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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開學奇觀
Back To School In China A9有錢不進三地 沒錢莫近兩人

Take Notice Of This Wisdom If You
Have Money Or If You Have None

「三權分立」
 正在香港消失

師楊 Yang Shi

微信：yangshi0323

從 心 出 發， 為 愛 築 家

403-390-7080

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yangshihomes.com

B3A4 《幼學瓊林》筆談：
 魯班的天命B6雙語報導

English or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韓國媒體9月9日消息，三

星和SK海力士將從9月15

日開始，停止向華為供應晶

元。此前的9月5日有消息

稱，川普政府考慮將中芯國

際（SMIC）列入貿易黑名

單，受消息影響，中芯國際

股價在9月7日下午跌幅一

度達到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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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廠商對華為的停供，是

因應即將在 9 月 15 日生效的美

國制裁令。美國於去年 5 月到

今年 8 月三次宣布了對華為的

制裁令：華為及其 100 多家關

聯企業被列入「實體清單」，美

國企業和使用美國技術設備的外

國企業未經美國商務部許可，

不得與華為進行交易。 7 月 16
日，全球最大的晶元製造商台積

電已於宣布，從 9 月 15 日開始

停止供應華為晶元產品。

華為或陷絕境

雖然中芯國際在技術上仍然

遠遠落後於台積電或者是三星，

但它可謂是華為此刻唯一的希

望。美國若向中芯國際斷供技

術，華為將再次陷入絕境。

9 月 9 日研調機構 Telsyte
發布最新報告稱，今年前 7 個月

華為在澳洲的手機銷量比去年同

期大減 75%，蘋果和 Android
手機上半年同比只減少 2% 和

僅3份免費
超出每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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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偷報 違者送官究治
No Theft or Vandalism
Offenders Will Be 
Brought To Justice

  On September 9th Samsung and 
SK Hynix announced that they 
will stop supplying microchips to 
Huawei starting from September 
15. There was news on September 
5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considering adding SMIC to a trade 
blacklist. Affected by this news, 
SMIC’s stock price fell by 23.64% 
on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7.
  The South Korean manufacturers’ 
suspension of supply to Huawei 
is in response to US sanctions on 
Huawei that will take effect on Sep-
tember 15. On July 16, TSMC, the 
world’s largest microchip manufac-
turer, announced that it will stop 
supplying Huawei with microchip 
products starting September 15.
  SMIC, China’s largest semicon-
ductor manufacturer, is ranked fifth 
in the world.  Even though SMIC 
is relatively far behind TSMC and 
Samsung technologically, it may be 
Huawei’s only hope at the moment. 
If the United States cut off supply-
ing technology to SMIC, Huawei 
will once again be in a desperate 
situation. 
  According to a CNBC report,  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pokes-
person said that the U.S. is review-
ing SMIC’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military.” If SMIC is 
added to the blacklist, it could face 
sanctions similar to those imposed 
on Huawei.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Donald Lee

7%。研究機構 Canalys 的數據

顯示，華為在歐洲的市場份額第

二季度同比下滑了 17%。

中芯國際被疑 
與中共軍方有聯繫
CNBC 報導，美國國防部

發言人表示，美方正在審查中芯

國際與「中國軍方的關係」，國

防部正在與一些政府機構討論是

否應將中芯國際列入美國商務部

的實體名單。（下轉 A2）

中芯或被禁中芯或被禁
華為更危急華為更危急
SMIC MAY BE SANCTIONED SMIC MAY BE SANCTIONED 
HUAWEI IS IN EVEN MORE DANGERHUAWEI IS IN EVEN MORE DANGER

https://yangshihomes.com
www.rundledental.co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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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相關提案目前正

在經過美政府官員組成的委員

會審核。一旦中芯國際被列入

該名單，就可能遭遇與華為類

似的制裁。

《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

國防承包商的一份報告指，中

芯疑支持中共軍方建設，這引

發美國政府的警覺。上個月，

這份由美國國防承包商 SOS 
International 公布的研究報告中

說：「中共軍校和國防工業園區

的研究人員進行研究時，使用中

芯的工藝和晶元，這表明他們根

據中芯的生產規格進行研究，因

此不會在其他工廠製造晶元。」

報告還引用了中共軍事大學發表

的論文，來佐證這些結論。這些

中共軍事院校中有一所在 2015
年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出口黑名

單，因其涉嫌設計用於模擬核試

驗的超級計算機晶元。知情人士

說，SOS 的報告已經在川普政

府多個機構，包括與商務部工業

和安全局中共享。

中芯國際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SMIC)，是中國最大的半

導體製造商，全球排名第五。中

國國務院在 8 月 4 日發布最新

半導體政策，其中一項計畫，要

求中國晶片自給率要在 2025 年

達 70%。

9 月 5 日中芯國際火速發布

了澄清公告稱：「其產品及服務

皆用於民用和商用，從沒有任何

涉及軍事應用的經營行為，與中

國軍方毫無關係。」此公告卻未

能阻止資金的恐慌性拋售。

9 月 7 日不僅中芯國際股價

暴跌，與其相關的產業鏈公司包

括半導體設備、半導體材料、指

紋識別、晶元企業等企業，股價

也都有下跌。

華為是中芯國際的最大客

戶，中芯國際 18.7% 的營業收

入來自華為。因此，華為的主要

關聯企業股價也集體下跌。

中芯產品工藝落後

北京要想躋身為全球技術

強國，必須擺脫對外國半導體

製造的依賴。中芯國際，背後

實際控制者為中國政府。截至

2019 年底，中芯國際的前三大

股東控股超過 40% 分別為大唐

電信（17%）、國家集成電路產

業基金（15.7%）和紫光集團

（7.4%）），它們有的是中國國務

院管理的中央企業，有的是中國

國有企業。

中國的晶元長期依賴進口。

市 場 研 究 公 司 IC Insights 指

出，2019 年中國半導體自製

率約 15.7%，僅較 2014 年的

15.1% 微幅攀升。當前中美關

係越來越緊張，美國防止科技技

術被盜竊的措施越來越嚴密。所

以中國政府努力發展國內晶元行

業，試圖降低對外依賴。提出了

目標，要求中國晶片自給率要在

2025 年達 70%。在政府的大力

扶持下，中芯國際近幾年得到快

速發展。

但作為中國最強的國產芯

巨頭，中芯的產品還處在 14nm
製程水準，96% 的營收來自

28nm 以前的技術。為完成晶元

製造，中芯國際需要向上游採購

集成電路晶元代工及配套服務所

需的物料、設備及技術服務等。

中芯最主要的前 30 家供應商

中，美國公司佔 10 家，台灣公

司 4 家，中國公司 6 家。

在今年（2020）世界半導

體大會上，半導體晶圓代工全球

排名第一的台灣公司，台積電

錶示，3nm 晶片工藝製程將在

2021 年上市、在 2022 年將大

規模量產，並且 2nm、1nm 製

程根本不是問題。

如果中芯被美國拉入黑名

單，意味著中芯 7nm 工藝以及

更先進的晶片製程工藝也基本按

下暫停鍵。

例如，7nm 製程工藝需要

新的 EUV 極紫外光刻技術。

這個掌握在荷蘭光刻機大廠

ASML 公司手裏，而 ASML 在

技術上有求於美國的。

在 8 月份中國外長王毅訪

問荷蘭，期待放行 ASML EUV
光刻機，卻空手而回。王毅談到

光刻機出口問題，荷蘭總理與外

長則是對於「港版國安法」以及

中國人權情況包括宗教自由遭到

限制表達關切。有中國媒體承

認，能不能購買到 ASML EUV

光刻機是中國半導體業順利發展

的一塊重要拼圖。

目前並沒有任何替代品可

以幫助中芯，完全脫離美國技

術。中芯的發展，離不開美國

處於絕對領先地位的半導體相

關裝備行業。

重挫北京計畫

《華爾街日報》報導指，中

芯國際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中

國的企業，2019 年的 31 億美

元收入中有近 60% 來自中資企

業。有業內專業人士分析指出，

中芯被禁，不只是中興、華為一

兩家公司晶元斷供問題，將衝擊

其它中國半導體企業的晶片製造

需求，嚴重可面臨全國無晶片可

用。中國要在 2025 年實現晶元

自製率 70% 的造芯大計，也就

更難以實現。

中芯國際於 2004 年創辦。

公司最重要的創立者之一為曾

在台積電任職過的張汝京。台

積電控告中芯國際侵犯專利權

與洩漏商業機密。在 2009 年

底，台積電勝訴，中芯國際判

賠 2 億美元以及中芯國際 10%
股權，時任中芯國際總裁的張

汝京也被迫下台。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s 
that according to a study published 
last month by U.S. defense contrac-
tor SOS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from the Chinese Military Acad-
emy and National Defense Indus-
trial Business use SMIC’s technol-
ogy and chips when conducting 
research, which shows that their 
Research is conducted according to 
SMIC’s production specifications, 
therefore the chips are not manu-
factured in other factories.” The re-
port also cited papers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University to support these conclu-
sions. One of these Chinese military 
academies was included in an export 
blacklist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 2015 for allegedly de-
signing supercomputer chips used 
to simulate nuclear tests. The SOSi 
report has been shared with various 
agencie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
tion, including with th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of the Depart-
ment of Commerce, sources said.
 On September 5, SMIC issued 
a clarification announcement but 
failed to stop its capital from being 
rapidly sold.
 China’s State Council, on Aug. 4, 
announced its latest semiconductor 
policy, which includes a plan for 
China to achieve 70% self-sufficien-
cy in wafer manufacturing by 2025.
  However, SMIC’s products are still 
at the 14-nm process level, despite 
being China’s strongest domestic 
core giant. For years, TSMC has 
claimed that its 3nm wafer process 
will go on sale in 2021, will be mass-
produced in 2022, and that the 2nm 
and 1nm processes won’t be a prob-
lem at all for them.
  If SMIC is blacklisted by the U.S., 
it means that SMIC’s 7nm process, 
as well as its more advanced wafer 
processes, has essentially hit the 
pause button. There is currently no 
substitute that can help SMIC that’s 
completely free from American 
technology
  Some industry analysts have point-
ed out that the ban on SMIC will 
not only affect ZTE and Huawei, it 
will also impact chip manufacturing 
needs of other Chinese semiconduc-
tor companies. This could leave the 
country with no available micro-
chips. China’s core-making plan of 
reaching 70% self-manufacture rate 
of microchips by 2025 will be even 
more difficult to achieve.

中芯或被禁 華為更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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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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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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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 3 �厠,2 半厠 , 土庫�部完成�獨立
門出� , �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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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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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 呎 , �院向西 , 光猛開陽 ,
客�����拱形天� , 主層�層�實木
��磚�� , 家庭��壁爐 , 主層��� ,
大理石檯面 ,4 �� 2.5 浴廁 , ��學校 ,
����車站� $549,900

西北  Hamp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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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豪�裝�

開放日

�碼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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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荷蘭ASML EUV光刻機技術。北京多年來都期望獲得荷蘭放行出口光刻機，以脫離美國的技術。然而荷蘭關注中國

人權，以及與美國技術交換等問題，一直沒有允許出口。（Getty Images）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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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剛剛當選的保守

黨領袖奧圖爾（Erin O'Toole) 表示，如

果在下一屆大選中當選為加拿大總理，他

在經濟和貿易上將實行「加拿大優先」政

策，在外交上將對中國更加強硬。

奧圖爾在 9 月 9 日接受了 CBC 時政

節目《權力與政治》的採訪。他解釋對主

持人表示：「加拿大優先」指的是把工薪

家庭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個人防護用品、

食品和能源等關鍵物資上實現自給自足。

「我們必須把加拿大的工薪家庭放在首

位。」奧圖爾說。

他表示自己主張自由貿易，但不會走

得像美國那麼遠。他認為美國的一些貿易

保護主義政策傷害了大批加美兩國的中等

企業。

奧圖爾說，儘管他的某些經濟政策會

與美國的不同，但是卻贊同川普政府對中

國的強硬立場。他認為加拿大不應依賴中

國供應必需品，來應對可能的第二波病毒

爆發。如果他當選的話，他將和英美澳等

盟國加強合作，組成對抗中共政權的聯合

陣線。他批評了自由黨政府目前的對華政

策，認為特魯多過於軟弱，「我們必須睜

大眼睛看著中國。」奧圖爾說，如果他是

加拿大總理的話，當中共政府在國際舞台

上表現失當時，加拿大會明確表達態度。

在環保方面，他將履行《巴黎協議》

中的承諾，但是會讓各省自行決定相關

政策。他說：「我致力於通過與各省的合

作，來實現這一目標，而不是像我們現在

的碳稅計畫中看到的那樣，採取『渥太華

是老大』的方式。」

奧圖爾在 9 月 8 日公布了他的影子

內閣（預備內閣）名單。通常影子內閣

名單上的成員實際責任是在不同領域對現

任政府的各項政策進行評論和批評。他們

常常會坐在眾議院前排，負責詢問相關領

域的部長。剛剛卸任的前保守黨領袖希爾

（Andrew Scheer）被任命為基建事務評

論員。另外，這是影子內閣中最重要的崗

位之一，外交事務評論員由華裔議員莊文

浩（Michael Chong）將擔任。

莊文浩現年 49 歲 , 曾任哈珀內閣中

部長，但不到一年就因與哈珀意見不合辭

職。後來他曾提出議案，建議限制黨領袖

權力，並且參與了 2017 年的保守黨黨領

的競選。還有一名進入影子內閣的華裔

議員，是來自大溫地區的趙錦榮（Kenny 
Chiu）。這位出生於香港，1982 年移民

加拿大的議員將負責評論多元化、社會包

容和青少年事務。

【看中國冬梅綜合報導】9 月 9 日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多倫多宣布了一個

2.21 億加元的「黑人企業項目」，該項目

將幫助有意創業和計畫擴大經營規模的加

拿大黑人獲得銀行貸款。

這是加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全國範圍

內推出的幫助黑人辦企業的項目。四年中

該項目將獲得聯邦政府的撥款 9300 萬加

元，餘下部分由八個加拿大金融機構分

擔，包括加拿大道明銀行、帝國商業銀

行、皇家銀行、國家銀行、蒙特利爾銀行

和豐業銀行。這些銀行將向符合標準的黑

人業主提供 25000 到 25 萬加元的貸款。

聯邦政府提供的資金將有 3300 萬加元用

於借貸，650 萬加元用於調研，5300 萬

加元用於企業提供指導和培訓。

該計畫也是對 6 月份由 100 多名議

員和參議員簽署公開信的回應，該公開信

是國會黑人核心小組起草的。自由黨議員

弗格斯（Greg Fergus）也是國會黑人核

心小組主席，他認為，該計畫並不能滿足

全部需要，但將幫助加拿大黑人成為經濟

參與者、社區領袖。

特魯多認為，新冠疫情使加拿大黑人

每天面對的「制度性鴻溝和經濟障礙」凸

顯出來。

今年五月份，美國黑人弗羅伊德

（George Floyd），在警察執法過程中死

亡，美國明尼蘇達州亨內平縣地方法院正

在審理此案。在加拿大也引起了「黑人命

貴」示威活動，特魯多也參加了一個抗議

集會。

【看中國訊】身陷醜聞的慈善機構

WE Charity 8 日表示，該機構決定關閉

在加拿大的運作。

WE Charity 稱該機構已陷入財務危

機。該機構本獲得聯邦政府合約，負責管

理由聯邦政府用來支付學生和應屆畢業生

今年夏天當義工的計畫，可是其後媒體爆

出總理特魯多及其家人與該機構之間的醜

聞，該機構退出計畫。

9 月 8 日，總部位於多倫多的青年組

織 WE 慈善機構告訴加拿大的員工將關

閉的消息，在未來幾個月內解僱 115 個

加拿大員工，並出售其在加拿大的所有資

產。WE 慈善機構行政總監瓦希迪在一份

聲明中說，會由一個董事局特別委員會負

責監督資產的出售。但 WE Charity 在英

國和美國的業務不會立即受到影響。

WE 慈善機構創立於 1995 年。自從

傳媒爆出特魯多一家與 WE 慈善機構關

係密切之後，不少國民質疑這關係，是否

就是WE慈善機構獲得聯邦合約的原因。

加拿大國會將於本月 23 日復會，屆時特

魯多政府當時為何會選擇由 WE 慈善機

構來管理學生補助金計畫，預料會成為議

員們質問的焦點之一。

【看中國訊】根據 9 月 4 日加拿大

統計局的數據，8 月份全國勞工市場調

查報告顯示，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失業

率 13.1%，全國最高；亞省緊隨其後，

失業率為 11.8%；其中卡城的失業率為

14.4%，居全國大都市之首，愛城失業率

為 13.6%，排名第三。魁北克省的魁北

克市和薩格奈市（Saguenay）失業率最

低，均為 6.3%。

報告顯示，受武漢肺炎影響，加拿大

全國經濟受到重挫，全國的失業率從 2月

份的 5.6%上升到 5月份的 13.7%。 5月

份是谷底，從 6月份開始，市場在緩慢恢

復，到 8月份，經過全國季節調整後，失

業率為10.2%，比7月份略有下降（0.7%）。

相應來說，8 月份加拿大全國就業人

數增加了 24.6 萬，增加的工作崗位基本

上是全職工作。與 5 月份的谷底相比，

回歸了 186.5 萬個工作崗位，不過比起疫

情開始前的 2 月份，仍然缺少了 110 萬

個工作崗位。

而亞省的 8 月份更糟，相比於 7月

份，全國自然資源行業丟失了 9000 個工

作崗位，大約 7000 個在亞省。不過，總

體而言，亞省8月份的失業率相對 7月份，

下降了1%。其中愛城的失業率比 7月份下

降了1.4%；卡城比 7月份下降了1.1%。在

8月份愛城的求職人數增加了 1.5 萬人，

卡城的求職人數增加了 2 萬人。在 8月份

全國大多數省份求職人數都在增加，安省

求職人數增加了 9.7 萬人。

（看中國訊）加拿大政府日前宣

布，加拿大緊急商業租金援助項目（The 
Canada Emergency Commercial Rent 
Assistance Program）將再延長 30 天，

以幫助中小企業支付 9 月份的商業房租。

不過，聯邦財政部在一份新聞稿中表示，

這也是該援助項目的最後一次延期。財政

部長弗裡蘭（Chrystia Freeland）說，對

商業租金援助進行最後一次延期，但這並

不意味著聯邦對小企業的援助就此結束，

政府正在研究支持小型企業的其他途徑。

「緊急商業租金援助項目」旨在給

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的小型企業減免

75% 的商業房租，每月租金低於 5 萬加

元、因疫情而停業或收入減少 70% 以上

的小企業租戶，以及慈善組織和非營利

機構等符合申請的條件。在這個幫助計

畫裡，政府協助小企業支付 50% 的租

金，商業物業的房東給房客免除 25% 的

租金，商業房客自己支付 25% 的租金。

該項目最初宣布時，計畫將協助支付 4、
5、6 三個月的房租，之後延長到 8 月

底。但許多餐館、酒吧等企業紛紛呼籲政

府繼續延期。

財政部長弗裡蘭在一份聲明中說 : 加
拿大政府意識到小型企業的需求正在發生

變化，但許多企業目前仍需要獲得支持，

來應對 COVID-19 疫情帶來的挑戰。

據報導，截至到本週初，該項目使用了

13.2 億加元，向 106,000 多個小企業租

戶提供了援助。

要獲得這一補助，商業物業的業主必

須提出申請。令人意外的是，到目前為止

申請者的數量大大少於預期。已經使用的

13.2 億加元也遠遠低於自由黨政府撥出

的近 30 億加元的預算。

另有資料顯示，本屆政府在本財政年

度的赤字達 3430 億加元，這是第二次世

界大戰以來，首次出現如此巨大的財政赤

字；聯邦政府的總債務水平目前已經超過

1 萬億元，據報導，這麼高的數字在加拿

大歷史上前所未有。

奧圖爾：「加拿大優先」 
與川普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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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價！

$349,900$349,900
40 Woodglen GV SW. 三 臥 室， 雙 車 庫 ,
靠近公園綠地和學校

降價！

40 Woodglen GV SW. 三 臥 室， 雙 車 庫 ,
靠近公園綠地和學校

陳慧琳 Cathy

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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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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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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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900$3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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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000

$699,000$699,000$699,000

四臥室
雙車庫，一樓硬木地板，地下室已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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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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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athychen.cawww.cathychen.ca

支

持人民幣

海

外 付 款

¥

土地出售

新近建成

降價！

特魯多推出現金貸款助力黑人企業家

WE Charity 在加拿大關閉

亞省失業率11.8% 全國第二

保守黨領袖奧圖爾（Erin O'Toole) (視頻截圖)

總理特魯多（FB)

商業租金緊急援助延長至9月底

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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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加 拿 大 房 產 協 會

（CREA）最新報告指出，過去 7 月加拿

大房產交易量達 62,355 宗，創有史以來

同期新高，對比上月增加了 26%。房產

基準價上漲了 2.3%，帶動減少了許多房

屋庫存。

加拿大經濟正在擺脫自大蕭條以來最

嚴重的衰退，目前經濟重啓，也助長了住

房市場的重新繁榮。上個月的房屋開工率

創下兩年來的新高，而最新的信心指數顯

示，人們對房價的樂觀情緒正在回升。

據 CREA 報告，在多倫多這個全國

最大的市場，7 月份現有房產的銷售量比

6 月份達增了 50%，與去年同期相比增

長了 29%。溫哥華當月銷量增長 44%，

與 2019 年 7 月 相 比 增 長 24%。 多 倫

多的均價當月上漲 5.5%，溫哥華上漲

1.5%。

CREA 表示，全國範圍內僅有 2.8
個月的庫存，為歷史最低水平，這將成為

房價進一步上升的助力。 7 月全國房產

基準價上漲了 2.3%，而平均價格已上漲

9.4%。

根 據 加 拿 大 按 揭 專 業 人 士

（Mortgage Professionals Canada）的最

新調查，COVID-19 肺炎疫情導致的居

家隔離激發了人們對更大空間的渴求。

計畫在未來幾年內搬家的屋主中，約有

12％的人表示，由於更多時間在家工作

使他們想要尋求一個更寬敞的住所。調

查還顯示，很少有加拿大人後悔買房，

人們對按揭貸款的滿意度額也高於以

往，認為現在更容易獲得好利率，以及

更容易通過審批過程。

【看中國訊】卡爾加里房市在遭受疫

情影響的三個月後，7 月份反彈，比去年

同期增長更大。而獨立屋房型正引領銷售

增長。

卡爾加里房產協會（CREB）於本月

初發布了其 7 月房地產市場的數據，與

去年同月相比，銷售額增長了近 12％。

此外，7 月份房屋的平均基準價格同比下

跌 1.2％，為 $418,000。
獨立屋的銷售額的增長在 7 月大幅提

升，創有史以來新高。與 2019 年相比，

7 月份獨立屋的交易量增長了 17％。基

準價格小幅上漲了 0.3％，至 $485,000。
半獨立屋也顯示出積極的銷售。與去年 7
月相比，銷售增加了 37％，但其基準價

格卻下降了約 3％，至 $391,500。
連排屋和共管公寓的情況則不很樂

觀，銷售額分別下降了 2％和 10％。

CREB 首 席 緊 急 學 家 Ann Marie 
Lurie 指出，在病毒大流行之前，這兩

種房屋都遭受了需求下降和供應量增加

的困擾。

然而，對於所有市場而言，幾乎所有

價格範圍內，甚至在長期苦苦掙扎的豪華

房屋市場中，7 月的銷售活動都出現改善

或持平。

Lurie 說，卡爾加里 7月房產市場的

反彈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獨立屋表現好。同

樣，價格下跌和低利率也可能吸引了買家。

她進一步指出，負擔性仍然很關鍵，

對於獨立屋而言，受歡迎的原因可能是市

民負擔能力正在不斷提高，但也可能反映

了買家口味的變化。現在許多人可能會尋

求更多的空間或社交距離。

此外，供應下降可能也導致價格上

漲。最近幾個月掛牌的房屋數量已經出現

明顯減少。

Lurie 指出「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在

應對供過於求，但現在我們看到的市場條

件更加緊張。例如，獨立屋的供應月份數

年來首次低於 3 個月。如果這種情況持

續下去，肯定會有利於價格。」

【看中國訊】位於 Springbank 的唯

一一個臨湖社區 Harmony，近日推出額

外 22 塊獨家臨湖土地，42' 至 44' 土地連

別墅起價 68 萬；50' 至 60' 土地連別墅起

價 93 萬。

Bordeaux 房地產市場部經理 Laurel 
Lapointe 說，這是一個有限的機會，買

家在能擁有嶄新漂亮的別墅外，還能有巨

大的花園、湖景和私人臨湖入口。這將是

喜愛享受戶外陽光的家庭的最佳住宅。

Harmony 由 Bordeaux 及 Qualico
共同開發，在卡城西部，社區配套充足，

包括一個 40 英畝大的淡水湖、湖灘、

Mickelson 高爾夫球俱樂部、自然步道和

遊樂場等，今年還將新增一個湖岸康樂大

樓和冒險公園。社區距離市中心僅 20 分

鐘，去洛基山路程在 1 小時之內。

Back To School In China英文報導  English Report

看

社區建設進行中 -2021年初可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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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
鐘
抵
達
市
中
心

60
分鐘
到
CA
NM
OR
E鎮

卡爾加里
全新的都市村落
即將落成
零售商店、休閑娛樂中心和住宅建在一起，這裏擁有真正的集居住 / 購物 /

休閑娛樂于一體的村落生活方式，卡城前所未有。生活在這裏，你可以步

行購物，在工作之餘你可騎自行車拜訪朋友小酌一杯。另外，到Winsport

滑雪近在咫尺，這裏距市中心僅 15 分鐘車程。今天就聯係我們獲得更多購

房紅利信息吧。

鎮屋 起價 $479,900 +GST

盡享鄉村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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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近加拿大奧林匹克公園WinSport滑雪場
令人驚艷的美景

最新的鎮屋設計

2停車位
靠近 160英畝的自然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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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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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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students are looking forward to go-
ing back to school when things start to 

reopen, but not so many children in China. 
Just a few days into the school year, scandals 
have broken out in schools across China. 

 In Hubei province, where the first outbreak 
of COVID-19 occurred, students were re-
quired to take a nucleic acid test before start-
ing school. The test is not free of charge, and 
each student has to pay US$19 for the test. 
However, the accuracy of the test is question-
able. 

 As seen from a parent filmed test, the test-
ers were holding the swabs from the throat 
samples in their hands, and then putting 
every 5 swabs into a container. When the 
parent questioned if this would mix the sam-
ple together and could not tell which was the 
infected sample, the testers just kept saying, 
“You stay out of it” and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In China, there is a notorious education 
policy: the borrowing fee. Chinese people’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s divided 
into provinces, as well as cities and villages. 
Under this policy, if a child from a rural vil-
lage wants to study in a city, or to go to a 
better school across a province, he or she has 
to pay a borrowing fee to the school, which is 
often determined by the school itself. 

 This resulted in the grassroots, who were al-
ready disadvantaged, having to bear a larger 
share of the costs in order to send their chil-
dren to school, and made the so-called 9-year 
free education futile. 

