩米長」的大床，使用彈簧床

墊，直接固定於車身上的卡扣，

具備極佳的完整性，絕大多數的

成年人都可以舒服地躺臥其中。

此外，尾門上附有兩把輕便型可

折 疊

的野營椅和

一張野餐桌，另有兩個儲物袋，

當它們固定在後窗上時，還可以

發揮窗簾的用途，提供更多隱

私。

每一台 Caddy，其中包括

Beach 露營車，都配備了品牌最

新的操控安全科技，內含 19 項

駕駛安全輔助系統，帶來更完善

的安全性與更好的舒適性。例如

Travel Assist 旅行輔助系統，內

含全速域的轉向輔助與 ACC 定

速巡航輔助。

在動力系統方面，Caddy 
Mini Camper 提供 TDI 柴油引

擎和 TSI 汽油引擎兩種，其中新

世代 TDI 引擎分別提供最大馬力

75、102 及 122 匹三種選擇。四

缸柴油引擎都採用大眾集團新一

代的 CR 廢氣處理系統，有效降

低廢氣氮氧化物（NOx)）的排

放。而四缸 TSI 汽油引擎也具備

更好的能源效率和更低的排放，

最大馬力為 116 匹。不過原廠並

未提及是否會搭載 Caddy 其他

車型上可以選擇的 TGI 機械增

壓天然氣引擎。預計大眾將於 9
月初采在線虛擬方式進行 Caddy 
Mini Camper 發表會。

【看 中 國 訊】TOYOTA 旗

下的賽車部門 Toyota Gazoo 
Racing（TRG）並沒有忘了照

顧品牌經典超跑的玩家們，該

部門 7 月 6 日 宣布將重新生產 
2000GT 車系專用零件，幫助

車主修復經典愛車。

TRG 推出的這個專案主要是

複制已經絕版的部件，並將它們

出售給那些渴望繼續駕駛充滿回

憶的珍愛老車的客戶。在 2019
年 5 月，TOYOTA 曾 在 GR 
Supra 新聞發表會上宣布將複制

和售賣 A70 和 A80 Supra 兩款

經典老車的部件，當時也宣布下

一步會複制TOYOTA 2000GT。
T O Y O T A  2 0 0 0 G T 是 

Toyota 與 Yamaha 一同研發

的車款，一直到 1970 年結束生

產，僅生產了 337 輛車，相當

稀有。它採用當時最新的日本

造車技術，包括所搭載的 2.0 升

直列 6 缸自然進氣引擎，還有

匹配的 5 速手排變速箱、前後

雙 A 臂式懸吊、鎂合金輪圈與

輻射層輪胎等，還有可伸縮式

車頭燈，它的極速可達到 220
公里 / 小時，和當年的歐系跑車

平起平坐。

它曾參加了多次速度挑戰

賽，並創造了三項世界記錄（包

括 10,000 公里、 15,000 公里、

72 小時耐久賽），以及拿下 13
項國際挑戰記錄，並在多項國際

比賽奪冠，成為世界著名經典跑

車之一。Toyota Gazoo Racing 
將在今年 8 月開始接受車主訂購

全新的 2000GT 零件，首波提供

包括齒輪、墊片、油封、扣環、

檔位撥叉、軸承及止墊圈等。

復刻零件可以在 TOYOTA
各經銷代理商處購買，所有零件

只賣給車主並禁止轉售，零件生

產數量也會嚴格限制，確保其獨

特性與保值性。

幫玩家修復經典愛車 
Toyota Gazoo Racing

（本文圖來源：保時捷官網）

（本文圖來源：大眾官網）

將制作2000GT經典跑車部件

（本文圖來源：豐田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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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電影《八佰》去

