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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嚴重次貸危機即將到來
Worst Subprime Crisis of China
 is Coming

A5古劍千年不鏽 「十一」加國集會
籲終結暴政

師楊 Yang Shi

微信：yangshi0323

從 心 出 發， 為 愛 築 家

403-390-7080

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yangshihomes.com

B3A4 鼻煙壺
中西合璧的典範B5雙語報導

English or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日前，美國禁止共產黨員

及其附屬機構成員移民的消

息震撼華人世界。最新的移

民政策與以往有甚麼不同？

有哪些常見問題？入過黨及

其附屬機構的人該如何做才

能免受政策波及呢？

Charles Yang
銷售顧問（國/ 粵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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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英）

Tel：403-365-4532
Cell：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廠家現金返贈
優惠高達
$8,000
—確保 $1000* 每輛豐田車 *

紅牌日兩天特價活動
10月9∼10日（週五∼週六） 早9 -晚6

SOUTHPOINTETOYOTA.COM
不要錯過這次活動 - 10 月 9 ∼ 10 日 （週五∼週六） 早 9- 晚 6 ！ 

- 無需再等 - 紅牌日的最後時刻 - 這是買豐田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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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輛

豐田車

特價清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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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建議價

  選定車款*

廠家

現金返贈

優惠高達

$8,000*

0 首付

無需付款

直到2021年

OAC*

每輛售出車

贈送雪胎或

$1,000

免費汽油！*

新政策涵蓋人群廣

美國移民局（USCIS）10

僅3份免費
超出每份$2

付款：(587)619-4229

Extra Each $2
3 Copies Free

To pay: (587)619-4229

禁止偷報 違者送官究治
No Theft or Vandalism
Offenders Will Be 
Brought To Justic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Restricted from Im-
migrating to the US
  What are some of the problems 
Chinese people may encounter 
after the change in regulations?
On October 2,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US-
CIS) released policy guidance 
emphasizing that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its affiliates who ap-
ply for immigration will not be 
processed, citing that the CCP 
or any other totalitarian politi-
cal party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Naturalization Oath of Alle-
giance to the US. 
Hong Kong pro-democracy ac-
tivist Nathan Law said the direc-
tive would cover not only CCP 
members, but also children of 
the CCP officials,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nd overseas Chi-
nese groups that have helped the 
CCP in its unification campaign.
  Lawyers: New policy to be 
strictly enforced
  According to US immigration 
attorney Ye Ning, the inclusion 
of “communist inadmissibility” 
in the Policy Manual of the Im-
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means that it is intended to be a 
“very specific and technical act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月 2 日發布的政策指南強調，

凡是申請移民的共產黨員及其附

屬機構成員，均不會獲得受理。

指南解釋說，加入共產黨或任何

其它極權主義政黨的成員或與之

有關聯的人，與美利堅合眾國的

歸化宣誓不符，且不相容。

現流亡英國的香港青年領袖

羅冠聰在臉書上發文指，該指令

的涵蓋範圍相當廣泛，不但包括

中共黨員，也將波及到官二代、

商二代、小粉紅、共青團，以及

看美國移民新規看美國移民新規
4 Cases Of U.S. New Immigration Regulation (TBD)4 Cases Of U.S. New Immigration Regulation (TBD)

幫助中共搞海外統戰的海外華人

社團。

律師：新規將嚴格執行

移民局的這項新指南包含

在《移民與國籍法》之《政策手

冊》中，以取代先前有關該主題

的指南。美國移民律師葉寧表

示，《政策手冊》是指導移民局

實際操作的、在技術層面的指

南，移民局把「共產黨員不予受

理」寫入《政策手冊》，意味著

要把「共產黨員不予批准」作為

「在操作層面上非常具體的技術

性行為」。

與以往不同的是，之前《移

民與國籍法》（INA）中雖也有

「共產黨員不予受理」的規定，

在移民局的 DS-260（移民簽證

申請表）、I-485 表（申請調整

身份表）、N-400 表（申請入籍

表）中，都有「是否是共產黨

員」的問題，但該規定之前一直

都執行得比較寬鬆。（下轉 A2）

 四案例 四案例

Sword of Goujian Found to Be Sharp
and Untarnished After 2,00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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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洛杉磯華裔律師

