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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亂？B4雙語報導

English or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9月29日晚，川普和拜

登進行了2020年美國總統

大選首場辯論。辯論圍繞

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武漢

肺炎病毒、經濟復甦、暴力

抗議、大選舞弊等議題激

烈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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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系列房屋提供優惠的價格、非凡的建造品質
和 Trico Homes 一如既往的貼心客戶服務。

現在買房更省錢！

DATE:
03 Oct 2020

Produced by

1005 - 11 Ave SW
Calgary, AB T2R 0G1
Phone: 403.287.9300

Fax: 403.287.9915

F I L E  N A M E S  A R E  F O R  I N T E R N A L  U S E  O N L Y

T H I S  F I L E  I S  P R I N T E D  I N  4  C O L O R

File Name TC-24719 Vision Times HP Oct 3 v4.indd
Publication  Vision Times Insertion  Oct 3, 2020
Client  Trico Homes Size  10” x 9.5” no bleeds
Fonts used  Helvetica Neue LT Std, Gotham
Picture info
Producer  BM Revision # 

Reference # 
Page #1 of fi le  DO NOT ALTER THIS ARTWORK WITHOUT CONTACTING TRICO HOMES

Best For
The World
2019 Overall

Honoree

Learn more at tricocares.com
2004 - 2020

$300’s*  $300’s*

$400’s* $500’s* $500’s*

TRICO’S HALLMARK HOMES COLLECTION
Save More On 5 NEW Homes!

*Prices include home, lot & GST. Prices & AC’s vary by community. Offer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OE.

HALLMARK HOMES
COLLECTION

TC-24719 Vision Times HP Oct3 v4.indd   1TC-24719 Vision Times HP Oct3 v4.indd   1 2020-09-22   5:07 PM2020-09-22   5:07 PM

* 價格包括房屋、土地和 GST。不同社區屋價和合同條款可能不同。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錯漏除外（E&OE）

和在這些地區有售：TRICO'S HALLMARK HOMES COLLECTION CALGARY, A IRDRIE , CHESTERMERE, COCHRANE OKOTOKS

詳情請瀏覽：

辯論前的交鋒

首場辯論前，川普和拜登已

有交鋒。川普提議第三方在辯論

前後對兩人進行藥檢，拜登團隊

對此拒絕。川普要求檢查拜登耳

朵裡有沒有暗藏的耳機，再被拜

登團隊拒絕。拜登提出在 90 分

鐘的辯論中休息兩次，遭川普團

隊拒絕。

  On September 29, President 
Trump a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Biden held the first debate in the 
2020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ver the course of 90 minutes, 
the candidates debated fiercely on 
topics such as the Supreme Court 
justice appointment, the CCP 
virus, economic recovery, vio-
lent protests, and election fraud. 
  But the two sides clashed even 
before the debate began. Trump 
proposed that a third party con-
duct a drug test on the two be-
fore and after the debate, and 
check Biden for hidden ear-
phones; Biden refused both re-
quests. Biden then asked to take 
two breaks during the debate, 
but the Trump team rejected it. 
  After the debate, American poll-
ster Douglas Schoen gave the ad-
vantage to President Trump based 
on the debaters’ tone and style. 
He described Trump to be the ini-
tiator and controlled the flow of 
the content, whereas Biden was 
defensive and sometimes angry. 
He often resorted to personal at-
tacks when confronted by Trump. 
  When discussing this year’s 
global pandemic, Biden blamed 
Trump for all the Ameri-
can lives lost.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民調專家如此評論

對於雙方的首場辯論表

現，美國民調專家道格拉斯．

斯科恩認為，從辯論風格來

說，贏家無疑是川普總統，川

普是辯論的主導者和控制者，

而拜登面對川普的攻勢，因招

架不住而多次對川普進行了人

身攻擊。

首場首場
辯論攻防辯論攻防

Trump and Biden Engage in First Debate Trump and Biden Engage in First Debate 

大法官任命

有關大法官的問題，川普回

答說，我贏得了 2016 大選，那

贏了就有贏了的因果，意思是我

有權任命大法官巴蕾特。拜登反

對，原因就是巴蕾特之前有表

態，反對「歐巴馬健保」。自己

還要擴展歐巴馬健保。

                          （下轉 A2）

2020
美總統大選

看中國全體員工恭祝讀者朋友們：

中秋快樂 闔家團圓中秋快樂 闔家團圓

https://yangshihomes.com
tricoca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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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拜登提到，自己

將把一項「公眾選擇」的計畫，

嵌入健保方案中，讓持有健保

白卡的貧困人，得到廉價的健

保計畫。川普回應說拜登是社

會主義者，民主黨派已經有不

少人想成為社會主義者。

疫情責任

面對今年的全球性疫情，

拜登指責川普要對美國逝去的

生命負責。川普表示，疫情是

北京的錯誤和責任，這場全球

性瘟疫本來是可以控制和避免

的。目前全球根本不知道中國

因感染病毒死亡的真實人數。

「我關閉了（中國遊客進入

美國的通道）。（拜登）你說這

是排外和種族主義，因為你不

會關閉美國邊境。你認為，我

們不應該這樣做，因為你覺得

這很糟糕。你可能還會繼續敞

開美國國家大門 2 個月。因為

我在疫情初期這麼做，事實上

福奇醫生說過，川普總統挽救

了成千上萬的生命。」川普還回

擊說，如果拜登來處理這場全

球性疫情的話，可能將會有數

百萬人失去生命。

經濟復甦

當談及美國經濟問題時，拜

登出擊說，川普在卸任時的就業

率將比他上任時還低。

川普抨擊因中共隱瞞疫情而

導致美國經濟遭受重挫。川普

說：「我們創造了歷史上最好的

經濟。我們將其關閉是因為中國

瘟疫。瘟疫進來了，我們將其關

閉。這麼做是非常艱難的，心理

上非常難。」

川普表示要再次創造經濟奇

蹟。川普回擊說，拜登和民主黨

人將一直關閉經濟到大選之後，

他們以為這樣做是在打擊川普，

而事實上傷害的是人民。

拜登兒子與中國的交易

拜登批評川普政府的對華

經濟政策稱，美國現在對中國

的赤字比以前還高。川普反擊

說：「中國（中共）打敗了你，

喬（拜登的名字），中國打敗了

你。怪不得，你兒子去中國，

就能帶回數十億美元。」

拜登對此進行否認，但沒

有任何的事實澄清。辯論前，

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與

財政委員會於 9 月 23 日發布了

一份調查報告，報告指出，亨

特 · 拜登與葉簡明等其他與中共

政府和軍隊有聯繫的中國人有

商業聯繫，其中涉及數百萬美

元的可疑交易。

法律與秩序

川普說自己得到了 250 將

軍的背書，還有很多警察組織，

而因為極左派的影響，拜登根本

不敢說法律和秩序兩個詞，現在

也沒有警察組織背書拜登。拜登

說，有不好的人攪在警察裡面，

他當選後，要把公民組織、警察

局長叫在一起，解決問題。還說

自己要資金援助警察。川普問，

有哪個警察組織為你背書？主持

人趕忙打住話題。

大選舞弊

拜登表示不擔心郵寄選票存

在欺詐行為。川普警告，大規模

的郵寄選票，可能導致大規模的

選舉詐欺。

此前，賓夕法尼亞州盧塞恩

縣的一名選舉官員發現，九張退

役軍人的選票，被丟進垃圾桶，

其中有七張是投給川普的。

主持人華萊士詢問兩位候選

人，是否接受選舉結果，拜登表

示，到時候一切都結束了。川普

則回答：「如果是公平的選舉，

我 100% 會加入。但如果看到成

千上萬的選票遭到操縱，我將無

法接受。」

拜登最大失誤

拜登說他當選後，要把美

國再帶入巴黎氣候協議。要建造

聯邦電池汽車，400 多萬大樓重

建，成為符合綠色能源的東西，

以此創造就業。川普反問，你說

要實現的東西，要花費 100 兆美

元。左派的綠色能源計畫，會造

成航空業破產，為了防止所謂溫

室氣體，甚至奶牛都不讓存在。

然後主持人再問拜登的觀

點時，拜登說 : 川普說太多了，

已經不記得主持人最後一個問題

了。主持人提示有關綠色能源。

拜登在情急之下說了一句：我不

支持「綠色能源計畫」。川普

說，你背後的極左派，因為這話

可能要崩潰了。拜登補救，說：

「我只支持拜登計畫」。

「水軍」刷屏辯論直播

此次美國大選除了牽動美

國，更牽動北京。在美國之音

對辯論進行直播時，留言區湧

入大量水軍留言支持拜登。

此前，中國人大國際關係

學院教授、國務院參事時殷弘

表示，拜登政府可能試圖要求

北京重回鄧小平時代的相對開

放狀態，而川普政府希望消除

共產黨的統治。對於中共來

說，這次美國大選令其感受到

幾乎是生存威脅。

另外三場辯論

合計首場辯論發言時間，

川普約 39 分鐘，拜登則為 44
分鐘。華萊士打斷拜登發言 15
次，打斷川普總統發言 76 次。

川普一共打斷他人發言 73 次。

負責總統辯論會的組織「總統

辯論委員會」9 月 30 日發表聲

明說，將改規則，必要時主持

人可切斷麥克風。川普競選團

隊的通訊總監蒂姆．默特（Tim 
Murtaugh）說：「川普總統是

主導全場的一方，現在喬．拜

登想要在裁判上下功夫。他們

不應該在比賽中途就移動球門

柱和改變規則。」

川普和拜登的第二場、第

三場辯論將於 10 月 15 日、10
月 22 日，在田納西和佛羅里達

進行。

  
  Trump retorted that Beijing wa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e pandem-
ic, and this global outbreak could 
have been controlled and avoided.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world still 
does not know the true number 
of CCP virus deaths in China. 
  Trump recalled Biden’s early re-
sponse to the pandemic, “You didn’t 
think we should have closed our 
country because you thought it was 
terrible. You wouldn’t have closed it 
for another two months. By my do-
ing it early -- in fact Dr. Fauci said 
President Trump saved thousands of 
lives.” 
  Biden criticized the Trump ad-
ministration’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China, saying that the U.S.-
China trade deficit was higher than 
before. Trump retorted: “China 
ate your lunch, Joe. No wonder 
your son goes in and he takes 
out… billions of dollars to man-
age. He makes millions of dollars.” 
  Biden denied Trump’s accusa-
tions, but did not provide refut-
ing evidence. The U.S. Senate 
Homeland Security Committee 
and Finance Committee issued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September 
23, pointing out that Hunter Biden 
had millions of dollars of suspi-
cious business dealings with Ye Ji-
anming and other people tie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The two sides also crossed swords 
over the risk of mail-in ballots. Biden 
said he was not worried about fraud 
in mailing votes. Trump warned that 
large-scale unsolicited ballot mailing 
might lead to serious election fraud. 
   Elections in the U.S. have global 
consequences. Beijing is also pay-
ing attention. On Voice of America’s 
Chinese election broadcast page, 
the comment section was flooded 
with support messages for Biden. 
Before the debate, Shi Yinhong, a 
professor at the National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School of Inter-
national Relations and a counselor 
to the State Council, predicted that 
a Biden administration might try to 
demand that Beijing return to the 
relative openness of Deng Xiaop-
ing’s era, while the Trump adminis-
tration hoped to eliminate Commu-
nist rule. To the CCP, this election 
may pose an existential threat.   
  The second and third debates be-
tween Trump and Biden will be held 
in Tennessee and Florida on October 
15th and October 22nd respectively.

美2020大選 首場辯論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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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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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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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2 � � 2 浴 廁 柏 文 � � 700 呎,建 於
2017 年 , 開放式設計 , 客����廚�鋪
�合�� , ��理費 $270, 包暖��水 , 包
一�下停車位 , ������場 (Walmart, 
McDonald�s)�

2 �� 1 浴廁柏文�� 925 呎 , ��一� , 
���合���油漆 , 開放式設計 , 室�
停車位 , �獨立儲物櫃 , ��學校���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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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900 $212,500 $177,500 $168,800

西北 Varsity   面對卡城大學 西北 Kincora 水泥��大� 東北 Country Hills Village ��裝� 西北 Huntington Hills �點一�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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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層屋 1,857 呎 + 土庫�部完成 , 大量裝
� : �屋廁所翻� , ��主人�套廁 , ���較�
三層玻� , 較��合����水爐 , 較�不�鋼家
� , 主層�拱形天� , 家庭��壁爐 , 3+2 ��,3.5
浴廁 , ��學校����
�場� #3 �車站�

獨立�式�層屋 2,224 呎 , 較�土庫�部完成 , 建於
1997 年 , �大�皮 6,566 呎 , ��向西南 , 光猛開陽�
翻�浴廁�大理石檯面 , �磚�����裝置 , 主層
�實木��磚�� , 客��壁爐�3+2 �� + 主層
書�,3.5 浴廁 , ��學
校�����車站�

獨立�層屋 2212 呎 , 土庫�部完成 1078 呎 , 
�院向東南 , 光猛開陽 , 建於 2006 年 , ��
一� , 主層��高 9 呎 , 主層�書� , 主人�
� 5 件裝�套 ( 浴� + 獨立沐浴 ),3+1 �� ,3.5
浴廁 , ��學校����
�場��車站�

獨立平� (Bungalow) 1052 呎 + 土庫�部
完成 , 可�門出� , 較��户 , �水爐��
磚�3+1 �� ,2 書� ,3 �廁 , 土庫�廚� , 
�大雙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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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900

$499,900$529,900 $528,000 $364,900$419,900

西北  Hamptons  �校�

西北 Sandstone Santana 豪��段西北 Panorama Hills  �學校 西北 Panorama Hills 土庫完成 東北 Huntington 步行 2 �鐘到學校西南 Windsor Park 步行 3 �鐘到 Chinook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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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000

開放日

�碼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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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論後第二天，9月30日，川普總統在明尼蘇達州（Minnesota）大選集會上

發表演講，逾萬支持者到場。（Getty Images）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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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

25 日透露，將開展阿拉斯加 -
亞伯塔鐵路（Alaska to Alberta 
Rail, A2A）計畫，連接阿拉斯

加中南部港口和亞省能源重鎮麥

克默里堡及其它北美鐵路網，貫

穿阿拉斯加、育空、西北地區和

亞省北部地區，對亞省石油走向

國際提供了重要選項。

川普在推特透露，在聽取

阿拉斯加參議員和代表意見

後，他將頒布項目總統許可

令。總部設於卡爾加里的 A2A
項目管理人 Sean McCoshen 9
月 27 日透露，拿到許可令後，

項目會馬上著手推動各種審批

申請程序、原住民社區公眾諮

詢等。他與阿拉斯加官員及議

員都向川普表示感謝。

A2A 鐵路接阿拉斯加中南

部港口和亞省能源重鎮麥克默里

堡及其它北美鐵路網，貫穿阿拉

斯加、育空、西北地區和亞省北

部，總長 2,570 公里，項目總投

資 220 億加元。建成後不僅能為

亞省石油廠商提供新的石油輸出

渠道，還能為沿線輻射區域提供

配套運輸服務以及就業機會。

事實上，亞省一直尋求將石

油輸出的油管及鐵路項目，但因

環保團體、政客和部分原住民團

體反對而陷入困境。A2A 項目

管理人表示，該項目可為亞省石

油在太平洋上打開一條新的輸出

通道，和此前許多能源運輸項目

一樣，也會遭遇政府監管和融資

等多方面挑戰，需要聯邦、省、

地區甚至原住民團體多方支持。

亞省省長康尼已經對此表

示支持，亞省發言人周末透過

電子郵件聲明，「我們支持發展

貿易走廊，為亞省的產品打開

新的市場。」

根據 A2A 項目公司評估，

項目建成後將為加拿大帶來超過

1.8 萬個工作崗位，並在 2024
年前為加拿大帶來 600 億加元

的 GDP。工程可在 2025 年完

成，並在 2026 年投入使用。

據《環球郵報》報導，項目

高層管理透露，2015 年以來就

著手項目規劃。得到川普的總統

令後，項目還需通過聯邦、省和

地區政府聯合環評。

【看 中 國 訊】9 月 30 日，

承建 Keystone XL 管道項目的

TC Energy 公司宣布，原住民

社區將有機會收購該項目部分股

權。TC Energy 表示，已與由

5 個原住民部落持有的 Natural 
Law Energy 公司簽署了一份諒

解備忘錄。

Natural Law 公 司 總 裁

Alvin Francis 說：「今天簽署了

諒解備忘錄，標誌著工業界和原

住民社區可以一起協作，並能取

得成就。」

TC Energy 公司表示，與

Natural Law 的最終協議預計將

在今年第 4 季度完成。

「此 諒 解 備 忘 錄 是 TC 
Energy 與原住民社區的首個此

類型備忘錄，我們將原住民部

落作為重要合作夥伴，兌現與

之共享 Keystone XL 管道利益

的承諾。」Keystone XL 總裁

Richard Prior 說。

在接受採訪時，Prior 沒有

透露具體細節，但表示這筆交易

將是該管道項目的少量股權，而

TC 不會直接提供資金。

Keystone XL 管道項目計

畫投資 80 億美元，預計每天可

將 83 萬桶的亞省原油輸送到美

國中部 Nebraska 州的鋼城。今

年 3 月，亞省政府同意投資約

11 億美元（15 億加元）作為該

管道項目的股本，並為項目 42
億美元的貸款提供擔保。獲得亞

省政府支持後，該公司正式批准

了此項目。

美國大選結果對項目至關

重要。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喬．拜登（Joe Biden）此前表

示，如果他在 11 月當選總統，

他將取消本管道項目的許可（美

國部分），因此項目的前景仍不

明朗。

亞省省長康尼在一份聲明

中表示：「該諒解備忘錄顯示

了原住民部落和亞省政府對

Keystone XL 等項目的重視，

這將帶來就業機會和穩定的經濟

利益，從而使更多的人經濟狀況

更加穩固。」

【看 中 國 訊】卡 爾 加 里

Foothills 醫院 5 個科室早前爆

發了武漢肺炎（COVID-19）疫

情，至今 60 人確診，包括 31
名患者（其中 4 人死亡）、27
名醫護人員、及 2 名接觸過患

者的訪客。許多外科手術已經被

延遲。

亞省衛生局（AHS）表示，

與這宗爆發相關的隔離人數，

比起 25 日增加了 154 人。有

3500 名成員的亞省 Foothills 公
會副總裁 Bobby-Joe Borodey
說，「疫情令許多成員每天都害

怕去上班」。工會要求醫院將

被隔離的員工以有薪假期處理。

AHS 表示，雖然該醫院急

診服務將繼續，但原定 29 日進

行的 9 項手術和原定 28 日進行

的 39 項手術都被推遲。全院目

前已加強訪客限制，未來可能根

據需要進一步延遲部分手術。

對於疫情爆發原因，AHS
表示仍在調查中，「醫院多個團

隊每天都在調查感染一開始從哪

裡開始傳播，以及需要聯繫甚麼

人並限制疫情傳播。我們正按照

標準程序進行追蹤調查。」

Foothills 是亞省最大的醫

院，也是疫情爆發最嚴重的地

點。該院目前人手十分短缺。

川普放行加美鐵路項目
對亞省意義重大

管道施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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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克默里堡

埃德蒙頓

阿拉斯加-亞伯塔鐵路圖（A2A Rail ）

卡城 Foothills 醫院
爆發疫情 

290員工隔離

原住民將參股 Keystone XL管道項目

evanstoncommun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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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 7 月份全國國內

生產總值（GDP）增長了 3%。

加拿大統計局 9 月 30 日報告說，隨

著經濟繼續重啓，所有 20 個經濟領域都

呈現增長態勢。

7 月份農業、公用事業、金融和保險

業務以及房地產租賃公司的生產總值恢復

到疫情爆發之前的水平；零售貿易業與 6
月持平。其他行業，儘管 7 月份有所增

長，但仍未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7 月增長最快的是酒店和餐廳業，增

幅高達 20.1%；其次是和藝術、娛樂及

休閑業，增長 14%。蒙特利爾銀行經濟

學家本杰明．裡茲斯表示，儘管增幅很

大，但這些行業的基數低，與去年同期相

比，仍有較大跌幅。

加拿大統計局報告稱，總體而言，7
月份國內生產總值比2月份的水平低6%。

7 月 3% 的漲幅符合經濟學家的預

期。而 6 月份 GDP 增幅則為 6.5%。

加拿大統計局預測 8 月份的 GDP 增

幅 1%，這表明加拿大的經濟復甦已步履

維艱，因為第二波疫情正在襲擊加拿大部

分地區。

道明銀行經濟學家斯里．塔納巴拉辛

根表示，「GDP 增長緩慢和不平衡表明加

拿大經濟正從反彈階段過渡到更具挑戰性

的復甦階段。」「即使沒有任何限制，但

確診病例不斷增加，消費者和企業也可能

會據此收緊開支。第二波疫情已經到來，

經濟復甦的情況將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對疫

情的控制。」

【看中國訊】聯邦自由黨政府 9 月 23
日公布施政綱領後，新民主黨表示有條件

地支持自由黨的施政報告。

加拿大國會預算辦公室 9 月 29 日公

布數據顯示，按自由黨本月初宣布的措

施，今年聯邦政府赤字將達到 3,285 億元

（其中包括估測的 2,259 億元的疫期緊急

援助開支），將達 50 多年來最高水平。

預算辦公室預計大部分支出將為臨時

性支出，主要是政府為受到疫情衝擊的家

庭或企業提供財務支持。

預算官 Yves Giroux 表示，明年聯

邦預算赤字將降至 738 億元左右。

預算辦公室估算今年聯邦債務將突破

1 萬億元，並會繼續增加。今明兩年，債

務將佔加國 GDP 的約 48%，2023 年達

48.3% 的峰值，然後才會回落。

English Report

看

“Taiwan is only a bargaining chip in the 
gam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is is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trying to define Taiwan. Tai-
wan, whose official name is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has only 15 diplomatic allies 
in the world, is not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arely participates in the activ-
it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t now 
She’s coming back to the stag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Shiao Bee 
Kim, recently changed her Twitter profile to 
“Taiwan Ambassador to the U.S.”, prompt-
ing Speculation, wondering if this is some 
kind of precursor to a huge change. 

 Indeed, on March 18th, U.S. Deputy Secre-
tary of State Keith Krach became the most 
senior official to visit Taiwan since 1979, 
provoking a military backlash from Bei-
jing. China’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announced that the PLA’s Eastern Theater 
would organize combat drills near the Tai-
wan Strait and sent 18 fighter jets to airspace 
in the southwest, west, north and northwest 
of Taiwan. Taiwan activated the missile inter-
ception system and two Taiwanese fighter 
jets were surrounded by six J-16s. 

 On the morning of the same day, Ren 
Guoqiang, a spokesman for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said that the 
PLA’s move was a “justifiable and neces-
sary action to protect the country’s sover-
eignty and territory”, and warned the U.S. 
by stating “whether to use Taiwan to control 
China or to threaten China’s interests, it is 
a delusion and is doomed to be a dead end, 
and those who play with fire will burn them-
selves.”

 In fact, when the U.S. Secretary of Health 
Alex Azar visited Taiwan last month to meet 
with R.O.C.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U.S.-Taiwan Health Cooperation, Beijing 
also sent fighter jets to cross the middle line 
of the Taiwan Strait. 

 Why is China so mad about exchanges be-
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1979, 
in hopes of bringing in the newly establishe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regim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the U.S. govern-
ment broke of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The CCP also 
took the chance to promote its “One China 
Principle” internationally, claiming that it is 
the only China, demanding that any coun-
try dealing with the CCP not associate with 
the R.O.C., and treat Taiwan as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order to erase the existence of the R.O.C., 
the CCP spent a lot of effort to expel the 
R.O.C.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1996, when Taiwan 
was about to hold its fi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CCP conducted the “Joint 1996 
Exercise”, which could be turned into a real 
military operation if the election did not turn 
out the way the CCP wanted. 

 The U.S. sent the aircraft carriers USS Nim-
itz and USS Independence close to the Tai-
wan Strait, taking concrete actions to stop 
the CCP’s military attempt to invade Taiwan 
by force. Then-President Lee Teng-hui was 
elected as the first democratically-elected 
president on his success in defusing the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since 
adopted a carrot-and-stick policy towards 
Taiwan, continuously attacking Taiwan inter-
nationally while introducing various united-
front strategies towards the Taiwanese, such 
as attracting Taiwanese businessmen and stu-
dents to China by political offer. 

 Over time, Taiwan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CCP has split into two camps: the blue 
camp led by the Kuomintang (KMT), which 
advocates the 1992 Consensus and cross-
strait reunification, and the green camp led 
b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which insists that R.O.C. is a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country. 

 In 2000, the DPP came to pow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Taiwan, and has since been ranked 
alongside the KMT as Taiwan’s two major 
political camp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then 
shifted its strategy towards bringing the 
KMT closer while fighting the DPP. In 2014, 
when the ruling KMT forced the passage of 
the Cross-Straits Trade in Services Agree-
ment (CTSA), which removed all restric-
tions on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s 
service industries, at the expense of Taiwan’s 
employ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exchange 

for goodwill with the CCP, the Sunflower 
Movement broke out in Taiwan. The policy 
has been suspended until n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ven called 
Taiwan a province internally, and established 
the Taiwan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 in 
1975 to represent Taiwan, but most of the 
representatives were not born in Taiwan, do 
not have a Republic of China passport, and 
are also not elected in Taiwan. 

 The CCP’s actions against Taiwan reached 
their peak in 2018. The Taiwan 9-in-1 elec-
tion, which elects regional chiefs and legis-
lators at all levels across Taiwan, is seen as 
a precursor to the 2020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ruling DPP suffered a major de-
feat in the election, losing most of its seats to 
KMT. Controversially, the election was pre-
ceded by many traces of Beijing’s manipu-
lation of the election, including the offer of 
plane tickets to Taiwanese living in the main-
land to return to Taiwan to vote for the KMT. 