年 6 月在中國大陸上映前夕遭

撤檔，其中劇情詳實描寫國民

黨積極抗日，被北京當局以「過

度美化國民黨抗戰」為由而喊

停，日前劇情經刪減後，才獲准

上映，4 天票房高達人民幣 9 億

元，引發熱議。

《八佰》21 日在中國各大戲

院上映，是武漢肺炎疫情解封后

第一部大片，4 天票房直衝人民

幣 9 億元，但該片卻也引發大

眾對於挑起中共和國民黨之間的

史實爭議。《八佰》由金馬導演

管虎執導，描寫 1937 年淞滬會

戰，國民黨軍隊死守四行倉庫抗

日故事，原定去年中在上海國際

電影節播放，卻突然喊卡。當時

正值香港反送中抗議行動，已引

起國際媒體注意，港民爭取自由

活動持續進行，劇中四行倉庫呼

應的主題或過於敏感，引發中共

隱憂，繼而即時撤片。到了年底

原排訂耶誕節檔期上映，沒想

到又再度被撤。《中央社》所報

導，因中共解放軍人士不滿《八

佰》，認為該片涉嫌「美化國民

黨抗日」以及「多次出現青天白

日滿地紅旗」。

後來據知情人士透露，《八

佰》片商仍不放棄，刪掉整整

13 分鐘「敏感」戲分，最後才

獲准上映。對於被「處理」刪減

的 13 分鐘劇情，陸媒早前傳出

參與演出的黃曉明，主動要求刪

減自己戲分，怕遭到連累，果然

他出場還不到 3 分鐘。黃曉明

是電影出品方「華誼兄弟」的股

東，連股東都看衰自家電影，外

界對該片更也是沒信心，甚至陸

媒爆料，最初電影首映活動還拉

不到品牌來贊助。

而阮經天戲分則被剪光。阮

經天飾演一名會中文的日籍記

者，與中國人一起同仇敵愾反對

日本侵略，卻因被發現是日本人

遭活活打死，被批諷刺中國人的

極端愛國主義，看似不是很重要

的一段情節最後也整個被刪掉，

只剩下一個模糊的影子。

另外，耳熟能詳的女童軍楊

惠敏「冒死渡河」為四行倉庫內

的「八百壯士」獻國旗 ( 青天白

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的

戲，雖然沒被刪除，但也被淡化

處理，近景國旗只出現紅色一角。

黃曉明阮經天遭刪戲

【看中國訊】大陸導演兼演員張國立

已 65歲，現在工作依然很拼。近日在劇

組拍戲的照片顯示，在拍完一場戲後，張

進房車換衣，再次現身時身子晃晃悠悠，

需要身旁的助手伸手扶著他的腰。

張國立當前不僅參演影視作品，而

且參加多檔綜藝。據傳只要有活，他不

挑不揀，全都攬下，經常一天工作 18
個小時以上。那麼到了退休年齡的張國

立為什麼還要這麼拼呢？

大陸有文章報導，張國立與「華誼

兄弟」簽下為期 5 年的對賭協議。自此

之後，張國立總是說自己的日子非常

苦，總是想著用什麼辦法把錢的窟窿給

人家填上去。文章認為「張國立攤上了

一個不省心的兒子，他被吸毒家暴的兒

子張默害慘了。」

早前有報導，2003 年 12 月，時讀

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三年級的張默因幾

次約女友交談被其拒絕，對女友拳腳相

向將其打傷，被校方勒令退學。張國立

替平息兒子「家暴」事件，2012 年，

張默吸食毒品被警方依法傳喚，北京

警方對張默進行行政拘留 13 天。第一

時間，張國立就出來代替兒子向公眾

道歉，懇求公眾再給兒子一次機會。

2014 年，北京官方微博通報張默等三

名演藝界人士吸毒被抓，最終他被判有

期徒刑 6 個月，罰款 5,000 人民幣。

有傳張國立為了張默的生計，開

辦了一家影視公司。張默囿於「劣質藝

人」身份不能拍戲，張國立就一直在舞

《八佰》禁封一年後上映

【看中國訊】阿根廷球王

梅西（Lionel Messi）正式向

效力 16 個球季的西甲巴薩隆

納球團發送傳真，要求中止合

約。巴塞羅納日前在歐冠盃八

強以 2：8 慘敗給拜仁慕尼黑

的奇恥大辱，加上對於新帥科

曼（Ronald Koeman）不滿，

導致梅西的出走。

根據《自由時報》引述《美

聯社》報導，梅西已經用傳真

方式告知球團即將動用合約中

的逃脫條款，上頭寫明在今年

6 月 10 日以前可以單方自由

解除合約，梅西方面認為由於

武漢肺炎影響本季成為特殊賽

季，可以使用此條款。

然而球團方面認為，梅西

的合約到 2021 年 6 月為止，

還有一個球季，若現在單方面

解除契約需要支付 7 億歐元的

違約金，不排除將來與梅西告

上法院。

現年 33 歲的梅西在 2000
年只有 13 歲時就加入巴塞羅

納，2004 年梅西 17 歲時展開

職業生涯，至今已經在巴薩效

力 16 個球季出賽 731 場、打

進隊史記錄的 634 球以及 285
次助攻，在此期間拿下了 6 座

金球獎獎盃。外界點名，梅西

下一步前去的球團包括法甲巴

黎聖日耳曼、英超曼城、義甲

國際米蘭。

離開巴塞羅納恐付7億歐元違約金