 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ly 
abolished this policy in 2010, it did not solve 
the problem. The elimination hurts many 
schools, often associated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or their relatives, for whom the tu-
ition generates huge profits. Some schools 
then refuse to accept students from outside 
the district, or continue to collect the fee on 
the sly. In the absence of oversight, this cre-
ates another dark chain of events. Bribery has 
become almost the only way to send children 
to better schools. Every year, at the time of 
school selection,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parents bringing cash as a gesture of sincerity 
to put their children into the schools. But this 
adds even more insult to injury for less for-
tunate families. 

 In China, the first thing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engage in once back to school is 
military training. In this video from Heng-
shui City, He-bei Province, all students gather 
in the playground to learn how to fold blan-
kets. This is the first step in Chinese military 
training, where students are asked to fold a 
quilt into a cube, and are judged on how well 
they perform. In the Chinese military, this is 
a basic requirement.

 In September, the temperature in most parts 
of China is still over 30 degrees Celsius dur-
ing the day. But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tand 
for at least one hour to listen to the speeches 
of the principal and guests during the entire 
opening ceremony. The school will invite the 
military or senior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deliver speeches as an honor. This is the 
time of year when there is always some stu-
dents that faint due to physical exhaustion. 

 Once in the classroom, in both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tudents are asked to 
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and are led by their 
teachers for a lesson on political ideology. 
The teacher will share recent news and ex-
plain to students in favor of the authority.  For 
example, a hot topic for now, is how to share 
the positive energy of the CCP and Chinese 
people dealing with this epidemic. Positive 
energy is the political slogan put forward by 
CCP leader Xi Jinping in 2014, asking people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speak out about China, 
support the government, promote Chinese so-
cialism and fulfill the “China Dream”. 

 China’s schools have canteens and provide 
lunch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similar to 
many countries. But once again there seems 
to be a disparity in treatment. In Jiangsu prov-
ince, one of the more affluent provinces in 
China, the teachers at this primary school eat 
a lunch of vegetables, meat and fresh fruit, 
but the students are served this: a very thin 
corn soup and two plates of vegetables, and 
the children have to dash out of the classroom 
to the canteen as soon as the bell rings in or-
der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In another video, 
the canteen workers kept serving their own 
bowls of food while the children waited with 
their bowls in their hands. They are served 
only stir-fried cabbage and seaweed soup. 

 Many parents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chool 
with the hope that knowledge will change 
their fate and lift them out of poverty. Accord-
ing to the data of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unemployment rate in May this 
year reached 5.9%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The 
total number of unemployed people exceeded 
53 million, but this survey did not include as 
many as 290 milli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most of whom did not have stable jobs. 

 Many Chinese commentators have said 
that educ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for the people, it brings 
opportunities for upward social mobility. 
While many advanced countries are putting 
education at the top of their agenda to pro-
vide the best resources for the next genera-
tion, education in China is a profit-driven 
industry.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raise a child in 
China, and it is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change their fate or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Leav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wonder, where is the way out. 

中國開學奇觀

加拿大7月房產交易量創新高

(Adoe Stock)

卡爾加里：獨立屋最受歡迎Springbank Harmony社區
推出22個湖畔地塊

(Borde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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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邢亞男採訪報導】黑龍江省鷄

西市前副市長李傳良因公開實名退出中國

共產黨的一切組織，在海外媒體發批評中

共隱瞞疫情等言論，遭當局恐嚇、跟蹤等

各種打壓。日前，中方各大媒體稱李傳良

已被立案調查，「長期搞權色交易」。 9
月 8 人，李傳良接受了《看中國》專訪，

以親身經歷揭露了中共官場的種種黑幕。

9 月 8 日，李傳良接受了《看中國》

專訪，以親身經歷揭露了中共官場的種種

黑幕。

在回應中方媒體稱其「長期搞權色交

易」這個敏感問題上，李傳良沒有迴避記

者的提問。他說：「其實你是一個觀點問

題，但它給你羅織其他的罪名。它就明顯

打擊反共人士。如果你真正腐敗你還不躲

藏起來，你還出來反共？這麽多大媒體公

開報導，其實我知道，它是怕發聲。

李傳良向記者講述了自己在體制內看

到的種種現象，以及自己思想逐步轉變的

過程。他指出，自己在 2011 年至 2014
年鷄市副市長這個職位上看到一些現象，

想從體制內呼籲，職權範圍入手去解決這

些問題，但都歸於失敗。

他舉例說，前鷄西市市委書記許兆君

一個孫子過生日，就花掉公款十多萬元。

許兆君還帶全家公款旅遊，「春節期間三

亞很貴，每天住宿 5 萬多塊錢，每天吃

飯 2 萬多，花掉 100 多萬，那個是貪污

行為，最後變成什麽了呢？變成一種春節

期間招商引資，這不糊弄鬼呢嗎，最後還

成功啦。」

李傳良談到，「這是貪污 100 多萬的

行為，做假賬。上面組織談的很好，說你

這種報告我們要保護你，如果有人恐嚇

你、威脅你、打擊報復跟我們說。」

李傳良說，這件事的結果是僅僅給了

許兆君一個處分就完事，和李傳良共同舉

報的劉鴻濤卻被抓了。

李傳良又談到自己在任鷄西市副市

長期間的另一件事。「在鷄西有個黃金地

界，是鷄西最繁華的地界叫中心大街旁邊

有一個市民活動廣場，有將近 10 萬畝。

是市民公共利益所在，還有像公安、交警

的辦公場所，這個地方是黃金眼，開發掙

錢。所以原市委書記許兆君的兒子他們要

開發，就強行拆遷。當時應該說幾乎全

市，很多執法部門都不同意，這個市委書

記就直接指揮拆遷辦主任，非法硬拆遷，

晚間半夜拆遷，人騙出來把樓就拔掉了。

我說這都是前幾年發生的，都是國家動遷

法規、國家徵收條例出臺了，嚴格有法

的。所以我說這種一黨專權的體制是個暴

政體制，腐敗體制，為了利益就硬給拆遷

了。百姓上訪，通過上訪到我那裡的，都

給我跪下了，那我又能怎麽做呀，那他強

行指揮拆的。國內媒體沒人報，不敢報，

國內媒體都是黨管的，能讓你報嗎？」

在記者的要求下，李傳良又講了另外

一個案件。「許兆君在伊春當市委書記的

時候，有個非常好的上市公司，叫伊春光

明傢俱。在伊春安置了上萬人，每年交稅

都上億，而且是地方自辦運營很好的一個

企業，一個股份制合作企業。許兆君當市

長、當市委書記，就看準了這塊財產，找

各種理由，把伊春光明的民營企業老闆全

家都抓捕，現在全家已經死在監獄裏了。

他們全家在內在外的，多年告他也沒告倒

他。而且他的財產被拍賣了，拍賣了叫許

兆君買走了，通過一個深圳的開黃金的姓

朱的老闆買走的，這情況沒人去查呀。

所以我說這是多麽腐敗的一個典型的實

例。」

公開資料顯示，2011 年 1 月 14 日，

伊春光明集團創始人馮永明被判死刑，緩

期二年執行；其兄弟馮開明、馮志明被判

處無期徒刑；其二哥馮啟明，此前被判處

有期徒刑 18 年。馮永明曾在會見律師浦

志強時曾稱自己遭遇「搶劫」：有人向他

索要光明集團持有上市公司的 7611 萬發

起人股……從而導致矛盾激化。

經歷了很多事，李傳良說：「那我就

總結怎麽造成的？那不是你這個體製造成

的嘛。為什麽他有那麽大的權力？這是體

製造成的，這個體制會做出很多貪官，腐

敗的一把手。」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導】因促

成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
簡稱：阿聯酋）達成和平協議，美國總

統川普獲得 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提名。

據美國《福克斯新聞》9 月 9 日報

導，幫助以色列與阿聯酋（UAE）之間

達成和平協議幾週後，川普總統獲得了

2021 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這項提

名是由提名是由挪威國會議員克里斯蒂

安．泰布爾 - 吉德（Christian Tybring-
Gjedde）提交的，並稱讚川普總統為解決

全球曠日持久的衝突所作的努力。

作為挪威國會 4 屆議員，泰布爾 - 吉
德也是北約議會挪威代表團團長。他在

接受採訪時說：「就（川普）他的成就而

言，我認為他為建立國家之間和平所做的

努力，要比其他大多數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人做得更多。」

在 致 諾 貝 爾 獎 委 員 會（Nobel 
Committee）的提名信中，泰布爾 - 吉德

認為，在以色列與阿聯酋建立和平關係過

程中，川普總統為首的美國政府發揮了關

鍵作用。他寫道：「正如預期其他中東國

家將追隨阿聯酋的腳步一樣，這項和平協

議可能會改變遊戲規則，促使中東成為一

個合作與繁榮的地區。」

泰布爾 - 吉德在信中還提到了川普總

統的「關鍵角色」，以色列與阿聯酋成功

地達成和平協議，可以促進全球其他曠日

持久衝突各方之間的聯繫，並為他們創造

了新的和平動力。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

之間克什米爾邊界爭端，朝鮮與韓國之間

衝突以及處理朝鮮核設施問題等。

泰布爾 - 吉德進一步稱讚川普總統從

中東撤出了大量美國軍隊。他寫道：「的

確，川普打破了 39 年美國總統的慣例，

或是發動戰爭，或是令美國陷入國際武裝

衝突。最後一位避免上述衝突的美國總統

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吉米．卡特。」

這不是川普第一次獲得這樣的提名，

因為他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Kim 
Jong Un）舉行新加坡峰會之後，泰布

爾 - 吉德（Tybring-Gjedde）曾在 2018
年與另一位挪威政府官員一起提交了提

名。據報導，日本首相也是如此。最終川

普沒有贏得那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泰布爾 - 吉德說：「我不是川普的熱

情支持者。」「（諾貝爾獎）委員會應審

視事實，根據事實來評價他，而不是根據

他一時的舉止行事。近年來獲得和平獎的

人們做得比唐納德．川普要少得多的工

作。例如，前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

（Barack Obama）什麼也沒做。」

前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獲得了 2009 年諾貝爾和平獎，

當時諾貝爾委員會稱之為「加強國際外交

與人民之間合作的非凡努力」。

專訪：黑龍江前高官揭官場黑幕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疑因

發文批習近平被捕的紅二代任志強有新消

息。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正式公告，前中

國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將於 11 日上

午 9 時 30 分當庭接受審訊。公告稱，任

志強被指控貪污、受賄等 4 項罪名。任

的好友指是政治迫害，而早前消息指任志

強堅持自辯，不請律師，並全部攬下涉案

人員刑責。

據中央社 9 日引述報導稱，曾發文

批習近平的任志強 11 日出庭受審。消息

指任志強的開庭公告今天出現在北京市第

二中級法院外的電子看板上。根據這項公

告，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指控任志強涉

嫌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及國有公司人員

濫用職權等 4 項罪名。

現年 69 歲的任志強是中國知名房產

界大亨，也是中共「太子黨」，以「敢言」

著稱，綽號「任大炮」。

2016 年 2 月 19 日，央視在中共總

書記習近平前往視察時，打出「央視姓

黨，絕對忠誠，請您檢閱」的標語後，任

志強公開發文批評，同年 5 月便被處留

黨查看一年。

今年 3 月上旬，任志強在一篇文章

中，抨擊中共處理疫情掩蓋真相，並不點

名地把習近平嘲諷為「剝光了衣服也要堅

持當皇帝的小丑」。文章流傳網路不久，

任志強失聯。多位友人證實，任於 3 月

12 日被帶走，中共將此事定為國安「重

案」。

中共北京市紀委 4 月 7 日通報任志

強被調查。

7 月 23 日，當局開除任志強黨籍，

並移送檢察機關審查。通報提及任的政治

和經濟罪名，其中包括「在重大原則問題

上不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公開發表反

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醜化黨和國家形

象，歪曲黨史、軍史，對黨不忠誠、不老

實」，以及對抗審查。其它罪名則有什麼

違規公款吃喝，違規持有、使用公款購買

的高爾夫球卡等，甚至還有「家風敗壞，

家教不嚴，夥同子女大肆斂財」這條。

任志強的好友、女企業家王瑛 7 月

24 日早上在朋友圈中發帖質問，「就憑下

面那幾條要把這老哥入刑？！這是明目張

膽的政治迫害！」

隨後在 7 月底傳出任過世消息。但

到 8 月 1 日，有知情的任的好友否認死

訊，並透露，7 月 30 日任志強剛與家人

通話，身體和精神都很好。家裡給他聘請

瀋志耕為辯護律師，被他拒絕，他堅持自

己辯護。任志強還要錢買書，堅持學習。

此外，所有涉案人員的刑責都被任志強全

部攬下。

公開資料顯示，瀋志耕是北京市縱橫

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主要領域為：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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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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批習獲罪 任志強11日將出庭

訴訟、仲裁，國際貿易，金融，證券，知

識產權，刑事訴訟。

據《美國之音》採訪報導，任的好

友、大陸女企業家王瑛表示，應該是因為

任志強沒有低頭所以遭狠狠治罪，「因為

我們陸陸續續也會聽到一些消息，任志強

始終是保持了他自己的一個立場，一個態

度，應該是沒有低頭，沒有屈服，所以就

一定會有這樣的後果。」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在中國大爆發

後迅速擴散全球，因此各國都在火速研發

疫苗，希望早日遏止疫情。然而，中國首

席生化武器防禦專家、軍方少將陳薇本月

表示，第一批武肺疫苗 2 月 26 日已在生

產線上下線，距離 1 月 23 日武漢封城僅

一個多月時間。

陳薇 1 月 26 日受命率領團隊進駐

武漢 P4 實驗室，9 月 1 日她現身中國年

度例行性樣板節目《開學第一課》，她表

示，「我們研究的重組新冠疫苗，在 2 月

26 號我們第一批疫苗，在生產線上下線

了，也就是我們有了正式的這個疫苗」。

陳薇續稱，「3 月 16 號，我們的重組

新冠疫苗獲批臨床，在當天晚上，接種了

第一個志願者，是全世界最早完成志願

者接種的新冠疫苗，4 月 10 號，第一期

的 108 個志願者，全部結束了 14 天的醫

學觀察，健康狀況良好；4 月 12 號，我

們在全世界最早啟動了二期臨床，在當

時，也是世衛組織公布全世界唯一進入二

期臨床的新冠疫苗，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

日」。

她還說，「在 8 月 11 號，我們的新

冠疫苗獲得了國家發明專利的授權，同學

們，我們希望獲得更多的、更大人群的安

全有效的（疫苗）數據，讓疫苗能夠盡

快地用於更多的人群 ...」。

資料顯示，《開學第一課》是由中共

中央宣傳部、教育部、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聯合製作的一檔面對全國中小學生的電視

專題節目，於每年全國秋季開學日（9 月

1 日）前後向全國播放，該節目於 2008
年 9 月 1 日晚上在 CCTV-2 首次播出。

美國總統川普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黑龍江省鷄西市前副市長李傳良

黑龍江省鷄西市市中心

（ALEX EDELMAN/AFP/Getty Images）

拆遷示意圖

中國專家稱封城一個
月為研發疫苗 被質疑

zenrockland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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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內蒙古

強推所謂的「雙語教育」，激起蒙古族人

強烈反彈，各區示威抗議活動不斷。據媒

體報導，官方稱，蒙古族官員反雙語教育

就是顛覆中共，目前數百名抗爭者被捕或

停職停薪。

自由亞洲電臺曝光內蒙古地方政府一

份文件，內容寫道，中國蒙古語學校採用

漢語教育乃是中央政府的決定。官員近期

警告，反對漢語教育就是反政府和顛覆政

權。目前已有數百名蒙古族人被捕或被迫

辭去公職，若 9 月 7 日子女仍在家中，

他們將被停職停薪。有關文件顯示，引發

蒙古族大規模抗議的所謂雙語教育，其行

政命令來自中共中央，地方政府必須嚴格

執行。

據內蒙正藍旗《上都新聞》9 月 6 日

報導，由於正藍旗 2 名科級官員不送子

女上學，遭到停職處分，而停職期間停發

一切工資，並由旗紀委監委進一步調查，

並啟動問責程序。 巴林右旗黨委辦公室

也警告全旗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工，9 月

7 日必須將子女送到所在學校上課，否則

將自 8 日起停職停薪，更會被開除。 
連日來，內蒙古自治區各地公安機關

採取大搜捕。 其中內蒙古通遼市公安局 9
月 2 日通告稱，參與抗議的民眾屬於「尋

釁滋事」，並懸賞 1000 元人民幣，通緝

多人。 據報導，奈曼旗公安局和科左中旗

公安局行政拘留了 17 名蒙古族人。 警方

通報指，被捕者轉發涉及「國家統編教材

使用」的不實、有害信息，甚至製造傳播

謠言，以及惡意阻撓學生上課。 
海外蒙古人諾民透露，當局千方百計

逼學生上課：「現在各地組織老師，而且

( 官員 ) 給每一個老師須找 5 至 10 個學

生不等的任務，承包給每一個去拉學生。 
每一個地方都在採取這個辦法。 有一個

( 找學生的 ) 車隊往牧區開。他們 ( 官員 )
說：「你們跟我們說法律沒用，這就是政

治任務，直接說你們反對雙語教學就是反

對 ( 政府 )、顛覆。」

儘管當地政府抓捕大批抗議民眾，但

仍有很多蒙古族人拒絕送子女去學校報

到。 諾民還透露：「現在通遼市抓了一百

多人，鄂爾多斯市也抓捕了一百多人，具

體姓名還沒搜集到。 阿魯克沁旗的烏拉

巴根，還有科左中旗 ( 科爾沁左翼中旗 )
的，還有報導內蒙古電臺 300 多人聯名

信的叫特尼戈日的人被抓了。 」
旅居日本的蒙古人忽必斯稱，呼和浩

特等大城市聚集的蒙古人，一般都是公務

員等，所以政府這兩天通過威嚇等各種卑

劣手段施壓，讓部分家長把孩子們送去學

校，但內蒙大部分旗縣的學生家長卻繼續

把孩子留在家中。 「在鄉下，牧民們繼續

不送孩子去學校。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沒

有家長送孩子去學校。」

蒙古人阿日查說：「這幾天很多地方

公安機關都出了通告，通緝嫌疑人，已經

有幾百人了，主要是哲盟、錫林郭勒盟、

赤峰，西部有鄂爾多斯和巴彥浩特等。 
還有一個是 7 月份在微信群發起簽名，

對自治區教育廳表達對語言政策的不滿，

好像被拘留 10 天。 阿日查說，錫林郭勒

盟的央金女士和她的丈夫雙雙被捕，近一

週沒有他們的消息。 
內蒙古通遼市、鄂爾多斯市、呼和浩

特市等多地都發生了反對北京當局淡化蒙

古族母語教學的抗議活動。抗議活動在大

陸媒體中沒有報導，網絡上相關話題也被

封殺。

蒙族官員辭職抗議「雙語教育」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據中

央氣象臺表示，今年第 10 號颱風「海神」

預計將於 8 日淩晨進入吉林省境內，8 日

傍晚前後進入黑龍江省。 未來 3 天，遼

寧、吉林和黑龍江省局部地區將有大到暴

雨，局部地區有大暴雨。 此次颱風來襲

或將是中共 1949 年建政以來，東北首次

在半個月內遭受三颱風連擊，實屬罕見。 
韓國氣象廳表示，颱風「海神」於 7

日上午 8 時登陸蔚山沿海，預計下午會

出海持續向偏北移動，晚間二次登陸北韓

後，深夜進入中國東北地區。 
水利部副部長葉建春 7 日主持會商，

分析研判近期雨情汛情，會商也預計颱風

「海神」將於 8 日淩晨進入吉林省境內，

8 日傍晚前後進入黑龍江省，並逐漸變性

為溫帶氣旋。 
不過，未來 3 天，受「海神」和冷空

氣共同影響，遼寧東北部、吉林大部、黑

龍江中部南部等地將有大到暴雨。受低層

切變影響，西南東部南部、江南南部、華

南大部等地也將有中到大雨，其中廣西中

部、四川東南部等局部地區將有暴雨。 
此外，預計遼寧省遼河、渾河、太子

河及遼東半島諸河，吉林省第二松花江，

黑龍江省嫩江、松花江，廣西壯族自治區

紅水河、柳江，貴州省赤水河等河流將出

現明顯漲水過程，其中遼河上游、嫩江下

游、第二松花江下游等主要河流將超警，

嫩江中游、松花江維持超警，暴雨區內部

分河流可能發生較大洪水。

對此，中國天氣粉絲微博「中國氣

象愛好者」表示，近期東北已連遭「巴

威」、「美莎克」颱風襲擊，而此次「海

神」來襲或將是中共 1949 年建政以來，

東北首次在半個月內遭受三颱風連擊。 
翻查資料可見，過去 10 多天，第 8

號颱風「巴威」和第 9 號颱風「美莎克」

先後影響東北，尤其「美莎克」影響範

圍廣、吉林、黑龍江以及內蒙古東北部

普遍出現 7 至 8 級陣風，局部達 9 至 10
級；吉林、黑龍江有 49 個國家級觀測

站的日降雨量突破 9 月歷史極值。 而目

前，東北地區降水量較常年同期偏多 1
倍以上，黑龍江南部、吉林中西部則偏

多 4 倍以上。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繼「健

康碼」後，江蘇省蘇州市近日又結合社會

信用體系，推出「蘇城文明碼」，宣稱積

分越高者，在工作、生活、學習、娛樂

等各領域中就能享有優先便利，設置還

可用於「警示和懲戒文明指數低於下限人

員」。 這項措施再度引發議論。

蘇州官方 3 日推出全國首創的「蘇城

文明碼」，由「文明交通指數」、「文明

志願指數」兩個部分組成，未來還會加入

其他指數與功能。 
報導指出，「文明交通指數」基本分

數為 1000 分，上限也是 1000 分，計分

週期為一年，期滿後重新計分，交通違

規會被扣分，如闖紅燈扣 50 分，酒駕扣

100 分等，擔任交通義工則能加分。 「文

明志願指數」基本分數同樣為 1000 分，

民眾可線上登錄為志工，登錄成功後即可

獲得 2 分，線上報名志工活動，並實際

參與就可獲得加分。 
值得一提的是，「文明碼」還可用於

「警示和懲戒綜合文明指數低於下限人

員」。 同時，文明積分等級高的市民將

會享受工作、生活、就業、學習、娛樂的

優先和便利。

由於今年中國爆發疫情後，曾經推

出「健康碼」，用以辨識人員的健康情況

以及行動足跡，引發個資與社會控制疑

慮，因此蘇州這次官方再推出「蘇城文明

碼」，同樣引發民間議論。另有，中國學

者于建嶸在微博表示，誰有權以文明的名

義剝奪公民平等享受公眾服務的權利 ?

【看中國訊】在卡爾加里，為減少垃

圾填埋場的垃圾量，卡城市政府要求人

們購買標籤，用於額外的垃圾袋子，標

籤的價格則用以支付超出黑桶量的多餘

垃圾。

卡城大約有 100 萬個垃圾桶，其中

黑桶 33 萬個。卡城商業策略師湯瑪拉

斯（Elias Tomaras）指出，與 2019 年

相比，2020 年卡城的垃圾收集費保持不

變（每戶每月 $24.30），大約有 4％的

卡城人有黑桶之外的垃圾，只有超出限

額的部分才會增加費用。市政府此項措

施是為了讓市民最大的限度地使用藍桶

和綠桶，正確地分類所有物品或垃圾，

從而切實地減少最終進入垃圾填埋場的

垃圾。

垃圾標籤在卡城的 Co-op 和 Circle 
K 商店以及網上有售，每張 3 加元。額

外的垃圾袋子不得大於 66 厘米乘 90 厘

米，且不超過 20 公斤。

托馬拉斯還說，市政府還在考慮一

項試點項目，旨在「扔多少垃圾付多少

錢」，即可能根據居民黑桶推出的頻率而

收取費用。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捍衛

人權的雲南異議詩人王藏於 5 月 30 日下

午被楚雄州公安局執行逮捕，被警察帶

走後，已經失蹤百日，其妻王利芹則於 7
月 24 日執行逮捕，夫妻兩人都被控涉嫌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煽顛罪）」，至

於失去父母看護的 4 名幼子，已經與外

界失聯 3 個多月。

綜合維權網與中國公民運動網報導，

本名王玉文的雲南詩人王藏於 5 月 30 日

被警方帶走後，現在被關押在楚雄市看守

所；至於王藏罹患抑鬱症的妻子王利芹

（網名王麗）則因為透過 twitter 為丈夫

呼籲、請求外界關注而遭受株連，官方於

7 月 24 日將她抓捕、帶走。與王藏同罪

的王利芹，目前被關押在楚雄州看守所。

王藏與王利芹被抓捕期間，家中 4 名幼

年子女被奶奶帶著，且在警方重重包圍

下，身處被控制及封鎖的家中。

不過，因為當局極力封鎖消息，導致

外界從 7 月 17 日就再也沒有王藏一家人

的任何消息了，但王藏、王利芹被逮捕的

消息傳出後，即刻震驚維權界，並引發大

家的憤怒，同時也開始關切、憂心王藏那

4 名未成年子女的狀況。

在王藏夫婦遭到逮捕兩個月之後，他

倆的逮捕通知書才終於曝光。遭吊銷律師

執業證的謝燕益表示，在今年 7 月 3 日

檢察院、雲南省楚雄彞族自治州公安局以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了王藏，因其妻

王利芹隨後帶著 4 名幼子在網絡上為夫

鳴冤呼籲，楚雄司法當局於同月 24 日又

以煽顛罪逮捕了王利芹，婦孺遭受此橫

厄，爸爸媽媽都被抓捕，奶奶帶著 4 幼

兒尚被警方重重包圍封鎖在家中。

遭控以重罪關押的張寳成的妻子劉玨

帆也表達了關注及憤怒：警方曾經威脅王

利芹要把她關起來，將她的孩子們送去孤

兒院。我們大家都非常擔心這 4 名孩子

目前的狀況，是不是真的已經被分別送往

不同的孤兒院去了，因為家中只有王藏的

老母親，她一人應該如何撫養 4 個年幼

的孩子。劉玨帆質問：中共是要滅門這一

家人嗎？

在 5 月 30 日這一天、「六 · 四」的

三十一週年紀念日前夕，王藏遭到數十

名警方帶走，他的妻子王利芹也被帶至

派出所扣押了數小時，其居所也遭到查

抄。王藏的妻小及親屬隨後也都遭受嚴密

的監控，王藏的弟弟及妻子還多次被傳

喚威脅。王利芹於 6 月 17 日透過推特發

布「中午楚雄東瓜派出所打電話給王藏弟

弟，讓我們去派出所一趟，我們現在出門

去派出所」，隨後與外界失聯。

近日，王藏夫婦被逮捕的通知書被曝

光後，維權人士紛紛表示不滿，並繼續呼

籲關注王藏夫婦一家狀況。

王藏檔案

王藏，雲南省楚雄市人，1985 年 9
月 26 日出生，本名王玉文，筆名王藏、

「小王子」，自由作家、先鋒詩人、影視

編劇，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成員、獨立中文

筆會會員，中國在押政治犯。

2005 年 1 月，王藏加入了獨立中文

筆會，同年則遭受官方威脅及長達 2 個

多月的監視居住。

2008 年 12 月，王藏榮獲了「2008
《自由聖火》寫作獎」。

2014 年 10 月 1 日，王藏因在網路

上發布聲援香港「雨傘革命」的打傘圖

片，後來被北京市宋莊警方帶走，其家

遭抄，王藏隨後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

刑拘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中。同年 11 月

6 日，王藏被北京市當局以同罪名正式

逮捕，他的罪由包括行為藝術及詩歌與

文章、在網路上發布聲援香港「佔中」圖

片、聲援郭飛雄與建三江被虐打人權律

師，以及新疆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 • 土
赫提、在網路上祭奠林昭、關注藏人自焚