 However, In November 2019, Australian 
media reported that a former CCP spy, Wang 
Liqiang, had defected to Australia and re-
vealed Beijing’s manipulation of Taiwan’s 
election. He said, a woman named Gong 
Qing, wife of Xiang Xin, who is the Chair-
man and CEO of China Innovation Invest-
ment Limited Board, was directly respon-
sible for setting up more than 200,000 online 
accounts to attack the DPP, creating many 
online groups to engage in cyberbullying and 
manipulate online rumors. The allegations 
were confirmed by Australian intelligence, 
and Gong Qing and her husband were subse-
quently arrested in Taiwan. 

 The most vocal candidate for Kaohsiung 
City mayor in the 9-in-1 election, the KMT’s 
Han Kuo-yu, was found to have a large num-
ber of Chinese netizens among his online 
supporters. 

 In 2020, the KMT nominated Han Kuo-yu 
to run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however 
losing by nearly 20 percent to the DDP’s Tsai 
Ing-wen. Han himself was deposed by the 
people of Ka-oh-siung in June of this year. 
The Taiwanese had made their choice. 

 Internationally, China has also been poach-
ing Taiwan’s diplomatic partners. Also in 
2018, the Dominican Republic, Burkina 
Faso, and El Salvador broke off diplomat-
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ercion and induce-
ments, and Taiwan’s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many countries were forced to change their 
names to “Taipei”. The CCP Party has also 
cited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as a reason to oppose and 
prevent Taiwan from join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World Health Or-
ganization. 

 However, it was during Taiwan’s Dark-
est Hour that U.S. attitudes toward Taiwan 
rapidly changed. In 2018, the Trump admin-
istration passed the Taiwan Travel Act, which 
encouraged Taiwan government-established 
agencies to conduct official activities in the 
U.S. Exchange of official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 at all levels was no longer re-
stricted and was seen as a shift in U.S. for-
eig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Beijing. 
Beijing was very unhappy with this, and 
repeatedly protested that the U.S. could not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every 
time the U.S. made a move with Taiwan, Bei-
jing would send troops to provoke Taiwan.

 Krach’s visit to Taiwan included meetings 
with R.O.C. Minister of Economic Affairs 
Wang Mei-hua and other officials. Wang said 
Krach’s visit to Taiwan was part of a memor-
ial service for the late President Lee Teng-
hui, during which the two sides also shared 
economic issues and prepared for a formal 
dialogue. Taiw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
vancement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AmCham Taipei have signed a joint state-
ment in support of the BTA earlier.

 In addition, the U.S. has repeatedly stated 
that Taiwan is a partner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Asia and has expanded its arms 
sales to Taiwan. Taiwan is also included as 
one of the U.S. Clean Network Program’s 
Trusted Partners. 

 In August, the Czech President of the sen-
ate Miloš Vystrčil led a 90-member delega-
tion to Taiwan and angered Beijing.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claimed that the 
Czech Republic would pay a heavy price for 
that. However,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then 
shown their support to the Czech Republic. 

 Taiwan Up Media reported that an official 
said the number of foreign dignitaries who 
have requested to visit Taiwan has increased 
beyond imagination in recent months. The 
R.O.C. government hoped that less urgent 
requests could be postponed until next year. 

 It seems like Beijing’s tough stance and mil-
itary intimidation over the years has disquali-
fied it from returning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while the U.S. is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issues in the region and is taking concrete 
action against the aggres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at the CCP fears most is 
that Taiwan’s growth will undermine the legit-
imacy that the regime has created for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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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根據希望之聲報導， 9 月

30 日（週三），美國聯邦眾議院成立不

久的「中國工作組」（China Task Force) 
發佈了經數月調查後編輯出的報告，包含

83 項關鍵發現和 430 項政策建議，為國

會兩黨及川普政府解決中國威脅的問題劃

出了藍圖。

在週三《福克斯新聞》關於該報告

的採訪中，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

（Kevin McCarthy）和工作組主席、共和

黨籍議員麥考爾（Michael McCaul）介

紹了報告中的三個要點，並介紹該報告中

60% 的想法來自兩黨議員。

   第一：「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供應

鏈，不僅對醫藥行業，而是對我們與中國

打交道中的任何一個部分」。第二：「在

涉及國防部的部分，我們需要創新，特別

是利用 AI（人工智能）」。第三：「在談

到財政部的時候，我們必須再次聚焦」，

「在談到制裁時，他們有伊朗組、朝鮮

組，但在那裏沒有中國組，你知道他們偷

了我們多少東西。」麥卡錫說。

「所以，我們需要的現代化和準備，

特別是在中共病毒（又稱新冠病毒）流

行後，我們從供應鏈問題中學到的，你應

該（把學到的）應用到我們落後的政府

的幾乎每個部分中去，我們不能讓中國將

來繼續那麼對待我們」。麥卡錫說。

報告的建議包括通過提高美國的生產

來保證醫藥的供應鏈，允許國防部資助新

興技術以更快實現美軍的現代化，要求財

政部制裁中共，要求確認與臺灣的雙邊自

由貿易協議，要求提高對中國向美國公司

投資的審查，要求削減對中共軍事工業基

礎公司的（原）材料支持。

中國工作組今年 5 月由 15 名共和黨

籍議員組成，旨在評估中共對美國的威脅

並提出解決問題的立法方案。自成立以

來，工作組的議員們接手了多項任務，如

在發現醫療防護用品短缺後，通過稅務減

免確保醫療和國安供應鏈和加速關鍵物資

的生產。 議員們還呼籲為香港的難民提

供庇護等。 
工作組建立之初是兩黨的，後來民主

黨議員撤出，共和黨議員繼續堅持。「我

們努力以兩黨方式運作這個工作組，一年

多以前就開始試，而且佩洛西是同意的，

就在我們要宣佈前，她撤出了」。 麥卡

錫說。 
「為什麼民主黨不幫助？為什麼佩

洛西撤出？ 我不確定中共有民主黨的什

麼（東西在手裏），（肯定是）相當有力

的。」麥卡錫說。 
麥考爾說，他覺得民主黨人不加入中

國工作組是「犯了個大錯誤」，「他們只

瞄準總統。他們不想關注病毒的來處：中

國。」

麥卡錫還介紹，他打算幫助創造的 1
千萬個就業，是來自供應鏈迴流美國。 
他相信，到明年年底美國的供應鏈迴流美

國，將在美國創造 1 千萬個就業。但實

現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要採用工作組報

告中提到的各項建議。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9 月 29
日，香港交易所發消息稱，公司行政總裁

（CEO）李小加將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卸任。原定於 2021 年 10 月期滿卸任的

李小加，此前大幅拋售手中超過 6 成的

港交所股票，套現 1.67 億港元。

港交所的公告稱，李小加 9 月 29 日

通知董事會有關其意欲提早退任，將繼續

擔任港交所行政總裁及董事會的當然成員

直至今年底，並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轉

任董事會高級顧問，為期 6 個月。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早前香港交易所

在 2020 年 5 月 7 日刊發的公告，李小加

原於其現時合約在 2021 年 10 月期滿後

不再尋求續任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

此次李小加申請提前卸任的原因，港交所

並未做出披露。

香港交易所主席史美倫評價李小加：

「他在香港資本市場的發展中扮演著舉足

輕重的角色，確保香港交易所在迎接未來

的機遇，和挑戰方面處於非常有利的位

置。」

現年 58 歲的戴志堅目前擔任港交所

聯席總裁及首席營運總監，將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兼任代理行政總裁。

在 2019 年 12 月 18 日，李小加 10
年來首次減持港交所股份，其大幅出脫手

中超過 6 成的港交所股票，總計賣出 65
萬股，平均每股 256.533港元，套現 1.67

億港元，引發市場密切關注。

今年 59 歲的李小加於 2009 年 10 月

加入港交所，自 2010 年起擔任港交所總

裁，任期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他於

2010 年第一次買入港交所股票，當時持

股達 7.32 萬股，此後經過多次增持，持

股數於 2019 年 4 月達到 105.38 萬股，

期間並未出現減持。

香港《明報》指出，若連同李小加上

任後的年薪，他上任 9 年總計逾 3.4 億港

元入袋。李小加上任第 3 年，年薪已超

越前任港交所行政總裁周文耀，之後他的

薪資水漲船高，若計入薪資、現金分紅

等，其年薪已由最初的 259 萬港元，增

至 2018 年的近 2900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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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程雯綜合報導】9 月 26
日，在加州洛杉磯郊外舉行的「黑命貴」

（Black Lives Matter，BLM）抗議活動

和川普支持者的示威活動之間發生暴力事

件，一名左翼激進分子駕車撞向川普支持

者，造成兩人受傷，該駕車者涉嫌企圖謀

殺和使用致命武器襲擊而被捕。不過反川

普的左派媒體在報導該暴力事件時，並沒

有如實報導。

據警方確認，駕車撞人者是來自長

灘的 40 歲的塔蒂亞娜．特納（Tatiana 
Turner），她隨後被捕，保釋金為 100 萬

美元，定於週二（9 月 29 日）出庭。

根據全美公共廣播電台（NPR）的

報導，事發當地奧蘭治縣的警長辦公室官

員說，一名男子兩腿骨折，一名女子中度

受害。

警方表示，週六事件中的女駕駛是左

翼組織「爭取正義大篷車」組織的成員，

他們組織了當天的「黑命貴」抗議活動。

視頻顯示，當時的場面發生在一個停

車場的出口處，那裡有很多川普支持者，

有一個人上了一輛白色轎車的駕駛座位，

轎車周圍也有很多川普支持者，但是他們

都沒有任何激烈舉動，也不是所有人都在

關注這輛車，轎車周圍的人也都與該車有

一定的距離，車前方有一個人在用手機給

該車拍照。

這時，這輛白色轎車突然加速，撞上

車前方攜帶有川普標誌和美國國旗的人

群。撞倒人後，白色轎車又緊急剎車，這

時候，周圍的川普支持者才圍上這輛車，

但是車前方的人群有閃開道路，於是白色

轎車再次加速駛離現場，車後有一名憤怒

的抗議者砸碎了車的後窗玻璃。

《紐約時報》的報導題目是「警方說，

加州駕駛員撞倒兩名抗議者後被起訴」，

報導中完全沒有提到，該駕駛員駕車撞的

是川普支持者。

美聯社的報導題目是「組織者開車進

入加州抗議活動後被捕」，報導中說，特

納女士的車被一群憤怒的抗議者包圍，不

有人砸碎了她的後車窗玻璃，這讓她為自

己的生命感到恐懼。

美聯社的報導中也完全沒有提到，在

那些抗議者變得憤怒並包圍了特納的車之

前，是特納首先駕車撞倒了毫無防備的和

平抗議者。同樣，美聯社報導也完全沒有

說明，被特納女士開車衝撞並撞傷的都是

川普支持者。

美國左翼激進分子駕車撞人致傷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有「文

化俠女」之稱的中國藝術家耿瀟男遭北京

公安刑事拘留 21 天，其律師尚寶軍今日

（30 日）上午首次獲准會見她。

香港電臺 9 月 30 日報導，耿瀟男的

律師尚寳軍今日上午首次獲准會見了她，

時間約 40 分鐘。

尚寶軍對香港電臺說，耿瀟男明顯較

以往憔悴，耿遭被公安帶走後的初期，幾

乎每日接受密集提審，至今已經有近 20
次，雖然沒有受到肉體上的虐待，但羈押

在一個 20 人的單位，本身已經是折磨。

9 月 9 日，耿瀟男與丈夫因涉嫌「非

法經營」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港媒

報導指，本次探視尚寶軍和耿瀟男討論涉

及出版物、數量和時間等控罪細節；但還

沒有時間瞭解警方提審時，是否有提及許

章潤事件。

據悉，耿瀟男是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

前教授許章潤的友人，許章潤遭警方帶走

時，耿瀟男曾聲援他。

海外維權網 9月 29 日發表署名陳思

遠的評論文章。文章說耿瀟男本是北京

一位出版人，獨立電視製作人，文化企業

家，事業做得風生水起。但自稱「小人物」

的耿瀟男，曾表示要儘自己應盡的職責和

擔當，做不了英雄，也要為英雄歡呼和牽

馬，甚至為英雄收屍。在她的朋友圈中，

很多人都是重量級的敏感人物，如鮑彤、

杜光、姚監復、楊繼繩等，這些人在危難

之際都曾得到過她的聲援和長期幫助。

近期耿瀟男除了聲援許章潤，還為

失蹤的公民記者陳秋實奔走呼號。多年

來，耿瀟男仗義執言，為公義而呼喚，

為遭受政治迫害者吶喊。她也因此被外

界譽為俠女。

文章說，耿瀟男的多名好友推測，她

被警方帶走與公開聲援許章潤在內的多名

公共知識份子和異見人士有關。

【看中國訊】江西省上饒市鄱陽縣政

府近日傳出一篇署名的「表揚」通報，理

由是轄下 8 名官員拆了「親屬墳墓」，為

鎮上墳墓治理「做出了榜樣」。

澎湃新聞報導，這份名為〈關於王訓

文、彭芳臘等同志的通報表揚〉上寫到，

全鎮當前重點工作之一為大力開展農村人

居環境整治、墳墓專項治理，鎮黨委、政

府號召全體黨員幹部、公職人員「以身作

則」，落實縣委、縣府統一決策部署。

據報，通報中羅列雙橋村支部負責人

王訓文「拆除」爺爺奶奶等親屬墳墓 17
座、雙橋村主任李桂新拆除親屬老墳 2
座、雙橋村民兵營長余興業拆除親屬老墳

2 座、雙橋村文書餘平章拆除奶奶墳墓 1
座、雙豐村黨支部書記彭芳臘拆除父親墳

墓 1 座，雙港鎮機關幹部餘興義拆除親

屬老墳 2 座、彭克平拆除父母墳墓 2 座、

彭少昱拆除父母 2 座，8 人共計拆了 29
座墳墓。

通報指出，這些黨員幹部「思想覺

悟」，體現趕早、做快、幹好，為該鎮墳

墓治理榜樣，決定給予「通報表揚」。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中國人在喪葬方

面有視死如生的傳統。民間傳說挖祖墳是

一件損陰德的事，祖墳對後代的影響是風

水學裡重要的一部分，它不僅是人死後物

質肉體的歸宿，且還是子孫後代祭奠祖先

的一個精神場所，同時也是影響到子孫後

代繁衍生息的一個隱形磁場。

因此，中共在宣傳無神論的教育下，

黨內官員的這種作法引起民間熱議。網友

紛紛表示，「扒墳也要通報表揚了？」「在

大陸連死後都不得安寧。」「毫無人性的

中國共產黨，只有他們才做得出來。」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目前

內蒙古至少有 23 人因參加，或是分享近

期關於針對內蒙古施行的「雙語教學政

策」進行和平抗議的資訊，而遭當局以

「尋釁滋事罪」拘捕，其中包括孕婦及中

學生。

國際特赦組織於本月 23 日報導，

2020 年 9 月，內蒙古自治區（內蒙古）

爆發抗議活動，主因是新的「雙語教育政

策」將會在 9 年義務教育期間，將多個不

同班級的教學語言從蒙古語逐步改成漢語

普通話。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語文課

程開始實施新政策。若該政策按照計劃進

行，自 2022 年起，內蒙古學生將會在中

國政府編撰教材的基礎上，只以漢語來學

習語文、歷史、政治課程。抗議人士憂心

新政策最終將會削弱內蒙古的蒙古族文化

及語言。

然而，蒙古人的抗議，也引發了中國

當局的強行壓制。 9 月 2 日，位於內蒙

東南部的通遼市的公安局科爾沁區分局公

布了 129 名涉嫌「尋釁滋事」的通緝人員

姓名及照片。

儘管內蒙古也將近 80% 的人口是漢

族，但仍是 420 萬蒙古族的家園，這一

項數字占據中國蒙古族總人口的近70%。

由於中國政權嚴格地審查所有印刷

及網絡媒體，導致抗議者難以分享任何

資訊以記錄抗議活動。與此同時，在華

外國記者報導中國大陸新聞時，遭受限

制的情況也非罕見。一名《洛杉磯時報》

的記者在抗議期間到訪內蒙古首府呼和

浩特的一間蒙古語學校後，報導稱她當

時就被便衣包圍，並被帶往警察局的後

樓。儘管她向警員表明身份是持證記

者，但仍被訊問，甚至被拿走了自己的

物品。她在被拘押 4 個多小時之後，遭

到強制驅逐出該區。

已有多家媒體報導稱，內蒙古有多名

地方政府官員、教師及共產黨員，因為沒

有執行新的「雙語教育政策」而遭受處罰。

9 月 16 日，位於內蒙中東部的錫林

浩特市的有關部門通知學生及家長，若

學生未能夠按時完成入學手續，他們將

遭受懲罰，包括被取消政府補貼及撤銷

銀行貸款。

中國《刑法》第 293 條規定的尋釁滋

事罪，是一項定義寬泛且措辭模糊的罪

名，它被廣泛使用來對付活動人士及人權

捍衛者。雖然尋釁滋事罪最初是適用在擾

亂公共場所秩序的行為上，但從 2013 年

以來，其範圍已經擴大至網絡空間。任

何遭到定罪的人，都將可能會面臨最長 5
年的監禁。

國際特赦表示，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

參與和平抗議，或是分享有關抗議的資訊

而遭到拘捕、起訴，並強調，中國當局的

做法侵犯了人們在國際人權法及國際人權

標準之下，所享有的言論自由權及和平集

會權。

最後，國際特赦組織要求中國政府：

「立即無條件釋放和平抗議人士，除非當

局有充分可信且法庭可採納的證據證明他

們犯有國際公認的罪行，並根據國際標準

對他們進行公正審判」；「停止進一步拘

捕和起訴行使和平集會權的人。」

另外，意大利宗教社會學家、曾任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及宗教

自由觀察站主席的馬西莫 · 英特羅維吉

（MASSIMO INTROVIGNE）在〈新疆、

西藏、蒙古：文化滅絕的理論與實踐〉一

文中分析說，中國當局為消滅文化認同、

宗教認同、語言認同所採取的政策，都是

有計劃、有步驟的。

馬西莫 · 英特羅維吉還說，隱藏在中

方慣用語言中的種族滅絕，有一個官方的

名稱——第二代民族政策。這正意味著第

一代民族能夠接受有限的保護民族語言文

化的措施，且得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以中

國當局為主導的體制，但這些保護措施在

第二代的時候，就應該撤銷了。

「文化俠女」耿瀟男被捕後首獲探視

內蒙古和平抗議者被冠「尋釁滋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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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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8官員「自掘祖墳」
被「表揚」引議

文章表示，近日前國企華遠集團董事

長、中共紅二代任志強被判刑 18 年，以

及耿瀟男被整肅，由此看出北京當局頗有

「打出頭鳥」、「殺一儆百」的意圖。而他

們都是在中共體制內有背景和具影響力人

物，敢面對強權吐真言，對社會和公眾輿

論頗有震撼力。

不過，當局沒有沿用常見的「煽動顛

覆國家政權」」、「造謠誹謗」、「尋釁滋

事」等罪名來打擊他們，以免坐實外界認

為他們是「因言獲罪」，從而成為人權關

注的對象，而是羅列各種經濟罪名，來對

任志強和耿瀟男採取強制措施，成了當局

迫害言論自由的屏障。

文章最後說，「儘管文化女俠耿瀟男

被刑拘、任志強被判重刑，但在追求自

由、法治的道路上，他們會激勵更多人頂

風冒雪繼續前行。」

耿瀟男

zenrockland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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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9月28日，中國財政部
前部長樓繼偉公開演講稱，

需要破解控制疫情和復甦

經濟等三個難局。並且他再

次分析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提出的經濟「雙循環」政

策存在的問題。

樓繼偉：破局不會在今年

由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

會、中國產經新聞報社、網易財

經聯合主辦的 2020 網易經濟學

家年會在上海舉行，主題是「全

球共破局」。

據網易財經 9 月 28 日報

導，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

任、中國財政部前部長樓繼偉在

論壇主題演講環節表示，一是要

破解控制疫情和復甦經濟的難

局；二是要破解逆全球化僵局；

三是全球與共，「這就難了，需

要相當一段時間的折騰。」

樓繼偉認為，本輪逆球化的

思潮是逐步興起的，已經有大約

10 年的過程。全球化是基於規

則的自由貿易，以及跨境投資，

是基於規則的各國和企業之間的

競爭合作，按照比較優勢，產業

鏈、供應鏈分布到全球，提高全

中國前財長樓繼偉（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球經濟的效率。在給所有國家帶

來紅利的同時也有副作用，比如

傳統就業機會的轉移和收入分配

的改變，這種改變有利於大型跨

國公司和資本，不利於發達國家

中低收入者的就業，收入分配差

距擴大。樓繼偉舉例解釋：「電

商平臺的興起，使得不少實體店

倒閉，甚至大型購物中心也在倒

閉或者轉型，不少傳統就業崗位

流失」。

甚麼時候才能好轉？

樓繼偉表示近期不樂觀：

「目前全球槓桿率高企，相對於

經濟基本面，金融資產存在泡

沫，在疫情得到控制，經濟逐步

財經簡訊

恢復之後，極度寬鬆的財政貨幣

政策須要退出，如果退出節奏不

當，引發比 2008 年全球金融危

機更強烈的危機，不是沒有可

能。危機有可能觸發共識，合作

共破局。但不會是 2020」。

並且，他再次分析了習近平

提出的經濟「雙循環」政策存在

的問題：「目前由於體制機制改

革還不到位，國內的需求和供給

還沒有很好的動員起來，內外循

環的結合還有障礙，因此結構性

改革和依法治國是關鍵。」

習近平的經濟「雙循

環」政策怎麼樣？

從供給側改革到經濟「雙循

樓繼偉再評習近平經濟政策

北京在美中貿易協議 
採購目標上僅完成3成

【看中國訊】北京目前在實行美中貿

易協議的購買目標上進展緩慢。按中國海

關總署數據，中國在截至 8 月底的美國商

品購買額，比例僅占全年購買目標（逾

1700 億美元）的 32.8%。北京若要繼續

遵守協議，就必須在今年剩下的 4 個月

內，購買約 1150 億美元的美國商品。

中國 8 月的美國能源產品購買量，比

前月下降約 24%；7 月美國原油進口量，

比 5 月的 3520 萬桶大幅下降；8 月美國

豬肉進口量，比前月減少近 40%；但中國

8 月的美國穀物進口量，則有所上升，其

美制裁中芯 北京命門被掐

環」的政策，習近平的表態釋放

出不同的經濟信號。

中國經濟連年不斷下滑，北

京當局早前提出的經濟內循環政

策，被外界解讀為是閉關鎖國。

後來，其又提出要推動經濟國內

國際雙循環。習近平多次主持會

議時提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

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據財新網 9 月 24 日報導，

中國財政部前部長樓繼偉撰文，

分析歷年的經濟決策。樓繼偉分

析經濟「雙循環」的政策認為，

從國民經濟角度看，積極參與國

際大循環，增加國民收入，也會

增加國內需求。重要的是解決好

制約「雙循環」的堵點：第一，

堅定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二，堅定地推進依法治國；第

三，要降低基礎設施和準公共設

施的用戶成本；第四，要堅定的

維護和改進國際規則。

樓繼偉強調，真正的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基於規則的對外開

放和依法治國，應當是要點。

「特別要提醒，既然是客觀規

律，政府有意按雙循環優化產業

鏈布局是做不到的，競相動用公

共資金搶占技術新高地是做不好

的，得不償失，還會引起國內外

的誤解。」

另外，習近平經濟「雙循

環」的政策也遭遇挑戰：企業訂

單下降，民眾收入不如以往。

據《南華早報》英文版 9 月

26 日報導，中國傳統產業的商

品需求疲軟，導致數百萬名工人

失業。報導稱，以紡織業知名的

廣州橋南新街有不少求職者，但

一名自湖北赴廣州求職的農民工

表示，她現在的收入恐怕比 6、
7 月時更低。每天上午 7 時開

始，輪班上工 14 小時，但半個

月僅能賺取人民幣 2000 元。除

了房租，還得負擔家鄉年邁父母

及小孩的花費，「我努力工作，

但仍不夠支應家庭開銷」。

一名小型成衣廠業者也表

示，因為新訂單的不確定性太

高，現在已無法僱用全職員工，

只能聘臨時工。在業界 10 年，

但從未見過這麼多人聚在一起找

工作，且與過去幾年相比，現在

的薪水不僅較少，也更加不穩定。

報導分析認為，這將為北京

當局所提出的「雙循環」政策帶

來挑戰。因為在外部環境不佳的

情況下，該政策側重利用中國的

內需市場，驅動經濟成長。若中

國 2.7 億名農民工的收入沒有獲

得保障，消費的動力也將減少。

【看中國訊】多家媒體報

導，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工業安

全局（BIS）已於 9 月 25 日發

出文件，將對中芯國際及其子

公司祭出口管制。中芯國際股

價 9 月 28 日在上海和香港股市

應聲雙雙重挫，收盤跌幅各達

7% 和 3.9%。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和英

國《金融時報》所見的美國商務

部一封給美國主要電腦芯片公司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一封函

件引發了金融市場慘劇，導致中國房地產

開發商恆大的股票和債券價格雙雙暴跌。

9 月 29 日，事件有了新進展。有分析

指，恆大事件對未來中國樓市構成風險，

更多房地產開發商面臨挑戰。

9 月 29 日，中國恆大宣布有關持有

恆大地產總額 1300 億元（人民幣，下

同）的戰略投資者的最新安排：與持有

其中約三分之二的戰略投資者簽訂補充協

議，明確這批投資者不會要求進行回購併

繼續持有恆大地產權益。公告稱，這批持

有恆大地產 863 億戰略投資的投資者同

意其在恆大地產的股權比例保持不變。

恆大地產於 2016 年底至 2017 年 11
月先後引入三批戰略投資者，投資金額

總計 1300 億元，占增資後的恆大地產

36.54% 股份，投資期限為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

各界關注恆大地產一旦要在限期前償

還本金及利息的話，資金鏈將出現問題。

此前，網上流傳的一頁截圖和一封

函件引發了金融市場一起「股債雙殺」慘

劇。 9 月 25 日，中國恆大系公司股債齊

遭血洗。函件指負債高達 8355 億的恆大

集團基於時間緊迫為由，懇請廣東省政府

支持准許將地產業務借殼中國大陸 A 股

深深房上市，否則需要向前期戰略投資

者償還 1300 億人民幣及 137 億人民幣分

紅，將引發一系列系統性風險。

恆大主席許家印 9 月 24 日發聲明，

稱相關文件和截圖為捏造。

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們在過去幾年狂

飆突進，以高負債的模式快速發展。中國

央行和住房城鄉建設部對房企按「紅 -橙 -
黃 - 綠」四檔管理，設置「三道紅線」，

負債率過高的房企將會削減發債規模。

「三道紅線」分別是剔除預收款後

的資產負債率大於 70%、淨負債率大於

100%、現金短債比小於 1 倍。

澳新銀行對恆大事件發布報告稱，此

事對未來幾個季度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構成

事件風險，更多房地產開發商可能面臨去

槓桿的挑戰。據測算，約有五分之一中國

A 股房地產上市公司的槓桿比率超過了

「三道紅線」。

恆大緩口氣 
中國樓市現更多風險

的信件，美國政府下令，企業須

取得許可，才能出售設備給中芯

國際，原因是這些設備存在被改

為「軍事最終用途」的「不可接

受風險」，威脅美國國安。

法新社報導稱，這起事件

是美中科技戰的最新砲火，北

京「命門」被掐住，發展先進科

中黃豆進口量與前月相比，大增近300%。

中企撤出美股又一家  
新浪將從納斯達克下市

【看中國訊】中央社報導，中國網絡

巨擘新浪公司宣布，將把在納斯達克股市

掛牌交易的股票下市，成為美中關係惡化

下，最新一家退出美國股市的中企。華府

考慮對在美國上市的公司實施更嚴格的規

定，要求它們必須對美國會計師開放稽核

文件，恐造成中企被迫退出美股，轉向香

港和上海股市掛牌。中國主要芯片製造商

中芯國際去年 6 月從紐約下市。目前還

在紐約證交所交易的電子商務巨擘阿里巴

巴和京東，去年在香港發行股票；阿里巴

巴旗下的金融服務分支則計畫在香港和上

海雙重上市。

技的野心再度遭到美方打擊。中

芯國際是中國最大的芯片組代工

廠，也是北京達成半導體自給自

足計畫的關鍵支柱。

亞系外資發布研究報告，假

設美國政府制裁中芯可能有兩種

情境：第一種情境是只針對 14
奈米以下製程；第二種情境是

14 奈米以下和 28 奈米以上製程

都遭到制裁。無論是何種情境，

中芯和中國半導體生態圈都將受

創，因為中國半導體材料、設備

供應商，以及 IC 設計公司都相

當仰賴中芯。

《自由時報》援引投資銀行

傑富瑞（Jefferies）分析師預

測，中芯國際中有一半的設備來

自美國供應商。如果這些美國供

應商不能再為中芯國既提供服務

和升級製造設備，中芯國際或將

無法繼續經營下去。

財經冷眼分析稱，該制裁也

使得高通將無法找中芯代工，高

通日前已尋求將中芯國際的部分

訂單轉給台積電、聯電和世界先

進等臺灣廠商生產。

（Adobe Stock）（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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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上的首次