阿根廷球王梅西拋震撼彈

中國導演兼演員張

國立已65歲，現

在工作依然很拼，

但身體狀況大不如

從前。(網圖）

傳被兒子害慘

【看中國訊】第 57 屆金馬獎今天公布

「終身成就獎」得主，執行委員會議全票通

過選出導演侯孝賢，感謝他在電影的成就與

傳承苦心。侯孝賢表示，「我喜歡電影，我

拍電影，這就是我的信念。」

侯孝賢得知獲得「終身成就獎」後，第

一反應則是希望捐出獎金，直到工作人員提

醒才知道其實沒有獎金。

侯孝賢 1973 年踏進電影圈後，從場

記、編劇、副導開始累積經驗，1980 年執

導首部電影「就是溜溜的她」，之後陸續推

出「風櫃來的人」、「鼕鼕的假期」、「童年

往事」、「戀戀風塵」等電影，成為「臺灣

新電影」代表人物。他喜愛使用長鏡頭、空

鏡頭與固定鏡位，讓人物直接在鏡頭中說故

事，是他電影的一大特色。目前是臺灣電影

文化協會榮譽理事長。

侯孝賢 1989 年執導的「悲情城市」以

二二八事件為背景，挑戰當時禁忌話題。

此片拿下第 46 屆義大利威尼斯影展「金獅

獎」，成為首部在國際三大影展掄元的臺灣

電影。本片同時也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

道精神特別獎」、「金拍板獎」。侯孝賢並

以此拿下第 26 屆金馬獎「最佳導演」，也

讓演員陳松勇拿下最佳男主角獎。

侯孝賢 1993 年再推出「戲夢人生」獲

得坎城影展評審團獎，又以「好男好女」、

「南國再見，南國」、「海上花」、「千禧曼

波」、「最好的時光」多次入選坎城影展，

2015 年則以「刺客聶隱娘」獲頒坎城影展

最佳導演獎。

電影《八佰》中黃曉明、阮經天演出的「敏感內容」遭刪戲。（Getty Images）

侯孝賢獲金馬終身成就獎

台上，這家影視公司主要推出的作

品幾乎由張國立出演。

張國立現任妻子是演員鄧

婕，當年兩人一起拍了電視劇

《康熙微服私訪記》，因戲生情

最後走到一起，但是當時張國立

還有妻子羅秀春，也是一位演

員。雖然羅秀春的名氣不大，可

也參演過幾十部影視劇，當年和

張國立結婚之後生下了一個兒子

張默。羅秀春和張國立離婚的時

候，提出了一個條件，那就是他

和鄧婕不可以生孩子，張國立當

時也答應了。

據報導，張默一直不滿張國

立與其生母離婚，他從未喊過鄧

婕一聲「媽媽」。鄧婕一直都想

為張國立生一個孩子，但是都被

張國立拒絕了。在一檔訪談節目

中，鄧婕也提到了當母親這件事

情，這也許是她的傷心處，所以

留下了眼淚。

65歲張國立不能退休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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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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9月2日

青椒

Large Seedless Watermelons 無籽大西瓜

*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Roma Tomatoes 羅馬番茄 Green Peppers Granny Smith Apples 青蘋果3lb Red onions 紅洋蔥

Local Mini CucumbersMinneola Tangellos 明尼橘柚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本地小黃瓜

$38888 ea

Head Lettuce 西生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celery bunch.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 棵西芹。

$1282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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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98
lb

$28888
ea

$0787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0 7878
lb

$009898 ea
$ 09898

lb
$

and get a free celery bunch.and get a free celery bunch.