案及法輪功問題、紀念「六四」、揭露文

革等多項活動內容。

2015 年 7 月 9 日，王藏被取保候審

釋放；根據瞭解，王藏在被審訊期間遭受

了酷刑。

2020 年 5 月 30 日 早 上 4 點 30 分

許，王藏突然被雲南省楚雄市公安機關以

涉嫌煽動顛覆罪行帶走，後續遭到刑事拘

留逮捕，至於王藏被正式批捕的日期為

2020 年 7 月 3 日。目前他被羈押在雲南

楚雄市看守所。

北京當局在內蒙強推所謂的「雙語教育」，激起蒙古族民眾普遍反對。（AFP via Getty Images）

半個月內三颱風襲擊東北 蘇州推出「文明碼」
引疑慮

王藏夫婦同被控「煽顛罪」4名幼兒與外界失聯

颱風海神衛星雲圖

詩人王藏的 4名子女。 10月1日起
額外黑桶垃圾需加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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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9月7日，中國社科院發
布房地產藍皮書，提及房地

產是經濟的最大系統風險。

近期中國各地再次發布多種

樓市調控政策，一些房地產

開發商發布全國七折賣房

的促銷措施。

9 月 7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

生態文明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房地產

藍皮書：中國房地產發展報告

No.17（2020）》（以下簡稱《藍

皮書》）顯示，除少數三、四線

城市和個別地段、個別樓盤外，

整體上房價大漲大落都是小概率

事件；疫情對 2020 年住房交易

會有短期影響，對房價總體走勢

影響則是極小概率。

《藍皮書》顯示，綜合各種

相關因素分析，近二、三年內中

國房價總體上將維持高位盤整態

勢，預計 2020 年住宅價格波動

在正負 5 個百分點之間時，住

宅市場應該看作是總體穩定的。

對於房價高位盤整的判斷基

於三個理由：

其一，房價大跌極少可能。

中國城市人口增加的基本居住需

中國社科院發布房地產藍皮書，提及房地產是經濟的最大系統風險。

（Adobe Stock）

求、市民改善性的居住需求和危

舊房改造升級需求三者疊加效應

依然繼續，住房供給不能滿足居

住需求的總體態勢，不可能在短

期內有根本改觀。

其二，房價大漲缺少動力支

持。從現實來看，中國房價已在

高位，大漲之後要有一個喘息

期，繼續快速上漲，既乏力又將

面臨較高的市場風險。從中央的

決策意願來看，對房地產調控從

緊的政策方向也不會變。

其三，防範房價大跌風險。

雖然中國房地產調控的決策思維

慣性依然強烈，但調控目標轉向

為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

財經簡訊

中國社科院的房地產藍皮書

也符合北京當局的意圖，即不想

讓房價下跌而進行所謂的「穩房

價」，用行政手段「冰封」住樓

市，減少樓市的流動性。同時，

中國社科院認為，2020 年，商

業不動產市場將迎來較大衝擊，

和更大的不確定性。 2020 年中

國擬開購物中心僅 874 家，同

比減少11.4%，為三年來最低。

綜合疫情以及往年開業情況

來看，預估 2020 年全年實際開

業購物中心數量約 400 家，購

物中心空置率預計再提高，租金

收益也會有一定下降，預估減少

10% ～ 20%。

藍皮書突顯經濟無法內循環

蘋果將於9月15日   
舉行線上新品發表會

【看中國訊】中央社報導，

蘋果公司 9 月 8 日發出邀請函，

將於美西時間 9 月 15 日上午 10
時，於線上舉行年度新產品發表

會，外界高度預期蘋果將會公

開 5G iPhone。發表會將在蘋果

加州硅谷古柏迪諾（Cupertino）
總部舉行，並在官網進行網絡直

播。由於疫情蔓延，這場秋季

發表會沒有邀請任何媒體到蘋

果園區（Apple Park）。蘋果往

年都會在 9 月發表會公開新版

iPhone，同時發表新版 Apple 
Watch 和 iPad。

美國考慮對新疆    
棉花製品實施進口禁令

【看中國訊】據《紐約時報》報

導，美國政府正考慮對來自中國

新疆地區的部分或全部棉花製品

實施進口禁令。知情人士透露，

由於美國希望就涉嫌侵犯人權的

行為懲罰中共當局，川普政府可

能很快就會採取行動。推出該禁

令的背景是，人們普遍擔憂新疆

存在強迫勞動。有關新疆人權的

研究報告及新聞報導顯示，新疆

有數百萬名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

人被分配到工廠、棉花農場、紡

織廠，從事各種勞動力密集的工

作。禁令的實施，可能導致國際

服飾大廠將生產線轉往越南、孟

加拉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

李嘉誠擬出售京滬500億資產

一些房地產開發商也開始發

布促銷措施。 9 月 6 日，恆大連

夜召開集團營銷大會，恆大集團

董事局主席許家印主持會議。恆

大確定了一系列的促銷措施：未

來一個月內，恆大在全國的樓盤

全線七折；9 月和 10 月銷售目

標單月 1000 億元（人民幣，下

同），累計 2000 億元；額外折

扣，網上賣房 2000 抵 20000、
清尾最高 88 折、每天 10 套特

價房源，給予額外 97 折等。 9
月～ 10 月再推 40 多個新樓盤。

有人算了筆帳，一套原價

100 萬的房子，多重折扣之後，

只需 58 萬元即可成交。

「全國樓盤七折」對於經常

打折促銷，且折扣力度不小的恆

大來說也是史無前例的。恆大此

前如此促銷還是在疫情形勢最為

嚴峻的今年 2 月，以及 2008 年

金融危機之時。

房地產關乎民生，近幾個

月，北京當局不斷發聲要推動經

濟，國內國際雙循環，而內循環

最重要的就是內需，這是官方近

年來發愁的事情，百姓們不捨得

花錢消費。

中共官媒《新京報》，在 8
月 6 日的發文〈中央政治局會議

提到「持久戰」，意味著甚麼？〉

中提到，未來的雙循環中，外循

環會越縮越小，中國將可能主要

通過內循環來實現可持續性的發

展。報導稱，可參考國際「外循

環」的邏輯來配置中國的「內循

環」：依區位因素區分中國為不

同區域，比如中低端產業轉移到

中西部等勞力、土地相對便宜的

區域，高端產業則置於北京、上

海、廣州和深圳等城市。

不過文章稱，內循環離不開

消費。歐美經濟的很大一部分是

靠促進消費得來的。「當我們談

到消費時，就不得不說一說中國

的房價了。中國房子的市值，已

經超過了美、歐、日所有房產的

總值。」文章表示，中國總理李

克強此前曾提到，中國有 6 億

人月收入僅 1000 元、約 10 億

人口月收入在 2000 以下。「所

以，如果要提高老百姓的消費能

力，房價就得降下來。雖然我國

絕大多數老百姓有消費的需要，

但需要並不是有效需求，即這些

需求其實很難實現。」

官媒強調：「以當下國內的

收入水平，除非中國房價下跌，

否則內循環是無法提振消費、消

化過剩產能的。」

【看中國訊】日前有消息稱

香港富豪李嘉誠旗下的長實集團

擬出售位於北京、上海的兩處價

值達 500 億元人民幣資產。對

此，長實集團進行正式回應。

據傳長實集團今次出售的資

產是住宅和商業綜合體，分別為

北京市朝陽區逸翠園二期項目，

以及上海普陀區高尚領域綜合體

項目。長實有意將兩處資產整體

打包出售，令總價值相應增加。

逸翠園項目位於北京市東四

環與東五環之間的朝陽區姚家園

地段，是北京中央商務區 CBD

周邊不可多得的低密度高檔社

區。該項目一期已售完。長實集

團在 20年前以 7億元的價格買下

這片土地，直至 2019年才開工建

設，北京項目部分樓體已封頂。

上海高尚領域位處上海普陀

真如副中心核心地段，項目總建

築面積近 120 萬平方米，是上海

中環內在建最大規模地標性城市

綜合體項目，規劃有行政公館、

高級住宅、商業領地、星級酒店

及商圈地標五大功能於一體。標

準單位面積約 106至 170平米。

日前一名接近交易的知情人

士透露，融創中國有意接手。這

不是融創第一次接手長實集團資

產，2019 年 10 月，長實集團

將大連市西崗山黑嘴子項目出售

給了融創，作價超過 40 億元。

綜合 9 月 8 日香港及中國

內地媒體報導，長實集團回應

稱：「市場上很多人對我們的項

目感興趣，不代表我們需要出售

相關資產。」

李嘉誠之子李澤鉅此前在答

記者問時就表示，集團一直有在

內地投資，從無計畫過離開內

地。目前，長實集團在內地擁有

質疑。

在中國教育部發布的相關通

知中，明確提出互聯網營銷工作

者、公眾號博主、電子競技工作

者等屬於「自由職業」，納入就

業統計。這導致上行下效，高校

利用統計規則的更新鑽了空子，

將應當歸為「不就業擬升學」或

「待就業」的學生統計為已就業

狀態。

據官媒《半月談》9 月 4 日

文章，東部某省一所大學廣播電

視專業的畢業生張彤馨說，學校

讓所有二次考研、參加公務員或

教師編制考試的同學，一律在畢

業去向中選擇「已就業 - 自由職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 874 萬大學生畢業，還有數

百萬中等教育畢業生，處於畢業

即失業的窘境。然而，中國高校

就業率水分很大，高校軟硬兼施

讓學生用「就業證」換「畢業證」。

統計數據顯示，中國 2020
屆高校畢業生高達 874 萬人，

同比增加 40 萬，再創新高。但

受疫情影響，春季招聘的時候，

相當數量的企業收縮了招聘名

額，應屆生整體招聘需求同比下

降 22%。

在就業形勢嚴峻、招聘需求

下降情況下，一些高校的就業率

仍然高達 90% 以上，引來不少

業」，「輔導員和我們說，如果

碰到上面核查，就說目前在做自

媒體。還再三叮囑，讓我們千萬

別說錯了」。

除自由職業外，靈活就業也

成為修飾就業率的「好方法」。

廣州某大學環境科學專業的

畢業生郭海濤說，輔導員曾多次

勸說找不到工作的同學簽「靈活

畢業即失業 中國高校就業率摻水

（Adobe Stock）

就業」，並將檔案派回生源地的

人才市場。

獨立智庫天鈞政經撰文〈解

密李克強工作報告中暗藏的信

息〉提到，經濟增速與就業息息

相關，經濟學界的研究表明，

GDP 增速每增長 1 個百分點，

新增就業為 200 萬人，但如果

GDP 增速每下降 1 個百分點，

則會減少就業 400 萬人。如果

沒有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穩就

業和保居民就業無從談起。那麼

新增就業 900 萬人以上，所對

應的 GDP 增長要超過 4%。

今年高校畢業生有 874 萬

人，加上超過 600 萬的中等職

業教育畢業生人數，以及因經濟

下滑失業、疫情失業的群體，今

年的就業壓力相當巨大。

的房地產項目逾 50 個，分布在

20 多個城市。地產業務以外，

屈臣氏零售網路去年在內地開設

了 450 家新店，目前屈臣氏於

內地的店舖數目已超 3800 家。

拋售中國資產是李嘉誠旗下

公司近年來的常規動作。據不完

全統計，2011 年至 2020 年期

間，李嘉誠累計拋售資產項目超

過 25個，套現超 2700億港元。

據長實集團 8 月初公布的

今年上半年財務報告的數據顯

示，長實集團實現收入（包括

攤佔合營企業之收入）363.23
億港元，同比增加 6.81%；股

東應佔淨利潤約為 63.60 億港

元，同比減少 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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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我答應
9 月 3 日，習近平在北京

大會堂舉行的抗戰 75 週年座談

會上，語氣嚴肅地一連說了五

個「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習

近平未點名美國，但以「中國人

民」為主詞，說絕不答應醜化中

國共產黨、歪曲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道路、割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

人民、通過霸凌手段改變中國的

前進方向及破壞中國人民同其他

國家人民的交流合作。

其中「割裂中國共產黨和中

國人民」，這個「絕不答應」。

因為近期美國政要一再把中共和

中國人民切割，習近平的話明顯

有針對性。

今年 7 月 23 日，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在加州尼克松總統圖書

館發表演講，演講的題目是〈共

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蓬

佩奧在演講中明確指出，美國將

促成中國改變成一個沒有共產黨

的中國。蓬佩奧稱要靠三大力

量：美國、中國人民，還有國際

自由國家陣營，三者一起來達成

這一目標。

因在牆內被噤言，一群中國

網民轉戰美國的社交網站推特，

寫道：我答應。海外社交媒體一

片沸騰。

現居美國的中國維權人士陳

光誠對自由亞洲電臺說：「我是

被新華社確認為中國公民的人，

我可以明確的表態：我答應啊！

我覺得中國人民應該被世界從中

國共產統治中解救出來。」

陳光誠反問到：「中國人民

答不答應應該由中國人民來說，

哪輪得著你替人民說話？你是人

民用選票選出來的嗎？中國人民

有說話的自由嗎？」

華府新政擊中要害

在美國的人權組織「公民力

量」創始人楊建利分析，習近平

在此時大聲疾呼不要把人民與黨

分離，還有前一週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宣稱「中國人民就是中國

共產黨的銅牆鐵壁」的說法，證

明中共害怕非法性被揭穿。

楊建利認為現在美國政府已

清楚明白中共是綁架了中國人

民，某種意義是綁匪。正因為這

原因，中共領導人非常緊張，因

為把中共、中國人民兩者分開，

直接就威脅了政權的安全。

被蓬佩奧盛讚為「團隊核

心」的余茂春曾在《華盛頓時

報》的專訪中提到，美國政府自

1970 年代與北京建交後，有美

國高層官員經常未能區分「中國

人民」和中共政權。另外他還認

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重大缺陷

是，美國政策菁英未能正確衡量

北京的弱點和脆弱性，並採取相

應的合理對策。余茂春在專訪中

表示：「實際上，中共政權的核

心是脆弱而軟弱的，它害怕自己

的人民，偏執地臆想來自西方特

別是美國的對抗。」

時評人士王赫撰文認為，

2020 年中美正式開打新冷戰，

意識形態對抗是本質特徵，這是

清除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終極之

戰。競選連任的川普總統，作為

美國終極使命的肩負者，正在內

清共產主義流毒，外戰中共，協

助中國人民解體中共。

今年 8 月，來自賓州的美

國共和黨國會議員 Scott Perry
推出一項法案，要求在美國政府

所發布的官方文件及通訊中，

禁止延用稱呼習近平為「國家主

席」（President），而稱其為「總

書 記」（General Secretary）。

佩里特意給這個法案起了一個很

響亮的名字，叫做《敵人命名法

案》（Name the Enemy Act）。
9 月 1 日，蓬佩奧接受採訪

時表示，美國將在未來短時間內

宣布一些重大的針對中共的政

策，因為在美中關係上，「習近

平總書記已經做出選擇」。

「絕不答應」 北京被擊要害

戰狼變色狼？駐英大使劉曉明被爆Twitter追不雅片

政法系統清算潮又起紅二代內蒙 
插隊知青撐蒙族人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2 月被爆追蹤前 AV 後，中國駐

英國大使劉曉明 9 日又被踢爆，

竟對情色推文按讚。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 9
月 9 日被網友發現，其對帳戶

名為「騷妻日常」的一則推文按

讚，內容是一段約 10 秒的「絲

襪足交」情色影片。至當日晚

間，該影片已在劉曉明帳戶「喜

歡的內容」中消失。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

裴倫德（Luke de Pulford）轉

發此貼文，並寫道：「警告：正

在吃飯的時候，請勿閱讀此內

容。」他還順道譏諷了劉曉明幾

句，相關帖文兩小時內獲得超過

4000 讚好。

裴倫德其後再發文表示，感

覺自己這樣諷刺劉曉明有點不厚

道，但想到維吾爾人「集中營」

及香港（民主運動被鎮壓）情

況，心裏馬上釋懷了。

英國著名人權活動家、

「香港觀察」的創辦人羅傑斯

（Benedict Rogers）也發帖說，

「謝天謝地！他把我（帳號）拉

黑了，原來他在散播謊言和騷擾

異議人士之餘，在幹這個！」

英國媒體的一名政治編輯

Harry Cole 則發推文質疑劉曉

明的品行。

對此，有外媒向中國外交部

查詢內容是否由劉曉明本人讚

好、是否會擔心影響外交部形像

等，但對方未作出回覆。 
事實上，此次並非首有中國

外交官推特內容引發熱議。同

月，剛剛上任的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趙立堅也傳出，在推特帳號追

蹤前 AV 女優蒼井空。

對於這一現象，許多網友指

出，「國際上很少有政客像中共

外交官這樣在社交媒體公開欣

賞色情」、「戰狼們真牛逼，每

一天都在刷新外交官的下限」、

「這個完全符合共產黨統治下的

國情」、「什麼人類道德無底限

的事都幹的出來，本來就沒有羞

恥心的呀」、「外交部咋都這個

德行，噁心」、「果然是顫狼！」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中共在內蒙古強推漢語教學

引發民眾抗爭，一群曾在內蒙古

插隊的當年知青也站出來聲援蒙

族人，當中包括習近平發小、紅

二代馬曉力。

綜合媒體報導，中共近期在

內蒙古自治區禁用蒙語授課，被

指為「滅絕蒙古族文化」，由此

引發當地民眾抗議，家長拒讓子

女到學校上學，但遭遇當局強力

鎮壓。當局據報已拘捕數百人，

又採取停職甚至「連坐」等手法

逼公職人員送子女上學，已傳出

多人，包括一名女官員自殺身亡。

關注中國人權的《寒冬》雜

誌 9 月 4 日報導，中共公安部

部長趙克志近日前往內蒙古，下

令毫不留情地鎮壓抗議活動。

公開信中開篇說：「天下本

無事，庸人自擾之。」要求相關

部門收回引起混亂的文件指令；

要求「那些沒有全局觀、大局

觀，缺乏政策和政治水平的個別

幹部，釀成事端的人，應總結經

驗教訓，向他們傷害的蒙古族同

胞道歉」。公開信反對給請願

的人扣政治犯罪和「被國外反華

勢力挑唆」等大帽子。

公開信署名是「曾經在草原

插隊的老知青」，已簽名的包括

馬曉力等十八人，日期為 2020
年 9 月 5 日。

領頭簽名的馬曉力是知名紅

二代、太子黨，她是習近平發

小，其父馬文瑞是陝西子洲人，

與習近平之父習仲勛關係密切。

馬曉力在京城太子黨中頗有

影響力。她也是中共太子黨中明

確表明對「文革」態度的代表人

士之一。

紅二代、中國地產大亨任志

強的好友、女企業家王瑛也參與

了這次撐蒙古族人署名。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

報導】習近平近日在公開

場合作了重要宣示，一連說

了五個「絕不答應」，稱把

中共與中國人民分離，中

國人民絕不答應，語氣非

常強硬。美媒指，習近平這

樣說，主要是因為華府新

政擊中了當局要害。

前黨校教授 
存款也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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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習近平上臺以來，對政法系展開

了近 8 年的整頓，在前中共政

法委書記周永康及其派系一路遭

到清算之後，當初整頓周永康人

馬的先鋒官們，如今也幾乎是全

盤落馬，包括孫力軍、鄧恢林及

龔道安等人。而最近兩個月，已

有 35 名政法系統官員落馬，事

件背後被指是中南海高層激烈的

較量。

據英媒報導，周永康在

2013 年落馬，2017 年十九大會

議上，王岐山領導的中央紀律檢

查委員會工作報告指，周永康、

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等人是

「野心家、陰謀家」為重大政治

隱患。

今年 7 月 8 日，習近平的

舊部、中央政法委員會秘書長陳

一新再次宣布整頓試點啟動，要

求兩年內完成政法系統的全面整

頓，表示清除政法隊伍中的「害

群之馬」，是這場運動的首要任

務，提出對政法系統的「刮骨療

毒式的自我革命」，並要求清查

「不忠誠、不老實」的雙面人。

整頓運動啟動後，大陸各

地政法官員、公安系統多名「老

虎」被調查、免職或是被提起公

訴。據中共官方統計，從 7 月

到至今，已有 35 名政法官員落

馬，包括 7 月 13 日落馬的江蘇

省檢察院原黨組副書記、副檢察

長嚴明，以及省部級高官上海市

前公安局局長龔道安等人。龔道

安被認為是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孟

建柱的親信之一。他因獲得孟建

柱賞識，一路高升。

值得一提的是，龔道安在調

查周永康時，曾受孟建柱指揮，

被視為是清算周永康「政法幫」

的急先鋒；而孫力軍、鄧恢林也

是在整治周永康時有功，受到孟

建柱賞識，被提拔到中央任要

職。外界推測，曾參與肅清周永

康餘毒的「三虎」紛紛落馬，當

局實際上針對的是孟建柱。

【看中國訊】被開除黨籍的

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

9 月 7 日發推文說，她在中國的

銀行帳戶被關閉，當局不只取消

她的養老金，連存款都取不出。

蔡霞是在 8 月 17 日被中共

中央黨校宣布開除黨籍，並取

消退休待遇的，理由是她發表

有「嚴重政治問題和損害國家聲

譽」的言論，「性質極其惡劣、

情節極其嚴重」。

蔡霞在社群平臺推特痛批，

「……人們永遠想不到邪惡的習

共有多邪惡！」也有分析說，

蔡霞所說的「習共」就是「中

共」，只是其父輩曾一直給中共

幹過，給毛共、鄧共、江共留面

子，但它們每一毛細管裡流的都

是無辜者的鮮血。

蔡霞曾在中央黨校任教 15
年，被視為黨校自由派學者。她

在最近的講話和文章中嚴厲譴責

了中共和習近平。

川普和習近平於 2017 年 11 月 9 日在北京會面。(Getty Images）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

（ Getty Images／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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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十一：

【月經紊亂、停經】中年女性，近 1 年
來月經時常推遲，近 5 個月，未有月經 ,
且情緒緊張，易疲勞。來我中心就診，
經 5 次治療，月經複來，但量少；繼續
治療1個月，次月，月經如期而至，經量、
經色正常，且體質改善，不易疲勞。

           病人反饋之十二：

【蕁麻疹（風疹）】中年女性，近一年
來皮疹反復發作，累及全身 , 皮膚瘙癢
異常，時作時止，乾燥脫屑。經西醫診
為蕁麻疹，但治療無效。來我中心就診，
治療 2 次，瘙癢停止，治療 8 次後，全
身皮疹消退，膚質改善，隨訪未復發。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 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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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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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116,738–3 Ave SW
諮詢 / 預約 / 定座電話（粵、國、英語）403-255-5288 403-255-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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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刪「三權分立」

近年北京及港府開始改編訓

練學生獨立思考的高中核心課程

之一：通識教育科教材。家長發

現，新學期開學後所用的通識教

科書大多刪除了「三權分立」、

「警方執法侵犯人權」等字眼，

刪減了「公民抗命」的討論；「本

土意識」和「民主派」改為「本

地意識」和「非建制派」等詞。

在一些考題和訓練題中，出

現了「三權合作」的新詞，頂替

了「三權分立」。比如「三權合

作有利香港？」等題目，而資料

則是習近平會見香港行政、立

法、司法首長時的講話，包括：

香港特區的行政、立法、司法桑

機關，應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

長官依法施政等。

香港進步教師同盟成員、任

看中國記者李明綜合報導

中英20多年前對香港
主權移交其中一個重要共

識——「三權分立」已從香港

教科書中被抹去。特首林鄭

月娥9月8日稱，香港政治體
制以行政主導、以行政長官為

「核心」、向中央政府負責，

更稱這是「清晰的真理」。

「三權分立」正在香港消失

職十年通識科教師的盧日高說，

通識科就是培訓學生接觸和評價

不同資訊內容的能力。如果教科

書把一部分聲音掩蓋，學生將難

以瞭解事件全貌。他還擔心，日

後在公開考試中，教育部門若都

用政治角度去衡量，師生們將會

為了分數而自我審查。

林鄭：行政長官是核心

8 月 31 日香港教育局長楊

潤雄回答記者問時回應：香港

沒有三權分立，並強調，這些

「必須清楚在教科書寫出來」。

特首林鄭月娥 9 月 1 日在

記者會上提到三權制衡，而否

認「三權分立」。林鄭月娥 8

日出席行政會議前稱，香港的

政治體制是「以行政主導，以行

政長官（特首）為核心，向中

央人民政府負責」，並稱這是

「清晰的真理」。

港澳辦否認三權分立

港澳辦發言人 9 月 7 日稱，

香港特區是一種地方政治體制，

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都由

中央授予，體現國家主權的某

些權力仍保留在中央政府，在

行使時也受中央權力的制約和

監督；「三權分立」在香港也從

未存在過。與外界普遍對《基本

法》的歷史認知相反，發言人揚

言，「不搞三權分立」是香港《基

本法》起草政治體制有關內容時

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並

造「三權分置」新詞稱：香港的

政治體制是「三權分置、行政主

導、司法獨立」，特首代表特區

向中央總負責；又稱不能以「司

法獨立」之名擴大司法權，架空

行政主導體制。

民主黨議員塗謹申指，過去

20 多年來，不論香港政府新聞

稿、官員和建制派議員發言，以

至法官判案時，都表明香港存在

「三權分立」，「林鄭今日的說

法相當不老實，擺明現在就是特

區政府想改寫扭曲歷史」。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理工

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

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

裁鍾劍華受訪指，《基本法》及

《中英聯合聲明》條文清楚定明

香港是「三權分立」，是具有憲

政基礎的，也反映「三權分立」

與主權國家並沒有關係。他又

說，全球多個地區，包括非主

權國家的地區都是實行「三權分

立」，包括美國的自治邦波多黎

各、丹麥的自治區格陵蘭，以

及紐西蘭的離岸島等。美國的

州政府，每個州有自己一套州

的法律體系，基本上都是『三權

分立』，美國也有些特區，它們

本身也是高度的三權分立。

國民黨團赴海峽論壇　或與會汪洋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

綜合報導】被視為對台統
戰最大平台「海峽論壇」19
日登場，國民黨8日宣布將
派團出席，分析指擔任團長
的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將見
到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自由時報報導，因武漢肺