中共中央政治局 9 月 28 日

召開會議，決定中共十九屆五中

全會將於 10 月 26 至 29 日在北

京舉行。屆時將有 300 多名中

央委員及候補委員到場。

而據新華社報導，28 日的

政治局會議還制定推出了「中國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

強調堅定維護「以習近平為核心

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

必然要求」。且形容這一條例

是「重大舉措」。

中央社引述一位不具名的北

京政治評論人士表示，這一條例

對中央委員會領導的各個面向

作出「全面規定」，是黨史的首

次。

這名人士指出，從官媒報導

文字上看，這一條例顯示出習近

平緊抓黨中央權力的企圖。因為

中共中央委員會是全黨「最高領

導機關」，而 200 多名委員的規

模，已涵蓋中國的各個層面。如

果只緊抓他以外的 24 名政治局

委員，難免可能「掛一漏萬」。

有了這一條例，200 多名中央委

員及 100 多名候補委員，都可

直接受到規範。加上先前對地方

黨委的規範，從下往上、從上往

下雙向延伸，習近平對黨內權力

的掌握，便如鐵桶般牢固。

另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趙

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說：「如果

「中央委員會的工作條例」裡必

須維護以習近平為核心，那就是

黨的文件正式肯定他永遠是中央

委員會的核心了。除非這份文件

廢除，才能無效。只要這個文件

存在，那麼他就是核心。」

獨立學者張叔平則說，他也

是第一次聽說把在任中共領導人

的名字確定在中共文件中：「（以

往）肯定沒有這份寫得直接了

當，可能這是第一次，好像這個

還真是頭一次，從終身制到這份

文件，應該是一脈相承。既然是

專制獨裁，就要成為這個世界的

主宰。」

「遠景目標」成焦點

據官方消息，五中全會議程

包括：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

工作，研究關於制訂「十四五」

規劃和「2035 遠景目標」的建

議。

《日經亞洲》日前刊文說，

中共五中全會研究「2035 遠景

目標」，或透露出習近平欲掌權

至 2035 年的企圖。屆時習將年

高 82 歲，而統治中國至死方休

的毛澤東過世時正好 82 歲。

一名政治權威人士認為，中

共的「2035 遠景目標」是習近

平再執政 15 年的宣言。但習近

平的計畫能否被黨內接受，五中

全會結束後，答案會變得明朗。

文章引述一名官員表示，事

情進展太快，恐將影響習的未

來。因為包括中共關鍵的人事梯

隊都將在五中全會上討論，一場

全面的政治鬥爭已展開。

最近紅二代、中央黨校退休

教授蔡霞連續在國外公開發聲，

討論中國政治變革出路，則被認

為是呼應國內、中共黨內生變的

信號。而同樣是紅二代的房產大

享任志強，因批習言論被重判

18 年，也被外界認為埋下了黨

內生變的定時炸彈。

習近平 8 月 26 日頒授警察

旗幟後，公安部 8 月 31 日宣示

要全力保「政治安全」，維穩中

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令這次中央

全會變得殺氣騰騰。

9 月中旬，習近平赴毛澤東

的故鄉湖南考察時，發出「唱

紅」保黨和洗腦民眾的言論，包

括重溫中共所謂「半條被子的故

事」。

自由亞洲引述分析說，習近

平此行除了強調「紅色基因」，

也為在五中全會上進一步提升個

人名望進行熱身。

五中全會前 當局拋重磅條例

曲婉婷為母涉案逾3.5億被捕喊冤 中紀委發聲

吉糧集團原董事長被判涉及江澤民兒子? 
上海73歲退休高官獲刑16年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國女歌手曲婉婷近日在社交平

臺微博發文，為貪腐 3.5 億元人

民幣入獄的母親張明傑喊冤，引

發網友熱議。中紀委機關報《中

國紀檢監察報》刊文指，境外不

是資產轉移天堂。不過，中共前

後任高層藏於海外的巨量資產已

被曝光，中紀委卻從未回應。

2020 年 9 月 22 日， 曲 婉

婷在微博發文為其母親張明傑喊

冤，她寫道：「6 週年，無果，

繼續努力保持一顆相信正義的

心，相信人間定有道、有法、有

青天。」該文瞬間登上微博熱搜。

有網友對其隔空喊話：「母

親被羈押後 6 年不敢回國一次，

卻在國外用贓款逍遙自在，這就

是你的孝心嗎？」

也有網友指責說：「曲婉

婷，難道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母親

貪污是為了培養女兒，送女兒去

加拿大上最貴的音樂學院。光是

一年學費就高達 20 多萬，你一

讀就是九年。」「拿著千萬人的

血汗錢進行揮霍，還正義。」

據悉，曲婉婷的母親張明

傑 1956 年出生，曾任哈爾濱市

發改委副主任，2014 年 9 月 21
日，因涉嫌濫用職權等罪名張明

傑被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29 日

以涉嫌濫用職權罪被批捕，所涉

金額高達 3.4985 億元，另外，

張明傑受賄財物還包括門市房

49 套、途銳越野車一輛、依維

柯客車一輛。一審時檢方曾建議

死刑。目前該案仍未宣判。

據報導，張明傑貪污的相關

款項原定用於下崗員工的安置

房，但由於內部操作最終導致很

多人拿不到錢，逼死了一些貧病

交加的下崗工人，讓很多人家破

人亡。

此前，曾有陸媒報導指，如

果曲婉婷積極配合母親認罪、退

贓，還是可以給母親減刑的，不

過假如其中確實存在轉移資產、

洗錢的情況，她也會因此被牽

連。

不過，張明傑的貪腐，相對

於更多的中共高官包括頂層官

員，還是小巫見大巫。

據流亡美國的大陸富豪郭文

貴 2019 年 4 月爆料，江澤民家

族控制的資產至少有 1 萬億美

元，洗白的資金高達 5000 億美

元。臺灣政界人士陳昭南 6 月

15 日發表署名文章稱，據國際

媒體報導瞭解到韓正隱匿在美國

的資產高達 31 億美元。

袁弓夷披露，中共高官富豪

現在很多在外國的很多資產，沒

有人認領，尤其是與那些大家族

有關的。這些高官富豪個個都抵

賴，其實個個都有、家家都有。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9 月 27 日，已退休 13 年、年屆

73 歲的前上海儀電控股集團公

司副董事長佘寶慶因貪污等罪被

判處有期徒刑 16 年。佘寶慶被

批「明修棧道搞改制，暗度陳倉

行貪腐」，這一說法在落馬官員

通報中首次出現。有知情人曾透

露，上海儀電實際由江澤民的兒

子江綿恆控制。

據陸媒報導，9 月 27 日上

午，上海市第一中級法院對上海

儀電控股（集團）公司原副董

事長佘寶慶等人貪污，挪用公

款，隱匿、故意銷毀會計憑證、

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一案宣

判。法院宣布佘寶慶上述罪名成

立，判處其有期徒刑 16 年，罰

款 83 萬元人民幣。

另外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前總會計師葛更祺、上海金陵股

份有限公司前總經理徐偉梧均以

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分別判處有

期徒刑 14 年、13 年 3 個月，均

罰款 40 萬元。

通 報 指，2004 年 至 2017
年間，佘寶慶夥同葛更祺、徐偉

梧及仲宗堯（另案處理），分別

利用經營管理上海金陵股份有限

公司及下屬集體企業上海金陵集

體基金合作聯社、上海同裕創業

商貿聯社等職務便利，侵吞上述

三家單位公款。佘寶慶、葛更祺

貪污 1,649 萬餘元，徐偉梧貪污

1,272 萬餘元。

2014 年，佘寶慶為掩蓋上

述貪污、挪用公款事實，夥同

他人將保存在上海市福州路 666
號金陵海欣大廈的上海高舜企業

發展有限公司歷年財務賬冊轉移

後予以隱匿、銷毀。

資料顯示，佘寶慶生於

1947 年，從 1972 年開始，就

一直在上海工作，歷任黃浦區手

工業局七 · 二一大學教師，上海

金陵無線電廠生產科黨支部書

記，上海金陵無線電廠副廠長，

上海金陵無線電廠廠長，上海儀

電控股集團公司副總裁，上海儀

電控股集團公司副董事長、上海

金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等職，

2007 年退休。

據悉，上海儀電前身是上海

市儀錶電訊工業局，上海市國有

獨資。熟知內情的上海知名律師

鄭恩寵曾表示，上海儀電實際由

江綿恆控制，而江綿恆也透過上

海儀電成立不少子公司，例如上

海科技網通。

上海被指是江澤民的政治老

巢，江澤民的兩個兒子江綿恆、

江綿康及侄子吳志明等人長期在

上海官場、商界建立了龐大關係

網，江綿恆插手幾乎所有上海大

項目、甚至插手上海市的高層人

事安排。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中共政治局會議已

宣布 10月 26日召開五中
全會，同時通過了「中央

委員會工作條例」，宣示

全面規範中央委員會的領

導，且強調維護習核心，

被認為是習近平進一步緊

抓黨中央權力的舉措。有

評論指這顯示習近平在黨

內權力如鐵桶般牢固。

【看中國訊】據媒體澎湃新

聞報導，9 月 25 日，吉林省長

春市中級法院公開宣判吉林糧食

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

長孟祥久案，對被告人孟祥久以

受賄罪、挪用公款罪、貪汙罪、

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數罪

並罰，判處有期徒刑 25 年，並

處罰金人民幣 370 萬元。

當 局 指，2006 年 9 月 至

2017 年 1 月，孟祥久利用擔任

吉林省舒蘭市委書記、吉林市政

府市長助理、吉林省糧食局副局

長、吉林糧食集團有限公司黨委

書記、董事長等職務上的便利，

收受他人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

幣 3200 餘萬元。

吉林省巡視「回頭看」整改

通報中，曾 2 次提到孟祥久嚴

重違紀案。

2017 年 7 月 21 日， 吉 林

省紀委發布消息：孟祥久涉嫌嚴

重違紀接受審查。

2018 年 2 月 7 日，孟祥久

被開除黨籍，中紀委批他「工作

上獨斷專行，作風霸道，肆無忌

憚用權；經濟上私慾膨脹，以權

謀私，瘋狂斂財；嚴重汙染了吉

糧集團的政治生態」等。

2018 年 7 月底，中共國務

院宣布全面徹查全國糧倉，之後

吉林大型國企、中國最大玉米貿

易商吉林糧食集團傳出已經悄然

破產清算。

吉林糧庫破產，也讓民眾質

疑國家糧食儲備是否夠用。有網

友稱：「我想問企業的資金都去

了哪裡？房地產？還是外借？」

今年 7 月底，習近平赴吉

林考察調研，強調「把保障糧食

安全放在突出位置」。近日習

近平再批中國的餐飲浪費「怵目

驚心」，並做出指示，抵制餐飲

浪費行為。之後官媒更是發起一

場「節約運動」、「提倡恢復飢

餓感」。海外輿論質疑，官方

高調宣傳節約糧食的背後，可能

出現了糧食危機。

2020年 9月 8日，習近平在北京抗疫表彰大會上。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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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原定於 10 月 1 日當

天，發起「毋忘義士 釋放十二」

大遊行，聲援早前遭深圳公安

關押的香港抗爭者。不過遊行

申請迅速遭到警方駁回。《蘋

果日報》報導，在會上，民陣問

警方舉辦遊行要符合哪些條件

才會獲批，警方代表竟然稱可

以模仿主題公園重開的做法，

要求參與遊行人士「實名登記預

約」，方便一旦「爆發疫情」時

可「追溯源頭」。

陣召集人岑子杰 29 日接受

看中國記者李家宏綜合報導

每年10月1日香港民間
人權陣線（民陣）都會發起

大遊行，今年也不例外，但遭

警方禁止，更欲推出遊行人

士「實名登記」制度。但當局

的打壓未能澆熄港人抗爭意

志，網民和團體紛紛發起不

同形式的全民抗爭。

十一遊行被禁 港人自發抗爭

電台訪問時批評港警旨在取得市

民個人資料。現時警方已半推行

「實名制」，每逢有公眾活動就

不斷查市民的身份證，他估計短

時間內民主派人士已不可能舉辦

「合法」遊行。

對 此， 民 陣 宣 布 10.1 當

天會改為在《蘋果日報》刊登廣

告，關注 12 位被秘密關押於內

地的港人安危，強調釋放被捕手

足是「五大訴求」之一。他呼籲

市民可剪下廣告標語、套上膠名

牌掛在身上展示，把抗爭融入生

活之中。

10 月 1 日也是大陸當局決

定會否正式逮捕 12 人的期限。

一直協助 12 名港人的鄒家成回

應《蘋果日報》時直斥中共為何

有意聲援的港人，製造中共建

政 71 周年當日香港「歌舞昇平」

的假象，以免其政權丟臉。

中聯辦 29 日中午發稿稱

12 港人的案件已查明「犯罪事

實」，正呈請內地司法機關批准

逮捕；又指責「反中亂港勢力」

執意 10.1 上街遊行，警告「香

港國安法利劍高懸，絕不容許亂

港者肆意妄為」；又稱有人策動

發起暴力衝擊和「恐怖襲擊」，

「公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力

挺政府及港警果斷執法。

儘管民陣大遊行告吹，香港

民間仍自發以不同方式全民抗

爭。 10 月 1 日同時是中秋節，

有 Telegram 頻道號召市民 10.1
下午 5 時後一起慶祝中秋節，

並提醒參與者穿適當衣物及帶備

螢光棒等。事件引起警方關注，

東網引述消息稱，警方經過風

險評估，會於當日調派不少於

6,000 警力執勤。

支聯會與多個團體則趁中共

建政 71 周年發表「沒有人權，

AIT談「台灣模式」：與對岸不同
【看中國訊】美國在台

協會（AIT）處長酈英傑29
日出席世界台商聯合總會年

會致詞時表示，台灣防疫的

成功在於「台灣模式」，而

其核心正是各種民主價值，

和海峽對岸專制模式所採

用的壓迫手段，可以形成鮮

明對比。

《中央社》報導，28 日、29
日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在台

北圓山飯店舉行第 26 屆年會。

酈英傑在致詞時表示，台灣商

會每天在全世界的工作，與美

國在台協會息息相關，同時也

是美台關係的重要支柱，談到

美台共享價值，第一個想到的

為共享的政治價值觀，堅持法

律之前人人平等、民主透明的

治理、尊重人權、新聞、言

論、宗教自由與多元文化，皆

是美台堅持的重要價值。

酈英傑還表示，美國和台

灣也共享國際價值觀，努力幫

解決世界問題做出貢獻，致力

於國際援助跟人道救援，成為

世界一股良善力量。他說，台

灣今年通過全球知名的「台灣模

式」，在防疫方面取得無與倫

比的成功，乍看可能會認為這

是科學或醫學方面的成就，可

「台灣模式」的核心，正是各種

民主價值，包括透明新聞和網

路自由、法治及政府跟人民間

暢通的溝通。

他還表示，這與海峽對岸

專制模式所採用之壓迫手段，

形成了鮮明對比，美國非常榮

幸能與台灣密切合作，共同把

黃之鋒再被捕
已被連控6罪

【看中國記者李家宏綜合報

導】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和

社運人士古思堯，被控於去年

10 月 5 日《禁蒙面法》生效後參

與未經批准遊行；黃之鋒同時因

戴口罩蒙面被控。兩人獲批准保

釋，但黃之鋒不准離港。

案件 9 月 30 日在東區法院

提堂，法庭最終將有關案件定於

12 月 18 日開庭，在此之前黃不

可離開香港。黃之鋒應訊前在法

庭外接受傳媒訪問，指自反送中

運動至今，他總共面對 6 條罪

名的起訴，涉及警察總部示威

案、六四燭光晚會和反蒙面遊行

案，目前已有法庭保釋在身。

黃之鋒在庭外表示，控方

申請向他施加不准離港的限制

「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目的

是想讓他「案件疊案件」，製造

寒蟬效應，同時阻礙他離港向

世界講述香港的抗爭情況。不

過相比在國內被囚的 12 港人，

他的遭遇實在是微不足道，他

仍會繼續抗爭。對於最近的立

法會去留問題，他相信「投入抗

爭與否，從來不在於有沒有議

席和公職，更不在於香港還有

沒有選舉、議會存在」，自己作

為民主派、政治人物，有責任

與港人齊上齊落。

科企外企憂制裁 離開香港
【看中國訊】港版國

安法》實施衝擊香港營商

環境，掀起一波外企撤出

潮。曾為香港警察提取黃

之鋒手機資料的瑞典公司

「M i c r o  Sy s t e m a t io n 
AB」（MSAB），24日宣布
撤出香港。

外 媒 彭 博 24 日 報 導，

「Micro Systemation AB」將撤

出香港，未來將不再向香港其

它政府機構及港警網絡安全及

科技罪案調查科提供「解決方

案」，即提取涉案人士手機資

料。MSAB 副行政總裁迪金森

（Mike Dickinson） 向 彭 博 承

認，撤出一事與美國取消香港的

特殊地位有關。公司並會停止所

有中港業務。MSAB 較早前已

因出口管制而撤出中國。

報道指，MSAB 自 2013 年

起在中國大陸提供「資料提取產

品」（data extraction product）
而獲得大量訂單。香港法庭文件

顯示，港警去年亦透過 MSAB
的技術破解並取得前香港眾志

秘書長黃之鋒的電話資料。報

道又指，有文件證實港府在《港

版國安法》實施後，還增加了與

MSAB 的生意往來。

資料顯示，MSAB 服務對

象包括世界不同國家地區的執法

部門、軍事和政府情報機構、法

醫實驗室等，提供數據恢復、分

析和破解等服務，以協助搜集證

據。公司分部多設立於歐美地

區，包括美、英、加、法、德、

澳、意等。在亞洲地區則餘下日

本及新加坡分部。

彭博又提到，另一間以色

列公司 Cellebrite 今年 7 月中

同樣參與了破解黃之鋒手機資

料一事。該公司目前被一名以

色列人權律師提控，要求以色

列終止其向香港出口技術。而

共有 8 間公司曾為港警的網絡

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提供過

同類服務。

另據《金融時報》23 日報

導，消息指加拿大資產管理公

司 BMO 環球資產管理計劃撤出

香港，正敲定將旗下七隻買賣基

金、共計總值近 29 億元的資產

售予華夏基金（香港）。

此前的 9 月 9 日，日本軟

銀集團旗下的網絡金融企業思佰

益（SBI）控股表示，鑑於《港

區國安法》削弱香港作為金融中

心的吸引力，公司目前考慮最快

於明年 3 月撤出香港。除思佰

益之外，日本券商大和證券據報

也正觀察香港局勢，如果顯著惡

化，會加快縮減在港業務。

台灣模式分享到美國各機關與

世界各國。

酈英傑進一步說，美台共

享的經濟價值觀也於今年充分

體現，美國國務院次卿柯拉克

近期的訪台，奠定了美台全面

經濟對話的基礎，替美台夥伴

關係指引出未來方向；美台於

高科技業的合作上，特別是半

導體領域長期以來，一向是全

球經濟之主要驅動力，台積電

最近宣布了斥資 120 億美元赴

美設廠，美國認為欲打造可信

賴半導體關鍵科技和醫療器材

的全球供應鏈，台灣便是關鍵

合作夥伴。

圖為2019年十一遊行（Getty Images）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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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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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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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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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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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哪有國慶？——停止打壓異見還

我言論自由」聯署聲明，又計劃

10.1 到中聯辦外請願，促大陸

當局停止假借「國家安全」名義

肆意破壞香港法治精神和打壓言

論自由。

聯署聲明指，中國政府屢以

所謂「國安」理由打壓大陸維權

人士，《港區國安法》強行實施

後，港人今年也失去法治和自

由，不少人遭以所謂「國安」罪

名被起訴，12 位年輕人更因為

逃亡台灣途中「被送中」，形容

香港人面對獨裁政權迫害，與中

國異見人士更是唇齒相依。

支聯會強烈要求中國和香港

政府停止粉飾太平，回應四個訴

求：平反八九民運、成立獨立調

查委員會調查「六四」及反送中

的警暴行為、停止假借「國家安

全」名義，肆意破壞香港法治精

神和打壓言論自由，以及立即釋

放中港被囚的異見人士。

AIT處長酈英傑（CNA）

民調：60%台灣人
相信美國會協防
【看中國訊】台灣民意基金

會 28 日召開「美豬爭議、中國

軍演與台灣政局」9 月民調發表

會。民調結果顯示，高達六成的

民眾認為當中共武力犯台時，美

國是可能出兵協防台灣的，三成

三不以為然。

也有 49% 民眾對國軍有效

防衛台灣的能力有信心，但整體

來看，民眾看法存在分歧，整體

信心水準仍亟待加強。

另有五成七的民眾樂見美國

對台重大軍售，反映出國人對國

家安全的急迫感，也凸顯了政府

軍購背後的民意。

今次民調中也首次運用「感

情溫度計」測量台灣人對中國共

產黨的感覺，結果顯示：63.1％
的民眾對中共反感、22％沒有

感覺，6.1％抱有好感。

黃之鋒（攝影：龐大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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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幾天前，一