獲得1 棵西芹。

$

Green Peppers 

$$

Granny Smith Apples

Large Seedless Watermelons

Roma Tomatoes3lb Red onions

3 磅裝

有湯萬事足 廚師的智慧 | 魚丸湯
◎ 文 :米莉

二千多年前的一位廚師發現將魚肉剁成泥，

可以煮出另一番好滋味。

早期漁民將過剩的魚貨製作

成魚丸，藉此延長保存，在中國

沿海地區的傳統飲食中，常可看

到以魚丸入菜的小吃與菜餚。然

而，魚丸的起源卻不簡單，相傳

秦始皇的廚師發明了魚丸，魚丸

除了用來做小吃，也是精緻料理

的食材。

據傳，秦始皇很喜歡吃魚，

但又忌諱吃到魚刺，於是他出了

一道難題給御廚：凡是送到他面

前的魚料理只能是魚肉，不能有

刺。為始皇帝做菜的廚師百般苦

思卻不得要領，懊惱中舉起菜刀

背猛砸魚鮮，竟將魚刺擠壓脫離

魚肉。

廚師見狀大為驚喜，順勢將

魚肉與刺分離乾淨，剁成泥，捏

擠成一顆顆的小丸子，放入燒沸

的湯中煮熟，趁新鮮，稍微調味

後就送給秦始皇品嘗。這道魚料

理受到秦始皇的認同，從此魚丸

就成為宮廷中的御膳佳餚，並廣

為流傳。

美味的魚丸也是廚藝功夫的

展現，杭州菜講究火候，杭州魚

丸素有入口帶有空氣感、軟綿如

豆腐的美名，一吃難忘。同時，

每日限量製作以確保魚丸的最佳

口感與鮮度。據說，培養一個杭

州菜廚師，手做魚丸是必練功夫

之一。

食
材
鮮魚 400g、麵條 2人份、豆芽菜、蛋
白、白酒適量。

蔥薑水：蔥、薑各取 1份切細，加 20倍
的水打勻成泥，過濾渣質，即為蔥薑水。

取魚肉：鮮魚去頭、骨、皮，留魚肉。
打魚泥：魚肉加上蔥薑水，以果汁機
打成泥。

濾雜質：魚泥以極細的濾網過篩，去
除魚刺與筋膜。

凝結：加入蛋白繼續攪拌，加白酒繼
續沿同一方向攪拌。

捏魚丸：取適量魚漿，捏成球狀放入
清湯，以中火煮熟。在魚丸湯中放煮熟

的麵及豆芽即可。

作
法

家 常 魚 丸 湯 麵

麵條澆上麻油，拌勻，
冷卻備用。

取扁平的小寬麵，放
入蒸籠，蒸至6∼7分熟。

再將麵條放入滾水，燙

30秒，即可撈起。

1.煮麵

上海冷麵

芬芳
食堂

麻
油

◎ 文 : 李芬芳

夏天一到，上海人時興吃冷麵消暑氣，市面上各家美味冷麵

紛紛登場，或是家裡自己做，隨興發揮，也別有風味。

到了夏天，南北各種消暑麵食

紛紛登場，各有特色。上海冷麵融

合了爽口的麵食與冷菜，體現了上

海人對吃的講究，以及依四季而食

的智慧。著名的日本夏季什錦涼

麵，麵上整齊排列切絲食材，據說

就是從上海冷麵得到靈感而發明的。

道地的上海冷麵以生麵製作，

經過二道工序，先蒸後煮，麵條吃

起來爽口又有彈性。至於醬料，以

適當比例調和花生醬、醋、醬油、

糖，剛剛好的香濃，百吃不膩。選

擇澆頭，豐儉由人，別緻的涼菜，

或是簡單的涼拌三絲都很適合。

食材

番茄：1個
雞蛋：2個
青椒：半個

麵條：300克
綠豆芽：100克

調料

鹽：適量

麻油：適量

香醋：適量

鮮醬油：適量

白砂糖：適量

花生醬：適量

食材
列表

麵條蒸熟後，

如家中有老人，

可以燙更多些時

間，麵條軟熟後

再撈起。

澆頭也可以是
茭白、肉絲、黃

瓜，或其他時鮮

蔬菜，但通常用

綠豆芽即可。

上海冷麵味道
清淡鮮甜，特別

適合夏季食用。

美食
秘訣

香醋

所有蔬菜洗淨，番茄切
小塊、青椒切絲。 花生醬加入適量

水，大約為 1：1，
攪拌均勻。

熱油鍋，放適量鹽，倒
入青椒、綠豆芽，拌炒

均勻，起鍋備用。 取一個小碗，
倒入鮮醬油、香

醋、白砂糖，攪

拌均勻備用。

冷麵上擺放青椒、綠豆芽澆頭，
再放上番茄配色，即可享用美食。

冷麵先澆上花生醬，再加入鮮醬
油、白砂糖、香醋調料，攪拌均勻。

2.澆頭

3.醬料 4.拌麵
花生醬 鮮醬油

白砂糖

冷麵成品和製作過程：WINNIE WANG；其他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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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療
養生

