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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首相對華態度如何？
Japan’s New Prime Minister
What’s On His Mind?

A9中國古代服飾如何顯示等級
How Ancient Chinese Clothing
Indicated Rank

美宣佈派副國務卿
訪問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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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澤塔」
絕密行動B6雙語報導

English or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日前，美國駐華大使布

蘭斯塔德的突然辭職令中

方措手不及，事件轟動性不

亞於7月份美國關閉休斯頓

中領館。備受關注的是，美

國對駐華大使的接任人選

絲毫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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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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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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評論認為，在美中關係

空前緊張的時刻，美駐華大使

卸任，將成為兩國外交史上影

響局勢走向的關鍵事件。如果

川普政府沒有委任新大使的

話，駐華使館現任的最高級

別官員是使團的副團長傅德

恩 (Robert Forden)， 公 使 級

參贊。這將造成中美外交由大

使級降為公使級的事實。結合

美國國務次卿克拉齊（Keith 
Krach）9 月 17 號訪問臺灣的

安排，美大使閃辭的舉動，耐

人尋味。

美大使辭職中方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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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偷報 違者送官究治
No Theft or Vandalism
Offenders Will Be 
Brought To Justice

  The sudden resignation of U.S. 
Ambassador to China Terry Brans-
tad caught China unawares. It is of 
great concern that the U.S. has not 
yet made any mention of a succes-
sor to the ambassador. Some com-
mentators believe that at a time of 
unprecedented tensions between 
US-China relations, the resignation 
of the US ambassador to China will 
be a key event that will affect the 
direc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
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 Sept. 14,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issued a statement confirm-
ing that Ambassador Branstad will 
step down from his post in early 
October, and will leave Beijing to 
return to Iowa. Upon his return, he 
will campaign for Trump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Branstad’s resignation was not 
known to China in advance. On Sep-
tember 14th, a Chinese foreign min-
istry spokesperson said, “We have 
taken note of relevant tweets re-
leased by the U.S. side, but we have 
not yet received notice of Branstad’s 
stepping down at this time.”
  Branstad has extensive experi-
ence when it comes to China. He 
has visited China several times. He 
is known to Xi as “an old friend,” 
In 1983, Iowa and Hebei Province 
were promoted to become sister 
states; in 1985, a corn processing 
delegation from Hebei Province, as 
well as, Xi Jinping was received in 
Iowa.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Donald Lee

9 月 14 日，美國駐華使館

發表聲明，確認了駐華大使布

蘭斯塔德將於 10 月初卸任，離

開北京，回到美國愛荷華州。

返回該州後，他將為川普和共

和黨助選。布蘭斯塔德大使於

2017 年 6 月 27 日上任，在大

使任內的時間近 3 年半。

布蘭斯塔德的辭職，中方

提前並未提前獲知，9 月 14 日

當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

「注意到美方發布的有關推文，

但現時尚未收到布蘭斯塔德卸

美大使閃辭美大使閃辭
意味深長意味深長
U.S. AMBASSADOR’S RESIGNATION U.S. AMBASSADOR’S RESIGNATION 
HAS PROFOUND MEANINGHAS PROFOUND MEANING

任的通知」。

習布友誼近40年
布蘭斯塔德對華經驗豐富，

曾數次訪問中國。他被習近平稱

為「老朋友」。 1983 年時推動

愛荷華州與河北省結成姐妹州

省；1985 年在愛荷華州接待了

習近平在內的河北省玉米加工考

察團。 2012 年，習近平再度訪

問愛荷華州，布蘭斯塔德設晚宴

招待，兩人都對農業有濃厚興

趣，因此結下友誼。（下轉 A2）

布蘭斯塔德（Getty Images）

https://yangshihomes.com
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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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京達成突破的 
希望落空

（接 A1）布蘭斯塔德是川

普 2016 年競選總統早期重要

的支持者。 2016 年 12 月，布

蘭斯塔德接受川普提名，成為

美國駐華大使，他在 2017 年

夏天抵達北京。

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

任 夏 偉（Orville Schell） 表

示，「布蘭斯塔德去北京就任大

使是帶著希望去的，甚至川普

總統也希望，他們能跟北京達

成某種突破。布蘭斯塔德確實

是很好的人選，因為他認識習

近平。但是一切都沒有成功，

這完完全全是被惡化的雙邊關

係所破壞的。」夏偉說，布蘭斯

塔德卸任是美國對華「接觸政策

已死的又一跡象」。

美大使心繫中美人民

布蘭斯塔德在任期間，成功

減少了從中國流入美國的毒品芬

太尼的量。中方於 2018 年同意

將芬太尼及其所有衍生物作為管

控物質進行監管，這挽了救成千

上萬美國人的生命。布蘭斯塔德

在促成美中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

議上也有突出貢獻。

在職期間，他到訪了中國

26 個省和自治區，若不是武漢

肺炎病毒爆發，他本可以遍訪中

國所有的省份和自治區。由於大

流行病造成的旅行限制，使館工

作人員已所剩無幾。

布大使文章被中方拒發 
望與中國人民自由交往

布蘭斯塔德離職前，他的

一篇署名文章《基於對等重置關

係》被《人民日報》拒絕發表。

布蘭斯塔德在這篇文章中

稱，中美兩國自接觸以來，美國

「取得的進展少之有少」。

「多年以來，中國領導層

呼籲我們專注於合作的領域，

同時擱置我們的分歧。而這些

年來，美國同意了這種處理方

式，期望隨著時間的推移，我

們也會著手解決我們的關切。

但是中國領導層利用了這種處

理方式。中國領導層常常堅持

要求我們對分歧避而不談，以

此作為接觸的前提。有時，中

國領導層做出了承諾要著手解

決我們的關切，但卻未能跟進

行動。結果就是我們的關係帶

來的對美國人民重要的結果越

來越少。」

在文章中，布大使表達

了美方希望與中方「有真正對

等和真正平衡的關係」，美方

「能享有與中國人民交往的自

由」的願望。

布大使微博文章 
再次被刪

《基於對等重置關係》被拒

刊登後，《人民日報》指責說文

章內容「漏洞百出」。隨後，布

大使領導的美國駐華使館，在微

博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虛偽的

宣傳系統》，文中說「中國未經

選舉的政黨精英多麼害怕他們自

己的人民有自由思想，害怕自由

世界對中國內部治理做法的評

判」，這篇文章隨即也被大陸微

博刪除。

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聲明稱，在我們充滿活

力和充滿信心的民主制度中，

中國政府官員享有直接與美國

人民對話的權力，並通過我們

的自由媒體表達政府的觀點，

「今年，僅中國駐美大使崔天

凱就在《華盛頓郵報》和《政治》

等美國著名新聞媒體上發表五

篇專欄文章，並接受 CNN 和

CBS 等的獨家專訪。」

北京不得不跳的坑

自媒體人文昭分析，雖然中

國媒體有選擇刊登與否的權力，

但邦交國大使，就目前非常重要

的問題投稿、希望和所在國的民

眾有直接的交流，基於外交禮

節，一般媒體會給予發表的機

會。中國大使的觀點儘管不符合

美國人的價值觀，但也擁有在西

方主流媒體發表的機會。

但中共的媒體及其管轄的

微信與微博，對本國人民獲得

資訊的恐懼超出了遵守邦交禮

儀的理智；美國也藉機向國民

和世界展示了兩種制度在言論

自由方面嚴重的不對等。

美國此番操作，說明美國

政府越來越瞭解中共內部系統

的運作。

美中關係何去何從

美國國務院一位高級官員

稱：「中國政府在很多方面把路

都堵絕了，實際上中國對美國

在華外交的存在它已經限制了

很多，所以，大使待不待在那

裡基本上已經無所謂了。」

評論認為，美國總統大選

臨近，明年春，美國新任總統

就職前恐怕不會派駐中國大

使。這樣一來，美中關係將暫

時變成副大使級別，或者是更

低的代辦級別。

更尷尬的是，駐美大使崔天

凱的去向。在美中交鋒中，若中

方也召回駐美大使，沒有了大使

的美中關係，意味著什麼呢？

  
  In 2012, when Xi visited Iowa 
again, Branstad hosted a dinner re-
ception for Xi. Both of them had a 
keen interest in agriculture, and thus 
formed a friendship. 
  Orville Schell, director of the Cen-
ter for 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Asia Society, said, “Branstad went 
to Beijing as an ambassador with 
hope. President Trump had hoped 
that he can make a breakthrough 
with Beijing. Branstad is a good 
candidate because he knows Xi Jin-
ping, but none of that worked out. 
This was a result of the deteriorating 
bilateral relations.”
  Prior to Branstad’s departure, an 
op-ed he wrote, “Reseting the Re-
lationship Based on Reciprocity” 
was denied publication by People’s 
Daily.
  In the article, Ambassador Brans-
tad’s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a “more 
balanced and reciprocal” relation-
ship with China and “Only then will 
I enjoy freedoms to engage the Chi-
nese people”
  People’s Daily accused the article 
“Reseting the Relationship Based 
on Reciprocity” of being “full of 
inaccuracies”. After the article was 
rejected for publication, Ambassa-
dor Branstad post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Hypocritical 
Propaganda System” on China’s 
Weibo. However, the article was im-
mediately deleted
  Following the incident,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commented, 
“This year alone, China’s ambas-
sador to the U.S., Cui Tiankai, has 
published five op-eds in leading 
U.S. news outlets, including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Politico, and 
has given exclusive interviews to 
CNN and CBS.”
  Some commentators believe that 
with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pproaching, there is fear that the 
next US president may not send an 
ambassador to China until he is in-
augurated in the spring. As a result, 
U.S.-China relations will temporar-
ily be at the level of deputy ambas-
sador, or lower, at the level of chargé 
d’affaires.
  Cui Tiankai’s future as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is uncertain. If 
in a retaliation, China recalls its am-
bassador,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e 
without ambassadors. What would 
become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n?

美大使閃辭 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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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庫完成西北 Panorama Hills  �屋豪�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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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獨立�層屋 2317 呎 , 建於 2011 年 . �院向南光
猛開陽 , �屋舖高�意大利�口 20�x20� �磚 , 
主層 9 呎高�� , �大廚���石檯面 , 不�鋼
家� (JENN-AIR) 煮⻝�爐 , �大 3 ��,2.5 浴
廁 , 主人�套廁� 6 件裝
�套 , �大車��暖�� $609,900$639,900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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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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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1 浴 廁 柏 文 � � 4 7 0 呎 ,  � � 景 ,  
建 於 2 0 0 5 年 ,  開 放 式 設 計 ,  9 呎 高 �
� ,  � � 一 � ,  包 一 � 下 停 車 位 ,  � �
大 學 � 學 校 � � � � � 場  �  C - T r a i n
� � 車 站 �

2 �� 1 浴廁柏文�� 705 呎,單位向西 , 光
猛開陽 , ��一� , 較��合�� , 較�油漆 , 
��理費 $350, 包暖��水 , ��中�街��
書��游泳��3 間學校� Superstore, 交�方
便 , �車可直�市中
心�大學��場�$279,900 $235,000 $168,800

西南 Bridlewood  面向����� 西北 Varsity   面對卡城大學 西北 Huntington Hills �點一�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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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街 Chinatown  ⾹港��

獨立�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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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層屋 2285 呎 , 建於 2004 年 , �屋大
量裝� , �屋一樣 , 主層�實木��磚�� , 
客���層高���壁爐 , �上 4 ��設計 , 
主人�套廁� 5 件裝�套 , 較�完成土庫 , 
���� �1 ���
書���廁 � 

平�式孖屋 (Duplex)898 呎 + 土庫�部完成
838 呎 ( �門出� R_C2 �段,可�租 ), 較
�屋頂 (2018), 較��户 , 光猛向南 , 主層�
實木���拱形天� , 2+2 ��,2 �廁 , 2
廚� , �大雙車��

獨 立� 層屋 1579 呎 , 土 庫 � 部 完 成 , �
院 向東 , 光 猛 開 陽 , � �屋 頂 , 客� � 2
層高� � � 壁 爐 ,3+2 ��,3.5 浴廁 , 土
庫完成�客� �2 ����廁 , 步行 5 �
鐘到小學���
��車站� 

$549,900 $525,000 $419,900

$389,900

西北  Hamptons  �校� 西北 Evanston 步行 1 �鐘至學校 西南 Windsor Park 步行 3 �鐘到 Chinook

西北 Citadel 投��品 , �學校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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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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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日

�碼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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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圖為2017年9月30日習近平與當年7月上任的布大使在人民大會堂會面。（Getty Images）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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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冬梅綜合報導】加拿大聯邦

議會加中關係委員會在本屆議會會期終止

前舉行了為期幾個星期的聽證會，多位專

家和專業人士在聽證會上表示：中共在用

各種手段獲取加拿大的高科技成果。加拿

大情報專家們認為，加拿大已被中共當局

視為容易利用的對象。

美國川普政府不斷加強保障本國高科

技核心技術不被竊取，採用的措施包括拘

捕涉嫌為中國竊取美國高科技機密的學

者、取消美國大專院校中有中國軍方背景

的留學生，以及取消中國研究人員簽證

等。加拿大的安全專家們呼籲加拿大的大

專院校也應該採取措施限制中國學者和留

學生接觸加拿大的高科技機密。

加拿大媒體 CBC 在 9月15日發表了

一篇文章，披露了加拿大的研究型大學如

何成了中共當局青睞的對象，以及加拿大

政府在保護國家安全方面如何做得不夠。

前加拿大國家安全情報局局長法登

（Richard Fadden）曾經公開警告過中國

在加拿大的間諜活動，他認為在美國採用

強力措施封堵中國學生和學者竊取美國高

科技成果問題的情況下，如果加拿大不採

取類似的措施，加拿大將會成為中國科技

間諜活動的主要目標。

法登表示，不能說所有來加拿大的中

國學生都在為中共政府的國家安全部門工

作，但是，中共政權在獲取其他國家的知

識產權和技術祕密方面，確實是最活躍、

最激進的行動者。

加拿大 15 所主要研究型大學的主

管，與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官員一直保持聯

繫，包括定期討論與中國同行的合作問

題。在武漢肺炎疫情之前加拿大有 14 萬

中國大陸留學生。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

所 2018 年發表的研究報告說，國際學者

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下屬機構的科研人員合

作發表的科研論文中，澳大利亞大學和新

加坡大學佔的數量最多，而加拿大滑鐵盧

大學佔了第 4 位、麥吉爾大學排名第 9、
多倫多大學排名第 10。

滑鐵盧大學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

在計算機技術和人工智慧等領域馳名世

界。滑鐵盧大學負責科研的副校長迪恩

（Charmaine Dean）說，滑鐵盧大學在人

工智慧和機器人領域走在世界前沿，其名

聲吸引了中國科研人員要求合作研究的興

趣；本地的研究人員也希望與世界各地的

人才合作。滑鐵盧大學的科研人員在選擇

研究課題和科研夥伴時考慮的不是國際政

治因素，而是這種科研合作是否能夠取得

領先世界的科研成果。

迪恩稱，在疫情之前，她與情報局官

員每月都有互動。大學對聯邦政府給予指

導持開放態度，但是，關於與中國學者合

作的問題，她沒收到過「任何具體或一般

性的指導」。

長期研究加拿大與中國科學技術合

作問題的渥太華大學研究員麥凱格 - 約
翰 斯 頓（Margaret McCuaig-Johnston）

指出，2017 年加拿大和中國科研人員合

作發表的軍事科技領域的科研論文有 84
篇，雙方合作進行研究但沒有發表科研論

文的研究項目就更多了。「他們（中共）

正在人工智慧、生物技術、先進材料、量

子計算等方面，尋求加拿大的幫助。」她

說，這些領域可以幫助中共的軍隊，以

及經濟的其它方面。麥凱格 - 約翰斯頓認

為，如果加拿大在這些領域與中方合作，

加拿大的研究（包括政府資助的研究）

成果，可能會直接落到中共軍隊手中。

麥凱格 - 約翰斯頓說，她曾與一些科

學家談論過這些問題，這些科學家回應：

「我已經和這些研究人員做了20年朋友，

他們不會做那種事情。」但是在中國，研

究人員被要求與軍隊合作。

法登認為，如果加拿大的大學不能

自己採取行動，政府應該封鎖某些研究

領域，而不是去審查成千上萬的人。他

表示，大約有 10 個研究領域涉及國家安

全，比如光學研究對維持北約的技術優

勢，就具有很高的價值。加拿大政府可

以直接告訴來自中國的研究者或學習者：

『你不能在這些領域學習，你不能在這些

領域投資，你不能在這些領域採購。」

「中國人會生氣嗎？絕對會。」法登

說，「但是，他們（中共政府）也不允許

我們在中國做任何這些事。所以，對等是

一條國際關係的重要原則。」

應阻止中共獲得高科技機密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藝術樓（Paul Lowry / WikiPedia / CC BY 2.0）

已 經 為 您
準備好了！

在線觀看樣板屋

在線觀看樣板屋
現已開通

趕快行動 — 最後一期正在發售 !

鎮  屋
起   價

雙拼屋
起   價

後置車庫獨立屋

起   價

前置車庫獨立屋

起   價

專家：加國大學

【看中國訊】卡城市議員傑羅米．法

卡斯（Jeromy Farkas）宣布他打算在卡

爾加里 2021 年市政選舉中競選市長。法

卡斯是第一個宣布參選下次市長競選的候

選人，卡城市長選舉將於 2021 年 10 月

18 日舉行。

法卡斯目前為卡成第 11 選區的市議

員，他於 2017年首次當選，時年 31歲，

為市議會最年輕的成員之一。法卡斯的競

選口號是：「負責任的開支、透明和機會」

在 9月 15 日臉書上發布的視頻中，

法卡斯說 :「我看到我們的城市在缺乏機

會的情況下掙扎，但是卡爾加里人直面這

些艱難的時刻，他們拒絕在逆境中屈服或

放棄。」法卡斯講述了他是如何努力幫助

居民在現已拆除的中場拖車公園獲得更多

賠償的。他說，他將繼續努力，為市區注

射毒品場所附近的企業提供巨大的安全保

障，並將繼續努力保護警察和消防等核心

服務。他談到的其他議題包括，他推動了

將耗資 50 億元的綠線輕軌項目的完整計

畫呈現給納稅人批准，以及他促請議會動

用儲備金為納稅人提供疫情期間的救濟。

法卡斯是地道的卡城人，在這裡出生

並長大，他畢業於卡爾加里大學。

卡 城 的 現 任 市 長 南 施（Naheed 
Nenshi）尚未表示是否會尋求連任。卡

城歷史上的大多數市長都曾任職 10 年，

其中安德魯 • 戴維森（Andrew Davison）
在 1930 年至 1945 年之間擔任了 15 年

市長。南施本屆任期結束就將已經任職了

10 年。

市議員法卡斯宣布參選下任市長

https://evanston.qualicocommunitiescalg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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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據加拿大 CBC 援引消息

人士稱，加拿大政府打算將美加邊境非必

要旅行禁令再延長30天，至10月21日。

該消息人士稱，加美邊境還可能關閉

更長時間，加國政府只有在看到美國有效

地控制了肺炎疫情之後，才會考慮解禁。

加美兩國邊境的非必要旅行禁令已實

行數月，如再延期，將是第 6 次。

但加美兩國經貿往來仍不受影響，在

加美跨境生活和工作的醫護人員過境往來

也不受限制。

截至目前美國纍計確診的武漢肺炎病

例已經超過 664 萬例，致死人數近 20 萬

人，每日新增確診病例 3 萬多例。

截至目前，加拿大全國纍計確診病例

13974 例，死亡 9193 例。其中亞省纍計

確診 16128 例，死亡 254 例。目前亞省

活動病例 1491 例，其中：卡成 540 例，

埃德蒙頓 650 例。

加美兩國就避免武漢肺炎病毒傳播達

成協議。自今年 3 月份，美加邊境對所

有非必要交通關閉。

【看 中 國 訊】 受 武 漢 肺 炎

（COVID-19）疫情影響，加拿大移民及

留學人數持續下降，已經影響到多倫多及

溫哥華兩大移民城市的房價。

《溫哥華太陽報》報導，近幾個月

來，多倫多及溫哥華兩地平均房屋月租已

跌 8%。去年兩地總共有至少 64.2 萬留

學生租房，今年因疫情人去樓空，被迫掛

牌出售的投資物業數量創歷史紀錄。

Zoocasa 地產經紀網站數據顯示，大

多倫多（大多）區今年掛牌招租共管公

寓數量比去年猛增 45%，在高校學院集

中的市中心，公寓招租量更是飆升80%。

Rental.ca 網站數據顯示，大溫哥華

（大溫）區今年房租比去年跌 8%，共管

公寓新增 35%，其中許多過去出租的單

元，如今都掛牌求售，這一數據估計高達

近 3,000 套，創過去 5 年最高。

數據顯示，大溫和大多目前平均月租

均為 2,239 元，滿地可為 1,709 元。

地 產 分 析 師 龐 瓦 斯（Stephen 
Punwasi）表示，渥京建議留學生推遲求

學計劃，秋季開學時許多留學生估計不大

可能繼續租房求學，沒有這些客源，全國

估計有成千上萬的出租房空置。

疫情爆發後，今年 2 季度留學生簽

證簽發量同比大跌 40%，其中卑詩這一

跌幅高達 38%。龐瓦斯說，留學生通常

租房，但越來越多留學生開始買房。留學

生數量下降，導致租客有更多選擇。

夏季疫情穩定後，兩地房屋銷量雖因

此前疫情需求積壓而出現爆發性增長，但

房價沒見大漲。近日幾大銀行和加拿大房

貸與住房公司（CMHC）均警告，邊境

限制措施延長，加上旅行染疫風險擔憂和

全球經濟下行，未來移民人口估計會銳

減，未來 12 個月房價可能因此大跌。

RBC 銀行則警告，今年留學生數量

銳減近半，移民人口也銳減至 24 萬，城

市租房、樓市和大學預算都受到影響。此

外，和往年不同，今年已獲批准的新移民

已在春季登陸，預料今年不會再有新增住

房需求。

多溫兩地房市比租房市場更復雜。受

疫情影響，許多已經獲得身份的新移民推

遲登陸計劃，導致登陸新移民人口銳減。

數據顯示，大溫和大多區今春平均房價

分別為 103.8 萬元和 87 萬元，滿地可為

43.5 萬元。多倫多和滿地可移民人口分

別減少 41% 和 63%，大溫移民人口減少

19%，減幅相對較少，這也可能是當地

房價相比去年較為持平的主要原因。

龐瓦斯表示，過去多溫兩地房價漲幅

迅猛，部分原因是移民推動，目前移民數

量大幅減少，雖然房價仍未被波及，但不

能排除移民減少的效應正在逐步浮現。

卑詩地產協會上週二曾信心十足地

表示，疫情並未影響省內高收入就業，

今年年底全省房價會漲 7.7%，明年再漲

2.2%。

不過也有專家認為，疫情和移民人口

減少對房價的打擊，有一個延遲過程。根

據統計局數據，移民買房意願強烈，大溫

新移民買房平均價格高達 82.4 萬元，比

本地人買房平均價格高。

CMHC 曾警告，秋冬季全國 74 萬

家庭銀行的臨時斷供優惠即將到期，許多

人可能無法繼續供房，可能導致房產拋

售潮，明年全國平均房價可能會跌 9 ～

19%。還有專家警告，受疫情打擊，明

年利用低利率買房的人也會減少。綜合上

述眾多因素，過去多年持續火爆的多溫兩

地房市，房價將會下跌。

English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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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n-
nounced his resignation for health rea-

sons,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Yoshihide 
Suga was elected as president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and will become the new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He has a low pro-
file, but on the surface his diplomatic stance 
towards China is relatively vague compared 
to Abe’s period, making the official Chinese 
media very excited and claiming that he will 
establish good ties with China. 

 Suga was born in 1948 in Akita, Northeastern 
Japan, into a family of farmers. After gradu-
ating from high school, he went to Tokyo to 
work and earned himself enough tuition fees 
to enroll in th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at Hosei University. He worked in private 
companies until 1987, and then ran for and 
was elected to the Yokohama City Council, 
launching his political career. 

 In 2006, Suga took the initiative to estab-
lish a cross-factional support group for the 
then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Shinzo Abe, 
and was appointed Minister of State for For-
eign Affairs after Abe’s election. In 2012, 
after Abe took office for the second time, 
Yoshihide (Yo-shi-hee-deh) Suga became the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becoming the long-
est-serving of this position in history. 

 On September 14, In the election for a new 
president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Suga won the election with 377 votes 
out of the 534 votes cast. He said in his ac-
ceptance speech that, “I was born the eldest 
son of a farmer, and entered a world of pol-
itics with no ties to geographical or blood re-
lations. I will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which has a history and 
tradition, and I vow to devote everything I 
have to work for Japan and its people.” 

 The Japanese media described Suga’s prag-
matic and low-key style as having been 
shaped by his lif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f 
he was compared to Abe, Abe is more for-
ward-looking, very good at formulating a 
grand political vision and then leading his 
team to realize it step by step. Suga, on the 
other hand, is not much of a goal-setter, but 
emphasizing solutions to current problems, 
such as the current pandemic and improving 
Japan’s economy, which he mentioned in his 
inauguration speech.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LDP) is a very large party, and its members 
a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factions. There were 
two other candidates in this election, Fumio 
Kishida, who obtained 89 votes, and Ishiba 
Shigeru, who obtained 68 votes. Kishida was 
more moderate towards China but agreed 
with Abe’s stance, while Shigeru was friend-
lier towards China and anti-Abe’s line. Ana-
lysts pointed out tha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defeat of these two men represented a pos-
ition of friendship towards China which was 
no longer the mainstream opinion in Japan.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stance towards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Japanese 
politics.  

