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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誠在美共和黨大會演講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 
Chen Guang-cheng Spoke at RNC

A6成語「海納百川」
Chinese Idiom Explained: 
Humbled by the Vast Ocean

王毅訪歐碰壁
各國提「敏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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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or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近日，中國內蒙古教育

部門在區內蒙古族學校從

小學一年級起以漢語取代

蒙語授課，引發內蒙古各界

的大規模不服從抗議行動。

網路還傳出大量裝甲運兵

車現身內蒙街頭的視頻。

8 月 16 日，內蒙古教育廳

發布《全區民族語言授課學校小

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使用國

後巷屋正在發售
就在 7處卡城及周邊社區。
今天就來參觀我們的展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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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s

家統編語文教材實施方案》，規

定從今秋開學起，小學、初中

一年級開始使用全國通用的語

文教材，今後兩年，語文、歷

史、道德與法治（政治）三科，

必須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漢

語／文）授課。

學生家長擔心，這種政策

一旦實施，長期以往將使蒙語

邊緣化，有朝一日被漢語同

化，最終導致蒙古族獨特的文

化身份 - 蒙語 - 消失。

內蒙古漢化嚴重

內蒙古是中國漢化程度非

常高的自治區。 1949 年以後的

大規模移民政策，逐步造成了

內蒙古現在超過 80% 的人口都

是漢族的局面。如今，多數蒙

古族人都說漢語，用漢語和漢

人交流。

《美國之音》報導了一位名

叫伊拉拉圖的牧民，他是錫林郭

勒盟的牧民。他認為，蒙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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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THE MOTHER TONGUE, SAVE THE MOTHER TONGUE, 
MONGOLIANS PROTEST AGAINST BEIJINGMONGOLIANS PROTEST AGAINST BEIJING

  Recently, China’s Inner Mongo-
lia education department replaced 
the Mongolian language in the 
region’s Mongolian schools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be used in 
teaching from the first grade and 
upwards. This triggered mass retali-
ation protes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Inner Mongolia. Many videos of 
large numbers of armored personnel 
vehicles appearing on the streets of 
Inner Mongolia have been posted 
on the Internet. Parents of students 
worry that once this policy is imple-
mented, it will marginalize the Mon-
golian language in the long run, and 
eventually lead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Mongolia’s unique cultural iden-
tity— the Mongolian language.
  Within China, Inner Mongolia is an 
autonomous region with a very high 
degree of Sinicization. The large-scale 
immigration policy after 1949 has 
gradually created a situation where 
more than 80%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region is now Han Chinese. 
 Voice of America reported on a 
herder named Yilaratu, who believes 
that Mongolian students should not 
learn Chinese too early. “To learn 
Chinese in the first grade of elemen-
tary school creates too much pres-
sure for the children, they can’t do 
it. When you have learned your na-
tive language well, maybe then you 
can learn Chinese. Neither I nor the 
other herders want to.” He said.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Donald Lee

不能過早學習漢語，過去蒙族學

生從小學三年級開始，並不影響

孩子日後掌握漢語的水平，他已

上大學的孩子現在的漢語水平比

蒙語還好。「從小學一年級就開

始學漢語了，孩子的壓力大，學

不了。怎麼也要把自己的母語學

好了，再去學漢語，也許行吧。

我和其他牧民們都不願意。從小

學一年級就開始學漢語這個政

策，咱們接受不了。」他說。 
      （下轉 A2）

(Getty Images)

拯救母語拯救母語  
蒙族抗議北京 蒙族抗議北京 

https://yangshihomes.com
https://www.excel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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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蒙族學生家長達

古拉也認為，小學用蒙語授課，

到進入初中後全部課程用漢語授

課，家長們都可以接受的。

一位名叫巴特的網友給海

外中文媒體投書說，「內蒙古最

近取消了蒙古語授課，這給外

界很大的誤導，會以為之前是

蒙古語授課。其實，這僅僅是

在蒙古族中小學中取消蒙古語

授課，在內蒙古，絕大多數中

小學都是漢族學校，從沒和蒙

語有過任何關係」。

蒙文書籍遭強制下架

除了強制從小學一年級開始

的漢語、漢文教學外，內蒙各地

政府還對蒙文書籍進行了全面清

查，要求所有蒙文書籍必須下

架。在扎魯特旗，警察已開始到

文具店沒收所有含蒙文的書籍和

文具。

不僅如此，當地警察或特警

已開始逼教師帶路，到牧民家中

強行抓學生上學，一旦學生返校

率達到 40％，官方將立即開始

強制實施新的語言教學計畫。

蒙族發起拯救母語行動

在一所學校門口，眾多男女

學生用蒙語高喊：「我們母語叫

蒙古語，為了母語至死不渝。」

一批蒙古語教師，包括已經退休

的教師，挺身而出，願意為蒙古

孩子提供民間教育；一些蒙族人

在自己的交通工具上打出「拯救

我們的母語」的標語。

錫林郭勒盟旗縣地區的蒙

族中學老師白乙爾說，「我們的

訴求就是恢復一類雙語教育。」

「這次事件不知道結果會怎麼

樣，但是，我們是蒙古人，我們

不會害怕，不會低頭！」

推特上傳出的大量視頻顯

示，呼和浩特、烏蘭浩特、通遼

市、赤峰市、興安盟等多地的蒙

古族學校學生，在校內遊行抗

議。錫林郭勒盟一學生家長圖

雅透露，內蒙古 80% 的蒙古族

人，均參加了抵制行動，很多學

校都在罷課，家長將孩子接回

家，教室裏空空如也。

當地不少區縣的蒙古族人大

代表，亦紛紛聯署要求當局改變

計畫，聲稱當局的做法是違反憲

法、破壞民族間和諧，及製造國

家分裂。一些藝術家、歌手、學

者甚至一些政府和教育局的官員

也加入其中。網路視頻顯示，當

地警察也疑似參與了抗議行動。

總部在美國紐約的南蒙古人

權信息中心（SMHRIC）收到

的視頻顯示，從幼兒園學童到頂

尖知識份子、從企業人士到部分

政府官員，幾乎各行各業空前團

結的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SMHRIC 主任恩和巴圖說，從

學生、家長、教師到快遞小哥，

各個階層都在抗議，這是前所未

有的。

鎮壓行動

中國社交媒體微信上的一些

帖子說，蒙古族黨員和幹部收到

上級的通知，要求他們在 9 月

3 日之前必須要把他們的孩子送

到學校上課，否則他們將被丟掉

工作，或被開除黨籍。享受社保

的蒙古族人如果不讓他們的孩子

返回學校，他們以後將沒有資格

自動獲得有關的福利。在一些地

方，警方強行將已開學的學生限

制在學校，不準家長接回家；8
月 31 日晚間，通遼市扎魯特旗

的首府魯貝市實施了宵禁，禁止

車輛行人上街集會。

8 月 30 日晚，通遼市科爾

沁左翼後旗舍伯吐蒙古中學的學

生被強制限制在學校，家長要求

接走學生，遭武警鎮壓。一位學

生得知母親在校外被武警毆打，

憤而從四樓跳下抗議，不幸身

亡，該學生的母親已被抓走。

有網路影片顯示，有大量裝

甲運兵車於夜間現身內蒙古街

頭，也有特警的大巴士開進內蒙

古地區，該視頻的真實性仍有待

進一步確認。

8 月 31 日，內蒙古自治區

政府就全區民族語言（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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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方案做出了政策解讀，稱

呼「教材體現黨和國家意志」，

「傳承中華優秀文化和人類文

明先進成果」，是重大改革舉

措，是民族地區廣大群眾和學

生的現實要求。

    A netizen wrote to overseas media 
saying, “Inner Mongolia has recently 
abolished teaching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which is very mislead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y will think 
schools were previously taught in 
Mongolian. In fact the vast major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re 
Han schools”.
  In addition to the mandatory teach-
ing of Chinese and Mandarin starting 
from the first grade, the authority is 
also requiring all Mongolian books to 
be removed from shelves, after con-
ducting a comprehensive inventory 
of Mongolian books. In some areas, 
police are going to stationery shops 
to confiscate all books and stationery 
containing the Mongolian language.
  In front of a school, many boys and 
girls shouted in Mongolian: “Our 
mother tongue is Mongolian and we 
will die for it.” A group of Mongolian 
language teachers, including retired 
teachers, are stepping forward, they 
are willing to provide folk education 
for Mongolian children. Tuya, the 
parent of a student, revealed that 80 
percent of Inner Mongolia’s Mongo-
lian population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boycott. Many schools are on strike, 
and parents are taking their children 
home leaving the classrooms empty.
  Artists, singers, scholars and even 
some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 
ministry officials have joined the ac-
tion, demanding that the authorities 
change their plans.
  Some posts on Chinese social me-
dia said Mongolian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had received notices 
from their superiors that they had 
until Sept. 3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chool or they would lose their jobs 
or be expelled from the party. Mon-
golians who are on social benefits 
that do not allow their children to re-
turn to school will automatically be 
ineligible for relevant benefits in the 
future. In some places, police have 
forcibly confined students to their 
schools and have not allowed their 
parents to take them home.
  On the evening of Aug. 30, students 
at a secondary school in Tongliao 
City were forcibly confined in the 
school, and parents’ requests to pick 
up their students were suppressed 
by armed police. One student, who 
learned that his mother had been 
beaten by armed police outside the 
school, angrily jumped from the 
fourth floor in protest and died. The 
student’s mother was arrested.

拯救母語 蒙族抗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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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orama Hills  W/O 土庫完成
獨立�層屋 2326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光猛開陽 ,
建於 2007 年 , ��一� , 主層��高 9 呎 , �層實木
�� , 廚�較�不�鋼家� (2018), 大理石檯面 , 主
人�� 5 件裝�套 ( 浴� + 獨立沐浴 ),3+2 �� , 3.5
浴廁 , ��學校 , ���
�車站 , �勿錯� ! $609,900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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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evel (4 Plex) $0 � 理 費 , � 屋 共 1000 呎 ,
向東光猛開陽 , �部翻� , �屋一樣 , ����
( 土庫 ), ��廚� , ��不�鋼家� , ��浴廁 ,
��油漆 , 較��户��合�� ,2 �� 1.5 浴廁 ,
步行到學校 , �� , �場
��車站 , �勿錯� ! $159,900

東南 Forest Heights �部翻�

新
上
市

�層城 市屋 1300 呎 (Townhouse), 屋�向���學校 ,
���市中心�景 , ��向南���� , 光猛開陽 , 建於
2007 年 , ��一� , 主層��高 9 呎��大�户 , 客�開
陽�壁爐 , 主人�� 4 件裝�套��大衣櫃 ,3 �� ,2.5 浴
廁 , ��單車� , 步行��鐘
到學校,����車站� $279,900

西南 Bridlewood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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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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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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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圖為內蒙古政府試圖封鎖學校，不讓學生回家，引起大批家長、教師及學生抗議，有學生合力推開封鎖鐵馬衝出校

外。右圖為大批蒙古人在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示威，反對北京消滅蒙語的政策。（網絡截圖）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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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林佳綜合報導】加拿大政壇

在近期極不平靜。繼加拿大財政部長莫

諾（Bill Morneau）因捲入特魯多政府

WE 慈善醜聞後辭職，9 月 1 日新民主黨

（NDP）要求另一名涉案的多元包容及青

年部長查格（Bardish Chagger）辭職。

而官方反對黨——保守黨在選出了新黨領

奧圖爾（Erin O'Toole）後，民調支持有

所上升，已經與特魯多領導的自由黨持

平。

聯邦自由黨政府把高達 9.12 億元的

學生暑期義工計畫，以獨家合約的方式給

予 WE 管理。傳媒揭發了特魯多及其家

人，與 WE 有密切的個人及利益關係。

WE 承認﹐特魯多的母親於 2016 年至

2020 年期內的 28 場 WE 活動中，共收

取了 31.2 萬元演講費。聯邦道德專員已

開始對特魯多與 WE 的關係，是否涉及

利益衝突一事進行調查。

此前，加拿大議會反對黨魁北克黨團

領袖布朗謝（Yves-François Blanchet）
在 8 月 12 日宣布，如果總理特魯多、

財長莫諾和總理辦公室幕僚長泰爾福特

（Katie Telford）不辭職的話，他將在十

月份發起不信任投票，以啟動大選推翻

自由黨政府。當時新民主黨議員安格斯

（Charlie Angus）指責布朗謝「亂來」，

並稱加拿大人現在對反對黨的要求是督促

政府作出對他們最有利的決定。 5 天之

後，莫諾辭職。

加拿大聯邦新民主黨素來被認為與

自由黨理念靠近。未料新民主黨在 9 月 1
日舉行記者會，安格斯（Charlie Angus）
在當日列出慈善機構醜聞的時間表，並表

示：政府內部文件顯示，查格（Bardish 
Chagger）「虛假」陳述事情經過，作證

時「誤導」加拿大人，應立即辭職。他

說：「查格在 4 月 17 日與克雷格．基爾

伯格（Craig Kielburger）會面，這次關

鍵會議使她獲得內部消息。」而據《星報》

報導，查格承認她與 WE 慈善機構的共

同創始人基爾伯格在 4 月 17 日會面，但

否認他們當時談到學生服務補助金計畫。

查格的發言人說：「已公開的文件進

一步證明，專業的政府服務部門建議讓

WE 慈善機構管理這個項目。」也就是查

格試圖辯解，做出這項決定的人不是她。

查格在今年 7 月中的眾議院財政委

會作證時表示，總理辦公室沒有指示或

要求她選擇 WE 組織，管理聯邦政府用

來支付學生，以及應屆畢業生今年夏天

的 9 億元義工計畫。並且還說她在與內

閣部長會面之前，未與 WE 慈善機構的

任何成員談及加拿大學生服務補助金計畫

（CSSG）。

WE 醜聞在撼動著自由黨原本脆弱的

領先民意優勢。民意調查機構安格斯里德

研究所 (Angus Reid Institute) 在九月初

的調查顯示，對於可能即將開啟的聯邦

大選，已經做出決定的加拿大人支持自

由黨的，與支持保守黨的人數持平，均

為 35%；新民主黨的支持率為 17%；黨

魁北克黨團為 7%；綠黨為 4%。有 5000
加人參與了本次民意調查。

在上週末當選加拿大保守黨新任黨魁

的奧圖爾9月1日投書《國家郵報》表示，

若他當選下屆加國總理，他將勇於面對中

國。他強調，「每當面對中國（共）政權

的侵略，如果我們拒絕捍衛自由——這個

國家的核心信念和利益，我們就默認了其

行為的合法化並鼓勵其（中方）採取更

多的不良行為。」

奧圖爾在文章中指出，特魯多於

2015 年參加大選是，在一次活動中被問

到其最崇敬的國家時，特魯多當時給出的

答案是中國。奧圖爾稱，「北京對此瞭如

指掌並深知如何將其利用。特魯多就是這

個思想流派的學生，這就是為什麼他曾要

求加中貿易理事會的負責人帶領他的團隊

參與執政過渡的原因。」

【看中國記者鍾靈采訪報道】8 月 30
日，卡爾加里舉行「撐香港 反警暴 抗惡

法 毋忘 831」集會，超過 60 名卡城居民

身穿黑衣，聚集在市中心公園和平橋前，

高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要

民主」、「打倒中共」等標語，引來許多

途人駐足觀看。

集會發言人 Catherine 表示，全世界

生活在自由民主社會的人都不應該無視在

香港、在中國發生的嚴重迫害人權事件。

去年 8 月 31 日，香港警察在太子站無差

別襲擊乘客，包括小童及傷殘人士，事

後更封鎖現場，掩蓋真相。在《國安法》

下，香港民眾甚至不被允許舉行集會來紀

念這一天。她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夠儘快出

台制裁涉事的中港官員，並強調「中共不

是香港的問題，是加拿大的問題，是全世

界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行動，繼續允許中

共獨裁、滲透全世界，昨天的西藏，今天

的香港，很可能就是明天的加拿大！」

發言人 Ken 則提醒加拿大人可以以

行動支持香港人以至所有被中共壓迫的人

們，包括參與聯署、主動關注新聞、不要

僅僅聽信主流媒體一家之言、以及積極向

議員反映、要求他們採取實際行動。生活

上也可以多與家人朋友分享及討論新聞，

並儘量不要購買中國製產品。

加反對黨要求多元部長辭職 保守黨民調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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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社區

WE慈善醜聞撼動自由黨

新民主黨議員安格斯（Charlie Angus）多元部長查格（Bardish Chagger）

卡城集會籲加國支持香港 毋忘831

集會現場。其間有途人駐足高呼「加拿大

要強大」、「與中共切割」、「向所有

共產黨說不」，並對集會人士表示高度支

持。（看中國資料室）

liveinharmon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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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9 月 份 可 申

領最後一期加拿大緊急福利

金（CERB）。為鼓勵就業，聯

邦政府啓動復甦福利（Canada 
Recovery Benefit，CRB） 項

目，9 月 27 日起施行。

政府通過 CRB 項目為需要

收入的自顧或不能領取 EI（僱

傭保險）人士提供財務支持，

標準是每週400元，最多26週。

CRB 申請資格如下：

1. 沒有資格領取 EI；
2. 在加拿大居住；

3. 年滿 15 歲，並擁有有效

的社會保險號碼（SIN）。

4. 因武漢肺炎疫情而停止

工作，但可以工作並在尋找工

作；或正在工作，但由於疫情原

因，自顧或工作收入減少；

5. 在 2019 年或 2020 年有

至少 5,000 元的就業和 / 或自雇

收入；

6. 不是主動離職；

這項福利將從 9 月 27 日起

生效，為期一年。

這項福利有待下議院和參議

院通過立法。細節將很快公布。

申領 CRB 者需每兩週提出

申請，並證明他們繼續符合申

領條件。為了繼續有資格領取

CRB，申領人需要尋找工作，

並且在「合理的情況下」接受工

作。CRB 收入需納稅。

為了鼓勵申領 CRB 的人士

重返工作崗位，政策規定：只要

申領人滿足條件，他們可以在獲

得福利的同時進行工作（或自

雇）賺取收入。但是，為了確

保 CRB 資金幫助最需要的人，

如果申領人的年淨收入（不包

括 CRB）超過 38,000 元，則他

們需要通過所得稅申報償還部分

或全部福利。如申領人的年淨收

入超過 38,000 元，則每超出一

元，需償還 0.50 元，最高償還

額為獲得的福利金額。例如，

某 人 2020 年 獲 得 10 週 CRB
補貼，總計 4,000 元，如果他

2020 年的淨收入超過 46,000 元

（不包括 CRB），則必須償還全

部福利金額。

【看中國訊】加拿大多倫多

一名華人被鄰居們稱作英雄，因

為當他看到盜賊偷鄰居的寳馬汽

車時，英勇的用自己的汽車，堵

住劫匪去路，不料劫匪窮凶極

惡，撥刀威脅，並搶走這名華人

的汽車，不過這名 10 幾歲的少

年劫匪最後撞毀在高速上。

據加拿大媒體報導，這名

英勇的華人叫阿迪（Eddy，音

譯），居住在多倫多西區。週日

（8 月 30 日）下午 5 點，阿迪

看見一名年僅 10 幾歲的少年正

在偷鄰居的寳馬汽車，當時阿迪

想也沒想，英勇地用自己的豐田

Corolla 小車攔住鄰居的車道，

阻止偷車賊的去路。

沒想到這名看上去只得 10
多歲的少年偷車賊窮凶極惡，看

到事跡敗露，惱羞成怒的他竟

然拔出刀，下車威脅阿迪，還

劫走他的豐田小轎車。據警方

說，這名少年疑犯在湖岸大道和

KiplingAve 附近發生碰撞後，

繼續駕駛劫來的車輛逃離現場。

9 月 1 日凌晨 12：30 分，

疑犯在 Gardiner 高速，又發生

一宗交通事故，他駕駛著阿迪的

汽車，撞到高速公路旁的護欄最

後停下。

據報導，第一位到達車禍現

場的人是一名拖車司機，他也非

常英勇，報警並且阻止疑犯離開

現場，直到警察到達為止。

阿迪的英勇行為受到鄰居的

讚揚，並且稱他為英雄。阿迪表

示，他所居住的小區一直都很安

全，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實

屬罕見。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 Chen Guang-cheng Spoke at RNC
中國人權律師陳光誠 美共和黨大會演講

During tensions between US-
China relations, Chinese dis-

sident Chen Guang-cheng’s rare 
speech at the Republican Party 
convention has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U.S. President Trump 
retweeted the nearly three-minute 
video on his Twitter account. 

 In his speech on Aug 26, Chen 
publicly expressed support for 
Trump’s approach to China rela-
tions. Chen said in his speech, “The 
CCP is an enemy of humanity. It is 
terrorizing its own people, and it 
is threaten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world. In China, expressing beliefs 
or ideas not approved by the CCP, 
religion, democracy, human rights, 
can lead to prison. The nation 
lives under mass surveillance and 
censorship. The US must use its 
values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to gather a coalition 
of other democracies to stop CCP’s 
aggression.”

 Chen is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who is blind since young age. He 
self-learned law and became a law-
yer. He insists on speaking up for 
justice and fought for people who 
suffered under the CCP’s one child 
policy and received widesprea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Because of 
this, he was placed under house ar-
rest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April 2012, Chen escaped from 
his house and fled all the way to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He subse-
quently received political asylu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finally 
left China and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most Chinese praised Chen 
for speaking out the truth, there 
are also voices accusing Chen of 
“betraying the Democratic Party”, 
which said that Chen’s flee to the 

U.S. was facilitat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ut Chen denied 
many of those claims in his auto-
biography. 

 He described in his book that he 
once felt relieved to be able to go 
to the US and escaped the CCP’s 
surveillance in 2012. At that time, 
he had hoped that through negoti-
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e and his family could be assured 
safety and that he would be given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him and his 
family that would allow him to re-
main in China and work and write 
freely.

 However, the first round of 
U.S.-Chinese negotiations wanted 
him out of the embassy. “No one 
seems to put pressure on the Chi-
nese Communist Party. On the con-
trary, the U.S. government uses me 
as a bargaining chip.... Suddenly I 
felt a great sadness that made me 
weep.” He wrote.

 In the end, the American con-
sulate sent him to the hospital in 
the hope of Chen and the Beijing 
Authority would solve the prob-
lem themselves. As Chen knew 
he was some-how abandoned by 

the U.S. government, and he felt 
that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had strengthened its surveillance, 
he used his cell phone to connect 
to a live U.S. congressional hear-
ing, saying that he no longer felt 
safe, and publicly appealed for 
permission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wrote in his book that 
his escape would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Chris Smith, the then Con-
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 and other congressional 
leaders’ help. He described them as 
the “principled and fearless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stead of 
Hilary and her democratic party.

 Many have said that China has be-
come the central topic of the for-
eign policy debate in the current 
US election. 

 On August 20, Democratic can-
didate Joe Biden mentioned his 
policy on China in his acceptance 
speech. But apart from this, there is 
no other statement on China policy 
in his policy agenda. Biden also 
accused Trump of not being tough 
enough on China’s trade policy. 

 Some analysts believe that, based 
on Trump’s ability to act on his 

pre-election promises in his first 
term, Trump’s articulation of the 
China issue at this party congress 
shows that if Trump is re-elect-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ll face greater pressure. “Ending 
Our Dependence on China” ranks 
third out of ten areas in President 
Trump’s second-term policy plat-
form, released by his re-election 
camp on August 23. 

 Wen Zhao, a Chinese scholar, ana-
lyzed that the CCP will face at least 
2 troubles in the future:
From 2000 to 2010, the United 
States lost a total of 5.7 million 
manufacturing jobs, most of which 
went to China; if 1 million manu-
facturing jobs return to the U.S., 
plus the portion of U.S. manufac-
turing companies that moved from 
China to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 
means that in Trump’s second term, 
the United States will overall de-
couple from China, in terms of the 
supply cha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also 
holding China fully responsible for 
the spread of the COVID-19 pan-
demic to all of the world. Some Re-
publican lawmakers have already 
proposed a bill in both houses of 
Congress to requi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pay a century-old 
debt that has accumulated to a 
total of $1.6 trillion in principal 
and interest. This debt includes a 
railroad debt in the Qing dynasty 
in 1911, which was later inherited 
and recogniz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U.S. govern-
ment purchased a large number of 
bonds held by countries such as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to 
help these countries raise funds 
and support their post-war recon-
struction. Citiz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bought such bonds in 

the stock market. As a resul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now 
the major holder of Chinese bonds, 
and about 20,000 househol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hold ROC-era 
bonds.

 The current CCP government 
claim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and it is the only legal gov-
ernment representing China. So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inherit this debt. 

 In this case, the U.S. government 
can directly order to collect the 
debt in the means of compensa-
tion for the pandemic, without 
congress’s agreement on remov-
ing the sovereign immunity of the 
CCP government. If the Commun-
ist government does not recognize 
the debt, then it is tantamount to 
acknowledging that Taiwan rep-
resents China, giv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 reason to re-
sume diplomacy, while also dem-
onstrates to some extent the illegit-
imacy of the CCP government. 

 Relatedly, Senator Scott Perry, a 
Republican in Pennsylvania, initi-
ated a motion to require the U.S. 
government to refer to the CCP 
leaders in official documents as the 
head of CCP, not as the president 
of china. Because the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e not 
elected by the people.

 The day after Chen Guang-cheng 
gave a speech at the Republican 
convention, he was criticized for 
not appearing at the Democratic 
convention. But Chen responded, 
“If they (Democrats) invited me, 
I would also go and criticize the 
anti-human regim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 their conven-
tion.” 