「茶」是中華文化的代表之

一。早期以藥用為主，西漢後才

轉為茶飲，飲茶對身體助益多，

但若喝錯茶，反而傷身，應該怎

麼喝才對呢？

茶的分類

喝茶前可先瞭解茶的類別與

性質，像普洱茶有一種說法叫做

「生茶寒，熟茶熱」，那麼甚麼

是生茶？甚麼又是熟茶？

茶可分為六大類，按發酵度

來分，依序為：「綠、黃、白、

青、紅、黑」，茶也因烘培及發

酵程式分為生茶、青茶及熟茶。

生茶：焙火程度輕的毛茶，

茶鹼及咖啡因含量較多，如：紅

茶及綠茶，偏寒性。

青茶：輕焙火，屬於半發酵

茶，如：烏龍茶。

熟茶：高溫焙火，喝起來有

溫潤感，如：鐵觀音茶，偏熱

性。

不同體質類型的人適合喝的

茶類也有所不同。

飲茶的好處

《本草綱目》記載：「茶味苦

甘微寒無毒，主治廔瘡，利小

便，去痰熱，止渴令人少眠，有

力悅志，下氣消食。……茶苦而

寒，陰中之陰，沉也，降也，最

能降火。火為百病，火降則上清

矣。然火有五次，有虛實。若少

壯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

可能損傷脾胃，導致體內寒濕、

寒痰聚積，使人容易感到倦怠或

頭暈，因此飲茶最好喝熱的。

其他飲茶注意事項

1. 勿空腹飲茶。兒茶素、

咖啡因會導致胃液異常分泌現

象，空腹飲茶易傷胃。

2. 勿喝隔夜茶。俗語云：

「隔夜茶，毒過蛇。」茶葉中含

有蛋白質，如果擺放時間太久，

易孳生細菌，不可飲用。

3. 吃藥時忌配茶水。茶可

解除藥性，不可與中藥、補藥、

安眠藥及鐵劑等藥物同時服用，

最好服藥 2 小時後再飲茶為宜。

4. 用餐時不宜大量飲茶。

茶類會影響鐵質吸收，不建議吃

肉時配茶飲用。

5. 孕婦、貧血及缺鐵者不

適合喝太多茶，否則茶易與鐵結

合排出體外，造成更嚴重的缺鐵

與貧血現象。

傳說神農氏嘗百

草，日遇七十二毒，

藉茶葉解毒，近代研

究則證實喝茶可抗

癌。

很多人都喝錯茶 
最後喝出病來

夏季
保健

盛，故與茶相宜。」可見古人早

已發現飲茶有眾多好處，如：清

熱降火、解毒止渴、去痰熱、消

脹氣及利尿等。

科學證實茶葉中含有茶多酚

類（內含兒茶素及其氧化縮合

物）、黃酮醇類、雜鏈多醣類、

維生素 C、胡蘿蔔素、皂素、

鋅、硒、錳等有益健康之成分，

近代眾多研究則發現，飲茶有降

血壓和抗癌的效果，其中以綠茶

抗癌效果最為顯著，喝綠茶可預

防與對抗胃癌、胰臟癌及膀胱癌

等多種癌症。

人人是否都適合飲茶

飲茶雖可養身，但並非每個

人都適合，也不是多喝多健康。

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若虛

寒及血弱之人，飲之既久，則脾

胃惡寒，元氣暗損，土不制水，

精血潛虛；成痰飲、成痞脹、成

痿痺、成黃瘦、成嘔逆、成洞

二十、「接地」
是一種簡單而愉
快的減少炎症和
慢性疾病的方法

1.「接地」定義為將

裸露的腳放在地上，無論

是泥土、草地、沙子，還

是未密封的、未塗漆的混

凝土（特別是在潮溼時）

都可以。

2. 當你接觸富含電

子的地球時，會平衡您的

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系

統。

3.「接地」通過稀釋

血液並將帶負電荷的離子

注入身體，來減少炎症。

4.如果是在室內，最

好的辦法是直接在地墊上

睡覺、赤腳站立或坐著。

5.「接地」可能是公

共衛生中被忽視的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當恢復「接

地」時，許多人報告了各

種疾病的顯著改善。

能相對不足，當出現煩躁、食慾

減退、噁心欲嘔等症狀，傳統中

醫形容這就是「暑傷氣」，民間

則說是「苦夏」，也叫「疰夏」。

夏日飲食  
多吃補脾去濕食物

甚麼是苦夏？其實就是由

於濕熱內侵，造成脾胃功能

呆滯，消化吸收不足。人體消

化、吸收與排泄系統都屬於「脾

胃」的範疇，因此如果一個人的

脾胃遭受阻滯，身體的氣血化

生就會不足，導致脾胃氣虛。

脾主運化水濕，脾氣虛伴隨出

現消化不良、腹脹、腹瀉等情

況。

在夏日，我們的飲食有兩

個最重要原則：多吃補脾去濕

的食物與避免生冷寒涼的食物。

補脾去濕的食物有：薏苡

仁、山藥、白扁豆、香菇、木

瓜、香蕉、栗子等。

其中薏苡仁有利水消腫、

健脾去濕的功效；山藥可以補

脾，間接讓體內濕氣排出，因此

脾胃機能不佳的人建議多吃這類

食物。

應避免生冷寒涼的食物，包

括：苦瓜、冬瓜、白蘿蔔、絲

瓜、西瓜、冷飲、生魚片、生菜

沙拉等。

夏日保健藥飲：消暑健
脾飲

藥材：粉光參 3 錢、麥門

炎夏保健腸胃 避免生冷食物

（轉載自自由時報）

冬 2 錢、五味子 2 錢、茯苓 1
錢。

作法：藥材洗淨，放入濾

袋，用 800c.c. 的水，以小火煮

至滾，即可溫服。一般人均可當

茶水飲用。

建議腸胃虛弱的民眾，若自

身不瞭解食物與中藥材的屬性，

須經由中醫師專業判斷後，才能

安全服用。

因為若吃錯食物或藥材，對

胃腸不但沒有助益，反而是很大

的負擔。

14

炎炎夏日，正是

腸胃疾病發生的高峰

期。

現代人喜歡吃生食或各式水

產，當這類食物未經加熱煮熟，

或是儲存環境不當時，細菌或病

毒在這種濕熱環境下孳生更是迅

速，所以，夏季飲食要特別小

心。

氣溫高，人體的自主消化功

6. 由於茶無法清洗，應注

意農藥與重金屬等汙染問題，宜

挑選經嚴格檢查，確認無汙染的

茶。

7. 泡茶後，將熱茶放置片

刻後再飲用，以免茶的溫度過