 What does Suga think about China? At the 
August policy forum, Suga was asked about 
his approach to China. He mentioned the 
need to establish high-level exchanges with 
China and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trust,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proposal for 
an Asia Pacific mini-NATO would irritate 
China, and mentioned that he would consider 
inviting Xi Jinping to visit Japan again after 
the pandemic was over. 

 The Chinese media were very pleased with 
the remarks, but Akio Yaita, the director of 
the Taipei branch of the Sankei News Agency, 
said that on the surface, these words are to 
China’s liking, but firstly, high-level exchan-
ges with China is what Japan has been talking 
about all along, that has always been Japan’s 
diplomatic position towards China. 

 Secondly, regarding the Asia Pacific mini-
NATO, Abe did not advocate this eith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ni-NATO mean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ilitary alliance, but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Japan does 
not have an army, only self-defense forces.  
Therefore, the possible establishment of a 
mini-NATO is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Japan needs to change its constitution, which 
is also believed to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Suga’s plan to continue Abe’s policy. 

 Thirdly, the diplomacy of various countries 
has not slowed down during the pandemic 
period, for example,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visited Europe and Australia, 
the Czech senate speaker visited Taiwan, and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visited 
Europe this month. Therefore Sugah’s re-
mark of reconsideri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visit to Japan when the pandemic is 
over, is actually a polite refusal. 

 Abe’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has been a 
roller coaster ride during his time in power, 
and his stance towards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tough in the latter part of his 
administration. In a post-election press con-
ference, Suga stated that he would continue 
Abe’s line of pushing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under the U.S.-Japan 
alliance.  

 Earlier in an interview on September 2, He 
said, “How to manage armaments is import-
ant, including increasing the transparency of 
armaments in East Asia. We hope to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U.S.”

 Moreover, Abe has been particularly active 
before his retirement, making five major 
moves from Sept. 8 to Sept. 14. First, De-
fense Minister Taro Kono, who represents 
the hawkish faction towards China, said in a 
CNN interview on August 8 that China would 
have to pay a price if it changed the status quo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y force, which was 
the first time a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had 
said that to China. 

 Secondly, Japan and India signed the Acqui-
sition and Cross-Servicing Agreement. The 
two countries will share logistical and mil-
itary facilities, amounting to a quasi-military 
agreement. 

 Thirdly, Abe appointed an ex-Self-Defense 
Force officer as the Djibouti (geboodi) am-
bassador. This is  Japan’s first appointment of 
a former military officer as a diplomat after 
world war II. 

 On September 11, Abe set in motion a policy 
chang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hat could for 
the first time allow Japan’s military to plan 
for strikes on land targets in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Masahisa Sato, a lawmaker from Abe’s ruling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who has served as 
a deputy defense minister and a deputy said “ 
We haven’t really emphasized that too much, 
but the security of the country’s citizens is 
a matt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oices we make are because of China,” 

 The new act will allow Japan to move from 
a completely passive and defensive military 
deployment to a proactive intelligence-gath-
ering campaign that can preemptively attack 
military bases that will potentially attack 
Japan, which will put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and China. 

 Finally, Abe signed a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on September 11, 
which was the first trade agreement signed af-
ter the United Kingdom left Europe. The deal 
is also an important step for the UK towards 
joining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alysts point out that Abe has solved the 
biggest obstacles in Japan’s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affairs in decades within a week, 
setting the direction of Japan’s future diplo-
matic development, clearing political hurdles 
and opening up the diplomatic path for suc-
ceeding Prime Minister Suga. Many Japanese 
also believe that Suga’s non-partisan status 
will win him the largest consensus in his 
party. He will continue to carry out Abe’s 
policies in a low-key and pragmatic manner, 
while also focusing on improving Japan’s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The trans-
formation of Japan has just begun.

留學生新移民人口減少
衝擊加國樓市

Japan’s New Prime Minister 
What’s On His Mind?

Shinzo Abe and Yoshihide Suga
 (Getty Images)

加美邊境關閉或延至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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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美國總

統川普 9 月 15 日下午在白宮南草坪接受

記者採訪時說，美國甲骨文公司 (Oracle 
Corp) 與中國公司 TikTok「非常接近達

成 ( 併購 ) 協定」，他將「很快」決定是

否批准協定。 
川普下令 9 月 20 日前，抖音海外版

TikTok 需把在美業務售給美企，否則禁

止營業。最新消息顯示，微軟已經出局，

TikTok 或將與甲骨文 (Oracle) 合作，以

同時繞開中美政府的關卡。

由於中方在 8 月底宣布禁止出售演

算法技術。據法廣報導，目前已知信息顯

示，甲骨文或將不會「買斷」TikTok 美

國業務，雙方將成為技術合夥人，由甲

骨文負責處理 TikTok 的美國用戶數據。

路透社消息指，字節跳動於 9 月 13 日放

棄出售 TikTok 美國業務，而是尋求與

甲骨文合作，公司希望此舉能在安撫北

京的同時，避開美國禁令。央視海外版

CGTN，14 日援引消息人士說，字節跳

動不會將 TikTok 美國業務出售給甲骨文

或微軟，也不會將 TikTok 原始程式碼交

給美國買家。 

13 日，微軟突然發表聲明稱，字節

跳動已表示，不會把 TikTok 美國業務賣

給微軟。此前，微軟被看好是最有財力進

行收購的美國科技公司，也最有能力解決

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最後，美國甲骨文

公司成為唯一公開的競購者。美國財長姆

努欽 9 月 14 日證實， 行政當局已經收到

了甲骨文與 TikTok 達成的合作方案。 

《華爾街日報》透露，美國外國投資

委員會 (CFIUS)9 月 15 日下午會審查該

合作方案。共和黨參議員霍利 14 日致函

姆努欽，呼籲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駁回該

方案。霍利要求 TikTok 必須向美國公司

全面出售其在美業務以及演算法技術。他

認為，甲骨文的合作方案允許中共繼續控

制 TikTok，將美國人的數據置於風險之

下，還違反了川普總統的行政令。 
「CFIUS 應立即駁回任何甲骨文與

字節跳動的合作，並把球踢回字節跳

動，好讓該公司拿出一個更可接受的解

決方案。字節跳動仍可尋求向一家美國

公司全面出售 TikTok、它的編碼和它

的演算法技術，好讓該應用程序可以從

頭開始重建，以去除任何中共影響的痕

跡。」霍利在信中這樣寫道，「或者，鑒

於中方法律的束縛，也許維持美國安全

的唯一可行方式，就是在美國徹底禁止

TikToK。」

攸關短影音供給使用者的演算法技

術，被視為 TikTok 的祕密技術，原先各

方都以為演算法技術也在出售談判的範圍

內。目前，甲骨文還沒有發表過將如何處

理 TikTok 深層技術的聲明。

中國政經觀察人士秦鵬也認為，與甲

骨文合作在根本上並不能解決美國政府的

安全擔憂。它 (TikTok) 是採取 Oracle 的

雲，它依然以美國為總部，同時把數據交

到 Oracle 的雲端上。 在這種情況下，中

共依然可以通過字節跳動去訪問 ( 數據 )
的。 這依然是一個威脅。」他說。 

【看中國訊】中國外長王毅 9 月 15 日

和 16 日對蒙古國進行兩天訪問。示威者

星期二（9 月 15 日）在蒙古國首都烏蘭

巴托集會，抗議北京當局壓制中國蒙古族

地區的當地語言和文化。

大約 100 名抗議者聚集在蒙古國家

宮前的蘇赫巴托爾廣場，高呼「讓我們保

護我們的母語」和「王毅滾蛋」。

北京當局近日下發通知，從 9 月 1
日起，中國內蒙古地區中小學教學科目，

包括歷史、政治和語言以普通話授課，將

蒙古語從核心課程中移除。當局用漢語逐

步取代蒙語授課的決定引發當地一些地區

的持續抗議，他們認為，這一政策是在摧

毀蒙古族文化。

北京表示，核心課程改由普通話授課

的政策旨在促進民族團結，並堅稱其他學

科和年級的蒙古語教學仍有空間。

總部設在美國的南蒙古人權信息中

心指責中國當局將該地區變成一個「警察

國家」。該中心稱，在內蒙古地區持續

了三個星期的抗議活動中，已有 4000 至

5000 人被警方拘留，至少 9 人喪生。蒙

古國政府沒有對內蒙古正在發生的事件發

表評論。

路透社引用蒙古一位薩滿教抗議者的

話說，我們的領導人需要直言不諱。他

說，如果我們的政府借國際關係和經濟穩

定的名義保持沉默，蒙古族人就會一個接

一個地受到排擠，蒙古族將不復存在。

法新社星期二報導，21 歲的蒙古

學生因德拉．巴比列格 (Indra Batbilig)
說，「我真的希望我們的國會議員和總統

反對中國的新政策，要求中國讓蒙古族人

繼續學習他們的母語。」

分析人士對蒙古國政府在王毅訪問期

間提及內蒙古的抗議事件抱持懷疑態度。

蒙古經濟被認為嚴重依賴中國。王毅訪問

期間，預計中國將向蒙古提供 7 億元人

民幣（約合 1.0315 億美元）的贈款。

蒙古國是煤炭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之

一，煤炭是蒙古最主要出口資源，成為蒙

古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柱。資料顯示，

中國是蒙古煤炭出口的最大市場，佔蒙古

國總出口量的 95% 以上。

中國駐蒙古國大使柴文睿星期一接受

烏蘭巴托「每日民族報」採訪時表示，中

國對蒙古煤炭的需求正在萎縮。儘管發貨

仍在繼續，但由於沒有市場，造成煤炭積

壓。柴文睿據報還說，「坦率地說，我們

正在為你們（蒙古）的利益工作」。

柴文睿接受採訪時稱，除了提供贈

款，王毅還將與蒙古簽署一系列經濟協

議。王毅是在結束了對吉爾吉斯斯坦、哈

薩克斯坦和俄羅斯的訪問之後，抵達他此

次出訪的最後一站蒙古國的。

王毅蒙古「撒幣」 民眾不買賬

後巷屋正在發售
就在 7處卡城及周邊社區。
今天就來參觀我們的展示屋。

讓購房
變得簡單
步步為贏。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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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雙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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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歐盟與中國領導人 9 月

14 日以視訊方式進行歐中峰會，會上歐

盟在貿易、《港版國安法》、人權、疫情

及南海等議題上對習近平提出呼籲。

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Ursula von der Leyen）、擔任歐盟輪值

主席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一道出席了與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視訊峰會。米歇爾在峰

會後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說，歐盟與中國在

一些問題上有著實實在在的分歧，歐盟不

會掩蓋這些分歧。

米歇爾說歐洲需要成為一個（遊戲）

參與者，而不是一個被人玩弄的場所。米

歇爾指的是，歐盟越來越意識到中共沒有

履行其參與公平和自由貿易的承諾。他

說，「今天的會議代表著與中方建立更加

平衡的關係方面又向前邁進了一步。我們

想要得到更加公平、更加平衡的（歐中）

關係，這也意味著（創造）互惠和公平

的競爭環境。」

聲明裡提到在貿易問題上，歐盟需要

得到更公平的對待，需要一個更加平衡的

關係，也就是一個對等和公平的競爭環

境；在數字化領域，歐盟要有一個自由、

開放和安全的網路空間；在民主和人權問

題上，歐盟繼續對香港國家安全法嚴重關

注，香港的民主聲音應該能發出來，權利

應該得到保護，自治應該得到維護；歐盟

重申了對中國對待新疆和西藏少數民族方

式的關注；歐盟還敦促中國當局釋放瑞典

公民桂敏海和兩名加拿大公民；在國際安

全事務上，歐盟敦促中國克制自己、不要

在南中國海問題上採取單邊行動，尊重國

際法，避免衝突。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峰會後召

開的新聞會上說，與中方的峰會是「坦承

的，開放的」，她強調仍然有很多工作要

做，尤其是在對電信、IT 和衛生方面的

市場准入。

「我們的投資者在這些關鍵領域面臨

著太多的壁壘。」馮德萊恩說，這是一個

要中國（中共）「重新平衡不對稱」的問

題，「也是開放我們各自市場的問題」。

歐盟與中國的關係過去一年來一直趨

於緊張，今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加劇了這

一緊張關係。在這次峰會之前，中國外長

王毅訪問了歐盟多個成員國，試圖將中歐

關係下滑的責任歸咎於外部力量、也就是

美國的挑釁與破壞，但歐盟的表現似乎不

如中方期待。

中國官方媒體在報導這次中歐峰會時

說，習近平向歐盟領導人表示，中方不接

受人權「教師爺」，歐盟應解決好自身存

在的人權問題。

11 日，德國媒體《法蘭克福匯報》

於政治版發表了一篇以「對待中國，毫

不 留 情（Mit harten Bandagen gegen 
China）」為題的文章，駐派北京記者博格

（Friederike Böge）認為，對中噤聲的時

代已經過去，如今北京已失去了聲譽，它

並沒有兌現承諾。

博格進一步表示，不久之前，中國外

交部長王毅才親身經歷了歐洲的風向轉

變，因他在訪歐期間遭受到各種嚴厲的批

評，原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為中歐

視訊高峰會展開鋪路，可是北京現在已經

是歐盟體制性的競爭對手了。

以往對於中國總是讚不絕口的跨國企

業西門子（SIEMENS AG）的執行長凱

颯（Joe Kaeser），他在接受德國《時代

周報》（Die Zeit）專訪之時指出，他的

公司已密切關注目前的香港與新疆的局

勢，非常不放心。

歐中峰會 歐盟敦促中國克制

【看中國訊】世界貿易組織（WTO）

15 日表示，美國總統川普的政府對總值

超過 2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違

反世貿規則，這是世貿組織首度就川普政

府對各國課徵的關稅作出不利裁定。

中國商務部隨即表示歡迎，希望美國

尊重這項裁定，採取實際行動維護多邊貿

易體系。

川普曾一再批評世貿組織對美國不公

平。美方多份國會報告均指出，中國在竊

取智慧財產、技術轉移和創新等議題方面

的作法傷害美國的利益，但世貿組織的爭

端仲裁機構仍裁定美國違反規定，並建議

美方依義務遵守規定。

美國政府今後 60 天內可隨時提出上

訴，等於實質否決這項裁定，但世貿組織

上訴法庭自在 2019 年 12 月停擺，無法

作出最終判決並執行，因此對美發動貿易

戰無實質影響。

而世貿的專家在有關報告中表示，美

國沒有充分說明其在道義上有理由徵收關

稅，但承認他們只研究了美國採取的措

施，沒有研究中國的對等措施。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則指出，美國「在不公平的

貿易做法前必須被允許捍衛自己。這份

專家組報告證實了川普政府四年以來一

直在說的一件事情：世貿組織完全不足

以阻止中國技術操作，儘管專家組沒有

對美國提交的大量有關中國竊取知識產

權的證據提出異議，但它的決定顯示，

世貿組織對這種不當行為沒有提供任何

補救措施。」

川普在 15 日記者會上指出，美國已

經「不得不對世貿組織做點什麼，因為他

們讓中國逍遙法外」。

【看中國訊】9 月 14 日美國共和黨參

議員湯姆 · 科頓（Tom Cotton）表示將

在近日提出一項法案，要求廢除其它國家

的「永久性最惠國待遇」的貿易地位，而

改為每年重新評估。

他 14 日接受媒體訪問時，批評美國

授予中國等國家的永久最惠國待遇，並要

求總統和國會每年重新評估這一地位。他

也在節目中抨擊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

登（Joe Biden），因為他把給予中國最

惠國待遇視為自己的「政績」之一，因為

2000 年，美國授予中共永久最惠國待遇

時，拜登投下支持票。這一地位使華盛頓

和北京之間的貿易關係迅速升溫，並消除

了兩國之間的一系列貿易壁壘，加劇了美

國製造業工作的流失，也打開了中國輸入

美國高科技技術的大門。

科頓指出，如果美國每年評估最惠國

待遇，當遇到中共像今年那樣「向西太平

洋的（美軍）艦艇發射導彈」或鎮壓香

港的情況，美國就能隨時不再續簽。

上週拜登在接受 CNN 採訪的時候，

再次為支持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政策

辯護，當被問到自己對中共的政策是否過

於幼稚時，他回答，「不，在那個背景下，

我們希望中國發展，我們不希望與中國開

戰，……中國穩定符合我們的利益。」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導】由於

武漢肺炎疫情、中國間諜活動偷竊知識產

權等導致中美關係急速惡化，美國嚴格限

制簽發中國大陸留美學生簽證，導致中國

留美學生人數急遽減少，今年 7 月僅簽

發了 145 個學生簽證。

美國國務院領事事務局最新數據顯

示，今年 7 月，美國駐華大使館及駐上

海領事館、美國駐廣州領事館僅批准了 4
個學生簽證 (F-1 visa)；在美國駐香港、

臺灣的外交機構則批准了約 1000 個學生

簽證。從持有的護照國籍來看，7 月美國

總共批准了 145 個中國大陸公民留學簽

證。然而，2019 年 7 月美國則簽發了超

過 2 萬個中國大陸留美學生簽證。

分析認為，7 月份，獲得美國批准的

其它 141 個學生簽證可能是中國留學生

續簽延長原來的學生簽證。

留學諮詢機構服務人員說：「目前，

美國駐華使領館的簽證業務都處於關閉狀

態，並且已經關閉了近十個月的時間。所

以，一些中國學生近期正在尋找到香港、

臺灣等第三地進行簽證的可能。」

9 月 9 日，美國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

查德．沃爾夫（Chad Wolf）證實，為阻

止中共偷竊武漢肺炎疫苗等高科技產業的

知識產權，以及通過簽證欺詐行為對美國

科研機構進行滲透，美國國土安全部正嚴

格限制發放與中共軍方有聯繫的留學生和

科研人員的留美簽證。

同日，至少 50 名持有留美學生簽證

的中國大陸留學生證實，已收到美國駐華

大使館、領事館的電子郵件通知，他們進

入美國的簽證已經被取消，要想入境美國

則須重新申請。

美國司法部官網 9 月宣布，因涉嫌

竊取和非法向中國轉移敏感性軟體技術，

持有 J-1 非移民簽證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校研究人員關磊（Lei Guan，音譯）被

逮捕。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今年夏

天，為調查中共軍方間諜活動，FBI 約談

了數十名中國留美研究人員。

法庭文件顯示，自從美國政府擴大調

查規模後，一些涉嫌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

的人士千方百計躲避調查。

除了關磊，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流體力學研究人員胡海舟

（Haizhou Hu，音譯）也是在 8月底被補。

【看中國訊】在華為面臨麒麟芯片斷

供彈盡糧絕之際，中國國產「大飛機」

C919 所依賴的一連串美國尖端技術顯示

出，中國的科技實力軟肋仍然很多，還有

多處關鍵技術在美國手中。

8月 31日，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

肖亞慶在上任一個月後就到中國商用飛機

公司（中國商飛）總裝製造中心浦東基地

調研。他強調，要「牢記習近平總書記囑

託」，把中國的「大飛機事業搞上去」。

中國商用客機發展步入「大飛機」時

代，但進展並不順利。繼支線飛機「翔

鳳」（ARJ21）在 2016 年投入運營後，

中國商飛主攻研製的「大飛機」C919 遇

到不少難題。這款以空中客車 A320neo
和波音 737MAX 作為競爭對象的中短程

窄體單通道客機自從 2017 年 5 月試飛

後，交付日期從原定的 2015 年年底一拖

再拖。

中國商飛稱，其研製的支線客機

ARJ21與中型客機C919都是自行研製、

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但是，中國商

用客機的「國產」意義廣受質疑。

有關 C919 的國產率眾說紛紜。中國

官方媒體宣稱，C919 實現了近 60% 的

國產化，並將力爭最終實現 100% 的國

產化。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參與 C919
製造的外國供應商扮演了極為關鍵、甚至

是決定性的角色。

C919 飛機的動力系統、航電飛控系

統、燃油系統、電源系統、起落架等關鍵

領域，都直接採用國外成熟的產品和技

術、或是由中外合資企業製造；中國國內

航空工業部門參與設計製造的主要是機

身、機翼、尾翼、內飾等部分。

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
中國商務和經濟理事會主席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

C919 的「中國身份」只是個名號。

甘思德說：「C919 只是名義上的中

國飛機。所有能讓這款飛機飛起來的東西

都是西方的，主要是美國的供應鏈。」

蒂爾集團副總裁、航空分析師理查

德 · 阿 布 拉 菲 亞（Richard Aboulafia）
說：「沒有西方的發動機和航空電子系

統，中國根本無法做成。真正的挑戰不是

造飛機，真正的挑戰是發動機和航空電子

設備，這是飛機的肌肉和大腦。建造一個

機尾畫著國旗的鋁管並沒有什麼意義。」

除了芯片之外，C919 使用的 LEAP-
1C 發動機由美國通用電氣和法國賽峰

公司合資的 CFM 國際公司研發生產。

CFM 在 2015 年 7 月向中國商飛交付了

第一台 LEAP-1C 發動機。美國時刻掌控

C919 的動力生命線並非杞人憂天。《華

爾街日報》今年 2 月曾報導說，特朗普政

府曾考慮停止向 CFM 國際公司發放向中

國出口 LEAP-1C 發動機的許可證，也考

慮限制通用電氣為 C919 提供航空電子系

統的出口。

2019 年 3 月 26 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在巴黎愛麗舍宮舉行會議。（LUDOVIC MARIN/AFP/Getty Images）

世貿裁定美對中加關稅違反規則

美議員提案：永久廢除中國最惠國待遇

C919暴露中國多項科技短板

美國嚴查中國留學生 
簽證驟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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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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nrockland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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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中國經濟連年下滑，更

遭疫情重創，但即便如此，

被外界稱為中共現領導人

習近平「經濟國師」的林毅

夫，仍在重複5年前說過的
話，稱中國5年後將成為高
收入國家。

習近平的「經濟國師」 
好似複讀機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

譽院長林毅夫，8 月 24 日出席

了習近平以個人名義召開的經濟

學者座談會，與會的 9 名經濟

學者首次被媒體曝光，外界稱他

們為習近平的「經濟國師」。

據官媒新華社旗下中國金融

信息中心 9 月 13 日文章，林毅

夫日前出席「2020 國際投資論

壇」，發表名為〈新形勢下的全

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演講。林毅

夫表示，中國在 5 年後（2025
年之前）可以跨過人均收入 1
萬 2700 美元的門檻，變成一個

高收入國家。林毅夫認為，中國

是世界發展最快的國家，現在按

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是第二大

經濟體，但是從 2014 年開始，

複讀機式的「經濟國師」，真能幫到習近平？（Getty Images）

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

已經是世界最大經濟體，並且從

2010 年開始，中國已經是世界

最大貿易國……

不過，根據官媒《新京報》

2015 年 9 月 12 日報導，林毅夫

參加「首屆思想中國論壇暨北京

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成立大會」時

表示，中國可能在 5 年後（2020
年底之前）躋身高收入國家之

列，成為繼韓國、臺灣之後，第

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

再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時隔 5 年，林毅夫的表述

雖然有些差別，不過總體上是肯

定中國在高收入國家之列，這不

財經簡訊

禁令人質疑，中國民眾的收入情

況如何？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和6億人月收入千元
今年是北京當局所謂的脫貧

攻堅戰，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

年，中國民眾的收入情況也成為

各界關注的焦點。而中國總理

李克強所說 6 億人月收入也就

一千元，更顯中國貧富差距巨

大。所謂的脫貧攻堅戰，是北京

當局在 2015 年底開始進行一項

計畫，目的是在 2020 年底前，

實現解決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

口問題。

習近平複讀機式的「經濟國師」

半導體史上最大併購案 
英偉達400億接手安謀

【看中國訊】9 月 14 日，日

本軟銀集團宣布，已同意將旗下

芯片設計商安謀公司（ARM），

以 400 億美元的價格出售給美國

芯片製造商英偉達（Nvdia），
半導體業可能將因此出現新巨

擘。這項協議須經過多國主管機

關批准，包括英國、美國、歐盟

及中國。如果過關，英偉達可

望成為半導體業領頭羊。據統

計，利用安謀技術打造的芯片數

量超過 1800 億枚，涉及蘋果、

高通、三星、AMD、華為等企

業。有分析稱，若交易達成，美

國將控制半導體產業的上游領

中國央行官員透露「明天系」近況

中國經濟連年下滑，疊加疫

情等因素，都對習近平的目標產

生不利影響，此時官方專家開始

釋放一些信號，表示應推遲全面

小康社會的收官。

據路透社 8 月 25 日報導，

擔任過中國國家統計局副局長，

及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的

賀鏗表示，全面小康社會最被大

家重視的指標，是實現按可比價

計算的 GDP，要在 2000 年的

基礎上再翻兩番。「其他指標能

不能如期實現，恐怕只能等到統

計局計算出來了再說。」

賀鏗稱：「臨近交答卷的時

候了，誰也沒有料到中美打貿易

戰和發生新冠病疫。最近，又

因『港版國安法』，接二連三出

事，而且都是大事（發生）在

臨近實現小康社會目標之年。」

這無疑都會影響到中國實現小康

社會的標準。

賀鏗表示，全國近半數人月

入區區一千元左右。社會保障水

平很低，醫療、教育負擔沉重。

疫情衝擊下，失業率上升，許多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還有兩億

多「農民工」離鄉背井流入到城

市，買不起房子，居無定所。孩

子、老人留守在農村，農村顯得

很凋敞，日子難熬。工農差別、

城鄉差別不是縮小了，而是在不

斷擴大。居民收入相差懸殊，許

多人心裡不平衡。

賀鏗建議，推遲全面小康社

會的收官。全面小康社會應該是

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社會，實際

上，中產階層還沒有真正形成，

按照統計局數字，就算最低標

準是家庭收入 3 萬元以上，中

國也只有 3 億人能達到，還有

11 億人達不到中產階層的收入 
標準。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5
月 28 日在記者會上的言論引起