英文報導  English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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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政府推出復甦福利金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方慧蘭 勞工部長Carla Qualtrough

【看中國訊】中國民航局宣

布，9 月 3 日起恢復加拿大、柬

埔寨、泰國等 8 個國家到北京

的直飛航班。民航局還表示，如

直航班機上有超過 3 名旅客病

毒檢測結果呈陽性，將被禁止直

飛北京，改由其他機場降落，並

將嚴格控制此類航班的載客率。

9月3日起加拿大航班
可直飛北京

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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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理翺綜合報導】美國國

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週

三（9 月 2 日）宣布，華盛頓將對北京當

局駐美外交官實施新的活動限制，以推動

美中外交關係的對等。這是對北京對美國

外交官施加類似限制的回應，也是川普政

府最近對北京採取的一系列行動中的最新

動作。

蓬佩奧還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警告

中共對美國大學校園的滲透及所造成的威

脅。此前一天，週二，他表示川普政府會

就全面限制中國學生到美留學出臺新的重

大政策。

美國對駐美中國外交官 
實施限制

美國國務院在一份聲明中說，它已經

為美國外交官可以享有 PRC（中華人民

共和國簡稱）外交官享有的對等訪問權

做出了「持續」的努力，但北京方面拒絕

了。鑒於此，美國政府正在採取必要的行

動，以恢復華盛頓和北京關係的對等性。

美國將對 PRC 駐美外交官的活動施加新

的限制。

除了北京外交官出訪美國機構要獲得

許可之外，新的限制還將要求「PRC 使

領館在使團地界外舉辦的、參加人數超過

50 的文化活動，也需要得到國務院的批

准。」

此外，「國務院正在採取行動，確

保將所有 PRC 官方使館和領事館的社交

媒體賬戶正確識別及標示為 PRC 政府賬

戶。」「因為美國大使館被禁止自由使用

PRC 的社交媒體，而且即使是 PRC 公民

也被控禁止使用推特（Twitter）和臉書

（Facebook）等其它美國的社交媒體平

臺。」

聲明申明瞭發布新規的理由也表明瞭

目地：「美國堅持認為，世界各地的美國

外交官應享有（對其它國家）對等的教

育和文化機構的准入。」

美國國務院同時表示：「如果 PRC
取消對美國外交官的限制，我們隨時準備

回報。」

蓬佩奧警告中共對美國高校的

滲透及所構成的威脅

據美國之音消息，蓬佩奧在週三的

記者會上披露，美國副國務卿克拉奇最

近向美國各大學的董事會發了一封正式

信函，提醒他們注意中共對美國大學的

學術自由、人權和大學捐款的的滲透與

威脅。

他指出，這些滲透可能以非法資助研

究、恐嚇外國學生、以及不透明的人才招

聘等形式出現，其目的是竊取美國先進的

知識產權。

美國執法機構今年以來逮捕並起訴了

眾多與中共政府有關的在美國大學和研究

機構任職的中方人員，也包括許多被北

京以高薪利誘聘請的，比如加入「千人計

畫」的美國的研究人員。

最近遭逮捕的是一名為中共軍方工

作、在維吉尼亞大學（UVA）做研究的

中國公民胡海舟（Hu Haizhou，音譯）。

另外一名亦是中國籍的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的研究員、29 歲的關磊（Guan 
Lei，音譯）。起訴書中稱，關磊一直被

FBI 暗中調查，原因是他可能將敏感的美

國軟體或技術資料移轉到中國的國防科技

大學（NUTD），以及在申請簽證時不實

地否認他和中共軍方有關。關磊後來承認

其曾經參與過軍事訓練，並在國防科技大

學學習期間著軍裝，他未在申請簽證時說

實話。

國務院的舉動是美國政府為了應對北

京在一系列領域對美國構成的威脅的部分

回應。華盛頓正在展開「全政府」方式，

在多項領域展開行動。

美將出臺政策限制 
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蓬佩奧在前一天週二（9 月 1 日）在

福克斯商業頻道的電視節目中證實，川普

政府很快會宣布一些重大政策，在更廣闊

的領域打擊中共竊取美國的敏感技術的行

徑，包括限制中國學生留學美國。

今年 5 月，川普政府已經發布了一

項命令，禁止與中共軍方有牽連的中國公

民持學生和學者簽證進入美國大學。

如今蓬佩奧表示，未來幾天和幾個星

期裡，人們將會看到川普政府在更大更廣

的層面採取「非常嚴肅的」行動，其中包

括更為嚴厲的限制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的

政策。

他表示，雖然並非所有在美國工作或

就讀的中國學生都是受中共控制的，但是

「幾乎每個在美國就讀的中國學生都被中

共監控。雖然我們（美國）不會將他們

視為間諜，但很多學生卻都因為中共的活

動而備感壓力。」

雖然美國政府的新規尚未出臺，但是

已經有一些美國大學採取了行動而相關的

中國留學生受到影響。

據《德國之聲》消息，上週，美國北

德州大學通知 15 名受「中國國家留學基

金管理委員會」資助的中國研究生，因為

他們將與該委員會中止合作關係，所以這

15 名學生必須在 8 月 31 日起的 30 天內

離開美國。

【看中國訊】中華民國國防部副部長

張哲平 9 月 2 日表示，陸媒近日持續發

布假訊息，意圖製造兩岸人民衝突、引起

台海爭端的低劣手法，造成臺灣人民的反

感，呼籲北京懸崖勒馬，勿成為破壞區域

和平的麻煩製造者。至於陸媒發布假消息

是否要藉機引發戰爭，學者範世平表示，

中方沒有能力對臺動武，但陸媒此番說

法，反倒造成習近平的壓力。

中央社報導，國防部 2 日下午召開

記者會，並提及北京大學南海戰略態勢感

知計畫推特平臺與環球時報在近日分別報

導美軍的偵察機於臺灣西部空域繞飛、美

國軍艦疑似進到澎湖水道等 4 則，皆是

假訊息。

國防部副部長張哲平於記者會上表

示，北京當局試圖借由這些假訊息來吸引

國內外媒體的興趣及跟進報導，且是有計

畫的混淆視聽，欲借由網路社群具備傳播

快速的特性，影響臺灣民眾之認知、引導

國際輿論。

張哲平表示，總統蔡英文一直提醒，

北京當局身為區域大國應該要善盡大國之

責任，共同維護區域和平；北京當局不要

再製造假訊息，否則會引發大家的誤判，

製造意外風險。

由於美國國防部已公布「2020 年中

國軍力報告」，有媒體詢問，如何因應中

方的飛彈及島嶼作戰的威脅。對此，國防

部作戰及計畫參謀次長室次長葉國輝中將

表示，目前針對中方的所有動態都能夠掌

握，並已經完成了各項計畫，但所有作戰

都是動態，仍會密切注意，持續依照敵情

做出滾動式修正。

三立新聞網報導，學者範世平在網

路直播節目《94 要客訴》上表示，中方不

可能因美軍駐臺就動武，因為他們沒有

能力。不過，美軍駐臺已經是「遲早的事

情」。

範世平進一步解釋，美國 2020 年的

國防白皮書點名，「重新建立美國海軍定

期停靠高雄港」。範世平又補充，2015
年 4 月 1 日美國有兩架 F-18 戰機因為

「飛機故障」降落在臺南機場。美軍想來

臺灣，能運用各種理由，像躲颱風、飛機

故障都可以，將偶發事件變成慣例、變成

常態，這就是要告訴北京「你遲早會習慣

的！」

不過，範世平認為，若美軍真的是要

長期駐軍在臺灣的話，壓力就會到了習

近平身上。由於《環球時報》說得斬釘截

鐵，再加上前總統馬英九日前又說現在

是「首戰即終戰」、美軍不會來，代表現

在正是攻臺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如果習近

平不動武，就會被譏笑膽小鬼；但開打的

話，解放軍又不具實力，習近平該如何抉

擇呢？

美限制北京駐美外交官活動

【看中國訊】北京官媒央視旗下中國

環球電視網（CGTN）一名在中國出生的

澳洲籍記者成蕾（Cheng Lei），傳出兩

週前在北京遭到拘捕，引發外界關注。對

此，中國外交部作出冷回應，令人玩味。

澳洲外交部長潘恩（Marise Payne）
8 月 31 日證實，從中方收到成蕾被拘留

的正式通知，外交官已於 8 月 27 日透過

視像形式探訪成蕾，不過，潘恩沒有透露

成蕾被拘留的原因。目前成蕾處於監視居

住狀態，最長可監視長達 6 個月，不得

與律師或外界聯絡，隨時都要準備接受審

訊。

對此，有外媒記者在中國外交部 9
月 1 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提問，「成蕾

被拘押是否與她的國藉以及澳美關係有

關？」發言人華春瑩則回答：「我沒有具

體信息可以向你提供」、「請向主管部門

瞭解。」

澳 洲 貿 易 部 長 伯 明 罕（Simon 

Birmingham）則表示，澳洲政府並不清

楚為何中共當局要拘留澳洲籍公民成蕾

（Cheng Lei），同時也警告澳洲企業與中

國交涉的風險已有所增加。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澳大利亞

和英國媒體 9 月 1 日相繼披露，今年 3
月，中國的武漢肺炎疫情處於高峰期間，

成蕾曾在臉書轉載相關消息，當中曾提到

率先公布肺炎疫情的眼科醫生李文亮，以

及提倡開展「感恩教育」的武漢市委書記

王忠林，併發表個人看法。

商業顧問、澳大利亞原駐中國大使芮

捷銳（Geoff Raby）以往曾多次接受成

蕾採訪。他不排除，好友被捕與她在臉書

的言論有關。

悉尼科技大學學者馮崇義表示：「央

視這些女主播通常跟上層有很密切的關

係。她是澳洲（澳大利亞）公民，除非

犯了很大的事，否則會讓她出境讓她走人

了事。她是指定地點監視居住，這是對異

見人士和維權律師普遍使用的方式，跟國

內官員的雙規也是一樣的。這是蠻嚴重的

一種做法。現在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對

這案子是一頭霧水。」

「新浪財經」2005 年曾介紹，成蕾

1975 年生於湖南嶽陽，10 歲隨父母定居

澳大利亞。 1994 年獲得昆士蘭大學商學

學位後，曾先後在吉百利史威士，埃克森

美孚（墨爾本）作為特許會計（CPA）工

作 6 年。 2002 年開始，她在中央電視臺

9 頻道主持財經回顧、中國財經等節目。

2003 年 9 月加入 CNBC- 第一財經，在

CNBC 亞太總部新加坡為「環球第一財

經」節目提供國際股市評論。 2012 年至

今成蕾一直擔任 CGTN 的直播主播和記

者，主要報導與中國大陸相關的內容。她

曾報導過一些中共政治敏感事件，包括在

北京召開的中共年度「代表大會」。她還

活躍於北京的澳洲社區，並為商業協會和

澳洲大使館主持過各種活動。

不過，目前隸屬央視的 CGTN 已刪

除了成蕾的個人資料頁面，成蕾的相關宣

傳影片也已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8 月 27 日至 31 日 5
天時間裏，中共文宣系統似乎異常狀況頻

發。包括環球電視網（CGTN）女主播成

蕾被抓、港星成龍北京豪宅被查封拍賣、

《人民日報》旗下雜誌社前總編輯萬仕同

獲刑 10 年及貪腐內幕被公開、《環球時

報》總編輯胡錫進被曝藉助官媒以權謀

私，進而牟利。

此外，北戴河會議前後，中共文旅部

副部長李金早落馬，習陣營人馬胡和平接

替劉雲山手下雒樹剛執掌的文旅部，教育

系統官員也密集查處。

時政評論員李燕銘分析指出，近一週

內，中紀委通報巡視十餘家文宣單位，召

開政治局會議施壓整改，一系列舉動顯示

習陣營針對文宣系統的清洗行動正在發

酵、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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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匹克公園、弓河和市中心如畫的美
景盡收眼底，ZEN Rockland Park 是一個
被稱為家的完美之地。

ZEN Rockland Park 位 於 卡 成 西 南 部 炙
手 可 熱 的 Rockland Park 社 區， 以 美 麗
的落基山為依托，交通條件十分便利：
去市中心輕鬆自如，去機場可走 Stoney 
Trail，去 Canmore 和 Banff 小鎮有高速公
路相連。

Rockland Park將提供購物、餐飲及服務，
還配備常年活動的業主協會。住在這裏
盡享便利，公園、游玩空間以及沿溝谷
蜿蜒的小徑一應俱全，讓您的生活充滿
活力。

今秋開始，我們在 ZEN Rockland Park
建設多種戶型的房屋，主要特點包括：
圍欄圈閉的私有院落，房頂露臺以及三
層的建築結構。 起 價

含GST
*售價和促銷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錯漏除外（E.&O.E.）。

Rockland Park 展示中心

和
交叉口西南

周一至周五
周末及節假日

Tuscany Hill NW

4 - 9 pm
10 - 6pm

Nose Hill Drive NW

請訪問展示中心獲取更多資訊。

二或三臥室兩層鎮屋及單層平房任選，以創新環保的
方式建造而成。

起價 。$170S

豪宅生活 美景盡享

入門級的房屋售價

蓬佩奧（ANDREAS SOLARO/POOL/AFP/Getty Images）

央視澳籍主播北京被抓 疑文宣系統有變

陸媒連發假訊息 學者稱增加習近平壓力

中華民國國防部副部長張哲平。（圖片來

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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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中國外

交部長王毅 9 月 1 日結束訪歐之旅，這

次訪問被視為中國試圖緩解與歐洲國家緊

張關係、在美中關係越趨緊張之時、拉攏

各國的外交之旅。不過，結果似乎未如北

京所願。

王毅此行之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楊

潔篪將訪問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這些

訪問都是為習近平和四位歐洲領導人召開

視頻峰會做準備的。 9 月 14 日，習近平

主席將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歐洲

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

國總統馬克龍召開視頻峰會。

不過 8 月 30 日王毅針對捷克參議院

院長維特奇（Miloš Vystrčil）率團訪台

一事進行譴責，並出言恐嚇捷克一定會

「為自己的短視行為和政治投機付出沉重

代價」，引起歐洲巨大反彈。

25 日王毅首站訪問一向被視為親近

中國的義大利，不過當地媒體報導，義大

利總理孔特（Giuseppe Conte）沒有與

王毅見面，僅用電話簡短交談。義大利外

長迪馬尤（Luigi Di Maio）與王毅會談

後表示，他們談到義中兩國的合作關係之

外，也向王毅提到香港問題，基於一國兩

制的原則，香港的穩定與繁榮至關重要，

義大利將高度關注港版《國家安全法》的

發展。他還說「中國必須維護香港的獨立

（China must preserve Hong Kong’s 
independence）」。

在此同時，流亡英國的香港民運人士

羅冠聰也和多名政要在羅馬舉行記者會，

譴責中共，成為焦點。

加拿大外交部長商鵬飛（Francois-
Philippe Champagne）25 日也在羅馬與

王毅會面，據《法廣》報導，商鵬飛會後

透露，加國要求北京立即釋放被捕的 2
名加拿大公民，並反對中國在處理香港問

題上的行為，以及中國為爭取釋放孟晚舟

所採取的「脅迫外交」是行不通的。

抗議示威如影隨形

26 日王毅到訪荷蘭，引起大批支

持民主人士抗議。荷蘭外交大臣布洛克

（Stef Blok）透露，和王毅在會談中，

荷蘭表達了對自治和中國人權問題的關

切。 27 日王毅到訪挪威，與總理瑟爾

貝克（Erna Solberg）和外交大臣索雷

德（Ine Eriksen Soreide）會面，訪問

期間有挪威議員建議，提名香港人競逐

諾貝爾和平獎，王毅則警告挪威勿「將

諾貝爾獎政治化」，引起網絡反對聲

潮」。

28 日王毅訪問法國，開啟整段外交

之旅的重頭戲。 《法廣》 報導，法國總統

馬克龍將親自會見，不僅有學者質疑馬克

龍親自和王毅會面不符對等原則，當地的

維族組織及捍衛香港組織紛紛走上街頭

抗議。據報導，馬克龍在會面中表示「強

烈關切」香港局勢和新疆集中營等中國人

權問題。王毅離開法國後，法國外交部發

言人馮德穆爾（Agnès Von Der Mühll）
在記者會上表示，「歐中關係必須建立在

對話、對等原則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這

是深化我們夥伴關係的基本條件。從這個

角度來看，中國對任何對成員國的威脅都

是不可接受的，我們對捷克共和國表示聲

援。」

9 月 1 日王毅來到德國，並與德國外

交部長馬斯（Heiko Maas）舉行會談。

當地媒體報導，馬斯在會上要求北京撤

回「港版國安法」，並要求香港應該迅速

且不受阻礙地」舉行選舉。馬斯還以歐盟

的名義拒絕了中方就其台灣之行對捷克參

議院議長維特齊（MilošVystrčil）發出的

恫嚇。他說，在外交政策上，歐盟團結一

致並尊重其夥伴。」 他在會後記者會上表

示，歐盟已經打造了一系列措施，以便對

中共實施制裁。

歐洲媒體形容，王毅的外交「示好之

旅」已經完全變質，完全稱不上成功。

在王毅回國後，斯洛伐克總統查普托娃

（Zuzana Caputova）發表推文指出，「斯

洛伐克支持捷克」，並譴責中國威脅捷克

的行為，成為歐洲第一個批評該事件的國

家元首。

王毅訪歐碰壁 各國提「敏感話題」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美國

五角大樓 9 月 1 日提交給國會的《2020
中國軍力報告》中說，中共軍方擁有的核

彈頭約有 200 多顆，這是美國國防部首

次披露北京核彈頭的數量。

五角大樓表示，他們基於一些因素對

北京核彈頭增長進行預測。例如，在無需

生產新裂變材料的情況下，北京已擁有足

夠的材料，使其核武器儲備增加一倍。

瑞典智庫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

究 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今年 6 月報告中指

出，中共正靜悄悄地擴張武器庫。中國在

2019 年至少增加 30 枚核彈頭，而且部

分已經可以進行部署。

今年早些時候，中國官媒《環球時

報》報導，北京需要在短時間內將其核彈

頭的數量增加到 1000 枚。

五角大樓報告表示，北京的核力量

似乎已超過其自己宣稱的「最低威懾」規

模。報告稱，中共企圖擴大核力量，以期

在 2049 年達到與美國核力量相匹配的目

標，甚至超越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

在五角大樓發布報告前，國防部長埃

斯珀（Mark Esper）發推文對北京的核

武器計畫作出警告。他說，共產主義中國

計畫至少將其核儲備規模增加一倍，因

此，美國的核力量現代化，同時保持備戰

狀態，對維持自由開放的印度洋 - 太平洋

地區非常重要。

此外，《亞洲時報》的報導也稱，中

國宣稱最後一次進行核武試驗是在 1996
年 7 月，不過軍事觀察家認為，北京在

新疆、四川、青海及內蒙古等地的封閉區

域仍然在進行試爆。

路透社此前報導，川普一直以來試圖

遊說中國參加美國和俄羅斯的一項軍備

控制談判，以取代華盛頓和莫斯科簽署

的 2010 年《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該條約將在明年 2 月到期。

不過，北京拒絕了川普的提議，理由

是中國的核武器規模很小，不會構成威

脅。

在今年 5 月的年度會議上，中國公

布的國防預算高達人民幣 1.27 萬億元

（約 1,790 億美元），同比增長 6.6%，顯

示北京在這方面尚充滿野心。

中共軍隊一直對外界隱瞞其核武方面

的信息，特別是有關製造、建設和部署細

節。分析普遍認為，中國軍方的彈頭遍佈

內陸省份的多個基地，特別是在新疆。

【看中國記者理翺編譯報導】美國白

宮貿易與製造政策辦公室主任納瓦羅 8
月 31 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川普政府

已連續發布相關行政命令，從而將流行的

中國應用程序抖音（TikTok）和微信徹

底清除出美國，將有更多的中國應用程序

將被嚴厲打擊，近在眼前。

據福克斯新聞網週一報導，納瓦羅表

示，清除中國間諜程序的行動不會只到抖

音和微信為止，美國還會有其它相應的行

動和政策出臺打擊其它的中國應用程序。

因為美國不需要那些應用程序，也不應該

使用中國製造的含間諜功能的程序。

他解釋道：「否則，那些應用程序可

以獲取我們的數據並轉到其在中國的伺服

器。」「那些（被盜走的）數據將用於監

控、監視和跟蹤您；將被用於盜竊您的密

碼；將被用於攔截您的重要郵件等等。當

然還會有其它原因，因為共產主義中國、

中共……基本上是試圖在世界範圍內獲取

技術和擴大其影響力。」

鑒於抖音程序本身的木馬屬性以及其

母公司字節跳動（ByteDance）與中共的

關係，美國總統川普於 8 月 6 日發布行

政命令，將在 45 天之內將抖音及字節跳

動清除出美國，除非字節跳動能在限期內

找到美國買家將其接手。

基於相同原因，8 月 6 日川普還簽署

了另一項行政命令，清除微信和部分清理

了微信母公司騰訊在美國的業務。微信在

中國人中的應用及普及程度遠大於抖音。

對於微信和騰訊在美國的相關業務，並沒

有轉售一說，要求在期限前將程序下架以

及關閉相關業務。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成龍

北京豪宅被強制查封拍賣後，賈躍亭前妻

甘薇在北京的一處豪宅昨日也被拍賣，最

終成交價為 2420 萬。

甘薇被拍賣的住宅位於北京朝陽區辛

莊一街 26 號院，系京內著名豪宅「泛海

國際居住區．蘭海園」，在北京二手房市

場較有名氣。

這套房產建築面積為 193.59 平方

米，車位建築面積為 48.82 平方米，市場

估價該房產約有 2206 萬人民幣。

有消息顯示，甘薇北京這套房產遭到

拍賣，與 2015 年樂視手機業務（樂視移

動）向招商銀行申請的 1 筆總額 27 億人

民幣的債務問題有關。

據悉，除了本次被拍賣的房產，甘

薇、賈躍亭名下北京市朝陽區工體北路

21 號樓 16 層 1 單元 1801 室、雙花園南

裡二區 6 號樓 20 層 4 單元 2003 室已被

查封，將被拍賣。

公開報導顯示，甘薇與賈躍亭於

2008 年結婚。 2017 年，樂視債務危機

爆發，賈躍亭遠走美國並卸任樂視網董事

長，至今未歸。 2017 年底，甘薇曾前往

美國與賈躍亭相見，其後回國，「受賈躍

亭委託，處理國內債務」。

2018 年，甘薇因涉賈躍亭及樂視系

一筆 14 億元的借款訴訟，被列入「老賴」

名單。 2019 年 11 月，甘薇向法院遞交

離婚糾紛起訴狀，要求與賈躍亭分割財

產，同時要求賈躍亭承擔全部債務。今年

7 月 8 日，上海市高級法院網顯示，甘薇

因不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目前已被

依法限製出境。

在甘薇房產被拍賣之前，成龍的兩套

北京豪宅也被強制查封，目前正在司法拍

賣。成龍的兩套住宅分別位於北京市東

城區東直門內大街 9 號院 2 號樓的 1001
室和 1002 室，每套房產面積為 608 平

方米，房產評估價 1.03 億元，起拍價為

7190 萬元。目前初步確定的拍賣日期為

2020 年 9 月 28 日。

9月1日王毅訪問德國，香港前立法委員羅冠聰（右二）與多位民主人士在位於柏林的德國

外交部外舉行抗議活動。(TOBIAS SCHWARZ/AFP via Getty Images)

五角大樓：北京擁兩百多顆核彈頭 白宮將打擊
更多中國應用程序

賈躍亭前妻甘薇北京房產遭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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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作為中南海智庫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發布報告稱，

未來中國出現 1.3億噸左右
的糧食缺口。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此前下令禁止餐飲浪