鄭存柱表示，以前移民政策執行

寬鬆，是因為美國想讓中國融入

世界，所以採取了寬容的方式。

但川普政府認識到共產黨的本性

無法改變，所以改變了政策。

案例一：被動退黨 
不算數

網友 F 先生近日講述了自

己在綠卡面試中的經歷。F 先生

在國內讀大學期間入過黨，在申

請綠卡面試當天，面試官的第一

個問題就問他是否為中共黨員。

F 先生對面試官表示，自己已經

很久沒交過黨費，算自動退黨。

但面試官表示，現在移民局

不接受「被動（passive）退黨」

方式，需要有他「主動」退黨的

證明。F 先生說，此前他的律師

告訴他，中共黨員都是寫一封身

份說明，就可以過關，沒想到現

在情況發生了變化。

案例二：海關禁 
黨員入境

今年 9 月 17 日，洛杉磯華

裔律師鄭存柱接到一個美國華

人女子的諮詢，並收到相關的

資料。該女子已經入籍美國，

早前她申請父親移民，並去過

廣州領事館進行面談，但一直

沒有結果。該女子的父親手中

持有 10 年的旅遊簽證，9 月 17
日乘飛機來美國看女兒，在美

國機場被攔截，被取消簽證，

並當場原機遣返回中國。

鄭存柱說，這個美國公民

的父親已經符合移民資格，她

父親沒能進入海關之後，她就

上網查，發現她父親的移民申

請已經被拒絕了。這個被拒絕

的理由，百分之百因為是黨員。

鄭存柱還表示，按照現在

政策的話，不管是普通黨員還

是當官的，將來可能都會被取

消簽證。這個遣返案說明，那

些共產黨員，不管移民也好，

還是將來探親、旅遊也好，都

可能面臨在機場被遣返的風險。

案例三：隱瞞身份 
風險高

鄭存柱律師說，對於那些

在美國的已經拿到公民身份的

人，如果還保留黨員身份，也

存在被遣返的風險。

2016 年時，59 歲的華人

男子林祿（LuLin，音譯）被

發現在申請入籍成為美國公民

時，隱瞞曾是中共黨員的事

實，以及曾使用了另一個名字

Yung Yeung 的中國公安部證

件。被控移民詐欺罪成立，面

臨最高 5 年徒刑及罰款 25 萬元

的懲罰。

歸化申請（N-400）表格

上面有一欄是黨員史，詢問是

否加入過納粹和共產黨組織。

鄭存柱說：「在辦理美國入

籍的時候有隱瞞、有撒謊，像

這樣的人如果被發現的話，應

該是以移民欺詐的方式，即使

拿到綠卡、拿到公民都要被取

消，還是要被遣返的。」

案例四：楊建利 
入籍被拒

10 月 5 日， 民 運 人 士、

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被曝申

請入籍美國時，因其曾是中共

黨員被拒。當天，楊建利發推

文，解釋了事情始末。

他表示，自己 1983 年在北

師大加入中共，1986 年申請到

美國留學，為拿到簽證，在申

請表中隱瞞了黨員身份。 1989
年，楊建利返回北京參與天安

門民主運動，六四屠城後逃回

美國，不久就被北師大黨委開

除中共黨籍。 1991 年，楊建利

獲美國政治庇護，翌日取得美

國永久居民身份（綠卡），但一

直沒有加入美國國籍。

去年，楊建利申請入籍美

國。在面試時，楊建利坦誠自己

曾隱瞞了黨員身份。美國移民局

不但拒絕了他的入籍申請，還查

出他在 1991 年申請綠卡時，仍

然沒有坦誠在過去 5 年內曾是中

共黨員。

作為民運人士，楊建利希

望利用這個機會為自己辯解。他

也理解美國移民局拒絕他籍的決

定，並說：「在法律層面，對於

已經決心與共產黨決裂又需要申

請移民、入籍、簽證的人，辦

《退黨證書》對他們在法律上是

非常有幫助的；在精神層面，無

論是已經移民、入籍還是準備移

民、入籍的人，退黨對他們的心

靈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律師：辦退黨手續有效

對於擔心受美國移民新規影

響的華人，鄭存柱律師建議，可

到「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辦理退

黨手續，該中心出具的《退黨證

書》，獲美國政府認可。「我們

的好幾個客人，他們辦理了退黨

手續以後，就成功的進入了美

國，並且取得了綠卡，最後也

入籍了，基本上不受影響。

  
  Case 1: Passive resignation 
doesn’t count
  Mr. F, an Internet user, recently 
told us that the first question asked 
by the interviewer when he applied 
for the green card was whether he 
was a CCP member. Mr. F told the 
interviewer that he hadn’t paid the 
party fee for a long time so he practi-
cally has resigned. However, the in-
terviewer said that the Immigration 
Bureau does not accept “passive 
withdrawal” and that he needed to 
prove that he had voluntarily with-
drawn from the party. 
  Case 2: Customs bans party 
members from entering the US
  Recently, Los Angeles Chinese 
attorney Cunzhu Zheng received 
a consultation from a naturalized 
Chinese American woman whose 
father’s immmigration application 
was denied. Her father had a 10-year 
visitor’s visa but was intercepted at 
a US airport on September 17, and 
deported back to China.
  Zheng said that although her father 
met the requirement for immigra-
tion, he was rejected because he was 
a CCP member. 
  Case 3: High risk of concealing 
identity
  Zheng also said if a person was 
found to have lied during the natu-
ralization process and retained their 
party membership, they would be 
charged with immigration fraud and 
potentially face deportation, even if 
they have a green card or citizen-
ship.In 2016, a Chinese man named 
Lu Lin, was convicted of immigra-
tion fraud and faced the maximum 
penalty of five years in prison and a 
fine of $250,000 for concealing the 
fact that he was a CCP member.
  Case 4: Yang Jianli’s Naturaliza-
tion Denied
   On October 5, it was revealed that 
democracy activist and Civil Power 
founder Yang Jianli applied for natu-
ralization in the US but rejected. Dur-
ing the interview, Yang confessed that 
he had previously concealed his CCP 
party membership when he applied 
student visa in 1986. His citizenship 
application was finally rejected.  
  Attorney Zheng recommends Chi-
nese people who are worried go to 
the Global Service Center for Quit-
ting the CCP certificates. He said sev-
eral of his clients have successfully 
entered the US and obtained their 
green cards and eventually became 
naturalized with the certificate.

四案例 看美國移民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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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 , 土庫���裝置 , 客��家庭����層
高 , 4+2 �� , 主層
書� , 4.5 浴廁� $1,159,0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屋豪�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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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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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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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00

唐人街 Chinatown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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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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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户��水
爐��磚�主人�� 3 件套廁 , 3+1 �� ,2
書� , 3 �廁 , 土庫�廚� , �大雙車��
停車位�

平�式半�孖屋 (Duplex) 898 呎 + 土庫�部
完成 838 呎 ( �門出� ), R-C2 �段可�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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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品�

獨立�式�層屋 1,605 呎 + 較�土庫完成（2014
年）, 大量裝� : �屋廁所翻� , 較�屋頂��合
����磚�大理石檯面�不�鋼煮⻝爐�洗�� , 
較�土庫裝� , �客� , 2 ����廁 , 3+2 ��
3.5 浴廁 , ��學校�
����車站�$499,900$528,000 $364,900$419,900$43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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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Hamptons  �校�

西北 Sandstone Santana 豪��段西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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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北 Coventry Hills �屋�裝�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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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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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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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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圖為1991年獲得美國政治庇護的民運人士楊建利。

左圖為「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辦理的退黨證書，獲美國政府認可。（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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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遵照與美國達成

的引渡協議，於 2 年前逮捕了華為高管

孟晚舟，因此加拿大遭到北京報復，從

扣押加拿大人到貿易上刁難。但據加拿

大外媒獲得的政府文件顯示，多年來，

北京一直尋求和加拿大達成引渡協議，

以便將中方認定的中國公民罪犯引渡回

中國。

《環球郵報》在 2016 年依照信息

獲取法提出要求，加拿大邊境服務局

（CBSA）在 4 年後才提供 120 頁的文

件。文件顯示，北京從 2014 年起就積極

尋求與加拿大簽訂引渡協定，文件中顯示

出北京當局對和加拿大簽訂引渡協定的積

極興趣，似乎與中共批評加美兩國引渡條

約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加拿大遵照與美

國的引渡條約而逮捕孟晚舟，被北京批評

為「美國的幫凶」。

根據加拿大邊境服務局（CBSA）在

2014 年 11 月 28 日的文件說：「中方想

達成一項廣泛的總體引渡條約，該條約將

使中國經濟逃犯根據中國當局要求而能立

即被遣返。」

2015 年 1 月加方代表、當時的加

拿大邊境服務局總裁波特萊斯（Luc 
Portelance）赴中國商談此事。

文件說：「中國關於引渡條約如何運

作的觀點似乎不是基於現行的普通法，而

是基於可以繞過加拿大的法律保護，希望

將被鎖定者立即返回中國的信念。」

文件顯示，北京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情

況下如何急於將引渡作為工具，文件還顯

示了加拿大邊境官員如何尋求與北京達成

協議，在無引渡條約的情況下，將人們遣

返回中國。

加拿大最擔心的是說服北京接受那些

非法移民遣返問題，加方提到：「能夠即

時遣返人對加拿大很重要，因為它起到威

懾作用，使我們能夠維持移民制度的完整

性。」

當時有 2,200 名非法偷渡到加拿大的

中國公民案件積壓在渥太華。他們中有十

分之一已經等待了 5 年以上的時間，加

拿大邊境局抱怨中共當局在發放這些人遣

返所需的文件進展緩慢。

2014 年的文件說：「中國仍然是加

拿大非正規移民的主要來源之一。」另一

份文件指中國偽造證件的行為不斷上升。

但文件說，北京的重點是帶回 150 名被

指控為經濟逃犯的人，對於其他需要被遣

返的人不感興趣。

文件稱，加拿大邊境局還感到沮喪的

是，許多中國經濟逃犯「似乎擁有無限資

源來延遲被遣返」。

【看中國訊】來自英美的三位科學家

共同獲得 2020 年諾貝爾醫學獎，每人會

得三分之一的獎金。

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日前宣布，

85 歲的美國馬里蘭州貝塞斯達市國立

衛生研究院的病毒學家阿爾特（Harvey 
J.Alter）、68 歲的美國紐約州洛克菲勒大

學的病毒學教授萊斯（Charles M.Rice）
和 71 歲的加拿大亞省大學的英國病毒學

家霍頓（Michael Houghton），共同獲得

2020 年諾貝爾醫學獎。

疫情下，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取消了現

場頒獎典禮。

這三位學者解釋了血源性肝炎（C
型）的主要來源，他們的工作使驗血和

新藥成為可能。因為他們的發現，現在可

以對該病毒進行高度敏感的血液檢查，從

而基本上消除了世界許多地方的輸血後肝

炎，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按世界衛生

組織的估計，全世界每年有 7,000 萬宗此

類肝炎病例，每年約有 40 萬人死亡。該

疾病是慢性的，是肝臟炎症和癌症的主要

原因。

獲獎者之一的霍頓，是亞省大學李嘉

誠應用病毒學研究所所長。 1982 年，霍

頓博士從英國來到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的

Chiron Corp.，2010 年，他作為加拿大

卓越研究主席的首任成員之一，加入亞省

大學。

諾貝爾醫學獎是 6 個獎項中的第一

項，預計 10月 12日前將陸續揭曉物理、

化學、文學、和平及經濟類的獲獎名單。

諾貝爾獎獲得者將獲得一枚金牌和

1,000 萬瑞典克朗（約合 111.8 萬美元）

的獎金，這是該獎項的創造者、瑞典發明

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
在 124 年前留下的遺贈。

【看中國訊】中華民國國防部 3 日發

新聞稿表示，加拿大籍軍艦從南海向北航

行經台灣海峽後繼續往北行駛，國軍運用

聯合情監偵作為全程掌握，狀況正常。這

是國防部今年首次對外公布美國藉以外軍

艦航經台海。

依據國防部公開訊息，上次有加拿大

籍軍艦航經台海，是 2019 年 9 月 10 日

的渥太華號巡防艦（HMCS Ottawa），
與同年 6 月 18 日的里賈納號（HMCS 
Regina）。

孟晚舟被捕前
北京積極尋求與加國達成引渡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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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RichLam / Getty Images）

亞省科學家分享2020諾貝爾醫學獎 加拿大軍艦航經台灣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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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雖說加拿大和中國關係