高，而傷害食道黏膜及胃壁。

傳及病毒感染有密切關係。有資

料報導，休葛蘭氏症候群患者親

屬中的患病率增高。病毒方面，

主要與 EB（Epstein-Barr）病

毒和反轉錄病毒有關。

除了分泌腺體津液缺乏外，

常有乏力、關節肌肉痛。常見的

併發症有腎臟損害、肺纖維化、

肝臟損害、淋巴增生與神經系統

的損害等。

中醫治療，以針對口乾、眼

乾的陰虛症狀為主，常用藥物有

生地、麥冬、玄參、沙參、枸杞

子、菊花、茺蔚子、百合、五味

子等為主，一般預後較好。

西醫治療休葛蘭氏症候群的

原則為替代治療和對症治療，

如：用人工淚液、生理食鹽水漱

口防止口乾等，尚無根治的方

法。而由於抽菸與服用抗膽鹼及

抗焦慮、憂鬱症等類藥物，會抑

制淚腺及唾液腺分泌的作用，休

葛蘭氏症病人應避免。若合併有

神經系統、腎小球腎炎、間質性

肺炎、肝損害、肌炎、血球細胞

減少等損害者，短期類固醇或免

疫抑制劑的使用，可控制症狀，

降低死亡率。

在飲食方面，可多吃新鮮水

果，如：梨、葡萄、蘋果，以及

各類瓜果、新鮮蔬菜，飲食宜清

淡，不宜過食甘甜、油膩。中藥

以石斛、金銀花、烏梅等泡水

喝，可減輕口乾燥的症狀。

乾燥症的中西醫治療
時存在，如：類風溼性關節炎、

硬化症、系統性紅斑狼瘡等，尤

其與系統性紅斑狼瘡的相關性特

別高。休葛蘭氏症候群病程雖

長，但預後尚好。

休葛蘭氏症候群 90% 以上

的患者為女性，確定診斷的平均

年齡約為 50 歲左右，有些病人

從有病症到確診的時間為 5 至

10 年，因此推算其好發年齡約

為 40 歲左右。

中醫認為休葛蘭氏症候群乃

因體質陰虛、津液生化不足、口

鼻乾燥、眼乾及澀痛、異物感等

為主要表現的虛弱性疾病，病變

以腎、肝、肺之陰虛為主。

西醫對休葛蘭氏症候群確切

的病因尚不明確，一般認為與遺

多吃梨、葡

萄、蘋果等

新鮮水果，

可減輕口乾

燥的症狀。

夏天暑熱難耐，汗流

浹背，常讓人覺得口乾

舌燥，火氣很大。有一

種病，常年都有乾燥的

症狀，卻不獨暑天才有，

這就是俗稱乾燥症的休

葛蘭氏症候群（Sjogren 

syndrome）。

休葛蘭氏症候群是一種自體

免疫疾病，特點為淚腺和唾液腺

分泌減少，形成乾燥性角膜結膜

炎和口腔乾燥。

休葛蘭氏症候群可以單獨存

在，亦可與其他自體免疫疾病同

瀉、成腹痛、成疝瘕，種種內

傷，此茶之害也。」

李時珍以自身的經驗分享，

貧血和易手腳冰冷、體質虛寒者

不適合飲茶，若長期喝茶易傷元

氣和消化系統。因此若易有倦

怠、消化不良的現象，應酌量飲

茶，特別是避免喝生茶或冷茶。

不少人將茶當成開水飲用，

《本草備要》提醒：「茶，多飲，

寒胃。」凡事取中，喝過量時易

傷害消化系統，造成營養吸收不

良。另外，茶中的咖啡因能使人

心跳加快，若患有心臟病、甲狀

腺功能亢進症及腎臟功能低下

者，不適合飲用濃茶，以免病情

惡化。

冷茶或熱茶好

現在為了方便泡茶，還有冷

泡茶可以選擇，不過古籍《本草

求真》記載：「茶但熱服則宜，

冷服聚痰。」易言之，飲用冷茶

這篇文章是由《紐約時報》暢

銷書作家 Mercola博士帶給
您的，如需更多有用的文章，

可立即訪問 Mercola.com，
並獲得免費的、可控制您健康

的電子書！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醫 師 講 堂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文：邱伯恩

◎  文：洪宜晴

保健常識

現代健康新理念

30貼士
◎  編譯：高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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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Floor  |  Millennium Tower 
101, 440 - 2nd Ave SW Calgary AB T2P 5E9 
電話: 403-503-8888 | Toll Free: 1-866-699-7826

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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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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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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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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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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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曼麗夫人妳好