費掀起一場運動，引發了民

怨，現在官方又開始宣傳減

少食用油的攝入。

官方開始飲食減油宣傳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疾控局

以「2020 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宣傳月活動」的名義展開宣傳，

主題是「健康要加油，飲食要減

油」，廣泛倡導飲食減油理念，

傳播 10 條如何減少用油的核心

信息。

這 10 條信息包括：健康成

年人每天烹調油攝入量不超過

25 克，家庭使用帶刻度的控油

壺，定量用油、總量控制等。並

且建議烹飪時多用蒸、煮、燉、

燜、涼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鍋、

烤箱、電餅鐺等烹調器，均可減

少用油量。

有媒體分析認為，顯然衛健

委關心的是如何省油，而不是每

既反餐飲浪費後，北京官方又開始宣傳減少食用油的攝入。（Getty 

Images）

人每天攝入多少食用油。

9 月 1 日，中國各省級媒體

開始造勢宣傳。例如：《河南日

報》發文稱，「即日起，我省將

啟動 2020 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宣傳月活動」；「今秋 9 月，不

僅是中小學校的開學季，也是衛

生健康生活方式宣傳的旺季」。

中國食用油網曾刊文，營養

學家認為，一個人每天油脂攝入

量與運動量及體重都有關係，不

能一刀切，一般來說，每公斤體

重維持在 1 至 2 克就可以。

一些專業的健康類媒體則給

出更詳細的計算公式：體重（公

財經簡訊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近期關於中方央行數字人民

幣的發行被輿論關注。 8 月 31
日，中國經濟學家向松祚撰文認

為，發行數字人民幣就此實現人

民幣國際化等都是誤解。

官媒 8 月 30 日報導稱，建

設銀行 App 在 8 月 29 日增加

了「數字錢包充值」以及「數字

貨幣」兩個子菜單，但是這兩個

功能並未向公眾開放，僅在部分

試點地區開通。從建設銀行的協

議看，建設銀行的數字人民幣錢

斤）*50（大卡）*20%/9（大

卡）= 每日應攝取脂肪（脂質）

數（克）。

並且舉例：一個 60 公斤的

人，如果要維持其身體的肌肉含

量，那麼一天大概要需要（60
公斤 *50 大卡 =）3000 大卡的

熱量，其中脂肪的供應量應該是

（3000 大 卡 *20%=）600 大

卡，而脂肪供應熱量的 600 大

卡 /9 大卡 =66.67 克，就代表

著這個 60 公斤的人每天需要吃

66.67 克的脂肪。

當然這 66.67 克脂肪的來源

不僅是食用油，還有各類食物。

北京官方又打食用油的主意

中國天津大學教授 
在美涉經濟間諜罪被判刑

【看中國訊】據彭博社報導，在經歷

數年的審理過程後，美國聯邦法院 9 月 1
日判處中國天津大學教授張浩 18 個月有

期徒刑，指控其犯下竊取商業機密和經濟

間諜罪。張浩被指控，在南加州大學期

間，他與一名同事共謀通過開曼群島的 1
家空殼公司，竊取美國秘密，並出售給北

京政府和軍方。美國加州聖荷西地方法院

主持了張浩的庭審，法官命令張浩向其盜

竊行為的兩家受害小科技公司賠償 47.7
萬美元，並建議將他送往加州 1 個最低

安全級別的監獄。

美國延長部分中國商品 
關稅豁免至年底

【看中國訊】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

貿易代表辦公室 9 月 1 日宣布，將延長

包括智能手錶及醫療口罩等部分中國商品

的關稅豁免期限。但與此前的一年延期相

比，此次僅延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所涉及的產品包括許多藍牙和可穿

戴數據傳輸設備，如蘋果公司、智能手環

FitBite 和音箱系統 Sonos 等科技公司從中

國進口的設備。還包括口罩、呼吸器等其

他醫療產品。此次關稅豁免期限僅延長 4
個月，而非以往般延長一年，不過美國貿

易代表辦公室並未在公告中說明具體原因。

【看中國訊】北京當局 9月 1日宣布，

將暫停從澳大利亞一家最大的糧食出口商

進口大麥。觀察家認為，這是澳中緊張關

係的一個嚴重升級。

據美國之音報導，中方海關總署在 9
月 1 日發布的公告中稱，在澳大利亞輸

往中國的大麥中多次檢驗出硬雀麥、法國

野燕麥、北美刺龍葵、小麥線條花葉病毒

等檢疫性有害生物。因此海關總署決定撤

銷澳大利亞 CBH 穀物有限公司輸華大麥

註冊登記資質，暫停其大麥進口。

CBH 公司是澳大利亞農戶合作組

織，是澳大利亞最大的糧食出口商，其主

要出口糧食是小麥、大麥和油菜籽，它的

主要市場在亞洲和中東。預計，澳大利亞

今年的大麥出口量大約為 1100 萬噸，其

中約 30% 來自 CBH。

《自由時報》報導稱，CBH 公司駁斥

了北京當局說法，表示將與澳洲政府合作

推翻該判定，CBH 公司的一名發言人告

訴路透社，CBH 沒有發現任何可以支持

北京說詞的證據，「CBH 確認所有出貨

到中國的穀物符合所有政府的植物檢疫出

口要求」。

美聯社稱，北京對澳洲堅持推動國際

社會，對來自中國武漢的病毒源頭展開獨

立的國際調查十分惱火。兩國之間的貿易

糾紛明顯增加。為了報復，北京在 5 月

向澳洲出口到中國的大麥加徵了 80% 的

關稅。

中共商務部繼早前對原產於澳洲的葡

萄酒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後，8 月 31 日

又再發通知稱，即日起對葡萄酒展開反補

貼立案調查。

北京對澳報復升級
停止從最大穀物商進口大麥

經濟學家向松祚揭底數字貨幣
包類型分為：一類錢包、二類錢

包、三類錢包和四類錢包，並設

有限額。

建設銀行回應稱，此前在手

機銀行系統開展相關功能測試，

目前本次測試已經結束。當前網

傳信息為技術研發過程中的測試

內容，並不意味著數字人民幣正

式落地發行。

8 月 31 日，根據中國經濟

學家向松祚撰文稱，正如紙幣取

代金屬貨幣一樣，未來數字貨幣

也會取代今天的紙幣。但是，數

字貨幣的發行不會影響到整體的

貨幣金融的格局，只是貨幣發行

的方式發生變化。「對於數字貨

幣，存在很多誤解。有人認為發

行數字貨幣就可以『彎道超車、

異軍突起』，實現人民幣國際

化，我想這是很大的誤解。發行

數字貨幣的時間早，但並不意味

著接受度高，對於數字貨幣的信

任仍然來自於主權國家的信用，

投資者是否相信主權國家的信

用，取決於國家法治的健全、政

治經濟的穩定、科學的創新、金

融市場的廣度深度、金融市場的

監管水平等。這些都是必要的條

件，並不是發行了數字貨幣，就

能夠實現國際化。」

（Story Blocks）

社區建設進行中 -2021年初可入住
加拿大奧林匹克公園
WINSPORT 滑雪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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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加里
全新的都市村落
即將落成
零售商店、休閑娛樂中心和住宅建在一起，這裏擁有真正的集居住 / 購物 /

休閑娛樂于一體的村落生活方式，卡城前所未有。生活在這裏，你可以步

行購物，在工作之餘你可騎自行車拜訪朋友小酌一杯。另外，到Winsport

滑雪近在咫尺，這裏距市中心僅 15 分鐘車程。今天就聯係我們獲得更多購

房紅利信息吧。

鎮屋 起價 $479,900 +GST

盡享鄉村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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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近加拿大奧林匹克公園WinSport滑雪場
令人驚艷的美景

最新的鎮屋設計

2停車位
靠近 160英畝的自然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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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中心：
展示中心

周二 ~ 周四：

周末和假期：

渲染圖基於設計師的理念。經紀人受保護。

價格、條款和規格可能調整。錯漏除外（E.&O.E.）。

如果油脂攝入過少，可能導致一

些健康方面的疾病發生，給人體

造成損害。

習近平批餐飲業浪費 
外界擔憂糧食危機

習近平在 8 月對餐飲浪費

做了八字評價：「怵目驚心、令

人痛心！」，並引古詩「誰知盤

中餐，粒粒皆辛苦」。習近平

又強調要加強立法，強化監管。

之後人大隨即聲稱要立法。

官媒《人民日報》為習近平

的言論進行數據支持，稱中國每

年浪費的糧食約 3500 萬噸，接

近糧食總產量的 6%。

有學者認為，糧食問題本來

應該通過市場來解決，政府起一

個協調作用，但現在卻把壓力下

壓到老百姓那裡，就變成了一場

政治運動。其實，浪費最嚴重的

是政府機關。例如國家級或省一

級政府機關的內部食堂，那種奢

侈消費，是慷國家之慨，這些都

是長期存在的。

過去數月，中國主要農產地

區發生大規模的洪災、蟲災等災

害，農作物受嚴重破壞。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

研究所發布《中國農村發展報告

2020》稱，「十四五」（2021 ～

2025 年）期間中國有可能出

現 1.3 億噸左右的糧食缺口，其

中穀物（三大主糧）缺口約為

2500 萬噸。

報 告 預 計， 到 2025 年，

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 65.5%，

保守估計新增農村轉移人口在

8000 萬人以上；農業就業人員

比重將下降到 20% 左右；鄉

村 60 歲以上人口比例將達到

25.3%，約為 1.24 億人。

報告中稱：「目前農村發展

中仍面臨著諸多矛盾和問題，如

農民種糧積極性下降、農民持續

增收難度加大、農村老齡化日趨

嚴重、農村民生短板突出、村莊

分化日益加劇等，需要引起高度

重視。」 
與此同時，中國的糧食至今

仍然嚴重依賴進口。但根據中

國外管局 6 月底公布的數據，

今年一季度外匯儲備淨值（外

匯儲備總額減去外債總額）為

9660 億美元，跌破 1 萬億美

元，是近十年以來的最低值，這

對用於購買進口糧食的外匯使用

造成壓力。一旦外匯儲備不足，

北京將會面臨非常被動的局面。

有分析認為，這也是近期北京當

局提出節約糧食的重要原因之

一，即減少糧食進口。

向松祚直言：「我們要有一

個很理性的、客觀的、冷靜的看

法，數字貨幣不會造成革命性的

變化。」最後向松祚坦承：「發

行數字貨幣並不意味著全球的貨

幣金融體系就會出現天翻地覆

的、革命性的變化。全球數字貨

幣的發行，終究還是要以主權國

家的信任為基礎。」

2018 年中國經濟下行，向

松祚曾公開質疑官方經濟數據，

引發廣泛關注，也因此被稱為是

敢言的經濟學家。

liveintrinityhill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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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共官媒報導，中組部常

務副部長姜信治 9 月 1 日到杭

州宣布了浙江的人事變動。袁家

軍表明，擔任省委書記是習近平

的「充分信任」，聲稱要「始終

與總書記同心」。

升任浙江書記的袁家軍，現

年 58 歲，出身「軍工系」，曾

任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飛船系統總

指揮、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副總經

理，寧夏常務副主席，2017 年

擔任浙江省省長。

新任遼寧省委書記張國清亦

出身「軍工系」，現年 56 歲，

是全國最年輕省委書記。

此外，據港媒報導，中共中

央政治局拍板的高層人事還有浙

江省委副書記、寧波市委書記鄭

柵潔升任省長；天津市長張國清

擔任遼寧省委書記；上海市委副

書記廖國勛將升任天津市長。

據《天津日報》9 月 2 日最

新消息，廖國勛已獲任天津市委

委員、常委、副書記。

廖國勛曾在貴州與習近平親

信栗戰書和陳敏爾均有交集，被

視為間接的習家軍。

據外界觀察家認為，習近平

的所謂習家軍中，第一部分是與

自己有舊交的官員，如栗戰書；

第二部分是曾任職的福建、浙江

等地的舊部，如蔡奇；第三部分

是以上的親信帶出的舊部，如廖

國勛；而近年習也在「軍工系」

物色人選。有親共港媒曾形容

「軍工系」為親習近平的第四股

新勢力。

不過，「軍工系」目前也是

腐敗重災區。

去年 4 月 22 日，四川久遠

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

鄧全農被調查。鄧全農還是中國

工程物理研究院應用技術研究發

展中心原主任。中國工程物理研

究院是中共國家計畫單列的中國

唯一的核武器研製生產單位。

今年中共兩會召開前夕，原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長、中共首艘國產航艦設計總監

胡問鳴，涉嫌重大違紀被當局調

查。其下屬、中船重工原總經理

孫波兩年前落馬。

海外中文網披露，中共軍費

開支中，流向中國船舶重工集團

的撥款數目驚人，而由此發生的

貪腐顯然是中共高層與軍方不能

容忍的。

跡象顯示，習近平在官場除

了自己的舊部，不斷網羅更多自

己人，但令他更加煩惱的是，如

今「自己人」也成為不可控因素。

今年 6 月，習近平浙江舊

部、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突遭免

職，去向不明。 7 月，陝西省

委書記胡和平被調離，調回北京

掌管文化與旅遊部，被明升暗

降。政論人士陳破空在評論文章

中說，上述事件證明即便是習近

平自己的親信人馬，對習而言，

也並不可靠而狀況不斷。

陳破空還說，按照毛澤東的

話說，他們都是「睡在身邊的赫

魯曉夫」。連習家軍都靠不住

了？習近平細思極恐，或常常嚇

出一身冷汗。

文章稱，習近平曾向黨內喊

話：「我看能打敗我們的只有我

們自己，沒有第二人」。習近

平很清楚，他真正的敵人，不在

國外，而在國內；不在黨外，而

在黨內；不在基層，而在高層；

甚至於，派系纏鬥之間，如今敵

人已經就在習家軍內部。

陳破空在文章最後稱，習近

平目前的權力尷尬也再次見證，

這個一黨專政制度的失效、失

靈、失敗，因為權力來路不正，

並非來自人民、並非來自選票，

而是來自於中共高層的小圈子。

本質而言，來路不正的權力不具

合法性，必然受到拷問和挑戰，

甚至隨時遭遇不測和顛覆。 

 習家軍四處補位  習害怕「自己人」

李克強廉政講話延後一月發 說了五次習核心

官員網上批評體制被免七常委參加治藏會議 演和諧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今年以來，李克強和習近平

的衝突被指公開化，二人之間的

關係格外引人關注。在此之際，

李克強 7 月 23 日所做的在國務

院廉政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直至

8 月 30 日才獲官媒刊發，李克

強一開篇就提習近平「在十九屆

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上的重要講話

精神」。之後，全文還有至少

四處提及「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要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為指導」等，表忠服軟意

味濃厚。

今年 5 月 28 日，在兩會閉

幕日的記者會上，李克強提及

「6 億人月收入僅 1000 元」的真

相，說出了小康和脫貧的真相。

在 7 月 15 日國務院常務會

議上，李克強講話中提及，中國

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做甚麼

事情要盡力而為。這被認為是李

克強意有所指，因為習近平到處

大撒幣，在全世界大手大腳。

習近平 8 月 24 日以個人名

義召集 9 名重量級經濟學者舉

行座談，商討「十四五」規劃。

韓正與王滬寧分坐習近平兩側，

卻不見執掌經濟的總理李克強。

大陸獨立媒體評論人吳特認

為，李克強傾向於市場化的經濟

思路與習近平不符，兩人的路線

之爭已經開始發展為權力鬥爭。

但對於習、李鬥一說，有香

港黨媒之稱的鳳凰網原記者張

真瑜卻有不同看法，他向《看中

國》表示，李克強不可能跟習近

平鬥，但習近平確實需一個人為

他背鍋，這個人就是李克強。

張真瑜說，李克強現在還在

位，明顯是給習近平經濟下滑背

鍋，這是李克強暫時不會有事的

原因。「到明年的時候，中國的

經濟可能會出現比較大的倒退，

甚至是誘發系統性的風險」，

「經濟發生大的倒退的時候，他

可以首先拿李克強來開刀。」

張真瑜說，現在網傳的說李

克強會作為倒習的核心。這個肯

定是不現實的，他本身沒有這個

實力。張真瑜認為李克強可能會

在私下，或者是在黨內的會議中

向習近平認錯服軟。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綜合報

導】8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共

召開了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

七常委集體亮相。針對習近平的

講話，有大外宣媒體藉機強調獲

習近平重用的陳全國當年的治藏

「功勞」。而七常委齊露面，李

克強和汪洋當面吹捧習近平，也

是看點。

據黨媒報導，中共中央第七

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發

表講話，李克強主持會議，栗戰

書、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出席

會議，汪洋作總結講話。官方報

導中，習近平的頭銜特意列全了

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

習近平的講話毫無新意，

照本宣科式的談「黨的領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維護

統一」、「民族團結」、「應對重

大鬥爭」、「防範重大風險」等。

但還提出一個具爭議的「藏傳佛

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

藏傳佛教中國化」的說法。

習近平又稱中共「關於西

藏工作的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

的」。他說十八大以來，當局

總結了所謂「治藏穩藏興藏的成

功經驗，形成了新時代黨的治藏

方略」。

針對習近平的講話，大外

宣多維網報導認為，西藏的「成

績」背後離不開曾主政西藏的陳

全國。

陳全國主政西藏時，就採取

過所謂網格化維穩措施，即通過

大量警力和政府人員，打造出一

個監控體制。 2016 年 8 月主政

新疆後，實施了更為嚴厲的管控

政策，空前強化對新疆的高壓和

控制，其搞出的關押百萬新疆

維族和其他民眾的「集中營」，

備受國際譴責。而陳全國卻在

2017 年 10 月的十九大上如願

進入政治局。

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 7 月 9
日宣布，制裁多個涉及侵犯新疆

人權的中共官員及政府實體，陳

全國位列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涉藏會

議，李克強和汪洋也有明顯示忠

和捧習的表態。新華社稱，李克

強主持會議說：「習近平總書記

的重要講話……是指導新時代西

藏工作的綱領性文獻……要認真

學習領會……研究貫徹落實。」

汪洋在總結講話中稱「習近

平的講話是一篇閃耀著馬克思

主義真理光芒的綱領性文獻」，

「這一方略是做好西藏工作的綱

和魂」，「各項工作都要以此為

指針和標尺」。

有海外評論人認為，此次會

議上，李克強的吹捧套話和汪洋

的刻意拔高，當著七常委的面，

無疑試圖繼續烘托習核心。只是

一次西藏工作會議，中共高層卻

罕見集體亮相，參會的陣容同樣

龐大。西藏的工作並非如此重

要，當著眾人的面，顯示中共高

層的和諧才更重要，顯示習核心

沒有被動搖，才最重要。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中共官方公布，浙

江省長袁家軍接替車俊擔

任浙江省委書記，天津市

長張國清接替陳求發擔任

遼寧省委書記。另外，作

為間接的習家軍的上海市

委副書記廖國勛已任天津

副書記。不過有分析認

為，近年習近平的敵人在

「自己人」當中，不時嚇

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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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山東省臨沂市

蒙陰縣體育運動中心辦公室主任

公維強，近日因在微信群發表

「不當言論」遭免職。據悉，公

維強被免是因在網上批評體制。

不過，公維強的「不當言論」內

容並未被提及。

公 維 強 的 網 名 叫「周 國

士」，在網絡上流傳的公維強個

人檔案顯示，他畢業於鄭州大

學，從 2005 年就在該體育運動

中心辦公室工作至今。在他「思

想政治」一欄上，填寫的是「熱

愛自由、思想獨立、支持政改、

推動憲政」。

據悉，公維強經常在網上諷

刺體制，並批評人代會制度淪為

獨裁者的鼓掌機器等。他因此被

舉報。網上舉報帖子說，公維強

支持政改和推動憲政，實際上就

是想推翻現有的體制，採取西方

選票和多黨議會制，從他以往的

言論就能看出點端倪……

無獨有偶，此前也是由於擔

心「因言獲罪」，黑龍江雞西市

前副市長李傳良緊急出逃美國。

他在接受海外中文媒體採訪時表

示，今年 2 月 14 日，李傳良原

財政局下屬、後升任雞西市恆山

區委書記的孔令寶，因發表披露

中央隱瞞肺炎疫情的言論，遭舉

報後被革去職務，當日下午孔令

寶遭警方逮捕，家中和辦公室都

被徹底搜查。李傳良獲悉此事

後，擔心自己過往的言論與觀點

也會遭株連，在海外民運人士協

助下，近期出逃美國。

李傳良此前常與一些志同道

合的朋友評論時局與政府決策，

談及體制弊病。但他認為目前中

國的情況，可能所有人都不敢說

了，因為當局鼓勵監督舉報、縮

緊言論，尤其是「天眼工程」，

天上、地下的各種監視，民眾大

多是敢怒不敢言。

他很憂心中國會回到文革時

期，因為相互舉報，所以造成夫

妻反目、父子成仇。

習近平 2019年 4月 24日在北京大會堂迎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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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九：

【顳下頜關節紊亂綜合症（TMJ）】中年
女性，患 TMJ 一年半，口下頜關節開合
受限，疼痛不已，嚴重影響咀嚼功能，導
致消化不良。經牙醫介紹至我中心就診，
經針灸治療2次，關節復位；治療3週後，
關節腫痛消除，咀嚼功能完全恢復，消化
改善，未復發。

            病人反饋之十：

【痤瘡（青春痘）】青年女性，面部及頸
背部痤瘡反復發作 3年，經西醫治療未
見好轉，皮損愈重。至本中心就診，擬以
內調外消，經針灸及中藥治療 2週，痤瘡
始消退；二個月後，皮損基本修復，暗瘡
退去。「對我的皮膚有信心了！」她說。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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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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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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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強5月在人大開幕會上做工

作報告。（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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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的「絲絨革命」靈魂

人物、已故的前總統哈維爾

（Václav Havel）在卸任後，曾

經在 2004 年訪台，亦選擇在政

大發表演講。如今睽違 16 年，

再一名捷克重要人物訪台、在政

大進行演說，格外引發關注。

維特奇發表的演說大約 30
分鐘，講題是「民主國家團結一

致，致力捍衛共同價值」。這

是台灣立法院暌違 45 年之後，

再度有外國議長在議場內發表演

說。維特奇也是第一位到台灣立

法院發表演說的非邦交國議長。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

奇(Miloš Vystr il)率領90
人組成的訪問團訪台，9月1
日在台灣立法院發表演說，

標誌著台灣與捷克外交關係

新的里程碑。

捷克參議院議長率團訪台

維特奇談到，捷克民眾了解

背後有「老大哥」是何感覺，這

又是捷克及台灣經驗的相通處，

「捷克將站在台灣這邊」。他堅

信每一位民主主義者，有義務支

持所有捍衛民主原則、建造民主

的人，因此作為國會外交關係代

表，能夠訪問台灣交換經驗、互

相支持，擴大彼此合作，他感到

十分榮幸。

在演說後的記者會當中，

維特奇議長也解釋了赴台訪問

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要為企業

家尋求新的合作夥伴，加強經

濟、科技、創新研發方面的交

流。其次是，確保捷克的主權

和獨立性。他說，在民主世

界，我們不該聽從其他國家的

命令，尤其是非民主國家的命

令。台灣是民主國家，與捷克

擁有共同的價值。

關於台捷合作，維特齊表

示，這次大約有 40 名捷克企

業代表來台，多半屬於尖端技

術領域。維特齊還幽默地說，

當一名捷克女性跟一名台灣女

性合作，能夠期待什麼樣的結

果，答案就是「最好的雙打組

合」。他說的是台灣女子網球

好手謝淑薇於 2019 年在溫布頓

網球錦標賽上跟捷克選手史翠

可 娃（Barbora Strýcová） 搭

檔，最後贏得女子雙打冠軍，

以此台捷企業合作前景。

他最後引述前美國總統肯

尼迪 (John F.Kennedy) 於 1963
年冷戰期間的西德柏林發表的著

美台將啟動高階經濟對話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

合報導】中華民國總統蔡英

文日前宣布將在明年初開

放美豬、美牛進口，美國國

務院亞太助卿史達偉8月31
日也宣布，將啟動新的高階

年度經濟對話，全面探討美

台經濟關係。

中央社消息，美國在台協

會（AIT）31 日稱讚台灣採取

重要舉措，落實對美國豬肉和

牛肉的市場准入承諾，證明台

灣是可靠的貿易夥伴，美台經

濟關係將更上一層樓。

AIT 表 示， 助 理 國 務 卿

史達偉稍早宣布，美台將舉辦

「經濟與商業對話」，並由次卿

克拉奇（Keith Krach）主持透

過新平台深化雙邊經濟連結。

這場新的高階年度經濟對話將

提供平台，深化美台在各項優

先議題上的經濟連結，包括重

新布局科技和醫療產品供應

鏈、加強投資篩選和智慧財產

權保護，以及擴大基礎設施和

能源部門的合作。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總

談判代表、政委鄧振中受訪表

示，台美之間將舉辦「經濟與

商業對話」，相關細節由美方

公布，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是

由國務院層級出面，與台灣

進行高階的經濟對話，相信

這 對 BTA（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雙邊貿易協定）

會很有幫助，有對話就會發現

雙方需求是什麼，對台灣一定

會很有助益。

在中共加緊對台北施壓

之際，美國正在調整對台政

策。美國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

的助理國務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8 月 31 日 通 過 視

頻對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講話

時說，「美國長期執行一中政

【看中國訊】中華民國行政

院今天公布新版護照封面，把

REPUBLIC OF CHINA 字 體

縮小，並改為環繞國徽，且放大

TAIWAN 字樣，預定在 2021
年 1 月發行。

行政院發言人丁怡銘表示，

台灣對武漢肺炎防疫有成，行有

餘力可以幫助其他國家，而這段

時間也提升了國際能見度，國人

更希望在國際意象上，提高台灣

辨識度，因此立法院在 7 月 22
日通過決議，要求行政部門要提

高護照上「台灣」、TAIWAN
辨識度，避免在國際交流時與北

京混淆。

外交部長吳釗燮強調，將

TAIWAN 跟 PASSPORT 字樣

緊鄰排列，是強調台灣的護照，

一看就可以辨識，非常明瞭清

楚。他說，自從 1 月疫情爆發，

許多國家對於入境審查更嚴格，

而為了避免持有台灣護照者被誤

認為來自大陸，影響到旅外權

益，因此搜集各界建議與各國慣

例，提出新版護照封面方案，且

行政院已經核定。

總統蔡英文說，她相信這能

強化護照的辨識度，也強化了台

灣的元素，保障了國民便利與旅

行安全，請大家多多支持。

港府刪除「三權分立」被批違背基本法
【看中國記者李家宏

綜合報導】8月30日港府宣

布刪除中學通識科「三權分

立」內容，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對此發表「香港無三權」

論，其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聲稱「香港沒有三權分立」，

強調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

互相配合、制衡，都是要經

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

林鄭和楊潤雄的言論顛覆了

港人幾十年對一國兩制的認知。

《蘋果日報》翻查資料，香港司

法機構的權威人士：首任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李國能、終審法院前

常任法官陳兆愷等人都表達過香

港實行三權分立；現任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馬道立指《基本法》清

楚訂明三權分立的原則。

林鄭 9 月 1 日在記者會上

進一步演繹，把「三權分立」解

釋成「三權分工」，宣稱三個機

關最終都是通過特首向中央政府

負責，即中共一統三權。

9 月 3 日，香港大律師公會

發表聲明關注事件，並引用《基

本法》條文指，《基本法》已清楚

界定行政、立法、司法的權限與

功能，林鄭月娥所提的理據不符

合《基本法》條文。

現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

立，今年 1 月在法律年度開啟典

禮上發表致辭時，抨擊「三權合

作論」，他指司法誓言包含司法

獨立這個重要宗旨，《基本法》第

85 條訂明香港法院獨立運作、

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概念

雖然簡單，但它對於法官如何處

理司法工作和履行憲制規定的職

責，卻至關重要，其重要性不容

貶削；他還指法院的工作是依據

法律解決爭議、糾紛，所有人都

必須服從法律，無人可以凌駕於

法律之上。

香港主權交接後，中共當

局一直倡導香港要三權合作。據

《蘋果》報導，2008 年 7 月，時

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港發表

「三權合作」論，表示「行政、

立法、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

解，互相支持」，被香港大律師

公會發聲明反駁，指司法機構並

不是行政機構一部份。

2014 年 6 月，國務院發表

《一國兩制白皮書》，宣傳香港

各級法官司法人員，與特首和主

要官員都是「治港者」，愛國是

基本的政治要求，他們要承擔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等

職責，變相倡導「三權合作論」。

2017 年 5 月，時任全國人

大委員長張德江在京參加《基本

法》研討會時宣稱，香港政治體

制不是三權分立，而是以行政長

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架構，並

重提特區管治團隊必須由「愛國

者」組成。

策。這與中共聲稱對台灣擁有

主權的『一中原則』不同。美

國方面對台灣的主權問題不持

立場」。

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

究 中 心 主 任 羅 曼（Walter 
Lohman）說：「新的經濟與

商業對話很了不起。但對話應

該被視為是朝自貿協定方向的

努力。我們依然需要一個自

貿協定。對話是處理議題的渠

道，包括勞動力水平、能源供

應和供應鏈安全等問題，這些

都不在自貿協定談判的傳統範

圍以內。」

【看中國訊】港府於 9 月 1
日展開全民檢測武漢肺炎病毒

計劃，在檢測人員資格不明、

DNA 資料可能被送往大陸等醜

聞下，截至 2 日早上，只有 70
多萬人透過網上登記參加，佔香

港人口不足一成。

政府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

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2 日

早上在電台節目直言，預約人數

不算很多，若最終只有百多萬人

參與全民檢測，未必有代表性。

本身是醫生的公民黨郭家麒

認為，檢測人數無論多少其實意

義不大，因為港府封關不嚴，

又無禁足令，市民測試後照樣

四處流動，「即使 700 萬人做測

試，過了 7 至 14 日後已經無意

義」，因此全民檢測肯定是一場

「大龍鳳（鬧劇）」。如今計劃

可能只有 100 萬人參加，但估

計政府卻要每星期花費上億元開

支，認為資源可以運用得更好。

台灣立法院院長游錫堃（右）與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奇（中）。（CNA）

台灣新護照登場

名演說「我是柏林人」，並以中

文表示「我是台灣人」，贏得了

台灣朝野立委的起立鼓掌。

中國外長王毅日前稱，維特

奇議長訪問台灣，將為此付出沈

重代價。之後，捷克外交部召見

了中國駐捷克大使，對王毅的言

論表達不滿。

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王定

宇表示，台灣這幾十年來都被安

排在國際秩序的角落，從來沒

有經歷過正常的國際交往。他

說：「最後我聽到他講我是台灣

人，以這句話來形塑，就像當年

的肯尼迪在西柏林，看到德國的

( 西 ) 柏林人面對東柏林，在民

主的最前線，那一刻，我們覺得

講得真好。」

台灣總統蔡英文將於 9 月 3
日在總統府內接見捷克參議院議

長維特奇率領的訪問團。此前，

蔡英文還表示，將與捷克展開全

方位的深入交流。

港民冷待全民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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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餃子の王將」