低迷，但中國人移民加拿大的興趣依然高

昂，渥太華重新開啟深受加拿大華人移民

圈重視的「父母祖父母移民」項目，獲得

華人社區熱烈迴響。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加拿大聯

邦移民部週一宣布自 10 月 13 日起重新

開放父母祖父母移民申請，希望擔保其父

母和祖父母來加拿大的公民和永久居民，

可在 11 月 3 日前在網站上先提交申請意

願表。移民部收到所有申請表格後，將採

行「抽籤制」，向一萬名幸運中籤者發出

邀請。

去年有兩萬個名額採行「先到先得」

方式，短短八分鐘時間就額滿了。今年移

民部恢復過去曾經採用過的抽籤制度，但

只開放一萬個名額，到 2021 年則會開放

三萬個名額。

原本每年初開放的父母祖父母移民類

別，今年卻拖到快年底才重開，楊先生說

終於盼到了，很高興可以參加抽籤來幫父

母申請移民，他說，去年採用先到先得方

式，看似公平，其實不然。「我有兩個朋

友，一個朋友家裡網速就慢一點，刷得比

別人慢一點就沒有機會了，另一個朋友家

裡之前就特意換了光纖，用最好的網路，

然後就刷上了。」

對於再度恢復抽籤制，移民部長表

示，希望儘可能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

境。

加拿大移民部的數據顯示，過去 3
年加拿大每年來自中國的移民人數都在三

萬人左右，去年雖說加中關係出現變數，

但中國人移民加拿大的熱情沒有改變，渥

太華也沒有減收中國移民的傾向。律師祝

聖武說，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人依然喜

歡加拿大。

移民顧問黃天樂相信，加拿大的移民

系統是公平的，不會因為政治紛擾而變動

其原則性，但過去十幾年中國來的移民暴

增，雖然中國人帶著財富來，卻也造成不

少社會問題，引發輿論批評。

English Report

看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has been very 
inflated the past several years. It’s said 

that the real estate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city could buy the entire U.S. 
now. But China’s largest real estate group, 
Evergrande, has been struggling with a finan-
cial crisis. 

 On September 25, Caixin News reported 
on a letter sent by Evergrande to the Guang-
dong government warning of a potential cash 
crunch if it could not carry out a debt restruc-
turing and backdoor listing by January, re-
sulting in a dramatic selloff in its stocks and 
bonds. 

 In the letter, Evergrande said it had an inter-
est-bearing debt balance of $119 billion USD 
as of June 30, 2020, involving 128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 a borrowing 
balance of $33.2 billion USD. And for your 
information, Microsoft’s total assets in 2019 
are only 286 billion USD. 

 To avoid liquidation, Evergrande must repay 
19 billion USD of debt and pay 2 billion USD 
of interest by the end of January, 2021. Their 
debt ratio will rise to more than 90%, which 
may break the cash flow of Evergrande. 

 It’s not just Evergrande that has such huge 
debts, there are 15 Chinese property de-
velopers with debt ratios of more than 80% 
in 2019, and other companies that have ac-
quired large amounts of assets overseas, such 
as HNA and Fosun, with extreme debt ratios. 

 To allow companies like these to continue to 
borrow and create an even bigger economic 
bubble, or to restrict them from doing so and 
create an immediate crisis, is a question for 
Beijing. And it chose the third way: mobiliz-
ing overseas funds into China. 

 A number of tycoons close to Beijing defied 
the Standard & Poor’s warning by buying 
shares in Evergrande on the 27th, sending its 
shares rebounding. They include Chinese and 
Hong Kong companies such as Fair Eagle Se-
curities, Asi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and CST Group. In addition, inter-
national investment banks such as Deutsche 
Bank, JPMorgan Chase, CLSA and DBS 
also backed Evergrande, saying the market 
had overreacted to the rumors and that they 
expected Evergrande to reduce its debt more 
than expected. 

 But if you look closer at these banks, you 
will find that the biggest shareholder of 

Deutsche Bank is China’s HNA Group, JP-
Morgan Chase has huge investments in China 
and is also the joint manager of Chinese gov-
ernment bonds, DBS has a large business in 
China, and CLSA is the largest investment 
bank in China. 

 Evergrande denied almost immediately af-
ter the report was published, saying the let-
ter was “fabricated”, but it was not able to 
stop the international rating agency Standard 
& Poor’s from downgrading its outlook to 
“negative”. Reuters also quoted three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the matter as saying that 
the document was genuine. 

 This is not just a piece of everyday finan-
cial news. Evergrande is China’s largest real 
estate developer with assets of over 320 bil-
lion USD in 2019. Its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the board, Hui Ka Yan, was ranked 10th 
on the 2016 Hurun 100 richest list, and i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hina’s 
top political advisory body. In other words, 
Evergrande is a state-backed company but is 
now in crisis. 

 Strait Times reported on September 28, that 
many private bankers told their wealthy cli-
ents not to worry, however, it’s not the ca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known 
about China’s real estate debt crisis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prevented real estate groups 
from listing in A-shares, which means the do-
mestic shares of China, in the past few years, 
leaving real estate groups such as Evergrande 

to borrow money from banks or strategic in-
vestors who demand high-interest returns. 

 Real estate in China is heavily dependent on 
financing, but just over a month ago, Beijing 
proposed an additional “three red lines” ap-
proach to restricting heavily indebted enter-
prises from borrowing. Evergrande has sol-
idly crossed that threshold and could borrow 
no more. 

 In fact, while overseas investors are being 
kept in the dark. Analysis of Evergrande’s 
broken chain of funds has flooded the Chi-
nese network. 

 If Evergrande collapses, what will happen? 
As of June 30 this year, Evergrande Group 
has 792 projects covering 229 cities, with 
140,000 employees and 3.17 million people 
employed i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ectors. In the event that Evergrande defaults 
on its debts, it will bring down a large num-
ber of banks and enterprises to default on 
their debts too, which will trigger immediate 
protest and social instability. 

 As for the crisis caused by Evergrande’s fail-
ure to repay its debts, China’s official media, 
Financial Micro-angle, said Evergrande’s 
stock price fluctuations were because of a 
conspiracy by foreign forces. This has also 
led to a backlash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wh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for “only shirk-
ing its responsibilities”. 

 In fact,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bubble has 

grown significantly since 2000, with aver-
age home prices tripling between 2005 and 
2009.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an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 In order to meet the cen-
tral government’s GDP and other economic 
targets, local governments excessively pro-
moted infrastructure and real estate, resulting 
in overbuilding and deficits in many places, 
which has led to extreme local debt that has 
persisted to this day. Chinese scholars esti-
mate that there were 80 million vacant prop-
erties in China in 2011 and 34 million vacant 
properties nationwide by 2020, but housing 
prices are still rising abnormally. 

 In addition, China has been printing a lot of 
money for years in order to boost its econom-
ic figures, which has led to high inflation for 
more than 10 years now. Meanwhile, trad-
itional bank deposits have been replaced by 
risky financial investments, coupled with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and deterioration of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most of the capital 
flushed into property speculation and the 
stock market. China is brewing a crisis worse 
than the 2008 Lehman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Among Evergrande’s $320 billion USD 
assets, $170 billion are inventory and 120 
billion are liabilities. It is an actual rep-
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bubble. 
But it doesn’t seem to bother Evergrande, 
which announced earlier that it was entering 
the 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 

 Although none of the vehicles have been 
made yet, Evergrande has already received 
approval from the Hong Kong stock ex-
change on the 25th of September, and is 
preparing to list its shares in Hong Kong 
with an estimated stock issue of 1.55 billion 
yuan, equivalent to $214 million US dollars. 
The company still looks very confident, and 
there’s no telling how many more people 
will fall into this “Evergrande” financial 
maze. 