輿論熱議。李克強說：「有 6 億

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 1000 元，

1000 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

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疫

情過後民生為要。」

據《新京報》5 月 29 日報

導，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實解

釋稱：「總理所說的是全國的情

況，中國有一半左右人，其收入

水平低於全國平均收入水平。」

李實說：「傳遞出一個信

號，就是有相當規模的老百姓，

當前遇到了就業收入問題，政府

要想辦法，並且有辦法穩定經

濟，解決老百姓的問題。」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9 月 14 日，中國央行副行長

潘功勝答記者問，並透露「明天

系」資產的處置情況。此前「明

天系」發布嚴正聲明，反擊北京

當局接管旗下 9 個金融機構。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9
月 14 日舉行政策例會，中國央

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

潘功勝，和中國司法部有關負責

人介紹金融控股公司准入規範有

關情況，並答記者問。

潘功勝提到，此前中國一直

沒有將金融控股公司作為整體納

這份《意見》要求各地區各

部門貫徹落實的工作對象，要面

向所有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人

士，主要包括民營企業主要出資

人、實際控制人，民營企業中持

有股份的主要經營者，民營投資

機構自然人大股東，以民營企業

和民營經濟人士為主體的工商領

域社會團體主要負責人，相關社

會服務機構主要負責人，民營中

介機構主要合夥人，在中國大陸

投資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

性的個體工商戶。

從文件內容來看，中共對民

營經濟進行統戰實際是加強控

制。該文件要求民營企業家從人

才培訓、選拔，到業務方向，都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

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

的意見》的文件，要求民營企業

家「跟黨走」。近年來「國進民

退」的現象引發各界關注，中國

民營企業正處於四十年來最嚴酷

困境。

9 月 16 日，中共黨報《人

民日報》報導稱，「全面提高黨

領導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能力水

平，切實加強民營經濟統戰工

作，教育引導民營經濟人士增

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做到『兩個維護』，堅定

不移聽黨話、跟黨走，為實現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要在中共的引導下進行。

該文件是中共四十年來發布

的第一份關於民營經濟統戰工作

的文件，文件中多次出現政治、

推進、引導等指令性詞彙。

河北邯鄲獨立文史學者馮智

表示，這份文件內容很明顯是要

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控制，而且用

詞嚴厲。這意味著未來中國只有

一種經濟形式。

民營企業創造了 50% 以上

財政收入；60% 以上的稅收；

70% 以上的技術創新；80% 以

上的就業，民營企業佔全部企業

的 90% 以上。但近年來國有企

業擠佔民營企業各類資源，「國

進民退」的現象引發各界關注。

民營企業被要求跟黨走

入監管，所以在監管方面存在著

空白。在這個行業也出現了一些

亂象，少部分非金融企業向金融

業盲目擴張，組織架構複雜、隱

匿股權架構，交叉持股、循環注

資、虛假注資，還有少數股東干

預金融機構的經營，利用關聯交

易隱蔽輸送利益、套取金融機構

資金等等。「比如說明天系、華

信系、安邦系等。」

潘功勝表示，從防範化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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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這對華為來說是致命的。

中方對美16項商品關稅
豁免期限將延長1年
【看中國訊】根據中國國務

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發布的公告，

第一批對美加徵關稅商品「第

一次排除清單」，於 9 月 16 日

到期，按程序決定對清單上的

16 項美國商品的「免關稅期限」

再延長 1 年，商品包括蝦苗、

飼料用魚粉、潤滑油等。即自

2020 年 9 月 17 日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繼續不加徵為反制美

301 措施，所加徵的關稅。美國

農業部 9 月 14 日表示，中方買

家簽訂了自 9 月 1 日以來最大

的一筆美國玉米購買協議，自本

月初以來，中方買家一直集中精

力購買美國大豆。

（Getty Images）

融風險攻堅戰以來，金融管理部

門已經穩妥處置了像明天系、安

邦系和華信系等，具有金融控股

公司特徵這樣的一些企業集團。

安邦系和華信系的處置工作基本

上完成了，明天系的處置工作還

在過程中。在 7 月 17 日，銀保

監會和證監會，分別對明天系的

9 家金融機構實施了接管。從目

前情況看，接管工作正在平穩有

序地推進。金融管理部門正在有

序處置之中，整體風險可控。

7 月 18 日，明天控股有限

公司（明天系）通過其微信公

眾號發布嚴正聲明，針對中國

銀保監會、證監會接管集團旗

下 9 個金融機構，表示創辦人

肖建華在 2017 年初「被返回大

陸」後，集團始終全力配合調

查，至今處置資產和海外回款高

達數千億元人民幣，還自籌資

金 3000 億元，截至目前沒有動

用國家一分錢，沒有發生一宗涉

及民眾的違約事件，沒有任何機

構出現流動性風險，以及群體 
事件。

該聲明還質疑 2017 年初被

調查時，相關金融機構是否觸發

接管條件。

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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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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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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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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底美國宣布將與台灣舉

行經濟與商業對話。美國國務院

9 月 16 日發表聲明說：「負責經

濟增長、能源和環境事務的副國

務克拉奇 (Keith Krach) 將前往

台灣參加 2020 年 9 月 19 日為

前總統李登輝舉行的追思儀式。

美國通過以共有的政治與經濟價

值觀維持我們與台灣及其生機勃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美國政府9月16日宣布
將派副國務卿克拉奇赴台灣

參加已故前總統李登輝的告

別追思儀式。這將是華盛頓

與台北1979年斷交以來訪問
台灣的最高級別美國國務院

官員。

美宣佈派副國務卿訪問台灣

勃的民主的牢固紐帶而緬懷李總

統的遺產。」

台灣第一位民選總統李登

輝 7 月 30 日逝世。美國衛生

與公共服務部長阿札爾 (Alex 
Azar)8 月訪台期間，也曾為李

登輝弔唁。阿扎爾是 1979 年以

來訪問台灣的美國政府最高級

別現任官員。而國務次卿克拉

奇將成為 1979 年以來訪台的國

務院最高級官員。

台灣總統蔡英文 8 月 28 日

宣佈，自 2021 年起擴大美國豬

肉牛肉進口，引起台灣社會熱

議。外界分析，克拉奇此次訪

台應該是主要討論台灣在 2021
年擴大進口美國牛肉以及美國

豬肉等雙邊貿易議題。豬肉牛

肉進口是過去台、美三任總統

討論了近 20 年的重大議題，也

是台美尚未復談的《台美貿易暨

投資架構協議》（TIFA）中的

重要議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9
月 14 日在北京就媒體報導的克

拉奇將率團訪台一事說：「中方

堅決反對美台官方往來，這一立

場是一貫、明確的。」他要求美

方「停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官方往

來，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

海和平穩定」。

港12人被送中國關押 音訊全無
【看中國記者李懷橘

報導】2020年8月23日，12
名曾參與反送中運動、欲循

水路逃亡台灣的香港人在

香港東南方水域被廣東海

警拘捕，並被押送至深圳市

鹽田看守所拘留，至今音訊

全無。

香港政府表示，港府尊重

且不會干預其他司法管轄區的

執法行動。事件引起美國政府

關注，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塔

格 斯（Morgan Ortagus）9 月

12 日在 Twitter 提及該 12 名被

捕者是香港民運人物，認為他

們被扣留是香港人權惡化的例

子。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13 日則於 Twitter 回應稱，該

12 人因海上非法越境被捕，他

們不是民運人物，是企圖把香

港從大陸分裂出去。

12 港人中，29 歲測量師

李子賢和 20 歲學生張銘裕的家

屬日前接受媒體採訪。李爸爸

說，8 月 28 日港警上門交兩份

文件予子賢雙親，一份是大陸

警方發出的《港澳居民被採取刑

事強制措施情況通報表》，另一

份是來自香港警方的《香港居民

在內地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通

知書。李爸爸隨即向入境事務

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求

助未果。

張銘裕的哥哥說，曾委託

大陸律師前往深圳鹽田看守所

尋找張男，被拒之門外。弟弟

出事後開始上網了解大陸司法

程序，了解得越多也越擔心，

比如，大陸羈押期限可按不同

情況延長，若弟弟在內地服刑

返港，亦要在港受審、服刑，

最壞打算可能十年都無法見到

弟弟。銘裕的爸爸今年已經 67
歲，他說自己文革時從大陸偷

渡來港，「大陸那些事，我都

經歷過文革」說到此，他流下

眼淚埋怨，「銘裕一直都不聽

我的」。  
12 日其中 6 位港人家屬聯

同立法會議員朱凱迪等舉行記

者會，希望社會持續關注 12

港民請願反對
「港康碼」

【看中國記者李懷橘報導】

上月起香港政府推行武漢肺炎病

毒全民檢測計畫，邀請大陸醫護

來港，並欽點中資化驗公司，被

外界質疑欲收集港人 DNA 做監

控用途，唯港民冷漠對待，參與

人數不及香港人口四分之一。

港府早前透露「健康碼」已

在技術上準備就緒，建制派也一

直推動有關計畫，並遊說港府制

定政策，僅允許持有「健康碼」

人士進入餐廳、食肆、商場、戲

院等公共場所。另有親政府學者

建議，將「健康碼」與武漢肺炎

檢測掛鉤，即接受檢測的市民為

「好市民」，日後可優先接種疫

苗；若政府屆時再派抗疫基金，

只有「好市民」可獲取。

15 日民主黨舉行反「港康

碼」請願行動。民主黨立法會議

員黃碧雲說，以上言論令公眾恐

慌，民主黨認為，一旦執行「健

康碼」，市民則被強制下載可追

蹤行蹤的程式，市民私隱則不

保，姓名、身份證號碼、電話號

碼、一切行蹤均在政府監控之下。

黃也憂慮「港康碼」會否和

大陸一樣，變成社會信用系統的

一部分。在大陸，「健康碼」程

式會監控市民有否做病毒基因測

試，有無接種疫苗等，這些都會

成為評分的標準，分數高者可在

就業、就學、旅行、日常生活等

方面受到後先待遇，反之則受到

諸多限制和不便；擔心日後若推

行，香港人會被「分門別類」。

目前，廣東有「粵康碼」，

澳門有「澳康碼」，黃碧雲指香

港人去大陸接受跨境「健康碼」

時須衡量風險，一旦接受使用

「健康碼」則表示自願將個人資

料，包括目的地及行程細節等資

料，披露給大陸當局，「過境之

後，香港所有保障私隱的法例在

大陸均不適用」。

國民黨：不以政黨形式出席海峽論壇
【看中國記者盧乙新報

導】國民黨原本擬定由王金

平擔任代表團團長及黨秘

書長李乾龍擔任副團長，參

加即將於19日在廈門登場的
第12屆海峽論壇，不過央視
旗下「央視頻」節目主持人

李紅於附上的影片上稱「台

海兵凶戰危，這人要來大陸

求和」，導致氣氛生變。

國民黨內部連日來反彈聲浪

逐漸高漲，黨主席江啟臣除表達

不滿外，也強調無法接受「求和

說」，並要求相關當事人應該公

開向王金平及國民黨道歉。

然而，雖然中方後續更改態

度，李紅也做出不同解釋，稱歡

迎王金平出席海峽論壇，但國

民黨仍沒有等到江啟臣要求的

「公開道歉」，也無法平息內部

的不滿聲音，加上大多數民代等

黨公職紛紛拋出「不去

海峽論壇」的建議，

江啟臣與李乾龍在

昨日下午就已先赴

王金平辦公室密談

30 分鐘，並決定今

日晚間再對外發布是

否出席的決定。今日下

午，江啟臣與高層則跟王金平

再度密會溝通後，黨中央決定

取消參加海峽論壇。

王育敏今日下午和國民黨

大陸事務部主任左正東召開記

者會，並於會上表示，國民黨

先前是為兩岸和平對話開啟一

扇窗，亦為了促進民間互惠交

流，原來是宣布由王金平擔任

國民黨代表團團長，參加第 12
屆海峽論壇，但近日因「央視

頻」節目出現不當「求和說」，

讓交流的美意變調，因此在衡

量目前兩岸整體氣氛，

不利於雙方的交流對

話，國民黨就此宣

布不以政黨的形式

參加第 12 屆海峽

論壇，王金平個人

亦不會出席。

王育敏也重申，「央

視頻」節目出現不當的「求和

說」之後，台灣媒體輿論與民意

反彈非常激烈，在此情況下，

原本兩岸交流的美意已變調，

現在整體的氛圍非常不利於雙

方交流對話，在這樣的考量之

下，國民黨做出不以政黨形式

參加的決定。

對林榮德以個人身分出席

海峽論壇，王育敏表示，個別

黨員如果要以民間人士的身分

參加，就尊重過去的慣例及作

法，國民黨沒有鼓勵或不鼓勵。

港人被扣押的情況。朱凱迪宣

讀家屬聲明表示，一眾家屬透

過香港警方收到來自當局的

《港澳居民被採取刑事強制措

施情況通報表》，知悉家人正

被拘留在深圳鹽田看守所；其

後家屬循法律途徑委託大陸律

師前往看守所會見 12 港人，

其中 6 位律師被拒絕會面。受

委託的律師亦受到不同程度的

壓力，至少兩名律師因壓力而

退出案件。

深圳當局早前宣稱被拘留

者已經委託官派律師，意味著

外界很難獲得有關 12 名港人

的相關消息；事件發生至今已

21 日，12 港人被秘密關押、

音信全無，其中更包括未成年

人士。香港政府方面亦無提供

任何協助。

克拉奇（右二）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左二）（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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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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華盛頓正式宣布克拉奇訪

台後，早前拒絕證實消息的台

灣外交部 16 日發表聲明表示歡

迎，並說：「我們也樂見在國務

院亞太助卿史達偉於 8 月 31 日

宣布將與我方進行經濟對話後，

美國務院立即派遣柯拉克次卿來

台，與我方討論如何就優先領域

強化台美經濟合作。」

BBC 報導，台美關係近年

來在美中貿易戰的背景下持續互

動頻繁，克拉奇訪台政治訊息濃

厚。研究美台政治的美國富布賴

特（Fulbright）訪問學者南樂

（Lev Nachman）對 BBC 中文

分析稱，隨著美台自由貿易協定

（FTA）談判的進展，他判斷美

國政界高層訪台的頻率及層級將

會增加。

(RFI)

民調：逾六成反對
香港無三權分立論

【看中國訊】香港特首林鄭

月娥宣稱香港並無三權分立的言

論引起社會極大爭議。香港民

意研究所（民研）11 日公布數

據顯示，63% 的受訪者不認同

香港無三權分立論，當中更有

57% 表明「很反對」此說法，

僅 23% 受訪者認同香港無三權

分立的說法。其中民主派支持

者中 91% 反對香港無三權分立

論，支持的僅得 5%；非民主派

支持者中 39% 支持香港無三權

分立論，但都有 35% 人表示反

對，支持和反對數字相若。

《蘋果日報》報導，香港伍

倫貢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李

敏剛表示，香港司法獨立及三權

互相制衡是廣泛的社會共識，就

連非民主派支持者都質疑政府的

說法、無法被說服。 

林榮德

(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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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收銀員麗塔

（Rita）用自己的銀行卡為一位

忘記帶錢包的顧客付了帳，她的

善舉得到了回報。

麗塔（Rita）是 Walgreens
藥店的收銀員。一天，一位顧

客在付帳時，發現自己沒有帶

錢包。這位顧客的待售房屋有 3
個燈泡不亮，她是特地來買燈泡

的，事先約好來看房子的人馬上

就要到了，她沒有時間回家去

拿錢。

看到顧客的窘況，麗塔用自

己的銀行卡為顧客付了錢。付錢

後她的銀行卡僅剩 9 美元了。

顧客很感動，在鄰居群裡發文感

謝麗塔。鄰居們紛紛留言讚揚麗

塔。一位鄰居還到捐款網站為麗

塔募捐，目標為 2500 美元。 5
個小時後，捐款就達到了 1711
美元。

她為顧客付帳 
善舉得回報

金星測出磷化氫 
可能有微生物

澳洲廣播公司（ABC）14
日披露，曾在北京大學任職

的美籍經濟學者鮑丁（Chris 
Balding），在中國大陸期間獲

得「振華數據」資料庫的資料，

內有全球 240 萬人的個資。其

中包含美國總統川普、前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澳洲總理莫里森、

印度總理莫迪等多國政要。

以財經與經濟政策為專業的

鮑丁教授，曾在中國頂尖的北京

大學匯豐商學院任職 9 年，但

後因抗議中共施壓審查國際研

究期刊的跨國聯署遭到「人身威

脅」，他於 2018 年離開中國大

陸，轉往越南的越南傅爾布萊特

大學（FUV）任教。

在中國期間，他試圖以華為

為例分析中國現代的「網絡軍工

複合體」問題。

然而在幾篇期刊投稿與新

聞曝光後，鮑丁意外與一名「內

部吹哨者」搭上線，最終取得這

份「振華數據文件」。他直言：

「北京絕對在建立一個大規模的

監控國家，不論國內或國際。」

報導指出，「振華數據」與

中共軍事、情報系統有所聯繫，

主要客戶包括中共軍方和中國共

產黨組織。「振華數據」蒐集的

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日、地址、婚

姻狀況、個人照片、政治立場、

家庭成員、社群平臺帳號等。

《衛報》（The Guardian）指出，

雖然大部分資料可從公開途徑

取得，包括推特（Twitter）、

臉 書（Facebook）、 領 英

（LinkedIn）、Instagram、抖音

（TikTok）等，但來自機密的銀

行紀錄、求職資料、心理諮商檔

案等文件，可能是透過「暗網」

（dark web）取得。

以澳洲為例，總理莫里

森、前駐華大使瑞比（Geoff 
Raby）、前外交部長卡爾（Bob 
Carr）等聯邦或州等級官員，

以及軟件公司 Atlassian 聯合創

辦人布魯克斯（Mike Cannon-
Brookes）、澳洲商會（BCA）

執行長韋斯塔科特（Jennifer 
Westacott）等商界大咖等都是

鎖定目標。

另外，另一疑點就是「振

華數據」文件提出的「布局各國

的 20 個海外信息處理中心」，

究竟設在哪裡？在「振華數據」

洩漏消息曝光後，深圳「振華數

據」（Zhenhua Data）的官網與

公開聯絡管道，立即下架，此舉

更加引發外界諸多質疑。

深圳公司蒐集境外個資
【 看 中 國 記 者 黎 小

葵綜合報導】深圳一家與

中共國家安全部和軍方有

關聯的企業「振華數據」

（Z h e n h u a  D a t a，譯

音），涉蒐集儲存全球240
萬人的個資，涵蓋多國政

要、軍官、名人。

資料庫（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據大陸媒體消息，海航集團近年

來深陷財務困境，西安市碑林區

法院日前發出限制消費令，對海

航集團採取限制消費措施，限制

海航集團及法定代表人陳峰不得

實施高消費及非生活必須的消費

行為。

限制行為包括乘坐交通工具

時不得選擇飛機、列車軟臥、輪

船二等以上艙位；不可在星級以

上賓館、酒店、夜總會、高爾夫

球場等場所有高消費；不可購買

不動產或新建、擴建、高檔裝修

房屋等。

據悉，近年海航集團有限公

司已數次被列為被執行人。除了

西安法院發布的失信執行令之

外，在 2019-2020 年間，海航

集團 8 次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

其中 4 條失信執行令由海南省

第一中級法院列出，共計執行標

的超過 3 億元人民幣。

自 2017 年以來，海航集團

疑似失去政府貸款優待，企業出

現嚴重的流動性風險。截至今年

6 月，海航已經累計出售了超過

3000 億元人民幣的資產。

2018 年 7 月，時任海航集

團聯合創辦人、董事長王健在法

國考察時墜落身亡，海航資金鏈

從此瀕臨斷裂。陳峰接任董事長

職位，他在 2019 年 12 月 30 日

第一次用視頻方式在新年致辭中

坦言海航面臨的困難。

陳峰說，目前海航存在資金

短缺，工資遲發、緩發的情況，

他正在為「錢」發愁，因為接手

海航時總負債規模已高達 7500

億元，資產負債率 70.55%，資

金鏈岌岌可危。

海航原本只是海南一家小型

航空公司，在短短幾年之內，海

航後期合併及重組了 10 多家中

國大陸航空公司、以及 10 多個

大陸機場，另有投資地產、金

融、物流、甚至超市項目，發展

到現時的多元化跨國企業。海航

集團在其對外宣傳中這樣說道，

海航航空旗下航空公司 14 家，

機隊規模 885 架，年旅客運輸

量逾 1.2 億人次。

【看中國記者劉翔報導】21
歲的約翰 · 奎因（John Quinn）
是一位重度燒傷患者。他一直通

過自身的努力，鼓勵與他一樣有

過不幸遭遇的人們樂觀積極的面

對人生。

外媒報導，田納西州米林

頓市的約翰 · 奎因是醫學院的學

生，將於 2023 年畢業。他 4 歲

時被燒傷，燒傷面積達 95%。

醫生說他熬不過當晚，但他倖存

了下來。他昏迷了 6 個月才醒

來，後來經歷了 100多次手術。

約翰向記者介紹了他目前的

工作。他是勇氣面孔基金會的大

使，冠軍和影響者，他對此充滿

熱情。該組織致力於改善那些因

外傷、疾病或遺傳而不幸的人們

的生活質量。

約翰說：「我工作，開車，

我也上大學。我最大的熱情是勇

氣面孔基金會。如果人們能捐出

1 美元或 5 美元，那對我來說意

味著整個世界，越多越好。我們

的使命是幫助重度燒傷者或嚴重

疾病患者更好的生活。在這次病

毒大流行期間，這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更加重要。他們中的很多人

處於更高的風險中。」

約翰為那些正在經歷困難時

期而感到迷茫的人提供了一些建

議。「沒有適合所有人的正確解

決方案。」他說：「不要迷失在

感覺中，迷失在不幸和痛苦中，

那樣更容易陷入絕望。我們最大

的敵人是我們自己。我們還沒有

真正長大，我們只是學習如何不

斷昇華內心的孩子。」

他說，有人說有時候，解決

自己的問題的最佳方法是幫助別

人解決他們的問題。的確，拒絕

自己，幫助他人可能會非常有

益。不要沮喪，鼓起勇氣去做。

約翰透露，無論有多痛苦，

他都會在每時每刻尋找幽默。

「我只想讓人們知道，當您發現

生活中的笑聲時，您的生活會變

得多麼輕鬆。」

海航董事長陳峰被限制高消費

重度燒傷男子的勵志故事 中國接種疫苗引外界擔憂
【看中國記者蘇菲報導】近

日，中國國藥集團中國生物負責

人透露，國藥中國生物研製的兩

款滅活疫苗緊急使用，已經接種

了數十萬人次，無一例明顯不良

反應，也無一人感染。其中打完

疫苗之後去海外高風險國家和地

區的數萬人，截至目前實現了零

感染。消息引來民眾關注，外媒

對此發出警告。

根據媒體日前報導，北

京此前啟動了武汉肺炎病毒

（COVID-19） 疫 苗 的 緊 急 使

用，獲得批准的三支疫苗中，其

中「中國生物」占了兩支。

但中國生物的這兩款疫苗，

還處於 3 期臨床研究，疫苗的

效果如何？是否安全？有沒有

副作用？是否會引起嚴重併發

症？……這些都需要更多時間去

觀察，但北京當局已經迫不及待

地讓幾十萬人注射，這樣的做法

實在讓人擔憂。而其他各國一般

只在疫苗試驗完成後，才批准讓

公眾廣泛接種。美國、英國等國

家，至今沒有批准任何相關肺炎

疫苗給公眾使用。中國有接種疫

苗的人表示，接種後出現不良反

應，開車時就好像是在醉駕。

文史學者、時評人「十年砍

柴」是中國 2 萬多「受試者」之

一。他這樣描述他接種疫苗後的

感受：「第一針我沒啥感覺，就

是有點噁心。打第二針的時候反

應大一點，在我開車回家的路上

突然發暈，有醉駕的感覺，我就

特意找了個地方把車停了，瞇了

會兒，才感覺好一點。」

而中國國藥集團中國生物負

責人卻在採訪時宣稱，「已經接

種了數十萬人次，無一例明顯不

良反應，無一人感染。」

【看中國訊】最新研究發

現，金星的高層大氣中含有磷化

氫氣體。NASA 認為這項發現

是尋找外星生命的最重要發展。

中央社報導，國際科學團

隊一開始是使用夏威夷的「詹

姆士克拉克麥克斯威爾望遠

鏡 」（James Clerk Maxwell 
Telescope）發現金星雲層中有

磷化氫，之後以智利的「阿塔

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

（Atacama Large Millimeter/
Submillimeter Array）無線電

波望遠鏡證實。

這篇研究刊登在《自然天文

學》（Nature Astronomy）14
日發表的期刊上。主要執筆人、

威 爾 斯 卡 地 夫 大 學（Cardiff 
University）天文學家葛瑞夫茲

（Jane Greaves） 說：「說 實 在

的，我非常意外、震驚。」她還

說，這是首度在地球以外的岩石

行星發現磷化氫。

路透社報導，研究人員沒有

發現實際的生命形式，但指出在

地球上，磷化氫是由在缺氧環境

中繁殖的細菌所產生。

NASA 署長布萊登斯坦讚

揚這項突破。他說：「該是優先

關注金星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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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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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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十三：