位於日本京都上京區，20 年來，

手頭拮据的學生經常來這裡「洗

碗換飯」。老闆井上定博的善

舉溫暖了許多人的心。

據京都新聞報導，「餃子の

王將」不但食物可口，老闆還照

顧窮學生。店門口有個「洗碗換

飯」的公告，窮孩子可在店裡吃

一頓飽飯，洗碗半小時代替飯

錢。附近的學生因此常常光顧這

家餃子店。

老闆曾說過，自己也有過有

一餐沒一餐的日子，在朋友的幫

助下才度過難關。他一直銘記著

朋友的恩情。自己開店之後，他

決定幫助窮孩子們。學生們也很

感恩，畢業後常常回來看望老

闆。

【看中國訊】據法廣引述法

新社的報導，因為疫情，歐洲學

校被迫停課近半年後，儘管目前

疫情未見緩和，但依然決定在

本月復課。法國、比利時學童 9
月 1 日重返校園，各學校都如

臨大敵，要求學生口罩一定要戴

好，西班牙則規定學童一天至少

洗 5 次手。

復課後，教師與 11 到 18
歲的學生在室內和室外都必須配

戴口罩。

比利時學童也將在今天回到

學校，德國學童則是上月即已復

課。希臘學童預料會在 7 日返

校，除了強制配戴口罩，每間教

室最多只能有 25 人上課。

英格蘭和威爾斯學童停課 6
個月後，也將在本週回到學校，

政府起初表示在校不需要戴口

罩，但已在 8 月 26 日修訂防疫

政策。新防疫規定也建議教職員

和 11 到 18 歲的中學生在走廊

和公共空間戴上口罩。

20年「洗碗換飯」
日店主助窮學生

超級水果 
巴西莓可以抗炎

歐洲學校開學 
到處如臨大敵

當地媒體報導，北京各個

學校的學生從 8 月 29 日至 9 月

11 日分批到學校報到，並要求

每個入校的學生進行核酸檢測。

但民眾發現，北京某學校 8
月 30 日開學後，每個學生入學

前必須進行核酸檢測，但防疫人

員在進行核酸檢測採樣時，竟把

每 5 個學生的採樣裝在同一個

瓶子裡。

一名家長當場拍下影片，

質疑說「真要有新冠，測得出來

嗎？ 5 個人一組？真要有一個

有的，你不得還得從新檢測嗎？

你這不是在騙人嗎？你這不是在

糊弄錢嗎？」

隨後，中國「北京格鬥狂

人」徐曉冬及其他網友紛紛在

YouTube、臉書、推特等中國

民眾看不到的社群網站發出了這

段影片，徐曉冬寫道：「我不敢

評論，不敢，不敢」。

而推友「青山藍」則痛批這

就是騙錢行為，「從一件事情你

就知道所有的事情。中共就是上

下一起騙 14 億每人分杯羹的惡

勢力！」

然而，中國官方則聲稱，這

種「五混一」的檢測大幅提升了

核酸檢測能力，北京的日檢測能

力可以單日達 20 多萬。

核酸檢測造假 5個採樣放一瓶
看中國2020年9月2日

訊】近日一段「糊弄人的
新冠（武漢肺炎）檢測」
的影片在中國流傳，北京
某學校開學，要求每個學
生都要進行核酸檢測，但
陪同的家長卻發現，防疫
人員採樣時，竟把5個學生
的採樣裝在一個瓶中，因
此批評說「你這不是在糊
弄錢嗎？」

北京學生核酸檢測，五個採樣裝在一個瓶中。（視頻截圖）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有中共軍方背景的 37 歲女研究

員唐娟 7 月因涉嫌簽證欺詐而

被美國拘捕，一名與唐娟素昧平

生的華裔男士願意以房產作為擔

保，保釋唐娟。

美國之音報導，舊金山的聯

邦地區法官紐曼 8 月 28 日判決

中同意擔保人以房產做抵押，承

保 75 萬美元，並在律師和擔保

人監護下，暫時批准了唐娟的保

釋申請。

目前，唐娟被關在沙加緬度

（Sacramento）的縣監獄中，在

辦理保釋手續及檢方可能提出異

議期間，唐娟還將被羈押至少一

週。

檢控方助理檢察官科波拉認

為，唐娟本人有極高的潛逃風

險，因而已經向美國聯邦地區法

官約翰 · 門德斯（John Mendez)
提出異議。唐娟最後是否能獲得

保釋，結果還不確定。

彭博社報導說，這個神秘的

「C 先生」是一位律師，他表示

願意用房產做抵押，來為唐娟做

擔保並安置她。

對此，辦理此案的地方法官

紐曼（Kendall Newman）表示

非常震驚，因為「C 先生」在 8
月 27 日之前從未見過唐娟，而

且彼此也從沒講過話，現在竟然

願意押上全部身家來為她做擔

保。

紐曼說：「我要確保他們明

白，包括唐醫生，如果她逃走，

（C 先生）就慘了，就將失去家

產。」

據美國之音引述報導說，聯

邦檢察官海科 · 科波拉（Heiko 
Coppola）曾警告說：「如果釋

放唐娟，絕對沒有甚麼能阻止她

離開，再次回到中領館，找到返

回中國的路。」

科波拉還稱，唐娟的母親、

女兒和丈夫都已經離開美國，與

美國已沒有任何聯繫，「這實在

是太大的賭博和冒險了」。

唐娟被捕前是加州大學戴維

斯分校（UC Davis）研究員，

申請 J-1 訪問學者簽證時隱瞞中

共軍方身分，接受聯邦調查局

（FBI）查訪時又矢口否認。

6 月 26 日，FBI 對唐娟提

起控告並發出拘捕令，發現唐娟

已經進入中共駐舊金山領事館躲

避。唐娟直到7月23日才被捕。

海外中文媒體披露說，唐娟

是中共空軍軍醫大學國家分子醫

學轉化中心副研究員，職稱是副

教授，主持過國家級別的癌症治

療研究項目，其職務為副團級。

美國檢察官表示，中共軍事文

件表明唐娟在研究生物制劑解

毒劑。

唐娟已正式被聯邦大陪審團

起訴，除了涉嫌簽證欺詐，起訴

書新增罪名顯示，她還涉嫌虛假

陳述，即對聯邦調查局說謊。若

簽證欺詐罪成，唐娟將面臨最高

長達 10 年的聯邦監獄服刑和 25
萬美元的罰款。

神秘華男以房產擔保 欲保釋唐娟出獄

被指殺人蒙冤近27年獲無罪 
張玉環向中國政府索償兩千餘萬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江西男子張玉環因涉嫌故意殺

人被判死緩，坐牢近 27 年後案

件因證據不足，獲改判無罪。 9
月 2 日上午，張玉環在其代理

律師及家人的陪同下，向江西省

高級法院提交國家賠償申請，索

賠金額為逾 2234 萬元人民幣。

張玉環是中國大陸境內已知失去

自由時間最長的蒙冤者。

綜合陸媒報導，9 月 2 日上

午，張玉環向江西省高級法院遞

交《國家賠償申請書》，索賠共

計 2234.3129 萬元，包括人身

自由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

等。

此外，張玉環還要求江西高

院在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江

西日報、新華網等多家媒體上公

開向他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

除錯判帶來的負面影響。

張玉環的悲劇始於 1993 年

10 月 24 日。江西省南昌市進賢

縣凰嶺鄉張家村兩名男童被人殺

害，26 歲的張玉環被警方定為

疑凶。 1995 年 1 月 26 日，南

昌中院一審判決認定張玉環用手

卡、繩勒、棍打的方式，將兩名

男童殺害並拋屍於水庫，犯故意

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

行。

張玉環被屈打成招，但多年

來一直喊冤，多次向中共最高檢

察院等各級司法部門講述冤情、

寄送申訴信，但都石沉大海。

一直到 2017 年，有律師接手該

案，2019 年 3 月，江西高院決

定對張玉環故意殺人一案進行

再審。 2020 年 7 月 9 日，該案

在江西省高院開庭再審；8 月 4

日，張玉環被無罪釋放。

張玉環在「國家賠償申請

書」中稱，錯案導致他頂著「殺

人犯」的罪名，27 年的青春年

華全在監獄裡，同時讓全家人揹

負「殺人犯家屬」的罵名，受盡

屈辱和歧視。張玉環並稱，無罪

判決後，他仍生活在無邊的恐

懼、遺憾之中，每日噩夢交替，

精神上遭受了巨大刺激和折磨。

「無人願意用 27 年的自由換取

500 萬或 1000 萬的賠償。」張

玉環在申請書中稱。

對於此次提出賠償金額，網

民議論紛紛，此事還上了大陸微

博熱搜。「他和妻子的青春，兩

個兒子的童年、青年時期的傷

害苦難太多了。」「建議當年的

有關人員來買單。」「換個國籍

可能能多要點，中國人沒戲。」

「名譽問題最嚴重，27 年，抬不

起頭是真的。」「就想知道殺人

凶手到底是誰？」 

【看中國訊】巴西莓（阿薩

伊果，Euterpe oleracea）以抗

衰老效果聞名。加拿大多倫多大

學的研究人員最近發現，巴西莓

提取物有抗炎作用，或可預防病

毒患者的併發症。

隨著疫情的繼續，醫護人員

注意到，由 COVID-19 引起的

疾病，可觸發急性炎症反應，從

而引起嚴重的併發症，包括：肺

部、心臟、腎臟等多個主要器官

的炎症。

加拿大研究人員一直在尋

找抵禦病毒的新藥。他們注意

到巴西莓含有超強的抗氧化成

分。最初的醫學研究發現，巴西

莓提取物還能減輕人體炎症。

多倫多大學藥理學和精神病學

副教授安娜 · 安德里亞扎（Ana 
Andreazza）博士，一直在研究

巴西莓提取物的抗炎作用。

安娜現在正在進行一項試

驗。約 580 名居家隔離的確診

患者參與了這項試驗。一些患者

服用巴西莓提取物，其他患者則

服用安慰劑，並向研究人員提供

症狀評估。參與該試驗的患者有

一半在多倫多，其餘患者在巴西

的聖保羅。

巴西莓產於亞馬遜河流域，

這種廉價的治療，可以減輕巴西

醫療系統的壓力。

（公有領域）

巴西莓（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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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中國國防部罕

見地主動發表談話，指控「美軍

機擅闖中國演習禁飛區」。

這次出現的「北部戰區實彈

演習禁飛區」。我們來分析一

下「美軍機擅闖中國演習禁飛

區」的禁飛區在哪，到底中國有

沒有權力制定這個禁飛區。

中國此次明示事件發生在

25 日，各地海事局覆蓋此時間

點的，屬北部戰區的只有 4 次。

其中唐山海事局 8 月 21 日宣布

的渤海某海域 24 日至 9 月 30
日將有「實彈射擊活動」，可是

其具體位置位於灤河口，渤海是

中國內海，距北京僅二百多公

里，美軍偵查機不太可能飛到這

裡。其餘有宣布 8 月 21~28 日

在渤海海峽、黃海北部，24~25
日在渤海海峽的「軍事任務」，

其中前者距海岸很近，後者更在

中國內海範圍。

自上世紀 70年代起，隨著偵

察衛星和各種防區外偵察手段的

發展，也由於中國防空能力的提

升，美軍早就停止了深入中國領

空的「飛越」偵察。現在，即使對

朝鮮的航空偵察，美軍也採取領

空外側視的方式。因而，這次中

國所指的最有可能還是 22~26 日

在青島至連雲港以東黃海海域的

「重大軍事活動」，其禁航區範圍

最遠距中國海岸已達 300 公里左

右，接近中韓黃海中線。

對中國領海範圍內的軍事活

動，中國當然有權劃定禁航區，

但對領海之外，這種行政管轄權

就極為有限，毗連區和專屬經濟

區的權利均不包括這樣排他的強

制管轄權，否則，一國只要宣佈

一個常年不斷的軍事演習，就

能徹底獨佔和封鎖一片公海。

可是，自 1980 年向太平洋試射

「東風」5 號洲際導彈起，中共

就長期在國內有意模糊認知，使

絕大部分公眾以為中國宣布的軍

事演習和武器試驗區有絕對的排

他權。這次也一樣，中共更繼續

有意模糊領海和公海的區別，從

而在公眾中強化美機「擅闖」的

非法性和悲情敘事。

可能有人會說，在上世紀的

伊拉克戰爭之前，美國不也曾在

伊拉克上空劃定「禁飛區」並武

力維持嗎？其實，那是屬於聯合

國授權的軍事行動範圍，是一種

國際集體制裁而非日常行為。

當然，有可能這次美軍的偵

察更加大膽，的確「嚴重干擾中

方正常演訓活動」。可是在公

海的軍事活動被他國軍方監視，

屬於國際軍事常識。

中國的另一個理由是美機

「嚴重違反中美海空安全行為準

則及相關國際慣例，極易引發

誤解誤判甚至造成海空意外事

件」。那麼問題來了，這一準

則到底怎麼規定的？

據中國國防部網站，2014 年

12 月簽署的《中美關於海空相遇

安全行為準則諒解備忘錄》「無

意在國際法上具有約束力」，且

「不妨礙任何一方關於在專屬經

濟區內軍事活動的政策立場」。

美國堅持有權在他國專屬經濟區

內軍事活動而中國堅決反對，正

是中美潛在衝突的焦點。

雖然該備忘錄約定「一方軍

用艦機不應妨礙對方在為軍事演

習而劃設的海上航行警告區內的

活動，但該艦機也享有國際法賦

予的航行飛越自由及其他合法

用途」，且明確要求避免採用一

些行為，中國仍對美機等目標使

用過有害激光設備或在其附近特

技飛行，有時還在國內大肆宣

揚，視為敢於亮劍。該備忘錄

要求「善意執行」《海上意外相

遇規則》，其實後者 2014 年 12

月 22 日在西太平洋海軍論壇上

通過後僅兩天，中國海軍法規專

家就對美媒表示它不具法律約束

力，中國船只在東海和南海爭議

海域遇到外國船隻不一定遵守。

如果能在長達 4 天時間內，

對近 1/6 個黃海的面積，包括其

中的公海部分，自海面直到高空

全部擁有獨佔使用權和封鎖權，

僅山東和京津冀一帶的民航航班

就將大量繞飛和延誤。

其實，美國空軍第 9 偵察

聯隊常年在韓國烏山空軍基地派

駐有 U-2 分遣隊，中國北部沿

海有它光顧並不稀奇。今天的美

軍 U-2 偵察能力也今非昔比，

也只是合法利用國際空域獲取

數據。中國政府和軍隊完全知

道，此時自己是無權擊落，也萬

萬不能擊落這架 U-2 的。可他

們又不得不在公眾面前虛張聲勢

稱「這就是一個活靶子」。好在

總有中國軍迷會幫軍隊解圍，

聲稱有美機光顧才使演習「更具

實戰效果」，甚至祭起「一盤大

棋」法寳，以「不讓老美收集點

情報，它怎麼知道咱們準備打仗

了」的叼盤邏輯。

美偵察機擅闖我禁飛區？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加怡保險加怡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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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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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片明星成龍在北京的兩套

豪宅被查封，正在法拍，起拍價是

7190 萬人民幣。這個案子也特別有

意思，成龍是在 2006 年購進這兩套

房產的，開發商是御嘉置地公司，

當時兩套房的總價款是 3300 多萬元

人民幣，成龍為這家房地產公司作

推廣，用所得的報酬 2060 萬人民幣

抵扣房價，實際成龍只支付了差額

尾款。但很蹊蹺的是，成龍搬進新

家，但這 13 年房子的過戶手續就沒

完成，法律上房子還屬於人家開發商

的，現在這家房產公司欠債還不上

了，房子就被查封強制拍賣了。成龍

這就虧慘了，不僅這十幾年房子的增

值沒得著，當初幫這家開發商做推廣

也白幹了；當初自己貼的購房款能不

能拿回來還不知道。

這個案子的好玩之處在於：再一

次印證了成龍挺誰誰死的烏鴉嘴，堪

稱是品牌殺手、史上最衰代言人。成

龍代言過的「小霸王」，沒了；代言

「愛多 vcd」，倒閉；代言汾湟可樂，

老闆被抓；代言開迪汽車，市場慘敗

只賣出去 900 多輛；代言霸王洗髮

水，查出致癌。代言御嘉置地，現在

資金鏈斷裂，資產被拍賣。只是這次

有一點不同，成龍以前挺誰誰死，死

的都是別人，他活得上好。這回是他

自己也倒霉了，終於克到自己頭上，

氣數要盡了。

另外一個看點，就是這又是新的

一家房地產企業倒閉的案例，這家房

產公司 2006 年就能拿到北京東直門

內項目、又找到成龍代言，應該也不

是泛泛之輩，而今也垮了也是行業生

態的一個寫照。

再一個看點就是這種體制內名人

倒霉（成龍也算體制內）都得是他

的靠山不靈了。在中國哪怕是演藝界

的名人倒霉，這背後也牽連著政治氣

候的變化。香港是中共幾十年經營水

很深的地方，在對香港的統戰裡，過

去二十幾年有一個很重要很神秘的人

物叫曾慶淮，這個名字是不是聽著很

耳熟？是的，他就是前國家副主席曾

慶紅的同胞弟弟，曾慶紅曾是港澳工

作體系的一把手，而他的弟弟曾慶淮

就是前文化部駐港專員、香港中華文

化城終身名譽董事長。他與香港電影

界交道非常深，2011 年，一大批中

港電影公司為紀念中共建黨 90 年拍

的電影《建黨偉業》，就由曾慶淮出

任電影顧問，

這幾年來一直有香港和海外中

文媒體報導，香港的英皇影業和曾慶

紅聯繫頗深，成龍也是這個圈子裡的

人。雖然具體細節我這兒查證不了，

但是成龍從 90 年代起就頻繁到大陸

拍片，他的電影又一貫在中國大陸暢

通無阻，肯定是在中港兩地的體制內

都有很深人脈。

這位中共在香港文藝圈教父級的

人物曾慶淮，近年似乎遇上了麻煩。

香港媒體在 2014 年 7 月份就說他一

度被拘押，但確實他那一年以後就沒

有再公開露面，然後就傳出成龍兒子

房祖名在北京吸毒被抓的事，按理說

成龍這麼老的資格不該連他兒子都撈

不出來，就是故意打臉了。這回連房

子都收了，更是直接打臉。不知道成

龍以後愛國還愛不愛得起來，他總不

好意思去上訪吧。

從成龍倒霉這事，看出來體制內

的既得利益者裡也沒安全的，或者出

於權力鬥爭，或者出於經濟困難政府

真的沒錢要對你下手，總之人人都是

韭菜的命，習近平也就沒有真正的支

持力量。前面說習近平在中印邊境立

場上退不下來，沒人給他鋪台階當背

鍋俠，我們全都當戰狼，都等著你這

個偉大領袖出醜。和成龍倒霉在背景

上就有這麼個聯繫。（節選自《文昭

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成龍北京豪宅被封
水很深

◎文：文昭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一種錯誤的思想，會讓當權者看錯歷史

的走向，如果還要在錯誤的方向上再談千年

大計，那就更可怕，不但給民眾造成災難，

也會讓統治者身敗名裂。

在千年大計的蠱惑下，可以愚民，可以

殺人，可以反人類，可以葬送自我。

1949 年毛澤東訪問蘇聯時說：「為了世

界革命勝利，我們中國準備死三億人」。

1955 年，毛澤東在會見蘇聯代表時，又說：

「世界大戰並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出

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

打出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第三次世界大戰

如果爆發，就可以實現世界大同。」「第三

次世界大戰應該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在

中國打。」

迷信於馬克思的毛澤東，為了共產主義

的千年大計，認為付出幾億中國人的生命也

不算什麼。

雖然人類幸運的避免了核大戰，但毛澤

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還是造成了大飢荒，

幾千萬中國人被餓死。儘管有斯大林的集體

農莊餓死千萬人的教訓在先，但毛澤東和中

共就是非要再來一次，這也是因為共產主義

的千年大計。

另一個例子是希特勒，他深受社會達爾

文主義影響，把達爾文的「優勝劣汰」用到

了人類社會，並自以為找到了人類歷史走向

的密碼，他認為高等民族就是要淘汰低等民

族，各個國家民族之間就是要殘酷鬥爭以競

爭生存空間。為了第三帝國的千年大計，他

可以推動一個文明社會對猶太人發起種族滅

絕，就連幾歲的孩子也不放過。

後人不理解一些統治者為什麼非要把國

民和自己折騰至死，那是因為人們沒有注意

到他們眼中的「千年大計」。

北京當局近來做的一些事情，被認為是

置自己的利益而不顧，讓世界難以理解，但

若從「千年大計」的角度上就能瞭解當局的

心態。

當局近日宣布在內蒙古取消小學蒙文教

育，導致內蒙古通遼市、鄂爾多斯市、呼和

浩特市等多地的數萬學生和家長發起罷課及

抗議集會。有抗議者受傷，有的被捕。通遼

市舍伯吐蒙古中學一位學生得知母親被武警

毆打後，從該校四樓跳下身亡。

按理說，蒙文教育並無對習近平本人政

權的威脅，但當局為什麼要冒犯眾怒？如果

從千年大計的角度看，就很好理解，因為未

來黨國需要的是用同一個思想模板塑造出來

的國民，蒙文教育妨礙了這千年大計。

當局為什麼要在香港強推「國安法」，

不惜毀掉香港的重要經濟地位？那是因為在

千年大計的黨國裡，不允許有這樣一個異類

的城市，在全體被迫洗腦的國民中，不允許

有這樣一群市民能夠獨立思考。

在香港強推「國安法」不但在經濟上讓

黨國損失慘重，還引發了眾多自由國家的制

裁和抗議。但是如果和千年大計比，那損

失一時的利益，觸犯一時的眾怒就都不算什

麼。

當後人回看這段歷史，他們會清楚看

到，千年大計是魔鬼用來囚禁人的籠子。明

眼人都看到黨國的生命在與日俱減，但當

權者就是「自信」到還在謀劃什麼「千年大

計」。

◎文：秦就石

迷失於「千年大計」的囚徒

2 0 2 0年 3月
1 3 日 ， 夜 色
中 的 北 京 街
頭。（Getty 
Images）

美軍U-2高空戰略偵察機（公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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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8月
28日正式宣布因健康問題
決定辭職。日本內閣官房長