對美國夫婦在佛羅里達礁島

（Florida Keys）度假，丈夫被

鯊魚襲擊。懷孕的妻子看到後，

立即跳入海中，拚死將丈夫救了

出來。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新聞報導

稱，日前，30 歲的男子安德魯 ·
埃 迪（Andrew Charles Eddy）
與家人一起，開著遊艇去佛羅里

達礁島度假。他在闊布雷羅珊瑚

礁（Sombrero Reef）浮潛時，

被一條公牛鯊（bull shark）攻

擊。埃迪在下水之前並未發現任

何異常現象，但入水後，他立即

成了鯊魚的目標。他 29 歲的懷

孕妻子瑪格特（Margot Dukes-
Eddy），看到了鯊魚的背鰭和海

面上的鮮血，毫不猶豫地跳入水

中，竭盡全力從鯊魚口中救出了

丈夫。埃迪肩部受傷嚴重，被直

升機送往醫院急救。

患難見真情 
孕妻鯊魚口奪夫此舉將改變目前的政策，即

只要國際學生還在上學，即使他

們的簽證已過期，仍可在美國居

住。新提案將限制持學生簽證

（F）、訪問學者簽證（J）和媒

體簽證（I）的外國人，在美國

停留到學期或課程結束為止，最

長不超過 4 年。

國土安全部同時警告，可將

學期縮短為兩年，這一條適用於

來自逾期居留率高於 10% 的國

家的外國人，還適用於來自美國

認定的「國家恐怖主義」名單上

的國家的外國人。

對於外國媒體代表，國土安

全部建議在「完成任務所需的」

時間裡停留，最多為 240 天，

並且有一次機會獲得最長 240

天的延期。新提案還將留學生

出發前準備時間，從 60 天縮短

到 30 天。據稱，這項計畫是為

了「鼓勵計畫合乎規範，減少欺

詐和增強國家安全」。國土安

全部注意到，這三類非移民訪

客「增長顯著」，而新提案是為

「確保美國移民系統的公正性」。

代理副部長庫奇內利（Ken 

Cuccinelli）在聲明中稱，「修

訂有關法規對於相關監督機制至

關重要，可以防止外國敵人利用

美國的教育環境，以及恰當的

執行並加強美國移民法。」這兩

年，為防止美國研究成果被盜

取，川普政府採取了多項舉措。

DHS 這項新提議與美國防止北

京利用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盜竊美

國研究成果有關。

美國國務院日前表示，已吊

銷 1000 多位中國公民的簽證。

這是川普政府收緊與中共軍方有

關係的大陸留學生和研究人員入

境美國，所採取的舉措。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8 月 31 日表示，川普

正在考慮是否進一步限制大陸留

學生在美就學。

美國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沃

爾夫（Chad Wolf）9 月 9 日表

示，美國正在拒絕向部分中國研

究生和研究人員發放赴美簽證，

並指出，中共企圖竊取對抗武漢

肺炎病毒的研究成果，並派遣

「留學生」利用美國學術開放環

境，竊取研究成果等。

同時，美國海關加大力度盤

查中方留學生；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已在全美 25 個城市，約

談涉嫌未申報中共軍人身分的美

國簽證持有人，並逮捕了 6 名

涉嫌簽證欺詐或涉嫌盜竊美國技

術的中共軍方研究人員。

美再收緊國際學生簽證
【看中國記者肖然編

譯/綜合報導】美國國土安

全部（DHS）日前提議為國

際學生、交流訪問學者和外

國媒體代表，規定固定的簽

證時限，以防止逾期居留。

美國駐華使館（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程雯編譯 / 綜
合報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

在第 75 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言，

重申《世界人權宣言》，呼籲世

界各國回歸傳統道德和信仰，捍

衛人類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

蓬佩奧通過視訊發表了他對

聯合國各成員國的呼籲。他演講

的題目是「促進和保護人權：重

申《世界人權宣言》」。以下是

蓬佩奧發言的主要內容。蓬佩奧

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清晰

地表明了，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有

責任保護所有人的尊嚴。因此，

1948年，聯合國大會批准了《世

界人權宣言》。

《世界人權宣言》的第一行

寫道：「承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

的固有尊嚴，以及平等的和不可

剝奪的權利，是這個世界擁有自

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

與這些話相呼應的美國《獨

立宣言》指出，政府的目的是保

障不可剝奪的權利，即所有人的

固有權利。我們今天必須捍衛不

可剝奪的權利，因國際人權事業

正處於危機之中。

從中共到伊朗再到委內瑞拉

的專制政府，正在剝奪我們的同

胞們的基本權利。同時，許多跨

國組織迷失了方向，它們側重於

黨派政策偏好，卻未能捍衛基本

權利。甚至許多人主張的新權利

經常（與基本人權）發生衝突。

為了維護普遍人權，我們應

該看一看《世界人權宣言》的制

定者，他們確定了一套清晰的原

則，適用於任何時候、任何地方

的所有人。他們堅定地捍衛每個

人的尊嚴。因此，我們也應該這

樣做。為了幫助我們做到這一

點，我召集了美國國務院的不可

剝奪權利委員會。該委員會發

現，美國憲法傳統對不可剝奪權

利具有廣泛而深刻的支持。

我們希望委員會最近發布的

報告將為其他國家和人民帶來啟

發。他們應該回歸他們的傳統，

重新致力於（傳統）道德、哲

學和宗教，以維護所有人的固有

權利，即《世界人權宣言》闡明

的核心權利。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為防止疫情反彈，中國多地

高校採取強硬的封閉式管理措

施。學生對此不滿，甚至在校園

內抗議，要求「解封」。學生的

抗議令當局緊張，傳當局已將相

關抗議定性為政治事件。

率先打破沉默的是陝西西安

外國語大學的學生。據自由亞洲

電臺報導，9 月 20 日晚，有該

校學生在宿舍露臺上集體大叫，

至少 8 棟宿舍樓的學生響應喊

樓，高呼「解封」口號。有學生

表示，除了封校，最不滿的是校

方管理不善，嚴重影響他們的日

常生活。「最嚴重的是賣過期的

發霉食品，大學裡超市動不動就

關門，讓我們沒地方買東西了，

沒有辦法滿足日常生活需求。」

此後，山西、天津、安徽、

四川、廣東等地有高校學生相繼

開始抗議。

安徽合肥大學學生批評學校

雙重標準，對學生封校，卻讓教

職工自由進出校園。廣東財經大

學華商學院的學生，則對學校避

而不談是否讓學生離校放十 · 一
假而感到不滿，計畫在宿舍內大

叫抗議。

在多地高校學生進行抗議

後，有消息稱，當局已經將高校

學生的喊樓抗議定為政治事件。

據知名財經評論人士「財經冷

眼」日前在推特發文說：「目前

國內教育、公安部門如臨大敵！

無所不在的境外敵對勢力又成了

背鍋俠！」

推文上附了一張疑似某高校

某個班級的群公告。公告稱，

「據國家安全部門調查，西安外

國語大學事件是由外國勢力挑唆

導致，現國外媒體已經大肆報

導，今天陝西省自上向下逐層開

會，該事件已經上升到政治層

級，請大家嚴肅對待，今晚全校

老師將對各寢室樓進行巡查、抓

捕今晚喊樓的學生，請同學們理

智、理性、謹慎對待。」

蓬佩奧聯大發言 籲捍衛人權

高校封閉 學生不滿

【看中國記者蘇菲報導】加

拿大溫哥華旁邊有一個小鎮，被

稱為大溫居民的後花園，不少中

國買家在這裡購置了房產。不過

因為疫情，這個小鎮現在都看不

到人了。

據加拿大媒體 CBC 近日

報導，美加交界的羅伯茨角

（Point Roberts），在夏季曾是

一個熙熙攘攘的地方，到處都是

來這裡享受陽光海灘的遊客，當

地商店、餐廳、碼頭等地方也是

人頭湧湧、熱鬧非凡。

羅伯茨角被稱大溫的後花

園，很多中國買家也在這裡購置

房產。早在 2015 年，中國富豪

陳義紅就豪擲 2500 萬美元，買

下海角碼頭，主營業務是停靠大

型豪華遊艇。同時，他還購買了

一處面積達到 2.5 公頃的海景物

業，價值 460 萬美元。

但是今年，自從疫情爆發，

邊境關閉之後，羅伯茨角就失

去了主要的收入來源，羅伯茨

角商會負責人布萊恩 · 卡爾德

（Calder）表示，這個昔日繁華

的地方，如今正在崩潰的邊緣。

報導稱，這幾個月來，這個

小鎮的人口在逐漸流失，許多人

因為找不到工作而逃離這裡。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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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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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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ty Images)

瑪格特與丈夫安德魯 

（Margot Dukes-Eddy Fb）

【看中國訊】狗的嗅覺靈

敏，經過訓練的狗可以幫人類做

許多事情。芬蘭首都的機場，日

前啟用訓練過的狗來檢測中共病

毒（SARS-CoV-2）。
芬蘭首都赫爾辛基機場主任

雷提傑夫（Ulla Lettijeff）說，

狗檢測病毒是一個試驗性項目，

「全球首創」。目前全世界只有

芬蘭機場使用小狗偵測病毒。這

些狗 10 秒鐘就可以嗅出旅客是

否感染病毒。準確率如何？據說

接近 100%。

而且這些狗能在患者還未出

現症狀前就嗅出來，樣本也小

的多，只要 10 至 100 個分子即

可，這一點，就是實驗室檢測也

辦不到。不過這些狗並不直接接

觸旅客，它們待在單獨的隔間

裡，檢測從受測者皮膚上採集的

樣本。

除了芬蘭之外，德國、英

國、美國等國家，也在嘗試使用

小狗檢測病毒。

芬蘭首都機場 
用小狗檢測病毒

疫情下 
小鎮繁華不再

海邊小鎮示意圖（公有領域）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Forum A11看論壇2020 年 10 月1日—10 月7 日    第126 期

◎文：文昭

中美冷戰爆發的時間點是今

年 7 月，而此前從 1 月到 6 月

中共三次採取對美國的軍事威脅

行動，其中兩次直接是核威脅，

即 1 月海軍艦隊到中途島美軍

基地附近組織大規模演習、3 月

宣布在南海國際水域建成對美發

射核導彈的戰略核潛艇「發射陣

地」、6 月宣布北斗衛星導航系

統完成對美精準核打擊的部署。

由於這些行動的組合相當於蘇聯

1962 年製造的古巴導彈危機，

美國的國家安全直接受到了中共

的威脅，因此不得不採取全面反

制手段來自衛，中美冷戰因此被

中共點燃。

兩年前開始的美中經貿談判

本來只是國家間解決經濟爭端的

正常方法，但中美冷戰的爆發改

變了這個談判的走向。當時川普

把中美經貿爭端擺上了桌面，雙

方交涉的主題是貿易赤字和知

識產權。大陸官媒 2018 年 7 月

21 日曾表示，在此次貿易摩擦

中，北京沒想到在貿易戰上會處

於下風，沒想到美國各界、尤其

是商界對川普的影響力不大，沒

想到白宮鷹派竟然長期掌握話語

權。

當外企開始撤離、中國的經

濟形勢每況愈下之後，中共突然

採取了上述三項軍事挑釁行動，

作為處理中美關係的助攻手段，

想要用核威脅來對美國施加壓

力，結果導致中美冷戰爆發。或

許中共並未預料到冷戰爆發這種

結果，低估了川普當局捍衛美國

的國家安全的決心。但事已至

此，再也不可能回轉，更不可能

退回到兩國合作發展的舊軌道上

去了。

白宮在經貿談判中考慮的核

心問題不是單純的貿易逆差，而

是防止中共大規模地侵犯美國的

知識產權，關稅只是配合談判

的手段。對中國來說，這只是

場「貿易戰」，如果談判超越了

貿易和投資問題，就觸碰了「紅

線」，這表明北京的「紅線」就

是不許觸碰技術間諜問題。雙方

的談判因此無法取得進展。

中美冷戰爆發後，兩國關係

進入了全面的多方位對抗。所謂

全方位對抗，按相關各領域對抗

的重要性來排列，主要包括軍事

對抗、諜報對抗、經濟對抗和政

治對抗，每個領域的對抗目標都

是弱敵強我，而這四大對抗又是

相互關聯的。

比如，在經濟對抗方面，

中美冷戰終結了兩國之間以往

的經濟合作關係，經濟上的互

惠互利不再是兩國關係的基本

方針；相反，美國會採取一切

必要的弱敵強我的措施，比如

對中國企業實施制裁。這樣的

制裁同時也是軍事對抗和諜報

對抗的需要，因為阻止中共繼

續獲取美國的尖端技術及尖端

產品，不讓中共用美國的「槍

和子彈」來威脅、打擊美國，

是美國在中美冷戰中維持不敗

態勢的必要行動。關閉中共駐

休斯頓領館，表面上是政治對

抗或外交摩擦，其實這個決定

也包含諜報對抗的考量。另

外，過去兩年來美國始終無法

通過談判與中共解決技術偷盜

問題，而在冷戰局面下，美國

不再需要談判了，而是改用諜

報對抗方法，如大範圍抓捕間

諜，限制涉及軍工和軍事背景

的中國留學生，限制高端技術

和相關產品對中國的出口等等。

我們發現，對中共來說，與

美國這個最大的民主國家絕對不

能形成命運共同體，否則，中共

的命運會被民主思潮動搖；也就

是說，中共天然患有「民主恐懼

症」。這是所有紅色政權的通

病。簡單來說，中共害怕美國影

響力的根源在於，害怕國人反對

專制。

最近紅二代任志強因批評習

近平而被判 18 年重刑。中美關

係大逆轉之後，許多過去把美國

作為藏錢和移民天堂的貪官和紅

二代自然極度失望，許多中產家

庭的子女出國夢也幾乎夢斷中

途，社會中上階層中的嚴重不滿

可想而知；與此同時，經濟滑坡

和企業外移導致經濟蕭條，也引

起社會中下階層的不滿。這種緊

張局面之下，中共高層的「民主

恐懼症」變得更加嚴重，因此正

為加緊社會管控做準備，而任志

強案件就是對民間社會的一個明

顯的警告信號。

中 共 還 患 有「政 權 虛 胖

症」，它需要不斷向國人宣

傳，中共政權日益強大，即將

「崛起」，尤其是將壓過美國，

這樣來鼓動一部分頭腦簡單或

對中共政權有依附的人，保持

他們對當局的信心。患有「政

權虛胖症」的中共必然要顯示

自己的對外強大和對外強硬，

特別是在對美關係上要強調

「不能示弱」的底線。在冷戰狀

態下，「不能示弱」原則其實會

產生「自緊螺絲、自出難題」的

效果。中共在中美冷戰之前的

經貿談判中就貫徹了這個「不

能示弱」原則，經濟上沒有牌

打，就打軍事牌，於是導致雙

方關係從以前的合作關係變成

了冷戰狀態。冷戰開始後，中

共依然根據「不能示弱」原則，

增大摩擦、加速冷戰升級。這

就是中美關係惡化的前因後果。

中美冷戰已爆發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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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梵蒂岡在 2018 年 9 月秘密

簽訂主教任命協議，有關協議在今年到

期。《彭博》早前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梵蒂岡有意在未來數週與中國續簽有關

任命主教的協議。在中梵密議下，中國

政府及內地天主教群體可建議新主教人

選，將人選的名字送到梵蒂岡，最後由

教宗任命。

不少天主教媒體報導稱，天主教會

會在短期內宣告香港教區副主教蔡惠民

接任港區主教。蔡惠民的親共立場惹來

外界擔心：一旦蔡惠民成功接任是否意

味著香港教會將被中央染紅呢？

88 歲高齡的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

教陳日君 23 日隻身坐了十多個小時飛

機，帶同一封信函到梵蒂岡，一心希望

就香港主教繼任人安排，向教宗表達他

的憂慮。滿頭白髮的他足足等了四天，

不但見不到教宗一面，連一個回覆電話

都沒有收到，只能把信件交給教宗的私

人秘書，四天之後帶著失望返回香港。

陳日君向駐梵蒂岡資深記者 Marco 
Tosatti 稱，香港教區主教席位已出缺超

過一年半，最初曾建議讓教區輔理主教

夏志誠接任，「現在他們（教區）卻說，

需要一個得到北京祝福的人，並建議蔡

惠民神父，很多人不滿意，我們團體已

分裂」。他認為如果最後任命蔡惠民，

對香港教會來說是「世紀災難」、「很可

怕」，並批評北京是「暴政」，「最荒謬

的是他們想任命蔡惠民只是因為北京的

喜好」。

陳日君又批評，梵蒂岡想和北京續

簽有關主教任命協議的想法是「瘋狂」，

認為梵蒂岡不應該附和「魔鬼」，而是要

與魔鬼對抗，「教會不接受政府的命令，

這適用於所有地方」。

被教宗方濟各拒絕接見的可能還有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蓬佩奧將於本週到

訪羅馬及梵蒂岡並與教宗會面，商討中

梵協議續簽一事，但據義大利傳媒報導

指，羅馬教廷稱教宗一般在大選期間不

會與外國政要會面，會面要求遭教宗拒

絕。

臺灣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資訊管理

學系教授張家麟認為，這次事件反映教

宗非常重視中國教區。

普遍來說，在中梵協議之下，中共

推薦的人通常都獲教宗接受。他估計隨

著習近平就去年反送中運動表現出強硬

態度後，香港教區將會逐漸「中國化」。

正當陳日君到訪梵蒂岡「進諫「之

際，天主教香港教區宗座署理樞機湯漢

在同日向香港教友發牧函，題為《與教會

保持共融》，惹來部分教友不滿。在牧函

中，湯漢提到去年反送中運動帶來一些

「非常嚴重的後果」，且「不少教友的心

態與部分於去年支持或反對抗爭活動的

人士是一致的」，他們在教區中造成分

化。

前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黎恩灝在網

上撰文，認為湯漢在此時發出牧函，與

梵蒂岡計畫續簽中梵協議有關，目的是

要「提點教友要服從教宗」，有助「維護

教區主權完整及教會安全」。

無論教區領袖如何努力避開政治，

自反送中運動起，香港天主教不同派別

的教友就政治事件經常出現激烈爭辯，

例如應否在遊行期間開放堂區供示威者

或市民休息等，而近日亦有天主教初中

課本稱「耶穌愛國」，亦引起部分教友不

滿。

◎文：鄭日堯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剛過去的這個星期五和星期六，中共

高層開了第三次新疆工作會議。央視作

了 18 分鐘的報導主要是習近平在講話，

其他人在聆聽記筆記。簡單地說就是黨的

十八大以來（也就是一尊自己掌權以來）

治疆目標正確、決策英明、成績突出。又

提出 8 個堅持，歸根到底就是堅持共產黨

的領導、和堅持高壓同化政策，一句話總

結就是現在幹的事還得幹下去，不被外部

壓力所動。

關鍵在於背景時機。第一次新疆工作

會議是 2010 年、第二次 2014 年相隔 4
年；今年第三次相隔 6 年多。維吾爾族人

權最近是國際熱點，這個月的中歐峰會上

是交鋒議題；在聯合國 75 週年紀念大會

上又是焦點，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成立獨

立的國際調查組進入新疆；劉亦菲參演的

迪士尼新片《花木蘭》片尾的感謝名單因

為出現了新疆吐魯番公安局、和新疆宣傳

部門引來一片吐槽抵制；陳全國等 4 名新

疆官員在幾個月前上了制裁名單，上個星

期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

人勞動法》，習近平這個時候開新疆工作

會議，拖上所有政治局常委是表示我們就

是無視外部壓力、就是要幹到底。

習近平要傳遞的信號是在新疆的問題

上，黨的高層沒有支持、反對、騎牆各種

不同意見，就是中央集體決策。不存在外

部可以通過接觸黨內高層持不同意見者，

讓新疆的政策有轉圜的可能。外界再批

評，也別指望我們有任何改變，對官僚執

行層來講就是，你們不能猶豫、不能手

軟、也不能為自己留後路。

這個月早些時候的中歐峰會，這次中

歐峰會與以往最大的一點不同就在於模糊

地帶消失，歐洲領導人直接提出了香港和

新疆人權問題；而習近平則是直接說要歐

洲去關注自己的人權，中國不需要教師

爺。

公開場合的批評和反批評雖然也有，

那都是外交官員去講，只要元首級別的會

談不這麼懟。北京主動消除模糊，不給民

主國家的首腦搗糨糊的地帶，對抗就會快

速擴大，而且無法挽回。這可能和會議改

成視頻方式有關，沒辦法搞門里門外這種

差別了。

習近平為什麼要這麼執著地去頂。直

接動機是給自己人加壓，怕在國際壓力

下，官僚們承受不住先跳船了、跑路了。

背後是習近平對國際關係的兩條根本認

識。曾經有個體制內的朋友給我講過一定

層級內傳達過的一個，關於中美關係的指

示精神。那從這位朋友轉述的情況看，在

中共領導人頭腦裡對歷史事件、還有歷史

發展邏輯和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

比如這位朋友提到，中共的領導層認

為對美國（包括美國所領導的西方陣營）

一定不能妥協，他們對中美關係的理解只

有利用、和對抗兩種模式，妥協隨順不在

考慮之內。他們認為中共建政前三十年政

權能存在，全靠在朝鮮和美國打了一仗，

是打出了幾十年的和平。胡錫進是這麼看

的、毛粉是這麼看的，習一尊也是這麼看

的。

還有一條認識是：中美關係的改善不

是我們去求來的，是美國人自己主動來

的。這條看起來是沒錯，是基辛格、尼克

松自己跑來的。但是這讓習近平建立起一

個希望：把自己生機寄託於民主政體缺少

連續性，政黨輪替以後對前任的政策有修

改。覺得只要我咬住不退讓，就能等到美

國那邊發生變化的機會。

這種理解有個很大偏差，不同黨派

的政客對蘇聯態度有軟硬之分，但敵對

和封鎖的大格局不變。現在中共成了美

國社會有共識的頭號對手，這是根本結

構性的改變，中共過去那套經驗其實是

不靈了。

習近平的押寳就是時間站在他這一

邊，希望他自己挺住，美國人又像 1972
年那樣主動來找他緩和關係；或者美國比

它先亂。像恆大爆雷拖累中國金融體系這

種事，他還有那麼多時間嗎？

習近平組常委級「督戰隊」

洩漏兩條心底算計

9月23日，88歲的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

教陳日君隻身到羅馬「進諫」，最終教宗

拒絕接見。（Getty Images）

香港主教誰任命？

◎文：程曉農

◎文：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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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

中亞高加索地區阿塞

拜疆境內，一處以亞美尼亞

人為主的納哥諾卡拉巴克

爭議地區，9月27日爆發了
一場4年來最嚴重的衝突，
導致同為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的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

劍拔弩張，並捲入了周邊大

國土耳其與俄羅斯，如情勢

失控，恐將引發中亞地區大

規模軍事衝突，歐盟或也難

逃而牽連其中。

寰宇新聞

◆歐盟理事會主席，曾做過

比利時總理的查爾斯．米歇爾

（Charles Michel）9 月 25 日在

聯合國的演講引發了關注。米歇

爾在演講中告訴世人，歐盟已在

美中之間新興的戰略競爭中做出

了選擇。米歇爾說，自從他擔任

歐盟理事會主席以來，經常有人

問他一個既簡單又殘酷的問題：

「美中之間的新競爭，歐盟站在

哪一邊？」他的回答如下：「我

們與美國息息相關。通過歷史的

考驗，我們有共同的理想、價值

觀和彼此關愛。今天，它們仍然

體現在至關重要的跨大西洋聯盟

關係中。這並不妨礙我們偶爾會

有不同的做法或利益。我們不認

同中國政治和經濟體系所依據的

價值觀。我們將不會停止促進對

普遍人權的尊重。包括維吾爾族

等少數民族，或是在香港問題

上，（外界對中國）保障法治和

民主的國際承諾提出質疑。」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在

大規模民眾抗議活動持續六週之

後，無視民眾要求其結束執政的

呼聲，於 9 月 23 日在首都明斯

克悄悄地宣誓就職，展開其第六

個總統任期。盧卡申科隨後宣

高加索衝突 土俄牽連歐難逃

導火原因不明                      
位於伊斯蘭教阿塞拜疆境內

的納戈爾諾 - 卡拉巴赫地區（以

下簡稱納卡），以篤信基督教的

亞美尼亞人為主，自始以來為兩

國的衝突源頭。 9 月 27 日，在

不明原因下，兩國在該地區爆發

了一場 4 年來最大的軍事衝突。

雙方互指不是，各說各話，並誇

大各方戰果與傷亡人數，一時間

不但讓外界弄不清楚衝突原因，

也搞不清實際戰況。據稱目前已

造成 98 人死亡。

根據央廣報導，《紐約時報》

駐莫斯科記者克萊默 (Andrew 
E. Kramer) 分析，這次因為領

土爭議引爆的衝突，雙方動用了

坦克、砲兵、飛彈、航空戰鬥單

位和無人機，以及步兵，暗示雙

方都做好擴大衝突的準備，而非

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構成「種

族滅絕」的決議，是對土耳其人

民的最大侮辱。同時，該決議案

也更加深了埃爾多安對亞美尼亞

的鎮壓，自然讓其更加力挺同為

伊斯蘭教的阿塞拜疆，甚至以兄

弟稱道，在本次衝突過程，更是

處處可見土國斧鑿之痕。

俄羅斯則是支持亞美尼亞，

雙方並簽訂國防協定，一旦塞國

入侵亞美尼亞本土，俄羅斯必然

採取軍事行動。不過莫斯科在軍

火生意上則是不分彼此，雙方都

是他的主顧。至於伊朗的立場，

按理應會支持同為什葉派的阿塞

拜疆，但卻因境內塞裔土耳其人

氣燄高張，將伊朗北部與之接壤

處稱為「南阿塞拜疆」，甚至有

組成「大阿塞拜疆」的呼聲，這

令伊朗十分深感戒懼，視為嚴重

的政治問題，進而低調支持篤信

基督教的亞美尼亞與之抗衡。

西方關切油管命脈                        
對於歐洲而言，能源問題則

是其關切的焦點，因為兩國衝突

將嚴重威脅到歐洲賴以擺脫俄羅

斯能源掌控的 BTC 油管安危。

阿塞拜疆首都巴庫，曾是世

界第一大石油生產基地。蘇聯解

體後，巴庫油田脫離俄羅斯，回

歸至私人企業。在 90 年代美國

總統克林頓時期，白宮當局積極

呼籲建立一條繞過俄羅斯的「能

僅止於過去幾年來雙方邊界的小

衝突。若持續下去，其規模勢將

莫斯科與安卡拉，甚至德黑蘭捲

入其中，讓俄、土、伊朗三國繼

敘利亞之後，再度於此交鋒。

歷史血腥紛爭至今未平

據中央社報導，自俄羅斯帝

國於 1917 年解體後，隔年獨立

的亞美尼亞民主共和國、阿塞拜

疆民主共和國都對以亞美尼亞人

居多的納卡地區主張領土主權。

蘇聯解體前一年，阿塞拜疆與當

地主張獨立的亞美尼亞展開血腥

戰爭，導致 2 萬人死亡，1 百萬

人流離失所。 1991 年，當地經

公民投票後，以接近 100% 的

壓倒性贊成而宣告獨立，成為

阿爾察赫共和國（Republic of 
Artsakh），但至今未獲任何聯

合國成員承認，舉世大部分國家

將其視為阿塞拜疆的一部分。雙

方雖於 1994 年簽訂和平協定，

但大小衝突不斷，單就國際危機

組織（ICG）2015 年以來已通

報次數，就已近 300 餘起。

伊朗反其道挺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人自一戰時期遭逢

鄂圖曼帝國大屠殺以來（當時

約有 150 萬人遭到屠殺），即與

土耳其結下不共戴天之仇。美

國國會眾議院 2019 年 10 月 29
日，以 405 票支持、11 票反對

的壓倒性多數的表決結果，正式

承認當年鄂圖曼帝國對亞美尼亞

人的大屠殺構成「種族滅絕」。

這是美國國會首次通過類似議

案。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隔天

稱，美國眾議院有關鄂圖曼帝國

源走廊」，將原油直接輸往歐

洲，讓歐洲能源擺脫長期以來受

制俄羅斯的夢魘，確保其能源安

全。最終建立了一條自阿塞拜疆

巴庫，經喬治亞提比里斯，至土

耳其傑伊漢的石油管線（簡稱

BTC），為歐洲各國提供能源。

由此可見，雙亞衝突，自為歐盟

嚴重關切，就連川普也跳出喊

話，大家怕的就是，一旦俄羅斯

介入，BTC 的命運就岌岌可危。

阿塞拜疆要收失土

據央廣報導指出，阿塞拜疆

將領發表聲明說，軍方的目標是

拿下納卡地區，以改變現狀。首

都巴庫也已取消了航班，亞美尼

亞當局則是宣布反攻擊措施，指

稱戰鬥已經加劇，並宣布戒嚴和

全面動員。納卡區當地政府也表

示，將動員 18 歲以上有服兵役

義務的所有人。區域大戰幾乎已

達一觸即發境地。

不過軍武專家分析指出，雙

亞的高調對峙，其原意或也是想

藉此促使大國出面徹底解決懸宕

已久的納卡獨立問題，縱使是雙

方軍力相差懸殊，各自背後龐大

的支撐力道，也讓他們敢於興起

這場自說自話的衝突。然而俄、

土在該區軍事力量的恐怖平衡，

以及歐、俄對當地能源的高度需

求，或也都讓這場區域衝突想要

擴大也難。

納卡區「政府軍」，正馳往戰區對抗阿塞拜疆的「入侵」行動。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日本外相茂木