【胃痛反酸】中年男性，胃脘部疼痛伴
反酸 3年，西醫診斷為慢性胃炎及胃酸
返流，經西藥治療後仍症狀反復，遷延
不癒。來本中心治療 3次，胃痛、反酸
減輕，治療一個半月後，胃痛、反酸完
全消失，經西醫檢查，痊癒無恙。

           病人反饋之十四：

【失眠】中年女性，患失眠 10 餘年，
近來伴煩躁，口幹。患者拒絕服用安眠
藥，經介紹來我中心就診。經針灸結合
點穴治療 6次，失眠顯著改善，繼續治
療 6次並予以口服中藥後，可持續熟睡
6小時，餘症消除，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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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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昭

◎文：言紫菊

9 月 15 日，美國對華為禁

令生效。全球幾乎所有的主要元

器件廠商都表示不再供應晶元給

華為，甚至中國的晶元代工廠

巨頭「中芯國際」也委婉地表態

「絕對遵守國際規章」。

今年 5 月 15 日，美國商務

部發布對華為的禁令，禁止晶元

代工廠利用美國設備和技術為華

為生產晶元，同時禁止華為使用

美國的軟體和技術來設計晶元。

8 月 17 日，美國升級了對華為

的禁令，該禁令堵住了美國公司

通過向第三方出售產品、第三方

再轉手向華為供貨的漏洞。

近期在中國信息化百人會

2020 年峰會上，華為消費者業務

CEO 余承東表示，今年秋天，華

為將發布新一代旗艦手機 Mate 
40，搭載華為自己研發的麒麟

9000 晶元，不過由於第二輪制

裁，「晶元沒辦法生產，很困難，

目前都在缺貨階段，這可能是麒

麟高端晶元的絶版，最後一代。」

為什麼美國政府一聲令下，

華為就面臨全球斷供的危險？因

為幾乎所有晶元生產廠商都難以

繞開美國的技術與設備限制。

以華為最先進的麒麟 9000
晶元舉例，一個晶元從無到有，

要經歷設計、製造、封裝和測試

等環節。在技術含量最低封裝和

測試環節，中國本土企業可以

滿足華為的需要。但在設計環

節，雖然麒麟 9000 是華為海思

自主設計，但設計過程所必備

軟體 EDA，在這個領域三家巨

頭公司 Cadence、Synopsys 和

Mentor Graphics，處於壟斷地

位，無一不是美國企業。

美國出臺禁令後，華為在禁

令生效之前緊急囤貨，向晶元代

工廠商台積電下了大量的 7nm
和 5nm 晶元訂單，金額高達 7
億美元，約定這些訂單在 9 月

15 日前全部交付。中國的媒體

報導，華為這幾天會包一臺貨運

專機到臺灣，在 9 月 14 日之前

運回相關晶元。

聯發科、美光、三星以及中

芯國際等等已陸續向美國政府送

件申請繼續出貨給華為的許可。

但半導體業者普遍預期，美國政

府短時間內核發許可的可能性不

高。更多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在

總統大選前，對中共施加的壓力

可能會越來越大。

華為旗下的產品，從手機、

5G 基站，到伺服器，甚至各種

物聯網設備，全都需要使用晶

元。《蘋果日報》報導，華為囤

積的高端晶元和記憶體，大約只

能維持半年到一年。

研究機構策略分析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的最新報

告稱，2020 年全年，華為出貨

1.9 億支，市場佔有率 15.1%，

降至全球第三的位置；如果禁令

延續，華為晶元庫存用盡後手機

業務將呈現崩跌狀態，市佔大幅

降低至 4.3%，相當於退出領導

廠商之列。

此前，面對美國的禁令，各

界都在猜測：華為是否有 B 計

畫。華為有沒有可能使用中國製

造的晶元呢？但近日中國媒體間

接獲得的華為高層的消息顯示，

面對晶元斷供，華為沒有 B 方

案。

華為目前旗艦級手機的晶元

採用 7 納米甚至 5 納米製程，

中國的晶元製造商「中芯國際」

只能做到 14 納米，最快也要

三四年才能追上目前的技術。

三、四年後，國際上高端晶元將

會更先進。在 9 月 5 日多家媒

體報導稱，中芯國際被疑與中共

軍方有聯繫，美國政府正考慮將

中芯國際列入貿易黑名單。如果

中芯國際進入了美國的黑名單，

那麼華為最後的一絲希望也將破

滅。

隨之破滅的將是中共政府的

造芯夢。中國政府努力發展國內

晶元行業，試圖降低對外依賴，

要求中國晶片自給率要在 2025
年達 70%。不過，中國政府對

中國製晶元的強烈渴望和提供的

巨額資金，卻為騙子們提供了機

會。武漢弘芯和漢芯一號是其中

最著名的兩個案例。

武漢弘芯成立於 2017 年

11 月，號稱總投資 1,280 億人

民幣。表面上，HSMC 用 2.5

倍薪資把台積電前運營長蔣尚義

博士請來當 CEO。還挖角台積

電近百名工程師。並且進口了荷

蘭 ASML 公司的光刻機。

幾年過去了，HSMC 沒能

生產出一片晶元。傳出消息說，

該項目資金鏈斷裂。荷蘭的光刻

機也於今年 1 月份被抵押給了

武漢農村商業銀行，HSMC 向

這家銀行貸款了 5.8 億人民幣。

而這臺光刻機的狀態為全新，

尚未啟用。HSMC 還拖欠超過

9,000 萬人民幣工程款。

中國當地媒體分析，認為武

漢弘芯整個計畫可能就是一場騙

局，目的是用來騙當地政府的投

資金額。因為該計畫一開始就宣

稱「建設 14 奈米和 7 奈米的生

產線，年產 6 萬片晶圓」，並且

還宣稱「產線模擬」員工組已經

開始強攻 3 奈米製程了，但目

前全球能實現 7 奈米製程的只

有三星與台積電，武漢弘芯卻聲

稱可以超越這種技術差距，顯得

相當不現實。

在 2018 年 和 2019 年，

弘芯兩度入選了湖北省重大專

案。令人意外的是，這個案子卻

在 2020 年被移出湖北省重大專

案。武漢弘芯的原班高層，還在

繼續以相同的操作手法在其它省

的地方政府合作創建晶元公司。

再看「漢芯一號」。 2003
年 2 月 26 日，「漢芯一號」發

布會召開，由上海市新聞辦公室

親自主持。一位名叫陳進的中國

人，曾經在美國學習和工作過。

他利用一次去美國的機會，請熟

人從摩托羅拉的內部下載了一

款晶元的源碼。他在美國的弟

弟，幫忙購買了一批摩托羅拉

dsp56800 系列晶元。他請一位

做房屋裝修的工人，用砂紙打磨

掉晶元上原有摩托羅拉標識，替

換上了「漢芯」標識。這枚造假

的晶元，在發布會上輕易地就通

過了中國專家組的鑑定，騙取了

政府 1.1 億元的科研資金。

更令人驚嘆的是，在 2006
年騙局被揭穿後，陳進至今沒有

收到法律的制裁。他依然在中國

晶元行業裡，擁有自己的公司。

造假 4 人團隊中的其他人比如

付宇卓，還是現任上海交通大學

微電子學院的副院長。

在神奇的中共領導下，政府

和銀行為騙子們投下的巨額資

金，足以編織一張強大的有保護

力量的腐敗網路，讓參與其中的

大小騙子們可以享受平安的餘

生。

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

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表示，「中

興事件」「華為事件」是全民的

「警醒劑」，突破這晶元製造的

核心技術，中國要有「板凳要坐

十年冷」的思想準備。但是，在

騙子們都可以迅速獲得榮譽和財

富的中國，還會有多少中國人願

意坐上十年的冷板凳呢？

華為面臨斷供與中國芯騙局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加怡保險加怡保險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房屋保險

旅遊 / 探親保險

Andy Chang, CRM CIP
Branch Manager - 商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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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ty Kong
Account Executive - 個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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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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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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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勞共和國是一個特別的國度，地

處菲律賓和關島之間，面積為 466 平方

公里。帕勞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建交，因

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邦交，也引發中

華人民共和國施壓，發出旅遊禁令。

在上個星期，美國國防部長第一次

訪問帕勞，帕勞正式邀請美軍在帕勞建

造港口、機場、和軍事基地。過去幾年

來，北京政府動作頻繁，引起遠東地區

的不安，中共在南海宣示主權，戰機頻

頻接近臺灣領空，在邊境上跟印度幹了

一架，提早結束香港一國兩制。

美國也開始亮劍，8 月 27 日，美國

馬斯廷號驅逐艦巡航南海，並穿越臺灣

海峽，美國的 B-2 隱性轟炸機，B-1 重

型轟炸機跟澳大利亞在太平洋聯合軍事

演習﹔中共向海南島和西沙群島之間發

射四枚中程導彈。

兩年前，川普政府出臺了國防戰

略，就是要形成圍剿防線，遏制中共單

方面領土擴張，遏制中共的勢力擴張。

去年，帕勞、密克羅尼西亞、馬紹

爾群島總統們訪問白宮，簽署了安全防

務聲明。上個星期，帕勞共和國正式提

出，要跟美國建立長期、廣泛的合作夥

伴關係。雖然美軍一直在帕勞有少量駐

紮，但是帕勞認為用的還遠遠不夠，邀

請信中寫到，帕勞的要求很簡單，那就

是建造軍用設施，經常固定的來使用，

信中還邀請美國建造軍事基地、軍港、

軍用機場，並要求美國擴大駐軍規模。

目前美國的亞洲戰略是增加軍力，

但要經常換防，也就是美軍在各地輪流

駐紮和訓練，這跟傳統的在德國、日本

駐軍的模式有不同。

上個星期，美國國防部長艾斯伯訪

問帕勞，也是為軍事工程動工剪綵，美

軍在那裡修建機場跑道，便於軍用飛機

使用，建成之後，C-130 軍用運輸機可

以啟用，強化美軍在太平洋的後勤支援。

用美國國防部長艾斯伯自己的話來

說，這些都是小動作，為將來的大動作

作準備，目前在帕勞的小股部隊，目地

是加強合作的外交關係。美國在亞太的

軍事部署，因為受到中東和阿富汗局勢

的影響而變得更加複雜，但是北京的行

為讓亞太國家感到不安，他們越來越跟

美國靠攏，澳大利亞就是其中一個，他

們現在越來越警惕中共，已經從過去的

口誅筆伐升級到實際行動，跟美國一起

自由巡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

這個道理。

◎文：東方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上個星期談紅二代大咖馬曉力為蒙

古上書的時候，談到習近平的支持力量

在哪裡。有朋友提問說，就不信習近平

完全沒有找基本盤的意識。其實他是有

的，只不過並不成功。習想尋找的基本

盤說起來也和薄熙來一樣、就是底層草

根。我們梳理一下習這八年來的思路，

就明白很多事是怎麼發生的了。這一

點他和薄熙來都想學毛澤東，當今世界

不是民粹興起的時代嗎，民粹本意沒什

麼貶義，就是非精英的意思。包括川普

在內許多國家政治領袖都是靠民粹的擁

戴取勝。歐美民粹、和世界上任何地方

民粹的基本利益訴求在一個方面是一樣

的，就是讓財富回歸大眾，川普說讓美

國再度偉大、把製造業工作機會帶來

了，打動了無數的藍領。

但東西方的民粹實現方式不一樣，

歐美是靠選舉，反正草根大眾有選票，

只要一朝覺醒不信任精英，一夜就變

天。在中國想依靠民粹就難了，選舉肯

定是不行的。薄熙來學毛的唱紅打黑，

以打黑的名義沒收企業家和部分官員的

財產搞重慶的民生，一部分草根高興，

部分達到了目的，但是破壞性太大，被

當時的領導層所不容，溫家寳不是說

「文革有捲土重來的危險」嗎。習近平

上臺的時候也是覺得這種直接叮咣五四

砸爛重來的辦法風險太大，以至於他還

說過：「決不犯顛覆性的錯誤」，這裡

的顛覆性也包括薄熙來模式，所以大家

是否記得他還壓制過毛粉，讓毛粉們相

當不爽。

那一直工作到 2035 年的支持力量

向哪找呢？就是這個扶貧了，第一個任

期重點是反腐；第二個任期最在乎的事

就是脫貧，走哪兒都視察脫貧。反腐是

拿到權力、拿到名聲；脫貧是讓貧苦草

根們得到實惠衷心擁戴。第二個任期重

點脫貧，其實也就意味著中國的貧窮人

口基數相當龐大，得貧民者得人心。大

概這就是習近平的思路。薄熙來是想在

21 世紀嘗試復活毛式的暴風驟雨；而習

近平的初衷是要在毛路、鄧路、和薄熙

來的試錯中間再去摸一條中間道路，所

以他的路最窄，最不容易收效。

中國的貧困是一種結構性貧困，結

構性意味著換誰當權問題都這樣，在城

市和沿海經濟圈帶動下能富的人捷足先

登以後，剩下來的就是結構性貧困人口

了。不進行體制性的改革，破除這個結

構性的限制就啥也解決不了了。城鄉二

元制，巨大的生活水準差異，有點上

進心的、有點能耐的農村人口都進了城

了，差點的也進了四五線城市。廣大農

村留下的不是老弱病殘、就是不思上

進。這就形成了我們上次講的惡性正反

饋：越窮沒有機會、青壯年勞動力就外

流；青壯年越外流，就越貧困，循環往

復加劇。

此時所謂精準扶貧，如同給豬灌

水，豬並不是真的增重了。需要做破除

城鄉二元差別，政府的工具一是公共開

支：教育和醫療地區間平均分配，直接

改善鄉村居民的生活質量；然後是財政

補貼，稅收減免這類手段；然後是金融

手段：小額貸款之類。再然後是招商引

資、拉項目種種，直接發牛、發羊、發

雞仔魚苗是末途，但是現在全部精力都

在末途上。

疫情一來，大片返貧就前功盡棄，

本來就沒有紮下根來，於是走民粹的設

想就成了無根浮萍。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文：文昭

習近平的基本盤在哪？
帕勞共和國風光及國旗

（Pixabay）

一個太平洋小國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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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

9月1 5日以色列與阿
聯酋在白宮正式簽署了《亞

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開啟兩國外交
關係，上週答應與以色列簽

署和平協議的巴林，也在白

官參加儀式。美國總統川普

主持了簽字儀式，他宣布看

到了「新中東的曙光」。

◆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分部

主任漢斯 ‧ 克魯格 9 月 14 日

宣布，「疫情事態將變得更加嚴

峻，10 月、11 月，我們將會看

到疫情死亡率高峰」。法國總

理卡斯特克斯在 11 日警告，國

內的武漢肺炎疫情已然「明顯

惡化」，不過仍竭力避免實施新

的全國防疫封鎖措施以免重創

經濟。 14 日，歐委會宣布，德

國、意大利、捷克、丹麥、愛爾

蘭和拉托維亞已經開始測試一款

統一追蹤新冠的應用程序。

◆印度和中國在俄羅斯調停

下，於 11 日表示，兩國就雙方

緩和印中邊境緊張局勢，採取

措施恢復「和平與安寧」達成一

致。這是兩國在 6 月發生邊界

衝突以來達成的第一個協議。在

此之前，雙方在邊界地區舉行了

多輪軍長、旅長級會談，兩國國

防部長日前在莫斯科也舉行過一

次會談，但都沒有就結束雙方軍

隊在邊界地區的緊張對峙局面達

成任何協議。

◆泰國自 7 月以來全國掀

起一片學運浪潮，除了修憲和解

散國會，學生團體更大膽提出王

室改革議題，在保守的泰國社會

投下震撼彈。泰國眾議院隨後首

次將由政治發展、大眾傳播和公

眾參與委員會於 9 月 22 日舉辦

對話論壇，邀請正反兩方人士討

論王室改革。委員會主席帕迪帕

表示，他希望提供學生一個不需

要害怕的安全空間，在自由、學

術和善意的原則下討論王室改革

議題，不論是否支持王室改革的

人在論壇中都有發言的機會。

◆美國西部大火在長期的乾

旱和強風推動下，猛烈延燒。 9
月 11 日從華盛頓州到加利福尼

亞州，整個美國西部全線燃燒至

少有 15 人死於這場火災。俄勒

岡州林火已經燒毀 38 萬公頃，

超過 50 萬人緊急撤離。單是加

州即多達 37 個火點，燒毀面積

超過 30 萬公頃，正式成為該州

史上最大規模火災。分析指出，

州政府屈從於綠色環保人士對於

高壓電線區雜木清除的反抗，與

維權人士反對拆除防火牆隔離區

違章建築的激烈抗爭，是加州歷

來野火頻仍的主要因素。

 川普主持簽署歷史性協議

歷史性協議簽署

特朗普總統 15 號上午先

在橢圓形辦公室與巴林王國

外交部長本拉須德阿勒讚雅

尼（Abdullatif bin Rashid Al 
Zayani）、阿聯酋外交暨國際

合作大臣本札耶德阿勒納哈

揚（Abdullah bin Zayed bin 
Sultan Al Nahya）、 以 色 列

總 理 內 塔 尼 亞 胡（Benjamin 
Netanyahu），各自舉行雙邊會

談。參加的美國官員包括副總統

彭斯、國務卿蓬佩奧、財政部長

姆努欽、白宮高級顧問庫什納，

以及白宮幕僚長梅鐸斯。

《亞伯拉罕協議》的簽署儀

式在白宮南草坪舉辦。在儀式上

特朗普總統說：「以色列與阿聯

酋，還有巴林王國，將開設大使

館，互派大使，並且開始合作，

作為夥伴進行廣泛的合作，從旅

遊到貿易，還有健保醫療到安

全，他們都將合作。他們是朋友

用。川普因此在一週內，兩次獲

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9 月 9 日，挪威國會議員兼

北約議會挪威代表團主席泰布

林 . 吉德，致信挪威諾貝爾委員

會，正式提名川普總統為 2021
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吉德

表示，提名川普的主要原因是，

在他的斡旋下，以色列與阿聯酋

達成歷史性協議，實現邦交正常

化，為中東和平進程起到巨大推

動作用。

9 月 11 日，瑞典國會議員

馬格努斯．雅各布森在推特上宣

布，他已經提名川普政府以及塞

爾維亞和科索沃這兩個歐洲國家

為 2021 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候選

人，因為他們「通過在白宮簽署

的合作協議，為和平與經濟發展

共同努力」。

早在 2018 年，在與朝鮮領

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舉行「川金

會」之後，川普也得到諾貝爾和

平獎提名。

2021 年和平獎的評選結

果，預計在明年 10 月公布。

各方反應

觀察人士表示，該協議進一

步體現了正在發生變化中的中東

局勢，即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國家

與以色列靠近，從而使巴勒斯坦

受到孤立。

民主黨人對這些協議表示支

了。《亞伯拉罕協議》同時也為

全球穆斯林打開大門，能去造訪

以色列的歷史遺蹟，並且在耶路

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和平祈禱，

那是伊斯蘭教的第三聖地。」

阿聯酋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

係之後，將對伊朗形成壓力，因

為阿聯酋與伊朗只有一個海灣之

隔，如果以色列藉由阿聯酋的空

軍基地對伊朗核設施發動攻擊，

將對伊朗造成更大威脅。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致詞

時先感謝特朗普總統。他接著

說：「而今天我們創造出來的這

和平的祝福，將很巨大。首先，

因為這個和平最終將會擴展到包

括其他阿拉伯國家。而最後將會

永久地終結阿拉伯 - 以色列的衝

突。」

阿聯酋是繼 1979 年埃及，

還有 1994 年的約旦之後，第三

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國家。

巴林在上週五 9 月 11 號宣布願

意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特朗

普總統 15 號在橢圓形辦公室中

說，除了巴林王國之外，另外還

有 5 個國家有意與以色列關係

正常化。

川普一週內兩次 
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在川普的斡旋下，塞爾維亞

和科索沃於 8 月達成歷史性協

議。 9 月，以色列也接連與阿

聯酋和巴林實現邦交正常化，為

中東和平進程起到巨大推動作

持，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在一份聲明中說，這標

誌著「重要的一天」，但「問題

仍然存在」，比如阿聯酋向美國

購買 F-35 戰機的承諾，人們擔

心這會削弱以色列的地區軍事 
優勢。

「美國國會兩黨將對協議進

行觀察和監督，以確保以色列維

持在該地區的軍事優勢。至關重

要的是，我們必須充分瞭解以色

列同意停止吞併西岸部分地區計

畫的細節。」佩洛西說。

巴勒斯坦政策網路智庫青年

黨 (Al-Shabaka)的達娜．埃爾．

庫德（Dana El Kurd）上週告訴

美國之音，以色列和巴林之間的

關係正常化協議進一步證明了阿

拉伯國家政府正在放棄 2002 年

的「阿拉伯和平倡議」，同時在

巴勒斯坦事業或建國計畫方面卻

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的東西。

在距 11 月 3 日美國總統大

選僅剩不到兩個月之際，促成以

色列與阿聯酋和巴林之間的協定

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關鍵性

勝利，對於川普來說當然是利 
好消息。

川普的民主黨對手、前副總

統拜登近期則表示，他支持更多

國家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

同時也表示，相信「以色列必須

準備與巴勒斯坦人一起努力，實

現真正的兩國解決方案」。

巴林外交大臣本拉須德阿勒讚雅尼、以色列總理本杰明．內塔尼亞

胡，美國總統川普和阿聯酋外交大臣本札耶德阿勒納哈揚簽署《亞伯

拉罕協議》。（Getty Images）

9月16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

義偉正式接替安倍晉三出任日本

首相。（Getty Images）

伊朗示威者（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

導】因安倍晉三請辭首相，日本

現任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 14 日

高票當選執政自民黨改選總裁

後，成為日本歷史上首位無派

系、非世襲的自民黨總裁；並於

16 日國會「首相指名選舉」中

正式出任日本首相。菅義偉的勝

選也改寫了該黨的歷史。

在周一自民黨總裁選舉中，

菅義偉以壓倒性優勢獲勝。在

來自日本全國各地 393 名自民

黨議員和 141 名政黨代表中，

菅義偉獲得 377 票，佔 70％；

岸田文雄獲得 89 票，石破茂

（Shigeru Ishiba）獲得 68 票。

由於自民黨在日本國會擁有多數

席位，這基本上確保了菅義偉將

在 9 月 16 日出任首相。

日本參眾兩院隨後於 16 日

下午召開臨時會進行「首相指名

選舉」。由安倍所「指名」的自

民黨總裁菅義偉，一如所料的在

眾院「首相指名選舉」中獲 314
票過半數，獲指名為日本第 99

【看中國記者理翱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 9 月 14 日和 15
日兩次發布嚴厲警告，稱如果伊

朗為報復今年早些時候美軍空襲

擊斃其恐怖分子重要領導人，將

軍卡西姆．蘇雷曼尼而企圖暗殺

美國官員或襲擊美國的話，其必

將遭到回擊。

據福克斯新聞網報導，川普

總統首先於 14 日晚些時候在推

特上對伊朗發出警告，並簡略解

釋了原因。

川普說：「根據新聞報導，

伊朗可能正計畫對美國進行暗

殺或其他襲擊，以報復（美軍）

殺死其恐怖分子領導人蘇雷曼

尼。」然而，「美軍之所以採取

行動是因為他（蘇雷曼尼）正

策劃謀殺美國軍隊的襲擊，以及

這麼多年來其所造成的美國人員

的死傷。」

川普警告伊朗，「凡以任何

形式對美國的任何攻擊，都將遭

受美國對伊朗的回擊奉還，其規

日首位非世襲總裁出任首相
任首相。通過指名後，菅義偉在

首相官邸與執政聯盟的公明黨黨

魁進行黨魁會談後開始組閣，新

內閣則於當天晚間經天皇認證後

正式上路，安倍晉三長達 7 年

8 個月 2822 天的第 2 次執政也

在 16 日畫下句點。安倍這次是

在任期中請辭，所以這次選出的

新總裁任期只到安倍原先任期的

2021 年 9 月止。

現年 71 歲的菅義偉，曾擔

任 8 屆眾議員（神奈川縣第 2
選區），也擔任國總務大臣、自

民黨幹事長代理執行等職務。自

2012 年 12 月安倍晉三擔任日

本首相以來，菅義偉一直擔任日

本內閣官房長官。安倍晉三成為

日本歷史上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

首相，菅義偉也成為在任時間最

長的內閣官房長官。

據自由時報報導，出自平

民背景的政治人物，訥言敏行

的菅義偉去年因宣布「令和」的

德仁天皇年號，被稱「令和歐吉

桑」。本身沒派系卻獲各派系

支持，非世襲而打敗了世襲。他

出生於秋田縣一個草莓農戶，是

家中長子，高中畢業後到東京，

曾在瓦楞紙箱工廠打工賺取大學

學費，在偶然機會從議員助理做

起，進入政壇。有了這一奮鬥經

驗，他的人生座右銘是「有意志

就有道路」。從而，有如他 14
日在當選後所說︰「自己進入

沒有地緣和血緣關係的政治世

界，一切都是從零開始的；這樣

的我擔任具有歷史和傳統的自民

黨總裁，誓言將傾注全力，為日

本和老百姓工作。」

先前美國總統川普喊出了

「脫鉤中國」，鼓勵美國企業能

夠撤離中國；無獨有偶，安倍亦

如川普一樣祭出了優惠措施，對

於要出走中國的日企給予補貼。

目前傳出已經逾 1700 家在中國

的日企提出申請了，並有 235
家公司已獲得批准，得以將其產

業撤回到日本或移至東南亞其他

國家，還有其他企業也在排隊申

請補助之中。

面對安倍的未竟職志，與黨

內派閥的虎視眈眈，菅義偉無派

系的將立即面對 2021 年 9 月下

一屆總裁選舉的重大考驗。而外

部在野勢力，也正磨刀霍霍的趁

此機會於國會集結，期待興起一

場政黨輪替的大戰。

就在自民黨總裁選後的 9 月

15 日，日本兩大在野黨立憲民

主黨與國民民主黨合併，成立新

政黨「立憲民主黨」，並於當天

舉辦創黨大會，共 150 名國會議

員參加，其中眾議員 107 人（全

模將大上一千倍！」

隔天早上，川普在接受《福

克斯與朋友》採訪時重申了嚴厲

警告：「我們都準備好了。他們

（伊朗）將受到一千倍的回擊。」

《政治》率先披露指出，德

黑蘭正在考慮並已著手計畫暗殺

美國駐南非大使拉娜．馬克斯

（Lana Marks），以報復美軍殺

死蘇雷曼尼。自春季以來，美國

官員就已經意識到伊朗對大使的

威脅。而情報顯示，這些威脅在

最近幾週變得更加具體。

消息人士告訴福克斯新聞，

美國情報機構正在認真對待對大

使的威脅，並認為伊朗政權有可

能就暗殺陰謀採取行動。另外，

美國情報機構認為大使只是德黑

蘭正在考慮施加報復的幾名美國

官員之一。

消息人士稱，情報機構相信

伊朗會因蘇雷曼尼之死而尋求報

復，並已密切監視伊朗的動作。

伊朗過去曾計畫暗殺美國大使，

這也是為甚麼情報界認真對待這

一特殊威脅評估的部分原因。

消息人士還表示，情報界的

評估是如果伊朗企圖暗殺，那將

是一次重大的行動升級。它將嚴

重加劇華盛頓與德黑蘭之間已經

緊張的關係，並且將給川普政府

以回擊的動力。

蘇雷曼尼被認為是伊朗最有

權勢的人之一，通常被稱為「影

子指揮官」或「間諜大師」，

是伊朗方面名為聖戰軍（Quds 
Force）的精銳情報部門的長期

領導人。該部門自 2007 年以來

一直被認定為恐怖組織，估計有

2 萬人。

議會占比 23%）、參議員 43 人

( 全議會占比 17.6%)，成為日本

第一大在野黨。創黨大會通過黨

綱，包括尊重多樣性以及「零核

電社會」等。第一任黨代表枝野

幸男表示，被稱為「政黨輪替發

射台」的眾議院中，立憲民主黨

已有超過 100 名議員，現在正是

為國民提供不同選擇的時刻。

16 日的就職，無論黨國，對

菅義偉而言，都意味著接下沉重

的一棒，能否堅持安倍路線，也

成為攸關日本能否脫鉤中國，重

建「日本製造」榮景的成敗關鍵。

新中東的曙光

伊朗欲暗殺美大使 
川普警告：必千倍奉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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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日經亞洲評論》10 日報