官菅義偉9月2日傍晚宣布
參選執政黨自民黨黨魁選

舉，若14日勝選，16日將被
選為首相。菅義偉說，國難

當頭，政治不能出現空白，

將承襲首相安倍晉三的路

線，自民黨5派閥約2/3國會
議員表態力挺。

◆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

沙尼亞 3 個波羅的海國家，8 月

31 日對白俄羅斯總統魯卡申柯

及其他 29 位白俄官員祭出旅行

禁令，這些人士被控涉及選舉作

票，及使用暴力對付選後走上街

頭的示威人士。 3 國的行動顯

示對歐盟與其他西方國家謹慎做

法的不耐煩，藉此敦促跟進。已

執政 26 年的魯卡申柯遭反對派

人士及部分西方國家指控，在 8
月 9 日舉行的總統大選中作票，

延續他的政權。

◆貝魯特港口大爆炸一個月

後，法國總統馬克龍 9 月 1 日

再度到訪黎巴嫩，並發揮重要作

用。他表示，將繼續向黎巴嫩政

界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進行真正

的改革，以應對黎巴嫩民眾的憤

怒。「既快又要有效率，且不干

擾他國內政」，這是法國總統在

一個月內第二次出訪黎巴嫩，為

自己設定的目標。

◆歐盟四國：希臘、塞浦路

斯、意大利、法國，8 月 26 日

至 28 日，在東地中海塞浦路斯

以南和西南舉行聯合軍演。這場

軍演的背景是油氣田海域主權爭

端在雅典和安卡拉之間引發緊張

事態加劇。法國警告土耳其：地

中海不應成為任何國家野心的遊

樂場。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立即

警告稱，他捍衛東地中海天然氣

田利益，不會做出任何讓步。他

並警告希臘不要犯任何將導致其

毀掉的錯誤。近年來，在地中海

東部發現大型氣田，加劇了安卡

拉和雅典之間的緊張關係。兩國

在某些海洋地區存有主權爭議。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近日結

束對阿曼訪問，返回華盛頓。蓬

佩奧此行除了敦促盟友聯手對抗

伊朗，也積極推動以色列與波斯

灣地區阿拉伯國家的關係。這是

美國首席外交官在 8 月 13 日以

色列和阿聯酋宣布建交之後，第

一次出訪這個地區。目前美國的

外交政策重點之一，是在各國針

對伊朗實施的武器禁運到期之

前，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對伊朗進

行「永久性武器禁運」。各國針

對伊朗的武器禁運即將在今年

10 月 18 日到期。

◆太平洋島國索羅門去年 9
月與臺灣斷交，而轉向和中國

建交，可是索羅門的最大省份

馬來塔（Malaita）一直對此相

當不滿。馬萊塔省省長蘇達尼

（Daniel Suidani） 在 9 月 1 日

晚間發表聲明表示，因為中央政

府不斷施壓馬來塔省必須「接受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馬來塔

省決定將在本月舉行獨立公投。

菅義偉宣布參選 承襲安倍路線 

日本首相、自民黨總裁安倍

晉三因健康出問題，8 月 28 日

表明辭意，自民黨將舉行黨魁選

舉，8 日公告選戰起跑，14 日

舉行投開票。 71 歲的菅義偉 9
月 2 日宣布參選，前一天自民

黨前幹事長石破茂、政調會會長

岸田文雄宣布參選。

這次自民黨黨魁選舉不舉行

黨員投票，由參眾兩院議員大會

選出，大會上共有 535張選票，

394 張來自 394 位國會議員，

另外 141 張票分屬 47 個都道府

縣各 3 位代表。

菅義偉 9 月 2 日傍晚正式宣

布參選後，擁有國會議員數最多

的黨內最大派閥細田派（98 人）

及麻生派（54 人）、竹下派（54
人）等召開記者會表示挺菅義

他說，首先是盡全力克服當

前的危機，做好因應少子高齡化

的工作，並且處理有關「戰後外

交總結」的外交安全保障、日本

人遭北韓綁架問題的解決、修憲

等，希望持續挑戰這些堆積如山

的課題。

在經濟方面，菅義偉表示，

安倍政府一貫以處理經濟政策為

最優先考量，自己將持續推動

「安倍經濟學」。在行政改革方

面，菅義偉表示，目前自己擔任

的官房長官這職務，是可以打破

垂直行政的唯有一人的大臣。儘

管有很多弊端，盼能打破垂直行

政，創造新局。

有關包括飛彈防禦在內的新

的安全保障戰略的課題，菅義偉

表示，已拿到自民黨的建言書，

將與執政黨好好研議。

被問到有 5 個派閥相挺一

事，菅義偉說：「派閥有好有

壞，我並非派閥聯合拱我，今天

才站在此地的，我是憑自己的判

斷決定參選的，是當選次數未滿

4 次、沒隸屬任何派閥的國會議

員們的力量把我拱上來的。」

菅義偉是眾議院神奈川 2
區選出，當選 8 次的眾議員，

目前沒隸屬於自民黨內的任何派

閥。菅義偉曾當過橫濱市市議

偉。此外，二階派（47 人）已

派人向安倍報告要挺菅。石原派

（11 人）也將挺菅義偉。黨內 7
個派閥當中有 5 個派閥，約 2/3
國會議員票挺菅義偉。

菅義偉在宣布參選的記者會

上說：「國難當頭，絕對不能使

政治出現空白，時間刻不容緩。

為了讓國民能早日恢復過安居樂

業的生活，我深思熟慮該做什麼

事。我將繼承首相安倍全心全意

所推動的事，我將戮力以赴，往

前邁進。」

被問到為何選在此時宣布參

選？菅義偉表示，首相安倍負責

指揮 2019 冠狀病毒疾病防疫工

作，在安倍表明辭意後，他反覆

深思熟慮後，做出判斷。

在談到政策願景時，菅義偉

表示，自己是秋田縣農家出身

的，即使當上國會議員後，重視

地方的心意也仍汨汨而流，常胸

懷活絡地方的心。

他強調，當務之急是防疫並

兼顧社會經濟活動的進行，一定

要保有就業機會，促使經濟復

甦，有必要放眼「後疫」時期的

改革，落實政策。

員，1996 年眾議院選舉時首度

當選，歷任總務副大臣等職務。

2006 年第一次安倍內閣時期，

他首度被延攬入閣，當上總務

大臣。 2012 年自民黨黨魁選舉

時，他力拱安倍出馬參選，安倍

率領自民黨從民主黨手中奪回政

權。第二次安倍內閣當中，菅義

偉被延攬為官房長官，安倍得以

執政 7 年 8 個月，創日本憲政

史上連續在任最長的紀錄，菅義

偉輔佐有功。菅義偉的官房長官

在任天數超過 2800 天，也創最

長記錄。

菅義偉在官房長官任內，工

作上除了要因應北韓發射彈道飛

彈或災害等的危機管理之外，

也負責推動美軍駐沖繩（琉球）

普天間基地的遷移計畫、放寬簽

證發放條件招攬更多外籍客訪

日等施政。去年 4 月，他公布 5
月 1 日起的新年號是「令和」，

知名度暴增，被稱為「令和歐吉

桑」。

日本政壇目前是自民黨與公

明黨聯合執政。菅義偉與公明黨

的支持團體創價學會交情好。此

外，他也與日本維新會的代表

（相當於黨魁）大阪市市長松井

一郎等人有交情。不論朝野，人

脈相當廣。

日本2019年4月從平成年代進入令和年代時，菅義偉高舉「令和」年

號字板，被稱為「令和歐吉桑」。（維基百科）

【看中國訊】根據美國與英

國合作進行的最新民意調查結果

顯示，現任美國總統川普的民調

支持率超過了前副總統拜登，尤

其在關鍵的搖擺州，川普的民調

支持率更高。有評論分析認為，

川普將成功連任美國總統。

英國《週日快報》（Sunday 
Express）報導，總部位於美

國華盛頓 DC、英國倫敦的智

庫「民主研究所」（Democracy 
Ins-titute,DI）最新的民調結果

顯示，川普贏得了 48% 的美國

民眾支持，拜登的民意支持率

是 45%。在關鍵的搖擺州中，

他們二人之間的差距更大，達到

7 個百分點；其中川普支持率為

49%，而拜登是 42%。

前白宮新聞秘書肖恩．斯派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中印軍方近日在西段邊界再

起衝突，雖然中方承認近日一次

武裝衝突受挫，但拒絕公布衝突

規模和細節。有知情人透露，有

藏族士兵參與其中，除一名藏人

士兵身亡，也有多人受傷。

印度軍方 8 月 31 日控訴，

中方於 8 月 29 日、30 日兩天違

反雙方共識，在拉達克地區班公

錯湖（Pangong Tso）南岸進入

印度管轄地帶，進行「挑釁的軍

事行動」、「企圖改變現狀」。

但最終印軍阻止了中共士兵進

犯。但中方 9 月 1 日卻反過來

痛罵印度「非法越線」，並要求

立即退兵。

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9 月 1 日引述消息

稱，印軍 8 月 31 日清晨經過 3
小時徒手搏鬥後，擊退了一個

中共軍方陣地，中方部隊短暫

後退，印軍進佔班公錯湖南部

高地。印度《今日印度》（India 
Today）也指出，印度軍隊可能

已推進至中共「聲稱」的領土內

約 3 公里。

在雙方軍事衝突曝光後，中

共軍方的西部戰區發言人雖然承

認中印爆發衝突，但除了常規表

態，並沒有實質性的內容。

據多家自媒體的消息稱，

英美智庫：川普將二度勝出
塞（Sean Spicer）稱，川普總

統的民意調查出現不同結果，主

要原因是美國人願意以投票行動

來支持川普，但不太願意公開承

認自己會這樣做。

根據民意調查顯示，37%
選民認為「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最為重要，其次是

經濟方面（27%）。

前總統奧巴馬的首席策略

師大衛 ‧ 艾克塞羅德（David 
Ax-elrod）提醒民主黨，針對連

月來各大城市的騷亂，川普提倡

的「法律與秩序」，或將贏得選

民的支持。

除了法律與秩序問題，民主

黨對於川普積極恢復經濟生產的

阻撓，也是其喪失民心的因素之

一。民主黨傳統票倉之一的明尼

蘇達州鐵嶺地區（Iron Range）
的六名市長，於 8 月 28 日（週

五）聯署公開信表示，他們將

在下屆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支持

現任總統川普和副總統邁克．彭

斯連任。他們在信中表示：「我

們不承認民主黨，它已經非常左

傾，它再也不能說自己是工人階

級的擁護者。」

一直以來，明尼蘇達州可說

是民主黨的票倉。自 70 年代以

來，明州在美國總統大選中一直

是民主黨的天下，共和黨總統只

在 1972 年大選中贏過一次。川

普競選團隊在 2016 年競選期間

都未在該州投入大量競選資源，

川普在 2016 年也沒有去過明州

造勢。

據最新的希爾 - 哈里斯 X
（Hill-HarrisX）的一項民意調

查發現，有 24% 的登記黑人選

民贊成川普總統所做的工作，這

比 8 月初進行的民意調查提高了

9 個百分點，增幅高達 60%。

西班牙裔選民對總統的支持率上

揚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其

中 32% 的人贊成川普擔任總統

的工作，比之前的調查結果上升

此次印軍在衝突中疑似使用了

基本由當地土族居民和藏人組

成的特種山地作戰部隊，目前

證實印軍中有一名藏裔士兵陣

亡。而中方軍隊也對藏人懷有

極大戒心，官兵大多是不適應

高原惡劣環境的外來漢人，因

此在對抗中非常被動。

有熟悉藏區局勢的薛先生對

自由亞洲電臺表示，這次中國官

方只是在藏不住的情況下，才有

限的公布資訊，「被人家印度突

進了 4 公里，輸了唄。像這些

消息在國內是嚴密封鎖的。」

他指這次印軍中藏人的表現

讓中共軍隊很尷尬，「他們（藏

族人）一直視共產黨為敵人。...所
以他們組成的特種部隊來攻打

（中共），這是很正常的。現在西

藏這一部分藏民，他們還是奉達

賴喇嘛為領袖，對於跟共產黨作

戰，甚至說推翻共產黨在西藏的

統治，很多人是贊成的。」

目前，推特上傳出不少印度

軍隊慶祝的影片，其中除了印度

軍隊，還有人持圖博的雪山獅子

旗、多人疑似身穿藏族服飾。

西藏流亡議會議員拉賈加里

（Namgyal Dolkar Lhagyari）
向媒體證實，此次介入班公錯

湖衝突的印度特別邊境部隊

（SFF）裡確實有多名藏族血統

的士兵，其中多人受傷，一人陣

亡，陣亡士兵的身份尚不明。

據來自央媒的陳先生透露，

中共官方對中印邊境衝突只能報

導外交部和軍方發布的消息。目

前官方再次試圖轉嫁矛盾，稱中

印衝突升級是美國在背後操控。

從 8 月 31 日開始央媒就已

開始了新一輪的反美宣傳。「8
月 31 號的時候，《解放軍報》、

《經濟日報》，還有好幾家央

媒，推出了一個紀念抗美援朝

70 週年的東西，又在重提什麼

保家衛國，他們覺得印度是美國

的棋子，現在基本上普遍是這個

論調。」陳先生說。

眾所周知，自 5 月開始中

印邊境衝突升溫。 5 月初，數

百米中印士兵發生衝突造成雙方

100 多人受傷。 6 月 15 日，中

印再發生致命衝突，造成 20 名

印度士兵死亡，但中方迄今不敢

公布究竟有多少中國官兵死傷。

外傳中方有超過 40 人傷亡。

中印邊境再起衝突 大陸封鎖消息 

自5月開始中印邊界衝突升溫

（Getty Images）

了 2 個百分點。相較 2016 年那

場選舉，川普當時贏得 8% 的黑

人投票和29%的西班牙裔投票。

另一項針對少數族裔選民

的佐格比民調（Zogby Poll）顯

示，川普總統在少數族裔中的支

持率很高。有 36% 的黑人贊成

總統，37% 的西班牙裔美國人

和 35% 的亞洲人贊成總統，獨

立選民的認可度也上升到 44%。

佐格比說：「有趣的是，有 23%
的民主黨人贊成川普總統。」

另外，民調顯示，拜登的支

持率則是每況愈下。特別是在民

主黨大會期間，反而是川普總統

的支持率上升了。大會結束時，

川普總統的支持率達到 51%，跌

碎一地眼鏡。然而，左派媒體對

唱衰拜登的民調大多掩蓋不報。

8 月 30 日，德國之聲駐華

盛頓首席特派記者波爾（Ines 
Poh）發表評論認為，川普總統

完全有可能贏得連任。

8月 27日，川普在美國共和黨

大會上發表演說。（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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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中國醫保局發

布《關於建立健全職工基本醫療

保險門診共濟保障機制的指導意

見（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

開徵求意見。這份意見一共提出

了 5 條主要改革措施，但尤以

其中第二條「改進個人賬戶計入

辦法」，和每個普通人最直接相

關，因為這條改革，直接關係到

3 億多參保人的核心利益。

也就是說，以前職工的個人

醫保賬戶中大概有 4% 的工資收

入。按照新的改革辦法，單位繳

納的部分不再進入個人賬戶，個

人帳戶收入將縮水一半左右。

任何改革都是有原因的。最

表面的原因就是為了降低住院

率。最近幾年，中國的住院率快

速提升，而很多專家認為，住院

率快速上升的原因是門診報銷比

率不高所致。在個人賬戶負責門

診費用，統籌基金負責住院的模

式下，很多病人會盡量選擇住院

來報銷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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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沒錢了？中國社保基金主

要有八大子基金，有六項已經處

於嚴重的收不抵支狀態，就是說

自身已經不能獨立運營了，必須

依賴國家財政進行補貼。

其中虧損最嚴重的是居民

基本醫療保險，就是說前面說

到的 5 億人的弱勢群體。 2011
年還只是虧 1651 億，隨後虧空

逐年擴大，到了 2019 年收支

缺口已經達到了 5498 億，較

2018 年的 4782 億，增幅達到

了 15.0%。成為 8 大子基金中

虧空最嚴重的一個。

注意，這個缺口需要地方政

府財政進行補貼，但是地方政府

現在庫房都很空虛，連數十萬億

的地方債的利息都快還不上了，

實在是補貼不起。

但深層次的原因其實是中國

財政的困難，政府不肯多投入，

以至於讓 3 億多城鎮職工來承

擔改革成本。

前面說的是針對城鎮職工醫

療保險，還有城鄉居民醫保，這

是醫保體系下兩大不同的人群，

前者參保人數有 3 億多，後者

有接近 5 億，兩者加起來合計

接近 8 億人，統稱為中國城鎮

基本醫療保險。

去年 6 月份，醫保局曾提

出，要在 2 年之內取消城鄉居

民醫保的個人賬戶，主要這 5
億人中包括城鎮沒有工作的成年

人和未成年人，以及農村居民

等，由於這部分醫保的個人繳費

不多，主要依靠財政補助，所以

將個人賬戶全部納入統籌基金，

並沒有遭遇太大阻力。

但是這一次改革指向了 3
億多的城鎮職工，由於城鎮職工

的個人賬戶資金較多，觸動的利

益也更大。為什麼這幾年要對醫

保的個人賬戶進行大力改革呢？

上面提到門診與住院分別由

個人和統籌帳戶支付。這個模

式從 90 年代建立，不足之處在

於，部分年老多病的人群，門診

費用較高，個人賬戶無法覆蓋支

出，但同時還有很多看病支出不

多的年輕人，個人賬戶有較大結

餘，但是只能用於本人和部分親

屬使用，對於這種結構性矛盾。

按照最新改革方向，通俗理解就

是，個人賬戶資金減少了，但是

普遍人們的門診待遇提高了。

這個設想是好的，但是採

取的措施弄錯了。如果改革目

的是為了解決 5 億弱勢群體的

門診壓力，更好的辦法應該是

通過財政補貼增加這些人個人

賬戶的收入，而不是通過剝奪

3 億多城鎮職工的個人賬戶收

入，來彌補 5 億多弱勢群體個

人賬戶資金不足。因為城鎮職

工已經將單位繳納的基本工資

的 4%放到了統籌賬戶裡面去，

其實就是在支援弱勢群體。現

在還要把單位剩餘 2% 的資金

再強行放到統籌賬戶裡去，意

味著他們承擔了本應該由中國

財政承擔的責任。

那中國財政是有意不負責還

近日中國醫保局推出

醫保改革，其中最引人關注

的是，將來醫保個人賬戶

的資金收入將縮水一半左

右。這是怎麼回事？

2019 年地方政府的公共財

政收入只有 10.11 萬億，每一分

錢都早就定好了用途，基礎設

施、投資拉動經濟，公務人員工

資只升不降，加上今年維穩的形

勢壓力很大，很多警察都開始加

薪，今年有 400 萬輔警納入編

製，這些都是需要多花錢的；民

生教育等等，也要地方財政花

錢，現在光居民就醫這一項就要

花掉總收入的 5.4%。

那有甚麼辦法呢？第一個辦

法就是前面提到的，拆東牆補西

牆。我們看下 3 億多人參保的

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到

2019 年底還有 2408 億的收支

順差，但即便如此，2000 多億

的盈餘也不足以填補 5000 多億

的虧空黑洞。（下轉 B2）

中國醫保退休金虧空危機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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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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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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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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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AT1.69%1.1.1.69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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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THE BIG RED TOYOTA EVENT

on every Toyot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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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ory Incentives and cash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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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COROLLA LE
LOADED

2020 TOYOTA HIGHLANDER LE

LOADED AWD V6

2020 COROLLA SE
HATCHBACK

2020 TOYOTA TACOMA SR
V6 4WD

$$$$$$1,9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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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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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3,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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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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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UNTIL 2021

OR

$$$$$$1,9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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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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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3,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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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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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2020 TOYOTA RAV4 LE
AWD

$$$$$$2,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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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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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2020 SIENNA
V6 LOADED

$$$$$$2,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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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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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Red Tag Days are here!! Biggest Event Now!

首付

加租賃
僅

雙周利率 * 
無需付款
直到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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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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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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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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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ON EVERY
TOYOTA*

FACTORY
CASH BACK
INCENTIVES

UP TO $10,000
– GUARANTEED

$1000*

THE BIG RED TOYOTA EVENT

on every Toyot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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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ory Incentives and cash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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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COROLLA LE
LOADED

2020 TOYOTA HIGHLANDER LE

LOADED AWD V6

2020 COROLLA SE
HATCHBACK

2020 TOYOTA TACOMA SR
V6 4WD

$$$$$$1,9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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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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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3,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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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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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UNTIL 2021

OR

$$$$$$1,9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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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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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3,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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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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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2020 TOYOTA RAV4 LE
AWD

$$$$$$2,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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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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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2020 SIENNA
V6 LOADED

$$$$$$2,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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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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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Red Tag Days are here!! Biggest Event Now!

首付

加租賃
僅

雙周利率 * 
無需付款
直到

并且

SOUTHPOINTETOYOTA.COM
不要錯過這次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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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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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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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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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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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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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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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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週四：早 9 點 - 晚 9 點   |   週 五 及 週 六： 早 9 點 - 晚 6 點

(Adobe Stock)

https://www.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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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劉翰青