我今年 33 歲，我先生 29
歲，我們結婚已經 4 年了。隨

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我覺得自己

略顯老相，生活也索然無味，而

丈夫仍然年輕結實。雖然他年紀

比我小，但我一直渴望他能像長

者一般寵愛我、包容我，我很想

回復過去戀愛時那種激情的感

覺，可是婚後我的丈夫變得不浪

漫也不溫柔，難道婚姻真是愛情

的墳墓？我是不是應該找年紀比

我大的男人才好？這樣的婚姻到

底能不能長久？

王儀上

王儀妳好

其實在婚姻中，戀愛的感覺

會隨著不同階段而改變，不管是

姊弟戀還是兄妹戀，時間和心理

成熟度才是考驗感情的關鍵。我

相信你們在結婚的時候，對於彼

此的差距，已有充足的準備來面

對種種的考驗和磨練，因此如何

持守長遠穩定的感情關係，也都

是我們要學習的事情。

激情使人眩暈，但不可能久

遠，滿足而平淡的生活才是婚姻

的真諦，它是一種激情過後的幸

福，是義務、是責任、是恩情、

是理解，更是包容。婚姻的經營

需要的絕對不是過去的激情，反

而要求妳用一份寬容和關懷來維

護它，只要彼此忠誠、風雨同

舟，還怕沒有天長地久的結果

嗎？

雖然王儀來信表示先生缺少

戀愛時的浪漫多情，但曼麗夫人

覺得你們的問題在於缺少心靈的

溝通。夫妻之間無論多麼忙碌，

還是要每天抽點時間來交流，這

樣有利於相互產生依賴與信任，

王儀可以把內心的擔憂和丈夫傾

訴，丈夫也會將心事和妳分享。

當我們抱怨丈夫不解風情

時，也許他也苦惱為何太太都不

懂自己的心。男人婚後有了養家

育兒的重任，所以工作上面臨著

許多的壓力，此時王儀可以從旁

耐心溫柔地傾聽，並為他分擔解

憂。當我們渴望對方照顧自己的

同時，其實他也期盼得到妻子一

樣的呵護呢！

一日夫妻百日恩，既然結為

夫妻，就不要在意自己的年齡，

不要擔心選錯了人。要相信妳的

選擇是明智的，要相信有了緣份

的你們才有幸福的將來，他是你

的親人，也是值得妳用心珍愛的

人，祝福妳！

女大男小的婚姻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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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FREEPIK）