導，為紀念美日聯盟成立 60 週

年，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

究中心舉辦研討會。當天，河野

太郎出席研討會。講話期間，河

野對中國發表強硬鷹派言論，指

出北京可能會「試圖將海上軍事

化擴大到東海」，並說「如果中

國改變南海現狀，他們將要付上

昂貴代價」。

他還說：「當我擔任外務大

臣時，我非常謹慎地沒有將中國

稱為（對日本的）威脅……但

作為防衛大臣，我必須說中國已

經對日本的安全構成威脅……當

中國奪取領土時，國際社會沒有

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它，看看我

們得到了什麼。」

即將擔任日本首相的菅義

偉，很多人認為他左右不明，但

是從最近關於擺脫對中國產業鏈

依賴的講話來看，比安倍更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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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基地建設費的一定比例來發放。

和歐美一樣，日本企業的供

應鏈現在長期高度依賴中國，在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後，日企供應

鏈幾乎中斷，很多產品繼防疫物

資無法從中國進口。日本政府也

意識到了將產業鏈集中在中國的

危害，所以在今年 4 月份宣布

提供 22 億美元資助日本企業離

開中國，其中包括 20 億美元資

助企業回流日本、2 億美元資助

企業遷至東南亞。

日本政府已經邀請外部專家

進行審核，10 月份決定哪些企

業可以得到補助。而菅義偉的參

硬，謀劃也非常深遠，計畫盡快

擺脫對中國產業鏈的依賴，以免

日本受制於人。這只是一個隱藏

得比較好的圓滑的鷹派。而明年

河野太郎將成為日本自民黨總裁

競選的非常有力的競爭者。從目

前日本局勢來看，不管誰將來掌

舵日本，對中只會越來越強硬。

最近日本一夜改裝出四艘航母，

並大量購買美國 F35 戰鬥機就

是很好的說明。

有一個段自總結得很好：

「日本索尼停止出口攝像頭，全

世界的手機企業停產。日本停止

出口空調壓縮機，全世界的空調

企業停產。日本停止出口高精度

螺母，空客、波音立即停產。日

本停止加工高精度切削鋼，全世

界一支圓珠筆都做不出來……」

這個段子裡面不一定說是世

界 100%離不開日本這些產品，

但至少很大部分是如此，在半導

體上游的很多關鍵材料上，日本

也處於壟斷地位。這些都體現了

日本強大的工業實力。就像很多

人說的，日本只是把世界經濟第

二強國這個名頭讓給了中國，其

實日本才是製造業的無冕之王。

接下來進入正題。今年疫情

最嚴重的時候，日本是出臺了政

策，補貼日本企業撤離中國，搬

遷到日本或者東南亞，當時第一

批有 87 家日本企業撤離。

最新的消息是日本日經新聞

9 月 9 日報導，申請政府補助離

開中國市場的日本企業數量從第

一輪的 90 家已經激增至第二輪

的 1670 家，申請金額是政府預

算餘額的 11 倍，顯示日企將生

產線撤出中國的意願越來越高。

這兩次的補貼對象為（1）
生產基地集中於特定國家的產品

和材料，或者（2）國民健康所需

的重要產品和材料。在已經獲批

的項目中，醫療用品居多。補貼

上限為 150 億日元，按照日本國

日本總理安倍宣布辭

職後，日本新總理菅義偉得

到自民黨內最大共識上台，

持務實低調作風，同時黨

內對華強硬的聲音越來越

高。中日關係緊張局勢開始

升溫。

選及就職演說中，就多次提到了

重塑供應鏈一事。

日本資金將去哪裡？

據悉，日本政府近日擴大

了補貼範圍，在原有的東南亞

國家的基礎上，增加了印度和

孟加拉。印度政府表示，IT 產

業和基於 IT 的服務產業、物聯

網、化學和食品加工等產業將

因此受益。這個措施明顯是日

本聯合印度、澳大利亞以及東

盟國家聯合重組產業鏈的政策

落實，印度成為日本製造業撤

離中國後重要選項。（下轉 B2）

1700日資撤離中國
重塑亞太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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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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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劉翰青

讚曰：

一土臨朝更不祥，

改年換國篡平床。

泉中湧出光華主，

興復江山又久長。

——摘自姜子牙預言

《乾坤萬年歌》

歷史原來這樣 之 兩漢之間

劉秀於漢哀帝建平元年（公

元前 6 年），出生在濟陽 ( 今
河南蘭考 )「縣政府」後院的

「家屬宿舍」裡。據說，劉秀出

生時屋裡紅光一片——「有赤

光照室中」（《後漢書 . 光武帝

紀》），他老爸劉欽令感到很驚

奇，就請了一位預測師王長來

占卜吉凶，王長告訴劉欽：「此

兆吉不可言」（《後漢書 ‧ 光武

帝紀》），劉縣令聽了，心裏那

個美就別提了。這一年，濟陽

縣還發生了一件新鮮事兒，濟

陽縣界的莊稼地裡長出九個穗

的麥子，大家都知道，正常情

況下，一根麥子只有一個穗，

一支九穗確實不同尋常，劉縣

令因此給兒子取名為「秀」——

「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

穗， 因 名 光 武 曰 秀」（《後 漢

書 ‧ 光武帝紀》），這個「秀」

就是莊稼出好穗的意思。

不想，劉秀九歲那年，老

爸劉欽去世了，叔叔劉良收養

了他。轉眼幾年過去，劉秀長

大成人了，他還真對得起自己

的名字，長著兩道漂亮的眉

毛，高鼻樑，額角飽滿——

「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

（《後漢書 ‧ 光武帝紀》），也

算小帥哥一枚。劉小帥哥對種

地的工作很是敬業，還經常拉

著家裏剩餘的糧食，到宛城去

賣，也頗有點經濟頭腦。他大

哥劉伯升卻喜歡結交一些豪俠

之士，還經常笑話自己的小弟

只知道種地——「性勤於稼穡，

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

武事田業 」（《後漢書 ‧ 光武帝

紀》）。

當然，劉秀也是受過「高等

教育」的，王莽天鳳年間（公

元 14 年——公元 19 年），劉

秀到長安「深造」過，學習的主

要課程是《尚書》，不過成績很

平平，史書上說他只是「略通大

義」（《後漢書 ‧ 光武帝紀》）。

但是，劉秀和同學們的關係相

處的很不錯，這些同窗日後對

他的人生倒是影響很大，此乃

後話。按這個情況分析，劉秀

頂天兒也就當個「農業部長」。

可是，歷史很幽默，常常弄出

些出人意料的結果。

有一次，劉秀和大哥劉伯

升、姐夫鄧晨仨人兒一塊去宛城

拐的意思，可是，後邊還有更

雷人的，劉歆在莽新朝又反了。

這其中也有一段小故事。

原來，甄豐、劉歆和王舜以前

是「王莽工作室」的主要「骨

幹」，王莽能夠被封為安漢

公，基本上是靠這三位策劃執

行的，王莽也因此給了他們不

少好處。但是，王莽後來的「擴

大經營」，是在這幾位「骨幹」

計劃之外的。王莽攝政依靠

的，是前輝光謝囂找來的那塊

疑似「山寨符命」石頭，此時王

莽羽翼已經豐滿，接著，就藉

助哀章「人工製造」的「看圖說

話」篡漢自立，而且根據哀章胡

謅出來的那兩個人名，找到了

大頭兵王興和賣火燒的王盛，

還把他們封為了將軍。

甄豐他們幾個對王莽稱帝

這事，心裏有幾分不以為然，

他們擔心漢朝皇族和天下豪傑

對此事的怒火，延燒到自己身

上，但是事已至此，也無可奈

何，怪只怪他們自己就是王莽

發跡的始作俑者之一。

王舜和劉歆還只是心裏琢

磨一下這事，可是甄豐性子比

較直，被王莽察覺出他的不滿

了。於是，王莽又「山寨」了一

個「符命」，並以此為藉口，把

原來「副總理級別」（大司空）

的甄豐給降級成更始將軍，這

麼一來，老甄就和賣火燒的王

盛同級了。甄豐和兒子甄尋嘴

上沒說甚麼，心裏可是火大，

給你王莽賣了那麼多年命，就

這個下場啊。王莽喜歡「山寨符

命」，甄尋有樣兒學樣兒，也

「山寨」了一個，內容是說，漢

平帝的皇后——黃皇室主是甄

尋的妻子。

王莽「非法建立政權」，一

直懷疑大臣們對自己有意見，

正想找個藉口殺雞給猴看呢，

甄尋正撞在槍口上。王莽下令

通緝甄尋，結果，甄豐自殺，

他兒子甄尋躲進華山，一年以

後被抓到。一通審問之後，小

甄供出一堆人來，其中包括劉

歆的兒子。王莽就是打算藉此

立威的，涉案人的結果可想而

知。從此，劉歆在心裏和王莽

徹底分道揚鑣了。

劉歆的預言

最終直接推動劉歆公開反

王莽的，是道士西門君惠。西

門道長是王莽的堂弟——衛將

軍王涉的一個「私人顧問」，對

星象、圖讖等「學科」都有一定

的研究，他把自己的一個「研究

成果」告訴了王涉，說：「有一

顆彗星掃過皇室對應的星域，

劉氏要復興了，這個人的名字

和國師的名字（劉秀）是一樣

的。」——「星孛掃宮室，劉

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

（《漢書 ‧ 王莽傳》）

這句話給了王涉不小的震

動，原來不僅僅是劉歆、甄豐

他們，王莽以前的很多其他「跟

班」們，之前也都沒想過幫王莽

篡位，他們只不過希望王莽位

極人臣，然後在他那鍋燉肉裡

喝點湯罷了。（未完待續）

有人或許會問，如何知

道，這「劉秀當為天子」的預言

不是「事後諸葛亮」們，在劉秀

當了皇帝以後杜撰出來的呢？

因為這番「安知非僕」的對話之

後，「正版」劉秀稱帝之前，有

人為這句「劉秀當為天子」的預

言「打了前站」，他就是那個改

名為劉秀的國師——劉歆。

劉歆的人生也是蠻有戲劇

性的，他的老爸就是漢楚元王

第四代孫——大名鼎鼎的劉

向，老爺子博覽群書，精通天

文星象，在漢成帝時，負責校

對閱讀經傳詩賦等書籍，劉歆

多少也得了點家傳。

對於劉歆的改名，在小說

演義中，通常說他在知道了「劉

秀當為天子」的圖讖之後，為自

己當皇帝，才改名為劉秀的。

但是，本文致力於用「網絡語

言」描述真實的歷史，而不是戲

說，《漢書 ‧ 楚元王傳》中記載

「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也就

是說，劉歆是為了避漢哀帝劉

欣的名諱，才在建平元年（公

元前 6 年）改的名字，而「劉

秀當為天子」、「劉秀發兵捕不

道」這類預言是在王莽篡漢之後

才流傳天下的。「巧」的是，劉

歆改名為劉秀這一年，恰恰也

是「正版」劉秀出生的時候。

國師「劉秀」

劉歆本是漢室宗親，卻陰

差陽錯的和王莽混到了一起，

到王莽自立為帝，他成了王莽

的國師，這頗有點胳膊肘朝外

（七）

訪友，在那裏，他們遇到了一位

預測「達人」——蔡少公。蔡少

公對圖讖很有研究，圖讖就是帶

「插圖」的預言，看來這位蔡少

公還是個「漫畫愛好者」。那一

天也是高朋滿座，大家都想聽些

新鮮事兒，長點見識，蔡少公就

發表了一下他最近研究圖讖的一

點心得，其中有一點，頗為引人

注目，就是蔡先生「言劉秀當為

天子」（《後漢書 ‧ 鄧晨傳》）。

於是，在座的有人問：「你說的

是國師劉秀吧？」——或曰：

「是國師公劉秀乎？」（《後漢

書‧鄧晨傳》）

「劉秀」「雙胞案」

這「劉秀」怎麼還有「雙胞

胎」啊？原來，此人提到的那個

國師劉秀，就是前文提到的劉

歆，劉秀不是他的本名，而是

後來改的，他早先也是王莽的

一個「粉絲」，後來王莽篡漢，

封他為國師。

此時，座中「正版」的劉秀

聽到那人的問話，就開了個玩

笑：「你們怎麼知道說的不是我

呢？」——「光武戲曰：『何用

知非僕邪？』」（《後漢書‧鄧晨

傳》），這句玩笑後來成了一個

成語典故——「安知非僕」。

在座眾人聽了都笑岔氣兒了，心

說，你整天只知道種地、賣糧

食，還想「為天子」呢？唯有他

的姐夫鄧晨，聞言心中暗喜，因

為過去很多人相信，在這種情況

下，當事人看似無意的一句戲

言，往往預示著某種徵兆。

1700日資撤離中國 重塑亞太供應鏈
（接 B1） 日 經 新 聞 引 述

分析表示，武漢肺炎疫情爆發

時，中美貿易戰尚未結束，經

濟安全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重

要，申請補貼的企業不是簡單

的關閉國外業務，而是將生產

線多元化，在緊急情況下提供

更多保護。有接受補貼的日企

透露，即使日本政府沒有提供

補貼，該公司也已決定將生產

線從中國轉移出去。

如果這次 1670 多家日本企

業完全撤離中國，對中國的製

造業的打擊可想而知的，中國

的產業鏈將大範圍塌方，這也

應該算是美歐日台澳重組產業

鏈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日本產業鏈轉移的一個最

重要目的地國家，就是被認為下

一個世界工廠的越南，目前從中

國撤離的日本企業有一半以上到

了越南。日本和越南的緊密關係

對於中國是長期的威脅。

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

公布的 2019 日本製造業海外投

資報告中顯示：日本在越南投

資數量達 4190 個，註冊資本

達 580 億美元，日本佔越南外

資總額的 31%，是越南最大投

資來源國。從上世紀 90 年代開

始，日本都是越南最大的貿易

夥伴，越南出口日本的貿易額

一直在增長。日本和越南當初

同時都是 TPP 成員國，後來美

國退出後，在太平洋全面進步

協議（CPTTP）的國家中，日

本是越南最大的貿易夥伴。

據調查，越南，是日企最受

歡迎的投資國之一，遠比中國更

受歡迎。日本機構數據顯示，

65.3% 的日本企業，表示在越

南的投資活動有盈利；69.8%
的日企，計畫擴大其在越南的經

營規模。

兩個國家關係好，很多時候

地理位置很重要，這就是地緣政

治。越南位於中南半島東部，東

臨太平洋，與中國，東南亞諸國

相鄰，隔南海與菲律賓相望，地

理位置對日本來說十分重要。

二戰後，日本為了恢復重

建，提出了著名的「雁陣模式」

發展策略，實施以出口擴張為

主要國策，逐步向東亞地區進

行直接投資，在東亞地區建立

以自己為核心的全球雁行國際

分工體系。

隨後，日本經濟，在戰爭的

廢墟上開始迅速發展，20 世紀

50 年代，成為在亞洲唯一的發

達國家。其中越南，就是日本雁

陣中重要的雁身，日資，是在越

南布局抄底的最早外資之一。

2011 年，越南放開對外資

的限制，政府把大量資金投入基

礎設施建設，打造優質營商環

境，外國投資項目都能實實在在

地賺錢，加上越南政治改革穩步

推進，議員選舉、國家領導人直

選等措施，意味著越南一隻腳已

經跨入了民主國家的行列。

現在，越南有一億人口，平

均年齡 29 歲，70% 在 35 歲以

下，處於人口紅利的鼎盛時期，

未來，越南將有一半人口步入中

產階層，推動消費、服務、房地

產、汽車等多項需求，日本看中

了這點，隨著日本產業鏈的轉

移，迎來了日本對越南的第四波

投資高潮。

日本還與印度在 9 月 9 日

簽署了日本自衛隊和印度武裝部

隊共用物資和服務的《物資勞務

相互提供協定》。

其實日本在改革開放後，

對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都是非

常友好的。日本的豐田、三

洋、松下都是最早一批投資中

國的外資企業，日本給與了中

國經濟發展很多援助。但是隨

著中國影響力在入世後的快速

提升，中共政權在國際上飛揚

跋扈，野心爆棚，這次疫情更

是讓日本意識到了自身受到的

威脅。這才是日本協定決心聯

合其他國家重組產業鏈，和中

國脫鉤的主要原因。這點美日

歐臺印度澳大利亞越南都看得

越來越透，拋棄中國重組產業

鏈已經成為氣候了。

漢宮春曉圖 · 仇英(約1494-1552)。本幅以春日晨曦中的漢代宮廷為時空背景，描繪後宮佳麗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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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崑曲作家王濟，後世一般稱之為

王雨舟。他曾官至廣西橫州通判，為官清

正，深得民心。他的劇作《連環記》至今

仍是崑曲舞臺上的保留劇目。《連環記》

取材自《三國演義》中貂蟬的傳奇故事。

王濟對崑曲的發展有突出的貢獻，

而崑曲歷來又被稱作中國戲曲的「百戲之

祖、百戲之師」。如此說來，他對整個

中國戲曲的發展都是有功的。

關於王濟的身世，坊間流傳著一段神

奇的故事。

王濟的父親王英為當地的富豪，卻生

性吝嗇。王宅旁邊是一個大集市，集市臨

河，本來有橋，但年久失修，無法使用，

人們出行往來很不方便。

一天有位老僧登門化緣，希望王英能

夠捐錢修橋。王英生氣地斥責他，並想將

他趕走。但他依然懇切地請求王英捐錢。

王英對他說：「你去集市上化緣集資

吧！就說捐款是由我帶頭的。」老僧卻執

意要王英以一人之力完成此善事。

王英見老僧態度誠懇，最終被他感動

了，便答應了他，拿出白銀百兩為大家重

修此橋。同時又在橋旁修了個亭臺屋舍，

供老僧居住其中。

王英見老僧生活清苦，卻始終嚴守戒

律，心中甚是欽佩。漸漸地，兩人成了好

友，常相往來，相處融洽。

十年後，王英的夫人懷孕了。她即將

生產的前一天夜晚，王英夢見老僧踉踉蹌

蹌走入夫人閨房之中，頓時心中大怒，認

為他不守禮儀私闖閨房。

他醒來後，便聽見夫人房中傳來新生

兒的啼哭聲，家中的下人來報夫人生了個

兒子，全家歡喜不已。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來報老僧已於昨

夜坐化。王英大為驚訝，知道自己的兒子

乃是老僧轉世而來。他悟到自己能有後

代，皆是因為聽從老僧的勸告，行善積

德、修橋濟民而來，心中非常感激。於

是，他給兒子取名為王濟，以紀念此事。

王濟一生樂善好施，對佛教供養捐贈

頗多。始建於北宋，後於元末被毀的白蓮

塔，就是他出資重修的。今烏鎮尚有「一

觀二塔九寺十三庵」之說，二塔的其中之

一就是這座白蓮塔。

◎文：白雲飛

Wang Ji, a Kunqu opera writer in the 
Ming Dynasty, is usually known as 

Wang Yuzhou by later generations. He was 
once a local magistrate in Heng Prefecture, 
Guangxi Province. As an upright official 
he wo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His play 
Interlocked Rings, based on the legend of 
Diao Chan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still a repertoire on the Kunqu 
stage.

 Wang Ji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Kunqu Opera, and 
Kunqu Opera has always been called the 
“ancestor and master of Chinese opera.” He 
was thus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entire Chinese opera.

 Here is a magical legend about Wang Ji.

 Wang Ji’s father, Wang Ying, was a wealthy 
man, but he was stingy by nature. Next to 
Wang’s house was a big bazaar, near a river. 
There was a bridge over the river that was 
in disrepair and no one could use it. It was 
made things very inconvenient for villagers 
to travel.

 One day, an old monk came to the door for 
alms, hoping that Wang Ying would donate 

money to repair the bridge. Wang scolded 
him angrily and wanted to drive him away. 
The monk still earnestly asked him to give 
money.

 Wang said to him: “You can go to the ba-
zaar to raise funds in my name!” The monk 
insisted on asking Wang to accomplish this 
charitable work alone.

 The monk’s sincere attitude finally moved 
Wang, so he agreed to donate a hundred 
taels of silver to rebuild the bridge. At the 
same time, Wang built a pavilion-style 
house beside the bridge for the monk to live 
in.

 Seeing that the monk had a difficult life, 
but always strictly abided by the precepts, 
Wang admired him very much. Gradually, 
the two became friends, and they got along 
well.

 Ten years later, Wang’s wife became preg-
nant. On the night before she was about to 
give birth, Wang dreamed that the monk 
staggered into his wife’s boudoir, and in his 
dream he suddenly became furious, think-
ing that the monk had broken into the bou-
doir without observing etiquette.

 After he woke up, he heard the cry of a 
new born baby from his wife’s room, and 
the servant came to report that his wife had 
given birth to a son; the whole family was 
thrilled.

 Early the next morning, someone came to 
report that the monk had passed away in 
the sitting meditation last night. Wang was 
surprised and realized that his son was the 
reincarnation of the monk. He also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he could have offspring 
because he took the monk’s advice, such 
as doing good deeds, building bridges, 
and helping others, and was grateful to the 
monk. So, he named his son Wang Ji to 
commemorate the monk’s memory.

 Wang Ji was kind and helpful through-
out his life, making a lot of donations 
to Buddhism. The Bailian Pagoda, buil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de-
stroyed at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was 
renovated by him. There is still a saying in 
Wuzhen today that “one Taoist temple, two 
pagodas, nine temples, and thirteen nunner-
ies.” The Bailian Pagoda is one of the two 
pagodas.
 
 

行善積德 老來得子

The Monk Reincarnated Into His Friend’s Family After

In ancient times, the Chinese clothing 
worn by emperors, noblemen, and offi-

cials used color and pattern to signify rank. 
The association of rank to a particular color 
and pattern was known as the Regulation 
Attire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yin-
yang and five element theory, blue, red, 
white, black, and yellow represent East, 
South, West, North, and Central, respec-
tively. Yellow not only indicates central, 
but it also represents the Earth. Thus, the 
emperor’s clothes always made use of the 
color yellow.

 Officials who served under the emperor 
also had strict rules regarding the color of 
their robes. The system in us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required officials with a 
grade of three and higher to wear purple 
robes, while those with a grade of four and 
five were to wear scarlet. Officials with 
a grade of six and seven were obliged to 
wear green, while blue was compulsory for 
grades eight and nine. The wife of an of-
ficial was also required to wear the same 
color garments as her husband. The pattern 
designs on clothing also indicated rank. 
The emperor’s clothes had 12 pattern de-
signs, each with a unique meaning.

 Each dynasty that came to power brought 
its own culture of dress to China’s long 
history. When new styles of clothing ap-
peared, this often indicated a new govern-
ment had arisen.