讚曰：

一土臨朝更不祥，

改年換國篡平床。

泉中湧出光華主，

興復江山又久長。

——摘自姜子牙預言

《乾坤萬年歌》

歷史原來這樣 之 兩漢之間

假皇帝王莽

說完這幾個石頭的案例，

書歸正傳。這麼說，真的是天

意要王莽當皇帝嗎？這就好

像，醫術能救人，但也有騙人

蒙事兒的假大夫一樣，謝囂上

奏的「符命」是否「山寨貨」，

後來的史實會給出正確答案。

王莽讓王舜帶著群臣把這

事兒報告太皇太后。王政君老

太太並非不相信「符命」之事，

但是幾年來，自己這個侄子的

行為，她都看在眼裡，老太太

深信，這塊石頭絕對變不成孫

大聖。老太太暗想，這事如果

不是王莽授意謝囂幹的，那就

是謝囂為了拍王莽馬屁自己弄

的。她對群臣說：「這是欺騙天

下之事，不能做。」王舜聽太

皇太后這麼說，知道她不允許

王莽稱帝，但自己是王莽派來

的，如果沒完成任務，王莽不

高興，後果很嚴重，咋辦呢？

唉，乾脆和個稀泥，他對王政

君說，既然已經這樣了，也沒

別的辦法，我估計啊，王莽也

不敢有啥其他想法，也就是想

作個攝皇帝（假皇帝）擺擺派

頭，您就給他個面子吧。

此時王莽羽翼已豐，太皇

太后沒辦法，只好答應了王舜

的餿主意，讓王莽坐上龍椅，

穿上龍袍，當了「代理國家元

首」，改年號為「居攝」。王

莽仍按原計劃，立劉嬰為皇太

子，號為孺子嬰。王莽的跟班

小弟們，自然也都被王莽提拔

起來了。

可是王莽不滿足於現狀，

畢竟這個皇帝的稱號前還有個

「攝」字，待遇雖然和元首相

同，畢竟是個「代理」的。王莽

開始琢磨，怎麼把這個「攝」字

去掉，變成真皇帝。

弄「假」成「真」

一天黃昏，一個身穿黃衣的

神秘人物來到高帝廟，把一個銅

匣子交給一個守廟官員，然後匆

匆離去。王莽聞報，立刻來到高

廟，讓人打開匣子一看，原來是

兩冊圖書，大意是說，這兩本書

是天帝所授，要王莽這個「攝皇

王老太太正想的出神，剛被

王莽封為太師的王舜來了。之前

被王莽派來取玉璽的人，碰了一

鼻子灰回去了，王莽不能罷休

啊，他知道自己的姑姑比較喜歡

王舜，所以把王舜又打發來了。

王政君知道他是王莽派來

的，大罵道：「你們父子都是依

靠大漢皇室，才有幾代富貴。

現在竟然趁人之危，搶人家的

江山社稷。人混到這個份兒

上，死了豬狗都不吃，怎麼會

有你們兄弟這樣的人渣啊！既

然王莽說他得了『符命』當皇

帝，自己刻個章兒就得了，這

個亡國之璽，他為甚麼還要？

我這個漢家的寡婦老太太，很

快就死了，還要這個玉璽陪葬

呢，他死了那個心吧！」老太太

邊哭邊說，在場的人無不落淚。

王舜也覺的有些良心不

安，猶豫了半天才說：「我們也

沒臉說甚麼了。但是，王莽一

定要得到傳國玉璽，您能擋住

嗎？」王政君見王舜說的確實懇

切，想到都怪自己縱容王莽，

才造成今天這個局面，如今後

悔莫及，老太太一怒之下，把

傳國玉璽向地上一摔，又罵道：

「我已經快入土了，你們兄弟這

麼幹，王家就要被滅族了。」

王舜也不敢接話，連忙撿

起玉璽，回到前殿交給王莽，

這才發現太后用力太猛，把玉

璽摔崩了一角，傳國璽自此不

再完整。不過，王莽此時不在

乎這個，只覺的心裏美不茲

的，只管找個工匠用黃金把玉

璽缺角鑲好。

既然把那銅匣子認作了「正

版」的「符命」，裡邊的官員名

單自然就不能忽略了，八位大

臣無需多言了，兩冊「看圖說

話」的「總編」兼「發行人」——

哀章也被封為國將。最搞笑的

是，哀章為了混淆視聽而胡謅

的兩個人名——王興、王盛。

滿朝文武沒有這倆人，王莽派

人四處查訪，很快找到兩個姓

名相符的人，王興是守城門的

一個大頭兵，王盛是個賣包子

火燒的。二人糊里糊塗的被召

進皇宮，被王莽封為了將軍。

此前，王莽在公眾面前，

為自己打造了一個謙恭禮讓的

君子形象，「王莽俱樂部」的

「會員」們也都把他吹成了周公

第二。而今，王莽得勢，不僅

沒有倣傚周公輔成王的千古佳

話，而且篡位自立，和周公旦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後世白樂天有詩歎曰：

贈君一法決狐疑，

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

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應該即真天子之位，改元始建

國，這就是西、東兩漢之間不

被史家認可的「新朝 」。滿朝

公卿多是王莽心腹，紛紛出來

給王莽道賀。

傳國玉璽

這時，王莽想起，傳國玉璽

還在太皇太后那，馬上派人去

拿。這傳國玉璽原本是秦始皇

的，當初秦滅六國後得到和氏

璧，秦始皇命人將其彫琢為傳

國玉璽，其上刻著李斯的八個

篆字——「受命於天，既壽永

昌」。秦二世死後，劉邦入咸

陽，秦王子嬰獻上此璽。後來劉

邦把此璽定為漢傳國璽，至此已

歷漢朝十二帝，因為孺子嬰還沒

即位，所以這枚傳國璽收藏在太

皇太后的長樂宮。

沒有傳國璽，即使坐上

龍椅，也會被人視為「白板皇

帝」。尤其在中國傳統社會，

非常講究道統、法統，雖然是

「兵征天下」，但是如果沒有符

合禮法的法統傳承，即使靠「槍

桿子」奪取了政權，也不過是個

「山寨國」，用現在的話說，就

是沒有執政合法性，王莽能不急

嗎？可是，王政君老太太恨王莽

篡位，哪肯給他，立馬轟走了王

莽派來的人。她坐在長樂宮內，

回想一生經歷，想起自己歷經四

朝，又想到如今篡位的竟然是自

己一直眷顧的侄兒王莽，心裏五

味翻騰。

（五）

帝」轉正，當真皇帝，而且還列

了幾個人名，也都標明了官爵。

王莽一看，嘿，手氣不錯啊，要

甚麼來甚麼。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

那個黃衣人名叫哀章，原本是

到長安來求學的，不過這人品

學兼差，喜歡吹牛，沒甚麼真

本事。他見王莽當了「代理」皇

帝，而且還是用「符命」給自己

提供的「執政合法性」，他就琢

磨著，也偽造一個「符命」，混

個「高級公務員」玩兒玩兒。於

是，哀章製作了兩本「看圖說

話」，把王莽身邊八個大臣，連

他自己的名字列了個名單，都

寫了進去，為了打掩護，他又

隨便胡編了王興、王盛兩個名

字，也給加了進去，趁著傍晚

人少，光線也不太充足，就給

王莽送去了。因此，這兩冊圖

書，是貨真價實的「山寨貨」。

可是，這「山寨貨」來的

正中王莽下懷，他回去穿戴整

齊，帶著這個「山寨符命」，立

即去見他的太皇太后姑姑。見

到王政君，王莽拿出那兩冊圖

書，說這是神明給他的，要漢

室禪位給他。王老太太一聽，

啊，這是咋了？是喝了三聚氰

胺奶，還是吃了皮鞋膠囊了，

說的這話咋這麼「雷人」啊？

王莽見姑姑張著嘴愣在

那，也不管老太太怎麼想，退

回未央宮前殿，發了一個「全國

通告」，宣佈自己得了天命，

中國醫保退休金虧空危機
（接 B1）第二個辦法就是

各地衛生部門對醫保就醫提出嚴

厲的限制性條件，比如醫生開藥

時會推薦一大堆醫保不能報銷的

藥物，就是要自費的藥物，盡量

減少醫保的資金的開支。公開

數據顯示，中國基本醫療藥物

有 2 萬多種，但納入醫保的只

有 2000 多種，其他都要自費。

而且這兩年，中國很多種常用藥

價格猛漲，有藥品三年漲幅高達

600%。

說到藥價，8 月初湖南有個

小孩在等一款救命藥，但是 5 毫

升就要 70 萬元人民幣，小孩的

父親很痛苦，說要不吃不喝 12
年才能買得起 5 毫升的藥。結果

有網友發現這款要在澳洲只需要

41 澳元，折算成人民幣就是 203
元，這則消息成為國內外的熱點

話題。引發了網友們的憤怒。當

然，可能這款藥實際價格不止

41 澳元，這麼便宜是因為在政

府的醫療福利目錄中。但是這

樣對比更看出中國醫保的差勁。

而且除了藥品，現在很多醫

院對醫保報銷的手術器材也進行

了嚴格限制，進口器材基本上不

允許使用，都是為了降低成本。

不能使用進口的器材意味著甚麼

樣的手術質量呢？

中國醫療器械市場總規模大

約 2000 億人民幣，其中國產醫

療器械全是中低端產品，銷售規

模大約 800 億人民幣，剩下的

1200 多億高端產品基本上全部

需要進口，甚至手術之後的縫合

線這種簡單的產品都無法自主生

產，都高度依賴進口，國產的質

量之差可見一斑。如果是在日用

品上質量差也就算了，關鍵現在

是醫療用品，是不能以假冒偽劣

替代的，所以這 1200 億進口醫

療產品算是剛性需求。

但從今年開始，很多醫院都

開始減少進口器材了。比如沒有

進口的縫合線，以後就以國產的

棉線替代了，這樣手術後的疤痕

就會非常明顯了，還有一些副作

用。整體而言，未來的醫療條件

會大幅度倒退。未來中國外匯儲

備吃緊，中國經濟內循環，這些

都是普通民眾必須承受的代價。

剛才說的社保 8 大基金，

有 6 個虧損，最大的居民基本

醫療保險基金，虧了 5500 億左

右。排名第二的，是職工基本養

老保險，2019 年的收支差額達

到 4711 億，比 2018 年的 2060
億，增幅高達 128.7%。

中國養老金的虧空一直在不

斷惡化，有三大原因：第一是人

口老年化，2019 年中國 60 歲以

上老年人口 25388 萬人，佔總

人口的 18.1%。出生人口大幅減

少，生育意願大幅降低。 2019
年出生 1465 萬人，比 2018 年出

生人口少了 58 萬人，人口出生

率下滑到了 10.48‰，創了 1949

年以來的新低。

養老金虧空的第二個原因就

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這些之前沒

有交養老金的人，這幾年都紛紛

來領取養老金，而且收入都還不

低。第三個原因就是被挪用。至

於養老金被挪用的問題，也基本

上無解，就像中國的腐敗問題無

解一樣。就不細說了。

去年在考慮將工行、農行等

大型國企劃撥股權補充社保，其

實只是杯水車薪，不能從根本上

解決問題。醫保和養老保險兩塊

的缺口高達 1 萬億，需要地方財

政 10% 的收入來填補，上面已

經提到地方財政的困境了。

而第三大虧空板塊就是公

務員單位基金養老保險，這項子

基金是 2018 年才正式設立，當

年度就出現了 3375 億的收支缺

口，到 2019 年這個缺口放大到

4521 億。這是公務人員退休養

老納入社保基金系統的體現。

由於各項子基金的虧空規模

都在放大，因此在整體上，2019
年中國社保基金的收支缺口

14658 億， 較 2018 年 的 9836
億，增幅達到了 49.0%。如果地

方財政停止對社保基金進行補貼

的話，現有 96545 億的社保基

金，剛好能夠維持 8 年。

更麻煩的事情在於：2020
年地方財政收入水平劇烈下降，

上半年地方財政收入同比下降

7.9%。如果無法繼續補貼，可

能不到 2035 年，只需要 8 年多

的事件中國的社保就將耗盡了。

當然，在中國養老金即將耗

盡，財政補貼無以為繼的當下，

對於我們老百姓甚麼都做不了。

我們現在要想的就是如何給自己

養老，讓自己的晚年不至於流離

失所和悲慘落魄，讓自己患病後

可以得到治療，這是當前社保體

系即將失靈後我們每個人必須思

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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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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裡有一個成語，叫「海納百川，

有容乃大」。主要用於形容一個人儘管

擁有很大的能力，但也要保持謙卑、包

容，因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走得更長

久。

成語故事

黃河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一條特殊而

神聖的河，因為它開始了中國人的農耕文

明，是中華文明的起源根本。因此，黃河

也被稱為「神河」。

從前，在一個大雨傾盆的秋天，中國

的各種河流都變得洶湧澎湃，然而最終這

些河流都會匯入了黃河，這使黃河變得更

加寬大、雄勁。在得到這些新獲得的力量

之後，黃河之神很快就變得驕傲自滿了，

他甚至認為，自己是地球上最強大的河

流。於是，他順流而下，來到了中國的北

海想找到北海的邊緣，但很快，他意識到

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北海實在是太大了。

黃河之神嘆了口氣，他終於意識到，跟北

海比起來，自己實在是微不足道。

與之相反的，北海之神並沒有把這次

比較的勝利當成自己優越的證明。相反，

他很謙遜。他說 :「在天地之間，我不過

是大地中的一個小粒子。即使七大洋合在

一起，在宇宙中也不過是一粒小塵埃。

我遠不是龐然大物。」在這之後，就有了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這個成語，來比

喻這樣人們強大謙卑，有肚量。

謙虛

謙遜是一種讓人們變得更受喜愛的優

秀品質。一項研究甚至證明，謙虛的人會

吸引更多的人來到他的身邊。一組大學生

被要求查看一份網上約會資料，並說出他

們與資料中所示人約會的可能性。資料

中的人被分成兩組——一組展示的是「非

常謙虛」的性格特徵，而另一組展示的是

「不謙虛」的性格特徵。絕大多數學生選

擇了「非常謙遜」的形象。

那要培養一個謙虛的性格，首先，要

學會傾聽別人。很多人都曾敷衍、輕視別

人對自己說過的話，不去真正理解其觀

點。這樣的態度，難免會讓別人認為你是

一個傲慢的人，從而拒絕，以及說同樣輕

視你的話。

然而，當你長時間的習慣於傾聽他人

的時候，你的耐心也會大大提高，你的思

想和行為也會變得更加成熟。

謙虛的人往往更關注的是「我們」而

不是「我」。你可以在辦公室清楚地看到

這一點，有一些領導經常吹噓自己的管理

有多麼的好，也有一領導從不吹噓自己的

成就，反而總是把成功歸功於自己的團

隊，往往正是這種謙遜的領導者贏得了下

屬的尊重。

◎文：白雲飛

There is a Chinese idiom about how one 
gets “humbled by the vast ocean.” This 

quote is mostly used in the context of teach-
ing a person to remain humble despite hav-
ing power since there will always be some-
one else more powerful than them.

The idiom
 The Yellow River was considered special in 
ancient China. After all, people used to cul-

tivate their fields thanks to the Yellow Riv-
er. This is what essentially gave rise to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a result, the Yellow 
River was also called the Divine River. Dur-
ing an autumn season, heavy rains lashed 
out and the various rivers in China surged. 
The waters of these rivers flowed into the 
Yellow River, thereby making it larger, wid-
er, and more powerful.

 The God of the Yellow River soon be-
came arrogant at his newfound power, even 
thinking that he must be the largest body 
of water on Earth. As he continued to trav-
el down the Yellow River, the God came 
across the North China Sea. He looked to 
find the edges of the Sea, but realized that 
this was not possible since the Sea was too 
large. The God sighed in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Yellow River was in fact minute when 
compared to the North China Sea. This dis-
sipated his arrogance.

 However, the God of North China did not 
take these words as confirmation of his su-
periority. Instead, he was humble. He said: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I am nothing 
but a small particle in the middle of the 
vast lands. Even the seven seas together are 
nothing but a small grain of dust in the uni-
verse. I am far from being vast,” according 
to Clear Harmony. This story is what even-
tually led to the idiom “humbled by the vast 
ocean,” referring to people who are hum-
bled by this realization.

Being humble
 Humility is a pro-social quality, meaning 
that if you are humble in your attitude, you 
are likely to attract more people around you. 
One study even tested this theory. A group 
of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heck an 
online dating profile and indicate the likeli-
hood that they would date the person shown 
in the profile. Th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 one group who was 
shown the profile with a personality trait 
as “highly humble,” while a second group 
was shown the exact same profile with the 
trait “not humble.” The students chose the 
“highly humble” profile by an overwhelm-
ing majority.

 So how do you develop humility? First, 
learn to listen to others. Most people 
tend to gloss over what others have said 
to them, never actually putting in the ef-
fort to understand the other party’s view-
points. With such an attitude, it is inevita-
ble that others will see you as an arrogant 
person who belittles other people’s opin-
ions. However, when you attentively lis-
ten to their opinion, they will realize that 
you are a humble person who will not 
reject their ideas. Over a period of time, 
your ability to openly listen to others will 
develop qualities like patience that will 
go a long way in maturing your thoughts 
and behavior.

 Humble people tend to focus more on “us” 
rather than “I.” You can clearly see this in 
offices. There will be leaders who boast 
about how good they manage the place. 
There are also bosses who will never boast 
about their achievements. Instead, they will 
always credit their team for success. It is 
these types of humble leaders that garner 
respect from their subordinates.

成語「海納百川」 

Chinese Idiom Explained:  Humbled by the Vast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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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留存的上古史料和傳

說中，有一些記載是相衝突的，

如：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

都出現過，把時間混亂了。女媧

氏，在三皇之前出現過，在伏

羲之後又出現；有巢氏，在燧人

氏之前出現過，在伏羲氏之後又

出現；另外，還有女媧氏、共工

氏、后羿等等，都同時在不同歷

史時期出現過。

再如：同一個人有很多名

字，伏羲的名字還有庖犧氏、虙

犧氏、炮犧氏、伏戲氏，或又稱

太昊、羲皇、雄皇氏、黃熊氏

等。

再比如同一個故事會有很多

版本：共工怒觸不周山，有說共

工是和顓頊爭戰，有說和女媧，

有說和帝嚳，有說和神農氏，有

說和祝融……

到底是怎麼回事？前文探討

過，人類文明是輪迴的。就像嬰

兒出生一樣，每個人類嬰兒出生

幾乎都得經過這樣雷同的步驟：

教他學走路、教他學說話、教他

認識世界、教他學會獨立……

在億萬年的地球歷史中，中

華歷史應當不知道輪迴了多少

次，雖然每輪歷史都不一樣，但

大概過程可能是重複的。

每次人類道德敗壞墮落，背

棄了神後，就斷絕了與神的聯

繫。這如同人體的癌細胞，它斷

絕了與人體機制的聯繫，瘋狂增

生、放縱，便會成為腫瘤，導致

人體死亡。所以每當這個時候，

地球上就會有劫難，人類文明就

會毀滅。

根據記載，最近一次毀滅

人類文明的劫難是大洪水，就

是《聖經》記載的諾亞大洪水，

也就是大禹所治理的大洪水。那

時的人類文明比現在還發達，很

多人可能聽說過亞特蘭蒂斯的傳

說，但再發達也逃不過毀滅。人

類再怎麼覺得了不起，科技如何

發達，在災難面前，都是如此的

渺小和無能，隨便一場小災難，

人類便會驚惶無措，更別說面臨

大劫難。

每次人類劫難過後，可能

會留下極少一部分人，比如《聖

經》中記載的諾亞一家人。留下

的人必是保持著道德、善良，仍

然信神，與神連繫著的人，成為

下一輪文明的人種。每次劫難

後，新一輪文明開始時，一切科

技、生產工具等，全部毀滅，只

得從原始社會重新開始，打造石

器，刀耕火種，重新住回山洞。

這樣經過一定的歲月，經過數代

人的繁衍，當新一輪人類繁衍多

了後，以前殘存的文明可能已經

遺失，高維度中，便又會有神靈

下到人間，重新傳授給新的人類

文明。

有時倖存下來的人數比較多

時，可能會保留下來一些史前文

明，溶入新一輪文明中。比如：

中國文化中的《周易》、八卦、

河圖、洛書等，是從上一輪文明

中保留下來的，同樣是神在上一

輪文明中傳授給人的智慧，現代

人類科學無法解開。

每次新一輪文明開始後，可

能都會經歷相似的過程，神重新

下世教給人類文明。像伏羲氏、

女媧氏、燧人氏、神農氏、黃帝

等等，都是高維度的神靈下到人

間，他們化身為人間的帝王、聖

人，傳授人類文明。所以就發生

了同一個聖人很多名字、同一聖

人在不同時期出現、同一故事幾

個版本的情況吧！可能就是因為

不同的文明時期，都有神下來傳

給人類相似的文明，做了相似的

事情的緣故吧！再經過漫長的歲

月，尤其經過了歷次劫難後，就

更讓人分不清了。

在遠古的某些時期，地上是

人與神同在的，那時候地上神跡

大顯，留下了很多美麗的神話傳

說。不止是這一次文明，前幾輪

文明時期所發生的事情，可能也

會有一些流傳下來，如同史前文

明一樣，留到這一輪文明中來，

成為我們從小就聽祖輩們講的神

話傳說。

我們從《山海經》等等古籍

記載中，從修煉覺悟者告訴世人

的話語中，從一代代講述下來的

神話故事中，知道了上古時，

地上曾是人和神同在的，高維度

的神靈下到人間，傳授給人類文

明、道德、倫理，帶領人類進入

文明，如同父母手把手教小孩學

走路、學說話、學做人一樣。

那時候，地球上更高維度的

時空是開啟的，也就是說人間連

接到其他維度的時空大門是開啟

的，周天是相通的。那時候人間

處於半神半人的狀態，很多有能

力的人可以自由穿越到不同維度

的時空中去，這一點《山海經》

中有大量記載。《山海經》中記

載的是更高維度地球的情況，並

不只是人類時空情況。

那時人在地上會神通大顯，

但在那時並不是甚麼特別的事

情，而是人體的本能。因為人體

與自然是對應的，地球更高維度

部分與人類時空相通，人體相應

的更高維度部分也是開啟的，與

肉體相通，發揮著作用。所以

那時人具有現代人認為的特異功

能，但那時不覺得奇怪，因為

大家都具備，只是人體的本能而

已。（待續）

有人翻閱上古歷史

和神話時，往往對一些

現象迷惑不解，從而對

上古歷史不相信，覺得

是古人的幻想胡說。

第三隻眼睛
帶你看世界

◎文：李道真

神話密碼解譯  絕地天通之 上

伏羲氏自古

以來被奉為

華 夏 文 明

的 人 文 始

祖 ， 伏 羲

氏是三皇之

一。

能救命的太陽能煙囪
◎文：紫雲

很多人都感到下午

很睏。這是因為人體除

了有以24小時為週期的

生物鐘，還有一種是以

12小時為週期。

科學家目前所知的是，位

於大腦底部名為視交叉上核

（SCN）的區域控制著人體的晝

夜節律。在夜間，向身體發送信

號，釋放讓人犯睏的褪黑素，同

時還會降低體溫。這是人們熟悉

的 24 小時生物鐘。

可是近年的研究發現，哺乳

下午犯睏的原因
動物等一些生物體，還有另一套

以 12 小時為節律的生物鐘，控

制生物體的體溫、認知、血壓等

系統。這套節律與 24 小時的生

物鐘是兩套相互獨立的系統，而

且受到很多外部因素影響。

研究人員認為，這是多數人

在下午 2 點～ 4 點左右會犯睏

的原因。

科學家對這套 12 小時節律

系統的瞭解還很有限，只知道這

套系統的紊亂也與一些疾病相

關。不過，午後的睏乏和其他因

素也有關係。比如，午餐碳水化

合物含量過高，前一天晚上睡眠

不足，或是身體缺水等。

如果實在睏得不行，午飯後

打個盹兒是個不錯的主意。研究

顯示，小憩 20 ～ 30 分鐘對增

強警覺性、注意力，改善情緒都

有幫助。一些公司為員工提供可

以小睡一會兒的休息艙。

當然多數人沒有這樣的條

件。午飯後外出走走也是解乏的

好辦法。外界的自然光對生物鐘

起到很大影響，晒會兒太陽可以

起到和小睡一樣的效果。

一種新型太陽能煙囪，不

僅可以將能源成本減少高達

50％。研究發現，它還可以在

建築物火災中，延長安全疏散時

間挽救人命。

作為澳洲墨爾本新建築可持

續發展功能的一部分，研究人員

設計了一種針對優化節能和防火

安全的太陽能煙囪。模型顯示，

這種設計增加了人們在火災中逃

離建築物的時間，並將安全疏散

時間從大約 2 分鐘延長到 14 分

鐘以上。

太陽能煙囪的被動設計方法

來自一個簡單的原理，那就是熱

空氣會上升。發生火災時，相同

的原理（熱空氣上升）使太陽

能煙囪能夠將濃煙從建築物中吸

出。更少的煙霧表示更好的能見

度，更低的溫度和更少的一氧化

碳，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增加人們

安全撤離的時間。

研 究 員 Long Shi 博 士 表

示，要確切瞭解太陽能煙囪可以

為特定建築物提供多少疏散時

間，需要為特定的設計建模，

「每棟建築物會有所不同，但是

我們知道任何額外的時間都是寶

貴的，而且可以改善消防安全，

最終可以挽救生命。」

建築房屋用的紅磚，可以像

電池一樣存儲電能，為建築物的

照明供電，聽起來就很奇妙。

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研究人員

表示，紅磚是最便宜，最常用的

建築材料之一。

研究人員在磚塊上塗上一種

導電聚合物，塗層滲入磚中，與

紅磚內的氧化鐵發生反應，磚塊

就變成能存儲和傳導電子的「離

子海綿」，變得和電池一樣。

研究人員表示，這種可以存

儲電能的智慧磚成本很便宜，每

紅磚變電池
◎文：天羽

舌頭很敏感，是傳遞感覺的絕

場所。

◎文：秀秀

奇人任文公

果然，越嵩軍隊很快就來

了，那幾個人都被叛軍殺害。還

有一年，多地發生大旱，天氣異

常乾燥。任文公卻對刺史說：「五

月一日，將發大水，災情已經出

現，但是沒有辦法能預防拯救，

最好讓官吏百姓提前做好準備。」

刺史認為任文公癡人說夢，

這麼乾旱的天氣，怎麼可能發大

水？對他的建議嗤之以鼻。任文

公只好自己準備了大船。有百姓

相信他說的話，也跟著做了防

備。五月一日那天，天氣尤為乾

烈，任文公看了看天色，一邊囑

咐眾人趕緊收拾東西，一邊派人

緊急通知刺史。刺史抬頭看看天

色，只見風清日麗，豔陽高照，

哪裡會有洪水？任文公實在是太

可笑了。

誰知快到正午時，天空北方

突然湧現厚厚雲層，眨眼間便大

雨傾盆。到吃晚飯時，湔水猛漲

十幾丈高，洪水席捲而來，沖垮

堤壩，沖毀房屋，數千人被洪水

捲走溺死。原來任文公說的都是

真的，但後悔已經晚了。在災難

來臨時，大概所有人都會希望有

人能提前告訴自己。可惜真的有

人提前告知危險時，很多人寧可

相信自己的觀念，或自己眼睛看

到的表面現象，也不肯相信講出

真相的人，等到白白丟了性命，

連後悔的機會都沒有了。

北宋人邵雍精通先天象數

之學，對深奧隱妙的事理有超乎

尋常的領悟。《後漢書‧方術》

中，記載了許多方士的傳奇故

事。漢朝名士任文公，自幼跟隨

父親任文孫學觀天文，掌握不少

天文、風角祕術的精華。

漢哀帝時期，有一年，有

人上報說越嵩太守謀反。刺史遂

派遣任文公等五人到越嵩郡內巡

視，以查虛實。

五人到達驛站時，忽然颳

起一陣狂風。任文公對同行的人

說，趕緊走，這裡很快要有叛軍

來了，不離開會有性命之憂。幾

個人都不信，任文公無奈，只好

自己駕車離開了。

塊只需 50 美分。

在建築物牆壁中只要有 50
塊這種智慧磚，就可以為應急照

明燈供電 5 小時。並且，這種

智慧磚可以充電幾十萬次，適用

於普通磚或再生磚。

◎文：藍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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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大家談