（圖片來源：ADOBESTOCK） （圖片來源：PEXELS）

◎文：曾青

百搭又時尚的屏風百搭又時尚的屏風
營造個性家居生活營造個性家居生活

百搭又時尚的屏風
營造個性家居生活

66款款

屏風是傳統家具的重要組成

部份，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一

般陳設於室內的顯著位置。屏風

既起到裝飾美化居室空間、遮擋

屋外風的作用，還有擋去污穢的

用意。當今喜好中式住宅風格的

家庭仍然喜愛擺設屏風，屏風與

古典家具相互輝映、渾然一體，

呈現出一種和諧之美、寧靜之

美，成為中式家居裝飾不可分割

的整體。

隨著時間的發展與變遷，屏

風雖然已成為日常家居中的重要

裝飾品，款式和花樣也越來越

多，但許多人的印象仍停留在古

式古風的古板樣式中，今天就為

大家推薦 6 款百搭又時尚的屏

風，讓你巧用屏風裝飾出富有特

色的家居環境。

1、新中式屏風
新中式屏風是將傳統文化的

審美意蘊與現代家居風範相融

合，在傳統中式屏風的基礎上融

入了現代的元素，線條流暢、做

工精巧，富有靈氣和變化。

新中式屏風既保持了唯美的

古典情韻，又融入了時尚元素，

使屏風變得簡約生動，更貼合現

代家庭的審美需求。無論是搭配

中式風、極簡風或北歐風格的

家居風格，都顯得時尚獨特且

和諧。

2、花藝屏風
中式花藝屏風，不單單是一

個屏風，還是很好的花藝展示

台，能融入不同場景。

家中擺放一款中式花藝屏

風，讓花卉藤蔓在屏風之上肆意

蔓延，瞬間就營造出一種寧靜之

美、富有生命力，彷彿中世紀古

老城堡的氛圍。

3、不規則單色屏風
大面積使用單色色系是一種

很冒險的行為，但是使用得當卻

能夠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建議大家選擇設計線條明朗

流暢的單色屏風，整個屏風的顏

色要與整體居家環境相互呼應，

放在哪裡都是吸睛利器，提升整

個空間的時尚感。

4、異域風情屏風
一款獨具異域風情、簡單結

構設計的屏風，充滿了熱帶雨林

的自然之美，將淳樸簡雅的意蘊

情緒完美表達，為家居環境增添

了獨特的個性，讓你的家裝風格

脫穎而出。異域風情屏風還可以

當做背景牆功能使用，富有藝術

氣息，觀賞性能高，令人回味

無窮。

5、鐵藝現代屏風
鐵藝屏風融合了時尚元素，

巧妙地去除了傳統的繁雜裝飾，

將時尚與藝術巧妙融合，是北歐

風家居的絕佳搭檔，就算是搭配

新手也基本不會出錯。鐵藝屏風

擁有不同的設計語言，雖然看

起來單調簡單，實際上卻生動

有趣。

金色的鐵藝有種懷舊的復古

感覺，適合與木質家具搭配，簡

潔又有質感；各種顏色的拼接和

碰撞也十分有特色，讓鐵藝屏風

更具現代感，當作輕隔斷或裝飾

品都非常加分。

鐵藝屏風融合了時尚元素，

巧妙地去除了傳統的繁雜裝飾。

6、歐式復古屏風
浪漫高雅的歐式復古屏風，

將古典的優雅與現代的簡約相互

糅合，讓整個房間看上去更有層

次感、盡顯奢華，退去浮華誇張

的繁複裝飾，為主人營造出一

種舒適的環境，體驗優雅法式

生活。

（圖片來源：UNSPLASH）

 曼麗回信

曼麗小語：如果說婚姻
是個花園，妻子則是園丁，
她的寬容、善良、體貼，就
是照射在花園裏的縷縷陽
光，滴落在花朵上的顆顆雨
露，給婚姻注入鮮活的生
命。

https://higgertylaw.ca/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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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資深中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http://www.calgarychinese.com/yellowpage/main.php?type=2&id=441
谷歌博客：http://blessingswellness.blogspot.ca
微信公眾號：張碩博士班芙醫話（微信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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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肺炎疫情，若干科

學研究已經證明了口罩的有效性。然而，

讓兒童理解戴口罩的重要性，對於不同年

齡段的孩子會有不同的挑戰。

以下是專家建議家長應該如何向不同

年齡段的孩子講解佩戴口罩的話題，以幫

助他們最好地理解如何保護自己和他人的

安全。

戴口罩有一個適應過程

古利是一名兒科醫生，也是科羅拉多

州 Centura Health 的首席醫療官。她工

作在管理肺炎的第一線，有勸自己的孩子

戴口罩的個人體驗。

對於孩子和成人來說，她承認戴口罩

有一個習慣過程。「人們對於許多事情都

要花時間適應——以牛仔褲為例，一旦習

慣了穿戴，他們真的很舒服，但這需要時

間才行，」她說。

她建議給孩子們時間慢慢養成戴口罩

的習慣，讓穿戴時間逐漸加長。

重要的是，對於不同年齡段的孩子，

你要使用不同的語言來和孩子溝通。

與幼兒交談

對於 2 到 4 歲的孩子，古利說，父

母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親自戴口罩。

「每個幼兒的情況都不一樣，但大多

數幼兒都會想學著別人的樣子去做——尤

其是他們最關心的人。如果爸爸媽媽和

兄弟姐妹都戴著口罩，他們也會想戴口

罩。」她說。

她補充說，在這個年齡段，風格和設

計很重要。威廉 · 帕特森大學教育學院心

理學家諾辛頓博士也贊成這個說法：「對

於蹣跚學步的孩子和學齡前兒童來說，戴

口罩應該變成一個有趣的遊戲。」例如，

可以用動物圖案或他們喜歡的書籍和電視

節目中的人，這讓他們玩得很開心。

古利說：「這個年齡段的做法是以身

作則，讓戴口罩的過程儘可能有趣和舒

適——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不能忍受口

罩，也不要勉強。」如果你的小孩害怕戴

口罩，古利建議給他們看其他孩子戴口罩

的照片，或者把口罩戴在他們最喜歡的毛

絨玩具上。

幼兒園到二年級

對於幼兒園到二年級的孩子，古利

說，他們身邊的人對其影響最大。

「良好地示範穿戴口罩行為會讓孩子

們更願意做同樣的事情，」她解釋說。這

也是與孩子們討論「為什麼」戴口罩的的

好時機。

「家長們可以解釋戴著口罩可以保持

我們不受細菌侵害，」古利說。「可以考

慮跟孩子說：『通過戴口罩，你可以保護

你的朋友不被你的細菌感染，他們戴的口

罩也在保護你——這多好啊。』」

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對照顧他人有了更

好的理解。他們富有同情心，想做正確的

事情，這就是為什麼這樣構思對話可能會

幫助他們參與進來。

古利說，早期教育的孩子對規則也有

牢固的理解，所以提醒他們現在需要戴口

罩，就像去買東西要穿鞋一樣，可以幫助

他們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這個新指令。

古利建議家長考慮用貼切的比喻和兒

童溝通。她舉例說，「就像蝙蝠俠戴著面

具和披風來抵禦壞人一樣，我們現在出門

去公共場合也要戴上口罩。」（待續）

 如何教育不同年齡段的孩子戴口罩（上）

重新開業 獨家提供

超值優惠！正在熱賣。

ALCATEL 1B
$90 $65*

LG K20
$110 $85*

* 需新開 $40/ 月及以上
數據、通話和短訊計劃，
並設定自動付款

*Offer available from July 31 -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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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splash)

Chatrmobi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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