炎疫情的關係，今年的「海峽論

壇」規模大幅度縮減，北京當局

過去宣稱，有上萬臺灣民眾出

席「海峽論壇」，但今年自臺灣

出發的人數目前估計僅 100 多

名，也因此傳出全國政協主席

汪洋原本沒有出席「海峽論壇」

的計畫。

有知情人士強調，大陸國

臺辦為了交出 2020 年統戰「業

績」，積極與國民黨商量出席

人員的「層級」，最終達成了共

識，安排王金平與會。但王金

平率團與會的條件，就是要中

方安排汪洋出席，否則以王金

平的前立法院長、國民黨副主

席的身份，如果只能會見國臺

辦主任劉結一，等於是「矮化」

了國民黨，並不對等。

知情人士還說，國民黨跟

國臺辦 8 日先後發布新聞稿

說明國民黨出席海峽論壇的情

形，國臺辦的新聞稿則罕見地

沒有出現「九二共識」、「一中

原則」、「習五條」等政治前

提，為的就是要讓雙方達成默

契，中方在國民黨的要求下，

用字遣詞相當小心。

台灣陸委會 9 日表示，政

府支持秉持對等尊嚴、符合規

範、不涉及任何政治前提。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王金

港警膝壓
12歲女童致傷
港府拒評

【看中國訊】9 月 6 日一對

兄妹與母親在香港旺角午膳後逛

街期間，遭到港警突然暴力對

待，並被控違反限聚令，引發巨

大爭議。

網絡影片顯示，當時兩兄

妹在一間已落閘的商店旁邊，跟

著人潮向前走。當妹妹看到哥哥

身旁有一位黑色上衣、手持警棍

及盾牌的港警，及另一名防暴警

員，懷疑心生害怕，於是快步前

行。她走了約 3 秒鐘時間，想要

轉左避開眼前人群，另一位防暴

警卻正面朝她一撞，再抓住她的

衣服及上半身，用膝蓋把她壓在

地上。隨後至少 3 名防暴警用力

壓住妹妹的身軀。其時，她的哥

哥也被最少 1 名警員制服了。當

時警方未架設封鎖線。

隨後兩人在母親到場之後召

喚救護車，把兩人送院治理。妹

妹左手手肘有最明顯的傷勢。她

指，當時因為害怕港警，怕被拘

捕，遂而想跑走。由於事發突然

且混亂，她難以回想港警當時的

態度及說話，更坦言之後外出會

有陰影。哥哥補充說，自己的左

腳膝頭也腫起，兩人與一名不認

識的途人同時被控違反限聚令。

晚上，警方在其臉書專頁上

稱「非常關注有未成年少女參與

受禁群組聚集」，該少女「突然

拔足逃跑，形跡可疑」，即尾隨

追截，「並以最低所需武力將其

制服」，「經調查後」該名少女

涉違反限聚令遭票控。

對此，香港社工總工會理事

陳虹秀批評，當時女童並未沒有

進行任何危害公眾安危的行為，

女童年紀小，遇到防暴警截停表

現驚恐是十分合理的，即使她有

跑走，當下警員人數眾多，絕對

可以選擇包圍，而非使用武力。

事件受到國際主流媒體廣泛

關注。香港多個教育團體及社福

組織，8 日發起聯署，譴責港警

將女童強行壓倒地上，明顯使用

過度武力，亦漠視兒童權利，促

警方公開道歉，並將涉事警員停

職調查。

特首林鄭月娥 8 日早上被問

到事件時拒作正面回應，只稱特

首不宜對警方的實際執法行動提

出意見，巿民如有任何投訴，若

關乎執法人員的行動，當局會全

面調查。

台灣亞太安全對話 學者：南海風險增 
【看中國記者許天樂綜

合報導】台灣外交部與國防

安全研究院8日以「半視訊」
形式舉行「凱達格蘭論壇－

2020亞太安全對話」。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的

澳大利亞國防學院榮譽教授塞爾

（Carlyle Thayer）表示，美中

之間近來的激烈競爭令南海發生

武裝衝突的可能性增加，已比過

去 10 年期間的任何時候更高，

雙方的緊繃料會持續至美國總統

大選之後，不論何人當選。

而菲律賓大學法學院的海

洋事務暨海洋法研究院的主任

巴 童 巴 卡（Jay Batongbacal）
認為，礙於自身實力，東南亞

國家協會的會員國在南海爭議

中的選項不多，然而這正是中

等實力國家，包含台灣、日

本、澳洲和印度能夠作出貢獻

的地方。

此外，巴童巴卡指出，未來

幾個月將是美中競爭的關鍵點，

特別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可能為局

勢帶來轉變。但是他也提醒區內

國家不能被動觀望風向，而且是

應該團結一致，在維護自身利益

跟維護區域穩定等方面扮演更重

要的角色。

至於越南外交部外交學院的

副院長阮雄山（Nguyen Hung 
Son）則強調，東協國家不樂見

單邊主義，希望南海的爭議能以

和平、法治的方式尋求解決。

阮雄山還說：「在這種情況

平將成為連戰的接班人，並成

為國共兩黨在民進黨執政期間

的平臺。國民黨主席江啓臣一

邊委託王金平及黨秘書長李乾

龍率團參加「海峽論壇」，一邊

跟幾名藍營立委拒絕參加美國

在臺協會（AIT）的邀宴。此

外，國民黨為了反對美豬進口

還要進行連署公投，藍營立委

葉毓蘭等人甚至是召開記者會

直稱臺美簽署 BTA 有可能是個

陷阱。「這顯示國民黨已經走

向『親中反美』的路線，過去的

『親美、友日、和中』的路線已

經不復再見，但是目前臺灣社

會主流民意是親美反中」。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Getty Images）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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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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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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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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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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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下，台灣可積極扮演建設性與關

鍵性角色，展現自己也是南海爭

議的關係方之一，加入支持多邊

主義和法治的陣營，包括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

台灣、北京、菲律賓、越

南、馬來西亞與汶萊分別主張

擁有南海全部或者部分主權。

2013 年，北京被發現在南海大

規模填土造島，並且將這些人

工島軍事化，讓南海爭議再度

升溫。

王金平（CNA）

直播截圖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SocietyA10 看社會 第123期     2020年 9月10日—9月16日    

【看中國訊】美國電商

巨 頭 亞 馬 遜（Amazon.com 
Inc）禁止外國賣家向美國境

內銷售種子和植物。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亞馬遜已經通知外國公司，從

9 月 3 日起不允許往美國寄售

植物和種子等商品，同一天，

亞馬遜把一些在其電商網站上

向美國銷售種子的外國商家的

商品刪除，並且更新了有關條

款。亞馬遜說，今後只允許總

部在美國的商家在其網站上銷

售種子。

亞馬遜說，若外國賣家直

接把種子郵寄賣給美國顧客，

亞馬遜就會刪除該賣家賬號。

對那些依賴亞馬遜出售植物或

種子，或其貨品已經儲備在亞

馬遜倉庫的外國賣家，亞馬遜

將從 9 月 30 日起把他們的商

品從亞馬遜電商網站上刪除。

亞馬遜總部 
禁海外種子銷美

臺裔家庭 
攜子女回臺上學

據趙先生回憶，當兵後的切

身體會，讓他明白了甚麼才是

真正的腐敗，「這完全超出了想

像」。趙先生的部隊裡有一名

「戰鬥英雄」，其英勇事跡曾被

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欄目

報導播出，趙先生通過和班長的

一次聊天中，瞭解到這名所謂的

英雄完全是人為捏造，「英雄」

的虛假經歷在連隊中基本上成了

一個公開的祕密。

此外，趙先生說他的一個戰

友，在部隊當兩年兵基本都在泡

病號，其實這個戰友自己都承認

沒有任何疾病。但是就因為家中

有背景，服役時泡病號不參加訓

練，還經常外出嫖娼，這樣一個

不合格的士兵，在退伍後卻獲得

了三等功和優秀士兵稱號。趙先

生說，我是 19 歲退伍，我在部

隊表現的也非常好，但是再好也

抵不過人家有關係的人。有過這

樣的親身經歷後，趙先生的內心

已經開始不認同共產黨所宣傳的

那一套，部隊的腐敗令他深惡痛

絕，他的戰友們也對趙先生的觀

點表示認同。於是趙先生開始主

動幫自己的戰友安裝 VPN，以

便他們瞭解共產黨的內幕。

退伍後，趙先生進入鐵路系

統，如今是一線的高級技工，參

與高鐵的整車組裝，對於中國製

造，他表示很大的擔憂。

趙先生表示，看到中國媒體

報導高鐵技術如何秒殺美日德，

很是憤怒。不管是復興號還是和

諧號，核心技術並非自我研發，

電力機組所用的完全是日本和西

門子的技術，其實即使中國的工

程師和技術人員，對於關鍵技術

也大多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體制的弊端也給製造業帶來

莫大傷害，趙先生舉例自己單位

領導鮮有科班出身，這些人好大

喜功，且違反科學常識。比如有

一次，領導要求趕工，原本高鐵

進行噴漆後要加熱 12 小時的工

序，被強行縮短至 2 個小時，

車體的質量可想而知。很多領導

關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烏紗

帽，而不是高鐵品質，而忽視品

質就是罔顧人命，歸根結底都是

體制帶來的問題。

趙先生認為，中國古代講究

文死於諫，武死於沙場，作為一

個退伍軍人，應盡可能的揭露中

共的真相，如今的共產黨就像蔡

霞說的，完全是政治殭屍，需要

更多有良知的人站出來。

退役武警爆料軍隊腐敗
【 看 中 國 特 約 記 者

張真瑜採訪報導】趙先生
（化名）17歲在中國大陸
參軍入伍成為一名武警，
他對《看中國》表示，自
己也曾是一個小粉紅。但
是入伍後，看到了部隊的
種種腐敗，令他對共產黨
有了不同的認識。

在天安門站崗的武警（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短視頻平台 TikTok 等被北

京政府利用來蒐集用戶數據，危

及美國國家安全，因此被川普政

府封殺。

《華爾街日報》近日報導，外

國網民發現TikTok演算法祕密：

只要發布讚揚北京當局的視頻，

就能在短時間內獲得高瀏覽量。

報導 提 到， 今 年 23 歲 的

Asaday 本來在 TikTok上只有

2000 多名粉絲，5月中旬，粉絲

數量突然在短時間內飆升至 9 萬

多個。探究其中原因，就是他在

4月分發布一段 13 秒視頻，視頻

有讚揚北京當局的內容。

Asaday 表示，他從未在自

己的頁面上看到過有關粉絲數量

任何形式的增長，直到製作了那

個視頻。

還有幾位用戶也透露，他們

也製作了讚揚北京的視頻內容，

是因為他們發現這麼做，TikTok
就會更廣泛地推廣他們的視頻。

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生賈娜‧

普格斯利（Jana Pugsley）表示

她做過這種嘗試。她在一個視頻

中稱習近平為「我的哥兒們習近

平」，並稱讚他的治國表現。然

後她發現，她帳號下的瀏覽量在

視頻發布 3天後開始上升。

TikTok 官 方 曾 經 說 過，

在 TikTok 這款 App 裡，視頻

表現和用戶粉絲數量「沒有直接

的聯繫」，就算是零粉絲的新

用戶，只要系統認為其內容「足

夠好」，就可以獲得極高的播放

量，迅速走紅。

TikTok 被川普政府禁止，

是因為它為北京塗脂抹粉，而且

還被利用來蒐集用戶數據。

美國司法部國家安全事務助

理部長約翰 · 德默斯說，北京對

敏感的美國個人信息胃口很大。

他介紹說，北京蒐集美國人

的數據有兩個目的：一、完善人

工智能工具算法；二、用於接近

目標。他解釋，若北京當局對某

人感興趣，就可以通過這些數據

瞭解這個人的財務、健康、婚姻

狀況，從而判斷該人的弱點，研

究甚麼是接近你的最好方式。

【看中國訊】由於疫情，大

批中國勞工被滯留在非洲等地，

情況堪憂。

美國之音報導，中國勞工石

祚元是蘇北贛榆人，現在阿爾及

利亞北部的布法里克（Boufarik）
一帶打工，2020 年 3 月患病後

一直想回國治療。他說：「我在

這邊，小病拖成大病，這裡查也

不能查，天天都是消炎藥。」

包工隊告訴他，目前還得繼

續在這裡幹活，沒有飛機，最早

也得 11 月分，等工程完成了才

能回去，國內人不能來替換，他

們必須把人留下來。這裡很多人

生病，不只是他一個人，大家都

覺得被拋棄了。像石祚元這樣因

疫情被困在海外的中國勞工還有

很多。據《南華早報》報導，非

洲疫情大爆發，實際感染人數很

高，勞工要求返鄉呼聲不斷。 
石青（Joseph Shi）是加拿

大阿爾伯塔省市議員，十幾年來

處理過三、四百中國海外勞工討

薪、改善待遇等權益案件。他

說，尼日利亞目前就有約 11 萬

中國勞工希望回國。疫情威脅、

生病、收入微薄是主要原因，

「他們天天工作，一天十幾個小

時，技術好的，250 元人民幣一

天！幹一天，算一天。」

「清嘉」網友 7 月 26 日發

文：「自殺、恐慌、感染病毒：

這數以百萬苦苦等待回國的人快

要絕望了」，文章說，數以百萬

計被忽視的海外務工人員，滯留

當地回不了國，大部分人出國打

工，都是普通民工，收入一般，

捉襟見肘，擠住衛生條件很差的

勞工營或者宿舍。疫情使他們陷

入沒有收入的窘境。文章還說，

在中東（如沙特）、中亞（如塔

吉克斯坦）、非洲，還有數以百

萬計的海外務工者，他們的情況

也很糟，在疫情的威脅下，「膽

戰心驚中過著每一天」。

外國網友發現 TikTok 演算法祕密

中國勞工被困非洲 19歲男孩 
扮蝙蝠俠助流浪者

【看中國記者劉翔報導】美

國加州聖荷西出現了一位匿名蝙

蝠俠，他經常穿梭於無家可歸社

區，為流浪者們送去日用品。

外媒報導，蝙蝠俠住在聖

荷西，今年 19 歲，剛從高中

畢業，他駕駛一輛 2002 豐田

Avalon，與父母住在一起。

在過去的一年中，他經常穿

越遍布城市的許多無家可歸者營

地。他的服裝由越野摩托車盔甲

製成，防毒面具可以預防病毒。

在他的腰上是一條裝有工具和急

救品的腰帶，他背著膠帶和紮帶

幫助人們固定帳篷和臨時庇護

所。

他向人們問好，派出瓶裝

水、金槍魚罐頭和餛飩、襯衫和

襪子。他每天至少花費 20 美元

在這些捐贈用品上，捐贈用品是

他用自己的錢購買，或由家人和

朋友捐贈的。

他還使用筆記本電腦仔細記

錄他對街頭人的承諾，無論是衣

服、毯子、新鞋還是生日禮物。

他很早就學會了永遠要信守諾

言。

蝙蝠俠還發現一些流浪者隱

藏在不同的地方，他定期探訪他

們。一個媽媽和她的 3 歲兒子

住在 SAP 中心附近的西聖塔克

拉拉街立交橋下。他必須爬過鐵

絲網圍牆的一個洞，才能到達他

們的破舊帳篷。他關注這對艱難

的母子。他知道自己無法幫助所

有人，但他希望能夠促使其他人

的參與。

流浪者（公有領域）

【看中國訊】疫情重創美

國，不少學校網上上課。加州

硅谷有個臺裔家庭暑假返臺探

親，後來決定至少在臺灣住半

年，讓子女在當地上學，並表

示「很感恩」。據中央社報

導，38 歲的硅谷工程師之妻

吳海倫（Helen Wu）說，出

國多年，一直想念臺灣，但這

次返臺後，並未打算長住。如

今卻在臺北租起房子，讓孩子

在臺上學半年。她告訴記者，

「安全與教育品質是臺灣最大

的優勢」。

現在吳海倫每天在臺北搭

公車接送 5 年級的雙胞胎兒

女上下學。吳海倫說，美國公

立學校今年春天每天上一小時

網課。家長兼顧工作，擔心孩

子荒廢學業，又得努力防疫避

免感染，壓力很大。

吳海倫表示，臺灣很安

全，這種感覺超棒。其工程師

的丈夫「臨時動議」取得主管

同意，決定留在臺灣半年。兩

個孩子都正常上下學。

（Adobe Stock）

臺灣小學生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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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號在人民大會堂中

共搞了「抗擊新冠肺炎表彰大

會」，接受頒獎的有 1500 名先

進個人、500 個先進集體，200
名優秀黨員和 150 個先進基層

黨組織代表。事實上全球疫情遠

未結束，不管是輸入的還是本地

源發的都有可能捲土重來，這就

讓現在開表彰大會這事顯得尤其

不可理解。你慶功酒先喝了，回

頭再發生不是自打耳光嗎。

9 月 8 號新華社還專門出

了篇文章叫《關鍵時刻關鍵抉

擇》，明確了武漢封城就是習近

平拍的板，說這是決定戰局的制

勝一手，是戰疫過程中最重要的

一個決定。又送上一堆大帽子：

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親自部

署、統攬全局、果斷決策…我就

有點納悶這是在給領袖評功擺好

呢，還是高級黑呢？把所有的帽

子都送給誰，也就是把所有的責

任歸給誰。這裡埋下了兩個雷。

第一個雷是：武漢到底死了

多少人，不管是染疫死的還是封

城期間各種次生性災難死的，成

了一個永久的禁忌，一旦有任何

這方面的真相曝光，就成了對習

近平的挑戰，那可是他的最重要

決策啊，你在給領袖抹黑！但這

畢竟是個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又

是一個資訊發達的時代，掩蓋的

成本極其高昂。把武漢這麼大個

災難愣說成是一個大功勞，等於

是捧著一個不定時炸彈當成個豐

收果實到處顯擺，非常的不智。

埋下另一個雷，就是中國今

後不能有疫情復發，但瘟神不歸

共產黨管，要復發了黨能做的就

是絕不承認，絕不能讓打臉的事

發生，死多少人都得掩蓋。大陸

民眾的處境更加危險，對中國經

濟也有極負面的影響。你這邊不

管疫情結沒結束就先慶功，意味

著再有任何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你照樣掩蓋，不會有任何反思和

進步。那誰會願意去這樣一個高

度風險、不透明的環境投資呢？

那習近平為啥要頂著被打臉

的風險，現在就標榜自己的豐功

偉績呢？現在表功就是針對 10
月份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疫

情、經濟打擊確實讓習承受了巨

大壓力，所有宣傳造勢千言萬語

總結起來一句話：讓習總再度偉

大！ Make General Secretary 
Xi great again! 習是把疫情發生

後的第一次中央全會當成了人生

中的一大考驗。也就中共的內部

壓力確實很緊張。

習近平在慶功大會上又念了

40 多分鐘的稿，把中共一通猛

誇，說是暴風雨來時中國人民最

可靠的主心骨。他沒說的是這暴

風雨就是這根主心骨造成的，拖

延了幾個星期、給吹哨人滅聲，

造成疫情傳播到世界，使中國也

蒙受巨大損失。

習近平這個時候開慶功會除

了給自己表功、另一個主要目的

是為黨續命，向中國人繼續灌

輸：魚兒離不了水、瓜兒離不了

秧、中國人民離不了共產黨這套

說教。生怕中國人有一分一秒懷

疑對共產黨的價值。

有朋友問我，你講川普對中

共這個大招、那個大招，你覺得

哪招最厲害？哪招最厲害，這得

看中共的反應。現在看來最厲害

的是不准中共黨員入境美國、凍

結官員的財產。意味著黨員幹部

不能去美國和家人、女朋友們團

聚，一生辛苦撈來的錢財無法享

用，加入中共的人生意義喪失，

對共產黨有極大的瓦解作用。只

要美國有明確的措施，針對中共

黨員的身份進行審查，和非黨員

中國人相區分，中共就慌了。

你看習近平又是出來講「絕不答

應」、又開表彰大會說中國人民

大事小情離不了共產黨，都是怕

一擊之下共產黨就散了。它越是

去捂的部分就是柔軟部位、一被

撓到就跳起來的部位就是敏感部

位，就專朝這個部位下手就對

了。

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天災，

有賑災、救災、穰災之說，卻無

抗災之說，為何？人不可以與天

抗。談到表彰大會，最後作為歷

史對照，列舉一張 1918 年山西

鼠疫，閻錫山政府防疫工作的總

結大會的合影，照片的標題是：

山西防疫事竣紀念大會。

疫情是百姓的血淚，國家的

傷痛，只有紀念、何來表彰和慶

功？一個用詞之差，大家能看出

兩種政府的差別吧？你還相信共

產黨是在維護人民嗎？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不合時宜的抗疫表彰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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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政府在強推漢語，把原

先用蒙古語教育的科目都改成國語

授課，蒙古語單列一科，變成以漢

語代替蒙語成為蒙古族的母語。

網上有視頻拍到在街頭抗議的蒙古

人，都說一口很標準的國語，甚至

比中國內陸一些省份的人說的普通

話都標準，證明國語在蒙古並非不

普及，只是沒有被當作母語罷了。

東北的滿族人已基本漢化了，

很多內地少數民族，數十年與漢族

通婚，因為人口少，文化傳承力相

對薄弱，早已經被同化，唯有蒙

古、新疆、西藏三個地方的少數民

族，尚能保留比較鮮明獨立的民族

文化特色。

少數民族本有獨特的民族性，

他們崇尚大自然，自由奔放，他們

的音樂舞蹈都特別發達，因為受現

代文明影響較少，反而更保留了自

己民族的文化本色。

為什麼專制獨裁者不能讓少數

民族依照他們自己選擇的方式去生

活？為什麼一定要全國一體化，要

抹煞人家千年的文化傳統。用本民

族的語言文字，表達本民族的思想

感情，這是人民自己的選擇，與統

一不統一沒有關係。

這種殘酷的文化滅絕政策，來

源於中共的大一統思想。全中國

十四億人口都以中共限定的方式生

活，都用中共指定的思想思考，都

服從中共的統一指揮。不只少數民

族文化如此，中共對任何一個省市

的地方特色，都持敵視的態度，千

方百計要敉平掃除。早前粵語、滬

語都遭受壓力，政府想以普通話來

取代所有地方語言，以達到禁制異

端思想的目的。

林鄭政府正在香港大中小學推

廣普通話，又強行修改教科書，大

力推動國教，其目的也就是取消香

港文化的特殊性，把本土文化連根

拔起，摧毀香港人的精神家園，強

化中央集權的統治。

文化滅絕是種族滅絕的前奏，

蒙古人、新疆人、西藏人的文化，

如果都被一點點削弱，以至中土文

化大舉入侵，本地文化被圍剿，慢

慢腐蝕，長此以往，全中國都是漢

族文化的一統天下，也就沒有蒙

族、藏族、維族的分別了。

香港人面臨的也是文化滅絕的

問題。香港本土文化原本有強烈的

地方色彩，既有傳統中國文化的余

緒，也有西方文化百年的浸淫，我

們的文化是我們的驕傲，甚至香港

文化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還是強

勢的文化。上世紀末期，香港文化

深刻影響大陸，由南向北幅射，全

中國到處播放香港影視作品，窮鄉

僻壤都傳唱香港歌，部分粵語口語

在各地流行。大陸改革數十年，受

香港文化的影響，為封閉窒息的中

國文化輸入一股活力，影響至今，

中國文化已不是當日僵死的共產文

化。

但隨著習近平的文革回潮，中

國文化正加速走回頭路，種種專制

的禁制正捲土重來，文化商品的規條

越來越多，歌頌黨歌頌領袖的歪風

死灰復燃，中國文化又重回窒息的

老路。這種共產文化的侵蝕正以空

前的速度壓迫香港，傳媒被收買，

學校教育被規範，文化商品自我審

查日趨嚴重，香港本土文化的特

色，正面臨極大威脅。

香港文化是我們的精神歸宿，

香港人一定要盡一切力量維護我們

自己的文化，拒絕共產文化的同

化，否則，一旦文化淪陷，香港就

不是香港，香港人就永遠漂泊無依。

文化滅絕
是種族滅絕的前奏

◎文：顏純鉤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1995 年 4 月 19 日，美國賓夕法尼亞

州匹茲堡市，一名單槍匹馬的劫匪連續搶劫

了兩家銀行後逃之夭夭。警察調取銀行的監

控錄像後驚訝的發現，這個劫匪居然沒有做

任何的偽裝，而是以真面目大搖大擺作案。

警察很快就通過舉報找到了劫匪——邁克阿

瑟．惠勒（McArthur Wheeler），他十分吃

驚的說：

「我明明在臉上抹了檸檬汁呀」。

原來這傢伙略懂一點化學知識，知道檸

檬汁可以當做隱性墨水，只有在加熱的情

況下，才會顯示出字跡。所以他想當然的認

為，檸檬汁抹在臉上也一樣有隱形的效果，

才大搖大擺的去搶銀行……毫無意外，惠勒

被當年的《世界年鑑》評為「年度最愚蠢的罪

犯」。

他 搞 笑 的 事 跡， 也 不 是 全 無 作

用， 康 奈 爾 大 學 心 理 學 教 授 大 衛． 鄧

寧（DavidDunning）從這個真實的案例

研究中得到啟發的，研究出「達克效應」

（Dunning-Krugereffect）：由於認知偏差，

越愚蠢的人，越難以認識到自己的不足，越

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從而對其所掌握的錯

誤結論產生過度自信的錯覺。這個效應廣泛

存在——大衛 • 鄧寧教授在針對自己的學生

的研究中發現，水平越差的學生，如果在未

知結果的情況下評估自己的成績，往往都會

嚴重高估。他門下成績倒數的四個學生估計

自己的成績比其他三分之二的學生都好。

簡潔的歸納就是：越無知、越自信。

現代中國人中這種情況簡直隨處可見，

只要你一講有別於教科書的常識，馬上就會

有這樣的聲音：「歷史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

國家之間只有永遠的利益」，「5 千年歷史的

國家不需要 2 百年歷史的國家指指點點」。

雖然他連火燒圓明園的是不是八國聯軍

都不確定，但是他早就已經掌握了世界運行

的終極密碼。他不需要瞭解真相、邏輯、科

學甚至常識，但他就是什麼都很肯定。這種

源自愚蠢和無知的自信，我們親切的稱之為

「迷之自信」。

2019 年 7 月我去甘南旅行，和 4 個來

自上海交大的碩士研究生拼車同行。路上談

到中美關係重要性的時候，其中一位義憤填

膺的批評我，我們為什麼要跟美國做朋友，

你看看韓國和日本，跟著美國混一點尊嚴都

沒有！我大為震驚，我問他：難道你覺得韓

國和日本過得很差嗎？

他很肯定的說：難道不是嗎？！

因為憑藉自身的知識儲備和邏輯推斷根

本無法解釋世界存在的衝突，而陰謀論恰

好能用簡單粗暴的因果律迅速的給予他們答

案，契合他們不需要思考就能看清世界的

「迷之自信」。

比如石油陰謀論。相信美帝多次戰爭都

是為了石油的大有人在，因為這個解釋對

於信奉「無利不起早」的國人來說非常好理

解。而你要跟他解釋地緣政治的成因，各國

宗教文化的衝突，以及美國早已是世界能源

第一大國，石油不僅自足還能出口……這

就很難。你要是再跟她說伊拉克、阿富汗並

沒有成爛攤子，反而更好了的現狀，那就更

難。

光緒時候的體仁閣大學士徐桐，號稱帝

師，「惡西學如仇」，堅信洋人洋教不是好

東西。他認為西方只有英國、法國和義大利

三個國家，什麼西班牙、葡萄牙都不存在，

因為——「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

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

於此。」

用大白話說，就是牙齒這玩意怎麼可能

是個國家呢？徐桐認為這一定是英國人法國

人為了方便搶劫自壯聲勢，編出來的陰謀，

騙我們的……

聽說洋人很殘暴，所以在八國聯軍入城

的時候，大學士徐桐選擇舉家自殺。他拉

著兒子徐承煜一起上吊，結果兒子趁他不注

意，蹬了他的板凳，自己溜了……

迷之自信就是這麼坑爹。

◎文：（網名）二大爺

為什麼越無知越自信？

一市民經過急救武漢肺炎患者的醫院門口。（網圖）

邁克阿瑟．惠勒搶劫銀行。（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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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郝冬梅綜合報導