 Many have said that a company like Ever-
grande can’t exist in an open and free market, 
or at least that a company with such heavy 
debts would have gone bankrupt and invest-
ors wouldn’t trust it anymore. China’s market 
system is closed and not free. It appears to 
be highly profitable, but it comes with huge 
risks. Now the system is not only harm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erod-
ing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hich has to be 
stopped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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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嚴重次貸危機即將到來
Worst Subprime Crisis of China is Coming

(Shutter Stock)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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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沒有

國慶、只有國殤」，由香港於 2019 發起

的「十一國殤」遊行，在港警層層警戒與

打壓下雖今年無法大規模於港區再現，但

加拿大多個團體則是延續了香港「十一國

殤」遊行精神，於 10 月 1 日下午在多倫

多舉行了「抗共行動日」國殤活動。而就

在同一天上午，美國共和黨聯邦眾議員佩

裡（Scott Perry）推出一項法案，將中共

定為「跨國犯罪集團」，並採取針對性的

打擊和制裁措施。

共同敵人非中國 而是殘暴政權
「停止霸淩臺灣！抵制中共！解放香

港！」10 月 1 日下午 2 點，在加拿大多

倫多中領館對面傳來一陣陣英文的口號

聲。這是加拿大民間為響應全球「十一

國殤日」的 90 個城市 180 多個團體所發

起的「全球抗共行動日」活動之一隅，由

13 個加拿大民間團體於多倫多中領館前

大型集會的現場氛圍，各色旗幟飄揚，顯

得聲勢浩大。

各族裔的代表輪流發言，表達捍衛人

權的訴求，並敦促各國政府立即採取行

動，抗擊制裁中共。

港加聯主席馮玉蘭表示，身為來自香

港的加拿大人，當天能與各族裔的兄弟姐

妹站在一起反對極權中共，感到很自豪。

馮玉蘭說，「中共不僅打破一國兩制

的承諾，還實施港區國安法將香港變成了

警察城市，每天大量公民社會領袖和年輕

人被抓，國安法下，每個人，無論你在哪

裡，只要批評中共，就可能被當作罪犯抓

捕，並送入中國的監獄。」

民團籲加國 
以馬格尼茨基法制裁中共

馮玉蘭透露，香港一些公民社運的領

袖，包括一些名人與她聯繫，說護照已被

當局沒收，無法出國。她敦促加拿大外交

部和移民部採取措施，為可能受政治迫害

的港人提供「安全港」庇護，而對於美國

政府已經立法制裁 11 位破壞香港自由的

港共高官，她表示，加拿大也應該跟進，

以馬格尼茨基法實施制裁。港加聯已經將

具體的官員名單呈交有關政府部門。　

多倫多支持中國民運會主席吳溫溫指

著「抗共行動日」的橫幅說：「這個橫幅

設計的非常有力，一個拳頭，象徵著我們

所有人凝聚在一起，我們必須攥成拳頭，

我們深信正義民主自由必勝，從古至今都

是這樣。」

加拿大退休參議員迪尼諾（Con 
DiNino）30 年來一直支持中國民主運

動。他說：「今天在場的所有人令我振

奮，我們不僅在為藏人、維吾爾人、蒙古

人、香港和臺灣發聲，更是為被剝奪人權

和自由的中國人民發聲，他們必須知道他

們一點不孤單，全世界都在關注他們，我

們非常關心他們。」

民陣：十一真切是國殤

中國民主陣線全球副主席盛雪認為，

十一真真切切是國殤日。她說：「中共從

建政以來，真的可以說它的罪惡罄竹難

書，幾乎每一個罪惡在歷史上都是非常罕

見的。比如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將

三百萬維吾爾人關進集中營等等。」

盛雪近日發起了改變中國 2020 項

目，她表示，中共在國內掌握了經濟和科

技的主動權，對全社會嚴密監控，中國人

想在行動上推翻中共比較困難，這時就需

要國際社會一起改變中國。

港人：共同抗共才有希望

陳女士一個月前從香港抵達多倫多，

她親身參與海外的抗共活動感覺很振奮，

同時也為香港的未來憂心。

「現在香港沒有任何言論自由，傳媒

被其一一控制，教育界、社服界都收緊、

香港再也回不到以前了。」陳女士說，「當

然我們不會放棄抗爭，香港年輕人不會放

棄，我們也不會放棄。希望民主社會大家

連同一切陣線，對付共產黨，才有希望。」

蒙特利爾的康先生驅車數小時趕來參

加活動。他曾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康先生

說，他很認同退出中共黨、團、隊的精神

覺醒運動，也認為中共這麼倒行逆施下

去，一定會垮臺。

港人不屈 
「光復香港」口號四起

當天在與大陸一河之隔的香港，全城

氣氛緊張，商業活動停頓，公共交通大幅

被中斷。港人在網路號召表達訴求，中共

如臨大敵，港府宣布動用六千警察。在國

安法陰霾下，警察驅散人群、任意盤查，

商場與街頭都難以形成遊行。不過「光復

香港」等口號此起彼落，警察四處跑。警

察包圍抓捕了至少六十多名年輕人、帶上

巴士，現場市民群情激憤發聲，警察高舉

藍旗，警告可能動用武力。

美議員提案： 
中共為跨國犯罪集團

而就在「全球抗共行動日」同一

天，美國共和黨聯邦眾議員佩裡（Scott 
Perry）推出一項法案，將中共定為「跨

國犯罪集團」，並採取針對性的打擊和制

裁措施。並在當天於美國國會山莊前的

「抗議中共暴政集會」中宣布此項提案。

佩裡在提案中要求將中共列入「國

際主要犯罪組織目標」（TICOT）名

單，將其認定為跨國犯罪集團，美國執

法機關必須對其進行起訴、懲罰和剷除

（eliminate）。他強調，國際社會必須認

清中共的犯罪行為，挺身而出加以反對，

美國必須帶頭終結中共政權。

沒有豁免 
應以全政府方式終結惡行

佩裡對參加這次集會的群眾表示，他

很高興和大家站在一起堅定反對中共暴

政。「中共是一個赤裸裸的道德敗類。你

們都知道的，它是腐朽的，它是魔鬼，它

是一個征服和奴役它所統治的人民的組

織。在過去的一百年裡，世界看到了共產

主義在蘇聯的崛起。而我們目睹了自由被

邪惡所危及。而我們今天正在目睹它，當

我們站在這裡時，它還在發生著」。

佩裡表示，數十年來，中共的非法行

為導致美國損失數百萬個就業機會、價值

數十億美元的知識產權和學術機構的獨立

性，威脅美國自由，美國必須採取一種全

政府（all-of-government）的方式來打擊

其惡行，並呼籲國際社會合作終結中共政

權。他再次強調：「我們一定要成為對抗

和打敗、終結中共邪惡政權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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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美國總統