在古代中國，皇帝、貴族和官員以穿

衣服的顏色和圖案來表示等級。根據陰陽

五行學的理論，藍、紅、白、黑、黃分別

代表著東、南、西、北、中。黃色不僅代

表中心，也代表地球。因此，皇帝的衣服

總是使用明黃色。

唐朝制度要求三品以上的官員穿紫色

的長袍，而四品和五品的官員穿鮮紅色的

長袍，六、七品的官員必須穿綠色，八、

九品的官員則必須穿藍色。官員的妻子也

必須和丈夫穿同樣顏色的衣服。服裝上的

圖案設計也表明了等級。

每一個朝代都有自己的服飾文化。當

每個新朝代建立后，隨即就會出現新的服

裝樣式。

Rundle Dental Dental
         牙醫診所牙醫診所

歡迎南部新症、急症

服務全家的牙齒護理美容服務全家的牙齒護理美容

兒童牙齒保健

拔牙及根管治療

牙冠牙橋修復

牙齒矯正及
隱形牙套

牙齒美白美容

種牙及活動型假牙

注射 Botox 除皺針

保險直接結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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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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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牙齒矯正諮詢免費牙齒矯正諮詢
歡迎來電諮詢詳情歡迎來電諮詢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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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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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RundleDental.co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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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忠豪醫生陳忠豪醫生
10 年經驗 

美國牙科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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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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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朗有耐心 熱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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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明娟醫生許明娟醫生許明娟醫生

✆ (587) 318-2759
107-7004 Macleod Trail SE, 
Calgary, AB, T2H 0L3
Chinookvillagedental.com

新診
所開張

！服務卡
城南部

Chin
ook V

illage D
ental

中國古代服飾
如何顯示等級

How Ancient Chinese 
Clothing Indicated Rank

www.rundledental.co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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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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出土青銅縱目面具 (G41rn8/

wiki/cc by 4.0）

為了記錄穿牆的全過程，科

學院技術人員在牆外，在每道牆

中間和密室裡都安裝了先進的高

速攝影機。這個聖人穿牆之前，

在離牆外十米的遠地方打坐入定

開始發功，使自己進入一個恍惚

狀態，然後穿牆。

穿越前兩道鋼筋水泥牆，一

點事都沒有，但在穿越第三道牆

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瑜珈師

沒有成功地穿過去，但他也沒有

被牆撞回，而是頭已穿過牆壁，

在牆的兩側各發現瑜珈師的一隻

腳。他的整個人體已經與鋼筋混

凝土融為一體了，湮沒在水泥牆

中。他的身體不是獨立的存在於

水泥和沙子裡，而是充分的和沙

子、水泥融合在一起。

現場有 200 名科學家、研

究員和新聞記者，都鴉雀無聲，

現場出現了意外，而他們卻無能

為力。超自然現象研究員加雅博

士說：「我們試圖與他溝通，但

他不能講話，我們認為他的分子

已與牆分子融合在一起，如果確

是那樣的話，他已跟石頭一樣堅

硬而失去了生命。」

印度科學家們當時大為驚

駭，反複查看了幾遍所有的攝影

記錄，只看到有一道很明顯的橫

向光柱，其它的什麼也沒有。此

後又邀請了幾位修行高手來分析

失敗的原因，歸納起來就是當穿

越第三道牆時，瑜伽師可能由於

功力下降，出定而導致試驗失敗

而身亡。

聖人仍然陷在那裡，開始時

候，24 小時有人守衛，以防有

人去觸摸他露出牆外的臉和腳。

當時有人提議拆牆救出他，但是

科學家一致認為那樣做會害死那

聖人的，加雅博士說：「這是個

極壯麗的悲劇。我們的唯一安慰

是他同意穿牆前是知道自己在幹

什麼的，這不是遊戲和魔術。」

他身體直今還「嵌合」在那

牆中，這道有著瑜珈師克沙裡．

拉瓦爾頭腳的水泥牆至今還保留

著，供人們參觀、憑弔。

在印度的加爾各答，

印度超自然現象研究院

特意修了三道鋼筋水泥

牆，69歲的印度教聖人

瑜珈師克沙里拉瓦爾同

意當著一群科學家和新

聞記者的面，表演他的

短途飛行和穿牆能力。

◎文：佚名

◎文：天羽

印度瑜伽師表演穿牆 命喪牆中

7 小時沙漠變良田 

瑜珈師克沙里拉瓦爾的身體直今還「嵌合」在那

牆中，供人們參觀、憑弔。（網圖）

挪威一家初創公司研發出一項新技術，實現

7 小時將沙漠變成可耕地的農業奇蹟，讓迪拜的

貧瘠沙漠在短短 5 個月內結滿新鮮蔬果。

挪威科技公司沙漠控制（Desert Control）
研 製 成 功 的「液 態 納 米 黏 土」（Liquid 
Nanoclay），僅用水和黏土就可以製成。據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該公司團隊在

今年 3 月初前往迪拜，將這種「液態納米黏土」

噴灑在一片沙漠中，然後種上西瓜、西葫蘆及穀

類作物珍珠粟。

5 個月後，奇蹟出現了，原本荒瘠的沙漠，

變為結滿新鮮蔬果的良田。該公司稱，「液態納

米黏土」能滲透並附著在沙粒上，提高沙子的保

水能力，為植物提供生存所需的必要養分。可以

將用水量減少一半以上。

更重要的是，貧瘠的沙質土壤，只要短短 7
個小時，就能變成可耕種的肥沃良田。

這項技術由挪威科學家克里斯蒂安 ‧ 奧里

森（Kristian Olesen）於 2000 年發明，它的出

現，或可緩解沙漠地區國家的糧食危機。

赫勒是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公

開披露外星人文明研究情況的

最高級別官員。其演講再度引出

人們對美國與外星人代號為「澤

塔」的絕密外交行動的興趣。據

稱，在這次行動中，美軍派出

12 名特使隨外星飛船前往澤塔

星球，其中 2 人死亡，2 人留在

澤塔星球，8 人重返地球。

加拿大前防長公開承認

存在外星人

參加這次卡爾加里巡迴演

講活動的大約有 400 人。赫

勒說，他參加巡迴演講的原因

是要傳播他相信的事實。根據

赫勒的描述，大部分外星人來

自其他星系，有一些外星人生

活在火星、金星和土星的衛星

上。外星人到訪地球已經有幾

千年的歷史，有 4 種外星人

不斷到訪地球，他們之中有的

像人類，會經常在人們身邊經

過，但沒有人能將他們辨認出

來；有的長得像大眾文化（如

漫畫）中描繪的生物形象。

赫勒說，地球上生活著 2 種

到 12 種外星人，也有人說有 80
種之多。大部分外星人對人類懷

有善意，但有些外星人來到地

球是帶著邪惡的目的。據赫勒

介紹，外星人很會偽裝。有些雌

性外星人可能會穿著修女的服裝

到拉斯維加斯購物，卻沒人能發

現。赫勒說，天上飛的 UFO 數

量跟人類飛機的數量一樣多，只

是大部分媒體不願意觸及這類話

題。

美軍代號「澤塔」 

絕密行動的起因

而美國與外星人的祕密交往

的行動就是「澤塔行動」。最早

披露「澤塔行動」的人是美國空

軍中士理查德．C．多蒂，他聯

繫上了著名記者琳達．莫爾頓．

豪，聲稱軍方同某一外星種族有

著祕密合作計畫。

「澤塔行動」起源於 1947

年的羅斯韋爾事件。第 6 個踏足

月球的美國宇航員艾德加．米切

爾在接受英國電臺採訪時，明確

說：「羅斯韋爾事件是真實的。

事實上，從 20 世紀 40 年代起，

外星人一直試圖與地球人類進行

接觸，而美國航天機構的許多內

幕人士甚至親眼看到過外星人，

此後，外星人還多次造訪地球。

這些外星人都是些智能高度發達

的生物，而人類的科技明顯不如

外星人，幸好它們對人類沒有敵

意，否則人類早就被外星人驅趕

出地球了。由於擔心在公眾中引

發恐慌，美國曆屆政府全都隱瞞

真相，但內情還是慢慢被泄露出

來。我一直在軍方和情報領域工

作，知道公開事件背後的危險

性。」

羅斯韋爾事件發生後，美國

軍方封鎖了現場，並將所有的證

據移走。有一個外星人被發現還

活著，它當時正躲在岩石背後，

軍方立即祕密護送它離開。此

外，所有的外星人屍體都被送往

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因那

個實驗室擁有完善的冷凍系統，

可供進一步研究使用。墜落的

飛碟殘骸則由美國空軍轉移至俄

亥俄州賴特空軍基地。 1949 年

8 月，羅斯韋爾事件的第二墜落

現場被美國軍方發現，那裡位於

偏僻的新墨西哥州小鎮達蒂爾郊

外。據推測，兩架飛碟是碰撞後

才墜落到地面上的。

美軍與外星人 

達成星際交流計畫

國防情報局前高官表示，

倖存下來的那名外星人被取名

為「EBE1」（「外星生物實體 1
號」），它受到了良好的照顧，

隨後通過某種方式同美國科研人

員取得共鳴，並指出了自己母星

的位置——網罟座的澤塔星球。

「EBE1」向科研人員詳細解釋了

飛碟的構造，其中飛碟殘骸中有

一塊物件可用於同它的母星聯

絡。然而，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

驗室的工作人員並不會使用這個

裝置，直到 1952 年初夏，纔在

「EBE1」的幫助下使這個通訊設

施開始重新運行。「EBE1」活

到了 1952 年夏末，在它去世之

前，它向母星發出了 6 條未得到

答覆的信息。 1952 年 12 月，

美國軍方首次得到回覆。然而，

地球同澤塔星球的聯絡並不容

易，美國人不懂外星語言，同

時澤塔星球上的外星人也不懂英

語。接下來的 9 年中，雙方陸陸

續續進行著艱難的聯絡，幸虧雙

方都持有善意，通過某種方式，

逐漸達成一個交流計畫。

澤塔星球是位於網罟座 ζ

（又被稱為澤塔雙星）系統的一

個行星，距離地球約 39 光年，

一些 UFO 研究學者認為，澤塔

雙星系統是小灰人的故鄉。小灰

人在外星人研究學中也名羅斯韋

爾外星人，雖然有人自稱見到過

各種不同的外星人，但是小灰人

依然佔有目擊報告的很大比重，

如在美國報告中佔 75%、在歐

洲大陸目擊報告中佔 20%，在

英國目擊報告中佔 12%。

1961 年 9 月 19 日—20 日，

美國發生了著名的希爾夫婦誘拐

事件，後來在催眠狀態下，貝蒂

畫出了一幅星圖。 1968 年，一

位名叫瑪喬麗．費雪的俄亥俄州

天文學家，在閱讀了兩人的經歷

後對那幅星圖產生了興趣。經過

仔細研究，費雪確定這幅星圖代

表的是 39 光年之外的網罟座ζ

星系。

在誘拐事件發生期間，美

國軍方和澤塔星球加快了合作

步伐。 1962 年，來自澤塔星球

的信息表明，在 1964 年 4 月，

澤塔星球將向地球派出正式的

外交使團，飛碟降落地點定在

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市外的霍

洛曼空軍基地。當時的美國總

統是約翰．肯尼迪，他批准了

同外星人的交流計畫，具體任

務由空軍承擔。根據計畫，美

國軍人將被派往澤塔星球，而

一個澤塔星人則留在地球上，

協調行動的開展。美國空軍高

層讓科學家挑選交流小組成

員，可以設想，挑選出 12 名宇

航大使是一項艱難的工作。

（待續）

【看中國訊】加拿

大前國防部長、現今已

經91歲高齡的保爾．赫

勒（Paul Hellyer）2015

年4月18日在加拿大卡

爾加里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舉辦的「信

息披 露加拿大 之旅」

（Disclosu re Canada 

Tour）作巡迴演講，公開

承認有外星人存在，並

且在幾千年前就開始到

訪地球了，而且今天外星

人還在地球上生活着。

美秘密派遣12軍人去外星人母星生活 上

美軍「澤塔」絕密行動

英國倫敦科學博物館仿製的羅斯

威爾飛碟墜毀事件中的外星人屍

體。（日出印象提供）

1965年7月，12名美国人被秘密送往外星人星球生活。示意圖（pixabay）

加拿大前國防

部 長 保 爾．

赫勒（Paul 

Hell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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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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恢復正常， 敬請留意：週一至週四 早8點至晚8點； 
週五、週六早 8 點至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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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Zhang 張欣    醫生（國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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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恢復正常
牙醫服務全部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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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榮

走路昂首挺胸

這種人大多比較自信注重現

實，精明而穩健，不好高鶩遠，

凡事三思而行。凡事只相信自

己，思維敏捷做事有條不紊，富

有組織能力，重信義、守諾言，

是可以信賴的人。

健步如飛 不顧左右

這種人不論何時，都步履匆

匆。他們辦事明快而又有效率，

但缺少必要的細緻，有時會缺少

耐性﹔他們遇事從不推卸責任，

勇敢正直，精力充沛，喜歡面對

各種挑戰。

雙足落地有聲

這種人雙足落地的時候，會

發出清晰的響聲，行進快捷，昂

首挺胸，一副精神煥發的樣子。

這種人胸懷大志，富於進取心做

事有條不紊，規規矩矩，同時注

重感情，熱烈似火，可以選為情

人或伴侶。

斯文型

這種人走起路來不疾不緩，

雙手自然擺動，走起來異常斯

文。但是這種人膽小怕事，沒有

遠大理想多膽小、保守，喜歡平

靜和一成不變，所以總是原地踏

步和維持現狀﹔遇事冷靜著，不

輕易動怒。有專家明鑒，這種姿

態走路的女人多屬於賢妻良母型。

搖曳生姿型

這類人多半是女性，她們走

路時扭動腰肢，搖曳身姿充分展

現了女人的風采和氣質。

她們中多數為人坦誠，熱

情，心地善良容易相處，在社交

場合永遠是中心人物，頗受歡

迎。

藏字石：網絡圖片；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文：吳天極

宇宙中任何物質都有它運行

的規律，這便是佛家道家都反覆

講的定數。而人類存在於宇宙

中，其發展規律也必符合其所依

存的宇宙的規律，所以人類整體

的發展，及其每個人的生命過程

都必有其符合宇宙的自身發展的

規律，這就是定數。 
因此，真正的預言必備的條

件：所預測的未來發展的事物必

符合其所依存的宇宙的規律。這

也就對能預測的人或方法提出條

件——必超出常人。

有能力預言的人多為僧人、

道士等修者或身負使命的人，他

們也都是順天意而行。我們從幾

個方面來探討一下預言。 

一、預言延續的時間

預言延續的時間有長有短，

長的有幾千年，如釋迦牟尼佛

關於末法時期的狀態和「花開見

佛」的預言；耶穌末世大審判的

預言，以及世界各民族史上傳下

來的關於末世的預言，都延續了

至少幾千年。其次，有幾百年

的，如《馬前課》、《推背圖》、

《燒餅歌》等。有延續幾十年、

幾年，甚至更短的，其能延續的

時間都根據其所負有的使命而

定。

也就是說長的預言又蘊含著

無數個相對短的預言。人類在所

能認識到的幾千年的發展中，每

時每刻處在預言的氛圍中，因為

預言也是神傳文化的一部分。 

二、預言流傳的形式

在世界各地所流傳的各種預

言五花八門、各式各樣，最常見

的有以下幾種流傳形式：

●以文字形式流傳

這種形式的佔大多數，如釋

迦牟尼佛和耶穌等大覺者當時對

幾千年後的未來所作出的末劫時

的描述，能夠洞徹幾千年時空，

以文字形式傳承下來；還有中國

各朝代的國師們通過個人能力對

未來直至末劫時的預言，千百年

來都以文字形式記載下來；還有

國外的許多偉大的預言，如《諸

世紀》、《瑪雅預言》等，也都以

文字形式流傳至今。

預言如何指點人類迷津

隨著人類的發展、時代的更

迭，這些預言都在不斷的應驗中

證明著人類的「定數」，證明著

先知們偉大超凡的智慧。 
●以民謠、童謠等形式流傳

這種形式朗朗上口，易於傳

播，從歷史的記載中來看，這種

形式也很多，多流傳於民間，延

續時間較短。

這種形式因大多預言某特定

的事件，等這件事應驗了，該預

言也就破迷而完成使命了。

●以神話或口傳形式流傳

國外的一些土著民族從久遠

代代口傳下來的預言，都以這種

形式傳承著，以這種形式告誡著

後代的子子孫孫。 
●以自然奇觀的形式流傳

此種形式以超常的自然奇

觀，直白的告訴人將要發生或已

發生的事情。如豬叫石、藏字

石、藏字蛋等。 

三、預言存在的意義

時刻與人類發展相伴的預言

世界各地流傳的各

類預言，都在應驗中完成

著歷史所賦於它們的使

命。有些預言已完成了自

身所存在的價值，正在或

已經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如《諸世紀》，如釋迦牟

尼佛的預言等等。

究竟有什麼用呢？對此許多人迷

惑不解，這也是造成他們不相信

的原因之一。

其實預言和人們平時熟知的

謎語比較相似，它往往是不直接

給出答案，而是以一種隱晦的形

式告知某件事情未來的結果，為

何這樣呢？因為事物未來發展是

按其規律而行的，這個規律就是

宇宙法的體現，而由其導致的結

果是不能提前讓人知道的，否則

就會洩露天機，破壞常人社會狀

態，這是宇宙法所不容許的。 
在生生世世無數次的輪迴

中，人類如果沒了信心，沒了希

望，沒了守候 , 沒有了心靈的約

束，那麼人類就會因為慾望的膨

脹而導致毀滅。於是神在不同時

期都會給人類留下各式不同的預

言，在其不斷的應驗中，為的是

讓人類相信神佛，相信天理，從

而守住自身道德，也為了給人類

指點迷津，這也就大大提高了人

被救度的機會，這就是預言存在

的主要意義。 

人生在世，每一個人都必

須為自己的一生所為負責，所

謂善惡有報，沒有人能夠逃脫

神靈的審判。

秦朝大將白起，殺人如麻。

最殘忍的一次，竟然坑殺了四十

多萬投降的趙國士兵。白起最終

為秦國所殺，斷子絕孫。

公元 574 年，北周武帝興

滅佛運動，不久即患上惡疾，

周身潰爛而亡。不到三年，隋

滅北周。隋開皇年間，太府寺

丞趙文昌瀕死復生，講述他在

陰間看到周武帝帶著三道鉗，

被鎖在一間房子中。周武帝對

趙文昌說：「你回到陽間，告訴

隋朝皇帝我的各項罪行都已經

◎文：秀秀
查辦了，只有滅除佛法的罪業

太重，不可能得到減免。希望

為我營建功德碑，好讓我從地

獄脫身。」

趙文昌出來，看到一糞坑

中有人露出頭髮，便問那個人

是誰。冥吏回答說是「秦朝大將

白起」。不僅如此，即便是回

到俗世輪迴中，白起也需不斷

償還殺戮的罪業。

唐朝時，有一隻牛被雷劈

死，牛身上現「白起」二字。明

代時天雷打死一隻蜈蚣，身上

也有「白起」二字。

而大奸之人，也會被上天

以這樣的方式警示世人。唐朝

的大奸臣李林甫，口蜜腹劍，

殘害忠良。病死後，被開棺掘

屍，剝下錦袍玉帶，以庶人待

遇草草掩埋在長安城外的亂墳

崗上。家人盡數流放嶺南，財

產皆沒收入庫。

一位有宿命通的僧人說：

李林甫很奸惡，死後轉生為

娼、畜生，並曾多次遭受天雷

轟擊。

唐朝憲宗元和年間，在惠

州地區，天雷打死了一個妓

女，妓女肋旁有李林甫三個紅

字。

宋朝高宗紹興年間，漢陽

地區的一個蔡家女兒，被天雷

打死，身上也有紅字，寫著「唐

相李林甫」的字樣。明朝太祖洪

武年間，吳山縣人陸允誠，在

家中殺雞，拔掉雞毛後，在雞

背上發現有李林甫三字。

生前作惡，死後墮入畜生

道的人，現代也有。 1958 年 1
月 28 日的臺中《民聲日報》中曾

登載過這樣的新聞。

臺灣屏東縣恆春鎮尤萬金

家有一隻母牛，產下一頭小

牛，背上竟然浮現「林新教」三

個字。這林新教與尤家卻是有

著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尤萬金有一個弟弟，名叫

尤萬達，因家境貧困，受雇於

該鎮醫師林新教家做長工。當

時臺灣還未光復。

那一年，林家失竊稻穀

二千多斤，林新教認定是尤萬

達所偷。送交警所後，刑警人

員嚴刑拷打，可憐尤萬達受刑

不起，屈打成招。隨後抱恨自

殺，以證清白。林新教不久亦

去世。

光陰似箭，一晃十年過去

了。誰料這林新教的名字竟出

現在尤萬金家新生的小牛背

上。此事轟動當地，林新教的

兒子林榮觀獲知後，央求鄰居

與飼主商量，願以一萬五千元

收回小牛，但被拒絕。

「生前冤死一條命，死後大

名浮牛背」。可見上天報應不爽。

從走姿看性格 

作惡難逃 輪迴有印記

生前作惡冤

死一條命，

死後大名浮

牛背。（示

意圖）

預言也會以自然奇觀的形式出現。2002年，貴州省平塘縣掌布鄉驚現「藏字石」，一塊一百多噸重的巨石

裂開，中間凸顯出6個大字「中國共產党亡」，6個字橫向排列、擺布均勻，每個字一尺見方。後來當地政

府將此處成立為風景區。圖為該風景區第一版門票。（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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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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愧為五千文明的、泱