敏充 29 日表示，美國、澳大利

亞、印度和日本的外長下週將齊

聚東京，討論印度洋、太平洋地

區問題，其中包括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和地區形勢問題。

印太地區人口最多的民主國

家美澳印日四國又被稱作四國集

團。該集團被認為是跟堅持一黨

獨裁的中國抗衡的國際力量。中

國先前明確表示了對四國集團的

敵視態度。參加這次將在 10 月

6 日舉行的四國集團外長會議的

有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澳大利亞

外長佩恩，印度外長蘇傑生，日

本外相茂木敏充。

這次四國外長會議是美國總

統大選前特朗普政府的最引人注

目的一次外交活動。近兩年來，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因貿易、技

術、安全、南中國海、臺灣、香

港等問題而迅速惡化。美國如何

應對中國也成為這次美國大選競

選活動的一個重要議題。

與此同時，印度跟中國關係

也因長久以來懸而未決的邊界紛

爭問題爆發而處於高度緊張狀

態。目前，印中兩國正在力圖化

美澳印日外長下週將齊聚東京

解在有爭議的喜馬拉雅山地區的

邊界對峙的緊張形勢。早些時

候，雙方軍人在那裡的對峙導致

鳴槍事件。這是 1975 年以來雙

方邊界首次出現鳴槍事件。

此外，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咄

咄逼人的軍事態勢以及在南太平

洋地區的擴張也引起澳大利亞等

國的強烈警惕。

對日本來說，這次四國外長

聚會東京也是日本新首相菅義偉

上任以來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動。

日本在東中國海與中國有海洋權

和領土糾紛。中國不斷派遣漁

船、海警船和飛機進入日本管轄

下的尖閣諸島（也就是中國所

說的釣魚島）海域，招致日本

的抗議和警惕。

9 月 6 日上任的菅義偉首相

25 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

了電話。雙方都表示要密切合作

解決各種問題。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 29 日

舉行的記者會上說，「美澳印日

四國外長舉行這次會議可謂時機

適宜。四個國家對地區事務擁有

同樣的構想，他們將就種種挑戰

交換意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

區的理念對後疫情時代的世界日

益重要。因此，我們要重申進一

步加強四國以及與很多其他國家

合作實現這一構想的重要性。」

茂木敏充還說，他要與美澳

印三國外長分別舉行雙邊會談。

之前，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

監部 26 日表示，日本自衛隊與

美軍 10 月將實施大型聯合統合

軍事演習，名為「銳劍」演習，

這將是武漢肺炎疫情發生後，日

本境內首度實施美日軍演。日本

自衛隊將出動約 3 萬 7000 人、

艦艇 20 艘、飛機 170 架。美軍

將出動約 9000 名部隊，還有一

艘加拿大軍艦也將參加。

布，反對者們試圖進行的「革命」

已經失敗。歐盟隨即也宣布拒絕

承認秘密宣示就職的盧卡申科為

白俄羅斯合法總統。但因歐盟無

法就制裁達成共識，英國準備自

行加入美國和加拿大對盧卡申科

及鎮壓民眾白俄官員的制裁。

◆寮國正在進行的「中寮鐵

路」工程，即將完工，原先希望

能夠藉此帶動經濟發展，但如今

卻被指面臨了龐大債務壓力，同

時還得承受工程對於當地環境及

生物的危害。「中寮鐵路」項目

是中共「一帶一路」倡議項目之

一，總斥資 60 億美元，寮國迄

今已向中方進出口銀行貸款了

35 億美元，占寮國 GDP 的 2
成，而累積對中國的債務總額，

已經占寮國 GDP 的 45%。湧入

的 5 萬名中國工人與大批商人，

導致寮國如同被中方接管一樣，

而遭到寮國人民的抱怨。

◆巴基斯坦準備將其控制的

喀什米爾「吉爾吉特─巴爾蒂斯

坦」（Gilgit-Baltistan） 地 區，

「暫時」升格為該國第 5 個省，

恐引爆與印度的衝突。媒體 9
月 26 日分析指出，此舉或許是

中共在背後操作，一來可掃除

「中巴經濟走廊」（CPEC）發展

路障；二來可迫使印度在拉達克

（Ladakh）以外陷入第2個戰場。

2019年8月1日，澳大利亞外長佩

恩（左），日本外交大臣河野太

郎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曼谷舉

行的東盟會議期間合影。（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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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國的銀行事情比較

多。從 7 月開始，河北、浙江、

深圳銀行大額存取款開始需要審

批，最近，很多賬戶被凍結的截

圖在網絡上傳播，情況都比較相

似。其中包括大量外貿從業人員

抱怨自己的外貿銀行賬戶無故

遭公安凍結。一位賬戶被凍結 7
次的外貿人員揭露，公安在官

方授權下，可以在電腦前凍結

任何一個他們認為「存疑」的賬

戶——不論是在何地、不管哪家

銀行，而且關聯賬戶也都面臨凍

結風險。

被凍結的賬號大多是發生在

義烏、廣州、深圳、上海、福建

泉州等外貿較發達地區，但凍結

帳戶的大多是異地的公安所為，

有人披露自己的卡被河南溫縣公

安凍結，有的被拉薩公安凍結，

還有人提到河南漯河公安、內蒙

公安、重慶公安、蘭州公安、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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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也是一種銀行控制風險的手

段。今年以來，很多銀行都出現

了大面積的信用卡逾期、違約，

銀行都增加了很多專門的催收

員，進行催款。

控制信用卡風險是應該的，

但是動不動就以資金有問題，凍

結賬號，這就比較令人不安了。

不管是公安隨意查封賬戶，還是

銀行以大額交易來源不明等為理

由查封儲戶賬戶，都釋放出了資

金安全非常不好的信號。

9 月 18 日，中國銀保監會

發布消息說，銀保監會消費者權

益保護局、央行金融消費權益保

護局主要負責人說：「個別地區

的小額儲戶，尤其是經濟欠發達

南公安、新疆公安等等。這些涉

事用戶多數不清楚銀行卡被凍結

的具體原因，只知道圈內出現大

量類似事件。根據自媒體報導，

凍結的資金從幾萬到上千萬，其

中中國農業銀行是重災區。

網友經歷的解凍賬戶所需時

間和條件也各不相同，有人被凍

三天後解封，再被凍半年；有人

被要求支付凍結款的 15% 以解

凍，有人被要求先去凍結地「交

一筆行政處罰金」，這種處罰金

有的地方高達 30%。這意味著

如果你賬戶裡有 100 萬塊錢，

你必須交 30 萬才能解封。關鍵

是這些外貿從業者都表示自己從

沒違規。

地方財赤 官方防擠兌

這件事非常蹊蹺，公安受地

方政府指揮。今年開始中國地方

財政情況惡化嚴重，目前基本都

處於赤字嚴重的地步，很多都

基本破產了。特別是北方省市

的財政狀況更差。截至 2019 年

末，天津市的政府債務率還有

99.58%，在全國省市排名中位

居前幾名。由於土地收入銳減，

經濟下滑，天津區一級的財政很

多已經破產了，很多區連公務員

工資都發不出來。

天津的經濟在北方算是比較

強的，天津都如此，其他的省市

更差。我們看這次公安查封賬戶

最嚴重的地方，基本就是經濟下

滑比較厲害的地方，比如內蒙、

甘肅、新疆、河南等，這些財政

緊張的地方公安，正在敲詐富裕

地方的外貿人員。

鎖銀行賬戶的不僅有公

安，還有銀行。前段時間，多

家銀行相繼出現了疑似觸發反

洗錢監管的問題。比較輕微的

是銀行客服打電話詢問銀行卡

金額流動大的原因，算是對客

戶的一個審問；嚴重的就直接

封卡，不止一家銀行出現這種

事。廣發、興業、平安、工商

銀行等銀行相繼出現問題。

除了加強資金的來源的監管

之外，出現大量凍結卡的情況可

銀行是我一直非常關

注的問題。因為很簡單，

不管是我們的存款，還是

往境外匯款，基本都離不

開銀行。一旦銀行出了問

題，每個人都會增加很大

的風險。

的地區和金融知識薄弱的居民，

由於金融常識匱乏，受到謠言影

響或煽動盲從，出現了不必要的

集中提款，且大多是老年人。」

吸取過往多次金融危機經驗

的清醒的人，都應該把政府的澄

清和解釋當成反向指標。

公開資料顯示，今年已經被

曝出發生擠兌的銀行有 5 家，

分別是甘肅銀行（4 月份）、山

西陽泉市商業銀行（6 月份）、

河北省保定望都縣保定銀行（6
月份）、河北省衡水銀行（7 月

份）、遼寧省葫蘆島銀行（8 月

份），如果算上破產清算的包商

銀行，可以說已經不少了。

                          （下轉 B2）

外匯管制透露中小銀行危機財經 
評析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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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曰：

一土臨朝更不祥，

改年換國篡平床。

泉中湧出光華主，

興復江山又久長。

——摘自姜子牙預言

《乾坤萬年歌》

歷史原來這樣 之 兩漢之間

劉伯升在淯陽（今鄧州南

陽縣南）大敗王莽軍的嚴尤、

陳茂二將，之後進軍包圍宛城。

隊伍越來越大，但沒有統一指

揮，大家商量，找個頭兒吧。劉

玄（字聖公）在綠林軍裡多混

了幾天，和王鳳、王匡等人比較

熟，大家都知道他性格懦弱，而

劉伯升治軍嚴明，綠林軍放縱慣

了，於是，統一了口徑立擁立劉

玄為帝，然後才通知劉伯升來，

把結果告訴了他。

劉伯升倒不介意擁立劉玄

當頭兒，但是對稱帝這事有所

顧慮，他說：「大家擁立大漢

宗室，我很高興，但是現在稱

帝，我覺的不合適。青、徐一

帶有幾十萬赤眉軍，如果聽說

我們立漢宗室為帝，他們可能

也會擁立一個漢宗室為帝。現

在王莽沒消滅，我們不能自己

窩兒裡反啊。咱們不如這樣，

先擁立劉玄為王。以後呢，如

果赤眉軍擁立了一個更賢德的

皇帝，我們就去投奔他們，否

則，等消滅王莽，收伏赤眉軍

之後，再稱帝也不晚。」

這番話說的很中肯，其他人

聽了也都說好，可是有個性格暴

躁的綠林將軍張卬，拔出劍來，

往地上亂砍著喊道：「這麼磨蹭

沒個結果，就按照原來的主意

辦，不許有意見。」劉伯升擔心

起內訌，只好勉強同意。於是，

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二月，

眾人立劉玄為帝，打出漢家國

號。前文王涉和劉歆（國師劉

秀）提到的南陽漢帝，指的就

是這位更始帝。

劉秀「出世」

更始帝任命劉伯升為大司

徒，繼續圍攻宛城。而劉秀此時

只是個偏將軍，跟著成國上公王

鳳、廷尉大將軍王常，還有驃騎

大將軍宗佻等人，攻克了昆陽

（今河南省葉縣）、定陵（今河

南郾城西）、郾城（今河南郾城

南）。未曾想，劉秀此去一舉名

揚天下，也成就了中國歷史上一

個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昆陽

之戰。

莽軍前線戰敗，以及更始帝

麼敢這麼對我們說話？！」

劉秀絲毫不惱，他微微一

笑，站起來正要解釋，突然探馬

來報，王莽大軍已到城北，連陣

數百里，一眼看不到頭——「會

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

陳數百里，不見其後 」（《後漢

書‧光武帝紀》）。

剛剛還對劉秀怒目而視

的那幾位，聽到這個消息都

被「雷」傻了，這可咋整啊，

剛剛還怒目而視的馬上對劉秀

換上了笑臉，哎呀，劉將軍，

還是你來拿個主意吧。劉秀也

不推辭，當仁不讓的邊畫圖邊

解釋，把自己的計劃講解了一

番，眾人都麻爪兒了，半懂不

懂的只會「是是是」的答應——

「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

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

將憂迫，皆曰：『諾』」（《後漢

書 ‧ 光武帝紀》）。

十三的「傳說」

此時，莽軍的十萬先頭部隊

已到城下，把昆陽城圍的鐵桶一

般，而城中漢軍只有八、九千

人，如果再分散兵力出去，就更

守不住了。劉秀讓成國上公王

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繼續守城，

他自己和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

將軍李軼等，共十三人十三匹快

馬，在夜色掩護下，從南門衝

出，去調集救兵。——「時城

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

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

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

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

門，於外收兵」（《後漢書 ‧ 光

武帝紀》）。

十三人十三騎要衝出十萬大

軍的包圍，說起來輕鬆，真的做

起來不啻於一個「傳說」，劉秀

等人東闖西殺，使盡渾身解數，

終於死裡逃生的衝出重圍，還真

的把「傳說」變成了現實。——

「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

幾不得出。」（《後漢書 ‧ 光武

帝紀》）。

再說王邑等四將，率軍兵臨

昆陽城下，紮住營寨。嚴尤剛在

自己的帳中坐定，有人來報，昆

陽城內有人來降。嚴尤立即讓降

者來見，嚴尤問，城裡現在啥

情況啊？你們是不是得了不少

錢啊？來人說，劉秀的部隊「不

取財物」（《後漢書 ‧ 光武帝

紀》），整天只是練兵、研究作

戰計劃。

嚴尤一聽，劉秀，哦，這

人我見過啊，以前我當太守的

時候，他為了親戚家的稅務問

題，以「辯護律師」的身份去找

過我，給我留的印象不錯啊。想

到這裡，嚴尤笑道：「就是那個

眉毛挺漂亮的小帥哥吧？咋這麼

有出息了！」——「『是美鬚眉

者邪？何為乃如是！』」（《後漢

書‧光武帝紀》）

                        （未完待續）

一場阻擊戰，劉秀自然也在軍

中。可是，兩軍快接近時，漢

軍得到了詳細情報，王莽出動

的是百萬大軍，在沒有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的條件下，以幾千

部隊迎戰百萬精兵，基本屬於

自殺式攻擊。漢軍眾將立即掉

頭逃回昆陽，仍然驚魂未定，

各自惦記著自己的老婆孩子，

商量著散伙，各自回老家逃命

去吧——「諸將見尋、邑兵盛，

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

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後漢

書 ‧ 光武帝紀》）。

一向謹慎寡言的劉秀，「全

程陪同」了漢軍諸將進出昆陽的

「行程」，此刻看到眾人臨危大

亂的表現，實在是忍不住了，他

對眾人說：「敵軍很強大，咱們

現在缺兵少糧，大伙合力抵抗，

還有點希望，如果分散，就歇菜

了。宛城還沒攻下，那邊的主力

不能來救咱們，昆陽一旦被攻

破，只要一天功夫，大伙就都廢

了。現在不同心抗敵，還想保全

老婆孩子？」

劉秀向來話不多，而且做事

謹慎細心，在很多人眼裡，他不

過是個文弱的小帥哥，而且他

的「軍銜」又不高，所以王鳳、

王常等原綠林軍將領，平時都沒

把他放在眼裡。如今，聽劉秀這

一番言語，眾將都炸了，有幾位

小聲嘀咕，這個小白臉就會吹大

氣，王鳳把臉一沉：「劉將軍怎

（九）

登天子位的消息傳入長安，王莽

可是抓瞎了，他立即派王尋、

王邑率重兵東進，會合敗退的

嚴尤、陳茂二將，一起攻擊漢

軍。這可真是重兵，單鐵甲精銳

就四十二萬，加上其他輔助部

隊，共有百萬之眾——「遣大

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

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後

漢書 ‧ 光武帝紀》）。其中的各

級軍官，都是王莽以前從全國網

羅的頂級軍事人才——「王莽

征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

人，並以為軍吏」（《後漢書 ‧

光武帝紀》），軍中還有個被稱

為「巨無霸」的人，身高一丈

（約合 2.4 米），腰圓十圍，負

責軍營警戒——「時有長人巨

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

尉」（《後漢書 ‧ 光武帝紀》），

此外，王莽竟然還有一支「動物

特種兵」——「又驅諸猛獸虎

豹犀像之屬，以助威武」。

史書上說，這個陣容的「給

力」程度，在秦、漢兩朝是絕無

僅有的——「自秦、漢出師之

盛，未嘗有也」（《後漢書 ‧ 光

武帝紀》）。

再看漢軍這邊是啥實力

呢？漢軍剛得到王莽出兵的消

息時，還不清楚敵軍的具體實

力，於是「將數千兵，徼之於

陽關」 ——（《後漢書 ‧ 光武

帝紀》），王鳳他們幾乎傾城而

出，帶著幾千人到陽關準備打

外匯管制透露中小銀行危機
（接 B1）這些擠兌事件均

涉及眾多儲戶，且在發生擠兌之

前，銀行都出現異常。比如，甘

肅銀行股價暴跌；山西陽泉市商

業銀行被傳資金鏈斷裂、銀行行

長跑路；河北省衡水銀行被列為

失信被執行人；遼寧省葫蘆島銀

行行長被查、利潤大跌、大股東

被列失信被執行人。

7 月 16 日銀保監會城市銀

行部副主任稱「在有關部門的密

切配合下，近期出現的個別中小

銀行集中取款事件都得到了妥善

解決」；還稱「儲戶利益受損在

我國歷史上還沒有先例」。

而實際情況是，每起事件都

有儲戶被抓，甚至山西陽泉市商

業銀行發生擠兌之後，當地縣委

要求單位所有正式公職人員限期

內必須到陽泉市商業銀行存款。

這種澄清說明銀行有很大的

安全問題。正常情況下，銀行都

有針對客戶集中提款的預防機

制，比如存款準備金。目前中國

存款準備金率已經很低了，很多

銀行的不僅資本金不足，應急提

款準備金也不足。

銀行讓利或引爆危機

中國中小銀行一直都有風

險，據中國銀保監會 10 日發

布的 2020 年二季度銀行業保

險業主要監管指標數據情況來

看，今年上半年商業銀行累計

實現淨利潤 1.0 萬億元，同比下

降 9.4%。商業銀行平均資產利

潤率為 0.83%，較上季末下降

0.15 個百分點。

盈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面

對疫情衝擊與經濟下行疊加的複

雜局面，金融風險有所積聚。隨

著實體經濟困難向金融領域傳導

的滯後效應逐漸顯現，銀行後期

不良貸款處置和資本消耗壓力明

顯加大，銀行利潤將增速下滑，

不排除年內出現零增長或負增長

的可能。

6 月中旬，李克強主持的國

務院常務會議上要求金融機構讓

利實體經濟，並提出了明確的金

額——1.5 萬億。早兩天李克強

還到交通銀行調研。要知道 1.5
萬億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畢竟

去年整個銀行系統才盈利 2 萬

億，相當於 70% 的利潤都讓利

出去了。

在 7 月份召開的上半年金

融統計數據發布會上，央行相關

領導就 1.5 萬讓利如何分配進行

了具體說明。

以前銀行調用資金，可在整

個社會財富增長緩慢的情況下、

銀行的高盈利只能解釋為對存量

財富的搶奪。為了救實體，讓暴

利的銀行業讓利是沒錯的，可在

金融讓利實體下，銀行的風險開

始顯現。簡單說就是，銀行當初

獲取暴利，可以勉強維持銀行的

還債和不良資產。

但是現在李克強讓銀行大

幅讓利 70%，銀行當然會受不

了。在銀行壞賬激增和銀行大幅

讓利的雙重打擊下，銀行的危機

也將被引爆。

所以，銀行開始到處抓錢補

充資本金，以前是發行永續債，

現在又找到了一個好辦法，政府

發行專項債為中小銀行續命。

今年 7 月 16 日，銀保監會

城市銀行部副主任劉榮在媒體通

氣會上介紹，地方政府專項債總

限額為 2000 億元，支持 18 個

地區的中小銀行資本補充和風險

化解，包括天津、河北、浙江、

山東、廣東、內蒙古、遼寧、吉

林、黑龍江、山西、江西、河

南、湖北、廣西、四川、雲南、

陝西、甘肅。

這 18 個省市基本包括了中

國 70% 左右的經濟總量，除了

北京、上海、江蘇，中國其他

經濟最發達地區的銀行都納入

進來了。說明這些銀行很多需

要救急。

為什麼要為銀行補充資本金

呢？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是，一

些中小銀行不良資產略有上升，

潛藏風險。尤其是近年來，個別

中小銀行盲目追求發展速度，資

本消耗過快，積聚了一定風險。

這種說法當然是太含蓄了，

直白的說法應該是中小銀行壞賬

太高，如果存款人來提款可能取

不到錢，必須準備點錢應急。而

以政府發行專項債的形式，來為

銀行借錢續命，可以說也開了一

個先河。我們知道為了控制通

脹，朱鎔基進行了中央銀行改

革，國庫通銀庫的銀行和政府不

分家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對應的

地方政府和銀行不分家的時代也

結束了。但是現在居然以政府借

債的形式，為銀行補充資本金，

可以說，這個邊界又模糊了，這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南都繁會圖 · 仇英(約1494-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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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的心

有一位單身女子剛搬了家，她發現隔

壁住了一戶窮人家，有一個寡婦與兩個小

孩子。

有天晚上，那一帶忽然停了電，那位

女子只好自己點起了蠟燭。沒過一會兒，

忽然聽到有人敲門。原來是隔壁鄰居家的

小孩子，只見他緊張地問：「阿姨，請問

你家有蠟燭嗎？」女子心想：他們家竟窮

到連蠟燭都沒有嗎？千萬別借給他們，免

得被他們依賴了！

於是，對孩子吼了一聲說：「沒有！」

正當她準備關上門時，那窮小孩展開關愛

的笑容說：「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沒有！」

說完，竟從懷裡拿出兩根蠟燭說：

「媽媽和我怕你一個人住又沒有蠟燭，所

以我帶兩根來送你。」此刻女子自責、感

動得熱淚盈眶，將那小孩子緊緊地抱在懷

裡。

年邁夫妻住旅館

一個初春的夜晚，大家已經熟睡，一

對年邁的夫妻走進一家旅館，尋找住處。

不幸的是，旅館已經客滿。

前臺侍者不忍心深夜讓這對老人再去

找旅館，就將他們引到一個房間：「也許

它不是最好的，但至少你們不用再奔波

了。」

老人看到整潔乾淨的屋子，就愉快地

住了下來。

第二天的早上，當他們要結帳時候，

侍者卻說：「不用了，因為你們住的是我

的房間。祝你們旅途愉快！」

原來，他自己在前臺過了一個通宵。

老人十分感動地說：「孩子，你是我見

到過最好的旅店經營人。你會得到報答

的。」侍者笑了笑，送老人出門，轉身就

忘了這件事。

有一天，他接到一封信，裡面有一張

飛往紐約的機票，他按信中所示來到一座

金碧輝煌的大樓。原來，那個深夜他接待

的是一個億萬富翁和他的妻子。富翁為這

個侍者買下一座大酒店，並深信他會經營

管理好這個大酒店。

這就是著名的希爾頓飯店和他首任經

理的傳奇故事。

南宋時期，河南平輿縣南函頭村有位

張老漢，以捕鳥為業，他只有一個年紀很

小的兒子。一天他兒子突然死去了。張老

漢自念老無所倚，每日慟哭不絕。埋葬後

第三天，老漢正在兒子墳邊哀哭時，聽到

墓中有呻吟聲，老漢驚曰：吾兒還魂矣！

打開墳墓一看，兒子果然復活了。

張家小兒復活後說，死時被人攝往冥

司之後，他苦苦哀求冥官自己爹娘已老，

請求還魂為爹娘養老送終，盡為人子的孝

道後再來冥間，死而無憾。冥官可憐他說

道：「今日放你回去，你要告訴你父親，

若能不幹打獵捕鳥的殺生之事，則可延長

你的壽命！」張老漢聽聞此語，立刻將捕

鳥網等各種獵具盡數焚燬，又帶著兒子入

寺供佛。

寺中有一位俗姓呂的僧人，年不到

四十，儀表殊偉。張家小兒即上前問他

道：你也還魂了嗎？呂姓僧說：我何曾死

過？張家小兒便說，我在冥間時見過你，

只見你被綁在殿角銅柱上，鐵鏈繫足，獄

卒往來棒擊腋下，鮮血淋漓。我被冥官放

歸時，曾問獄卒，你何故在此受罪？獄卒

乃說：「他答應為齋主念誦經文，然而卻

有很多遺漏不念，故受此惡報。」呂姓僧

聽聞後大為驚駭，原來他腋下得了漏瘡

病，已有三年了，張家小兒是不可能知道

他得病之事的。呂姓僧從此便潔居一室，

每日補誦經文，三年後，腋下漏瘡方好。

從這則歷史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殺

生行為真的會造成業力，造了業就肯定會

有報應，可能是以讓親人減壽的形式遭

報，也有可能是以其他形式遭報；同時冥

間對人的孝道也是很重視的，張家小兒就

是很重孝道才獲得冥官憐憫還魂的；呂姓

僧人作為一個佛門弟子，答應給別人唸

經，卻又不兌現，因此遭到了冥罰，幸虧

後來改過彌補了。

◎文：白雲飛 ◎文：李林

1. A child’s heart

A single woman moved into a new apart-
ment. She found that her next door 

neighbour was a poor family - a widow 
bringing up her two young children alone. 