川普 7 日宣布，已經授權解密一些聯邦

政府調查的文件，包括「通俄門」（俄羅

斯干預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調查和聯

邦調查局（FBI）調查前國務卿希拉里 ·
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違規使用私人

電子郵件伺務器的「郵件門」等。

他在推特發文寫道：「我已經授權將

美國歷史上最重大政治犯罪的俄羅斯騙

局（Russia Hoax）有關所有文件全部解

密。同樣，希拉里 · 克林頓電子郵件醜聞

（也包括在內）。（文件）沒有經過編輯

修改！」

川普總統此舉是回應美國保守派作

家、政治評論員保羅 · 斯佩里（Paul E. 
Sperry）的推文。斯佩里在 10 月 6 日寫

道，當所有調查文件最終將所有敏感內容

從報告中編輯刪除後才解密，那麼美國人

將看到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並非全部

「通俄門」調查的政治惡作劇信息，而且

還處於欺騙之中 ......
隨後，川普總統又在推文中寫道：

「很久以前，我就對所有俄羅斯騙局醜聞

信息進行了解密。 對於我們國家而言，

不幸的是，人們的行動非常緩慢，特別是

因為這可能是我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犯

罪。 行動！」

「通俄門」是指美國情報體系指控俄

羅斯對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所作出的

一系列操作干預。這也是川普被指涉及

「通俄門」的主要事件。 6 個聯邦機構也

在調查凱瑞姆林宮與川普的相關人士間

可能的聯繫和金融關係，其中包括他的

女婿庫什納和顧問佩吉、保羅 · 馬納福特

和斯通。 2019 年 4 月 18 日，美國司法

部公布「通俄門」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川

普競選團隊沒有在 2016 年總統選舉期間

「通俄」。

「郵 件 門」（Hillary Clinton email 
controversy）是 2015 年 3 月希拉里．克

林頓電子郵件爭議被公開披露，2016 年

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參選人希拉里．克

林頓在擔任美國國務卿期間（2009 年至

2013 年）使用她的私人電子郵件伺服器

進行官方通信，而不用在聯邦伺服器上維

護的官方國務院電子郵件帳戶。這些官方

通信包括上千封后來被由國務院歸類為國

家機密的電子郵件。最終，美國司法部門

正式停止調查希拉里「郵件門」，不會對

其提起任何訴訟。

早前，國家情報局局長約翰．拉特克

利夫（John Ratcliffe）根據川普總統的

指令對「通俄門」調查文件進行解密，解

密文件顯示，時任的中央情報局（CIA）

局長約翰．布倫南（John Brennan）在

2016 年向時任總統歐巴馬介紹了希拉

里．克林頓的「計畫」——煽動醜聞把當

時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川普和俄

羅斯捆綁起來，以分散輿論對她希拉里的

「電郵門」醜聞的注意。

在解密文件中有一份布倫南的手寫備

忘錄，備忘錄中已有大部分塗黑，剩餘文

字中可以見到如下描述：「援引希拉里．

克林頓 7 月 28 日批准的一項外交政策顧

問提議，為了煽動唐納德．川普的醜聞，

指控俄羅斯安全部門干涉……」這份手寫

備忘錄據悉是布倫南在向歐巴馬匯報了希

拉里的這個計畫後寫的。

賈瑞特說：「我希望總統對（通俄門）

機密文件的解密和除掉纂改編輯能對此有

所啟發，因為這確實是犯罪串謀。」他也

認為，希拉里可能會因散佈虛假信息而犯

重罪，具體將取決於「信息泄漏的方式以

及向誰泄漏」。

 川普授權解密
「通俄門」、「電郵門」文件

【看中國記者李靜汝採訪報導】近日

媒體報導，中國政府準備就華為指控谷歌

壟斷，壓制市場競爭進行反壟斷調查。不

過，這一消息也引來不少國際社會的質疑

聲。是誰在壟斷中國市場？看中國記者採

訪了美國南卡來羅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

謝田博士。

據悉，華為欲指控谷歌利用其安卓

（Android）移動操作系統來壓制市場競

爭。謝田對此表示中共本來就禁止谷歌進

入中國市場，此調查缺乏合法性。

謝田表示，華為跟中共軍方，跟中共

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我看來，

中共來調查華為指控谷歌這件事，就好像

是這個政府又當球員，又當裁判，打擊華

為的競爭對手，或打擊華為認為可能的商

業對手，這本身就是不公平。

還有一點，華為指責谷歌對中國公司

造成極大的傷害，因為一旦失去了安卓操

作系統的話，用戶會對中國公司喪失信

心，減少中國公司的收入。谷歌不能在

中國運作，它也不能跟華為建立我們叫

Fiduciary relationship 信託式的、就是公

司和它的客戶之間法律上的關係。而且，

中國大部分智能手機使用的是開源版本安

卓操作系統，實際上是谷歌一直把它的產

品免費的提供給中國公司，包括華為。谷

歌提供免費服務。用人家免費東西的時

候，沒有什麼資格去指責或者要求別人，

所以它這個指控是站不住腳的。」

謝田表示，中共政府實際上是在借用

自由社會公平競爭體系下這些機制，企圖

來反擊自由世界。但是，顯然它對法律的

界定不是特別清楚。中共說要審視其他國

家的作法，參考其他國家如何根據這個公

司全球收入，而不是地方收入來確定罰

金，這個就更滑稽了。首先他們沒辦法在

中國做生意經營賺錢，你有什麼資格去查

它在其他國家的收入？

謝田認為，在中國壟斷市場的恰恰是

華為。「很多中國朋友可能認為這是一個

成功的中國公司，白手起家，在全世界攻

城掠地。但是中國老百姓有沒有想到，華

為實際上是跟中共政府和軍方合作，壟斷

了中國的通訊市場，因為沒有競爭，價錢

降不下來，實際上是中國老百姓買單。如

果在一個正常的國家，相互競爭之間就可

以有降價，會對普通消費者有利。所以中

國老百姓沒有想到這些，他像被宰被割的

韭菜，還認為鐮刀做得很成功。」

目前因為華為的中共背景和涉嫌技術

偷竊，很多國家開始抵制或禁華為 5G 等

產品。謝田對此指出，華為到海外國際市

場，事實上是中共政府和國有銀行給它提

供了大量的資金，壓低成本，以極低的價

格在全世界爭奪市場。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美國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6 月 10 日至 8 月 3 日對全球 14 個國家、

1 萬 4276 位民眾進行調查。民調發現，

每一個受訪國都有過半數民眾對中國持負

面觀感。

依對中國負面觀感比例排序，分別

是日本（86%）、瑞典（85%）、澳洲

（81%） 、丹麥（75%）、南韓（75%）、

英國（74%）、美國（73%）、加拿大

（73%）、荷蘭（73%）、德國（71%）、

比利時（71%）、法國（70%）、西班牙

（63%）及意大利（62%）。

其中成長最顯著的為英國，2006 年

僅 14% 英國民眾對中國持負面觀感，與

目前相差高達 60 個百分點；曾拍片要求

中國人「不要隨地大小便」的瑞典，更有

高達 85% 的國民對中國持負評；僅次於

日本（86%）。

【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11 月 3
日美國大選日進入倒計時第 27 天。「墮

胎」從來都是歷次大選的熱門議題，這一

屆大選也不例外。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週一誓

言，他將通過立法，以保護羅訴韋德案

（Roe v.Wade）判決免受最高法院的影

響，因為最高法院多數法官都是保守派。

1973 年，最高法院的羅訴韋德案（Roe 
v.Wade）判決開啟了美國墮胎合法化。

共和黨人已明確表示，儘管三名參

議員近日都感染了武漢肺炎，他們仍將

繼續推進巴雷特法官的確認程序，10 月

12 日開始聽證。聯邦上訴法官巴雷特

（Barrett）曾受到自由派婦女團體和計畫

生育組織的攻擊，他們說她對婦女的生育

權構成威脅。民主黨人擔心，巴雷特是虔

誠的天主教徒，一旦她成為最高法院法

官，將幫助推翻婦女墮胎權。

拜登週一在公開活動中說，他承諾會

通過立法使羅訴韋德案成為該國法律。

川普總統已於 5 日從沃爾特．裡德

軍事醫療中心返回白宮，幾天來他一直

沒有停止工作。他在推特上批評拜登週

一的言論：「哇，拜登在羅訴韋德法案

上的自由派立場竟然比沃倫（Elizabeth 
Warren）還要高，」他指責民主黨支持

後期墮胎，並鼓勵選民出來投票。

副總統彭斯曾表示，川普是美國歷史

上最反對墮胎的總統，並表明：「這將是

一個回歸美國傳統的時代。」「合法墮胎」

的時代將再次被終結。

在美國兩黨之爭表面的背後，其實是

兩種不同價值觀的對陣：傳統（保守派）

和現代（自由派），這兩個完全對立的價

值觀之間的激烈對抗。

支持者認為，胎兒（主要指在妊娠

初期）不是一個人，因此，女性墮胎不

是在傷害另一個人，相反，卻剝奪了女人

控制自己身體的權利。

美國以基督教立國，獨立宣言和憲法

的基礎內容大都是來自《聖經》的概念。

因此，基督教等宗教認為，人的生命來自

上帝，沒有任何人有權力奪走，墮胎等同

於殺人。

1973 年，最高法院的羅訴韋德案

（Roe v.Wade）進行判決，承認婦女的墮

胎權，受到憲法隱私權的保護。判決後各

州均制定不同的法律，唯限制不一。

最高法院之後推翻了大多數州的反

墮胎法，確立了「三階段標準」：肯定妊

娠第一期（頭 3 月）婦女作決定的自主

權；妊娠第二期（中 3 月），為了婦女的

健康，各州可以限制墮胎，但不能禁止墮

胎；妊娠第三期（後 3 月），除非母體有

生命危險，為了保護胎兒，各州可以立法

限制或禁止墮胎。

北京提反壟斷調查谷歌引議

美大選之「墮胎戰」 傳統現代價值之爭

美国前國務卿希拉里。（Alex Wong / Getty Images）

民調:14國對中國觀感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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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中國央行千方百計想