9月8日駐華外國記者
協會就兩名澳大利亞記者

受到北京安保人員騷擾，引

起外交對峙，被迫逃離中國

的事件向中國政府提出強

烈譴責。該組織發布的一

份聲明說，強迫外國駐華記

者的所作所為標誌著中國

政府持續不斷的侵害媒體

自由的「重大升級」。

◆科索沃從塞爾維亞分離出

去並宣布獨立之後，雙方一直

延續 90 年代那場殘酷戰爭的氛

圍，互相視為敵國。塞爾維亞也

始終拒絕承認科索沃獨立。不

過在川普政府的斡旋下，9 月 4
日，雙方在美國白宮於川普總統

的主持見證下，簽署了一項「經

濟正常化」協議，先從經濟層面

着手，並為相互承認的政治談判

鋪路。科索沃宣布獨立後，中、

俄作為塞爾維亞的盟友，一直不

承認科索沃獨立，而美國在科索

沃宣布獨立後立即予以承認。該

協議是否能為全面解決巴爾幹半

島最棘手的領土爭執鋪路？將取

決於雙方隨後在歐盟舉行的政治

談判的成功與否。

◆英國首相強森打算藉由國

內立法，推翻去年 10 月已和歐

盟達成協議的脫歐條約中，關於

英國的北愛爾蘭地區將繼續適用

歐盟關稅區和單一市場規則，以

及英國脫歐後的國家補貼規範的

部分內容，並就英國脫歐後與歐

盟的貿易協議訂下 10 月 15 日

的最後期限。由於雙方談判立場

十分強硬，一旦雙方談判破局，

恐將陷入「無協議脫歐」的混亂

狀態。對此，歐盟首席談判代表

巴尼耶 9 月 7 日表明，「過去業

已簽署的一切都必須信守」。

◆意大利右翼領袖薩爾維

尼（Matteo Salvini）9 月 7 日表

示，在一個無能力確立方向的政

府統治之下，意大利恐會亡於優

柔寡斷，讓國家變成「中國的殖

民地」。他說：「在歐洲，意大

利被視為中國殖民地，是中國獨

裁政治的特洛伊木馬，這令人無

法接受。」2019 年針對美國阻擋

華為滲透一事，時任副總理兼內

政部長的薩爾維尼曾表示：「中

國不是個民主國家，有某種的帝

國主義和控制精神。意大利人的

敏感數據必須保存在意大利人的

手中。」他 7 日強調，民粹派五

星運動和中間偏左派民主黨組成

的聯合政府不能成事，意大利是

時候開始決定自己的未來了。

◆德國外長馬斯 9 月 6 日

表示，如果俄羅斯未能盡快對

俄反對派領袖納瓦利內（Alexei 
Navalny）中毒一事做出解釋，

德方將不得不與歐盟討論採取應

對措施，其中將不排除歐盟對與

俄羅斯合作的「北溪 -2」天然氣

管道項目進行制裁的可能性。這

是俄羅斯意欲掐住歐洲能源管道

的重大經濟戰略建設。此外，馬

斯也強調，多種跡象表明俄羅斯

政府是納瓦利內中毒事件背後的

指使，而所使用毒劑，則是俄羅

斯慣用的諾維喬克神經毒計。

澳洲最後兩名記者逃離北京

當事人回憶：半夜7名
大漢闖入 強光照臉
澳廣駐北京記者比爾．博圖

斯 (Bill Birtles) 與澳大利亞金

融評論駐上海記者邁克．史密斯

(Mike Smith) 在上週半夜受到

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官員的約談並

被告知他們不能離境，必須留下

來接受有關澳籍華裔記者成蕾案

件的詢問。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以「驚心

動魄」標題報導此事件。史密斯

回憶說：「半夜 12：30，我被

前門重重的敲門聲驚醒。」有七

名警察進入了他的住處，他們把

史密斯圍起來，用攝像機拍攝，

並向他宣讀了一份聲明，指稱他

是國安調查的相關人，但不是調

查的直接對象。史密斯說：「他

們用強光照著我的臉，很恐怖。

我非常害怕。」史密斯說，中方

告訴他不能離境。他說：「我們

擔心這是一次聯合行動。在我們

看來，它看上去是一個政治事

件。我們是目前在中國僅存的兩

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佩恩

(Marise Payne) 表示，「這麼多

年後，澳大利亞在一段時期裡沒

有媒體在中國駐有記者，這非常

令人失望。」但她表示，澳大利

亞不會報復中國，吊銷中國在澳

大利亞工作的記者的簽證。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說，今年

上半年，中國驅逐了 17 名外國

記者，這對於全世界希望繼續瞭

解中國新聞的讀者來說，這是一

個令人失望的損失。

北京數十年前開始 
威脅騷擾外國記者

法新社報導，美國國務

院發言人奧塔格斯（Morgan 
Ortagus）表示，從美國駐北京

大使館提供的聲明稱，數十年

前，中國就已開始威脅、騷擾和

驅逐美國和其他國家記者。

奧塔格斯表示，中國外交部

最近通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已

對外國記者實施新限制，包括

「拒絕更新外國記者的記者證，

也拒絕受理今年被驅逐的記者所

提簽證申請」。

駐 華 外 國 記 者 協 會

（FCCC）9 月 7 日證實中方確

有此行為，表示至少有 4 家外

國媒體的 5 名記者被拒發新證

件，其中包括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 CNN 在中國唯一的記者卡

爾弗 (David Culver)、《華爾街

日報》的英國記者裴傑 (Jeremy 
Page)，以及替蓋蒂圖片社工作

的義大利自由攝影師維爾德利

家澳大利亞媒體。」

鑒於澳中關係緊張，澳大利

亞政府在這次出事之前就提醒過

兩位記者離開中國。

中國國安意在 
收集成蕾罪證

史密斯說，他和博圖斯跟澳

大利亞官員一起待了五天。澳大

利亞的外交官與中國官員進行了

談判，就澳方同意讓兩位記者接

受詢問而中方保證他們安全離境

達成了交易。

本週一下午，史密斯在外交

人員的陪同下前往上海一家酒

店，接受了一個小時的詢問，主

要涉及成蕾的案子，也談到了香

港問題和其它一些事情。

史密斯說，他僅僅見過成蕾

一次，但從來沒有說過話。博圖

斯說，他知道成蕾，但並不很

熟。

博圖斯在悉尼表示，「我認

為這個事件不只是對留在中國的

澳大利亞記者進行的多次騷擾中

的一次，而更多的是為了獲取有

關成蕾案一切有用的信息而展開

的行動。」

美聯社說，博圖斯和史密斯

已經在本週二回到悉尼，目前在

一家酒店進行防疫性隔離。

中國報導缺失 令人遺憾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在聲明中

說，中方的這種行為無異於令人

震驚的恐嚇，對外國駐華記者的

工作構成了威脅。聲明說，外國

記者只是因為他們的工作而面臨

任意被拘押的威脅。

外國記者協會指出，博圖斯

和史密斯離開中國之後，中國就

沒有任何一家獲得專業認可的澳

大利亞新聞記者了。這是 1970
年代以來的第一次。

(Andrea Verdelli)，與彭博新聞

社（Bloomberg）。

蹊蹺的成蕾案

今年 8 月，澳籍華人，中

國環球電視網的主播成蕾，被中

國政府拘留。在上星期澳大利亞

貿易部長西蒙 • 伯明罕說，澳大

利亞政府並不知道中國當局為何

要扣留成蕾。中國環球電視網屬

於中共大外宣系統。目前成蕾是

處於監視居住狀態，最長可以監

視達 6 個月之久，還不得與律

師或外界進行聯絡，並隨時要準

備接受審訊。

9 月 8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趙立堅首度於例行記者會上提

及成蕾遭捕事件。他聲稱，成蕾

因為涉嫌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犯罪活動，所以最近有關部門開

始對她展開調查。趙立堅並未提

到成蕾所犯何事。

現 今 成 蕾 的 澳 洲 的 家

人 正 在 與 澳 洲 外 交 暨 貿 易

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密切商議，

希望能夠營救成蕾，畢竟她還有

2 位年幼的小孩。

「 澳 洲 人 報 」（The 
Australian）報導稱，成蕾遭拘

留的訊息傳出之後，已經對其他

居住在北京的澳洲人造成相當大

震撼。成蕾在北京的澳洲人社群

之中，屬於一位知名人士，澳洲

商 會（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在去年於北京舉辦

活動，即是由她來擔任主持人。

澳廣駐北京記者比爾•博圖斯Bill Birtles（右）和澳大利亞金融評論駐

上海記者邁克•史密斯Mike Smith抵達悉尼機場。（博圖斯推特）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

9 月 7 日在白宮發表演講表示，

雖然遭受了中共病毒（SARS-
CoV-2）疫情大流行的沉重打擊，

但美國就業市場正在以歷史上最

快的速度復甦。美國將永遠結束

對北京當局的產業鏈依賴，並成

為全球製造業的超級大國。美國

保留與北京經濟脫鉤選項。即便

是現在，如果美中真的不做生意

了，美國也不吃虧。在對華政策

上，川普針對競爭對手拜登疲軟

的立場，提出了嚴厲的批判。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中國與印度自 5 月以來，頻

頻在邊境發生衝突，近日再爆

「鳴槍事件」。中方 9 月 8 日指

控印軍 7 日在邊境「鳴槍開火」；

印方則批中方賊喊捉賊，誤導外

界。針對中印停火協議 45 年來

首次開火，中國外交部 8 日展

現「中共永遠沒錯」態度，引發

民間熱議。

中共軍方批印方開火挑釁

中國西部戰區司令部發言

人張水利 8 日發聲明稱，印軍

7 日非法越線進入中印邊境西段

班公錯湖（Pangong Tso Lake）
南岸神炮山地域，在行動中悍然

對前往交涉的中國邊防部隊巡邏

人員「鳴槍威脅」，中國邊防部

隊被迫採取應對措施穩定局勢。

但官方聲明中並未說明採取何種

「應對措施」。

張水利還指，印方行徑嚴重

違反中印雙方有關協議協定，是

嚴重的軍事挑釁行為，性質非常

惡劣，因此中方要求印方嚴肅查

處鳴槍挑釁人員，確保不再發生

類似事件。

印度駁斥：中國軍隊先開槍

但據《印度斯坦時報》報

導，印度 8 日發表聲明否認中

經濟復甦    美重組全球供應鏈
據福克斯新聞網、美國之音

7 日報導，川普總統在 2020 年

美國勞工節（Labor Day）發表

演講時談到了對華盛頓和北京經

濟「脫鉤」的想法。

北京 8 月分最新公布的貿

易數字表明中美貿易順差在不斷

擴大，除實際證實了北京並未履

行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也說

明了川普總統上述評論的含意。         
美國勞工部 9 月 4 日的報

告顯示美國 8 月分新增了近 140
萬個工作崗位。儘管這個數字比

7 月分的 170 萬個和 6 月分新增

的 480 萬個就業崗位要低，但

要好於預期。

川普總統自上任以來就一直

呼籲回流美國的製造業並採取了

具體行動。不管是號召蘋果、富

士康、台積電在美國建廠，還是

對柯達進行貸款，或在美國開闢

醫療產業鏈，這都是川普政府在

重建美國製造業產業鏈方面所做

出的努力。

在川普競選陣營公布的連任

施政綱領中，川普將對華政策放

在了高居第 3 的位置，僅在防

疫和工作議題之後。其中大多數

政策就是關於促使美國關鍵產業

鏈，從中國大陸回歸美國本土的

激勵方式，比如：減稅、負擔搬

遷費用等等。同時，嚴格限制甚

至清除在美的中資公司。

在推動美企回流的同時，美

國正積極聯合世界上其他的國家

和地區共同擺脫對北京當局的產

業鏈依賴，從而建立去北京化的

全球化貿易與產業鏈聯盟。

川普總統在勞工節講話中將

方的這番言論，指印度軍隊並沒

有越過「實際控制線」（LAC），

也沒有採取包括射擊在內的侵略

手段，並稱中共軍方的聲明是在

誤導民眾。

印方進一步說明，9 月 7 日

的案例中，中方士兵企圖靠近中

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在印方的勸

阻下，中方士兵向空中開了幾

槍，試圖威嚇印方部隊，儘管中

方嚴重挑釁，但印方仍保持很大

的克制力，以成熟和負責任的態

度行事。

印方還強調，印度致力穩定

邊境地區的緊張局勢，但中共軍

方卻持續升級煽動。雖然印軍致

力於維護和平與穩定，但也有不

惜一切代價保護國家的完整與主

權的決心。

中方凶狠「大剃刀」曝光

根據《新德里電視臺》報

導，在中國軍方試圖關閉印度在

拉達克（Ladakh）南岸班公錯

湖（Pangong Tso）據點的第 2
天，竟然出現了「中世紀風格長

刀」及自動步槍的士兵照片，從

這些照片中似乎表明，中方可能

打算發動類似在 6 月 15 日於加

勒萬河谷（Galwan Valley）的

近身衝突，當時造成 20 名印軍

士兵死亡。

該電視臺指出，由獲得的照

片顯示出，中國軍方 7 日是站

在印度控制的熱藏拉（Rezang 
La）及穆赫帕裡（Mukhpari）
陣地的附近。

中國外交部回應

路透社報導，針對中印邊界

問題持續升溫，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趙立堅在 8 日的例行記者會

上表示，這次事件是 1975 年以

來中印雙方第一次開槍，但強調

是印方先向中國邊防部隊開槍。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也煽

風點火稱，若印度持續開槍，中

印雙方將準備迎來邊境地區「血

雨腥風」的新時期。

面對中共官、媒上下一副有

錯都是別人錯在先的態度，民間

議論紛紛。

「老樣子，永遠都只講別

人的錯，卻不敢說自己干了什

麼，... 中共就是挑軟柿子吃，

這次踢到鐵板啦。」

中印邊境45年來首次鳴槍 

印 度 媒 體 曝 光 的 中 方 武 器

（Twitter）

其對華政策與前副總統喬．拜登

作了對比，並由此抨擊了民主黨

總統候選人。

川普表示，拜登是「愚蠢的

人」，在擔任副總統期間，拜登

允許北京當局利用其軟弱的經濟

政策竊取美國人民的財富。同

時，川普總統強調，拜登對中共

犯下的許多侵犯人權的行為視而

不見。川普尖銳指出，如果拜登

贏了，中共就贏了，它「將擁有

這個國家（美國）」。

川普毫無懸念的對中立場，

除了獲得鐵粉更加堅定的支持

外，甚至也鬆動了民主黨的陣營， 
且歷來選舉多表中立的美國警察

工會，更是表態支持川普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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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個話題又開始在中國

的社交媒體上熱傳，上了熱搜。

之所以說又，是因為長租公寓雷

爆的事去年就有一個高峰，總計

有 23 家。近日，杭州、上海、

深圳、四川等地紛紛被曝出長租

公寓企業爆雷、捲款潛逃現象。

有租客稱，剛按年付完房款，3
天後平台就出事。

9 月 1 日，上海市房地產經

紀行業協會發布《住房租賃市場

風險提示》，提醒有公寓運營商

採取「高進低出（支付房東租

金高於租客租金）、長收短付」

（收取租客租金週期比付給房東

房款的週期長）的經營模式，

一旦出現「爆倉」後又金蟬脫殼

一走了之。隨後，廣州、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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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包租，錢由中介按月支付，房

東本著省事省心的目的，收租是

個麻煩活，由中介統一包辦放心

多了。而且很多中介開出來的價

格，比市場房租價格高出 20%
到 40%，這讓很多房東樂開了

花，租金高還省心，何樂不為

呢？然後，中介和租客聯繫，以

大幅低於市場價的價格出租房

租，搶奪客戶資源。

大家肯定有疑問，這是高買

低賣，這不是虧本買賣嗎？長租

公寓的投資人怎麼盈利呢？

其實這種模式，除非行業內

的人，不管是房東還是租客你是

看不透的。房東和租客都覺得自

己佔到了便宜，他們不會站在長

租公寓投資方的立場，不會考慮

整個盈利模式，所以他們不會警

惕。關心新聞的話就可以看到，

等都有類似的公告出現。

首先跑路的是四川滿城房地

產經紀有限責任公司在重慶的一

家分公司，突然人去樓空。於

是，被裹挾進來的房東、租客，

還有一系列的爆點，就這樣被連

根拔起：牽連數萬人、至少上億

金額。很多租客剛剛交過預付

款，房東卻沒有收到一分錢。

類似的故事這幾天還有很

多：杭州的友客、巢客，這幾天

都在跑路，涉及上萬名房東房

客，很多租客的租金都是繳了 1
年，高達三四萬，只住了幾週，

就面臨被房東趕走的問題。

上海浦東新區的一座寫字樓

裡，就是剛剛被曝出疑似公司法

人代表卷款消失的長租公寓巢客

的總部所在地，這裡已經是人去

樓空，大門上也貼了不少公告，

有解約通知書、還有報案的材

料。據悉，上海意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涉及的不止是上海，還有杭

州、蘇州、合肥等地，初步估

計，涉案金額達到了數十億元。

寧波也有一家，一個受害人

說，剛到寧波，工作還沒著落，

租了半個月的房子就出現這樣的

問題，今天去派出所報案，發現

一大堆受害人的筆錄。最猖狂之

一的成都樂怡家科技有限公司

（包租公司），4 月 27 日成立，

8 月 24 日卷款潛逃，短短 4 個

月內就實現了捲款逃亡。

可能大家會問，正常的房產

中介，不就是撮合房東和租客會

面，成交之後拿點中介費嗎？所

有的租金，應該是由房客交給房

東？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看

一下長租公寓的經營模式和租金

支付渠道。

目前做長租公寓的主要有幾

類，第一類就是地產開發商，

自己開發的房子自己做長租公

寓；第二類就是房產中介，比如

鏈家、我愛我家等；第三類就是

一些創業資金，得到大資本的支

持，這幾年搶灘長租公寓。

傳統的租房市場，房產中介

之類的機構確實只能拿一點佣

金，按這個玩法，市場很健康，

所有人都賺一點小錢，但是有些

中介並不滿足，想要更多的利

潤，就想到侵吞租客的租金。

首先，中介和房東聯繫，承

越是經濟蕭條的時

候，金融災難越多，受害的

人也越多。受害人都有一個

特點，基本都是升斗小民、

資金量小、沒有準確信息來

源和辨別能力的散戶，從

來沒有聽說馬雲、馬化騰、

王健林之類的富豪受騙的，

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信

息的不對稱。這次也是一

樣——長租公寓。 這兩年就有媒體報導了長租公寓

在市場上高價搶房的消息，有的

甚至主動找房東提高價格，都是

很匪夷所思。

下面再深入看長租公寓的盈

利模式。目前盈利模式有兩種，

一種就是直接收取租客的長期支

付的租金，然後將資金用於其他

投資獲利。比如去年 8 月暴雷

的南京樂伽公寓就是這種模式。

樂伽公寓以低價出租，一次

性向租客收取一年甚至 3 年更

長期的租金，比如月租為 5000
的房子，按一年期的租期算，樂

伽公寓一次就可以從租客手中拿

到 6 萬元，支付掉第一個月的

5000 元租金後，還有 5.5 萬，

如果有 10 萬套房源，理論上就

可以產生 55 億的資金池，這是

一筆很可觀的資金。（下轉 B2）

中國長租公寓市場再爆倉財經 
評析

Charles Yang
銷售顧問（國/ 粵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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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英）

Tel：403-365-4532
Cell：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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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紅牌豐田銷售活動
紅牌日到來！！ 最大銷售活動！

0%每輛豐田車 * 廠家優惠加現金返贈
高達 $10,000*

所有還貸推遲到 2021 年 OAC*！
休息一下！

每輛售出的車
贈送雪胎或 $1,000 免費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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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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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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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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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ON EVERY
TOYOTA*

FACTORY
CASH BACK
INCENTIVES

UP TO $10,000
– GUARANTEED

$1000*

THE BIG RED TOYOTA EVENT

on every Toyot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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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ory Incentives and cash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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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COROLLA LE
LOADED

2020 TOYOTA HIGHLANDER LE

LOADED AWD V6

2020 COROLLA SE
HATCHBACK

2020 TOYOTA TACOMA SR
V6 4WD

$$$$$$1,9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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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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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SPAYPAYMENMENMENMENTS
UNTIL 2021 OAC*UNTIL 2021 OAC*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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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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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Tag Days are here!! Biggest Even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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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租賃
僅

雙周利率 * 
無需付款
直到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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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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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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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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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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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MISS THIS EVENT – ENDS AUGUST 22ND AT 6PM – YOUR WAIT IS OVER AS
RED TAG DAYS ARE FINALLY HERE – BEST TIME TO BUY A TOY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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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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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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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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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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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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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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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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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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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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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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
 名人