價格相對較低，買到的機會

多，只要具備基本的鑑定常

識，一般都不會看錯。而對於

檔次稍高，市場價值較高的藏

品，人們大多抱以小心謹慎的

態度。

舉例來說，對於官窯、元

青花、汝窯、琺琅彩、張大

千、傅抱石、宋畫等這些「大

名頭」的藏品，人們的第一反

應就是：我哪裡有這麼好的運

氣，自己就碰到了 ?
即使碰到了，也大都以為

自己是在做夢，不可能的事 !
持這樣的謹慎態度是很正常

的，畢竟收藏圈稍不小心就會

踩到地雷，在收藏界裡撿漏不

成，反被撿漏的事情，時刻都

在發生著。

其實在收藏中有眼不識寶

貝的情況，是比較普遍的現

象。當人們在小心謹慎捂緊錢

袋的時候，很可能由於眼力和

膽識的欠缺，讓機會從自己眼

前溜走。

有許多從事收藏多年的

人，對於看普通東西可以說是

行家、高手，然而，對於檔次

高點的東西，就不那麼自信

了。在多數情況下，寧願相信

「大名頭」的東西都是贗品，而

不是實事求是地客觀看待它們。

這樣固然可以避免不必要

的損失，然而錯失的卻是機

會，並且自己永遠停留於玩

普品的階段。處在收藏的「瓶

頸」，我們如何應對會更加積

極度過呢？

整體和細節特徵的 
分析和把握

其實大名頭的東西，與普

通東西在鑑定方法上是一樣

的，都是在熟悉真品特徵面貌

的基本上，對鑑定對象進行整

體和細節特徵的分析和把握。

對陶瓷而言，不外乎造

型、紋飾、胎、釉、款識、使

用磨損痕跡、保存環境、開

片、氣泡等細節特徵；對書畫

而言，也無非是風格、用筆、

用墨、款識、線條、具體物象

的畫法、紙張、裝裱、印章、

印泥等內容。

這些原本是很基本的方

法，很多從事收藏多年的人在

遇到大名頭東西時，反而不會

用了。

大名頭的東西在他們眼裡

被神話了，他們相信傳言「某

類東西、某位大師的畫作，現

在仿得已經亂真了，連故宮博

物院等國家級專家都要走眼，

科學儀器也檢驗不出來」。

於是在他們心裡形成了一

種固定思維，凡是大名頭的東

西多不可靠，不碰為妙。

正確對待 
收藏圈中的「大名頭」

這裡所說的大名頭是一個

相對的概念，對於甚麼樣的藏

品名頭算是「大名頭」，通常

是按其經濟價值來衡量的。

對於普通收藏者而言，價

值數萬元的藏品就算是大名頭

東西了，而對於資深藏家、專

家、專業機構而言，價值在數

十萬、百萬級、千萬級的藏品

才能算作「大名頭」藏品。

而對於那些雖然存世數量

稀少、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

科學價值、歷史價值，但經濟

價值相對較低的藏品，人們通

常只是以平常心待之。在鑑定

時，也不覺得有何高難之處，

在多數情況下敢說敢言，並能

達成統一意見。

但對於經濟價值較高的大

名頭藏品，人們的警惕性總是

很高，有時即使是傳承有緒的

真品、真跡，也免不了有各種

質疑的聲音，至於一些民間流

散的大名頭東西能得到認可的

機會，則更加渺茫。

由此可見，人們對大名頭

的藏品心懷敬畏，並非都是出

於對藏品本身的崇拜、敬仰，

而是在於大名頭的藏品本身所

代表的數額不菲的財富。

〈茅山雄姿〉最早現身拍場

是在 1999 年，拍出 308 萬元，

2004 年以 460 萬元起拍，並創

出當時傅抱石個人書畫拍賣的

世界紀錄——2090 萬元。

這隻在 2016 年歐洲某拍

賣會上 33 萬歐元落槌的乾隆寶

璽，放到 2017 年的北京保利春

拍，最終以 2300 萬元成交。

如何處理 
普通藏者手中的「大名頭」

普通收藏者手中的大名頭

藏品，除非這件藏品本身實在

太典型、大開門或有傳承、來

源上的鐵證，否則在多數情況

下都是得不到認可的。人們的

最習慣的心理反應是：「你手上

怎麼可能有這樣的東西？」但這

樣的藏品如果出現在資深大藏

家、著名鑑定專家或社會名流

的手中時，人們的眼光就變得

相對寬容了。只要藏品本身無

明顯的破綻或屬於低劣贗品，

即使有的東西存在疑點，人們

也傾向將其歸入真品一類。這

時人們的心理反應是：「以某人

的財力、學識、眼力或社會地

位，擁有這樣的重量級藏品，

不足為怪。」

同理，一件大名頭的藏

品，如果出現在古玩地攤上，

人們會認為它是贗品、臆造

品，頂多說它是「高仿品」，

算是對它的最高讚譽。如果出

現在著名拍賣公司，這時，它

就是難得的精品、重器，這時

可能也會出現少許質疑的聲

音，但多數人對其真實性還是

認可的。如果出現在著名博物

館的陳列上，這時它就是國寶

級文物，幾乎無人會對其真實

性提出質疑。

「大名頭」多具有爭議性

只要是大名頭的藏品，幾

乎都會存在或多或少的質疑或

爭議。從前幾年創下中國瓷器

拍賣紀錄的「鬼谷子下山圖」

元青花罐，到 2009 年春拍的宋

徽宗《寫生珍禽圖》，乃至國內

著名博物館的某些重要藏品，

歷來都不乏質疑之聲。

有的質疑屬於學術層面的

探討，有理有據，成一家之說；

而有的則僅停留於吸引眼球式

的譁眾取寵，其方法、論據、

觀點未必可信。

既然大名頭的藏品容易引

起這樣或那樣的質疑之聲，那

麼還有誰願意來玩大名頭的藏

品呢？古玩藝術品的流通歷來

通行買家認可的原則。

一件藏品不管其真偽、

年代和價值如何，只要買家

認可，那麼誰也管不著，買

家認為是真的就是真的，買

家說是甚麼年代就是甚麼年

代，買家認為價值多少就是多 
少。

正如：2009 春拍宋徽宗

〈寫生珍禽圖〉的買家劉益謙先

生所言：「對於這樣一件作品，

有些人一輩子連宋畫都沒見過

幾幅，自認為鑑定水平很高，

就說不對，是沒有任何意義

的。要是因為幾個不懂行的人

說三道四，我就不買了，那我

以後還怎麼混 ?」
規律真的是個很微妙的東

西，無論你身處哪個行業，你

可能都會走在探索行業規律的

路上孜孜不倦。

或許只有你打破了行業的

瓶頸期，你才會看到行業更加

活躍的春天！所以，打算玩大

名頭藏品的收藏家們，準備好

你的眼力、財力、心理承受

力，一起用行業的規律來打破

「收藏瓶頸」吧！

對於比較大眾的藝

術品，受眾群體較大，也

較容易識別和鑑定，而

對於金字塔頂尖的藝術

品如果讓你我碰到，你

是否也會心頭一顫，不

知所措呢？

如何攻克收藏瓶頸

▲清乾隆纏絲南紅瑪瑙朱雀鈕

「叢雲」。一位買家在2016年

的西泠秋拍中以1.8萬元低價購

入的清代閒章，在2017年的北

京保利春拍中，被人以380萬元

競得。

▲這隻在2016年歐洲某拍賣會上33萬歐元落槌的乾隆寶璽，放到

2017年的北京保利春拍，最終以2300萬元成交。

【看中國訊】提起「瓶頸」

一詞，一般是指在整體中的關

鍵限制因素。那麼「收藏瓶頸」

是指甚麼？收藏圈裡的限制因

素又在哪裡呢？眾所周知，藝

術品市場的「二八分化」一直

都在，甚至近年都有始終拉大

的趨勢。

對於比較大眾的藝術品，

受眾群體較大，也較容易識別

和鑑定，而對於金字塔頂尖的

藝術品如果讓你我碰到，你是

否也會心頭一顫，不知所措

呢？

其實，從事收藏的朋友大

多都有這樣的經驗，不管是陶

瓷、書畫，還是其他類別的收

藏品，對於普通東西（普品）

大家的鑑別能力基本是一樣

的，鑑定結論也一致。

因為這樣的東西較常見，

▲齊白石〈大富貴亦壽考〉。

在德國科隆的拍賣行的一個

拍賣會上，一幅齊白石的作品

〈大富貴亦壽考〉以1.5萬歐元

起拍，最後被現場和電話委託

出價的中國買家給爭到了40萬

歐元。

讓藏家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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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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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高中二年級，寫得一手好書法的

春生，於兩個月前學小飛俠，他謹慎地抓

著欄杆、微蹲、校準草坪後，從家裡的二

樓陽臺一躍而下；可惜的是，因為彈跳力

道不足而重重地踩上水泥地面，於是他受

傷了，右腳打上了石膏。學校只當春生是

意外受傷，事實上，他深受一廂情願的情

感問題的糾纏，竟自己執行了自以為是的

「悲壯」儀式。雙腳有限度的傷害，倒是

春生心理防衛機轉上所期待的，他自稱要

讓隔壁班那位不回他隻言片字的女生愧疚

一輩子。

李媽媽在電話中已稍做了描述：兩人

是在社團認識的，碰了幾回面，春生即展

開了熱烈的追求，而對方並未多作回應，

出乎意料的，孩子竟做出傷害自己的事

來。

「來的有點勉強是吧？」我隨手打開

因為風大而關閉的窗戶，讓窗外一排菩提

樹的枝枒探進頭來時，故作悠閒的探問。

「書法家」卻不作聲，轉身瞄著掛在我座

位後方牆壁上的一副對聯審視良久。「水

平不夠，才十四個字就有六處敗筆！」我

瞧他不是要來諮商，是來踢館的！只是，

我還不準備請教他是哪六處敗筆。心下先

預備了一塊鐵板，想試試他的防衛內勁。

「有一回和朋友一起至彰化仁愛學校

參觀，進校門時恰巧上課鐘響，一群肢體

障礙的學生們紛紛地趕著回教室，我身旁

有位扶著助行器的女生因走得急迫而摔

了跤，當我彎下腰來擬攙扶他時，同樣

的……」我自許是說的深情，但「書法家」

竟也截回的乾脆：「是不是要告訴我，學

生終究會離開學校，跌倒了，要自己爬起

來的老話！」真是夠勁！不是書法家，倒

是我被梆梆硬的鐵板砸得眼冒金星。

我趕緊將被料中的老話嚥轉回來，略

順順氣後，接著往下說：「是同樣的被拒

絕了，今天是生平第二回！」「生平第二

回？看來你不常助人！」書法家又挑著我

的語病。或許是我兩回示弱，讓書法家二

度高占上風，他的情緒似乎慢慢地緩和下

來。

「你寫書法嗎？」書法家帶著期盼的

眼神問我。我婉轉地回道：「 POP 字還

可以，非常佩服您一語道破了李麒麟將軍

聯中的六處敗筆！還有，真想跟年輕人您

學學書法！」書法家調整了斜靠椅背的坐

姿，此刻，他像極了一筆俐落的中鋒，端

端正正的坐著，我想應該是被我想學書法

的誠意，及能一語道破李麒麟將軍聯中有

六處敗筆的話打動了。循此話題，我又謙

虛地分享了一段往事：「幾年前，友校辦

理校慶書法展，我毛遂自薦地向吳松雲校

長表示，展區如還有位置，就收容我幾幅

字以補補牆壁空白處；但當吳校長看過

我的字後，非常客氣的轉知我，展位都 
滿了……」

「真的，假的？太過分了！」書法家

同情地勸我要把書法學好，忽地，他悟道

似的笑了開來，又道：「您很有意思，校

長，您認為有永恆的愛情嗎？」大哉問！

我不僅有了稱謂，連「你」字也加上心字

底了。

繞了個圈子，我幽幽地聊起十七歲時

的一段青春情事：「有一天，隔著兩個班

我非常心儀的那位女生，與她的同學合抬

著開水，經過我班級的教室走廊，她甩著

飄逸的秀髮轉過頭來，朝我淺淺地一笑，

這一笑，壞了！」

「壞了？甚麼壞了？」書法家大為關

心地問。「當時非常內向的我，誤以為美

人對我有好感，所以衝著我微笑，明示情

意，我寫給她無數封所謂的情書中，雖然

連納蘭性德『有個盈盈騎馬過，薄妝淺黛

亦風流，見人羞澀卻回頭。』等曼妙的詞

也搬來攤上了；但是，她一封回信也無，

後來，她只要一瞧見我，即遠遠地肅靜迴

避開了。三個星期左右，我茶飯不思地瘦

了四公斤，所以，我說那淺淺地一笑，壞

事了！」

「肅靜迴避，這有幾分像迓媽祖，但

果真是壞了！」書法家聽完我的表述後，

對我大生知己感，除了表達他的慰問之意

外，更興致高昂地追著要我回答：「真有

永恆的愛情嗎？」

整個下午的協談，我都處於下風，略

為思索後，在首次晤談個案的最後一問，

我想引用一位曾經是臺灣聯考第三類組榜

首，現旅居美國，執教上庠友人的一段

話，看能否解開書法家對永恆與愛情的困

惑，並藉此扳回一城。

課間，有位學生也向王博士請教了

同樣的問題。王博士從懷中取出了一塊

「雞骨白」玉石，慈祥地告訴學生們：「真

的雞骨白玉石，它埋於泥土中往往超過

1500 年，因為地殼變動，其間必經歷過

高溫的燒烤，所以玉石的外表呈石灰色

貌；而手上這塊『雞骨白』是一位在太空

總署工作的朋友，以高溫儀器鍛煉一晝

夜就成型了，因而，我稱它是『偽雞骨

白』……」

我輕扶著書法家的手臂下了樓來，他

主動地約了我下回見面的時間，並且用堅

定的語氣告訴我：「我相信愛情，但是，

沒有永恆的愛情那碼事！」

（接上期）他們放眼四周，到處都是

茫茫的沙漠，似乎只有這片綠洲是唯一適

合人生存的場所。人們開始麻木，開始得

過且過，開始在這惡劣的環境中學會享受

短暫的人生。祖輩們留下的諄諄告誡：只

有純善之人才可回到故鄉的祖訓，被當作

了耳旁風。人們只想自己過得舒服，縱容

私慾的膨脹，為了個人的利益不擇手段的

傷害別人。

行善者常被人欺負，為惡者卻有權有

勢，相信美好王國故鄉存在的人，被譏笑

為愚蠢和無知。也有人決定走出綠洲，去

尋找那美好的故鄉，可是從來沒有一個人

回來過。於是行惡者更加肆無忌憚，被欺

壓的弱小之人，只能在痛苦中哀嚎：「我

的王啊！您怎麼還不來救我？」可是，卻

換來了更多的嘲笑與皮鞭。一部分人們認

為自己已經被國王拋棄了，而更多的人們

壓根就不再相信國王和美好故鄉的存在。

其實，國王一刻也沒有放棄過這些戴

罪的子民，他無時無刻不在的注視著，這

塊小小的綠洲上發生的一切。人們不知道

的是，真正阻礙他們回家的是他們那顆被

汙染了的心靈，因為淨化他們的心靈必須

經過考驗，而這考驗在那純淨的世界裡是

無法進行的。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個荒蕪

的沙漠裡本來甚麼都沒有，而這塊小小的

綠洲，其實正是國王特意創造出來的，給

他們接受考驗的場所。國王的考驗很簡

單：在這個看不見美麗的故鄉，也看不到

希望的綠洲裡，如果一個人能夠在這裡一

輩子保持善念，雖然看不見純潔的故鄉，

但是卻能夠以生活在故鄉的標準來要求自

己，這個人就通過了考驗，他的靈魂就將

被接回到美好的故鄉。

可是，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留在綠

洲的人們越來越自私，一代不如一代。為

了幫助人們能夠通過這場考驗，國王經常

派出使者，以普通人的身分進入他們的生

活，去告訴人們美好故鄉的存在，告訴人

們回到故鄉的做人標準，去教人向善，去

盡可能淨化人們的心靈。這些被國王派去

的使者，經常被人們視為賢者、聖人、哲

人，以及思想家和預言家。

使者們描述的故鄉世界，如此的美

好，令人心生嚮往，但他們教導人們向善

的要求，卻被人們視為可望而不可及。使

者雖然去了很多，可是真正通過考驗能夠

回到故鄉的人卻很少。許多使者回來後，

向王訴苦言，人之難度。甚至一些使者，

在那裡也受到人們敗壞思想的影響，做下

了不該做的事，也失去了回家的資格。

日月如梭，千年將近，這片小小的綠

洲上的資源消耗殆盡，僅有的水源經過日

光千年的照射蒸發後，就快要乾涸了。愈

來愈少的資源，讓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愈來

愈瘋狂，人們的道德愈來愈敗壞，離回到

故鄉的標準要求，也愈來愈遠。最後一位

救人的使者歸來後，向國王報告：「如今

的綠洲上已變成了十惡毒世，那裡的人們

再也不可教化、不可救度，只能隨著綠洲

的乾涸而毀滅。」

國王站了起來，慈悲的雙目凝視著綠

洲的方向，威嚴的說：「千年之約已到，

我將親自前去救度我的子民，再給他們

最後一次回家的機會。」為了救度這些子

民，偉大的國王脫下了耀眼的戎裝，卸下

了莊嚴的王冠，披上了粗布的衣裳，打扮

了成一個流浪的人，徒步走出了美好的世

界，進入了荒涼的沙漠，一步一步走入了

那個即將乾涸的綠洲。

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也沒有人知道他

從何而來，他的外表與眾人無異，他的到

來也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關注。偉大的國王

慈悲的看著這群千年前他親手送走的子

民，看著這個自己親手布置的給有罪子

民準備的考驗場所，他感到陣陣的痛心：

「我的子民啊！你們怎麼會留戀這個不屬

於你們的骯髒的地方，而忘記了美好的故

鄉呢？淡忘了你們曾經多麼的想要回到故

鄉的強烈的願望呢？」

偉大的國王開始向人們宣講故鄉世界

的美好，教人們向善，淨化人們的心靈，

走上回歸故鄉的路。偉大的國王用宏偉的

慈悲，感化了毒世中人們僅存的善念，越

來越多的人醒悟了。他們雖然沒有看到美

好的世界，可是他們堅信故鄉的存在，他

們用國王所教導的標準嚴格的要求自己，

純淨自己的心靈。他們成為了國王的堅定

追隨者，他們為沒有醒悟的同伴感到萬分

的焦急，於是他們奔走相告，把國王的福

音傳遍整個綠洲，讓越來越多的人們走上

了回家的路。

隨著國王的追隨者越來越多，終於引

起了惡世統治者的恐慌，因為他們不相信

美好故鄉的存在，他們不相信向善是人回

家的路，他們不相信這個看起來毫不起眼

的傳道者會是那個傳說中千年後將來救度

世人的國王。因為在他們眼中，擁有眾多

追隨者的國王是他們統治的威脅；在他們

眼中，醒悟的人們在生活中完全無私的向

善，是顛覆他們政權的陰謀；在他們眼

中，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向善者，是不

折不扣的軟柿子，正好殺一儆百，以恐怖

維持他們的統治。於是欺天的大謊被編造

出來，對化身為傳道者的國王和其追隨者

無情的誣衊，殘酷的鎮壓和迫害開始了，

他們要從精神和肉體上對國王的追隨者加

以消滅。

謊言毒害了很多的子民，一些不堅定

的人很快放棄了回家的路。國王堅定的追

隨者們感到萬分的痛心和焦慮，他們向國

王請求：「我的王啊！請您慈悲！請挽救

這些被謊言蒙蔽的子民，請最後再給他們

一次回家的機會吧！」

國王慈悲而威嚴的看著這群經受嚴

酷迫害考驗而屹立不倒，仍舊一心一意

為他人著想的堅定的子民，說：「你們是

人們得救的希望，在這十惡毒世，我再

給他們最後一次機會：誰還擁有善念，

能夠認同回歸故鄉的標準，就將得到救

度；反之，助惡為虐、迫害向善之人，

不相信美好故鄉存在的人們，終將滅

亡。」眾多的追隨者對國王頂禮膜拜，感

謝國王所賜予的最後的機會。他們承受

著迫害，頂住壓力，奮不顧身，去向被

謊言毒害的人們講清真相，啟發人的善

念，幫助他們認識並走上回家的路。越

來越多的人們認清了真相，世間清濁兩

分，向善者日眾，行惡者日衰。

終於，千年之約最後的時刻到來了！

在惡世統治者的目瞪口呆下，人們看到了

從美好的故鄉開來了無數金色的馬車，國

王換上耀眼的戎裝，帶上莊嚴的王冠，恢

復了偉大國王的慈悲與威嚴同在的本相。

國王堅定的追隨者和眾多在最後時刻

做出了正確選擇的子民們坐上了金色的馬

車，與那些被迫害死的純潔高尚的靈魂一

道，啟程返回了無比純淨美麗的故鄉，他

們真正的家園。國王的諾言兌現了，他親

手接回了已經洗淨罪業的百姓們，只留下

完全迷失了本性的邪惡生命，隨著小小的

綠洲在末日毒辣陽光的燒烤之下，一起乾

涸了。

寓 言 故 事 回家的承諾（下）文 |廣宇

詩 詞 賞 析

少年情文 |吳雁門 校 園 風 情
在媽媽的陪伴下，春生拄著

手杖，緩慢地走上二樓來，我見

狀，即刻離座，準備扶他一把，

但卻被他拒絕了，李媽媽略感不

安地向我點頭表示歉意。母子

倆雖然是準時地來到我的辦公

室，但稍察言觀色，便能瞭解男

主角是被押解來的，而且還正在

氣頭上。

天末懷李白
唐代/杜甫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ADOBE STOCK)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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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誠聘：
惠食街

【看中國訊】三天的測試，

耗時約 35 個小時，在德國勞

奇 茲 賽 車 場（EuroSpeedway 
Lausitz）賽道之上，3 輛現代

KONA EV 分 別 以 1026km、

1024.1km 和 1018.7km 的行駛

距離 , 超額完成單次充電行駛里

程滿 1000 公里的目標。

同時由於三臺車百公里

耗電量分別僅為 6.28 kWh、
6.25 kWh 和 6.24kWh，遠低於

WLTP（全球統一輕型車測試規

程）每百公里 14.7kWh 的標準

值，因此 KONA EV 憑藉著最高

1026km 的里程刷新了 64kWh
容量電池的續航里程記錄。

據現代汽車稱，此次試駕

由德國勞奇茲賽車場的多名

車手和德國權威專業汽車媒

體 Autobild 工作人員輪流駕

駛進行。勞奇茲賽道的運營商

DEKRA（德國機動車監督協

會）對整個試駕過程進行了嚴

密的監控評測。

只有實打實的測試，才能看

出來到底實力如何。三輛試駕測

試車均為普通量產車，且均保持

原廠規格，未因試駕針對車輛系

統進行任何改裝。試駕車手為降

低 KONA EV 的電耗並增加其

行駛距離，在 29℃的高溫天氣

下並未啟動空調，並關閉了車載

信息娛樂系統，唯一開啟的是按

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必須打開的日

間行車燈。

3 輛試駕車完成行駛後的平

均速度約為 30km/h，這與綜合

了交通堵塞、信號燈等待、居民

區限速等情況下的一般城市道路

行駛的平均速度相似。在第三天

時，測試車輛均在只有 3% 剩餘

電量的情況下成功行駛了 20 多

公里，而當電量顯示為零時，車

輛仍然向前推進了幾百米，直至

最後電量耗盡而停止。

3 輛 Hyundai KONA EV
續航全部超過 1000km 的測試

結果，充分證明了其卓越的產品

性能，及現代汽車強勁的技術實

力。與此同時，KONA EV 充

電量標示的準確度也得到了完美

認證。

作為在歐洲銷量最多的電動

汽車，現代 KONA EV 在現代

汽車今年 1~7 月歐洲 204,737
輛的總銷量中佔比 8.1%，得到

了市場與消費者的一致好評。

【看中國訊】你是否在尋

找一個合適又便宜的汽車保

險？多問幾家保險公司，貨

比三家很重要。不過市面上

保險公司很多，如果需要一

家一家的詢問過去，費時又

費力。

在這裡，我們為大家提

供亞省保險公司近期車保詢

價的數據，以幫助您有針對

性的去挑選保險公司。

亞省最便宜的 
汽車保險公司

1. 25歲以下車主（包括

有罰單或車禍記錄，和無罰

單或車禍記錄）

平均車保報價：$4,740
報價最低的保險公司：

SGI Canada
2. 無罰單和車禍記錄的

車主

平均車保報價：$2,615
報價最低的保險公司：

SGI Canada
3. 一次罰單記錄但沒有

車禍記錄的車

平均車保報價：$2,799
 報價最低的保險公司：

Aviva
4. 一次車禍記錄的車主

平均車保報價：$3,012

報價最低的保險公司：

Millennium

亞省基本車保規定

除了選擇合適的保險公

司，您選擇的保險計劃條款和

金額也會影響您的費率，不同

的保險公司對各種保險計劃提

供不同的費率。在亞省，基本

車保條款包括的有第三方責任

和車禍保障福利，其基本內容

為：

如果您在車禍中造成財產

損失或人身傷害，保險公司會

根據第三方責任條款賠償損

失。車禍保障福利會賠償您和

乘客的相關損失，無論車禍是

否您的責任。第三方責任險最

低承保金額為 20 萬，車禍保

障福利為最高 5 萬一人，您

也可以選擇升高這些金額。

亞省也可選車保條款也包

括指定風險，所有風險，全險

和車禍險。

亞省最便宜的汽車保險公司

（網圖）

誠徵榮譽會員 為香港呼籲 

為十四億牆內中國民眾 奉上真實資訊

獨立媒體 真實信息 支持正義

《看中國》駐香港前綫記者

《看中國》堅守人類普世價值，邀請國際著名

漫畫家大雄先生創作“反送中”系列海報。

江蘇省鹽城建湖縣利用大數據監視平臺，顯示

當地民眾翻墻訪問《看中國》網站人數最多。

《看中國會員專刊》
請掃描二維碼或訪問看中國官網：

https://www.secretchina.com/kzgd/subscribe.html

美國智庫加州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報告

—《看中國》為美國真正獨立的中文媒體。

   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
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68美元 /年），成為《看中國》
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 10000位中國大陸同
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單次充電續航破紀錄

三 輛 K O N A  E V

（ 北 京 現 代 昂 希 諾

純電動）分別完成了

1026km、1024.1km

和 1 0 1 8 . 7 k m的行駛

距離 ,超額完成了單次

電池充電行駛里程滿

1 0 0 0公里的目標。

（現代汽車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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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趙本山的女兒「球