對中國螞蟻集團加強控制，

而有消息傳川普政府也考慮

對其進行制裁。並且螞蟻集

團在IPO（首次公開募股）
上市過程中的神祕操作引

起質疑，市場認為這次IPO
可能沒有得到充分審查。

螞蟻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螞蟻集團，是中國的互

聯網金融服務公司。螞蟻集團起

步於淘寶網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

寶，2014 年，阿里巴巴集團分

拆旗下金融業務，成立浙江螞蟻

小微金融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螞蟻金服），2020 年 6 月

變更為螞蟻集團。

螞蟻集團將有望在 10 月同

時在香港交易所及上海證券交易

所（上交所）科創板同步上市。

此前在 9 月 18 日晚，螞蟻集團

在上交所首發申請通過。從 8
月 25 日螞蟻集團申請被上交所

受理至今，審核過程只用了 25
天，過審速度之快令人驚訝。

據悉，螞蟻集團 IPO 集資

規模上看 350 億美元，不過，

螞蟻集團在 IPO 過程中的罕見

做法現在引起質疑，認為這次

市場認為，螞蟻集團這次 IPO可能沒有得到充分審查。（Adobe Stock）

IPO 可能得不到充分審查。

10 月 6 日，路透社引述多

名知情人士表示，螞蟻集團在

IPO 過程中採取了一些特殊做

法，例如，將承銷工作切割，給

予數家投行分別負責，導致沒有

任何一家投行瞭解整個 IPO 過

程全貌。再例如，參與此次 IPO
的一些銀行並不知道，螞蟻集

團 IPO 的香港部分將不會有基

石投資人。基石投資人（Corner 
Stone Investor）是指在大規模

股份募資中，以禁售期換取優先

認股權的投資者，他們通常會購

買大量股份並持有一段時間。

還有，螞蟻集團的其它特殊

措施包括：要求投行人員簽下個

財經簡訊

人保密協議，並且要求一些投資

人必須說明為何自己應該獲准參

加 IPO 路演推廣會議。

螞蟻集團還希望主要承銷商

不要參與競爭對手的 IPO計畫，

這也相當罕見。一般來說，投行

接下承銷任務後，簽署保密協議

是慣例，但很少有企業會要求投

行人員個人也要簽屬保密協議。

此外，主承銷商通常會參與整個

IPO 過程，投行業者內部也會

建立明確的防火牆，區隔負責不

同交易的團隊，以解決客戶的競

爭對手問題。但是，螞蟻集團的

要求讓銀行被迫在客戶間做出選

擇。中信證券在獲准參與螞蟻集

團的上市交易之前，已經退出螞

螞蟻集團IPO神祕操作引質疑

中國9月外匯存底 
減220億美元終止5連升

【看中國訊】中國國家外匯管

理局官網 10 月 7 日公布，中國

9 月外匯存底為 3 兆 1425.62 億

美元，較 8 月減少 220.47 億美

元，結束連續 5 個月上升趨勢。

外匯局副局長王春英稱，國

際金融市場受疫情反覆、主要國

家貨幣及財政政策等因素影響，

美元指數微微上揚，資產價格升

跌互現。受到匯率折算和資產價

格變化待因素綜合作用，中國 9
月外匯存底規模有所下降。

另據中國央行公布，截至

9 月底，中國黃金儲備為 6264
萬盎司，連續第 12 個月維持不

變，但價值降至 1182.02 億美

中國金融難民持續增加

蟻集團的競爭對手 -- 中國京東

集團旗下京東數科的 IPO交易。

三名消息人士指出，螞蟻集

團的措施讓一些銀行界人士及投

資人備感挫折，也令市場感到困

惑。再加上這次 IPO 獲得中國

金融監管機構快速批准，一些律

師及銀行業專家指出，這次 IPO
可能得不到充分審查。

螞蟻集團與阿里巴巴集團聯

繫密切，後者不僅是螞蟻集團第

一大客戶，也是其重要供應商。

螞蟻集團在其數百頁的招股

說明書裡反覆強調，其「不是利

用自身資產負債表開展業務或者

提供擔保」、由金融機構「獨立

進行信貸決策並承擔風險」、基

於促成的信貸規模「收取技術服

務費」，暗示與這些資金和中國

官方金融監管指標無關。

不過，中國央行可不這樣

想。中國央行原行長周小川此前

撰文描述了金融科技公司如何與

監管博弈及渾水摸魚，並以支付

寶舉例道：第一張第三方支付牌

照給了支付寶，後來支付寶又掛

了餘額寶，於是就開始有爭議

了，餘額寶裡的錢究竟算支付備

付金還是算存款呢？這涉及是不

是銀監會監管的問題。如果說算

存款，就需要承擔存款準備金和

存款保險等要求。餘額寶後來又

掛上了天弘基金，而天弘基金就

歸證監會管了。

9 月 24 日，中國央行副行

長範一飛在中國支付清算論壇表

示，將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將符

合條件的互聯網企業納入金融控

股公司範圍監管，加強功能監

管。從中國央行和官員的表態來

看，均劍指螞蟻集團。

而川普政府此前對中港官員

及華為等中國公司制裁引發熱

議，不過有一些分析認為，應該

制裁阿里巴巴集團，因為其業務

涉及了銀行、保險、基金等金融

領域，還涉足了人工智能、企業

服務等諸多非金融領域。

阿里巴巴已經受到美國政府

的關注，國務卿蓬佩奧已經呼籲

美國公司禁止使用阿里巴巴、騰

訊和百度等中國互聯網公司的訪

問，以保護美國數據不被洩露。

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研究員

及講師亞力克斯 · 卡普里（Alex 
Capri）表示，華府正在對中國科

技公司發起更多指控，表明川普

政府確實在尋求科技產業方面與

中國脫鉤。卡普里表示，阿里巴

巴集團在中國屬於「國家級科技

領軍企業」，這一事實或許足以

成為華盛頓下一波制裁的目標。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近年來，中國 P2P 網貸平臺金