 One night, the area had an electricity power 
outage. The woman lit up a candle for the 
night. Just then, someone knocked on her 
door.

 It was the child from next door. He nerv-
ously said: “Hello auntie, do you have any 
candles?” 

 The woman thought to herself: “Are they 
so poor that they don’t even have candles?! 
I must not lend them any, otherwise they 
will come to me for anything!”

 “No!” she said loudly and prepared to close 
the door. 

 Hearing her answer, the child beamed up 
at her and said: “I know you don’t have 
them!” He continued as he took out two 
candles, “My mum and I are worried that 

you are alone and don’t have any candles, 
so I brought two for you.”

 The woman was shocked, ashamed and 
moved all at the same time. She hugged the 
child tightly as tears gathered in her eyes.

2. An elderly couple’s stay  
in a motel

In the late hours of a spring night, an elder-
ly couple walked into a motel looking for 

a room to stay. Unfortunately, the place was 
fully occupied.

 The receptionist at the front desk could not 
bear to see the aged couple looking around 
for a vacancy at such a late hour. He led 
them to a room and said: “The room may 
not be the best but at least you have a place 
to stay for the night.”

 The husband looked at the neat room and 
happily agreed to stay in it.

 The next day, the couple checked out at the 
front desk and asked for the bill. 

 The receptionist declined. “There is no 

need to pay. The room you stayed in last 
night is my room. Have a pleasant journey!” 
The receptionist let them occupy his room 
and he himself stayed up at the front desk 
that night. 

 The old man was touched and said gently: 
“You are the best accommodation manage-
ment staff member I have ever met. You will 
be rewarded, my boy! 

 The receptionist smiled. He walked them 
to the doors, saw them off and did not think 
much about the encounter afterwards.

 One day, he received a letter containing 
a one way air ticket to New York. He fol-
lowed the instructions in the letter and ar-
rived at a grand building. 

 The couple that he helped that late night 
was a billionaire and his wife. The rich man 
bought a large hotel because of the recep-
tionist and he deeply trusted that reception-
ist would manage it well.

 That is the legendary story of the famous 
Hilton Hotel and its first manager.  

兩個經典小故事

Two Classic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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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生造業
親人減壽

(Credit:Rs1421)

希爾頓酒店（東京）

www.rundledental.co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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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發現
記憶的奧秘 

◎文：幽夏

科學雜誌《自然通訊》上

發表一項最新研究成果，科

學家首次發現了人腦神經元

之間不同類型的抑制性連接，

對保持記憶具有重要作用。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研

究人員表示，這一研究首次

揭示了為甚麼當我們遇到新

的體驗時，舊的記憶不會被新

的體驗干擾而消失。

記憶，是人腦對經驗過

事物的識記、保持、再現或再

認，它是進行思維、想像等高

級心理活動的基礎。人類記

憶與大腦海馬結構、大腦內

部的化學成分變化有關。數

十年來，神經科學家一直想

要瞭解，不同的記憶是如何保

持精確和穩健的，而這一發

現回答了人類的問題。研究人

員表示，人腦海馬區的神經元

之間的興奮性連接增強時，就

會產生記憶。同時這些神經

元之間的抑制性連接會減弱，

以幫助穩定興奮性連接的強

度變化，從而防止干擾信息

破壞記憶。

◎文：秀秀

  
大佛洗腳天下亂？

八月下旬，四川大水漫灌，

天府之國成為澤國。樂山全城被

水圍困，洪水淹沒了樂山大佛的

腳面。看到這個場面，很多四川

人想起當地流傳的那句話：「大

佛洗腳天下亂」。歷史上，大

佛有多次洗臉的紀錄，卻從未洗

過腳。這一次，大佛真的被「洗

腳」了，預言要成真了嗎？

樂山大佛，又名凌雲大佛，

位於四川省樂山市南岷江東岸淩

雲寺側，瀕大渡河、青衣江和岷

江三江匯流處。大佛為彌勒佛坐

像，開鑿於唐代開元元年（713
年），完成於貞元十九年（803
年），歷時約九十年。大佛通高

71 米，是中國最大的一尊摩崖

石刻造像。

傳說凌雲山下，岷江、青

衣江、大渡河三江匯流處，水

深流急，波湧浪翻，經常吞沒

行船，危害百姓。唐朝初年，

凌雲山凌雲寺裡的老和尚海

通，每每看到船毀人亡，心中

十分不忍。他想三江水勢猖

獗，水中必有水怪。如果能在

在這岩石上刻造佛像，藉著佛

的法力，定能降服水怪。海通

請來兩個有名的石匠，商量刻

佛像的事。這兩個石匠一個叫

石誠、一個叫石虛。石誠建議

刻一尊像山岩一樣高大的佛

像，「這岩石硬，能經受風吹

雨打，佛像大才能鎮住三江妖

魔。」石虛畏難，要在不太堅

硬的一片紅砂岩造千尊佛像。

老和尚說：「你們二人一個刻大

佛，一個刻千佛吧。」隨後，海

通和尚出外化緣，石虛、石誠

各自開工。

當石虛的千尊佛刻完時，石

誠的大佛連一隻腳也沒有刻完。

海通老和尚化緣回來，請來了許

四川當地流傳著一

句話：「大佛洗腳天下

亂」。大佛，指樂山大

佛。而今年，洪水將大佛

的腳淹了，大佛被「洗

腳」了。

多鑿石造像的能工巧匠，和石誠

一起雕琢大佛。附近的老百姓聽

說老和尚請人雕琢大佛鎮壓三江

水怪，也紛紛趕來幫忙。

住在巖下深潭裡的水怪，想

作法把工人們捲到水裡淹死。石

工們紛紛揀起巖上的石塊向它打

去，不一會兒，就把水怪埋葬在

亂石堆裡。

嘉州有個官吏聽聞老和尚化

得許多銀兩，便帶著官兵來到

凌雲寺找碴，要老和尚交出銀

兩。老和尚說：「這銀子是我化

緣來修建大佛的，不能動啊！」

那官吏見老和尚不答應，就恐嚇

說：「要是不交錢，就剜去你的

眼睛。」老和尚正色道：「我寧

願把眼睛剜去，也不能動修建大

◎文：藍月

火星又有新發現？  

地球瀕臨危機，科

學家正努力尋找可以孕

育生命的星球，以成為

人類第二家園，火星就

是研究目標之一。

不少科學家認為，火星上是

存在生命的，或者說有存在過生

命的痕跡。探測器已明確探測

到，火星南極下方存在液態水。

最近，衛星又向地球傳回了

最新的火星圖片。圖片上顯示了

大片白色帶有陰影的斑點，看起

來就像在進行季節遷徙的羊羣，

在整齊有序地朝向一個方向奔

跑。令科學家興奮的是，在這些

「羊羣」的附近，顯示出了湖泊

植被的影子。難道火星真的有生

命存在？但有科學家認為，這些

斑點不過是岩石風化後反射出來

的影像，也可能是光影折射後的

沙塵暴圖影，無法證明火星上存

在著生命。但圖片中發現的疑似

湖泊和植被，卻令人感到驚喜。

也許，曾經的火星也生機勃

勃，在經歷了漫長歲月後，遭遇

某種劫難變得荒蕪。只是，曾經

的火星人又去了哪裡？是否也像

地球人正努力尋找新家園一樣，

移民到了新的星球？又或許真的

如「火星男孩」所說，他們都去

了火星的內部？

上

佛的錢！」說完，就自己剜去雙

眼，端在盤子裡向那官吏走去。

那官吏驚恐之下竟墜崖摔死了。

而那一對眼睛，又飛回了老和尚

的眼眶裡。

老和尚臨終前，大佛還沒有

完工。他囑咐弟子和石工們，一

定要繼續造大佛。不久，石誠也

死了，他的徒弟們仍舊在雕琢大

佛。就這樣一代接著一代，經過

了 90 年，大佛終於建成了。

樂山大佛端坐在烏尤山和凌

雲山的山體中，依山鑿成，臨江

危坐，頭與山齊，足踏大江，雙

手撫膝，體態勻稱，神勢肅穆。

而烏尤山和凌雲山兩山相連，

遠遠望去，就如同是一尊全長

1500 米的天然臥佛，烏尤山為

佛首，眉眼清晰可見，凌雲山為

佛身，妙處自然分明，其身形神

態逼真，堪稱天下一絕。

大佛正好雕刻在這座「巨型

睡佛」的左胸部心臟部位腋部的

深坳處，恰巧契合了「聖人出於

腋下」之說。相傳，佛教始祖釋

迦牟尼是從摩耶夫人的脅下出生

的；道教始祖老子亦是從其母腋

下生出。

令今人困惑的是，古人沒有

科學儀器，在如此高的岩石上雕

鑿這樣一尊巨型大佛，是用甚麼

方法保證佛像的各個部分之間比

例適當、體態均稱的呢？

（未完待續）

海洋深處發現超新星遺跡  
◎文：天羽

科學家在印度洋深處發現

了一些不可能產生於地球上的

特殊同位素，檢測顯示，它們

在 3.3 萬年前抵達地球，估計

是超新星爆發留下的遺跡。

澳洲國立大學（ANU）

的研究者們，從印度洋深處採

集的五個沉積物樣品中，檢測

到了鐵 60 同位素。這種同位

素是超新星爆發的產物，地球

的自然環境下不會產生，只能

來自宇宙射線。這不是科學家

第一次發現鐵 60 元素。以前

還發現在 260 萬年至 600 萬

年前抵達地球的鐵 60。天文

學家認為，幾乎所有我們所知

的化學元素，都來源於恆星，

在它們生命的不同階段產生。

在恆星壽命接近終點發生爆炸

後，所有的元素將被拋射到周

圍的宇宙空間，會有一些殘骸

落到地球上。研究者希望能發

現更多的鐵 60 同位素，填補

4 萬年前到約一百萬年前之間

的空白。

◎文：紫雲

波蘭首都華沙街頭，有一幅

大型壁畫，是以特殊顏料繪成，

在與光線發生作用之後，可以分

解空氣中的汙染源，有助於淨化

空氣。華沙街頭的大型壁畫，是

美國鞋業公司匡威（Converse）
集團「匡威城市森林」計畫的一

部分。這項計畫預計在全世界 13
個城市展開，目前已經開展的城

市包括華沙與泰國首都曼谷。

在華沙街頭繪製的這幅巨大

的花草壁畫，採用一種光觸媒顏

料，能借助光的能量分解空氣中

有毒的汙染物質，將其轉換成無

害的物質。匡威公司表示：「任

何有塗上這種顏料的表面會主動

淨化空氣，協助保護人們免受有

害氣體的傷害。」

匡威公司稱，華沙這幅大型

壁畫淨化空氣的能力相當於 780
棵樹。而另外兩名藝術家在曼谷

所繪製的壁畫，其淨化空氣的能

力相當於 150 棵樹。

可淨化空氣的壁畫

花草壁畫

顏料的表

面，會主

動淨化空

氣。(示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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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樂山大佛：網絡，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據《財經新聞週刊》報導，八月十八日中午十二點，洪峰通過樂山城

區時，樂山大佛佛腳平臺被淹約2.5米，洪水正好淹過大佛腳底，樂山

大佛開始「洗腳」。

【看中國訊】幾年前，古

生物學家在南極的惠特莫爾

山脈（Whitmore Mountain）
的沉積岩中，發現了 6 億年

前的人類骨骼殘骸化石。證明

在恐龍時代之前，已經有人類

出現。

古生物考古團隊在南極的

一個山坡上，發現了一大塊沉

積岩，有一個骨骼隱藏在岩層

中，它看起來像是人類骨骼化

石。第二個骨骼是一個非常好

的標本，與第一個骨骼不同的

是，這個骨骼處於完全伸展的

狀態，具有完美的細部。但這

個骨骼與現代人類相比較，顯

得極為細小，像是一種小人。

劍橋大學的瑪麗（Marly）
博士說：「我們對化石進行了

測試，毫無疑問地確定它們至

少有 6 億年的歷史……6 億年

前，水母首次出現，那時世界

上根本沒有人類（按達爾文

的論點），而且在將近 5 億 6
千萬年的歷史中都沒有人類，

那時甚至連恐龍都沒有。」這

些殘骸化石顯示的是成人而非

嬰兒的骨骼，這令古生物學家

們十分震驚。

今天的南極大陸常年被冰

雪覆蓋，氣候寒冷，被認為不

適合人類居住。人類化石的發

現，是否證明 6 億年前南極

大陸並不是冰雪世界，傳說中

的小人是真實存在過的？

◎文：紫雲

6 億年前的人類化石

在南極發現的2具6億年前人類

骨骼殘骸化石。（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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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黃庭堅：公有領域；房子陰氣：Unsplash；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房子陰氣重的六大表現
你家有嗎？

◎文：葉紫 

「家宅平安」是華人的心

願。有個居所、有家人陪伴、過

著平平安安的生活是最幸福的

事，因此家宅風水在華人眼中是

非常重要的。家宅陰氣太重，極

有可能會影響健康、工作和感情

等方方面面。如果最近家中怪事

頻發，運勢起伏波動，而且每當

進入家門總會有一種寒涼之氣撲

面而來，從陽宅風水理論來講可

能是家裡的陰氣太重了。那麼到

底什麼樣的房子陰氣重呢？

採光不足

萬物生長靠太陽，太陽的光

芒給人們帶來光明和溫暖，因此

陽光在易理中也是重要的風水，

關係著很多吉凶。

如果一所住宅的採光不足，

會導致屋內太過陰暗潮濕，而且

溫度低。陰暗潮濕的住宅會使不

好的穢氣聚集，甚至招來邪祟，

容易讓人出現運勢低靡、事業不

順和財運不暢等情況。在這樣的

環境下，各種物品易發霉、滋生

病菌，居住在裡面的人身體健康

方面容易發生問題。

狹長格局

狹長格局的房子的中間被間

隔為很多空間，到處有牆壁阻

攔，導致空氣對流差，死氣沉

沉。陽光無法均勻地照耀到每個

隔間，因此陰暗角落可能有不好

的東西。

室內鏡子太多

鏡子陰氣重，室內使用較多

的鏡子或鏡子直射大門等，導致

室內陰氣重。

房大人少、室內空曠

房屋面積過大，居住的人又

少，很多房間長時間沒有人進

入，室內的家居陳設又比較稀

疏，氣場空虛，也容易導致住宅

的陰氣重。

感受到絲絲涼意

陰氣重的房屋總是要比周圍

環境更冷、更涼，就算是夏天，

也會感受到絲絲涼意，會讓人感

覺到陰冷、陰森、不舒適和壓抑

等感覺。家中的寵物，如狗狗在

陰氣重的房屋裡也會出現狂躁、

抑鬱、無休止的嚎叫等情況；鳥

類在陰氣重的房屋也會不安、啼

叫；陰氣重的房屋必有蟲患和鼠

患。

 植物盆景過多

如今都市生活節奏快，工作

壓力大，不少人在閑暇之餘，喜

歡在家裡種些花草綠植來陶冶身

心，放鬆心情。但隨著家裡的綠

植越來越多，陽台、臥室和書

房都擺滿了綠植，到處都是「綠

意盎然」，這就會導致室內陰氣

濕氣較重，消耗宅內的陽氣。特

別是藤蔓類植物，長大後會遮擋

陽光，無形中更加重了家中的 
陰氣。

從風水的角度來講，擺設綠

植可以形成氣牆，甚至化煞為

用，起到趨吉避凶的作用，是風

水妙案中不可或缺的一種道具。

但凡事要恰如其分，過多的植物

反而會形成一種形煞，不利於居

住者的運勢。如果臥室內綠植過

多，晚上睡覺時容易出現失眠多

夢、恐懼不安等症狀。

如果實在捨不得將自己心愛

的綠植全部丟掉，在增加採光的

同時，還可以佩戴或擺放一些暖

玉來調和陰氣。

◎文：黃麗娟    

過去老人常勸勉後輩要「積

德」，因為有德的人才能承受較

多的福分，有德才有「得」。

清代，蘇州巨族以潘姓最

大，其中又分富潘、貴潘兩派；

然富者不一定貴，而貴者卻是

富、貴兼備，當時的芝軒先生

（潘世恩）家就是如此。他的先

人潘公在鄉里是位有名的善人，

但凡扶危濟困、矜孤恤寡等事

情，總是心懷哀傷地協助。

某年的除夕夜，潘公見大堂

前有一人在黑暗中伏地爬行，燃

起燭火，見是鄰家的孩子。那孩

子忸怩道：「我不肖，好賭博，

負債累累。今日除夕夜，被債主

逼得急了，不得已之下欲趁夜行

竊，既然被抓到了，只能求您饒

我一命。」

潘公憐憫道：「你負債多少

錢？」孩子道：「十金。」潘公

道：「何不早告訴我？」轉頭領

出二十金交與孩子，勸道：「一

半拿去還債，一半去做點小生

意，但願你能從此戒賭，做個安

分的良民，我發誓不會將今日之

事告訴旁人。」

孩子哭著道謝後離開了。

十多年後，潘公入山，相中

一塊葬地，不知是誰家的土地？

到村店買酒來喝，店主前來拜

見，道自己是之前除夕夜所見的

鄰家子。

自從得那二十金後，感念潘

公的德行，來到此處開酒樓，頗

有收益，也娶妻生子了。今日見

到潘公，非常高興，便款留他住

一宿。

潘公也很高興，順口詢問剛

才相中的土地，店主道：「那是

我的地，預備安葬先人用，既

然被恩人相中了，我願意獻給

您。」潘公道不可，店主再三懇

求收下，最後潘公以同等價值的

報償做交換，並訂立契約。

風水師相看後，認為是「狀

元宰輔吉穴」。

吉穴入葬後幾年，後嗣榕

皋、鐵華兩位先生先後成進士；

到了癸丑年，芝軒先生得到大魁

（狀元）；乙卯年，榕皋之子（世

璜）中探花及第。後來芝軒先

生的兒子也考中進士。

《北東園筆錄初編》

厚德載福   
袁枚，清朝人，在《隨園詩

話》中寫道，自己年幼時，家中

無書，借來《文選》，讀到〈長

門賦〉一篇，恍如讀過，非常熟

悉；讀到〈離騷〉也是如此。這

才覺得諺語「讀書是前世事」，

非虛妄不實之說。毛俟園也曾寫

道：「名須沒世稱才好，書到今

生讀已遲。」

談到「書到今生讀已遲」，

就不得不提及北宋文學家黃庭

堅輪迴轉生的故事。據《修水縣

志》記載，黃庭堅就任黃州知府

時，正 26 歲，因為午寐的一場

夢，牽引他到一位老婆婆的住

處，夢境和現實的對應，他知道

了自己的前生，也知道老婆婆是

前世的母親。

黃庭堅在前世是位女子，喜

歡讀書，信佛吃素，很是孝順，

26 歲棄世。他在屋中找出連婆

婆都不知道的鎖匙，打開塵封多

年的大木櫃，裡面有許多文稿，

細閱之下，大吃一驚，竟與他今

生歷次試卷的內文相同，一字不

差。後來黃庭堅為自己的轉生贊

道：「似僧有髮，似俗脫塵，做

夢中夢，悟身外身。」

如此說來，黃庭堅詩、書、

畫三絕的天賦，是前世攜帶來

的，而非今生開始積累的。這不

禁讓人推想，但凡今日所見的神

童、天才，他們超凡脫俗的智

慧，也該是因著轉世而來。

媒體在 2010 年有篇報導，

指出湖北十堰有位 3 歲娃娃，

名叫王梓臣，出生於 2007 年元

月 17 日，在無人教導之下，已

經能認識 2000 多個漢字。

記者疑惑的問娃娃的家人：

「你們之前真的沒教過他嗎？」

其母柯有萍解釋，孩子 3 歲

了一直不會開口講話，沒有喊

過「爸爸」、「媽媽」，家人很

著急，特別帶孩子到醫院做核

子共振檢查，結果沒有問題，

雖然腦部還沒發育完全，但影

響不大；誰知，沒過多久就發

現他會認字。我們的文化水平

都不高，卻得到這麼聰明的娃

娃，真是不可思議。還有一則

新聞 2018 年在東南亞的社群

媒體廣為流傳，指一名在吳哥

窟街邊的 14 歲孩子，名叫塔

信（Thaksin），可以用流利的

中文、英文、日文、法文、俄

語、馬來語等十幾種語言，與

遊客對談或兜售紀念品。

有人問塔信：「這麼多語言

是向誰學的？」他說：「都是向

遊客學來的。」

這些無師自通的神童，他們

與生俱有的智慧應是所謂的「宿

慧」。佛教認為「宿慧在今生遇

到機緣，就會顯現出來」。可

見前世今生、輪迴轉世的說法，

並非虛妄之談。

讀書是前世事

無師自通的神童，

他們與生俱有的智慧應

是所謂的「宿慧」。佛教

認為「宿慧在今生遇到

機緣，就會顯現」。

有德的人才

能承受較多

的福分。

無師自通的

神童，超凡

的智慧，都

是因著轉世

而來。

黃
庭
堅

1900 年，清朝光緒年間，

年僅 19 歲的黎澍（音：樹）在

一天晚上夢見一個人來找他，

說是有事相請。他看來人禮貌

恭敬，就隨口答應了。過了幾

天，這個人又在黎澍的夢中出

現，並將他用馬車接到了地

府，請他開始升堂審問犯人。

從此，他在每天午後或晚間於

睡夢中進入地府，做幾小時陰

間的法官，即冥判，這樣做了

四五年。

在清朝滅亡後的民國，學

習法律的黎澍曾在陸軍大學任

教官。期間，他的朋友——亦

在陸軍大學任特別班主任的林

黝襄參謀長，聽說了他曾做過

冥判的經歷。為了警醒世人，

讓世人知曉神鬼皆存在，林黝

襄與黎澍一起，用你問我答的

形式把冥間的諸多事情記錄下

來，結集為《幽冥問答錄》，並

正式出版。

序言

甲 申（一 九 一 四） 年 初

夏，我同方子樵、劉紀文、謝

仙庭、孫義慈等幾位先生，還

有家兄惺父一起遊覽丹霞山，

途中沒有其他人，偶爾談起這

些奇怪詭異的事情，方子樵拿

出《幽冥問答錄》給我們看，說

這本書是林黝襄參謀長，當年

在陸軍大學任特別班主任時，

和黎澍教官一起，用你問我答

的形式把冥間的諸多事情記錄

下來；並托付他將此書印刷發

行，讓世間人都知道鬼神確實

存在，常常生起警醒之心，那

麼社會上的罪惡或許會減少一

些，對於挽回世道人心，會有

很大幫助。

這本書拜讀了一遍，裡頭

寫的內容真實不虛，和我平日

裡聽說過的有關鬼神的事件大

體相同，互相印證。我認為《幽

冥問答錄》，應當把它當作引導

人心向善的感應篇來讀，如果

認為它宣揚迷信，那麼就枉費

了方子樵先生的一片苦心了。

甲申（一九四四年）盂蘭

節三水杜之英敬識

正文

問：先生早年曾經作過陰

間的判官，是不是？

答：是的。世間的人聽到

這些事都很好奇，可是在我看

來，都是些平常的事情，沒什

麼好奇怪的。

問：這是何時發生的事情？

答： 是 光 緒 庚 子（一 九

○○）年間發生的事，當時我

十九歲。

問：您所擔任的是什麼職

務，屬誰管轄，有幾個職員？

答：屬東嶽大帝管轄，可

是我一直都沒見到東嶽大帝，

僅僅在判案後將結果上報而

已。我當時擔任分庭庭長，另

有陪審員四人，其他辦事的小

鬼很多，不計其數

問：您擔任陰間判官多長

時間，每天都去嗎？管轄哪些

地方？

答：前後四五年，每天都

去，管轄華北五省

問：陰間為什麼請您做判

官？

答：我也曾經托同事問其

原因，據說：我幾世前曾經作

過陰間的判官，宿世的因緣所

牽引，所以這世又作了陰間的

判官。

問：陰曹地府有法律嗎？

先生沒有學習過陰間的法律怎

麼能判斷無誤呢？

答：好像沒有看到有什麼

規定、法律，只是根據案情進

行判決，自能掌握案件的關鍵

處，根本不需要經過考慮。

問：您所管的是哪些案件？

答：我管的是人死後十個

月以內的善惡案件，超過這個

時間的就屬於其他人管了。

問：曾經見過閻羅王嗎？

答：沒有見過。

問：人的善惡，鬼神怎麼

能全都清楚，並且完整記錄呢 ?
答：鬼神能看見人見不到

的東西，聽見人聽不到的聲

音，人的種種思想行為，鬼神

全都能一目瞭然，毫無遺漏的

記錄下來。另外鬼神能透過看

人頭頂上紅黃白黑等光，而知

道這個人行為思想的善惡。

問：曾經見過閻羅王嗎？

答：沒有見過。

問：人的善惡，鬼神怎麼能

全都清楚，並且完整記錄呢 ?
答：鬼神能看見人見不到的

東西，聽見人聽不到的聲音，人

的種種思想行為，鬼神全都能一

目瞭然，毫無遺漏的記錄下來。

另外鬼神能透過看人頭頂上紅黃

白黑等光，而知道這個人行為思

想的善惡。

問：人死以後，他的神志是

迷迷糊糊彷彿在夢中，還是清醒

如平時？

答：像平時一樣清醒。（待續）

曾於地府做冥判 清末民初奇人著述幽冥見聞

《幽冥問答錄》
◎黎澍口述 林黝襄手錄 王敏白話譯

一

◎文：宋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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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有位趨勢專家到臺灣來，演講