球」（趙一涵）最近在直播中聊

天，有網友提起趙本山此前花 2
億元人民幣買私人飛機，「球球」

透露，現在全家人都後悔買這架

飛機：「養不起了，都想賣了，可

那二手的打五折都沒人買，老後

悔了。」

2009 年大陸藝人趙本山斥資

2 億元人民幣購得「本山號」的私

人飛機，，被認為是刷新了大陸藝

人炫富的新記錄。剛買不久，趙

本山突發心臟病。當從昏迷中醒

來，他就問身邊人：「我是不是作

大了？這飛機能退嗎？」但因為若

退訂飛機的話，損失太大，因此

作罷。「球球」說，即使不把請空

姐、空少和燃油的費用加進去，

僅每晚停在專業的停機坪上就得 2
萬元，一月下來費用高達60萬元。

不過該飛機有曾經風光一

時。 2011 年 10 月，宋祖英到重

慶舉辦「紅歌個人演唱會」。趙

本山前去捧場，還派自己的「本山

號」接送宋祖英。 2012 年 3 月中

共兩會期間，剛剛爆發重慶王立

軍事件，薄熙來 3 月 8 日突然缺

席兩會。一些大陸網站傳播了此

消息，薄熙來當時就曾乘坐趙本

山的私人飛機從北京逃回重慶。

在 2012 年薄熙來落馬後，網路上

曾爆出薄熙來許諾趙將在政變後

出任文化部部長。十八大後，趙

本山被中共官媒爆出諸多醜聞。

的這數槍，應非只是警告。」如今，館長也在臉書貼出

律師委任契約，正式委任黃國昌擔任他的律師，協助調

查真相。館長曾與黃國昌共同在凱道舉辦「反紅媒大遊

行」，兩人交情不錯。值得一提的是，在「委任酬金」

上，寫著「無」，註明此案屬「公益案件」，意味前立委

黃國昌將以律師身份，無償替館長主張法律權益，盡力

追查事實真相，展現兄弟情深的一面。

【看中國訊】由坎城名

導 馬 提 歐 賈 洛 尼（Matteo 
Garrone）執導的真人奇幻

鉅片《皮諾丘的奇幻旅程》

（Pinocchio），去年底在義大

利創造 5.5 億台幣的票房佳

績，意外掀起「皮諾丘」全球

拍攝風潮。

《皮諾丘的奇幻旅程》豪

擲五億台幣、重金建村造鎮，

有著陰鬱小鎮，詭譎角色、

奇幻世界，更有人性的貪婪

與慾望，謊言與死亡等不同

面貌。影片中描述荒謬的法

庭、遭勞役的驢子，都深具警

世作用，《皮諾丘的奇幻旅程》

可謂經典中的經典。「美麗人

生」奧斯卡影帝羅貝托貝尼尼

（Roberto Benigni）和「狗奴人生」

坎城影帝馬切羅馮提（Marcello 
Fonte）都參與演出。

曾以《異色童話集》（Tale of 
Tales）奇幻風格風靡坎城的導

演馬提歐賈洛尼，這次更大展身

手，片中除皮諾丘魚目混珠加入

木偶戲團讓人瞠目結舌外，皮諾

丘變成驢子被賣到馬戲團、遭巨

鯊吞下肚等特效呈現，連好萊塢

都大為驚艷，電影集結了視覺、

化妝、音效等的奧斯卡團隊，以

票房沖 5.5億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臺灣知名網路名人「館長」陳

之漢 8 月 28 日凌晨遭人連開三

槍，右手臂、右大腿及右腳踝中

彈，引來各界關切。不少不爽館

長的網友在微博發文「慶祝」，而

將館長視為「好兄弟」的「格鬥狂

人」徐曉冬則開直播聲援館長，痛

斥那些網上嘲諷的人思想迂腐。

徐曉冬在「館長」中彈後，

YouTube 平臺「徐曉冬北京格鬥

狂人」上傳一段影片力挺館長。

徐曉冬表示，從館長遇襲的影片

中可以看出，案發當時，身邊並

沒有正式的「保鑣」，而是工作

人員。因為在槍手開槍時，身旁

的人不知所措，因此強烈建議館

長一定要請保鑣。

徐曉冬認為，館長在受傷後

開直播是非常正確的動作，因為

能夠第一時間記錄案發現場、蒐

集證據，並公告全世界。而對於

網路上嘲諷館長開直播是「第一

網紅」的說法，徐曉冬則回應，

「如果我是館長，我也必須全世

界直播，這個跟網紅沒有任何關

係，警方也需要這些證據。」希

望鍵盤俠要三思。

此外，徐曉冬還感慨表示，

若同樣事情發生在中國大陸、發

生在他身上，恐怕連發聲的地方

都沒有，「真的！我發救命都發

不出去！一樣的天空，不同的命

運，我想說：我 X 你 X ！你們

知道我在罵誰！館長我羨慕你，

很羨慕你，祝平安。」

徐曉冬這番言論立刻引起討

論，網友紛紛留言說，「句句在

理，句句屬實，推翻獨裁，人人

有責」。

另外，前立委黃國昌在館長

遭槍擊的當天表示：「朝向身體

《秘密花園》電影劇照《秘密花園》電影劇照

趙本山私人飛機半價亦難賣

真人版木偶奇遇《皮諾丘》

超高技巧的特殊特效，也

為義大利電影樹立全新的

里程碑。

《皮 諾 丘 的 奇 幻 旅

程》，今年除獲選柏林影

展，橫掃義大利金像獎、銀

絲帶獎等 27 項大獎提名。

據瞭解，這部戲曾被

迪士尼改編動畫並獲奧斯

卡獎，擁有許多忠實的觀

眾、讀者及銷售量。明年串

流平臺龍頭 Netflix，將力

邀奧斯卡名導吉勒摩戴托羅

（Guillermo del Toro），還

將翻拍「皮諾丘」成為音樂

動畫片，堅強的聲配陣容還

包括蒂妲史雲頓和凱特布蘭

琪等當紅巨星。

自由時報/海鵬提供

球球的媽媽說

這飛機現在就沒用，

後悔的不得了。球球則毫

不給面子的吐槽親爹，她說這

飛機早就想賣了，但都沒人出

價。還吐槽了爸爸當年的品

味，這年頭誰還買飛機

啊。

徐曉冬力挺
「館長」中彈開直播

臺灣知名網臺灣知名網

路名人「館路名人「館

長」陳之漢長」陳之漢

8月28日凌8月28日凌

晨遭人連開晨遭人連開

三槍。三槍。

電視
隨記

【看中國訊】8 月 31 日

趙麗穎方公開批評，指綜藝

節目《中餐廳》節目方為追求

熱度而黑明星。

節目方在《中餐廳》播

出的尾聲之際，根據流量和

熱度做了總結性的發文，這

些文章中有不少關於趙麗穎

負面評論，包括稱趙「低情

商」、「沒教養」、「焦慮」等

等。

趙麗穎對此事進行回應：

「如果再有類似情況，將不再

配合宣傳。」產後復出的趙

麗穎，在《中餐廳》第四季中

的綜藝之旅備受關注，但隨

著節目的播出，趙麗穎形象

步步跌入谷底。其中「焦慮」

甚至成為趙麗穎的標籤。有

網友從本綜藝節目製作人的

社交平臺扒出節目的一張流

程圖片，上面就有「焦慮感」

幾個大字，即為已經計畫好

為節目中的明星進行任務設

定，此後節目組在剪輯方面

用鏡頭來刻意強調趙麗穎的

焦慮感。

此前，演員袁立也曾在

參加大陸綜藝節目後，憤怒

地批評，經過鏡頭的剪輯，

將她剪成了「神經病」。

趙麗穎不滿趙麗穎不滿
綜藝黑明星綜藝黑明星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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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291-3232
週一∼週五：8am-6pm        週六：9am-6pm      週日：10am-6pm

本週特價
2020年9月3日∼9月9日

大紅薯

 Local Corn 本地玉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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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 Bartlett Pears 卑詩巴氏梨 Jumbo YamsBC Prune Plums 卑詩梅子BC Peaches 卑詩桃子

Local Broccoli CrownsCantaloupes 哈密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無莖西蘭花

$49898 12

Limes 青檸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and get a free 
cauilifl ower.cauilifl ower.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 顆花椰菜。

$0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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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8
lb

$16868
lb

$1484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1 2828
lb

$$009898 4
$ 14848

ea

$

獲得1 顆花椰菜。

臺灣小吃

◎ 文 :斯玟  

不管在大城市或小鄉村，街道上

臺灣小吃林立，不妨散步街頭邊

走邊吃，領略臺灣的飲食風情。

邊 走 邊 吃

排骨酥麵結合了排骨酥

湯與麵，也有的店家只供應

排骨酥湯。無論加麵與否，

都屬於隨點隨上、不用久候

的餐點；因可事先備料，上

菜流程簡單，是臺灣人經營

小吃的熱門選項。

這道湯是臺灣人心目中

的古早味，早年宴席常見。

據說，排骨酥起源於日本炸

排骨，唯適應臺灣熱天氣，

以五香加重調味；骨頭經油

炸，鮮味滲入肉中，入口滋

味更加豐富。

排骨酥麵

鍋燒麵，顧名思義是用

一個小湯鍋煮麵，客人現點

現煮，強調食材的新鮮，以

及鮮美的湯頭。最有名的鍋

燒麵在臺南，其使用炸過

的麵條，麵與湯融合完美，

炸過的麵香氣更足。

在臺灣的餐廳或夜市小

吃都可見到鍋燒麵，如同小

火鍋與麵食的結合，湯頭也

有多種選擇，常見的是沙茶

口味，或是昆布高湯口味；

冬天來一碗鍋燒麵，既營養

美味，又溫暖脾胃。

鍋燒烏龍麵

當歸鴨麵線為臺灣知名

美食，其特色在於當歸與鴨

骨肉熬煮的獨特香氣，臺灣

各地都有飄香數十載的知名

店家。美味的當歸鴨麵線，

除了藥膳特色，鴨肉口感也

是評價重點。

鴨肉麵食料理在臺灣很

常見，例如：酸菜鴨肉麵、

油蔥鴨肉麵等等；臺灣的街

上或傳統市場旁常見鴨肉麵

招牌，門口總見老闆俐落地

剁鴨肉，美味與否，光是看

也知道七八分。

當歸鴨麵線

1 6

2

3 4

5

粄條是客家食物代表，

想要品嘗粄條，可搜尋各地

客家美食，尤其在傳統市場

周邊，早餐就可以吃到湯粄

條。由於用料簡單，湯粄條

美味與否在於粄條口感及爆

香的蔥頭。

令人回味無窮的粄條，

來自味道協調的爆香，據

專業店家表示：「油蔥、韭

菜跟蝦米是爆香的靈魂食

材。」每一家客家小館都有

自己的爆香秘訣，拚食材的

鮮度，也比調味的技巧。

湯粄條

其實，臺灣早期為農業

社會，居民多有不食牛的習

俗。 1950 年代，中華民國

政府遷臺後，移居臺灣的外

省人創立了牛肉麵料理，一

般粗分為清燉牛肉麵和紅燒

牛肉麵。

臺灣牛肉麵組合很多，

不同風味的湯頭，搭配寬細

不同的麵條，點餐時也可看

看菜單上食材是否有區分；

較專門的店會有牛肉麵、半

筋半肉牛肉麵、牛雜麵等供

選擇。

牛肉麵

羹是一種中式濃湯的煮

法，其特色是以澱粉水勾芡

增加稠度，目的是使口感滑

順，或是增加飽足感。喜歡

吃羹的人，在臺灣四處多走

走，一定可以品嘗到多樣化

的羹湯料理。

臺灣的羹料理一般分為

肉羹及海鮮羹，肉羹有好幾

種，有豬肉攪打成泥，也有

吃得到肉質的作法。至於海

鮮羹，因臺灣四面環海，海

鮮豐富。魚、蝦、魷魚都是

入羹湯的材料。

魷魚羹米粉

整
版
圖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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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結石所造成的疼痛程度被

形容為可和生產並列的痛，那種

痛不只令人苦不堪言，如果沒有

處理的話，可能造成尿路阻塞，

嚴重者出現腎水腫、急性腎衰竭

或急性腎盂腎炎等合併症。

夏日是腎結石的好發季節

水分攝取不足引起身體脫水

是腎結石形成的主要危險因數，

肥胖、嗜肉、重鹹、重甜的人，

也是腎結石的高危險群。過去統

計發現，男性腎結石的發生率為

女性的 2 到 4 倍，因此飲水量

少、久坐忙碌，又經常憋尿的肥

胖男性，是腎結石的高危險族

群。

腎結石的症狀

有腎結石不一定會出現症

狀，除非結石阻塞排尿系統，進

一步造成腰痛、噁心、嘔吐及血

尿等。有時血尿的情況很輕微，

肉眼並無法看出來，透過尿液檢

驗，可以發現尿液中的紅血球數

目過多，如果可以直接看出血尿

的情況時，大多結石的問題已經

非常嚴重，需要盡速治療。

❶ 多 喝 水 ，

每 日 尿 量 2 0 0 0 c . c . 
以上。

❷ 維持適當的鈣質攝取，

過多或過少都不適宜。

❸ 定期運動以維持正常體

重。

❹ 少吃動物性蛋白。

❺ 減少食鹽的攝取。

❻ 避免過量維他命 C 或維

他命 D 攝取。

❼ 戒除抽菸與嚼檳榔。

❽定期就醫追蹤尿路結石。

❾ 若收集到自己解出的結

石檢體，可以送檢結石分析，進

一步調整飲食習慣。

為了腎臟的健康，再忙也別

忘了喝水、如廁，炎熱的夏日別

當「駱駝」，多多補充水分，才

不會讓結石在腎臟發生。

夏季

保健

炎熱的夏季往往

流汗多、尿量少，再

加上不愛喝水，更容

易出現腎結石發作的

情況。

夏天別當「駱駝」 
當心腎結石來敲門

（轉載自《按開人體的竅》）

結石可否自己排出

結 石 若 小 於 5 毫 米， 一

般可以自行從尿液排出，這時

透過大量飲水、調整飲食與活

動，可以促進結石排出。如果

出現疼痛和血尿等症狀，或結

石太大不易自行排出，需要積

極處理，以免發生併發症。

臨床上醫師會依據結石的

成分、大小、位置與症狀，選

擇適合的治療計畫，目前體外

震波碎石術（ESWL）是最常

選擇的尿路結石治療方式，患

者不必開刀住院便可以將結石

震碎，小碎石再隨著大量尿液

排除。

中醫輔助治療事半功倍

如果腎結石不大且無症狀

最好的醫生是自

己，最聰明的醫生是

預防疾病。忙碌的現

代人學點簡易按穴法，

許多初發的疾病即可

自行調癒，享受中醫

的生活化、簡單性、

即時性，以及便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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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幫助控制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e）。

2. 研究表明，椰子油有助

於甲狀腺功能、促進心臟健康、

有利於大腦功能、增強免疫功

能、有助於能量利用、有助於減

肥等。

3. 椰子油是烹飪的最佳選

擇，因為它可以抵抗熱量導致的

食物損害。加工過的植物油在加

熱時會產生氧化膽固醇和有毒的

環狀醛和丙烯醯胺。

4.Bulletproof coffee 是 一

種促進大腦的高性能飲料，可以

添加 MCT 油或椰子油、草飼無

鹽黃油、酥油，也可以直接喝黑

色有機咖啡。

5. 椰子油還可以取代許多

昂貴且具有潛在危害的個人護理

產品，包括：保溼產品、髮膜

（hair masks）、剃鬚液、清潔劑、

卸妝液、身體磨砂膏和牙膏等。

22、尋找不使用 
   汞劑的牙醫
1. 美國大約有一半的牙

醫仍然使用「銀」合金，其中

50% 實際上是汞，而不是銀。

2. 汞是重金屬中最易揮發

且毒性最大的金屬，咀嚼或刷牙

時所釋放的汞蒸氣對健康構成明

顯的危害，尤其是大腦和腎臟。

3. 歐洲禁止對孕婦、哺乳

期婦女和 15 歲以下兒童使用汞

合金填充物。該規則於 2018 年

7 月 1 日生效。

現代健康新理念30貼士
當今的人類社會，到

處都被一些看不見的威脅

所包圍著，這些威脅，包

括：轉基因生物、加工食

品和電磁場等，使人面臨

著健康風險。但這些還只

是冰山的一角，所以，目

前大多數人都在尋求健

康指導，以幫助防範這

些危險。

15

21、每日使用椰子油
1. 飽和脂肪，尤其是椰子

油，是人類飲食的重要組成部

分。最近的研究表明，椰子油

可能通過改善腸道微生物組來

為了腎臟的

健康，預防

結石復發，

再忙也別忘

了喝水。

痠、打寒顫，尿色很黃，大多是

膀胱炎或尿道炎。小便不利，伴

有下腹脹痛或腰痛，甚至小便刺

痛，尿液有血，可能是尿路結

石。尿少，按壓下腹腔膀胱處，

並無脹滿現象，有可能腎功能將

衰竭。

尿路結石，擋住尿道口，尿

到一半突然尿不出來，只要搖動

一下腰部，尿尿又可順利排出。

中暑的尿少，可以喝綠豆湯；輕

微的尿道炎，可以用玉米鬚濃

煎，當茶喝；輕微的水腫和結石

的小便不利，煮綠豆湯加冬瓜

皮、冬瓜子、玉米鬚當茶喝，或

濃煎薏仁當茶喝；用小蘇打加水

喝，增加膀胱的鹼性有預防和治

療尿道炎的效果。

之前介紹的中極、大赫、三

陰交等穴，都有助於排尿順利。

有習慣性尿道發炎的人，除了多

按下列穴位，也要忌冰品。

太谿穴

位於足內踝後五分，跟骨上

方，腎經脈氣走到此處匯聚成大

溪，「太」是大的意思。

太谿穴是針灸麻醉手術常用

的穴位，是急救穴，也是診斷生

死的穴，重病或久病的人摸太谿

脈，如果已無脈氣，可能已不可

救了。此穴可以調整內臟，強

腎，通利小便。

尿少、小便不利

尿少，是指每次排尿量不

多，水腫、汗出多、中暑、腎功

能不全的人容易有此症狀；小便

不利，是指小便量少，排出不

暢。老人及產後婦人容易排尿次

數多，排尿後產生不舒服的感

覺。口渴、愛喝水，半小時左右

就跑廁所，尿很急、尿不多、尿

道口灼熱，排尿結束時尿道會痛

時，配合中醫治療，加上適當運

動及多飲水，可促進結石排出，

而且中藥治療尚可助於腎功能的

恢復。

中醫多採用清熱利濕的藥

方，治療搭配金錢草、車前子、

滑石、海金沙等中藥，另外尚有

「消堅排石湯」的藥方，臨床療

效佳。

如何預防尿路結石復發

一旦出現過腎結石，5 至 7
年內產生第二顆結石的比率為

50%，若想防止腎結石復發，

可從調整飲食和活動做起。

據《高醫醫訊》〈泌尿結石

預防及治療方式〉作者黃琮懿泌

尿科醫師，以及李威明助理教授

分享，做到以下 9 大要點，便

可預防尿路結石復發。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如果結石阻塞輸尿

管，被阻塞的腎臟仍會產

生尿液，於是就會產生腎

積水，腎功能也受到影

響。 

一般而言，西醫對

於泌尿道結石，首先是止

痛，注射或口服鎮痛解熱

藥與肌肉鬆弛劑，同時注

射靜脈點滴，促進排尿與

結石的排出，這是一般性

的治療。對於腎臟積水，

可以透過緊急的輸尿管鏡

將結石震碎取出，再置入

雙 J輸尿管導管協助尿

液的引流通暢；或直接經

由腰部打入一根導管，進

入腎盂將尿液導出，這尤

其是在腎盂化膿時是一定

要做的引流，將膿液引出

後，可減少敗血症的發生

機率。

若是尿酸與胱氨酸結

石，可多喝水，因為這

兩種結石都是在酸性尿液

中產生，通過大量喝水，

有望使這些結石溶解並排

出。但大多數的結石是草

酸鈣、磷酸鈣、磷酸鎂銨

等，不易溶解，只能用內

視鏡手術、體外震波碎

石；嚴重的鹿角結石，就

是大塊的腎結石，要直接

手術取出。

中藥也有治療尿結石

的方法，對於一般的尿路

結石，為促進結石排出，

可用些行氣化瘀，或加上

消炎藥物，加速排出，

如：琥珀、沉香、當歸、

赤芍、紅花、桃仁、牛

膝、王不留行、金錢草、

瞿麥、車前子、雞內金

等。

對於濕熱型患者，可

給予清熱利濕藥物，石

子排出較為順利，主要是

看患者舌紅苔黃膩，脈滑

數，尿急頻澀熱痛，可用

車前子、扁蓄、瞿麥、金

錢草、滑石、海金砂、虎

杖、大黃等，服藥後病人

的壓力也可減輕，身體比

較舒服。

尿路結石是一種體

質，火氣越大，結石越

快，平日也可降火退熱，

尤其是下焦濕熱，可讓結

石發生率減少，讓尿液不

會這麼黃臭、深紅。

醫師講堂

尿路結石
的處理

尿路結石是一種常見疾病，

常見症狀有疼痛、血尿與泌

尿道感染，危害很大。

4. 專家們一直努力讓美國

FDA 執行關於汞的「水俁公約

（Minamata Convention rule）」
（該公約規定，必須採取積極措

施逐步停止使用牙科汞）。

5. 如果找不到合格的無汞

牙醫，那麼下一年一定要繼續

找。還要檢查您的牙科保險政

策，如果保險不能完全支付所有

牙齒中的無汞填充物，請瞭解如

何應對。

陰陵泉穴

位於膝蓋內側，橫紋頭下，

用食指沿脛骨往上摸到轉彎的地

方，有個凹陷處。

陰陵泉穴是脾經合穴，屬性

為水，和水經的腎和膀胱有五行

的關係，對泄水液、利水道效果

很好。

陰陵泉穴

太谿穴

中暑的尿少，可以喝綠豆湯。

 按 穴 療 法
◎  文：溫嬪容
 

◎  編譯：高新宇

保健
常識

◎  文：古慧心

◎  文：鄧正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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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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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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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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 文：蕎伊絲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一 衛生用品不宜置於廁所
許多人習慣將隱形眼鏡相關用品、保

養品、化妝品以及衛生巾長時間放置於廁

所。事實上，這些物品和盥洗用品最好還

是放置在離廁所稍遠的地方。有些人會在

廁所或是洗手臺附近放置，或是直接訂做

漂亮的櫥櫃來擺放這些物品。事實上，放

置在廁所中一段時間的物品，含菌數增長

量超乎想像，雖然不及馬桶以及洗手臺，

但對人體會造成一定的傷害。所以，最好

的方法是，將浴廁內要使用的物品放置在

廁所之外一定的距離，要使用前再攜帶進

浴廁。另外，有些衛浴設備在裝潢時，會

將捲筒式廁紙的裝置設計在距離馬桶非常

近的位置，這樣的設計並不盡理想，容易

被馬桶強勁水流四處噴發的水珠濺到。

浴廁使用習慣
常見誤區

浴廁是人人每日必接觸的場所，其實也是細菌、黴菌容易滋生的地

方。許多人使用浴廁的習慣其實影響了自身健康。清潔浴廁、養成

良好使用浴廁的習慣相當容易，保持清新乾淨的如廁環境，對身體

健康也有相當大的保障。那麼，甚麼樣的使用浴廁習慣才合乎衛生

的呢？常見的誤區又在哪裡？

三 免治馬桶的使用
免治馬桶因為其便利性，即使昂貴但

仍受到歡迎，但有幾點需要注意。免治馬

桶並不適合以馬桶水箱內的水來沖洗局

部，馬桶水箱內的水和馬桶底下管線的汙

水，在馬桶沖洗那一瞬間，也就是出水閥

一打開之時，彼此之間仍然有機會互相接

觸到。除此之外，免治馬桶清洗局部的清

洗位置，是在馬桶內，無論穢物沖掉與

否，馬桶內都是一個含菌量極高的地方，

即使刷洗過後亦然，在此清洗如廁後的局

部，衛生上可能有疑慮。如廁後的清洗，

使用一般的蓮蓬頭清洗即可，而專門清洗

局部髒汙的蓮蓬頭宜與清洗身體、頭、臉

的蓮蓬頭分開使用。在歐美，一些富裕且

非常講究的家庭，會裝設專門清洗局部的

小型陶瓷浴盆，如果預算沒有那麼高，購

買平價的蓮蓬頭作為替換，拆卸上只要旋

轉裝上或卸下，非常容易。二 地板及洗手臺的清洗方法
浴室的濕氣通常比較重，在牆面、地

板的磁磚縫隙中，常會出現惱人的黴菌。

許多人家習慣每天清理衛浴，消毒

水、漂白水、鹽酸等，這些化學清潔劑全

用上了，地板看上去光潔如新。但是在清

潔力度上不一定徹底，一些縫隙中的汙垢

不一定能打掃到。這些化學清潔劑不僅嗆

鼻，其劇烈的腐蝕性對人體的傷害至深。

這些具腐蝕性的化學物質不僅汙染環境，

更會影響自己的健康。廁所的地板和洗手

臺只要以一般的洗潔劑和刷子勤於刷洗，

便能帶走汙垢及細菌，因如廁後與糞尿接

觸，而洗手的髒水去處是洗手臺，所以洗

手臺內側宜每日刷洗多次。

四 浴廁內的拖鞋定期清洗、更換
浴廁內的拖鞋常見的功能以防滑為

主，但常見的浴廁拖鞋鞋底穿了一段時間

後，可以看到很多穢物附著，因此，應該

定期清洗或替換。也因為要經常替換，選

購上可以考慮最平價的塑膠拖鞋。

 強力化學清潔劑通常具有強烈的腐蝕性，當
人吸入後，直啊接對呼吸系統造成傷害。因此

勤用刷子刷洗，少用強力化學清潔劑有利健康。

裝有馬桶

的衛浴間

內不宜擺

放太多的

物品，以

以防滋生

細菌。

一般的洗

潔劑和刷

子是日常

清潔的好

幫手。

多準備幾

雙平價的

拖鞋做換

洗。

專門清洗

局部的小

型陶瓷浴

盆。

常清潔浴
廁，避免
滋生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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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小學階段的孩子

當孩子們長大一點，他們的理解能力

可能會相差很大。

「為此，父母必須根據孩子理解流行

病現狀的能力，決定如何分享及分享什

麼，」古利解釋說。

一般來說，小學生的父母要根據事實

明確地與他們溝通，使用盡量不產生焦慮

的詞語，最大限度地激勵你想要的行為。

古利建議告訴你的孩子們，我們的社

區裡有一些細菌會讓一些人生病。然後再

說如何幫助他們的方法，比如戴上口罩，

和朋友之間保持距離，以及洗手等等。

「然後再增強他們的信心」，古利

說，「讓孩子們知道，有很多聰明的科學

家和醫生在努力幫助我們，他們需要我們

戴口罩，洗手，不要大夥兒聚在一起。」

像細菌與病毒這樣的術語可以根據孩

子的理解能力進行調整。

初中階段的孩子

當你的孩子到了初中，他們可能會對

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有更好的把握。

但古利說，父母應該記住，每個初中

生都是不同的，父母可能需要注意個性化

的需求，特別是對於那些表現出較高焦慮

水平的孩子。

「一般來說，要使用有關社區疫情的

信息與他們交談，不要使用危言聳聽的詞

語。在最大限度地保證孩子遵守規則的同

時，盡量減少焦慮，」古利說。

古利還表示，重要的是要確保孩子們

明白這是一個規則，而不是一個選擇。

「為他們設定明確的期望，讓他們成

為對抗疫情的一員。家長也應該考慮限制

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接觸新聞或媒體。」她

說：「要提防誤導性信息對孩子的轟炸」。

這階段的孩子容易感到尷尬，也容易

從眾。心理學家諾辛頓博士說，「從社交

媒體找到照片和視頻，如果他們最喜歡的

音樂藝術家或社會偶像在網上戴著口罩，

他們會樂於接受。」

青少年

當孩子們到了十幾歲的時候，他們已

經很善於自己獲取信息了。

這就是為什麼古利說，引導他們轉向

值得信賴的來源很重要。「分享權威的網

站，然後開個家庭會議，討論他們讀到的

內容以及他們的感受。一旦你的孩子瞭解

發生了什麼，你就可以討論戴口罩的價值

以及為什麼它如此重要，」她說。

在這個年齡段，孩子們還需要知道雖

然他們可能染病後沒有很高的風險，但他

們可能會潛在地將病毒傳染給他們愛的

人，比如他們的祖父母。

瞭解對他們所關心的人的危險，以及

他們有責任幫助保護其他人的安全，可能

有助於遵守戴口罩的規定。

如果你的孩子仍然在抵制，諾辛頓建

議父母使用激勵方法讓他們戴上口罩。

她說，「我不建議給予金錢補償，但

是 PlayStation，Xbox 或汽車鑰匙等可

以與戴口罩掛鉤。」

大多數孩子都想做正確的事情。如果

你自己在戴口罩行為上樹立良好的榜樣，

與家人進行關於為何口罩很重要及如何保

護他人安全的對話，你很可能會發現你的

孩子很容易遵從。（完）

 如何教育不同年齡段的孩子戴口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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