融風險爆發，僅剩的幾家大型公

司之一的愛錢進，日前也出現了

爆雷，而其它平臺整體呆壞帳比

例已在快速上升中，並導致受害

的金融投資者人數不斷增加。

互聯網金融公司從初期的狂

飆猛進到如今的苟延殘喘，不知

有多少投資者在北京官方提倡的

金融創新大潮中被盤剝的血本無

歸，產生了上百萬的金融難民。

知名 P2P 平臺愛錢進，已

被北京市東城區警方立案偵辦。

東城區政府金融辦官網顯示的回

覆內容稱：「針對愛錢進不回款

的問題，我辦將督促平臺主動與

投訴人溝通，協商進行解決。必

要時通過司法部門解決。」

有出借人透露，目前的方案

是「延期 + 打折」，延期時間

【看中國訊】繼大規模裁員

後，可口可樂又開始考慮大規模

削減旗下品牌。據華爾街日報和

等多家媒體報導，為應對武漢肺

炎疫情危機，可口可樂推出業務

重組戰略，在產品組合方面，可

口可樂計畫大幅精簡旗下品牌。

報導稱，可口可樂首席執行

官詹鯤傑 (James Quincey) 在與

分析師的電話會議上表示，該碳

酸飲料巨頭將在全球範圍內淘汰

其它表現不佳的小型品牌。可口

可樂計畫將旗下全資或部分擁有

的全球 500 個品牌削減一半以

上。首個確定即將停產的產品是

ZICO（濟科）椰子水，同時可

口可樂還計畫停止零售店銷售休

伯特的檸檬水，關閉奧德瓦拉果

汁和冰沙等產品業務。

據瞭解，可口可樂在 2013
年收購了濟科，以鞏固其可樂外

的產品陣容，但濟科的銷售情況

卻並不如可口可樂想像般的那

樣理想，特別是在其競爭對手

Vita Coco（唯他可可椰子水）

在武漢肺炎疫情期間銷量飆升的

對比之下，濟科更讓可口可樂感

到失望。

此外，據知情人士透露，公

司正在篩選旗下能夠實現大規模

生產的品牌。目前正在接受審查

的產品還包括：健怡可樂、低

熱量版可樂、加甜菊糖的可口

可樂；以及美國地區性蘇打品

牌，如北頸薑汁啤酒（Northern 
Neck Ginger Ale）和特拉華潘

趣酒（DelawarePunch）等等。

而除了削減產品，可口可樂

的業務重組戰略還包括公司內部

架構重組和精簡人員。可口可樂

曾於 8月 28日表示，作為全公司

重組的一部分，將在全球裁員。

【看中國訊】疫情影響下的

中國「十一」長假期間，旅遊業

的業務出現了增長，出行人數和

消費支出都出現了反彈。但假期

前 4 天的全國遊客總數比去年

同期下跌 22%。同期的旅遊收

入下跌 31%。專家指出，中國

的個人消費增長依然面臨嚴重困

難，從長期看，可能會成為拖累

中國經濟復甦的一個主要挑戰。

美國之音報導稱，據中國

文化與旅遊部 10 月 4 日公布的

數據，從 10 月 1 日至 4 日，中

國 8 天的「十一」長假的前 4 天

中，全國共接待遊客 4.25 億人

次，實現國內旅遊收入 3120 億

元人民幣。

中國運輸部報告說，全國道

路發送旅客 1.91 億人次，空運

旅客 648 萬人次，鐵路旅客人

數 1180 萬人次，水路發送旅客

462 萬人次。

在依然被疫情困擾的情況

下，中國旅遊業「十一」期間的

表現好於「五一」假日。但從消

費者支出方面看，不少專家認

為，要完全恢復到疫前水平，還

存在許多障礙。僅僅與去年同期

水平相比，還有明顯的差距。

今年假期前四天的全國遊客

總數為 4.25 億人次，同比下跌

22%。旅遊收入 3120 億元人民

幣，同比下跌 31%。全國道路

發送旅客的數字同比降幅31%。

旅遊人數的減少和旅遊開支

的下滑，突顯中國這個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的消費狀況依然相當疲

軟，這將給北京當局提出的雙循

環經濟戰略構成挑戰。

部分經濟學家表示，現在說

中國經濟完全恢復還為時過早，

尤其是消費方面。野村證券中

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陸挺估計，

9 月，中國零售業年比增幅約

3%，遠低於 2019 年的平均增

幅。去年，中國零售業比 2018
年增長 8%。

中國雖然有 14 億人，但其

中很大一部分是貧困人口和低收

入人口，沒有甚麼消費能力。低

收入群體中約有 3 億多農民工，

疫情大流行給他們造成了沉重的

打擊，同時也使得經濟復甦變得

更為艱難。

十一假期大陸旅遊收入下跌 

可口可樂將大規模削減旗下品牌

最長可能達兩年。事實上，在監

管層的清退政策推動下，尤其是

在今年突發疫情衝擊下，近幾個

月以來，玖富、愛錢進、鳳凰金

融、有利網等多家頭部 P2P 平

臺，均出現非正常退出情況。

《證券市場紅週刊》10 月

6 日報導，業內人士解釋稱：

2019 年以來，監管層對互聯網

金融行業執行「三降」政策，壓

降出借人人數、業務規模、借款

人人數，到期後餘額不得新增。

然而隨著 P2P 網貸平臺爆雷現

象愈發嚴重，致使 P2P 行業的

元，月減 44.13 億美元。

美國8月貿易逆差 
創下14年新高

【看中國訊】美國商務部 10
月 6 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

8 月的貿易逆差從 7 月份的 634
億美元上升到 671 億美元，是

14 年來的最高水平。美國貿易

代表萊特希澤在數據公布後發表

的聲明中說，這個貿易數據反映

了疫情對美國及其貿易夥伴的影

響，即美國經濟的復甦快於它的

貿易夥伴。

談到美中貿易，萊特希澤

說，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正在減

少。 8 月，美國對中國的貿易

逆差減少了 19 億美元，今年迄

今為止，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

逆差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382
億美元，跌幅為 16.5%。

優質借款人愈加稀缺，而還款能

力差的借款人卻持續沉澱，即使

部分平臺暫未爆雷，但其整體呆

壞賬比例已在快速上升中。

愛錢進至今已運營 6 年。近

些年來，累計撮合交易超 2333
億人民幣。財經分析人士認為，

愛錢進爆雷，涉及 37 萬餘人、

230 餘億人民幣，很多資金其實

是進了政府和官員的腰包，投資

者是得不到補償的。所以，不管

是明星、學者還是官媒、政府，

都是詐騙分子的幫凶。

中國銀保監會消費者權益保

護局、中國央行金融消費權益保

護局主要負責人表示，金融消費

者應清楚「保本高收益」就是金

融詐騙。在實踐中，承諾保證本

金的金融產品收益率超過 6% 就

要打問號，超過 8% 就很危險，

10%以上就要準備損失全部本金。

（Adobe Stock）（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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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放風想當黨主席 但他將成為末代黨魁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中共五中全會敲定召開日期

為 10 月 26 日，並且傳出習近

平有意重新恢復設立「黨主席」

的消息。

政論作家陳破空在美國之音

節目中表示，在五中全會前夕，

習近平再次釋放出有意恢復黨主

席的風聲是有意試探外界的反

應，為鞏固自己黨內地位，並為

長期執政做準備。

他說：「現在習近平不僅大

權獨攬，還嫌不夠，還羨慕毛澤

東被稱為毛主席。他想要習近平

被稱為習主席，稱黨主席。所以

這又是因人設事，毛澤東、鄧小

平是這樣，習近平也是這樣。可

見中共的制度，不僅是憲法、黨

章還是條例根本是制無定制、事

無定事，都是因人設事，誰想怎

樣就怎樣，誰掌握了權力的上

風，誰就可以隨心所欲。」

陳破空認為，把「總書記」

的稱呼改為「黨主席」也有其他

的政治目的，因為美國川普政府

的高級官員已經改稱習近平為總

書記，意思說他不是民選的。

儘管習近平似乎野心勃勃，

但他被網民戲稱為加速中共滅亡

的「總加速師」。

知名評論人唐浩在視頻節目

「世界的十字路口」中表示，習

近平的種種作為，確實正在加速

帶領中共走向亡黨，而且還會讓

習近平成為中共的末代領導人。

唐浩歸結了習近平五種「加

速」亡黨的動力：一是空前集中

權力，剷除異己的同時也削弱這

個體制的力量，把共產黨的命運

跟他自己綁在一起。

二是習近平為確保自己不會

被敵對派系給清算，所以沒打算

挑選接班人。搞任期終身制，將

讓中共接班人「絕後」。

三是美中貿易戰的衝擊，經

濟衰頹，美國政府已經全面封

鎖，技術斷供，再加上境內龐大

的債務危機壓在肩上，當局自救

困難。

四是當局在國際上搞戰狼霸

凌，以疫謀霸，引發反彈圍堵。

當局近期對香港、新疆的人權打

壓迫害，對南海國家的霸凌，以

及對臺灣嚴重的武力恐嚇，都讓

世界各國警覺。

五是國際社會與中國人民正

在認清「中國不等於中共」。 7
月 23 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

表反共檄文，著重強調，中共不

是中國，也不代表中國人民。

前鐵嶺公安局長 
4次獲監外執行引質疑

浦發銀行女經理 
為廳官父親洗黑錢6400萬獲刑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2018 年 9 月 3 日落馬的前北京

市供銷合作總社社長高守良涉

貪 1.8 億還未宣判。近日，其女

兒、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北京分

行宣武支行公司金融部原客戶

經理高某叢為父「洗黑錢」多達

6400 多萬，二審維持原判，獲

刑 4 年半。

《中國基金報》10 月 4 日

報導指，現年 31 歲的高某叢在

2014年至 2018年這段時間裏，

多次按照父親高守良的指示，為

其收取、保管犯罪所得的巨額錢

款，涉案金額達到 6400 多萬。

報導指，高某叢是上海浦東

發展銀行北京分行宣武支行公司

金融部原客戶經理。她為父「洗

黑錢」，手段包括控制以他人名

義開設的銀行及證券帳戶來掩人

耳目，以及幫助其父收取 1000

多萬現金等。

報導指，北京市第一中級

法院一審判決高某叢有期徒刑

4 年零 6 個月，並處罰金 40 萬

元。高某叢不服，提起上訴。二

審法院北京市高院駁回了她的上

訴，維持原判。

現年 59 歲的高守良，原為

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原黨委書

記、理事長，於 2018 年 8 月因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立案審查調

查；2019 年 3 月，高守良被雙

開並被移送檢察機關提起公訴。

經調查，高守良涉嫌受賄近

1.8 億元（其中 1.1 億元未遂），

涉嫌貪污 164 萬餘元、巨額財

產來源不明 2000 餘萬元。包括

為了避免東窗事發，與幫忙藏財

的女兒切斷聯繫。落馬前還反覆

練習模擬受查情節。

一名北京市紀委官員說，高

守良貪婪成性，甚至達到了瘋狂

的程度。《紀檢監察報》指，高

守良從北京市西郊糧庫的普通職

工幹起，在糧食系統工作多年。

2013 年，成為北京市供銷合作

總社黨委書記、理事長，大權在

握。從那時候起，高守良被指

專橫跋扈，他經常說，「我說的

話，你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

據報，高守良擔任北京市供

銷合作總社一把手期間，總社負

債率增長了 9 倍。截至 2018 年

底，負債金額已達182.76億元。

官媒稱，高守良利用擔任過

3 年紀委書記、曾參與上一級紀

委專案組工作的經歷，將其貪腐

的證據交予女兒銷毀，且斷絕正

常聯絡，並先後與 16 名涉案人

員單獨見面，將受賄編造成借款

或委託投資的謊言，並與他人模

擬受查作應對。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因犯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