時他曾經表示，在每間教室裡擺一部電

腦，還不如擺個「詩人」！趨勢專家意在

提醒，在現代教育越來越趨於世俗化，而

且是網絡的使用在普遍宰制著青少年的年

代，於教育現場尤不能忽視學生在心靈層

面上的提升。

雖然，後來我搭此順風車，更延伸

了其主張，在中小學的教室裡擺個「詩

人」，倒不如擺位「小品徳家」，會更讓

人放心的說法。當時自己也確實頗受此鼓

舞，但也深知，教室裡有個小詩人，還真

是件麻煩事呢！

叔本華說：「詩是麥田裡的野花，這

些花從不結果實，是無用處的，它本來只

是雜生在麥田中的莠草，逃過了農夫的鐮

刀才倖存下來的……但它還是以花呈現給

田野，忠誠地回應了季節！」我斷章取義地

截取了叔本華的前半段話，揚聲抗辯，力

挺「詩是飽滿的麥子，它絕非是莠草」！

但是，對眼高於頂的「詩人」這類

人，我就不敢那麼理直氣壯了，詩人給人

的刻板印象是屬於多愁善感、牢騷滿腹，

以及眼高手低的一群「怪咖」！這些評論

基本上我沒意見，因為，我曾經就是個不

討人喜歡的「怪咖」一隻。

在初一 13 歲時，「詩」曾經對我百

般地糾纏，直至大學畢業、服完兵役，

進入教育界服務為止，整整 14 年的歲月

間，因為終日耽溺於詩詞、歌賦等古文學

領域，我被師友們視為人際關係適應不良

者。我平時的心情溫度計時常升沉不定，

而多數時間是慍著臉在遐思，旁邊的人常

搞不懂我的腦袋裡到底裝些甚麼東西？

大學時，我極為敬重的諮商學者何長

珠教授，她總是稱呼我為「詩人」，原先

也誤以為我不喜歡她的課程，後來理解了

我對她的學養和專業無比欽佩時，方才鬆

口氣地面質我：「誰說詩人非要陰陽怪氣

不可？」

再朝前追溯，是在青少年的階段，那

時校園內尚無輔導老師編制，幸運的是我

自以詩為「輔導員」！我喜歡詩，而詩也

輔導了我！我就這麼晃悠悠地、度過了慘

澹的青春期。

初中入學考試，算術與國語兩科合

計，我以 177 分的成績考入當年屬於第

一志願的北港初中，並編入Ａ組的一年丙

班。只是優秀學生的頭銜，僅在一個學期

後即被摘掉了，我接著被調整至教室在廁

所旁的一年戊班，失落感雖談不上，但是

影響我至深且遠的詩與武俠小說，於此刻

進入了我的生活。

獨孤紅、柳殘陽、東方玉、司馬翎、

臥龍生，以及解禁後的金庸，這些帶有俠

義色彩的武俠小說，作者名字也開始對我

起作用。因為少年期的個性與思想較為軟

弱、灰暗，於是，我特別為自己起了個深

有補償意味的筆名「歐陽霸」，我激勵自

己：有朝一日，上方開列的武俠小說名

家，都將會拜伏在我的劍下！

前行政院長劉兆玄先生就讀師大附中

時，以「上官鼎」發表了《蘆影俠蹤》首部

武俠小說，豐神秀出，那年他才 18 歲；

國中二年級，我 14 歲，以「歐陽霸」這

霸氣十足的名字寫了部《奪魂令》武俠小

說處女作，足足謄滿十數本筆記簿，日以

繼夜地，我翻了又讀，讀了再寫，這勁兒

連自己都感動不已，就差沒發表就是了。

悠悠 40 年歲月飛逝，回首江湖，武

俠界至今仍然奉金庸為盟主，並同聽他的

號令，而瞧瞧「歐陽霸」那個老小子，卻

已是老大不堪論劍術，招兒暗了，至始至

終也沒敢再吱個聲！我的第一個武俠大師

的夢想，雖是無啥成就可表，但卻相當珍

惜這個武俠宗師之夢，因為它伴我跨越了

憂鬱的少年時代。

在初中，我也同時閱讀大量的詩作，

我驚異地發現怎麼會有如此優美的文字，

納蘭詞、陸游詩是初學詩詞時兩本手不忍

釋的詩集。當時有位家鄉腔特重的王老師

教班上的國文，我雖是不能全聽明白他的

教學內容，但卻會永遠記得他於作文簿上

對我的鼓勵。

有一次，王老師同意我們以各種文體

寫一篇文章歡送畢業生。我選擇用七言詩

來表達離情，作文簿發回來後，我讀著王

老師以碩大的毛筆字寫著：有大作家之

風，允為現代李杜……滿滿兩張紙，俱為

誇飾讚賞之詞的評語，真是欣喜莫名。我

期盼自己於 20 歲那年，能成為當時為國

內位階最高的文學獎項——「中山文學

獎」的最年輕得主，這是我在青春期的第

二個夢想。

初中畢業時，我卻因功課落後，不擬

繼續升學而錯過了高中聯考，在父親的強

制下，我讀了一所私立專科學校。 5 年

裡，學的甚麼也不專，倒是學校圖書館的

文學藏書，讓我讀了大半。可惜後來「中

山文學獎」取消了，當插班唸完大學，進

入教育與輔導的職場後，寫詩那事，被我

擱置了 20 餘年；待我重拾詩筆，竟然駸

駸已入中年，於 4 年間雖獲得了 9 項文

學獎，但自慚與青年和野老爭名，於是再

也不好意思送卷了。

3 年前，有感於多數的詩作是人欲蒸

騰的產物，於是我又第二度拋棄詩筆、回

收了詩集。近年來，詩對我而言，其輔導

與休閒的意涵逐漸退位了，我知道人生還

有更高追尋的價值在！

「武俠宗師和詩人夢」，這是一個青

春期孩子的異想世界；而夢想達成與否或

許不是最主要的，但我確信夢想是每個孩

子成長故事中的重要章節。我這樣的看待

自己，以及前來尋求協助的青少年！

潑冷水的老師 
扼殺學生創造力

老師期待學生保持熱情與好奇心時，

要如何示範「我是個願意學習新東西的

人」？「老師」這份工作，很多程度上

是「示範」，不是口說理論，由上而下的

要學生吸收服從，「身教」就是教育的一

種。「身教」並不是要求老師當一個品格

道德至上的人，而是老師也應該是一個學

習者。

當老師是一個學習者，學生才可能變

成學習者，因此，老師「教導」學生如何

學習的同時，也必須「身教」示範給學生

看你是怎麼學習，你有沒有展現熱情與好

奇心？老師該如何呈現熱情與好奇心，如

何讓學生感受到老師自己也是個積極的學

習者？

我的方法是「提問」，比如和學生同

時看一部影片時，事後我會問學生：「有

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假如學生說：「沒

有問題。」我會繼續反問：「我剛剛看到

一個現象很奇怪，你們不覺得奇怪，那你

們應該知道是怎麼回事，可不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

老師可以透過「提問」示範「不疑處

有疑」老師無法只是口頭講講「你們要有

好奇心」，學生就能心生好奇。在學生面

前展現「快速解」，很理所當然的一下子

解決問題，學生就無法學習如何發現問

題，怎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以前我的教學方式是先教理論，然後

引導學生如何使用理論，但現在就不能這

樣教學，邏輯必須跟過去相反，透過解決

問題的過程，讓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

題，再來歸納出理論。老師不需要在學生

面前展現自己是一個完美的人，或是呈現

自己有多優秀，這時代更重要的是身教與

示範，你希望在學生身上發生的事情，你

要親身示範，而不只是空講道理而已。尤

其我也觀察到，老師常責備學生「不可以

亂講話」，或取笑學生。

學生講話沒禮貌是一回事，但是「亂

講話」又是另一種情境。也許你認為「亂

講話」的背後，學生想傳達的想法有可能

不正確，但是不是可以有耐心的仔細探

究，為什麼學生會這樣想、這樣說？是不

是可以讓他自己反思，這樣想、這樣說

是正確還是不正確？引導他思考，而不

是潑冷水，直接說：「不是這樣喔，應該

是……」老師直接給答案，學生就喪失思

考的機會。好奇心是培養創造力的基本養

分，常常潑冷水的大人，則會扼殺學生的

好奇心。

老師要如何讓學生感到尊重，而不是

制式化的相處？我覺得若能傾聽學生，讓

他微小的好奇心逐漸茁壯，發展成創造

力，他一定能感受到這與課本知識的傳遞

不同，與補習班、才藝班，甚至與父母的

相處更是不一樣。

學生的尊重最可貴

在我們的文化中有著尊師重道的概

念，尊重不只是來自外界給予，更重要的

是，每天相處的學生是否敬佩老師、是否

尊重老師。學生尊重老師，家長就會跟著

尊敬、看重老師，廣大的家長便能提升社

會對老師的尊重。

二十一世紀，老師更不只是過去所稱

的傳道、授業、解惑者，而是新時代協助

學生成為開創者的領路人。在這個新時代

中，老師的定位是什麼？尊重又如何取得

呢？我覺得從很小的事情開始做起，可以

讓學生自由依據主題或討論的問題發言，

很多創造一開始就很瘋狂，讓學生天馬行

空的自由發想，然後再幫助他收攏整件

事，引導他自己分析，這個創意或點子可

不可以做？可以做的話，要怎麼開始行

動？如果不可行，是否要尋求新的路徑？

很多創意不要輕易夭折，可以讓學生

盡量想出可執行的方式。也不要受限於社

會可能沒聽過、無前例可循的理由，而讓

學生無法行動。孩子對外在世界抱持多大

的熱情，通常跟大人如何應對有關。老師

是不是鼓勵孩子充滿熱情，或是允許他因

為好奇而破壞東西？尊重、陪伴、聆聽他

看待事物的方式，去理解他怎麼探究這個

世界，讓他保持對生命的熱忱，而不是澆

熄他的熱情與好奇心。

過去的老師形象已經不足以面對時代

需要，老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授者，更是引

導孩子們探索世界、理解世界與面對世界

的人。老師已經到了建立新形象的時候，

或許老師可以問自己：「對自己的工作感

到驕傲嗎？」這幾年我進入學校，舉辦工

作坊，陪伴老師重新思考，從教學現場的

問題出發，反思老師在這份工作中的理

想，分析與找出能解決問題與實現理想的

路徑。

當社會給予現場老師更多的支持與陪

伴，相信並支持他們進行改變，讓老師們

重拾熱情、勇敢向前，成為豐富學生生命

的人。我認為，點點滴滴為學生準備未來

的同時，老師也正在改變自己的未來。

本文整理、節錄自藍偉瑩《教育，我

相信你》一書，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

和觀點。由天下文化授權轉載，欲閱讀完

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韓非子‧喻老》記載：

楚莊王準備進攻越國，杜子（人名）

進諫說：「大王您為甚麼要去攻打越國

呢 ?」楚莊王說：「越國政治混亂，百姓

困苦，軍隊又弱小。」

杜子說：「我擔心人的智慧，好比是

眼睛：能看到百步之外的東西，但卻看不

見自己跟前的睫毛。大王您的軍隊，自從

被秦國和晉國打敗之後，已經喪失了好幾

百里的土地。這就說明：您的軍隊很弱

小。莊躋這個強盜，在楚國境內，東偷西

搶，但官吏禁止不了他，這又說明：大王

您的國政，非常混亂。大王您國內的兵

弱、政亂的局面，不在越國之下，但還想

去攻打越國，這就說明您的智慧，像眼

睛一樣，看不見自己跟前的睫毛（意謂：

無自視之明，無自知之明）。」

楚莊王聽後，沉思、醒悟，便打消了

要去攻打越國的念頭。

認識事物的困難之處，不在於知彼，

而在於知己。故曰：「能清楚地認識自

己，就叫做聰明。」

【賞析】

看他人的短處和缺點，一目暸然。看

自己的缺點和不足，則迷迷糊糊，這是楚

莊王的弱點，也是人們共同的弱點。

所以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所以

說，人貴有自知之明。不要把自己想像得

如鮮花一樣美麗，若要百戰不殆，必須知

己知彼！

文 |吳雁門

校 園 風 情

文 |藍偉瑩

《韓非子‧說林上》記載：

    楊朱經過宋國，再往東去，住到路

旁一家旅店裡。他看到：店主有兩個小老

婆，其中那個長得醜的，受寵尊貴；那個

長得美的，卻被輕視和冷落。

楊朱問店主：「這是甚麼原因？」旅

店的老闆回答說：「那個長得漂亮的，她

自己認為漂亮，但我不知道她美在哪裡？

那個長得醜的，知道自已醜，事事謙虛勤

勉，我也就不覺得她醜了。」

    楊朱對身邊的弟子說：「行為高尚，

而又不自以為了不起，這樣的人，無論到

哪兒，都會被人認為是美的。」

【賞析】

美，既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自己

長得美，便不注意修養，結果被人認為是

醜；自己雖長得醜，但注意修養，突出內

在的優良品質，因而被人認為是美。

可見，內在的美，更為重要，謙虛本

身就是一種美。鮮花很美，卻總是默默無

語。

酌 古 鑒 今 人貴有自知之明
文 |金川 文 |金川

大人的應對方式 影響孩子學習的熱情

小詩人的異想世界

美與醜

( Jeswin Thomas/Unsplash)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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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擁有「特斯拉

殺手」之稱的 Lucid Air 是美

國新能源汽車初創企業 Lucid 
Motors 的旗下車型。該公司日

前公布其 Lucid Air 四分之一

英里（400 米）加速時間僅為

9.9 秒，而且車子跑出了近 800
公里的續航里程，受到業內廣

泛關注。

值得一提的是，該公司再

公布了 Lucid Air 的一項特殊

賣點，那就是當今無人能敵的

34 吋超巨型屏幕！ 它採用曲

面屏幕設計並具備 5K 超高解

析度。 
除了擁有 34 吋超巨型 5K

車載屏幕，這台豪華電動車還

擁有其他的賣點哦。當然最受

注目的是，其兩項超越特斯拉

的特點，那就是破紀錄的 832
公里 EPA 續航力以及能夠支

持 300kW 超高

充電功率。 
日前，美國知名媒體汽車

雜誌《Motor Trend》對 Lucid 
Air 進行了一組真車實際道路

行駛測試，最終跑出了為大

約 788 公里的續航里程。成

績遠遠比特斯拉當前最能跑的

Model S 長續航版車型還要出

色。 
《Motor Trend》的測試編

輯 稱，Lucid Motors 對 此 次

的測試高度重視，為了保證續

航里程盡可能的長，甚至不允

許測試過程中使用車輛為筆記

本電腦充電。為此，他們帶了

3 台滿電的筆記本進行數據記

錄。另外，測試編輯還透露，

這台 Lucid Air 電動車在測試

台架上的續航成績為 738 英里

（約 合 1,187 公

里），為了保險起見，他們

將成績乘以了係數 0.7，最後

得到了 517 英里（約合 832 公

里）的對外數據。 
此 外，Lucid Air 還 搭 載

113kWh 大容量電池以及可向

後傾斜 55 度的商務艙級別後

排座椅，加上由 LiDAR 光學

雷達打造的自駕輔助系統，可

說是一輛內外兼具的車子。 
根據資料，Lucid Motors

成 立 於 2007 年， 原 名 為

Atieva，創始人為前特斯拉

高 管 Bernard Tes 和 企 業

家 Sam Weng。公司總部位

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紐瓦

克（Newark）， 但 其 工 廠 位

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卡薩格蘭德

（Casa Grande）。 
Lucid 公 司 首 席 執 行 官

Peter Rawlinson 表示，Lucid 
Air 將於 2021 年初開始銷售。

售價為 10.7~22.6萬加元。據

悉，Lucid Motors 的工廠年產

能在初期能達到 3.4 萬輛，7
年後年產能將達到 36 萬輛。

● ● 34吋超大彎曲屏幕34吋超大彎曲屏幕
● ● 400米加速僅9.9秒400米加速僅9.9秒

● ● 續航832公里續航832公里
● ● 充電20分鐘續航480公里充電20分鐘續航480公里

● ● 售價10.7~22.6萬加元售價10.7~22.6萬加元

Lucid Lucid AirAir    Lucid Lucid AirAir    電動原型車電動原型車

C
ar

 G
ui

de

臥倒舒適座椅 34吋超大屏幕

寬敞豪華內景

夢幻駕駛外觀

二級自動駕駛

2020 Camry Hybrid XLE Sedan2020 Corolla Hybrid Premium Package2020 Corolla L Se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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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店内實物為準，價格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節
省

節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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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Highlander LE SUV

加稅

節
省

$20/ 天 , 84 月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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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54

2020 RAV4 LE SUV

加稅

節
省

$15/ 天 , 84 月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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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41
2020 Prius Prime Technology Package

加稅

節
省

（含 $2,500 政府補貼）

$36,999$36,999
$3,7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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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18

Stock: 179241Stock: 179745Stock: 180411

Stock: 180649

Stock: 179645Stock: 180869
2020 Venza Hybrid LE SUV

加稅$41,480$41,480 重新登場重新登場
歡迎試車歡迎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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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中
秋秋
快快
樂樂

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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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國人自有公評。

不僅如此，歐陽娜娜還在

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表示，

「大家一起合唱，又是一種特

別澎湃的方式，覺得期待又

激動！」並給自己表現打滿

分，喊話「鎖定『中國夢祖國

頌』，向祖國告白吧。」遭到

不少網友的痛批。

其父親歐陽龍過去演出的

反共電視劇的兩則片段也被網

友翻出來，對比今昔顯得格外

諷刺。歐陽娜娜的父親、現任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中國國民黨發

言人歐陽龍過去演出的電視

劇《藍與黑》的兩則片段，其

中歐陽龍飾演的張醒亞在劇中

誓言「反共是需要信心跟決心

的」、「我是堅決反共的，當

然要跟著政府走」對比今昔顯

得格外諷刺，令人不勝唏噓。

歐陽龍在劇中所主演的角

色張醒亞，在劇中不僅誓言堅

定反共，還提醒旁人不要被中

共迷惑，「切莫因為貪圖利益

而被中共利用」。

歐陽龍還在劇中意正詞嚴

地斥責劇中想投共的人，「打

贏了就反共，打輸了就不反

共，這算什麼？投機份子，牆

頭草」、「你們以為共產黨是

什麼？它會向政府那麼厚道

嗎？那樣寬宏大量的容忍你父

親，希望他為國為民做點事

情」、「你父親現在要投靠中

共等同於是飛蛾扑火，等中共

的勢力擴大了之後，你父親失

去了利用的價值，要講清算鬥

爭，你們家可是第一個」。

陸委會也出面譴責，強調

北京當局安排臺灣人士參與

「十一」慶典，是中共一貫的

統戰策略，利用藝人為其宣傳

「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國人

不應支持、協助中共對臺進行

統戰宣傳，將密切關注相關情

況，倘有涉及違反兩岸條例相

關規定，將依法查處。民進黨

立委陳亭妃也表示，這種成為

中共宣傳統戰樣版的行為已經

是「黃安化」，希望他們不要

一邊幫中共統戰，一邊還要享

用臺灣的健保等資源。

【看中國訊】現年 57 歲的李連杰，

2003 年在上海浦東砸 1.87 億人民幣

打造一棟超級豪宅，近期卻遭網友爆

料，該豪宅因長久擱置，欠缺管理，

如今已經淪為保安宿舍。

據《網易娛樂》報導，日前有媒體

探訪李連杰位於上海浦東的這棟白色超

級豪宅，以 3 棟別墅建成，主大樓旁邊

的兩棟房，以「品」字型排列。從建成

到裝修完畢前後耗時 6 年，於 2010 年

竣工，曾被外界稱為「中國第一明星豪

宅」，原本有意做為兩女兒未來嫁妝，

但李連杰和家人從未在該豪宅居住過。

在曝光照片中，李連杰豪宅的白

色外牆已積滿厚厚污垢，更已淪為保

安宿舍；知情人士透露，豪宅內花園

甚至還被人架棚種菜，連昂貴彫刻露

臺也被拿來晒拖把，部分豪宅區塊變

成晒衣場。有報導認為，出現在該豪

宅的保安與打掃阿姨，應該是僱用來

管理房子的員工。

日前曾有媒體爆料李連杰因罹患

甲狀腺亢進，模樣顯得憔悴滄桑，而

鮮少露面，近來因為參演了劉亦菲主

演的迪士尼真人版電影《花木蘭》而再

度出現於大銀幕前，加上本月又是他

與第二任妻子利智的結婚 21 週年紀念

日，有媒體披露，李連杰有意將 89 億

財產給利智。

他在訪談中稱，黃秋燕對自己有

百分之八九十的愛，但自己對黃秋燕

的感情卻只有百分之二十。據悉，李

連杰在拍攝《龍在天涯》和利智定情，

之後通過電話的形式和妻子黃秋燕提

出分手。就在同一年，李連杰與黃秋

燕的二女兒出生，按照網友的推算

來說，他是在原配黃秋燕孕期內出軌

了。兩人於 1990 年離婚。

據知情人士爆料，1990 年的李連

杰當時的片酬不高，李與黃個人在美國

生活的並不富裕，房子是貸款買的，離

婚後的黃秋燕獨自生育了小女兒，因為

在懷孕和哺乳期間沒有工作能力，房子

很快因為還不起貸款而被收走。一位華

裔老太太因為心疼黃秋燕，將自己家的

地下室供給她們母女三人住，一住就是

10 年。黃秋燕不忍心讓兩個女兒跟著

自己一起吃苦，於是聯繫了李連杰，將

女兒託付給李連杰撫養。恰巧 90 年代

正是李連杰事業發展的黃金時期，他將

荒
置
10
年
淪
為
菜
園

歐陽娜娜（左圖）將在十一央視晚會上與其他藝人共同演唱「我的祖

國」。網友翻出其父親歐陽龍過去演出的反共電視劇的兩則片段（右

圖），對比今昔顯得格外諷刺，令人不勝唏噓。（臉書/微博截圖）

兩個女兒直接交給其母親撫

養，之後又輪流住在李連杰

的兄弟姐妹家裡。

離婚之後，黃秋燕後來

用自己的積蓄開了一家小理

髮店，直到 05 年底黃秋燕

才再婚。對方是山東人，姓

王，在黃秋燕的理髮店附近

開了一家小餐館，雙方因此

認識相愛成婚。

【看中國訊】大陸央視在近

日晚間 8 時播出中共建政 71
週年晚會，臺灣藝人歐陽娜娜

約 8 時 25 分出場，她穿著紅

色禮服，與中港澳藝人一起演

唱「我的祖國」。此舉引發許

多粉絲強烈的不滿，對此，行

政院長蘇貞昌27日對外表示，

享有臺灣的自由民主、健保資

源，卻還跑去對岸唱不適當的

左上圖：李連杰上海億萬豪

宅曝光，荒置 1 0年淪為菜

園。右上圖為李連杰在2020

年3月9日在杜比劇院出席

迪士尼真人版電影《花木

蘭》世界首映會。（Getty 

Images )