◎ 文：劉翰青

讚曰：

一土臨朝更不祥，

改年換國篡平床。

泉中湧出光華主，

興復江山又久長。

——摘自姜子牙預言

《乾坤萬年歌》

歷史原來這樣 之 兩漢之間

王莽式折騰

不僅如此，自從王莽作了

「攝皇帝」，王莽式的「折騰」

也隨之展開了。

首先被折騰的是貨幣，按

理說，改朝換代了，換換貨幣

也正常，問題是，短短幾年

間，他前後改了五次貨幣，結

果，「金融」混亂了。後來，因

為「錢」字裡含有「金」和「刀」

（戈），王莽認為，這容易讓人

們想到「劉」字，因為「劉」字

中也有「金」和「刀」，所以下

令，「錢」不能叫錢，得叫「貨

泉」。不過這麼講究符命風水

的王莽，卻沒想過，「貨泉」也

是「禍泉」的諧音啊。後來，成

為王莽「禍泉」的，仍然是劉家

的人，這大概就是「人算不如天

算」吧。

其 次， 王 莽 開 始 鬧「土

改」，他打著恢復夏、商、周三

代時「井田制」的幌子，把全國

的耕地都改稱為「王田」，不許

買賣。而且，把耕地按人口平

均，誰家土地多，得把多出的

地分給親戚、鄰居，這分明是

把那些優秀種田人辛苦積攢的

家業，硬給搶了去。

之後，王莽頒布了「五均六

管」法。所謂「五均」，簡而言

之，就是由莽新政府管理商業

買賣和控制物價，破壞了市場

規律；所謂「六管」，說穿了，

就是王莽以國家的名義，把原

本屬於民間百姓私有的山林礦

產等自然資源，加重稅負。

此 外， 還 要 改 地 名， 首

先，把漢武帝十三州恢復成《禹

貢》中的九州，其次，就是改具

體的地名，全國的地名幾乎都

被王莽改過，而且不是改一次 ,
有的郡名最多改了五次，最後

再「折騰」回來，好像都是為了

表示他自己很熱愛傳統。發個

詔書，常常要在新地名後面註

釋上以前的名字，結果，讓大

家在地名的使用上也是一片混

亂。

若是真的仰慕古聖先賢，

繼承的應該是傳統文化的精神

內涵，而不是用傳統的形式裝

樣子。這就好像，有些土匪流

枯燥的歷史文獻考證可以證明

之外，我們還有個比較實用且

有趣的辦法。除了上述兩位國

師的預言外，像三國諸葛亮的

《馬前課》，唐朝袁天罡、李淳

風的《推背圖》，宋朝邵庸的

《梅花詩》，也都預言到了我們

生活的這個時代，大家不妨自

己親身驗證一下。

多數預言如此隱晦，而多

數平民更多關心的是自己的小

日子，而且在那沒有互聯網的

歲月裡，信息的傳播也很麻

煩，所以，對「符命」、預言的

研究，多局限於專業人士，就

像前文提到的那位漢帝國「政府

顧問」眭弘。可是，王莽把四十

幾篇符命頒佈於天下，卻掀起

了一股「符命」熱，雖然王莽自

己用的是「山寨符命」，但是我

們不能否認，他在客觀上掀起

了「符命」新潮流。王莽這一番

舉動恰恰引出一個人來，他就

是姜子牙在《乾坤萬年歌》裡預

言的「泉中湧出光華主」——

劉秀。

原來，當時比較熱門的「符

命」中，有一篇叫《赤伏符》，

在這篇符命裡，卻指名道姓的赫

然寫著「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

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後漢書 ‧ 光武帝紀》），就是

說會有個叫劉秀的人領兵討伐無

道。可是，當其時，除了個別幾

位高人，誰也沒有把這句讖語和

後來成為光武皇帝的劉秀（字

文叔）聯繫起來。因為，天下

流行「符命熱」時，劉秀還在老

家勤勤墾墾的種地呢。

劉家的帥哥

劉秀（字文叔）也是漢室

宗親，劉邦的第九代孫。按照

劉家族譜的記載，他是漢景帝

所生的長沙定王劉發的後代。

既然是皇族出身，怎麼變成農

民了呢？因為老劉家人口太

多，到西漢末年，劉邦的後代

已經有幾萬人了。這倒不是老

劉家要用「繁殖」速度創造甚麼

記錄，而是皇室最擔心沒有繼

承人，所以一定要多生些兒子

才保險，眾多兒子裡繼承皇位

的「主幹」只有一個，這個繼承

者還得多生兒子，幾代下來，

劉家這棵大樹上就碩果纍纍

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西漢

氣數將盡的時候，還是出現了

皇家「大樹主幹」沒有繼承人，

結果被王莽鑽空子的情況，這

是題外話。

皇室這麼多家族成員，就

不能個個都享受「高級公務員」

的待遇了。劉發的兒子劉買是

舂陵節侯，降了一級，劉買的

兒子劉外是太守，又降一級，

總之，到了劉秀的老爸劉欽這

兒，就剩個濟陽 ( 今河南蘭考 )
縣令了。劉欽縣長有仨兒子仨

姑娘，長子劉縯（字伯升），次

子劉仲，小兒子就是劉秀（字

文叔）。（未完待續）

合」的發生了。

「符命」的潮流

王老太太的人生終止了，王

莽的折騰還在繼續。在眾多的

「莽式折騰」中，最有戲劇性的

應該算他「班《符命》四十二篇

於天下」（《漢書 ‧ 王莽傳》）。

王莽的「執政合法性」主要是那

個銅匣子「符命」，不知是想讓

天下人認為自己很順從天命，

還是防止別人指責自己偽造「符

命」，亦或二者兼而有之，王莽

把蒐集到的四十二篇「符命」派

人到全國各地到處公佈。

說到這裡，我們得再解釋

一下「符命」，「符命」是一種

預言，多數是上天賜給天子的

祥瑞徵兆。但是，眾所周知，

預言通常表述的都比較隱晦，

以免洩漏天機，所以，其中的

大多數，往往在事件發生後，

人們才能明白其含義。比如，

姜子牙《乾坤萬年歌》裡那句

「一土臨朝更不祥，改年換國篡

平床」，多數人是在事後才明

白，原來這指的是王莽在漢平

帝時篡位改國號。再如，後世

大明國師劉伯溫在《燒餅歌》裡

的預言「八千女鬼亂朝綱」，多

數人也是在事後才明白，原來

指的是太監魏 ( 八千女鬼 ) 忠賢

亂政。

或許有人會說，這些預言

是不是有人窮極無聊，在事件

發生後杜撰出來的。除了比較

（六）

氓以為，給孔子立個雕像 、建

個學校，就可以讓自己代表中

華文化、變成聖人門徒了。事

實上，用傳統的形式做包裝，

用以破壞傳統的精神，罪孽更

大。比如，用傳統的文藝形

式，宣揚暴力、仇恨，恰恰是

對傳統和藝術最大的褻瀆。

莽 新 建 國 五 年 ( 公 元 13
年 )，就在王莽不知疲倦的折騰

中，他的姑姑——漢孝元皇后

王政君，走完了自己八十四年

傳奇式的人生歷程。在彌留之

際，她應該依然記得，從長輩

那裏聽來的「元城建公」的預

言，還有兩次未嫁喪夫後，那

個算命先生的預測。不過，面

對王莽篡漢，以及「具有莽新特

色的折騰」，她也許很希望當年

「元城建公」的預言沒有實現。

但是，歷史就像一部大

戲，每個人既是戲外的觀眾，

也是戲中的演員，而那個劇

本，在冥冥中卻早已寫好。有

智慧者，也不過只能提前預知

下幾幕的劇情，卻不敢，也無

力做任何改變。

揚雄的一篇祭文恰好道出

了王政君一生的來龍去脈：「太

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

漢，配元生成。」 太陰之精，指

王政君是其母夢月而生的，沙

麓之靈，說的是她與元城沙麓

相合。冥冥中早已安排她成為

孝元皇后，無論表面上看來多

麼不可思議，一切卻都那麼「巧

中國長租公寓市場再爆倉
（接 B1）這筆錢他又可以

用來到市場上去高價搶房源，也

會投資其他高收益的風險項目，

比如房產、P2P 等，這些資金

很難被監管，風險無法掌控。一

旦一個項目出現風險，可以會導

致整個長租公寓破產。

除了樂伽公寓這種客戶直接

支付長期租金的模式相比，另外

一種操作模式就顯得更加心驚肉

跳了。

號稱「押一付一」甚至「押

0 付一」來吸引租客，只需要

一點服務費就可以，通過種種

誘導讓你簽了合同後，突然發

現，你其實和一家金融公司簽

了約，每個月的租金不是打給

房東的，甚至也不是打給中介

的，而是需要打給這家金融公

司的，然後你的服務費，也是

交給這家金融公司的。已經爆

雷的杭州鼎家公寓和北京昊園

恆業公寓則屬於「租金貸」模

式，鏈家旗下的自如長租公寓

也是這種模式，還增加了槓桿。

自如通過約定高租金的形

式，租下房主的房子，租金按

月付清。然後，自如跟租戶簽

訂合同的時候，租戶簽訂的是

貸款合同，金融機構把一年的

租金一次性付給自如。拿到貸

款的自如，不會把錢放在賬

上，而是把錢作為本金，繼續

和新房東簽約，只要有源源不

斷的新房東進來，這個遊戲就

可以繼續玩下去。就是說，自

如利用大量租房人的信用做背

書，從金融機構獲得大筆貸款。

這相當於說中介每扣下一個

租客的錢，就能發展出 3 個新

下線，而這 3 個新下線的錢全

部扣下，可以再發展出 9 個新

下線，於是規模就像滾雪球一樣

發展起來了，擴大市場規模就有

新錢入賬，而入賬的新錢可以拿

出來繼續擴大市場規模，這就是

這兩年各大中介瘋狂抬價爭搶房

源的原因，因為這是一個一本萬

利的買賣，非常類似於 P2P，
當年 P2P 處於擴張期的時候，

也是瘋狂砸錢到處爭搶客源。

但這種模式的致命問題是，

槓桿太高，長租公寓基本是零成

本建了一個資金池。一旦租房中

介的資金鏈斷裂，那麼，房東、

金融公司和租客全部都將被套

牢。當然，如果賭贏了，那麼一

切收益歸自己，如果賭輸了，則

全社會來負擔這個損失。

最近爆倉的北京的昊園恆

業長租公寓，租客每月按時交

著房租，卻被房東以「未收到房

款」為由要求限期搬走。一夜

之間，租客自己就面臨「無家可

歸」的困境。更嚴重的是，即使

退房，他們也很難「退」掉尚未

還清的「租房貸」；如果逾期，

還可能對個人誠信造成不可消

除的影響。

唯一的贏家也許只有長期公

寓投資方本身，資金到底是虧了

還是被乾坤大挪移去了哪裡，只

有他們自己知道。

長租公寓爆倉，最大受害者

主要是那些無房而租房住的群

體，比如其中很多是剛畢業參加

工作的大學生，還有很多城市中

低收入者，特別是在一線城市的

租房者。

對於這些涉嫌金融詐騙的

長租，政府等監管部門應該提

前預警，為民眾進行風險提示

甚至嚴格監管，防止風險事件

發生，這是本質工作。再差，

雷爆後應該積極為受害者追討

資金，挽回損失。

但是目前很多長租公寓雷爆

後，全國各地的受害房東和租客

維權無門，因為公司已人去樓

空。不管是受害者報警還是上

訪，基本都不被受理。他們給出

的回覆是：經查該案不涉及違法

犯罪，決定不予立案。

目前爆倉的長租公寓所有損

失都在由房東和租客承擔。每天

都在上演房東斷水斷電等各種過

激行為驅趕租客的慘況。不管經

濟社會如何變化，世道如何輪

迴，在這些慘烈的社會事件中，

受害的都是那些社會最普通、最

底層的大眾。

這和他們的貪婪沒關係，因

為很多人想法很簡單，買不起房

子，就想租一個房子，有一個住

的地方。這樣的要求不過分，哪

知道市場上騙招太多，讓人防不

勝防。所以，現在最需要的是多

方獲得信息，獨立分析判斷。賺

錢就像上坡，非常困難，虧錢就

像下坡，非常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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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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有錢不進三地，沒錢莫近兩

人」是講了兩種生活狀態：一是有錢的時

候，二是沒錢的時候。在有錢、沒錢的兩

種生活狀態下，「不進三地」和「莫近二

人」就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忠告。

有錢不進三地

古人告誡後人，人在有錢以後，三種

地方不能夠去。

第一：賭場

賭排第一。賭能成癮，百害而無一

利，一旦步入賭場，全身而退幾無。

因為賭博而妻離子散的人並不是個

例，而是不勝枚舉。

第二：風花雪月之地

風花雪夜之地最容易使人喪失意志，

一旦享樂其中，無法自拔，最終敗光家

財，妻離子散，所以，祖輩的勸誡世人，

遠離此類場所。

第三：故鄉

怎麼有錢了，還是不能回故鄉去呢？

一個人在外面賺了錢，高調回鄉，到處炫

富，那麼他將面臨一個問題：借錢！

親朋好友紛紛到訪找你借錢，借了

吧，可能助長他人不勞而獲的風氣，不借

吧，你就是無情無義的，便得罪了人！還

是聽從古人的勸誡，低調為人較好。

沒錢莫近兩人

人一旦貧窮，那麼就是遭難之時，最

能看清楚身邊的親朋好友的真面目。這個

時候，人可以窮，志卻不能短，切記不親

近兩種人。

第一：落井下石之人

這類人幸災樂禍，在你富有時，會圍

著你團團轉，視你為尊；當你落魄時，不

但不會幫你，還會成為你災禍的助力。因

為他們本身就是一種禍害。

第二：遠離的親密之人

當你貧窮落魄之時，平時走動親密的

人會把你當成災星一樣自動遠離，他們不

想惹禍上身 。你窮了，他們為了避免向

你伸助援手，會自動的疏遠你，這種人，

只能和你同享福，無法和你共患難。

 「有錢不進三地，沒錢莫近兩人」，這

句俗語是古人總結出的寶貴經驗，是勸導

我們要過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去那些烏

七八糟的地方，也不要去接近那些亂七八

糟的人，如果能夠做到這兩點，就可以過

安穩日子。

◎文：白雲飛

The proverb “If rich, you must stay away 
from three places. If poor, you must 

keep your distance from two kinds of peo-
ple.” It is the ancestors’ way of letting us 
know what to do if our life fits on of these 
two extreme conditions.

If you have money, you had better not  
go to the following three places.

First: Gambling house

 Gambling is the first warn-ing for us. Gam-
bling is addictive, and comes with various 
issues and no benefits. Once you step into 
the gambling house, you will usually lose 
money.

 There are so many cases around us that 
show how gambling leads to bankruptcy 
and broken families. 

Second: Strip venues

 Strip venues are the most comfortable 
place to make people lose their will. Once 
they enjoy it, they cannot extricate them-
selves, and eventually, lose their wealth and 
families. So, the ancestors advised people to 
stay away from such places.

Third: Hometown

 Why can’t you go back to your hometown 
if you have money?

 If a person makes a lot of money, returns 
to the hometown with a high profile, and 
shows off his wealth everywhere, he will 
face the villagers queuing up to borrow 
money from him.

 When relatives and friends come to ask 
you to lend them money, if you give in, you 
may encourage them to get something for 
nothing. If you don’t, they will think you 
are ruthless, and you will offend them!

 So, it is better to follow the ancient advice 
and keep a low profile when you are rich.

If you don’t have money, you had bet-
ter not get close to two types of people

 Once a person has no money, it is a time 
of distress, and one can easily see the true 
colors of the relatives and friends around 
him. At this time, one is not only without 
money, but cannot maintain lofty aspira-
tions and remember not to get close to two 
types of people.

First: People who kick you when you are 
down

 This type of person gloats over misfor-
tune. When you have money, they will 
stay around and respect you. But when you 
are down, not only will they not help you, 
but they will kick you because they are a 
scourge themselves.

Second: The close person keeps away 
from you.

 When you are in poverty, some close peo-
ple will regard you as a catastrophe and stay 
away from you,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cause trouble.

 When you are in poverty, they will alienate 
you to avoid reaching out to you. This kind 
of person can share the blessings but not 
hardships with you.

 The saying, as mentioned above, is a valu-
able experience summed up by the ancients. 
It is to persuade us to live our own lives, 
not go to the inappropriate places, and not 
approach improper people. In this way, you 
can live a stable life.

有錢不進三地 沒錢莫近兩人

Take Notice of  This Wisdom if  You Have Money 
or if  You Have None

誠徵榮譽會員 為香港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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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luck will arrive 
for the diligent

Leonardo da Vinci was an outstanding 
painter in Italy during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He loved painting from childhood, and his 
father sent him to Florence, to a famous 
painter, to learn the art. The teacher taught 
him to paint eggs in the first class. He drew 
one after another for more than ten days, 
but the teacher still made him paint eggs. 
Da Vinci couldn't understand it, so he asked 
the teacher: "Why do you always have me 
paint eggs?"

 The teacher told him: "Even though eggs 
are ordinary, they are not absolutely iden-
tical. Even the same egg, when the view-
ing angle is different, the light cast will be 
different. For example, raising higher your 
head or lowering your eyes to see, the el-
liptical outline will be different. Therefore, 
painting eggs is a basic skill, and the basic 
skill must be practiced regularly ."

 From then on, Da Vinci worked hard to 
practice the necessary skills, painting eggs 
every day. Year after year, the draft papers 
he used to paint eggs piled up high.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iligent practice, he 
finally created many famous paintings and 
became a master.

 Diligence, for everyone, is not only a great 
wisdom in life but also a responsibility.

 To be a human being is to be a diligent per-
son fighting against laziness.

勤快的人 必有好運
達芬奇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一

位卓越的畫家。他從小愛好繪畫，父親送

他到佛羅倫薩，拜名畫家佛羅基奧為師。

第一堂課老師教他畫雞蛋。他畫了一個又

一個，足足畫了十幾天，老師還是讓他繼

續畫雞蛋，這一下達芬奇想不通了，就問

老師：「為甚麼老是讓我畫雞蛋呢 ?」
老師告訴他：「雞蛋雖然普通，但天

下沒有絕對一樣的，即使是同一個雞蛋，

角度不同，投下的光線不同。畫蛋是基本

功，基本功要練到得心應手。」

達芬奇從此苦練基本功，天天畫蛋。

經過長期的勤奮的藝術實踐，終於創作出

許多不朽的名畫，成為一代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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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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盲人識日一樣，天生就

瞎眼的人，從沒見過太陽，摸又

摸不著，如何理解太陽？他只能

把太陽想像成臉龐或蠟燭，想像

成他能摸得著的東西，這就如同

人類站在人類時空維度內理解高

維度的事物一樣。

共工與顓頊帝大戰後，撞斷

不周山，頓時天塌地陷，天漏

了，洪水淹沒了人間。前面探討

說，不周山是人類時空與更高層

時空大周天循環上的重要穴位、

關卡。原來叫周山，周天循環之

山，被撞斷後，才叫不周山。

所以個人層次理解，不周山還沒

撞斷時，人類時空與更高維時空

是相通的，人類時空之門是開放

的，可以自由出入。

根據我在個人修煉層次上的

觀察，人體與自然體是對應的，

當自然體上人類時空周天與高

層時空周天相通透時，人體相應

的大周天也是通的，人體另外更

高維度部分也是相應開啟的。這

時人類可自由出入人間與另外相

通的更高維度時空。不周山撞斷

後，人類時空與更高層時空的大

周天就斷開了，雖然女媧把高層

時空之漏補好了，但沒有恢復到

以前那樣，沒有像以前那樣把人

類時空與高層時空大周天完美對

接上，所以人體對應的大周天循

環也就休眠了，人類高維度中的

人體部分也就逐漸休眠了。

道家修煉有一個過程，得先

通人體的小周天，然後再通大周

天，才能突破人類時空。大周

天，在道家叫作子午周天，也叫

河車運轉、乾坤運轉。

這是我個人目前修煉層次上

的觀察，「河」，是指天河、銀

河系；「車」，就是搬運。河車

運轉，就是跨越銀河系大搬運，

銀河系能量大循環。通大周天到

達了一定層次後，能跳出太陽系

能量，直接導入銀河系更高層能

量，進入人體循環。

通周天時，都要舌頂上顎，

叫搭鵲橋，讓「牛郎」、「織女」

相會。牛郎、織女是銀河系兩頭

的兩顆星，被銀河系相隔離。搭

上鵲橋，就是將脈絡連上，使能

量跨越銀河系進行大運轉。對應

人體，牛郎就是督脈、屬陽，織

女為任脈、屬陰。人體口腔部分

是空的，沒有脈絡，任、督二脈

在這中斷，所以要舌頂上顎給搭

上，使能量傳送。

不周山被撞斷後，人類時空

與更高維時空的周天就斷開了，

對應人體的周天也斷開了，人類

高維度身體也隨之休眠，無法自

由出入人間。修煉能夠重新把周

天打通，與高層的時空維度對接

上，修煉通周天時，得先衝關，

得衝過那幾個關鍵、不通的關

卡，才能把周天打通，與高層時

空對接上。

《山海經》、《淮南子》等古

籍中，記載著另一棵神樹，叫

「建木」，它生長在天地的中心

位置，是連接天地的樞紐，可以

通過它上下於天地，意思是那時

人類時空與更高層時空是相通

的，地上的人可以自由出入不同

時空之中。

《尚書》、《國語》等古籍中，

記載了顓頊絕地天通的故事。那

時高維度的生命能夠隨便下到人

間，呼風喚雨，地上的凡人，

也經常會通過天地的連接，輕易

上到天上。慢慢的，地上出現人

神雜糅的情況，天地間秩序被打

亂，經常出現神魔大戰，人間被

攪得天翻地覆。像共工來人間作

亂，就差點毀滅了人類。

為了恢復人間秩序，守護人

類，給人類文明開創穩定發展的

環境，於是顓頊便令重、黎二

人，將天地徹底分開，斷絕了人

類時空與其他維度時空的連接。

通過共工撞斷不周山與顓頊

絕地天通後，人間便被隔離開

來，被特殊保護著，高層境界的

邪魔等，不再能隨便踏入人間作

亂，而是必須投胎獲取人體後，

才能以凡人方式進入人類時空。

與此同時，人類也被鎖進了最表

層的低維時空之中，直到現在。

很多上古帝王，像：伏羲

氏、女媧氏、神農氏、黃帝、顓

頊等等，都是神靈下世，傳授人

類文明的。他們不光是人間的帝

王，也同時出入著高維度時空，

在天為神、在地為聖，是同時存

在於高維度之中的。

《山海經》中記載這些上古

帝王死後埋葬在甚麼山上，也都

是位於地球其他維度之中的，不

在人間，所以人類這邊找不到，

但與人間的山是對應一體的，只

是位於其他維度部分之中。

根據我在個人修煉層次上的

觀察，傳說中的仙山蓬萊、方

丈、瀛洲等，都在地上，但不在

人間，位於地球其他維度之中。

從山東省蓬萊市入海口進入渤海

之中，如果能進入更高維度，就

能到達蓬萊仙山，也能看到扶桑

樹。蓬萊山就位於那裡的高維度

之中，如果進入不了高維度，那

麼就只能看到茫茫大海，甚麼也

沒有。

古籍中記載著一些凡人，進

入山中，或不小心跌落山洞，偶

然誤入了另一個神奇的世界、一

個美麗的世外桃源，完全不同於

人間。後來回到人間後，人間

已過去了很多很多年，等他再想

回去時，卻再找不到去的路了，

只能抱憾餘生。那是他有這個緣

分，偶然誤入了地上另外維度的

時空之中。在一些深山等特殊地

方，與另外維度的時空可能還是

有一些連繫的，但不是一般人能

進入的。

顓頊絕地天通後，結束了上

古人、神同在的時代，中華文明

慢慢步入了人文時代。隨著人類

文明越來越完善、越來越成熟，

如同子女已成長獨立，可以慢慢

離開父母的懷抱了。神跡的展現

便相應越來越少、越來越隱蔽，

但在歷史中神跡從沒消失過，直

到現在。

為甚麼周易八卦、

中醫星象、河圖洛書等

等，現在成為人類解不

開的謎？都覺得高深莫

測、晦澀難懂？而在上

古時期，這些卻是很輕

易被理解、普遍被接受

的。因為那時更高維度

是對人是開啟的，而這

些上古文化就是神傳給

人的更高維度的文化，

不跳出人類時空維度的

限制，是無法真正理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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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傳說中蓬萊仙山從蓬萊市入海口

出發，在地球的其他維度之中。

三星堆出土青銅縱目面具 (G41rn8/

wiki/cc by 4.0）

繩紋文化的土偶泥人

日本古代繩紋文化中的土偶

泥人，早在西元前 14000 年就

已興盛。這些土偶一般會塑造動

物和人，但有些卻具有巨大的誇

張的眼睛，像戴著護目鏡的太空

人一樣。

在中東地區的伊拉克，一個

歐貝德時期的考古遺址中，出土

了許多 7000 年前的俑像。這些

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中的歐貝德雕

像，有著明顯的蜥蜴人特徵：長

長的頭形，杏仁狀的眼睛，狹長

的錐形面孔和蜥蜴形的鼻子，其

中有一個雕像描繪了一個女性蜥

蜴人用母乳餵養她的蜥蜴孩子。

而蜥蜴人，被認為是外星生物的

一種。

三星堆遺址青銅縱目面具

中國的三星堆遺址，出土

了很多青銅造像，鑄造精美、

形態各異。這些青銅像既有人

類自身的形象，也有一些今天

看起來十分怪異的形象。著名

的「千里眼、順風耳」造型，

不僅體型龐大，而且眼球明顯突

出眼眶，雙耳更是極盡誇張。這

些青銅器的鑄造技術，並不歸

屬於華夏青銅器的任何一類。

所以，很多人猜測三星堆文明

也可能是「外星人的傑作和遺

蹟」。

教堂的神祕太空人浮雕

西班牙伊諾尼馬斯大教

堂，修建於西元 1102 年。在

教堂的浮雕上，除了刻著神

話中的動物和聖徒，還有一個

特殊的圖案令人震驚：一個身

著宇航服的宇航員。難道一千

年前，人類就可以征服太空了

嗎？無獨有偶。

在墨西哥高原的瑪雅古城

的廢墟裡，同樣發掘出了一

塊刻有宇航員駕駛著宇宙飛

行器圖案的石板。雖然經過了

圖案化的變形，但宇宙飛船的

進氣口、排氣管、操縱桿、腳

踏板、方向舵、天線，軟管及

各種儀表仍清晰可見。不僅如

此，1942 年，墨西哥考古學家

在墨西哥的恰帕斯腹地發現一

個早已荒廢的瑪雅人城市和一

條瑪雅人的古隧道，寬闊、筆

直的通道壁上，塗著釉面，還

有臨摹宇航員的石板畫。考古

學家認爲，它至少有 5 萬多年

的歷史。但卻是採用超高溫鑽

頭，電子射線的定向爆破等高

科技開鑿成的，還有一些人類

目前還不具備的技術。

到目前為止，UFO 是否存

在，仍然是人類爭論的話題。但

在許多古代畫作中，就已經有

UFO 出現。

美國、非洲和澳洲的一些土

在 現 有 考 古 發 現

中，有一些奇怪的文物

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在

幾千年甚至上萬年前的

藝術作品中，出現了一

些與今天人類完全不同

的形象，還有類似於現

在的宇航員、飛機、飛

碟等。

◎文：青蓮

古文物中的外星人和UFO  
畫中眾人頭

上一排排圓

形的東西，

像極了飛碟

列陣。(公有

領域 )

著洞穴壁畫裡，都有描繪飛船，

以及從飛船上下來的穿宇航服的

生物。宗教繪畫藝術裡也有相當

一部分不明飛行物。

南斯拉夫科索沃聖壇的畫

南 斯 拉 夫 科 索 沃 Visoki 

Decani Monestary 聖壇上，掛

著一幅西元 1350 年的畫，這幅

畫的畫面上，左邊和右邊，各有

一個飛行器，裡面都有人形生

物。有人猜測，這或許只是藝術

家描繪太陽和月亮的方式，但為

何要將它們畫成人駕駛飛行器的

樣子 ?
佛羅倫斯韋奇奧宮裡，有

一幅十五世紀的畫家 Domenico 
Ghirlandaio（1449 ～ 494） 所

作的畫，名爲「聖母與聖吉凡尼

諾」， 在畫的右上角可以清晰地

看到，一個人和他的狗正在仰視

空中一個圓盤狀，似乎有著強光

的物體。作者在畫的左上角，畫

了一個好像是太陽的物體，似在

表達圓盤狀發光體不是太陽。那

麼，它是甚麼？ UFO 嗎？

《The Miracle Of The 

Snow》的圖畫中的UFO

   Masolino da Panicale 繪

製 的《The Miracle Of The 
Snow》，描繪羅馬 8 月炎暑下

雪的奇景。畫中，衆人頭上一排

排圓形的東西，像極了現代人在

電影裡看到的飛碟列陣。尤其是

建築上方右邊的一個，與現代一

些關於不明飛行物的描述驚人的

相似。

如此看來，UFO 和外星人

應該不是現代才出現在地球上

的，應該在遠古時代就頻頻出

現，古人通過繪畫、石刻、泥

塑、青銅像等藝術形式，將它們

記錄下來了。

蓬
萊
仙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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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掃描 激光治療儀
3D 印模

激光治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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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 早 9 點至下午 4 點 週日休息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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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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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應診。

激光設備

治療牙周病

植牙材料使用瑞士品牌

Straumann
提供牙骨牙齦

再生手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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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餘平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接受所有保險

治療牙周病及植牙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6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本診所已完全開放，可接診