泱大國的神州子民。

 【原文】
如來釋迦，即是牟尼，原系成佛之

祖；老聃李耳，即是道君，乃是道教之

宗。

【字詞義解釋】

（1）如來：如，意思為如實，即真 
如，指絕對的真理。如來，是說循著絕對

真理而達到覺悟的聖者。此指釋迦牟尼

佛。（2）釋迦：即釋迦牟尼的簡稱，本

名悉達多。古印度北部迦毗羅衛國（今

尼泊爾境內）淨飯王的兒子，因了悟人

生無常，捨棄王族生活，入山修行，為佛

教的始祖。（3）系：是。（4）祖：創始

人。（5）老聃李耳：即老子，姓李，名

耳，字伯陽，諡聃。為道家的始祖，著有

《道德經》。（6）道君：本是道教稱地位

最崇高的修道者。此指老子。（7）宗：

始祖。

【譯文參考】

如來釋迦，是指釋迦牟尼，他是佛教

的始祖；老聃李耳，就是老子，他被道教

尊為創始人。

【讀書筆談】

這是該教材節選的最後一課，回顧

整部教材內容，從混沌初開、女媧造

人，講到三皇五帝留下的歷史文化，以

及各代的醫藥、技術，無不體現神傳文

化的特點。到了這最後一課，就只有講

到佛道兩大修行文化的始祖。這意味著

甚麼呢？就是告訴孩子，中華民族的歷

史和文化本是來自天上，我們最後的歸

宿就是參照祖先的點悟，明白人最後要

通過修煉回歸天上。

我們本是炎黃子孫，是炎帝和黃帝

的子孫，不僅中醫醫藥知識與技術之祖

《神農本草經》、《黃帝內經》來自炎帝和

黃帝，黃帝自己就親自通過治國，完成了

自己的修行，將國家治理到無為而治的境

界，這就留下了為君者治國本身就是修

道、可以登天成神的路。這個修道回歸天

上的文化，本就是我們這一期文明最開始

的帝王——炎黃二帝留下來的，他們已經

在實踐中早就給我們後人做出了參照和表

率。只不過在幾千年後，歷史經過了夏、

商、周三代，來到周朝後半段的春秋戰國

時，道德已經嚴重下滑，於是神安排了孔

子與老子一併出現在春秋時期，負責將先

祖帝王留下的做人和修道的文化進行整

理、保存和繼承。

我們發現儒家歷代都是負責輔助帝王

整理歷史、教化百姓，負責文化典籍的整

理和教育的工作，是歷代文化的繼承者和

保存者。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負責教育工

作的文化人。所以我們總會發現這樣的特

點，儒家經典中很多就是祖先留下的典

籍，比如：《易經》、《詩經》、《尚書》等

等，都是如此。這就意味著孔子負責將帝

王教化中的人倫道德的部分、仁義做人的

部分、日常生活如何待人處事的部分，以

及相關的禮儀制度等部分，給整理、保存

和繼承下來，並且傳給後世。

而老子與孔子出現在同一時代，這就

意味著光懂得做人這一層還不夠，老子提

醒人們，在與人相處、正常生活時，你可

以遵從人的理，但是做人的根本目的是返

本歸真，應該返回天上。也就是提醒人

們，不能忘記祖先留下的教導，以及做人

最後的目的。老子的出現就是在人類道德

敗壞，諸侯國之間征戰不休的時候，提醒

人們莫忘人生的無常，盡快找到修道回歸

的路。老子與孔子分別承擔了先祖帝王的

不同職責，或者嚴格地說，黃帝等帝王先

祖的修道成神，就是在告訴人們，帝王的

背後是神在主宰著歷史的走向，老子就在

【看中國訊】一名美國著名的犯罪心

理學家為了研究媽媽對人一生的影響，做

了一個實驗。

他在全美選出 50 名成功人士，這些

人都是各自的行業中的精英，獲得過卓越

的成就，同時又選出 50 個有犯罪紀錄的

人，心理學家分別給他們寫信，請他們談

談媽媽的教育對自己的影響。

半個月後，心理學家收到大量回信，

其中的兩封信很有意思，都是講述媽媽小

時候給他們分蘋果的故事。

囚犯的媽媽分蘋果

一位來自監獄的囚犯，在信中這樣寫

道：

小時候，有一次過聖誕節，媽媽拿來

幾個大小不同的蘋果。我一眼就看見那個

又紅又大的蘋果，非常想要它。

媽媽把蘋果放在桌上，問我和弟弟約

翰：你們想要哪一個？我剛要開口，約翰

卻搶先說出了我想說的話。媽媽聽了，瞪

了他一眼，責備地說：「好孩子要學會把

好東西讓給別人，不能總想著自己。」

為了得到媽媽的表揚，於是我靈機一

動，說道：「媽媽，我想要那個最小的，

把大蘋果留給約翰吧！」

媽媽聽了，果然非常高興，把那個又

紅又大的蘋果獎勵給了我，約翰卻只拿到

一個小蘋果。

從此以後，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東

西，我會偽裝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不斷

說謊。上中學時，為了得到想要的東西，

我會不擇手段，之後又學會打架、偷竊、

吸毒、搶劫、殺人，直到現在，我被關進

監獄終身監禁。

精英的媽媽分蘋果

一位來自著名的成功人士的信是這樣

寫的：

小時候，父親過生日，媽媽拿來幾個

蘋果。我和弟弟們都爭著要大的。

然而，媽媽把那個最大最紅的蘋果舉

在手中，對我們說：很好，你們都說了真

心話，這個蘋果最大最紅也最好吃，誰都

想得到它。可這個大蘋果只有一個，讓我

們來做個比賽吧，我把門前的草坪分成三

塊，每人一塊，負責把它修剪好，誰幹得

最快最好，誰就有資格得到它！

結果，我通過自己的努力，贏得了那

個最大的蘋果。媽媽讓我明白了一個最簡

單也最重要的道理：想要得到最好的，就

必須努力爭第一。

她一直這樣教育我們，在我們家，你

想要什麼好東西就要通過比賽來贏得，這

很公平，你想得到什麼，要為此付出努力

和代價！

媽媽對孩子的潛移默化

同樣是分蘋果，一位媽媽的做法讓孩

子用說謊來偽裝自己，從而使孩子一步步

滑向深淵；另一位媽媽讓孩子說出真實的

想法，引導他們做一個誠實而勤奮的人。

一個不經意的舉動，改變了孩子的一

生。

媽媽推動搖籃的手，既可能推動孩子

成才，也可能在不經意間為孩子埋下了墮

落的種子。

每個人剛出生時，第一眼看到的是自

己的媽媽，最早接受的也是來自於媽媽的

教育。

媽媽對孩子的影響是潤物細無聲的，

在與孩子朝夕相處的日子裡，媽媽的品

行、情緒、價值觀、心態、都會潛移默化

地傳達給自己的孩子。

一個懂得尊重別人的媽媽，才會教出

懂得自尊的孩子；媽媽愛讀書，孩子才能

愛學習；媽媽善待自己，孩子才會善待生

命；在人際交往中，孩子與人相處自如的

心態來自媽媽，媽媽的風度，將會決定孩

子未來的高度……

所以，作為一個媽媽，要完成上帝交

給自己的使命，要全面地學習，不斷地提

升，注意言行，培養信心，控制情緒，才

能做一個優雅而富有魅力的媽媽，才能教

育出品學兼優的孩子。

趙襄子被智伯圍在了晉陽地區，後

來，趙襄子和韓、魏兩家聯合起來，滅了

智氏。得勝之後，趙襄子行賞時，有個人

名叫高赫，沒有軍功，但所得的賞賜，卻

在五名參加過血戰的將帥之上，這五名將

帥都很不服氣。

其中一位名叫張孟談的將領，問趙襄

子：「在晉陽一戰中，高赫根本沒甚麼功

勞，為甚麼賞賜卻在我們之上 ?」
趙襄子說：「當我們被圍、戰事危急

之際，始終不失君臣之禮的，就只有高赫

一個人。你們五人雖有軍功，但都自恃功

高，連我也不放在眼裡。因此，我把高赫

列為第一名，不是很應該的嗎 ?」
晉陽是春秋跨入戰國時一場決定性戰

役的地點，也是趙國賴以起家的關鍵所

在。原來晉文公曾擴充軍隊為六軍 ( 這在

當時是僭越的，依照周制，只有天子才能

擁有六軍，諸侯最多是三軍 )，成為中原

長期的霸主，由於長年征戰，往後這六軍

實際上分由韓、趙、魏、智、范、中行共

六家大夫掌握。

晉君威權旁落，春秋末期六家兼併，

其中智氏最強，他先滅了范和中行，又聯

合韓、魏，圍趙於晉陽，幾乎也滅了趙。

後來，趙襄子策動韓、魏二家，共同滅了

智伯，並取得周天子迫於形勢的認可，正

式由大夫提為諸侯，是為戰國七大強權中

的三個。

【簡析】

如果賞識代表的是人君意志的遂行，

和對未來的期待，那麼趙襄子是很清楚這

種「晉陽前」和「晉陽後」的差異。用現

代的流行語是：趙襄子的這種賞勵，目

的在於鼓勵無論何時都能「虔誠效忠」的

人，是帶有「前瞻性」的。

佛祖與老子《幼學瓊林》筆談：

文 |劉如

春秋時被安排傳下了修道的經典著作《道

德經》。也就是說，在先祖留下的做人和

修道的文化即將走向崩壞的時候，孔子與

老子及時將這些文化，和各種典籍整理並

流傳了下來。

果然，春秋結束後的戰國年間，周

朝終於走向了末日，道德進一步崩壞，

脫離道德的各種學說思想就出現了，這

就是除了儒家、道家之外，諸子百家的

出現。嚴格地說，這些諸子百家也是

先王留下來的文化，不管兵家、法家等

等，都是先王治國曾經用過的。只不過

古代帝王都具有大德，以德用法，以德

用兵，但是戰國時，有的就被惡用了，

比如法家就脫離道德講法制了，到了戰

國時代，各種學說被最低一層有資格受

過教育的貴族「士」拿出來，紛紛出世，

好壞混雜，極易擾亂正統的道德教化。

而這時，孔子與老子的兩大層面的正統

思想，為區分其他諸子百家的思想，也

就獨立成為了儒家與道家。所以不管如

何，正統文化的根本被儒家繼承下來，

在漢代被獨尊，所以繼續成為了中華民

族教育的正統文化，也就是歷史的必然。

到了漢朝末年，三國兩晉南北朝時

期，是一個留下道義和引進佛家修煉文化

的時代。如果說漢末三國，是演繹和總

結「忠義」的思想文化，《封神演義》也補

上講明商末到周朝那濃濃的道家修道與安

排歷史的真相，那麼道家（包括儒家的）

文化已經形象地教給了世人，於是佛家文

化就要登場，為將來《西遊記》傳下修佛

的文化打下基礎。因此，釋迦牟尼的佛家

文化便在隋唐前、漢末後的那段歷史，通

過周邊民族進入漢地，梁武帝就是南朝修

佛的帝王，那個時代，修佛的文人、墨客

和帝王非常多，為的就是讓他們這些菁英

留下修佛的文化。到唐朝時，儒、釋、道

三家文化都達到了頂峰，完成了歷史的安

排，成就了神州大地的神傳文化的特點，

從做人走向修煉之路。

我們看到，這些教材讀本必然來自負

責教育的儒生的整理，不停地保存歷史留

下的文化，告訴人們最後莫忘先祖的重德

教導和修道歸宿。那麼歷史走到今天，會

是怎樣的安排呢？大家可以參考歷代留下

的預言，比如：唐朝的《推背圖》、宋代

的《梅花詩》，還有諸葛亮的《馬前課》，

明朝的《陝西太白山劉伯溫碑記》都提前

講到了今天的安排。

孔子前往宋國途中，被宋軍誤認為是

陽虎（一個壞蛋），匡簡子便派兵，包圍

了孔子的住處。

子路很生氣，當下抄起傢伙就要大幹

一場。孔子阻止他說：「學仁義的人，何

必還像一般人那麼衝動 ? 如果是荒廢了詩

書禮樂的修習，那就真是我的過失；但我

長得像陽虎，那絕不是我的錯，只能說是

命中注定。由（即子路）啊 ! 不如你來

唱支歌吧，我來和你。」於是師徒二人歡

樂高歌，才唱了三曲，匡簡子便知道認錯

人了，於是解圍而去。

對人生不如意事能付諸一笑，這是幽

默，也是謙遜，也是豁達，更是對自己信

心充沛。

趙襄子不論功行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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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牟尼佛第一次講道的繪畫照片 老子騎牛

KAYESS/WIKI/CC BY-SA 3.0 公有領域

孔子與子路的合唱

文 |羅真

一個不經意的舉動改變了孩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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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誠聘：
惠 食 街

【看中國訊】根據「綠色汽車

報 告」（Green Car Reports）：
儘管目前電動汽車越來越受歡

迎；但是讓大多數人遠離可靠的

汽油車而轉換到用外插式電源來

充電的電動車，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

石油公司嘉實多（Castrol）
進行了一項全球調查，以找出大

多數消費者願意用電動車（EV）

取代傳統的燃油汽車，來作為可

替換的交通工具的臨界點和期望

值。該研究對美國、英國、挪

威、法國、德國、印度、中國和

日本的 9,000 名消費者，750 名

車隊經理和 30 位汽車行業的專

業人士進行了調查。

研究（註：該研究也被稱

為「進程提速」）結果發現：要

實現被大規模廣泛採用，電動汽

車一般必須要提供行駛里程數為

468 公里並且底價為 36,000 美

元（47,250 加元）；充電時間為

31 分鐘以內，否則消費者不太

會考慮替換。

根據消費者的說法，實現將

燃油汽車轉為電動汽車，價格是

考量的最大因素，充電時間和續

航里程數緊隨其後。大約 61％
的購買者正在採取觀望的態度，

期待電池技術在購買之前會大大

改善；希冀車的性能會進一步提

升，這樣能通過滯後消費以獲得

更大的收益。

車隊經理也同樣謹慎。其中

54％的車隊經理表示：他們會

等待競爭對手轉換後，自己才會

這樣做。

該研究總結說：「在絕大多

數情況下，很難讓消費者相信他

們夢想的電動汽車會比他們認為

的更快面世。」

那麼預期什麼時候會出現

「油轉電」的臨界點呢？一些汽

車製造商的技術已經接近達到上

述的三個指標中的一個或兩個，

但是能實現全達標卻是另外一回

事了。大多數接受調查的消費者

表示，他們會考慮在 2024 年之

前購買電動汽車；而這項研究也

本身預測：各國電動汽車佔主

導地位的時間分別為：美國為

2032 年，印度在 2025 年，中

國為2027年和法國在2031年。

「綠色汽車報告」調查顯示，電動汽車一般必須要提供行駛里程數為

468公里並且底價為36,000美元（47,250加元）；充電時間為31分

鐘以內才會被大多數車主接受。(Fotolia)

【看中國訊】過去，要將掀背車和四

門轎車區分開來曾經很容易。但是，現在

兩者之間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了，許多人

弄不明白。下面我們就為你解釋轎車和掀

背車的關鍵特徵及其優缺點。

四門轎車

目前轎車的定義與以往一樣：乘用

車，有四個車門和一個單獨的行李箱。行

李箱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由後排座椅靠背

完全隔開的，位於汽車尾部的空間。許多

轎車確實提供了可折疊的後排座椅靠背，

從而可以一個打開通道，將行李箱與汽車

前面的空間聯通。轎車有時也被稱為「三

箱」汽車：前箱是安裝發動機的地方 ; 中
間部份較大，容納司機和乘客 ; 位於後部

的第三箱就是行李箱。這是轎車的經典結

構，已經有 70 多年的歷史。

掀背車

決定甚麼是掀背車和甚麼不是掀背車

並不是那麼容易。不久前，掀背車就是那

種很小，便宜，四四方方的經濟型汽車。

有人戲稱這種汽車為「便宜的方盒子」。

它們也被稱為「雙箱」汽車。發動機位於

第一個箱子裡面，第二個箱子則是用於乘

客和載物，但沒有行李箱。兩廂車的車身

側面有兩個門或四個門，汽車後面有一個

一體式的向上翻轉的門，或者稱為掀背。

早期的大眾高爾夫、雷諾 Le Cars 和福特

Escorts 等汽車都是該品種的典型代表。

今天，大多數小型掀背車都不像我們

所說的是「便宜的方盒子」。它們更加時

尚，構造精良，內飾高檔，而且一點也不

便宜。較新的掀背車包括馬自達 3，本田

思域運動款，現代伊蘭特 GT 和豐田卡羅

拉掀背車。大眾汽車堅持其高爾夫的傳統

雙箱設計。 

新一代掀背車

掀背車也已經成長為一個全新的品

種。如今，有許多看上去像是傳統的四門

轎車，但它們的車頂低而光滑的延伸至車

尾，在後面有一個類似掀背的後蓋，下

面就是一個大型的載物空間。這些汽車

往往是緊湊型、運動型或豪華型汽車，

包括奧迪 A5 Sportback 和 A7，別克君

威 Sportback，起亞 Stinger 和梅賽德斯

AMG GT53 等車型。

車頂一直延伸到車尾，通常應該是

行李箱的部位。令人困惑的是，有的製造

商將這種車稱為四門轎跑車，因為它們低

矮，流線型的車頂讓人聯想起過去的雙門

跑車或跑車的外觀。

【看中國訊】如果用信用卡來購

買旅遊產品或買房，那您肯定是需要

付銀行利息的。但對於購買新車，情

況則不同了。有時，哪怕是您購買第

四輛、第五輛、第六輛、甚至第七輛

新車，您都可以不用付任何利息，這

可能是汽車行業貸款的最獨到之處

了。

零利息購車對每個人來說都會是

個超級優惠嗎？小編建議您，在決定

採用零利息貸款之前，您需要仔細計

算一下，看看其是否真的適合於您。

首先，您需要確認，零利息貸款

是不是車商可以提供的唯一優惠手

段，因為有時他們也會推出購車返現

等其他各種優惠活動。另外，現在越

來越多的買家並不需要從車商取得貸

款，他們可以通過其它渠道得到更低

的貸款。例如，他們有時可以從銀行

得到利率只有 3% 或 4% 的信貸。如

果用此銀行信貸購車，車行有可能也

會再提供返還現金的優惠。因此，您

就需要比較一下，看看哪種優惠更適

合自己。

舉個例子，假設您想購一台車，

稅前是 $30,000，車廠提供 5 年零

利息貸款，現金購買可以直接返現

$5,000。那付款的選項有三種：60
個月付完 $30,000；或是今天付現金

$ 25,000；再或者是現金首付後，剩

餘部份使用 3.5% 利率的銀行貸款。

排除現金支付的方式不考慮，那我們

比較一下兩種貸款方式。

假設，我們可以從銀行貸到 $ 
27,287，貸款期限為 60 個月，每月

需還貸 $ 454.80；如果零利息貸款 5
年，每月需還 $500。這兩者比較，

則零利息貸款並不是很優惠。

如果是另外一種情況，銀行提供

的信貸的最低利率是 8%，哪怕再加

上有 $5,000 的返現，那 5 年後的還

款總額也會是 $ 30,414。這種情況

下，零利息貸款會更實惠一些。

所以，在您考慮採用何種方式付

款時，還是需要靜下心來仔細比較一

下。如果您決定了要採用零利息貸

款，那在簽署貸款合同之前，一定要

確認合同的總金額，包括確認各種需

要繳納的稅額，和返現前的實際車

價。儘管很少出現問題，但的確也發

生過，有的車行把零利息貸款的車的

價格標得高一些。

總之，零利息貸款經常會給買家

提供買車的便利條件，但它也並不一

定適合所有的人。我們需要仔細評估

後，再根據自身條件來做最終決定。

 買賣攻略

 掀
 背
 車

 四 
 門 
 轎 
 車

續航里程須達468公里 價格須低於4.7萬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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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首位獲該獎項的華裔女導演。

38 歲的女導演趙婷，出生於北京，在

英國讀完高中後去了美國，本科在聖約克

山女子大學完成，研究生在紐約大學電影

學院完成。 2017 年時憑藉《騎士》（The 
Rider）闖蕩好萊塢，美國娛樂業界週刊

「綜藝」（Variety）當時曾盛讚《騎士》這

部作品為「迷你傑作」。據瞭解，導演

趙婷目前正拍攝漫威新片《永恆族》（The 
Eternals）。

趙婷和兩屆奧斯卡金像獎影后、「無

依之地」主角法蘭西絲麥朵曼（Frances 
McDormand）透過視訊平臺 Zoom，在

舉行美國首映的巴沙迪納玫瑰碗（Rose 
Bowl）體育場，坐在片中所用的廂型車

內，向評審表達謝意。除此之外，趙婷還

有另一個不被大眾熟悉的身份，她是大陸

演員宋丹丹的繼女。對這段「母女」緣，宋

丹丹曾在節目上談過，稱自己一開始其實

不被趙婷接受，到後來，雙方才逐漸敞開

心扉。

32 歲的凡妮莎寇比（Vanessa Kirby）
在 Netflix 影集《王冠》（The Crown）中

飾演英國女王的叛逆妹妹瑪格麗特公

主（Princess Margaret），大螢幕作品則

有《不可能的任務：全面瓦解》（Mission 
Impossible ─ Fallout）裡的「白寡婦」、

《玩命關頭：特別行動》（Fast&Furious 
Presents:Hobbs&Shaw）等。今年她有兩

部作品競逐威尼斯影展，包括《未來世界》

（The World to Come, 暫譯），以及刻劃婦

女失去孩子痛苦的《椎心之痛》，好萊塢刊

物《綜藝》（Variety）給予她極高的評價，

認為她是「這個世代最傑出的女星」。其

中讓她勇奪影后的《錐心之痛》，故事取自

本片匈牙利籍導演柯諾穆恩德秋（Kornel 
Mundruczo）和編劇家伴侶韋柏（Kata 
Weber）失去孩子的親身經歷。

【看中國訊】過去曾與羅志祥主持節目《娛樂百

分百》入圍第 50 屆金鐘獎的藝人黃鴻升（外號：

小鬼），16 日驚傳在北投家中猝逝，初步判定因

滑倒撞破頭濺血離世，正確死因還待釐清，享年

36 歲，消息一出，震驚演藝圈。

黃鴻升 16 日被家人發現陳屍在北投區三合街

的住家內，警方上午 11 時許獲報後到場，發現他

躺臥於浴室外，疑死亡多時，身體出現僵硬，口

鼻有微出血，現場無藥物、酒瓶等，初步調查疑

猝死，死因待釐清。

黃 鴻 升（外 號： 小 鬼） 過 去 曾 是「Party 
Boys」成員之一，與小豬搭檔主持《娛樂百分百》

將近 10 年。除了主持，黃鴻升影視歌三棲，電視

代表作有「終極一班」、「剩女保鏢」、「轉角遇

到愛」、「想見你」、「獵夢特工」；電影代表作有

「陣頭」、「角頭」、「風雲高手」；曾發行 Plan B
等 6 張專輯。

對於黃鴻升猝逝消息，許多網友也到他的臉書

臺灣藝人黃鴻升猝逝家中

中國導演趙婷憑藉著《Nomadland》奪下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獅

獎」，成為首位獲該獎項的華裔女導演。( Getty Images)

許鞍華

【看中國訊】第 77 屆威尼斯

影展及頒獎典禮順利閉幕，英

國女星凡妮莎寇比則是憑藉《錐

心之痛》勇奪威尼斯影展影后，

影帝則是頒給了《Padrenostro》

（我們的父親）的義大利男星

Pierfrancesco Favino。中國導演

趙婷憑藉著《Nomadland》（無依

之地）奪下了威尼斯影展最高榮

譽「金獅獎」，是威尼斯電影節

到故意，或是裁判沒有保護好球員的

情況下，只能在場上盡量保持自身安

全，這就是我想說的，其餘部分留給

大家自己討論。」據瞭解，林書豪在

CBA 從頭到腳都被各隊防守球員使

出各種「功夫」熱情招呼，多次「見

紅」，破皮是日常，沒流血都算好日

子，有球迷理性地從林書豪遭到 CBA
球員們粗暴防守來看待這個決定，表

示：「被嚇到了。再打兩年命都沒了。」

底 下 引 來 近 300 則 回 覆、3000 人 
按讚。

留言，「還這麼年輕，為什麼要帶走他」、「多希

望是假的」、「怎麼一夜之間就沒了，太難接受

了」，感嘆生命真的很無常。

藝人黃鴻升（外號：小鬼），16日驚傳在北

投家中因滑倒撞破頭濺血過世，享年36歲，

消息一出，震驚演藝圈。（臉書截圖）

【看中國訊】曾在 NBA 締造「林來

瘋傳奇」的林書豪稍早前透過個人社群

網站公布了一則視頻，正式對外宣布，

將不會重返首鋼效力，「現在需要離開中

國，下賽季不會在北京首鋼打球」。

據瞭解，出生於美國加州托倫斯林

書豪與弟弟林書緯，在 7 月底已取得中

華民國護照，先前還不確定他是否會續

留 CBA，一度引發關注。今夏，首鋼

雖沒有對林書豪使用優先續約權，但仍

頻頻釋出善意，希望能與其達成續約，

不過他本人先前一直未給出答案。今日

林書豪首度打破沉默，稍早前在微博發

布相關影片，正式對球迷宣布：自己在

下一個新賽季將不回首鋼，他強調這是

「人生中最難的決定」，足足花了四周思

考，但他坦承自己仍有追尋 NBA 的夢

想，而且「我還有時間可以打球，我必

須要去追」。

林書豪去年在暴龍奪下個人生涯首

座 NBA 總冠軍後，季後轉與 CBA 北京

首鋼效力，並與球隊簽下一年 300 萬美

元的合約，順利帶領首鋼闖進四強。據

瞭解，林書豪本季在 CBA 出賽 43 場，

場均 32.9 分鐘，能貢獻 22.7 分、5.6 籃

板、5.6 助攻、1.9 抄截。

北京首鋼球團在得知林書豪的決定

後，中午也對外發表聲明：「遺憾，卻仍

要鄭重地告訴大家，新賽季林書豪——

我們的豪哥，將不會作為北京首鋼男籃

的外援出戰 CBA 比賽。」

據《法新社》的報導，加入 CBA 後

的林書豪曾在受訪時坦言，自己的身體

狀況不是很好，包括腳踝、膝蓋、脖子

和耳朵都有問題，「這邊基本上就是邊

打球邊打人，能理解有些是誤擊，但遇

林書豪宣布不與北京首鋼續約

【看中國訊】阿根廷西北

部薩爾塔省位於安第斯山脈

東側，地理結構造就了當地

特有的高山景觀。1921年，

著名美國工程師理查 ･毛裡

(Richard Maury) 設計了一

條連接阿根廷、智利、玻利

維亞和巴拉圭四國的鐵路。

如今這條高山上的老鐵

路以「雲中列車」(Train to 
the Clouds) 的浪漫名字，

吸引著來自阿根廷本國、歐

洲、北美及全球的眾多旅

客。這條鐵路的全長在 400
公里左右，從海拔 1800 公

尺的薩爾塔市發車，鐵路最

高處達到了海拔 4220 米，

沿安第斯山麓曲折向上，行

程 262 公里，沿途經過 19
個遂道，29 座橋樑，最終

到達阿塔卡瑪高原。列車往

返約 15 小時。在行駛到海

拔都在四千公尺以上的區域

時，列車周圍就會被一群雲

霧包裹，彷彿是飄在空中一

樣，讓人覺得很是震撼。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第77屆威尼斯影展閉幕 華裔女導趙婷奪「金獅獎」

林書豪稍早前

透過個人社群

網 站 公 布 ：

「 現 在 需 要

離 開 中 國 ，

下 賽 季 不 會

在北京首鋼打

球」。（Getty 

Images）

「最靠近天空」的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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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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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特價
2020年9月17日∼9月23日

本地西蘭花

Avalentino Tomatoes 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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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 Bartlett Pears 卑詩巴氏梨 Local Broccoli CrownsBC Assorted Hard Squash 卑詩南瓜Yams 紅薯

Local Jumbo Caulifl owerBC Red Peppers 卑詩紅辣椒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本地花椰菜 Local Kale 本地羽衣甘藍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free and get  free 
3lb bag of onions.3lb bag of onions.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3 磅洋蔥。

$1484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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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8
lb