右下圖為李連杰與黃秋燕舊

照。（微博截圖） 

【看中國訊】日本女星田中

千繪來臺發展 14 年，即將迎來

不惑之年，對外始終以單身自

居，她在 2008 年拍攝《海角七

號》走紅，爆出與同劇的男主角

範逸臣有過一段情，但在 3 年

前分手，近來被拍到男方自由

進出女方住處，外傳這對情牽

多年的昔日銀色情侶，其實早

已悄悄複合。對此，田中千繪

經紀人回應表示：「請給他們空

間。」間接承認。

現年 41 歲的臺灣藝人範

逸臣是臺灣原住民阿美族人，

2002 年出道，雖在演藝圈打滾

多年，不過自《海角七號》爆紅

之後就再無知名作品，歌唱事

業持續努力當中。

現年 39 歲的田中千繪出生

於日本東京都，日本女演員，

旅居臺灣，畢業於玉川大學。

田中千繪是日本彩妝大師田中

東尼的女兒，媽媽與哥哥也是

彩妝師，臺灣 Yahoo! 奇摩將

田中千繪選為 2008 年臺灣十大

發燒新聞人物的第三名；她於

2008 年 Google 熱門搜尋榜上

名列年度人物搜尋的第二名。

情侶兩人的家世背景相差甚遠。

據《鏡週刊》報導，範逸臣

與田中千繪被直擊於 17 日一同

觀看電影，後來範逸臣從女方

家走出，還提一袋東西返回女

方家直到隔天，又見兩人一起

從住處走出，田中千繪還抓著

範逸臣手臂。

兩人多次被目擊到約會模

樣，但是從未對外承認。 2017
年更傳出兩人已經分手的消

息，原因是雙方對結婚沒有共

識，如今再度被拍到兩人同進

同出，對此，田中千繪經紀人

則表示：「2020 沒人知道下一

秒會發生什麼事情，請給他們

空間！」

田中千繪緊牽範逸臣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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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年前分手的日本女星田中千繪與臺灣藝人範逸臣，近來被

拍到男方自由進出女方住處，外傳這對情牽多年的昔日銀色情

侶，其實早已悄悄復合。（維基百科）

唱「我的祖國」引爭議

《海角七號》
情牽12年

歐陽娜娜
登大陸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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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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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特價
2020年10月1日∼10月7日

無莖西蘭花

 5lb Carrots 胡蘿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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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 Pomegranates 大石榴 Broccoli CrownsYellow Peppers 黃甜椒Navel Oranges 臍橙

BC Gala or Jazz ApplesHoney Murcott Mandarins 蜜橘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卑詩蘋果  Avalentino Tomatoes 番茄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and get a free 
Pineapple.Pineapple.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 個菠蘿。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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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1 個菠蘿。

$09898
ea

$12828
lb

$0686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0 9898
lb

$009898 ea
$ 14848

lb

 Avalentino Tomatoes

1 磅裝$19898 ea
5 磅裝

中秋月餅

◎ 文 :斯玟 

最好吃的月餅是哪一種？對不同的人來說有

不同的回憶，哪種味道才最讓您懷念呢？

難 忘 的 好 味 道

潮式月餅產於廣東潮汕地

區，流傳於閩南一帶，與蘇式

月餅同屬酥皮類，但起酥工藝

各有特色。潮式月餅講究「水

油立酥皮」：百般翻轉，千番

壓疊的外皮入溫油一炸，螺旋

形酥皮，夾著餡料，外觀獨特

喜氣，一般也被視為好意頭糕

餅。

潮式月餅

廣式月餅是目前最廣為人

知的中秋月餅，它起源於廣東

及周邊地區。其特點是皮薄、

餡滿，同時，皮餡的油含量高

於其他類月餅，吃起來口感油

潤、軟滑。特別的是，道地的

餅餡，入口甜美清香，值得細

細品嚐傳統糕餅藝術。

廣式月餅

北方月餅被稱為京式月

餅，伍仁提漿月餅是經典代

表。傳統的伍仁餡，有白瓜

子、糖蓮子、核桃、連衣杏

仁、腰果、柑桔乾和欖仁等食

材。月餅的外皮是純化糖漿的

合皮，容易硬化。硬硬的皮和

餡料，是很多北方人記憶中的

月餅滋味。

京式月餅

蘇式月餅起源於上海、江

浙及周邊地區，受到江北部分

地區和江南地區人民的喜愛。

其特點是皮層酥鬆，色澤美

觀，大詩人蘇軾有關中秋的

詩句「小餅如嚼月，中有酥和

飴」說的就是蘇式月餅。「酥

和飴」描述的就是蘇式月餅的

酥鬆易化。

蘇式月餅

老北京著名的月餅除了提

漿月餅，還有源於蘇杭細點、

餅皮層層疊疊，輕薄如鵝毛的

翻毛月餅。相傳，翻毛月餅剛

出爐放於桌子上，輕輕拍打桌

面，酥皮即能飛起，掉落的瞬

間有如潔白的片片羽毛，深得

慈禧太后喜愛，遂賜名「翻毛

月餅」。

翻毛月餅

滇式月餅主要起源並流行

於雲南、貴州及周邊地區，目

前也逐漸受到其他地區消費者

的喜歡，其主要特點是餡料採

用了滇式火腿。雲南火腿月餅

雖不以外觀華麗見長，但其火

腿餡料鹹甜交錯，極其美味，

呈現了當地環境特有的飲食風

味。

滇式月餅

中國人自古有用鮮花做醬

及餡料的傳統，雲南鮮花餅是

經典代表。雲南自古盛產鮮

花，鮮花入菜、做糕餅也做出

名氣。很多旅遊雲南的人都吃

過的玫瑰花餅，糖蜜玫瑰花瓣

做餡，入口清香不甜膩，小小

糕餅封存了花香，令人回味無

窮。

玫瑰花餅

鮮肉月餅是江浙滬一帶的

特色小吃。顧名思義，餡完全

是由鮮肉組成，酥鬆的皮中包

著豐腴的肉汁，慢慢滲透其

間，可謂一絕。臨近中秋，出

名的鮮肉月餅店排隊人潮滿

滿；看師傅做餅，像在煎水煎

包，其實是在烤餅，香氣陣

陣，令人滿足。

鮮肉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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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 師 講 堂 

以下 5 個徵兆可以自我檢

測是否罹患肌少症，再用另 5
招來幫助增強腳底肌肉力量，預

防跌倒風險。

肌少症會導致老年人失能

肌少症不僅是肌肉減少而

已，還包含肌肉力氣減退、活動

表現變差、骨骼肌重量和功能減

少等，會導致老年人失能、生活

質量下降，甚至生活無法自理，

以及死亡的風險增加。

人體的骨骼肌肉會隨著我們

年齡的增長而減少，統計指出，

過了 40 歲以後，肌肉量會以每

10 年減少 8% 的速度流失，到

70 歲以後，則以每 10 年減少

15% 的速度快速流失。

肌肉量減少和骨質流失一

樣，是老化的必經歷程，但流失

的速度因人而異。除了老化的原

因以外，也可能是因為心臟病、

關節炎、糖尿病、腎臟功能惡化

等慢性病所引起。

5徵兆自我檢測肌少症

目前肌少症的篩檢項目，包

括：握力測量、步行速度、肌肉

質量測量，如果沒有早期發現，

在老年人失能的初期就給予適當

治療，輕則肌肉無力增加跌倒機

率，重則失能臥床。

以下 5 個徵兆可以自我檢

測，或觀察長輩有沒有罹患肌少

症的可能：

①握力下降：拿取物品困

難，毛巾擰不乾，拿不動 5 公

斤重的沙拉油罐。

②走路遲緩：在室內平地行

走困難，6 公尺內行走，每秒的

速度少於 0.8 公尺。

③行動吃力：從椅子上起身

有困難，需要撐扶手之類才能起

身；爬 10 階樓梯出現困難，可

能爬二、三階就必需休息。

④反覆跌倒：跌倒的機率

增加，過去 1 年來曾連續跌倒 2

「肌少症」是

現今高齡化社會值

得大家重視的健康

問題，它會增加罹

患失智症的風險，

目前尚無藥物可以

治療，最重要的是

從營養和運動二方

面來預防。

肌少症增加失智風險
5招增強腳底肌肉力量

增加你的鎂攝入量
1.鎂是體內第四豐

富的礦物質，是排在鉀後

面的第二位最常見的細胞

內陽離子（帶正電荷的離

子）。

2.鎂是大多數細胞
健康功能所必需的，尤其

是心臟、腎臟和肌肉。缺

鎂會阻礙細胞代謝功能和

降低線粒體功能。

3.鎂存在於葉綠素
分子的中心，所以如果你

很少吃綠葉蔬菜，你很可

能缺鎂，所以需要額外補

充鎂。

4.一些研究人員堅
持認為，政府對膳食中鎂

的推薦量（recommended 

dietary allowance，

RDA）顯著不足，警告

許多人患有亞臨床鎂缺乏

症，這可能會影響他們的

心血管健康。

5.評估鎂不足的症
狀和體徵，並確保吃含鎂

豐富的食物或服用鎂補充

劑，平衡維生素 D3、K2

和鈣、低鉀和低鈣，也是

常見的鎂缺乏的實驗室表

現。

次以上。

⑤體重減輕：沒有刻意減

重，但 6 個月內體重減輕了

5%，如原本體重 60 公斤，半

年內減少 3 公斤。

預防勝於治療

目前對於肌少症尚無特殊的

藥物可以治療，因此，最重要的

是從營養和運動二方面來預防。

日常營養的重點是攝取足夠

的蛋白質，如：蛋、魚、豆類、

乳品，以及蔬果等。如果身體沒

有特殊疾病，蛋白質可以吃到每

天每公斤體重的 1.0 ～ 1.2 克，

且應平均分配在三餐中攝取。

運動則可以依個人原本的運

動習慣和身體狀況，選擇適合的

運動類型和強度，且要規律進

行，建議每週至少 5 次中強度

有氧運動，如：健走、騎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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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太極拳等。每週至少 2 次中

低強度的阻抗型運動，如每次

20 ～ 30 分鐘舉啞鈴，兩次運動

應間隔 48 小時以上，最好有專

業人士指導。

肌少症患者 
容易罹患失智症

肌少症患者特別容易罹患失

智症，原因是缺乏肌肉會讓人經

常很累，限制了行動，甚至長久

臥床，即使原來心智正常，但由

於身體不活動，心智退化的速度

也會隨之加速。

臺灣失智症權威王培寧醫師

研究發現，在容易疲倦、體重減

輕、手部握力降低、走路變慢、

活動力下降等指標中，符合 3
項就會增加 2.57 倍罹患失智症

的風險。

5招幫助增強 
腳底肌肉力量

根據美國骨傷足踝協會

（AOFAS）指出，腳的大部分

柔韌性取決於腳上韌帶的柔軟程

度，如果能夠保持柔軟度的鍛

鍊，可幫助腳部保持柔韌性，減

輕腳部的疼痛，也能決定跌倒時

的「反應力」。

也就是說，增加腳部的靈活

度，可以保持身體平衡，幫助大

腿、小腿做更多的鍛鍊，而不容

易受傷。以下 5 招初階訓練能

幫助增強腳底肌肉力量，每天練

習 5 分鐘，效果非常好。

❶腳趾操

先讓腳踏平在地上，可以坐

著或站著來做這一動作。

只讓腳趾在地上，腳掌離

地。再踮起腳尖，只讓腳趾尖貼

地。讓腳趾往下縮，只讓趾尖背

踏到地板。每個位置停頓 5 秒，

然後重複 10 次。

適用：有腳趾抽筋症狀的

人。

❷腳捲毛巾

先讓腳踏平在地上，坐著。

取一條小毛巾放在地板上，

然後用腳趾試圖把毛巾拉到自己

身邊，重複 5 次。也可以透過

在毛巾的末端放置重物，來增加

阻力，提高訓練的強度。

適用：有腳趾疼痛現象的

人。

❸腳夾彈珠

先讓腳踏平在地上，坐著。

在地板上放置 20 個彈珠，

用腳趾一顆一顆的撿起來，放在

一個小碗中，直到拿起所有的

20 個彈珠。

適用：有腳趾疼痛的人。

❹高爾夫球按摩

先讓腳踏平在地上，坐著或

站著皆可。

放一顆高爾夫球在腳掌下，

讓腳來回滾動 2 分鐘，這是一

個對腳底的絕佳按摩動作。

適用：有腳抽筋、腳跟疼

痛、足弓拉傷，或者足底筋膜炎

的人。

❺沙灘漫步

到沙灘上，脫下鞋子，在沙

子中漫步，可以按摩腳並加強腳

趾的感覺，提高腳部的反應力。

18

當今的人類社會，到處都

被一些看不見的威脅所

包圍著，這些威脅，包

括：轉基因生物、加工食

品和電磁場等，使人面臨

著健康風險。但這些還

只是冰山的一角，所以，

目前大多數人都在尋求

健康指導，以幫助防範這

些危險。

日常營養重點，是攝取足夠蛋白質。

練腳夾彈珠，可增強腳底肌肉力量。

多吃含鎂豐富的食物。

氣盛衰、體質強弱，還有辛溫解

表與辛涼解表之別。

二、吐法：運用具有催吐作

用的藥物或方法，引起嘔吐，排

除停留在胃及胸膈之上病邪的治

法。《黃帝內經》中提到：「其

高者，因而越之。」引邪上越，

宣雍塞，導正氣。

三、下法：通過通便、下

積、瀉實、逐水，以祛除實邪的

方法。因「旱路不通走水路」，

引邪自二便出，《黃帝內經》中

提到：「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

者瀉之於內。」視病情的寒熱虛

實，又有寒下、熱下、緩下、峻

下之別。

四、和法：和解少陽，扶正

祛邪，協調內臟功能的治法。此

時邪氣在半表半裡，欲祛除病

邪，如兩國交兵，勢均力敵，曠

日持久，唯有罷兵言和為上上之

策，若仍汗、吐、下，就會雪上

加霜，和解之，使複雜的表裡寒

熱虛實、臟腑的陰陽氣血歸於平

衡。

五、溫法：祛除寒邪和補益

陽氣的治法，有溫中祛寒、回陽

救逆與溫經散寒等多種溫法。

六、清法：通過寒涼泄熱的

藥物和措施，消除熱證的治法。

《黃帝內經》中提到——「治熱

以寒」、「溫者清之」、「熱者寒

之」。裡熱有熱在氣分、熱在

營分、熱在血分、熱在臟腑、熱

甚成毒的分別，因此清熱法就有

清營涼血、清氣分熱、清血分

熱、清臟腑熱、清熱解毒等多種

清法。

七、消法：通過消導和散

結，使積聚之實邪漸消緩散的

治法。《黃帝內經》中提到——

「堅者消之」、「結者散之」。

病因不同，消法也不同，有消導

食積、消痞化症、消痰祛水、消

疳殺蟲、消瘡散痛等等。

八、補法：補益人體臟腑氣

血陰陽不足的治法。《黃帝內

經》中提到——「虛者補之」、

「損者益之」，通過藥物的補

益，使人體臟腑、氣血陰陽的失

調重歸平衡。

以上八法是中醫用藥作戰布

陣的戰術，而用藥只是治病的一

招，還有針灸、推拿按摩、刮

痧，以及火罐、祝由、諸多外治

法等等。如：推拿按摩就有一指

禪、柔、摩、擦、推、抹、搓、

抖、按、拿、捏、搖、扳等常用

方法；保健推拿還有摩面、益

腦、聰耳、明目、通鼻、鬆勁、

寬胸、摩腹、強腰、巧手、靈

臂、健腿、擦足、美容等，可說

是五花八門。

中醫臨證治療法則
鞭、�、錘、抓、鏜、棍、槊、

棒、拐、流星。而醫道視醫家為

將軍，欲救死扶傷需講醫技。

程鐘齡，清代名醫，著有

《醫學心悟》、《醫中百誤歌》，

廣為流傳。他在《醫學心悟》提

出醫家治病的八法，八種治療法

則，即汗、吐、下、和、溫、

清、消、補。

八法的實際運用，早在醫聖

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就已

完備。

醫家治病八法

一、汗法：又稱解表法，通

過發汗，開泄腠理，逐邪外出的

治法。《黃帝內經》中提到：「其

在皮者，汗而發之。」此為汗法

的理論依據。再看病的寒熱、邪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中醫用藥作戰布陣的

戰術，可說是五花八門。

醫道如兵道，用藥如用兵，

臨證即臨陣，戰場上克敵制勝須

講攻防技術，十八般兵器有刀、

槍、劍、戟、斧、鉞、鉤、叉、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文：何義雄

療養
保健

保健常識

現代健康新理念

30貼士
◎  編譯：高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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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您好：

想跟您說，我一直有個關卡

過不去，就是我身體的疾病，我

覺得我身體的疾病對我的生活影

響深遠，我意識到自己常常沉溺

於疾病帶來的負面影響，我覺得

自己過得很不快樂。這疾病是在

我小學三年級時開始發病，我常

常在想為什麼是我？為什麼這樣

的機率是發生在我身上？當看到

別人都能自由自在地生活，與朋

友互動、談戀愛，我都覺得好想

哭，為什麼我不能像大家一樣？

如果我也健康的話，我就可

以有那樣在別人眼中看似正常的

生活和體驗了！我的疾病是外顯

且會造成別人困擾的，我多麼希

望我的病是可以自己來承受痛苦

就好而不影響他人。我知道我的

疾病讓有些人不喜歡我，但是也

很感激還是有少數人願意與我交

流與我互動。

目前正邁向而立之年，沒有

談過戀愛，我知道我自己沒有戀

愛的原因是跟我的疾病有關，

因為我長得還可以，性格也不

差……。我知道一直想也沒有

用，但我還是常常禁不住地會沉

淪於這疾病帶給我的負面回憶和

經歷。

我知道有些人身上有缺陷或

疾病卻還是樂觀地活著，我真的

很敬佩他們，但我還真的無法像

他們一樣樂觀……。我的情緒常

常因此而感到低落。曾經想過結

束自己生命，但想想又覺得心有

不甘，因為好多事情我都還沒去

體驗……。該怎麼離開這樣的負

面思想泥淖，請曼麗幫幫我！謝

謝！ 
關關 敬上

關關你好：

已屆而立之年，按照一般人

生的規劃，似乎是該成家立業的

時候，但是偏偏上帝沒有發給你

一本名叫「事事如意」的劇本給

你。怎麼辦？其實，說再多的道

理你都懂，只差在願不願意、甘

不甘心接受目前無法改變的事

實——疾病造成的缺陷，而試著

將所思所想放在缺陷之外的可以

改變的部分。      
如果，你明知道轉念可以帶

來不一樣的人生，卻仍死守著自

怨自艾的包袱，這只會讓你再錯

過更多的人生可能性。力克 • 胡
哲是家喻戶曉的人，但是他的出

名，不是因為他是人生勝利組，

他出生時患有先天性四肢切斷

症，四肢無法完全發育。但是，

他「人生不設限」信念，讓他不

僅活出生命的價值，更幫助許多

四肢健全的人，甚至也挑戰衝浪

等乍看不可能的運動，並且結婚

生子。

你信中提到，疾病影響他

人讓你深深自責。其實，人性

本善，世界上有種愛叫做「同理

心」，如果，有人因為不理解，

造成一時厭惡的神情，請你包容

他的無知，當他知道他的健康讓

他無法感同身受別人的不便時，

他會慚愧得無地自容。相同地，

當你知道那些願意和你互動的

人，是多麼希望你能快樂一些而

誠摯地和你成為朋友時，你的正

面反饋對他們而言，是很珍貴無

價的，這讓他們看到愛與奉獻的

真諦，這就是善循環，世界就是

因此而更美麗啊！

沮喪時候的你，或許很難認

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但

是，也只有相信才會看見希望。

你已經花太多時間沉湎於你的

「沒有」，然而，人生並沒有因

此而變成「擁有」。這時候，你

有權利和義務為自己的生命尋求

另一種可能，選擇勇敢面對殘酷

的「沒有」。

有段話是這麼說的：當你繼

承的是果園，可以擁有纍纍的果

實，當你繼承的是荒原，你將擁

有把荒地變成果園的「能力」。

「沒有」的背後，是充滿韌性的

生命潛能，等你點頭去開墾。你

一定不甘讓它就此荒蕪，那麼，

吞下淚水、不滿，領受這份化了

妝的挫折，拿起上帝賦予你的鋤

頭，展去恣意生長的野草，讓心

園開出希望的花朵。祝福你！

因病所苦 我常陷入負面思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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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繼承
的是果園，可以擁有纍
纍的果實，當你繼承的
是荒原，你將擁有把荒
地變成果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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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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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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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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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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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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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臥室空間看起來狹小無非

是因為雜和亂兩個因素。如果

臥室的東西多，而且擺放沒有

規律，即使是收拾打掃了，也

沒有多大改變。瞭解家具布置

格式才能夠讓臥室瞬間寬敞。

家具常用布局

1、對稱式

臥室家具擺放首先應該考

慮的就是的對稱擺放，這種樣

式比較符合中式文化審美。可

以以臥室的主體床為中心，兩

邊的空間擺放其他的家具，櫃

與櫃相對，台與台相對，完美

的對稱布局，可以加重空間的

平衡感，整體傳遞出一種嚴謹

有序的空間效果，看起來也更

加寬敞。

2、圍基式

圍基式是指將家具沿著四

壁陳設，較適宜於 14 平方米

以下的小房間。這種擺放方式

簡潔明快，可以使室內的活動

區域較大，能體現出親切宜人

的生活氣息。

3、分組式

分組擺放是臥室家具擺放

的另一大技巧。根據不同使用

要求，將家具產品分為幾個組

合進行擺放設計，床頭和床的

一邊要緊緊挨著牆面，與床頭

並排放窗邊櫃作為睡臥家具

     讓臥
室增大

幾平米家具擺
放有妙

招

臥室是比較私密的空間，也是現代人最能放鬆自己的地方，沒有社

交、沒有競爭、沒有假笑，可以純粹做自己。但隨著置入的家具和日常生

活用品越來越多，導致可活動空間越來越小，這時候家具擺放就很重要

了。下面一起來瞭解一下臥室小怎麼擺放家具？怎麼讓小臥室空間變大？◎文：肖心

UNSPLASH UNSPLASH OUR_MONTREUX_HOME INS

UNSPLASH

組。

家具擺放注意事項

1、床靠牆擺放

床是佔空間面積最大的家

具，因此床擺對位置才能讓空

間合理利用。將床靠窗或靠牆

擺放，可以節省空間。如果要

靠窗擺放的話，窗戶可以設計

成移動推拉造型的，使用中不

會受到影響，還可搭配一幅遮

光性能較好的百葉窗簾，這樣

不會影響睡眠。

2、考慮活動路線

首先要明確自己臥室所需

要的功能，然後為它們安排合

適的地方。一切以方便為前

提，要考慮活動路線，盡可能

簡捷、方便，不過分迂迴、曲

折，既美觀又充滿了人性化。

3、巧妙利用空間死角

市面上販賣的大多數成品

衣櫃都會浪費一些空間，譬如

說它與天花板有一定的距離，

形成的空間死角就很浪費了，

這時候可以利用一些大鞋盒、

儲物盒等放置在衣櫃的上面，

收納一些不常用的東西，能夠

讓臥室看起來更整齊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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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初，麗塔 · 威爾

遜和丈夫湯姆 · 漢克斯在澳洲舉辦音樂會

及拍攝電影。在逗留期間，他們身體突然

感到不適，出現發燒和冷戰的狀況，最後

測得 COVID-19 呈陽性。

麗塔 · 威爾遜說：「寒戰變成了嚴重

的發燒和劇烈的頭痛，並在醫院住了 2
天」。在出院後，她的症狀在第 5 天和

第 8 天變得更糟，發燒體溫在不斷上升，

出現了噁心、眩暈，並失去了嗅覺和味

覺。

她接著說：「這真的很不舒服……整

個過程進行了大約 3 週的時間，雖然主

要症狀在第 2 週後有所緩解，但是第 3
週感覺真是太累了，疲憊不堪，並且思維

不清。」

「這和我以前的經歷都不一樣……這

不是輕微的發燒，輕微的發冷，輕微的

噁心。這些症狀是極端的。感覺就像，

『哇，這能結束嗎？』」

60 多歲的威爾遜表示，隨著流感季

節的臨近，她打算優先考慮接種流感疫

苗。她說，打流感疫苗也是為了幫助別

人。

「我的看法是，我們戴上口罩是為了

照顧我們所愛的人，並確保我們關心的人

在我們的社區沒有危險。就像如果你關心

的人上到車上，你要他們繫上安全帶。流

感疫苗也是一回事，」威爾遜說。

美國護士協會的首席護理官哈特梅克

說：「今年因為 COVID-19 病毒的出現，

接種流感疫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如

果我們能夠預防季節性流感，那麼這樣做

是如此重要，因為我們沒有 COVID-19
疫苗，所以我們不希望任何人有可能同時

患上 COVID-19 和季節性流感。」

哥倫比亞大學流行病學家瓦桑教授

說：「50 歲以上以及患有慢性病的人是高

危人群，他們接種流感疫苗尤為重要。同

時也要養成安全衛生、身體疏導和戴口罩

的習慣，以保護他們免受流感和 COVID
的侵害。」瓦桑提出了人們關於流感疫苗

的四個誤區。

誤區一：流感並不嚴重

大多數人認為流感不是致命性疾病。

然而，瓦桑說，人們沒有意識到保護自己

和他人還是很重要的，因為流感主要是通

過呼吸道飛沫和分泌物在人與人之間傳

播。

誤區二：流感疫苗不起作用

流感疫苗每年都會根據上一年對世界

不同地區流行的流感菌株的瞭解而進行調

整。「流感疫苗通常對一種或多種最常見

的毒株有特異性，雖然不是百分之百有

效，但通常是非常有效的。」瓦桑說。

誤區三：接種疫苗會患流感

瓦桑說，流感疫苗是病毒的非活性版

本，因此不能感染你。他說：「接種疫苗

後感覺到的低燒、輕微疼痛或疲勞都是免

疫的正常反應，一兩天內就會好轉。流感

疫苗經過幾十年的使用，已經被證明是安

全的。任何副作用都是極其罕見的，更不

用說嚴重的副作用。」

誤區四：懷孕了就不能打流感疫苗

如果你懷孕了，瓦桑說，接種流感疫

苗特別重要，因為懷孕會削弱免疫系統。

「流感疫苗在懷孕的任何階段都是安

全的，因為它是一種非活性疫苗，無法引

起流感感染或可能影響母親或胎兒的危險

副作用。」他說。

瓦桑補充說，人們對疫苗接種的決定

影響的不僅僅是他們自己。

瘟疫期間接種流感疫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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