各類牙病患者。

開業啟示

接受新症及急症 彈性營業時間，接受新症及急症

403-275-4000

華語熱線

◎編輯整理：黃麗娟

謝石拆字

昔日謝石以拆字聞名天下，

宋高宗私行遇到他，舉仗在地

上畫「一」字，令他拆解。謝

石思考後道：「土上加一畫，成

王字，必非普通人。」半信半

疑間，高宗又畫一「問」字，

令他拆解；由於字形被地上的

土所阻，兩旁俱斜側飄飛，謝

石心驚道：「左看是君字，右看

是君字，必是主上。」遂俯身 
而拜。

次日，高宗在偏殿召見謝

石，寫一個「春」字，命他相

字。謝石奏道：「秦頭太重，壓

日無光。」高宗沉默不語。當時

秦檜弄權，這番說詞忤逆了秦

檜，謝石被貶到偏遠地區。途中

遇到一名女子，自稱能拆字，

謝石奇道：「世間還有如我拆字

的能人嗎？」於是寫一「謝」字

讓她拆解。女子道：「寸言中立

身，你是一名術士。」謝石又寫

一「皮」字，女子道：「石逢皮

即『破』，押運你的人姓皮。」

都說中了，謝石大驚。

謝石道：「我也能相字，

妳可以畫字讓我拆。」女子道：

「我在此，即是字，請相字。」

謝石道：「人立在山旁，即『仙』

字，妳可能是仙子吧！」那女子

笑了笑就消失了。

世上有妙術，妙術背後有妙

理，關鍵在於人心能否領會罷

了。只不過天數已定，沒有人能

夠逃脫。謝石勘破天機，然而卻

不能改變自己被權貴嫉恨的命

運。諸葛曾言「謀事在人成事在

天」，大概也是勘破此理，明知

漢室復興無望，唯有鞠躬盡瘁

了！

張乘槎相字

張乘槎擅長相字。浙江以前

有座拱北樓，王參政蒞臨浙江，

改名為來豐樓。當初揭匾額時，

請張乘槎占卜，張乘槎道：「死

了，還有甚麼可占的。」當晚，

果然傳來報喪的消息。過後詢

問當時是怎麼回事？張乘槎道：

「豐字之形，山者，墳墓所在

地；二丰者，如墓上的樹木；豆

者，乃祭祀的器物。徵兆如此，

還不死嗎？」

宋高宗、後周世宗：公有領域；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文：聖緣

世人對歷史的認知，因為只

侷限在歷史的表面，看不到深層

的因果關係，所以常常背離天

道。五代時期，周世宗柴榮一直

被認為是少有的明君，卻活不過

40 歲。從古到今，人間一直為

他的英年早逝而惜憐嘆惋，但是

以天道衡量，他是一位逆天的帝

王。兩度凶險的天象，把柴榮逆

天的大罪刻寫在了天象之上。

熒惑守太微 預示滅佛罪

太微垣，代表朝廷，熒惑

（火星）是天罰；熒惑守太微，

是天譴帝王，或帝王殞命、朝廷

顛覆的預兆。

後周世宗柴榮公元 954 年

初登基，後周顯德二年（955 年

初）出現了熒惑守太微的凶險

天象，預告柴榮將行一場彌天大

罪而遭到天譴。

當火星走完了守太微的天

象，再次犯（經過）太微垣的

時候，時間是 955 年夏 5 月，

柴榮下詔大毀佛寺，開始了全國

滅佛。境內佛法寺廟，除了有皇

帝題字的可保留外，每縣只留一

寺，其他盡毀；全國共拆寺院

30336 所，只保留 2000 餘所重

點寺院。

對於滅佛詔令，柴榮解釋

道：「佛是佛，像是像。佛連身

上的肉、眼都能施捨，砸佛像鑄

錢，佛也會同意的。如果我的身

體可用來救濟民眾，我也在所

不惜。」柴榮下令毀天下佛像鑄

錢，只要家中私藏五斤以上的銅

佛像，不上繳，即判死刑。一時

天下佛像幾滅。

鎮州（今河北石家莊正定

縣）大悲寺有一尊銅製大觀音

像極為靈驗，去砸佛像的人都折

斷手腕而死，無人敢再動。

柴榮「御駕親征」，親自上

陣用大斧子砍毀菩薩胸部，為自

己在滅佛的四年後，迎來一個極

後周世宗柴榮之死

凶險的天象。

熒惑守房 天譴逆王

許多人知道，「熒惑守心」

是歷史上最凶險、最重要的天

象，但很少聽說「熒惑守房」。

《史 記》把 熒 惑 守「心」、 守

「房」相提並論，〈天官書〉上講：

「（火）犯守房、心，王者惡之。」

天象是預言，也是歷史功

過的天道評判。滅佛的第五年，

柴榮親率大軍北伐契丹，收復幽

雲十六州。 42 天兵不血刃，連

收 3 關 3 州 17 縣，正欲奪取幽

州、登高臺觀軍之時，聽說高

臺名叫「病龍臺」，柴榮頓時無

語，跑馬下臺。當晚，柴榮得了

怪病，胸生惡瘡；出乎所有人意

料，在將士氣盛之時，柴榮竟火

速撤兵，並安排後事。此時已是

959 年夏 5 月，正是熒惑守房宿

之時。

柴榮撤兵途中，得到一塊三

尺長的木頭，上面寫著「點檢作

天子」，大驚！以為這個讖語預

示著他身邊的點檢張永德要篡

五代時期，後周皇帝

柴榮是一位少有的明君，

他勤儉治國、全面改革、

開疆擴土，卻在39歲時

暴死。柴榮為何會英年早

逝？因為他是個「逆天」

的帝王。

位。張永德是後周先主開國皇帝

郭威的女婿，柴榮是郭威的養

子，五代時期有過先帝女婿搶奪

皇位的例子，石敬瑭就是這樣建

立後晉王朝的。

柴榮一回到汴京就解除張永

德「殿前都點檢」的職務，讓自

己最忠實的大將趙匡胤取代他的

位置。柴榮以為這樣就算破掉了

「點檢作天子」的預言，沒想到

恰恰走進了預言的天網。

公元 959 年夏 6 月，熒惑

守房的凶險結束，火星犯入了心

宿（天子的天區），柴榮病危。

在火星即將離開心宿的時候，

7 月 27 日，柴榮駕崩，由幼子

即位。半年後，即公元 960 年

正月初三，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發

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取代後

周，建立宋朝。

果敢強悍卻又壯年暴死的君

主，柴榮不是唯一的例子。在他

之前的北魏拓跋燾、北周宇文

邕和唐朝李炎，也都是因為滅

佛犯下逆天大罪而落得早逝的 
下場。

後周世宗柴榮

清康熙榜眼予立（孫卓）

之父孫勷，擔任給事中職務，子

嗣艱難。

一日，在市中見一僧人以指

燃火，孫勷問他，僧人道：「我

願得一茅庵，供養大士像，在旁

坐臥誦經，足不出戶，免受托缽

◎編輯整理：乙風 之苦。此願已久，等不到願辦此

事的施主，所以在市中燃指。」

孫勷道：「我願意為你了結

此願。」遂邀請僧人入家，為他

結茅屋。居住三年後，有一天見

僧人步入後堂，孫勷正要詢問，

家僕趕上前告知夫人剛剛臨盆得

子的消息。正吃驚時，庵裡派人

通知僧人已坐化，再看那剛出生

的男嬰，一根手指上宛如有燃燒

的痕跡。男嬰取名為卓，後來考

中進士。

又一例。繁昌地區，魏康孫

進士之父，資財豐厚卻無子。一

日，有僧人登門，乞施三百緡造

橋，被拒，僧人燒去一個指頭。

乞討再三，被拒；最後僧人燒去

三個指頭，才討得，而僧人也死

了。那橋造成功後，魏翁得到一

個兒子，就是魏康孫進士，生下

來缺三指。

參 閱《池 北 偶 談 ‧ 卷

二十六》

宋高宗

謝石拆字 
破宋高宗身份

◎文：藍月

守信用是「真」，行仁義之

事，也是「真」的體現。

徐少漁是錢塘人，光緒庚寅

八月初，他向彝齋藉口一百圓銀

幣，沒有立借據，只口頭約定一

年後如數償還。

第二年八月初，徐少漁病倒

了，危在旦夕之際，躺在病榻上

的他一直喃喃自語：「還錢的時

間快到了，我如果死了怎麼辦

啊？」 其妻聽後對他說：「你借

的錢沒有借據，沒有履行約定的

必要， 你就不要愁了。」

徐少漁說：「他因為相信

我，所以才沒要借據，我怎麼能

自己不守信用呢？」於是讓妻子

將家中的一柄玉如意和兩件狐裘

守時還債病痊癒

拿去賣了，共賣了九十銀圓，又

從別人那裡借了十圓，終在約定

的日期如數償還給了彝齋。沒過

幾天，徐少漁的病痊癒了。

孫勷得子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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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刊行的《幼學瓊林》，是眾

多啟蒙教材中的佼佼者，時人有「讀了

《增廣》（《增廣賢文》）會說話，讀了《幼

學》（《幼學瓊林》）走天下。」的說法，

可見其受重視的程度。其內容上自天文神

話，下至地理人文，旁及人倫制度、治國

之道，包羅萬象，可以說是一本簡易的培

養全才的百科全書。

因其源自古人天人合一的龐大的宇宙

觀，內涵宏大、神祕悠遠，令人欲罷不

能。今天即使大人讀來都會驚歎萬分，難

以想像古代的孩子，居然能夠接受如此宏

大智慧的教育，真不愧為五千文明、泱泱

大國的神州子民。

【原文】

公輸子削木鳶，飛天至三日而不下；

張僧繇畫壁龍，點睛則雷電而飛騰。

【字詞義解釋】

(1) 公輸子：即魯班，春秋末年魯國

人，為中國古代著名的工匠。（2）木鳶

(yuān)：木鵲。鳶，老鷹。（3）張僧繇

(yáo)：南朝梁代人。為著名畫家，善畫

肖像及宗教故事，當時佛寺畫飾多出其

手。（4）點睛：畫眼睛。

【譯文參考】

公輸班削竹木製成老鷹，飛上天空三

日都還沒有落下；張僧繇在金陵安樂寺的

牆壁上畫龍，畫上眼睛之後，雷電交加，

牆上的龍破壁而出，騰空飛上天。

【讀書筆談】

這一課我們重點談談大家最熟悉的

魯班。魯班被奉為中國工匠的祖師，他

的一生非常神奇，出生時滿室生香，群

鶴雲集，晚年離世，又以修道者白日飛

升的方式得道成仙。他做出的木鳶不僅

可以飛翔，載人升空，做出的宛若真人

的機器人，可以駕車，留下了木牛流馬

的神技，而且他在歷朝歷代不斷看護後

世的弟子和工匠，到處都有他留下的神

蹟和傳說，因此被奉為「巧聖先師」，與

孔子「至聖先師」一樣，整個亞洲到處都

有他的廟宇，享用過祭拜孔子才有的最

高等級的太牢貢品。

天命相輔相成

魯班生活在春秋末年與戰國初期，與

孔子不僅同為魯國人，生活時代也大致相

同。十五歲時，他拜孔子的門人子夏的學

生端木為師，幾個月後即能融會貫通，於

是他像孔子那樣到各國遊說，希望他們尊

重周天子，放棄紛爭，但是同樣沒有成

功，於是魯班歸隱泰山。隱居了十三年，

受到高人指點，悟到天命，得傳工匠技

術，自此魯班潛心鑽研木石，證悟了很多

的妙法、工具，傳授給了弟子。

如果孔子周遊列國失敗後，悟到以教

育的方式宣揚道德教化是自己的天命，那

麼魯班則走了另一條路，他以普天下百姓

生活最需要的工藝技能，傳承做人的規矩

和準繩，並以顯神蹟、修道升天的方式啟

悟後人天道的存在。他讓世世代代的民間

百姓使用他留下的技藝和工具，在祭拜他

的同時，也懂得了敬天重德，不忘修道成

神的最終歸路，也就是以技術造福百姓，

以技術宣揚道德教化，走了與孔子相輔相

成的另外一條路。

今天工匠使用的鋸子、刨子、鏟子、

曲尺、規、矩、墨斗，磨米用的石磨、商

人用的算盤、軍事用的雲梯、戰船用的

「鉤強」等等，都是魯班發明的。在文革

前的兩千五百年以來，中國凡是有土木工

程、建房動土，都必須先祭拜魯班，以求

護佑和指點，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無不

虔誠地敬奉他為仙師。

魯班顯神跡

山西省太原市晉祠內的聖母殿，殿高

十九米，整個殿宇富麗莊重、雄偉壯觀，

但是最神奇的是，寬敞的殿內居然沒有一

根柱子。

宋朝年間，朝廷下旨要在晉祠內修建

聖母殿，殿內還要擺放四十三尊塑像，但

是逼近朝廷限期，工匠們卻想不出解決的

技術方案。突然有一天，一位白髮蒼蒼的

從前有一個小鎮，那裡的人們純樸善

良，一般很少得病，即使有點病，有二、

三家藥鋪，裡面有好心的郎中先生，開二

服中藥就解決了，所以那裡的人們過著安

寧幸福的生活。

有一天，一位出售假藥的小販兒，來

這裡開了個門面豪華的藥店，開始欺騙了

不少人。當人們回家吃了藥也不見效，甚

至還有些中毒的表現時，就回來找他，他

強作鎮定地解釋：「我的藥起效慢，請耐

心等待，一般一、二年才見效。」見他說

的真誠，從未見過世面的鄉親們也就信以

為真。也有動腦筋去想的人，原來的藥是

藥到病除，怎麼他這個藥要等那麼久呢？

有人就去問他，他有些不耐煩了：「你

不買就算了，還有別人買，最好少管閒

事。」

過了一、二年，鎮子裡的其他藥店都

被搶劫了，只剩了這家店還開著，即使不

見效，人們也不得不買他的藥，只當精神

作用吧。可是藥價越來越高，人們不得不

傾家蕩產去買他的藥，這樣下去，人們怎

麼能受得了？大家從懷疑他的藥，到證實

這傢伙不是個好人，並高度懷疑是他背地

裡勾結黑社會把其它的藥店都砸了，而自

己卻獨霸市場，賣著假藥，置鄉親們的健

康性命不顧，謀取暴利。

怎麼辦？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嘛。人們

開始逃離這個鎮子，小販發現後，急眼

了，露出真實面目，將地下黑社會成員召

集來，威脅想搬走的人：「誰敢搬出去，

就讓他家破人亡！」開始人們有點怕，後

來大家想了想說：「這回也算明白了，原

來這傢伙是個黑社會老大，靠賣假藥騙

人，咱們不走，在這地方也不會有好日子

過的，早晚得死在他手裡，不是已經被毒

死一批人了嗎？不如闖出去吧，反正沒活 

路了。」

就這樣，大家商定了一個時間，一起

往外逃，人多勢眾，量他不敢如何。他們

衝到鎮子口時，出來一些打手，擋住了去

路，當打手們一看幾乎全鎮的人都出來

了，感到寡不抵眾，便火速回去送信兒。

這下小販瘋了，自己拿起一支槍就扣扳

機，結果不小心，子彈擊中了彈藥庫，只

聽一陣爆炸聲，火光沖天，小販所經營的

藥店及所有隱藏在地下的武器都燒了個精

光，他自己也化成了灰燼。

人們歡呼跳躍，返回了自己的家

園，那些被趕走的郎中先生們又回來

了，從此鎮裡的人們又過上了平安幸福

的生活。

當人們明白了小販原來是個騙子的時

候，小販真的瘋狂了，醜態百出，自食惡

果。不要怕壞人如何行惡，父老鄉親們離

遠點兒，等著看最後一場戲吧！

戰國時期，魏文侯想挑選一名宰相，

現成的人選有兩個： 一個是魏成，一個

是翟璜。他一時拿不定主意，就請大將軍

李克，一起來商量，共同研究，選定出一

個來。

魏文侯把自己的難處說了一番。李克

說： 「下屬不參與尊上的事，外人不過問

內眷的事。臣子我在朝外任職，不敢妄議

朝政。」

魏文侯一再請求他說，李克這才講了

判斷人格的五條原則，即道：「平時，看

他所親近的；富貴時，看他所效法的；顯

赫時，看他所推薦的；窮困時，看他所不

做的；貧賤時，看他所不取的。這五條，

就足以判斷人格的高低了。」

李克並沒有明確地指出到底誰更合適

做宰相，魏文侯聽完李克的話後，沉思了

片刻，說道：「先生請回府去休息吧，我

的宰相，已經選定了。」

李克在回去的路上，碰到翟璜。翟

璜問他：「國君對宰相的人選，確定了沒

有？」李克說：「是魏成。」

翟璜一聽，立刻變了臉色，憤憤地

說：「我曾經向國君推薦了五名臣將，其

中還包括你李克，我哪點比魏成差呢？」

李克慢悠悠地說：「您把我介紹給您

的國君，難道是為了結黨營私以謀求高官

顯職嗎？今天國君問我宰相的人選，我只

不過說了一番原則的話，並沒有講出其中

任何一個人。我之所以推測國君會選中魏

成為相，是因為：魏成雖是千鍾俸祿，卻

拿出十分之九，用來結交外面的賢士；以

十分之一，留作自己用。所以，使國君得

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這樣的英

才。這三個人，國君都奉為老師。而您所

舉的五個人，國君都任用為臣屬。僅這一

點，您能和魏成相比嗎？」

翟璜聽後，心裡仔細一想，感到十分

慚愧。一再向李克道歉說： 「我是個粗鄙

之人，剛才的話失禮了！我願拜您終生 
為師！」

【賞析】

翟璜、魏成、李克，這三位都不失為

君子。李克薦賢能出以公心，實為難得。

魏成將自己的大部分俸祿拿出來結交賢

士，是真正的宅心仁厚。翟璜雖有私心，

但深明大義，過而能改，亦不失為大丈

夫，他表示「我願拜您終生為師！」——

多麼鄭重，何等虔敬而感人啊！

魯班的天命
雲
梯

CNCS/WIKI/CC BY-SA

魯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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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學瓊林》筆談：

文 |劉如

老人來到了工地上，他擺弄起工地上的碎

木料，左一搭、右一搭，最後竟搭起一座

微型的殿堂模型，而且殿內竟然沒有一根

柱子，原來老人巧妙地將整座殿宇的受力

點放在了四周的廊柱和檐柱上了。

工匠們一看，這正是他們要建造的聖

母殿啊！可是，等他們回過神來再找這位

老人的時候，他已經沒了蹤影，人們恍然

大悟，這位老人正是魯班顯靈了。於是，

為了紀念化身為老人來指點匠人們、救人

危難的魯班，人們在離聖母殿不遠的地

方，又建了一座魯班廟。

這樣的傳說各地都有，多的數不勝

數。魯班的天命就是讓人們明白技術是神

傳給人的，人們必須懂得敬天、敬神和感

恩才能獲得超人的技術。

畫龍點睛

張僧繇，南朝梁代畫家，他吸收了天

竺繪畫的「凹凸花」技法，畫出的人物和

佛像，有立體感，栩栩如生。當時，梁武

帝因為思念受封在外的皇子們，便命張僧

繇為他們畫像，每個皇子都畫得傳神逼

真，見畫像如見真人。

張僧繇曾畫過〈天竺二胡僧圖〉，後

來因為戰亂的關係，畫中的二胡僧被拆散

了。唐朝時，右常侍陸堅收藏了其中一個

胡僧像。之後，陸堅病重，一夜夢見一個

胡僧告訴他：有一位離散多年的同伴，現

在洛陽李家，希望陸堅能找到他，讓他們

重新在一起，他們會用法力幫助你的。陸

堅依胡僧之言，到了洛陽李家，果真有另

一胡僧像，便買下了畫像，不久，陸堅的

病就痊癒了。

而成語「畫龍點睛」的典故，也與張

僧繇的繪畫有關。根據〈歷代名畫記〉記

載：有一年，張僧繇應金陵安樂寺住持之

請，在佛寺的牆壁上畫了四條龍，這些龍

畫得維妙維肖，令人讚歎，但是卻沒有畫

上眼睛，眾人不解，請求他把龍的眼睛點

上去。

張僧繇不肯，他說：「眼睛是精神的

所在，如果畫上眼睛，龍便有了生命，就

會騰空飛走了。」大家都不相信他的話，

一再要求他給龍點睛。張僧繇只好拿起畫

筆為其中的兩條龍點上了眼睛，才一畫

完，便雷電交加，兩條巨龍穿牆而出，駕

雲彩飛上雲霄，而另外未點睛的兩條龍，

則仍留在壁上。此後，「畫龍點睛」常用

來比喻在繪畫、寫文章、說話時，在最重

要之處加上一筆，就能點明要旨，使全篇

靈活傳神。

ADOBE STOCK

寓 言 故 事 最後一場戲
文 |智童

良禽擇木而棲 
良臣擇主而事

文 |齊整升
有一次，蔡威公（人名）忽然關起

家門來，放聲痛哭，連續哭了三天三夜，

眼睛都流出血來了。

鄰居有人聽到哭聲，覺得很奇怪，問

道：「你為甚麼哭得這麼悲痛呢 ?」蔡威

公說：「蔡國的國家快亡了，沒救了！」

鄰人問：「怎麼這麼說呢 ?」
蔡威公說：「我聽說重病將死的人，

再好的醫生都救不了；國家快滅亡了，甚

麼樣的計謀，也阻止不了。我幾次勸諫君

王，君王完全不聽，所以我知道國家快亡

了，沒救了。」鄰人聽了蔡威公的話，就

全家搬到楚國去了。

過了幾年，楚王果然出兵滅了蔡國。

此時，蔡威公的鄰人在楚軍中當上了帶兵

的小將官，鄰人見楚兵抓了很多蔡國的俘

虜，便關心地來查問：「可有以前的親戚

朋友？」無意中，卻看到蔡威公也置身在

俘虜群中。

鄰人問蔡威公：「你不是早就知道蔡

國會滅亡嗎 ? 怎麼還會落到這個下場？」

蔡威公嘆了一口氣，說：「是啊 ! 但我會

成為俘虜，也是活該的。我聽說，言詞只

是行為的奴隸，行為才是言語的主人！我

說的話，你卻能化為行動。所以今天你成

了主人，我成了奴隸。說來，這不是也很

合理嗎 ?」
「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既

然是已經知道他是邪惡、腐敗透頂的主

子，為甚麼不遠離避禍呢？」

文 |華翰

酌 古 鑒 今 三位君子 義薄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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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在加拿大孩子滿 16
歲是一個里程碑。 他 / 她將可以

擁有駕駛執照，成年啦，可以開車

啦！但 16歲的孩子車保險非常貴，

有駕照不能開車也是白搭，那麼該

怎麼辦呢？

讓您的孩子偶爾開開車

根據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

（IIHS）的數據，青少年駕駛員的

撞車事故率幾乎是 20 歲以上駕駛

員的 4 倍。所以給 16 歲的孩子直

接買車保險非常貴，而且通常也沒

有必要。其實直到他們年滿 25歲，

車保險都是很貴的。如果在這之前

他們能有良好的駕駛記錄和受保記

錄，車保險會便宜很多（網上實測

相差３～４千元／年）。

如果你們住在安省，在孩子 16
歲的時候，先要通過安省 G1 駕照

的考試。這時把孩子作為偶爾的駕

駛員加到您的汽車保險單中，通常

只會增加很少保險費。保險商會評

估新司機的風險，所以讓孩子接受

駕校的培訓是個不錯的主意。

您的孩子作為偶爾的司機，如

果您有幾輛車的話，在保單上必須

註明他 / 她可以開哪輛車。一開始

您可以讓孩子在安全的小區開到洗

車店去洗車，或做些近距離的雜

事。然後在家庭出遊中讓他們試試

身手。

孩子取得 G2 駕照，就可以獨

立開車了，只是不能上高速公路。

孩子的 G2 駕照在保險公司眼裡，

是屬於高風險類的。即使是偶爾駕

駛，一年的保費根據不同的情況可

能增加一千元左右，但還是比獨立

的便宜。如果沒有必要，建議還是

保持 G1。一旦孩子取得 G2，要立

即報告保險公司。

培養孩子 
良好的駕駛習慣

駕駛是特權，而不是權利。您

還可以藉此機會培養孩子獨立生活

能力，讓他們自己掙出增加的保險

費用。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培養他們

良好的駕駛習慣。孩子吃了罰單也

會影響父母的保費。

如果您居住在安大略省，要注

意的是，安省從 2005 年起，開始

實行 OPCF 28A。 28A 又叫做排

除駕駛員表，並非所有保險公司都

提供 28A 表。如果被排除的司機硬

要開車，則財產損失和人身傷害，

車輛損壞以及大部份事故賠償範圍

將不包括在保險內。 28A 表針對的

是高風險的駕駛員，如孩子或有不

良駕駛記錄的家庭成員，為的是降

低保費。

有些保險公司有學生折扣，別

忘記貨比三家。

【看中國訊】近年來，跨界合作似

乎已成為企業的新風尚，越來越多汽車

製造商也開始跨界和其他領域合作，連

意大利超跑品牌蘭博基尼也不例外！

日前，適逢創辦 10 週年的中國智能手

機、家電廠商小米，特別與蘭博基尼合

作推出電動卡丁車 (NinebotGoKart Pro 
Lamborghini Edition)，引起關注。

小米曾於 2018 年藉由 Ninebot 平衡

車為主軸，透過加裝套件的方式讓這輛

平衡車搖身一變成為一部電動卡丁車，

創意玩法瞬間把九號平衡車的人氣炒

高。今年它再推出更強大動力的 Pro 版，

更在細節處裝了許多賽車部件，就這樣

Ninebot Pro 從玩具車變成了一部真的能

現場競賽的成人玩具。

顧名思義，這台電動卡丁車是小

米旗下生態鏈企業

Ninebot 和 蘭 博

基尼聯名打

造的產

品，在 Ninebot Max 的基礎上加入了大

量的蘭博基尼設計元素，例如鮮黃色的身

塗裝、特製的儀表板、高包覆性的桶型座

椅，以及空氣動力學的尾翼等。其車頭與

車側還有蘭博基尼的廠徽字樣。

這台 NinebotGoKart Pro 蘭博基尼 
Edition還搭載了兩具風冷式的電動馬達，

以及 432Wh 容量的電池組，其最高時速

可達 40km/h，並且具備 25 公里的續航

里程，可在 400 米的賽道上完整行駛 62
圈。如果以一輛娛樂性質為主的電動卡

丁而言，這已經是超乎水準了。據稱，

NinebotGoKart Pro 能乘受 100 公斤的負

荷，因此大人坐上去根本不成問題！

該卡丁車搭配高抓地力前胎，以及訂

製的 TPE 運動飄移後胎，能在高速過彎

時更容易玩甩尾飄移。更值得一提的是，

它還有可模擬 V10 或 V12 引擎的彷真音

效，可模擬四種不同的引擎音效，還可透

過藍牙和手機連接，一邊飆車一邊享受音

樂，絕對能讓駕馭者開得過癮玩得開心。

Ninebot Go Kart Pro 蘭博基尼 Edition目前

僅在中國限定發售，售價為 9,999人民幣。

（蘭博基尼官網）

（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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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Camry Hybrid XLE Sedan2020 Corolla Hybrid Premium Package2020 Corolla L Sedan

加稅加稅加稅 $39,999$39,999$26,990$26,990$22,097$22,097 $44,565$29,994$23,393

以店内實物為準，價格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節
省

節
省

節
省 $4,566$4,566$3,004$3,004$1,296$1,296

2020 Highlander LE SUV

加稅

節
省

$20/ 天 , 84 月
3.49%

$43,599$43,599
$3,155$3,155

$46,754

2020 RAV4 LE SUV

加稅

節
省

$15/ 天 , 84 月
4.49%

$30,999$30,999
$2,042$2,042

$33,041
2020 Prius Prime Technology Package

加稅

節
省

（含 $2,500 政府補貼）

$36,999$36,999
$3,776

$40,775

2020 Sienna 7-Passenger V6 FWD

加稅

節
省

$15/ 天 , 84 月 
1.99%

$34,221$34,221
$4,302$4,302

$38,523

Stock: 180419

Stock: 179241Stock: 179745Stock: 180411

Stock: 180832

Stock: 179645Stock: 180869
2020 Venza Hybrid LE SUV

加稅$41,480$41,480 重新登場重新登場
本月到達本月到達

2020 RAV4 Hybrid LE SUV

加稅$35,411$35,411 $1,888$1,888 車底防鏽 + 水晶蠟 +
座椅布料保護 + 車身防鏽

送

Stock: 180355Stock: 180264

$9.5/ 天 , 84 月
2.29%

豐田紅牌日大賣
可供選擇可供選擇

終身免費換油 發動機、變速箱終身保修

4 年 /6.4 萬公里免費保養 0% 貸款利率

1 2
3 4

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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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9 日報導，迪士尼電