$06868
lb

$2989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0 7878
lb

$$008888 ea
$ 14848

lb

BC Assorted Hard Squash 

$

1 磅裝 $09898 ea

享用蔬菜的最佳風味

當季蔬菜最美味，在盛產季

節採收的蔬菜，只需簡單烹調

與調味，即可呈現食材的自然美

味，吃出健康。一年四季都有不

同的蔬菜登場，每一種蔬菜都有

其特質與營養素，同時也有其專

屬的經典搭配食材，值得依循季

節細細品味。

學會蔬菜的保鮮方法

蔬菜有最佳食用期，如：葉

菜類的最佳食用期不超過 5 天。

即使蔬菜尚未腐爛，營養素也因

不再新鮮而逐漸流失。以葉菜為

例，從市場採買回來的新鮮葉菜

可先用紙巾覆蓋，再用塑膠袋密

封起來，送進冷藏保存，如此可

延長其鮮度。

善用蔬菜風味
◎ 文 :斯玟

想要享受多樣化飲食，可善用蔬菜風味。只要保留蔬菜的鮮脆甜，即使

清炒也令人驚豔。

凡 好 滋 味平

作法

洋蔥切末；蔬菜切適口大小備用。
雞腿拭乾，熱油鍋，雞腿雞皮朝下
下鍋，轉中火將表皮兩面煎焦香。

原鍋放蒜末及咖哩粉，小火炒香。
放洋蔥，炒透明後，加入高湯及雞

肉，燉煮 20分鐘，撈除浮末。加月桂
葉，再小火續煮 5分鐘。
作法的蔬菜下鍋油炸熟透，最
後盛盤即可上桌。

湯咖哩與白飯一般分開承裝，是

獨立的一道菜餚。這道蔬菜咖

哩吃來特別爽口，希望口感濃醇

些，可添帶骨的肉燉煮。

雞腿1支、彩椒、蘆筍等蔬菜適量。
咖哩湯材料：大蒜3瓣、洋蔥1個、咖
哩粉 1大匙、高湯、月桂葉。

食材

蔬菜湯咖哩 蔬菜烘蛋

作法

先把蔬菜煮炒熟，去除食材多餘的
水分，加入少許的香料調味。

蔬菜均勻鋪在平底鍋，將蛋汁直接
倒入平底鍋，稍微搖晃鍋子讓蛋液分

布均勻，以小火續煎約5分鐘。
底部的蛋液開始凝固，將整支鍋子
放入烤箱內烘烤至自己喜歡的熟度。

出爐後靜置放涼，就能切塊享用。

想要讓家人多吃蔬菜，均衡營養

素的攝取，蔬菜烘蛋會是很好的

選擇。同時，變化蔬菜的種類，

可以豐富烘蛋的口味。

豆角200g、菠菜100g、橄欖油5匙。
蛋汁：雞蛋4個、鮮奶1杯、黑胡椒、
起司絲50g、鹽、意大利綜合香料。
鍋具：鑄鐵平底鍋。

食材

意式番茄蔬菜湯

作法

蒜頭切末；蔬菜切小塊備用。
橄欖油加熱，下紅蘿蔔、洋蔥、西
芹，炒軟。加蒜末，炒至香氣散出。

續加香草，翻炒均勻。下番茄，中
火煮滾，加水（或高湯），大火煮滾，

轉小火燜煮 15分鐘。續加其他易煮
蔬菜，燜煮 10分鐘，最後加調料。

這道湯料理的作法葷、素皆宜，

重點是烹煮當季蔬菜，釋放其甜

味。煮出蔬菜的美味很簡單，只

需要耐心慢火拌炒蔬菜。

蔬菜：番茄罐頭 400g、紅蘿蔔 1條、
洋蔥 1個、西芹、節瓜、捲心菜適量。
其他：百里香、歐芹一小搓、大蒜 5
瓣、橄欖油 50c.c.。
調料：鹽、黑胡椒適量。

食材

作法

蒜頭切片；蔬菜洗淨，紅蘿蔔去皮
切片；彩椒切絲；青花菜切小朵；蘆筍

切段；蔬菜瀝乾水分備用。

紅蘿蔔、青花菜、玉米筍、蘆筍依
序放滾水汆燙斷生，瀝乾水分。

熱油鍋，下沙茶醬，煸出香氣，下
蒜片、香菇，翻炒均勻；蔬菜全部下

鍋，加鹽、香油，翻炒均勻。

當鮮脆爽口的蔬菜搭配鹹香的調

味醬料，絕對會令人多添一碗

飯。試著變化不同醬料，探索各

種蔬菜的醬料絕配。

鮮香菇、紅蘿蔔、蘆筍、彩椒、玉米

筍、青花菜適量、蒜頭 2瓣。
調料：沙茶醬、鹽、香油適量。

鍋具：炒鍋。

食材

炒蔬菜

整
版
圖
片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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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由《紐約時報》暢

銷書作家 Mercola博士帶給
您的，如需更多有用的文章，

可立即訪問 Mercola.com，
並獲得免費的、可控制您健康

的電子書！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保健常識

現代健康新理念

30貼士
◎  編譯：高新宇

中 醫 保 健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醫 師 講 堂 

17

甲狀腺亢進的病人火氣大，

常常是煩躁易怒、飢腸轆轆，很

喜歡吃東西，常常東想西想，到

了晚上，更是輾轉難眠，醒來不

但睡眼矇矓，有些還雙眼凸出，

情緒不穩，有時還常鬧肚子，講

話手都在抖。這一切都是火氣大

的徵象，但是最難熬的應是睡眠

問題。

服用西藥的優缺點

抗甲狀腺素的西藥，目前

只有兩種，一種是 Thiouracil
類， 如：Propylthiouracil、
Methylthiouracil； 另 一 種 是

mazole 類，如：Carbimazole、
Methimazole 等，但常常血液

中甲狀腺素降低後，心跳還是很

快，就必須加上抑制心跳的藥

物。有些人服用抗甲狀腺素西藥

後，睡眠有改善，但還是眠淺多

夢、早醒亢奮，醒來後仍感疲

倦。若情緒保持良好穩定，服藥

正常，許多人在一、二年之內，

失眠 甲亢病人之痛

可恢復正常，但還有許多人就沒

有這麼幸運了，吃藥超過二年，

仍然是要持續服用藥物。即使甲

狀腺切除 2/3 ，正常生活維持了

五、六年，但之後甲狀腺低下的

症狀跑出來，出現倦怠乏力、整

天想睡覺、下肢水腫、便祕等，

此時就必須又再度服用甲狀腺

素，因為甲狀腺亢進消除了，但

分泌甲狀腺素的腺體不夠用了，

此時賀爾蒙又不足了。

服用人造甲狀腺素的缺點

是，甲狀腺素濃度無法與人體活

動配合。一般人體活動量大，甲

狀腺素需要就多，但是服藥通常

在早上，吃下一、二小時後濃度

維持在高點，但慢慢濃度越來越

低，人會顯得倦怠，但晚上仍是

睡不好，醒來還是疲累，這就是

賀爾蒙不均衡的問題。

人體的器官還是保留最好，

在切除甲狀腺後還要擔心日後甲

狀腺素低下的問題。而且甲狀腺

與人體的情緒問題緊密相關，壓

力大、緊張、熬夜，往往抗甲狀

腺素的藥量就越加重，就越控制

不好，也越難達到疾病的緩解。

情緒生活管控不好的人，甲亢的

問題也難以達到良好的控制，最

終難免部分切除甲狀腺，甚至是

服用輻射碘，將全部甲狀腺摧

毀。

力求情緒安和 睡眠充足
甲亢在中醫中歸屬「癭病」

範疇，「癭」是指頸前方出現狀

如櫻核的腫物，是指甲狀腺腫

大。甲亢是以其臨床亢進病態命

名，其發病與情緒內傷、體質有

關，因情緒抑鬱或突遭劇烈的精

神創傷，可導致肝氣鬱結不化，

氣機鬱滯，津液不行，凝聚成

痰，痰氣交阻於頸，遂成癭腫而

成。

痰氣鬱結日久，凝結於眼部

而致眼突；肝火上炎則見急躁易

怒、面部烘熱、口苦眼赤；胃陰

被耗，口渴劇飲，陰傷則熱，易

飢而瘦。病久氣陰兩傷，脾陽受

損，則大便溏軟。

中藥治療是讓人體達到陰陽

平衡，心肝胃火是甲亢的原因，

服用夏枯草、牡蠣、白芍、玄

參、生地等滋陰平肝的藥物，讓

身體達到陰陽平衡，最好在病症

不太嚴重時即服用。甲亢症狀越

明顯，就越出現骨牌效應，越是

難以控制，症狀穩定，情緒安

和，睡眠充足，才是最後徹底解

決甲亢問題的最好辦法。

甲狀腺功能亢進

（簡稱甲亢）是病態

性分泌過量甲狀腺

素，導致體內代謝率

增高。

保證睡眠質量
1.研究表明，大多數

成年人每晚需要大約 8小

時的睡眠，才能保持身體健

康。睡眠不足會增加交通事

故、體重增加，以及慢性疾

病的風險，並且損害您的

記憶力。

2. 由 已 故 納 坦 尼

爾  克蕾特曼（Nathaniel 

Kleitman）博士開發的「睡

眠潛伏期測試」，可以幫助

您確定是否處於被剝奪睡眠

的狀態。

3.雖然睡眠問題可能
由許多不同的因素引起，但

經常被忽視的有三個因素，

那就是睡眠姿勢、光線和暴

露於電磁場（EMF）。

4.研究表明，花在電
子設備上的時間越多，特別

是在晚上，入睡所需的時間

越長，整體睡眠越少。

5. 要避免夜間 EMF

的最簡單方法之一，是在睡

前將臥室電器斷路；另一個

簡單的補救措施是在晚上關

閉Wi-Fi。

（轉載自《按開人體的竅》）

來，吃人參不如睡五更。思緒複

雜煞車不靈占多數，夜裡想想千

條路，清晨醒來走原路。感情情

緒波動太大，或者身體太虛了也

會睡不著。像老年人氣血陰陽皆

虛，最好加上食療小補，例如：

百合、蓮子、龍眼肉、紅棗、人

參等。

有一種人，身心都很疲憊，

也很想睡，卻怎麼也睡不著，這

與肝經系統有關。用腦過度傷心

脾，也會這樣，這跟個性好強、

完美主義也有關係。

如果不吃、不喝、不睡，不

睡的人會先垮。睡眠是透過養陰

氣，準備子時過後養陽氣。青春

期此時還養身長，正在成長的孩

子熬夜易傷肝膽之氣，肝主謀

略，膽主決斷，長期下來，將來

長大後易缺乏決斷力，做事經常

猶疑不果決。

晚上失眠，白天找時間補

眠，尤其是早上日出三竿還在睡

覺，違反了天地陰陽、日夜規

律，晚上要收藏，早上陽氣要生

發時，仍在眠中，會遏抑自己的

陽氣。失眠熬夜，長期在燈光

下，會抑制松果體分泌褪黑激

素，此是人體的壽命激素，能抑

制交感神經、降血壓、減緩心

跳、增強免疫力，並能抑制癌細

胞。

老祖宗認為夜臥血要歸肝，

現代醫學也發現，平臥時肝的體

積增加二至三倍，夜晚子丑時，

即晚上十一點到凌晨三點為膽肝

經循行時刻，肝也在進行多種生

化解毒工程，熬夜失眠會增加肝

的負擔，癌症的人有九成皆有熬

夜習慣。

神門穴：仰掌在掌後，從小

指往後腕骨與尺骨相接處的凹陷

中。也可以治療神經衰弱，除了

按穴外，從神門穴往手肘方向推

按三個手指距離，效果也很好，

可寧心安神。

三陰交穴：在小腿內側，

內踝上三寸，四個手指（橫指）

的距離，按對了會有很酸楚的感

覺，是治療內分泌失調、神經衰

弱的名穴，治各種失眠都有效。

對心脾兩虛的人特效，但是孕婦

不能按，易動胎氣。

太衝穴：在足大趾和第二趾

中間往上約一寸半的凹陷中，按

上去痛的感覺超過酸的感覺。對

那種提不起，又放不下，情緒易

受波動，和肝功能較差的人所引

發的失眠特別有效。當然，最重

要還是要調整情緒。

失眠

當夜幕低垂時，有多

少人在數羊、在數數，仍然無法

入夢鄉。老祖宗認為，一天不睡

覺對人體的傷害一百天也補不回

最好的醫生是自己，最聰明的

醫生是預防疾病。忙碌的現代

人學得簡易按穴法，許多初發

的疾病即可自行調癒，享受

中醫的生活化、簡單性、即時

性，以及便宜性。

三陰交

太衝

神門

人體
知識

「一日之計在於

晨」，清晨是美好一天

的開始，不過也是各種

疾病徵兆顯露的時間。

現形式就是早醒。

建議

失眠有時是身體發出的警

訊，要人適度放鬆，讓自己的生

活「陽光」一些。

平常可以適當運動健身，做

些伸展運動、氣功或靜坐，都是

很好的選擇，讓充滿緊張的生活

方式有所放鬆。

另外，白天光照越充足，晚

上的睡眠質量就越好，白天可以

選擇光線明亮的空間活動，幫助

自己有個「陽光」般的好心情。

❸晨起頭痛

早上醒來如果感到頭腦昏

沉，甚至還有頭痛的症狀，可能

是頸部骨刺、血脂增高或是血壓

高的情況。高血壓是頭痛常見的

原因之一。

建議

睡眠質量欠佳也會造成醒

來時頭暈或頭痛，應優先改

善睡眠質量，調整生活作息。

如果頭痛、頭暈頻繁發作，應

該就醫診治。過去曾有患者作

息不正常，每每頭痛便服用止

痛藥而未就醫治療，最後腦中

風，成了植物人。

❹早上身體浮腫

如果睡前喝水較多或晚上飲

食吃得過鹹，容易造成臉部出現

水腫的現象，注意飲食後，多會

改善。但若經常出現浮腫情況，

或有其他部位水腫，如：眼瞼、

臉部、腿部等，則應注意是否為

疾病的徵兆。

建議

分辨可能造成浮腫的原因，

如果不僅眼睛浮腫，且特別突

出，還伴隨心跳快、焦慮、容易

緊張、手抖及體重下降等症狀，

可能為甲狀腺機能亢進，須要進

一步檢查治療。

而腎臟病也經常出現水腫的

症狀，除了眼皮浮腫、身體水腫

外，還出現容易疲倦、昏眩、體

重於短期內突然增加 3 ～ 5 公

斤以上的狀況時，就應該至醫院

進行檢查。

莫輕忽 清晨醒來常見的4種疾病訊號
分泌失調，引起低血糖與飢餓

感，而糖尿病正是造成胰島素分

泌紊亂的主因。

建議

平常應該少吃宵夜，吃營養

均衡的早餐，如果頻繁出現凌晨

飢餓感且合併出現糖尿病的症

狀，如：多吃、多喝、多尿及體

重不正常減輕等，應及時就醫檢

查。

❷早醒失眠

凌晨三、四點，早早醒來，

難以再入眠。如果常發生，表示

可能患有神經衰弱。另外，臨床

上，大約有 50% 的憂鬱症首發

症狀就是失眠，其中最常見的表

當心清晨出現的4種症狀
 ❶餓到醒來

有些人清晨 5 點不到便餓

到醒來，除了飢餓難耐以外，還

會覺得有氣無力的，吃些食物後

症狀才能夠緩解。有時前晚吃下

太多高糖、高脂的食物，可能讓

隔天的飢餓感變得明顯，但若經

常發生，則可能是身體的胰島素

◎  文：張敏妮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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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這場疫情的爆發，讓

不少民眾關注起自己的身體健

康，養生也成為人與人之間的

熱門話題。有些商家為了迎合

養生的趨勢，推出了養生壺、

破壁機、低糖電飯煲等主打健

康功能的小家電。不過，有人

或許會認為這些養生系家電只

是一種噱頭，實用性不大。真

的是這樣嗎？下面就來解析四

款常見的養生小家電的優勢和

劣勢，給你和家人更安全健康

的養生方式！

養生系家電一：養生壺

養生壺多數以玻璃和陶瓷

作為材質，價格適宜且功效

甚多，是許多人的首要選擇。

養生壺的整個煎煮過程屬於全

自動操作，無需看管、自動保

溫，而且養生壺的功能非常齊

全，例如煮花茶、煮麵、煲

湯、煮粥或做酸奶等功能。另

外，使用養生壺浸泡的活化水

可以提高人體免疫力，加速體

內的新陳代謝，讓體內的廢棄

物能夠快速排出。

不過，養生壺也有缺點，

如果壺體有金屬和膠圈，這兩

樣東西直接泡在水裡和食材接

觸，會污染食材，必然容易藏

污納垢，如果運氣不好，購買

到劣質的玻璃和陶瓷材質的養

生壺，還會產生對人體有害的

物質。所以購買時最好選擇比

起普通玻璃更好的優質高硼硅

玻璃。

養生系家電二： 
電動足浴桶

泡腳文化作為傳統的養生

方法之一，近些年被年輕人

廣泛傳播。與不能加熱、功能

單一的傳統木製泡腳桶相比，

功能眾多的電動足浴桶深受消

費者喜愛。它不僅能夠循環加

熱，具備紅外線殺菌，而且電

動桶的按摩功能還可以刺激腳

底的穴位，還具有滑輪等便利

的設置。電動足浴桶可以改善

血液循環，加速血液流動，讓

身體的疲乏、酸痛等不適症狀

得到緩解或消除。

不過，電動足浴桶也有不

可避免的缺點。因為電動足浴

桶是電子產品，使用壽命會比

傳統木桶短，使用時需要通

電，安全性能方面需要多加

考慮，選購的產品質量一定要

嚴格把關。另外，價格也比較

貴，因此高頻率更新換代也是

一筆不小的開支。

養生系家電三： 
破壁料理機

破壁機集合了榨汁機、豆

漿機、沙冰機、冰淇淋機、料

理機、研磨機等多種功能。其

超高轉速（22000 轉 / 分以上）

能瞬間擊破蔬果的細胞壁，有

效地釋放植物生化素。簡單來

說就是一款超級粉碎機，但研

磨食物的速度比普通榨汁機或

豆漿機要快，很多人都認為這

是一款被炒作出來的養生家

電。其實，破壁機將食物研磨

的細膩程度是它的一大優勢，

可以有效促進食物營養釋放，

讓家人吃得更健康。缺點就是

價格昂貴，是榨汁機的好幾

倍，而且使用時會產生噪音。

養生系家電四： 
低糖電飯煲

米飯是大多數人餐餐必備

的主食之一。根據研究顯示，

大米中的含糖量高達 70% 至

80%。特別是血糖高的中老年

人，一旦食用過多的米飯或米

粉就容易使得血糖飆升。低糖

電飯煲是一種以「瀝米飯」為

原理的養生電器，其實它的原

理非常簡單，就是把米煮到半

熟，等一部份支鏈澱粉溶到湯

中，把含有澱粉的米湯瀝掉，

再把半熟大米撈起來，進一步

蒸熟，從而實現低糖的效果。

由於「脫糖米飯」去掉了

部份消化速度快的支鏈澱粉，

有助於控制血糖，對於習慣吃

米飯的高血糖人群、健身類人

群能夠有一定的幫助。與普通

電飯煲相比，降糖電飯煲的最

大缺點就是價格貴了不少，而

且清洗會比較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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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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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我跟男友在一起半年了，當

初他追我追的很勤，對我非常

好，當然現在也是對我很好，對

我的家人也很照顧。一開始交往

我就有跟他說我過去的情史，原

本都沒事，偶爾為對方過去小吃

醋，最近他開始三番兩頭的找我

吵架，說很介意我的過去，想到

就來氣。問他為何開始交往時沒

有這麼大反應。他說在一起越

久、越在乎、越容易想到。但他

也不是處男，只因我的感情史比

較豐富，數量多了一些他就說沒

辦法接受。說是因為吃醋，為什

麼我的女人要被其他男人碰？最

近更變本加厲說要分手。他說一

直莫名對我生氣對我也不好，不

想看我難過，已經分分合合三四

次。也約法三章不要隨便分手，

他若想起時，我也不要加油添醋

等，盡量沒提到以前的任何事。

這一次，他前一天好端端的還說

愛我想娶我，隔天馬上又說想到

很不爽想分手，我們真的很愛彼

此，除了這件事其他真的都很好

很好，我也跟他溝通過好幾次，

但他說還是會莫名想起來，我們

該怎麼辦比較好？如果他沒辦法

釋懷我的過去，一定得走上分手

這條路嗎？我真的很需要您的建

議。謝謝您！

妳好：

感謝來信！如果相愛的兩人

都是對方的初戀，尚有未曾參與

的過去，包含成長的歷程、家庭

的背景或價值觀等的不同，需要

磨合才能確定是否能繼續走下

去。更何況妳和男友在相遇之

前，都有彼此未曾參與的過去，

甚至各自的戀情，除非任何一方

的前段戀情仍然藕斷絲連，不

然，我覺得花那麼多時間和回不

去或來不及參與的過去計較或煩

心，實在太傻，也沒有意義。

其實，我覺得你倆都犯了大

忌，戀愛的雙方對於對方過去的

愛情歷史，應該尊重不要好奇追

問為好。然而，為甚麼會想知

道？除了沒有安全感之外，就是

佔有慾作祟，妄圖佔有對方現

在的同時，也想佔有他 / 她的過

去，然而，真正知道之後能改變

發生過的任何事情嗎？不可能，

但是卻讓倆人的感情因為不同程

度情史的衝擊而起了變化。甚

至，在想像、妒嫉無極限之下，

不時打翻醋罈子，為了沒有交集

的過去在生氣、吵嘴；而不是好

好珍惜兩人相遇的機會，從錯誤

的過去汲取養分與智慧，同心攜

手澆灌新的愛苗。

妳和男友交往才半年，我覺

得這件事情才是真正考驗的開

始，未來會如何發展下去，還需

要觀察。

其實，逝者已矣，卻硬是

要栽在死胡裡不願意鑽出來，

這種頑固不是「擇善固執」，而

是「庸人自擾」啊！若跳脫不出

來，只會讓兩人感情原地踏步，

甚至更糟。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當

你 / 妳口口聲聲說愛一個人時，

腦海裡卻是翻江倒海，無法容忍

或包容對方的過去，即使眼前的

他 / 她是這樣真心待你，你卻視

而不見，硬是要把事情混淆著處

理。

建議你，如果透過再三的溝

通仍無法釋懷，那麼不如祝福

彼此、理性的分手吧！因為這

種「零容忍」與沉重的愛，像不

定時炸彈，隨時擔心會被引爆；

這樣的情況下，是無法走得很遠

的！最後，也提醒妳，謹記教

訓，過去的真的就讓它塵封在記

憶的角落，不須輕易開啟，往前

看才能有美麗的未來。祝福妳！

男友始終無法釋懷我的情史◎ 文：曼麗夫人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

中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情

的到來，婚姻的締結，與婚

後的柴米油鹽時，總有說不

完的橋段。如何在其中愛得

自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圓

滿，讓曼麗夫人陪您一同探

討現代男女情感世界中的難

題，讓愛的世界增添更多美

麗的傳奇！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曼麗小語：過去的真的
就讓它塵封在記憶的角落，
不須輕易開启，往前看才能
有美麗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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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中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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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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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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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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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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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谷歌博客：http://blessingswellness.blogspot.ca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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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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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碩博士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403-255-5288
403-255-6009

電

話

弓河康復中心

恒昌冷恒昌冷恒昌冷暖氣暖氣暖氣工程工程工程
專業維修、安裝、保養
政府專業持牌技師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968-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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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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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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人 員 報 告 說，

COVID-19 患者可能會經歷長期的肺部

和心臟損傷。上週在西班牙舉行的歐洲呼

吸學國際大會上，研究人員的最新報告指

出，對許多患者來說，這種情況會隨著時

間的推移而改善。患者在脫離呼吸機後越

早開始肺部康復計畫，他們的恢復就越

好、越快。

奧地利研究人員對出院後 6 週和 12
週的中度和重度患者進行了跟踪調查，對

這些研究對象進行了心肺功能的一系列分

析。結果表明，大約 88% 的研究對象在

出院 6 週後仍呈現肺部結構異常，但在

12 週後，這一比例已經降低到 56%。

參與該研究的副教授譚切夫斯基表

示，中度以上需要入院治療的患者，在出

院數週會出現持續的症狀，包括疲勞和氣

短。

他說：「在 6 週和 12 週的訪問中，

受試者主要有心臟的舒張功能障礙。心臟

損傷的敏感標誌物——鈉尿肽隨著時間推

移明顯下降，心臟似乎隨著時間的推移恢

復良好。」

研究人員還在計畫對所有研究的受試

者進行 24 週的跟踪調查。

另一項同樣在歐洲呼吸學會國際大

會上發表，但在法國進行的研究發現，

COVID-19 患者在脫離呼吸機後越早開

始肺部康復計畫，他們的恢復情況就越好

越快。

紐約西奈山伊坎醫學院的心臟病學家

和醫學助理教授托米說，這些研究的結果

與他在實踐中看到的情況一致。他指出，

疲勞和呼吸急促是他的 COVID-19 患者

最常見的兩個症狀。

弗吉尼亞大學醫學中心的肺部和重症

監護醫生卡德博士說，她對研究參與者中

發現的左心室功能障礙感到驚訝。「總的

來說，我認為這兩篇摘要強調了持續的跟

踪調查和康復是關鍵。」

明尼蘇達州的肺部和重症監護醫生羅

德爾說，雖然她對研究結果並不感到驚

訝，但聽到這些研究參與者中的大多數人

在 12 週後有所改善，她感到很受鼓舞。

研究表明，病後康復是住院治療的一

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只在床上躺了一兩

天，肌肉質量的損失就很大，恢復這種損

失需要時間，」羅德爾補充道。

儘管很多專家都對報告持樂觀態度，

但是馬里蘭州約翰 · 霍普金斯醫學院的心

臟病學家米喬斯博士並不這麼認為。她

說，「我認為 COVID-19 患者需要了解

到，他們可能會有長期症狀和殘疾。我認

為這是令人擔憂而不是令人鼓舞的。」

她指出，研究中 65% 的人在 6 週後

仍有肺功能障礙的症狀。「我們不知道得

了 COVID 的患者，3 年後、5 年後、10
年後的後續影響是什麼。」她補充道。

米喬斯強調了遵循安全準則的重

要性。「人們需要明白，即使他們從

COVID 中恢復過來，他們也可能會有長

期的潛在殘疾或體能下降，不能運動或無

法擁有患病前相同的能力」。

她補充說，那些在診斷前喜歡運動的

人仍然掙扎於恢復到他們病前的狀態。

托米說：「我有一個經常跑步鍛練的

年輕患者，他現在正在好轉，但他會發

現，走幾個街區就會讓他感到疲憊不堪，

他不得不停下來。這對於自認為身體相當

健康的人來說，是一種非常陌生的感覺，

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還是 20 多歲和 30
多歲的人。」

COVID-19對心肺的損傷有望慢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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