影《花木蘭》成本耗資 2 億美元。

迪士尼在今年 8 月 4 日宣布《花木

蘭》不會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

亞等國戲院上映，而是在線上影

音平台上架。其他沒有「迪士尼

+」服務的地區，仍將在電影院

上映。報導指出，除了拍攝成本

外，迪士尼還花費數千萬美元營

銷《花木蘭》，考慮到電影院產業

的現狀，迪士尼將很難收回投資。

《花木蘭》女主角劉亦菲支持

香港警察鎮壓反送中運動，以及

該片在片尾特別緻謝名單包括「吐

魯番公安局」等涉入新疆維吾爾

人再教育營的管理機構，顯示《花

木蘭》的拍攝地點在新疆，有美化

中國打壓維吾爾人之嫌，都讓民

眾在網路上呼籲抵制《花木蘭》。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8 日也在推特上表示，

「迪士尼公司沈迷於中國的現金，

並且會竭盡所能取悅共產黨」。

倫 敦 國 王 學 院（King』s 
College）中國專家、電影研究

教授 Chris Berry 則指出，當迪

士尼選擇新疆作為《花木蘭》的拍

攝地點時，新疆只是擁有異國風

情沙漠景觀的地區，還不涉及再

教育營和種族滅絕問題。報導則

稱，《花木蘭》已成為讓迪士尼頭

痛的電影，隨著美國總統大選將

臨、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正關

注中國的貿易和文化問題，迪士

尼可能將繼續面臨政治上的攻擊。

不過該片臺灣票房亮眼，

至今已經累積三千三百多萬

新台幣票房，是臺灣本週「新

片」冠軍，僅次於英國名導諾蘭

（Christopher Nolan）的新片《天

能》（tenet）。
不過《花木蘭》在大陸的豆瓣

電影評分比較低，7 萬多人給出

了評分，10 分滿分的情況下，平

均得分只有 4.7 分。不少大陸網

友認為，《花木蘭》對中華文化的

描述是「魔改」。電影創造了中

國功夫的「氣」，對其的闡述，

讓觀眾聯想到《星球大戰》中的

「原力」概念；電影的情節設置是

朝廷並沒強行徵兵，花木蘭爹為

了所謂的「榮耀」，一定要去，

花木蘭不得已，只能代替他爹去；

小兵因為偷偷把水倒掉就能被開

除了，那麼不想當兵的百姓是否

可以通過這個方式擺脫當兵的命

運？還有鞏俐扮演的這個女巫突

然舍生取義為花木蘭擋箭的操作

實在過於突兀等等。

《花木蘭》9 月 11 日才會在大

陸的影院正式上映，現在許多大

陸觀眾已經發表了評論，不出意

外的話，大陸觀看的是網路盜版。

【看中國訊】由名導演提姆希

爾執導，推出爆笑喜劇《阿公當

家》（War with Grandpa），將於

10 月 8 日隆重上映。

《阿公當家》包括好萊塢金

獎影帝又有「喜劇專業戶」之稱

的勞勃狄尼洛，繼《阿公歐買尬》

後，攜手「金孫」（奧克斯弗格

雷飾）共同演出，一場爺孫的搶

房大戰就此展開。

《阿公當家》故事描述彼得

（奧克斯弗格雷飾）與外公艾

德（勞勃狄尼洛飾）的感情非

常好，直到被迫讓出自己的房間

給外公住，彼得搬到了陰暗的閣

樓，讓他決心要把房間搶回來！

於是彼得和好友們設計了

一連串惡整外公的計畫，包括把

房門拆了、在床上放小動物、把

刮鬍泡沫偷換成泡沫膠等惡搞行

為，激怒了外公艾德，而慘被

當「塑膠」的外公也不是省油的

燈，他和一群老友也擬定整套的

反擊策略，一場互相攻防的祖

孫大戰，隨即展開，劇情幽默

逗趣。精彩情節宛如「超危險特

工」PK「小鬼當家」，全場足

足讓觀眾爆笑到極限。

《阿公當家》由小說《我的房

間保衛戰》改編而成，該書暢銷

全球 150 萬冊、橫掃「馬克‧吐

溫獎」、「西北太平洋圖書館協會

青少年圖書獎」、「內布拉斯加州

金索維獎」等逾十項大獎。

【看中國訊】好萊塢硬漢動作男星巨

石強森（Dwayne Johnson）9 月 3 日在

個人社群媒體 Instagram 上宣布，他和

妻子蘿倫（Lauren Hashian），及兩個女

兒接受病毒採檢均呈陽性反應，全家確

診武漢肺炎。強森在 IG 中 PO 出一則影

片，提及自己過去 2 週的近況，「這是我

們全家人遭遇最大的挑戰。」他說自己

過去受到最嚴重的傷甚至沒錢都比不上

這件事帶給他的挑戰，他表示慶幸 2 名

幼女都是輕症。

另外，日前被英媒爆料，英國前

足 球 巨 星 大 衛 ‧ 貝 克 漢 姆（David 
Beckham）及妻子維多利亞（Victoria 
Beckham），今年 3 月雙雙感染武漢肺

炎。兩人因在英美之間頻繁往返，也導

致身邊的保鑣和助理等多人病倒。確診

後，夫婦倆嚇壞了，維多莉亞更是驚慌

不已，要求全家人都要在鄉間豪宅內居

家隔離，甚至超過政府規定的兩週時

間。對此則消息，貝克漢姆和維多利亞

的發言人均未作出回應。

【看中國訊】「阿嬌」鐘

欣潼近來赴廈門拍戲，7 日

凌晨卻驚傳在下榻飯店內受

傷送醫，頭部受創，恐有破

相危機。其所屬英皇娛樂

經紀人霍汶希與閨密容祖兒

在得知消息後，緊急前往探

視，稍早在社交媒體上代阿

嬌報平安，並公開傷勢狀況。

經紀人霍汶希透露，阿

嬌上廁所時暈眩倒下，由於

頭部不小心撞到大理石台

面，造成右眼近眉骨傷口長

達 6 公分。受傷後，阿嬌立

即致電同事求助，同事到達

阿嬌房間後，見狀立即將她

送院。所幸到達醫院後及時

縫合，「由內層肌肉到表皮

總共縫了數十針。」經紀人

透露：目前阿嬌狀況平穩，

已無大礙。

霍汶希表示，為了排除

腦震盪的可能性，阿嬌也進

行腦部掃瞄等頭部檢查，目

前已轉到專科醫院，會再由

醫生做詳細檢查，而阿嬌人

目前狀態平穩，正留院休

養，感謝外界關心。

勞勃狄尼洛演出爆笑喜劇

2020年3月13日，加州好萊塢的一處《花木蘭》電影廣

告。（Getty Images）

《阿公當家》包括好萊塢金獎影帝又有「喜劇專業戶」之稱的勞勃

狄尼洛，故事讓觀眾爆笑到極限。(Getty Images)許鞍華

《花木蘭》正讓迪斯尼頭痛

貝克漢姆夫婦年初確診

【看中國訊】美國娛樂巨頭迪士尼預計其動畫改編

真人電影《花木蘭》有望成為迪士尼下 1 部票房 10 億美

元電影，但隨著《花木蘭》女主角劉亦菲表態支持香港

警察鎮壓反送中運動、武漢肺炎導致電影院關閉，以及

該電影日前被爆出在新疆拍攝，有美化中國打壓維吾爾

人之嫌，外媒《彭博》指出，《花木蘭》正讓迪士尼「感

到很頭痛」。

驚曝巨石強森全家染疫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阿公當家》祖孫搶房大戰
「頭縫數十針」恐破相「頭縫數十針」恐破相

巨石強森和妻子蘿倫參加2016年7月14日的美國佛州HBO Ballers第2季

紅地毯首映招待會。（Getty Images）

票房10億美元無望

阿嬌半夜暈眩自摔

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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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冷湯

美 食小幫手

Tapas的西班牙文原意
是「蓋子」，早年戶外用

餐蚊蟲多，餐廳在酒杯

上蓋上小盤保持衛生。

盤上放一些開胃小菜。

演變至今，Tapas已成
多彩繽紛的百變料理。

冷湯源自西班牙

南部的安達盧西

亞，番茄冷湯

是夏季必吃的

Tapas小菜。



紅色冷湯的基本

元素包含麵包、

橄欖油、大蒜和

水，以及番茄和

多種蔬果。



現代的冷湯食譜

有些不加麵包，

傳統冷湯因加了

麵包而更濃稠，

並有飽足感。



所有食材去皮、

去籽，加大蒜、

橄欖油、水，以

食物調理機粉碎

至滑順。



冷湯的調料很簡

單，鹽、胡椒、

匈牙利紅椒粉和

雪莉紅酒醋，攪

拌均勻即可。



冷湯也搭配豐盛

配菜：西班牙火

腿、小黃瓜切

片、黑橄欖碎、

新鮮香草等等。



作法

蝦剝殼，剔除腸泥；蒜去膜切片。
鍋子裡倒入橄欖油 （油量至少要
能浸潤蝦身），開小火熱油。

下蒜片，小火慢煎至金黃色，將蒜
片撥到鍋邊 （避免蒜片燒焦）。
蝦以紙巾拭乾水分，放入油鍋，
讓所有蝦都能均勻接觸到油溫。蝦

變色再翻面。

加調料，拌炒均勻即可。

這道料理因橄欖油而特別美味，

溶入大蒜香氣與鮮蝦精華的橄欖

油，風味非常迷人，老饕都知道

要拿烤麵包沾油吃。

蝦20尾、大蒜5瓣、橄欖油50c.c.。
調料：食鹽1/4小匙、煙燻紅椒粉1/4
小匙。

食材

油蒜蝦

作法

烤麵包片：麵包切片後單面抹醬，
以 170攝氏度烤 3分鐘。
烤蔬菜小菜：蔬菜洗淨擦乾，放進
預熱好的烤箱，以 200攝氏度烤約
50分鐘，中間翻面 2次。放涼後和
起司一起鋪在麵包片上。

葷類小菜：海鮮、肉類事先烹調，
切好，配生菜或香草，鋪在麵包片上。

大部分的Tapas料理，烹飪和準
備時間都不超過30分鐘，如提前
準備好食材，適當搭配，也可組

合成一頓正餐。

法式長棍麵包、起司、新鮮香草。

抹醬：橄欖油、海鹽、巴薩米克醋。

蔬菜：洋蔥、茄子、彩椒、番茄等。

海鮮肉類：烤魚、烤肉或火腿等。

食材

小菜組合 土豆蛋餅

作法

土豆去皮切丁，蒸熟瀝乾水分；洋
蔥切絲；雞蛋打均勻備用。

熱油鍋，下洋蔥，小火炒香洋蔥。
原鍋下土豆 （油量不能少），小火煎
至表面香酥。

原鍋下蛋汁，土豆與洋蔥也均布
鍋面，蓋上鍋蓋，以小火煎至底部蛋

汁凝固，直至兩面金黃。

西班牙蛋餅看似平凡，卻是最受

歡迎的國民料理，也是令很多遊

客難忘的美食。趁熱吃或當成冷

食小菜，都很美味。

小土豆 5個、洋蔥 1/2個、雞蛋 5個、
橄欖油 5大匙、鹽 1/2小匙。
鍋具：中型鍋、可以蓋住鍋子的大盤

（可幫助蛋餅翻身）。

食材

鬆軟香濃蛋

餅搭配大蒜

美乃滋，風

味更佳。

◎ 文 :陳安迪

趁著夏天尾聲，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西班牙風

味小菜，也為餐桌點綴夏日風情。

夏日
美食西班牙

A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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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常識

現代健康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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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還有許多代謝問題隱

藏其中，包括：蛋白質、電解質

的代謝等，但是糖分影響細胞與

血液的滲透壓，對身體的傷害性

很大，所以變成主要需解決的問

題。

胰島素可以使血液中的糖分

進入體內，為細胞所利用。但是

糖尿病的病人，身體細胞對胰島

素越來越不敏感，糖分無法進入

細胞，血液中的糖分就增高了。

這就產生兩個問題：一個是細胞

無法利用到營養，處於飢餓狀

態，使其生命代謝受到威脅，最

後萎縮死亡；另一個是血液滲透

壓增高，細胞會萎縮，同時導致

身體產生口渴的感覺。細胞畢竟

是活的，它會盡量維持細胞的活

力，一切保持正常，但久了之後

也是支撐不住，就不斷的凋亡，

清熱養陰 告別糖尿病

這就產生糖尿病的併發症。現在

知道血管的內皮細胞是對糖尿病

病變最易感、最受到傷害的細

胞，血管細胞凋亡，血液循環就

出了問題，更加重了身體組織末

端灌流不足，組織器官受到傷

害，導致問題產生，最常見的就

是所謂的四大病發症：視網膜病

變、腎病變、中風與心肌梗塞。

其實每個人身體都是對胰島

素敏感的，飯後血糖增高，胰島

素分泌增加，血糖進入細胞為身

體所利用；運動時肝醣轉化成血

糖，繼續為身體所利用，胰島素

濃度也在不斷的變化著，一切都

是生機勃勃的在相應調整。但是

人為甚麼會生病變得對胰島素不

敏感呢？中醫稱之為「消渴」，

初期有三多症狀，吃多、喝多、

尿也多，這在中醫的辨證上全都

是「燥熱」的症狀。糖尿病沒有

病毒、沒有細菌感染，是體內身

體陰陽失衡，燥熱過盛，導致細

有病應要早

治，病久成

形，細胞要

恢復正常較

不可能。

一般而言，糖

尿病就是血液中

的糖分過高了。

當然，糖尿病不

止是糖分太高的

問題，還有許多

代謝問題隱藏其

中。
胞失去了對胰島素的敏感性。因

此初期的時候，在三多症狀明顯

的時候，趕緊用清熱養陰的方

法，讓身體的火熱降下，糖尿病

很快就會好了。但是病久了，細

胞受傷害較深，長期代謝失衡的

細胞要恢復正常已不可能，治療

上也只能不斷的增加胰島素的

量，吃藥無效了，最後用注射

的，無論如何也要讓血糖進入細

胞，維持血液一定的滲透壓，是

非常勉強的方法，但最後仍不免

死於疾病的併發症。

有病要早治，病久成形了，

想治也治不好了。糖尿病其實就

是陰陽失衡的疾病，在初期趕緊

讓細胞對胰島素恢復敏感性，身

體細胞不要受傷得太深，是治得

好的。至於說糖尿病有多複雜，

那都是身體變差了以後的諸多表

現，一切治療都是亡羊補牢，到

最後只能讓血糖不要太高，維持

生命而已。

糖尿病在中

醫看來，就

是體內陰陽

失衡，燥熱

過盛。

運動
1.研究表明，坐的時間

越長，就越會影響壽命，因

為久坐會使人的健康狀況越

來越差，對人體的心血管和

新陳代謝功能都會有負面

影響。

2.當你坐下時，肌肉缺

乏收縮，會減少通過身體的

血液流動，從而降低生物過

程的效率。

3.每坐 1個小時，你的

預期壽命就會減少 2個小

時。研究還發現，每天坐 3

個小時以上，會造成全因死

亡原因的 3.8%。

4.每天步行 20到 25分

鐘，可能會延長 3至 7年的

壽命；每週只需 2小時的步

行，就可以降低老年人的死

亡風險。甚至已經證明，快

走能改善吸菸者和超重人群

的預期壽命。

5.為了達到最佳健康

狀態，每天坐 3小時以內，

步行 1萬到 1萬 5000步，

將氧化氮轉儲運動（Nitric 

Oxide Dump）納入日常生

活，然後再添加一個全面的

鍛鍊計畫。

（轉載自《明慧診間─容光必照》/
博大出版）

飲食
健康

多神經血管，也布滿許多重要穴

位，常作為全身疾病的遠端療

法，被稱為第二個心臟。

養生專家尤其重視腳底保健

功夫，後來衍生成腳底按摩治百

病。古今醫家均多證明，持之以

恆的足部保健，可強身輕體，延

年益壽。

❶ 泡腳：最簡易的保健是

用熱水泡腳 10 分鐘，如要袪除

疲勞，水中放點鹽；要疏通經

絡，再加點酒。也可作為按摩腳

的前置暖肌方法，亦治足跟痛。

胯、膝、踝的酸痛，可泡熱水 3

分鐘，常溫水 1 分鐘，冷熱交

替泡 10 ～ 15 分鐘。

❷ 揉摩腳：先將雙指尖搓

熱，從大拇趾往足背至踝按摩，

依次做完每一趾後，揉摩腳底，

從大拇趾的腳底開始，揉按至足

跟。

❸ 拍腳：用手掌拍足背和

腳底，還可用雙足大趾內側至內

踝下內側足跟對拍，每次至少 9
下，36 下最好。

❹ 敲足心：用足跟對敲

足心，每邊對敲 9 下，36 下最

好，可降血壓，青春期可刺激長

高；如要安神助眠，揉摩足心，

要揉搓摩至足心有熱度為止。

❺ 捏拉掐足趾：用大拇指

與食指先揉捏每一趾，捏完後將

每一指往外拔伸，然後掐每一趾

的趾尖，不但可刺激腦神經，預

防中風，亦可作為治療腳麻的復

健方法。

❻ 健走：是鍛鍊腿肌肉、

減肥、刺激腦細胞和預防老化最

好的方法，對糖尿病、高血壓患

者更是必做的運動。走 10 ～ 15
分鐘，可踮腳尖走 9 步，踮腳

跟走 9 步，平腳後退 9 步。可

減少靜脈曲張、小腿易抽筋、腳

易酸軟症狀。走路時快速前進，

雙臂擺動，緩而深的呼吸，每次

至少 20 分鐘；要減肥至少走 1
小時。流汗要擦汗，10 ～ 15 分

鐘喝溫水，並且要小口小口喝。

舉足輕重

中 醫 保 健

現 在 有 研 究 發

現，多數飲料及果

汁中的一項成分，可

能提高人們罹患糖尿

病的風險，那正是

「糖」。

的含糖飲料攝取減少，他們就會

健康得多。在 4 年的時間內，

每天喝下含 4 盎司的含糖飲料

（包括：含糖飲料和 100%果汁）

攝入量，在未來 4 年中罹患糖

尿病的風險將提高 16%。

如果參與者每天用開水、咖

啡或茶代替含糖飲料，可以將

罹患糖尿病的風險降低 2% 至

10%。

該研究的發現表明，我們喝

的每一種蘇打汽水或看似健康的

果汁，都可能增加糖尿病的風

險，果汁雖然看似健康又營養，

但應該適量飲用。

戒除含糖飲料並不容易，有

些人甚至已經到了成癮的地步，

戲稱自己得了「飲料病」。「糖」

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單只是

飲料，甜食也是，改變飲食不容

易，因此不要過度強求，循序漸

進的改變，才不會造成反效果。

練習改掉喝飲料的習慣，可

以嘗試以下做法：

❶ 糖分減量：本來喝全糖

飲料，下次喝半糖，再接下來喝

微糖，慢慢建立少糖、無糖的習

慣。

❷ 減少頻率：若習慣每天

喝 1 杯含糖飲料，先改成隔一

天喝 1 杯，逐步減少飲用。

❸ 自備開水：喝開水可促

進新陳代謝，養成攜帶水壺的習

慣，方便飲用開水，經濟又環

保，每少喝一次就多存一點錢，

好處多多。

❹ 準備替代飲品：不喜歡

喝開水時，可以準備無糖花茶、

檸檬水、紅茶或綠茶等。

❺ 嘗試改變：有時是辦公

室或身邊的親友都在喝飲料，

或是朋友盛情款待請喝飲料，

若婉拒，還是不願意一起訂購

飲料，就有些不近人情，那就

試著點無糖的茶飲，或者適當

的表示自己的飲料減量計畫，

建立少喝飲料或不喝飲料的習

慣。

有時候喝飲料是一種慰

藉，或是一種情緒上的宣洩方

式，調整好心態，慢慢改變習

慣，便可以建立良好的健康飲

食型態。

研究：多喝果汁或飲料 患糖尿病風險增
料，以及 100% 果汁量攝取的

人，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更

大。

不過根據《糖尿病護理》

（Diabetes Care）發表的調查結

果顯示，以低糖汽水或人工甜味

飲料取代含糖飲料，也無法減少

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

該項研究是第一個研究飲用

汽水的長期變化，是否與第二型

糖尿病風險相關的研究。

高糖攝取量對身體有許多方

面有害，如：加劇了肥胖的情

況、提高心臟病的發展，並顯著

的增加了第二型糖尿病的罹病

率。還有更多患上這種疾病的風

險，這會縮短壽命，並可能在以

後的生活中引發其他慢性健康問

題。

研究發現，如果參與研究者

不花時間養生，就

要花更多時間、金錢

來治病。《明慧診間》

從針灸、用藥、飲食起

居注意事項和保健方

法，引領大家認識中

醫診療的觀念與方法。

「要訂飲料嗎？」中午時間

辦公室已經不是只有訂午餐，喝

飲料似乎也成為不少人生活中的

習慣，有時候不是因為口渴，只

是用喝飲料當做一種慰勞。要注

意的是，一項新的研究指出，每

天只要少喝「含糖飲料」，便可

降低 2 ～ 10% 罹患糖尿病的風

險。

研究人員發現，增加含糖飲

足踝至趾，是足三陽

經、足三陰經的起始點，布滿許
養生專家尤其重視腳底保健功夫。

◎  綜合編譯：林澄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 師 講 堂  醫 師 講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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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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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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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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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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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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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實木家具中比較常見的木材有桃花心

木、白樺木、柚木、橡木等。實木的物理

特性及色澤能成功將居家環境裝點出自然

樸實與和諧純淨，如詩意般點綴生活每個

角落。

喜歡極簡風格的人，不妨在家裡擺放

一張實木桌子，在桌子簡約線條下，讓您

的生活風格增添清新感。市面上的實木家

具上百種，讓人眼花缭乱，以下提供給大

家如何挑選適合自己的實木家具方法，讓

大家在購買時，不再手足無措。

實木與原木的差異

實木其實就是原木裁切加工的木材，

原木始於加工前的狀態。經由原木去枝、

乾燥過程，木材仍稱為原木，再經過表面

拋光處理，才能稱為實木。市面上常看到

的家具作品，就是以實木製作而成的，也

表示實木能完成高度創作與操作。

實木家具的種類

1. 全實木 : 以天然原木製作而成，由

於環保問題，有許多大型木材取得不易，

造成部分木材價格高漲。在製作過程中，

由師傅判定木材的自然生長形狀來製作，

為保護實木的原生型態會採用傳統榫接技

法取代五金方式來製成家具，由於工藝部

分較為複雜，可以讓家具的壽命長達百

年，非常有價值性。

2. 實木貼皮 : 外層採用價格較高的實

木板材，內層則是加入較差的木種 : 如木

心板、纖維板或是塑化板。實木貼皮的家

具結構力與承重力若是都在標準內，也能

是經濟又實惠的選擇。

3. 集層 : 取用實木與其他木種剩下的

木材，用黏著劑黏合拼接製成。在一定時

間會產生脫膠問題，但是，物理特性較為

穩定。

常見木材的種類

1.松木
松木的材質有著清純亮麗的色澤，紋

理清晰美觀及獨特香氣。導熱性能好又好

保養，常製作成兒童家具。然而木質鬆

軟，承重力較不足，容易變形。

2.橡膠木
橡膠木主要來自於泰國、馬來西亞等

東南亞國家，木材結構粗且硬，是用途廣

泛的輕質硬木實木之一，其生長周期短為

環保木材。特點為價格親民、保養容易、

紋理優美。

3.杉木
杉木的木種繁多，它有著獨特木質香

味，又含有木醇，由於兩大特點，廣受歡

迎。木質軟硬適中，乾燥後不易變形與彎

曲，也容易上色，缺點為色澤淺要經常性

保養，並且避免放在高溫環境與陽光直

射。

4.栓木
主要產地為加拿大及美國北部，邊材

色澤為淺白色調，心材為褐色，所以又稱

為白蠟木。物理特性穩定，不易變形，廣

泛用於家具與地板材料上。別稱為水曲

柳，有著明顯的水波橫向紋路。

5.榆木
「北榆南櫸」的「榆」指的就是榆木，

其質地堅韌有彈性，適合藝術雕刻。有著

紋理清晰、木紋粗曠、環保的特點。

6.梧桐木
美術社賣的飛機木就是來自於梧桐

木，抗腐能力非常好，木質鬆軟易加工，

適合用於裝飾面料。由於梧桐木毛細孔

大，面對潮濕天氣或是高溫氣候易產生發

霉或變色情形，選購時須注意。

7.柚木
柚木稱為萬木之王，高等級的柚木家

具表面油脂豐富，本身帶有柚質芬芳，能

舒緩情緒助眠，紋理細緻優美，含油量

高，時間越久越光滑。物理特性極佳，木

質堅硬，防蟲蛀蝕、耐水及耐火性強，被

視為等級高的木材。

8.白橡木
橡木不等於橡膠木。橡木的木質較為

堅硬且耐用，屬於高級木材之一。邊材為

淺色，心材為淺棕色至深褐色，色澤較為

純淨。橡木紋理為直紋狀，被廣泛製作成

大型家具或是結構材。此木材用於各種染

色處理都有極佳表現。

如何分辨真假實木

1.檢查紋路
先觀察是否有木節，天然實木的紋路

有著自然不規則狀，線條的顏色、深淺及

間隔也都有著不同的表現。仿製的實木則

容易有從頭到尾在色澤上都有一致的現

象。

2.線條的延伸
天然實木的木紋會延伸至側邊，有著

一連貫的生長線條。

3.有無氣孔
天然實木會有氣孔，用手觸摸會感受

到木材的紋理有著凹凸不平感，若家具有

著明顯凹洞更可證明它是實木。

正確挑選實木家具
文|黃詩錚

您可能常聽到實木或是原木等名詞，但是不清楚兩者的差異。這回將帶您進入實木世界，瞭解它的廣

大。家具能呈現居家生活的質感與品味，在實木的原始自然風貌中，能讓現代家居擁有獨特魅力。

 採用榫接技術製
成的全實木家具

 實木貼皮的家具
經濟又實惠的選擇

 由剩下的實木邊
角餘料，黏合拼接

製成的膠合板

具有中國
傳統特色的

榆木家具。

白橡木家
具木質堅硬

且耐用。

高等級的
柚木家具越

用越光滑。

 



榆木質地
堅韌有彈
性，適合
雕刻。

 松木紋理

 杉木紋理

 橡膠木的 
紋理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https://higgertylaw.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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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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968-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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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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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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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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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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的症狀和季

節性流感等疾病非常相似，這使人們普遍

感到沮喪。隨著流感季節的到來，如何判

斷發燒是流感還是 COVID-19 造成的？

美國南加州大學通過研究，新進發現

了 COVID-19 的症狀往往以一定的順序

發生。這可以幫助人們知道咳嗽是否只是

咳嗽而已，或者是更糟糕的狀況。

根據這項研究的結果，COVID-19
病毒患者可能出現的症狀順序如下：

1. 發燒

2. 咳嗽和肌肉酸痛

3. 噁心或者嘔吐

4. 腹瀉

紐約急診醫生格萊特表示：「季節性

流感更常見的是在發燒前出現咳嗽，但在

現實中很難辨別，因為流感會突然出現三

種症狀：背痛、寒戰和乾咳。」

根據研究，雖然流感以咳嗽開始，但

COVID-19 的首發症狀是發燒。

COVID-19首發症狀不一
但是有經驗的一線專家也強調，

COVID-19 病毒症狀的發展順序並非那

麼一致。

格萊特醫生分享了他

治療患者的經驗，他說：

「儘管一般來說發燒是

COVID-19 最 常 見 的

初始症狀，但是事實上

有些患者只表現為味

覺或者嗅覺的喪失，

而其他方面感覺良

好。我也見過患者

出現病毒特有的

腳趾類似凍瘡的

症狀。」

「還有的患者

出現乏力、頭痛

和頭暈，這類似

於中風的症狀，但是沒有發燒、咳嗽和任

何呼吸道症狀。」

「我也見過患者只出現胸痛，沒有任

何呼吸道症狀，」他說。

格萊特醫生表示，突然失去味覺和

嗅覺，像凍瘡這樣的皮膚炎症反應，

可能是重要的臨床線索，可能會將

COVID-19 和季節性流感區分開

來。

瞭解首發症狀不僅有助於

患者更早尋求檢測，而且幫助

患者盡快與他人在身體

和社交上保持距離，

這樣就可能阻止疾病

的傳播。這對一個

比流感傳播性高兩

到三倍的、容易在

人群中造成密集爆

發的病毒來說，是

相當有意義的。

警惕雙重病毒大流行

格萊特醫生還警告說，季節性流感會

使 COVID-19 複雜化，也就是病毒的雙

重流行。人們可能同時患有季節性流感和

COVID-19，可能使今年秋季的發病率和

死亡率急劇上升。這使快速檢測比以往任

何時候都更重要。

病毒的雙重流行可能是毀滅性的，兩

種病毒今年秋天的碰撞可能給疫情帶來指

數性的惡化。格蘭特醫生建議，在秋季來

臨之際，我們需要繼續戴上口罩，保持物

理距離和手部衛生，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

問題。

儘管 COVID-19 目前首發症狀非常

寬泛，但是這個研究的結果仍然對醫療人

員提供了有用的指南，這些信息可以幫助

區分 COVID-19 和單純的流感患者，幫

助 COVID-19 患者更早地尋求治療和自

我隔離。

COVID-19發病症狀的順序和流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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