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的原遼

寧省鐵嶺市副市長兼市公安局長

谷鳳傑在服刑期間，居然獲四次

監外執行，引起外界關注。

據《新京報》報導，中國裁

判文書網近日公布一份《谷鳳傑

暫予監外執行決定書》引起的。

該《決定書》稱，谷鳳傑於 2009
年因「急性主動脈夾層 A 型」

做手術，術後複查主動脈 CTA
（2020 年 6 月 20 日）提示主動

脈弓部擴張，主動脈根部瘤樣擴

張，因此，「罪犯谷鳳傑患有嚴

重疾病，符合保外就醫規定，決

定將谷鳳傑暫予監外執行（自

2020 年 2 月 23 日起）」。

《決定書》信息顯示，這是

谷鳳傑入獄以來第四次獲監外執

行。另據海外網 2012 年 8 月報

導，谷鳳傑從被判刑至今，一直

以保外就醫的名義住在鐵嶺一處

別墅莊園中，「整天養花養鳥、

逗貓遛狗、遊山玩水，非常瀟灑

自在」。

網民因此議論：「在位時健

健康康的，一被抓，就出來各種

疾病！」「始終不明白，為什麼

有背景、有關係的重刑犯那麼容

易患重病？！」

也有人提出，諸多異議人

士、維權人士及無權無勢的普通

罪犯患重病，是否會一次次獲得

監外執行的待遇？

2012 年 1 月 13 日， 谷 鳳

傑因犯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

明罪，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據

大陸官方報導，谷鳳傑查證貪污

受賄金額 960 萬元。早在 2011
年就曾流傳谷鳳傑已被「雙開」

的消息，但始終未獲官方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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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五：

【老年性黃斑變性】一病人患老年性黃
斑變性，黃斑出血，視力下降。西醫治
療效果不顯；轉至本門診，經針灸及中
藥治療一月，視網膜出血停止，滲出吸
收，雙眼矯正視力恢復至 1.0。「真沒
想到，中醫能治黃斑變性！」她說。

            病人反饋之六：

【甲狀腺瘤】一病人頸部甲狀腺瘤一個
月內增長至雞蛋大。病人不願接受西醫
化療及手術，轉至本門診。經針灸及中
藥治療二次，腫瘤縮小一半，治療一月
半，腫瘤完全消退。「中醫真是很神奇！」
病人曾經的主治西醫感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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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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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五：

【老年性黃斑變性】一病人患老年性黃
斑變性，黃斑出血，視力下降。西醫治
療效果不顯；轉至本門診，經針灸及中
藥治療一月，視網膜出血停止，滲出吸
收，雙眼矯正視力恢復至 1.0。「真沒
想到，中醫能治黃斑變性！」她說。

            病人反饋之六：

【甲狀腺瘤】一病人頸部甲狀腺瘤一個
月內增長至雞蛋大。病人不願接受西醫
化療及手術，轉至本門診。經針灸及中
藥治療二次，腫瘤縮小一半，治療一月
半，腫瘤完全消退。「中醫真是很神奇！」
病人曾經的主治西醫感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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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真瑜對《看中國》表示，

胡錫進作為一個自詡是「拿筆桿

子的無產階級戰士」來說，他有

三怕：第一、他怕公開他的財

產；第二、他怕公開他的家庭、

包括孩子在海外上學及移民的情

況；第三、他怕別人揭他的黑歷

史，怕揭他今天、明天、昨天所

有的東西都是不一致的。最核心

的，他怕這三點被揭露出來之

後，他會失去現有的一切。

房產多多

張真瑜說，作為黨媒記者，

他們經常會參加集體活動，胡錫

進曾在一次活動的會議上炫耀

說，正因為他緊跟著黨的步伐，

才實現了「財務自由」。他甚至

略帶得意的誇口說，他有若干套

房。

張真瑜表示：「我們可以想

一想在北京，一個成功生意人，

或者是在一個企業裡面做高管的

人，在北京能買到足夠多的房產

也是有困難的，如果不是因為體

制內給胡錫進帶來的各種便利或

者是後門，他的人生不可能有捷

徑可走，胡錫進就是典型的既得

利益者。」

大陸媒體網易也曾報導，據

白岩松、朱軍等人介紹，胡錫進

在北京買下的一棟豪宅，就價值

2500 萬元。

孩子移民北美

今年 5 月，網傳胡錫進的

兒子已經移民加拿大。對此，胡

錫進很快發文闢謠稱，自己只有

一個女兒，是道地中國籍，北京

的上班族。

張真瑜在接受《看中國》採

訪時說：「胡錫進一直否認他的

孩子在國外，但我們都是媒體

人，我們也認識他身邊的一些

人，有時候去聊天的時候，他們

也說那個老胡的兒子在加拿大挺

好的，偶爾飯局的時候，大家就

拿他逗悶子。因為你想想他這麼

左的一個人，認為共產黨這麼好

的人，他突然把他的孩子放到國

外，對大家來說都是一種笑談、

一種笑話。我們很多媒體人都是

拿他來當笑話看。」

對於胡錫進「闢謠」，張真

瑜表示：「他肯定不會承認的，

肯定會說是汙衊，比如薄熙來當

初被爆兒子在美國用他貪汙的錢

花天酒地，薄熙來也是不承認

的。」

張真瑜指出，胡錫進「把孩

子送出國，是因為他認為他的孩

子和錢到了國外會更安全。」

張真瑜表示，很多人認為中

共官員的孩子跑到美國是因為認

可西方的價值，其實根本不是。

他們只是覺得在西方的這種文明

世界裡，他們的錢是安全的，限

制不多，也更容易去享受。

經常自己打臉

張真瑜說，胡錫進做過戰地

記者，在專業技能方面是合格

的，但是他在中共體制中，人性

變得扭曲，「他作為一個黨媒的

記者，他一直是為黨洗地，而且

這種洗地有的時候是要打臉的，

因為共產黨的整個政策是前後不

一致的，它的變化性很大，這個

對於胡錫進來說就是很難。你想

今天說這一套話，明天又得反

著說，作為一個正常的媒體人

來說，它的難度肯定是比較大

的。」

張真瑜還說，共產黨媒體的

主要的目的不是報導真實的新

聞，胡錫進他不關心調查貪官貪

了多少錢，不關心中國百姓的疾

苦，只是為政黨服務，從而保持

他的既得利益，「包括保住他的

財產和官位，保證他家人在海外

能夠有充足的資金生活，他現在

主要努力的方向就是這個」。

「此外，胡錫進在中共內部

其實也是不討好的，因為這個人

說話的兩面性太多，所以他在中

共官場內部也是非常有爭議的一

個人。而且他的醜聞也很多。」

原鳳凰網記者：胡錫進有三怕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

導】近日，《環球時報》

總編胡錫進嘲笑川普感染

中共肺炎（COVID-19），

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焦點。

10 月 4 日，曾與胡錫進

同為黨內媒體人的原鳳凰

網時政記者張真瑜，對

《看中國》記者講述了他

所瞭解的胡錫進。

北京火車站前的標語牌，加大強調的是「黨」和「夢」兩個字。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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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支持「九二共識」、

「兩岸統一」的國民黨提出這份

議案，令許多人十分意外。據中

央社報導，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6
日上午在院會中提出「政府應請

求美國協助抵抗中共」及「台美

復交」兩案，交付立法院決議。

由於其他黨團並未提出異議，因

此，國民黨兩決議案均獲通過。

根據「請求美國協助抵抗中

共」提案指出，有鑑於中共軍機

連續擾台，朝野各黨團共同呼

籲中共必須自我克制，停止一

切挑釁行為，莫使台海緊張局

勢再升溫。

看中國記者李家宏綜合報導

國民黨立院黨團今（6
日）在立法院院會提出「政府

應請求美國協助抵抗中共」、

「台美復交」兩項公決案，均

獲通過。

台灣立院通過「台美復交」決議

提案稱，長久以來美國一直

是台灣軍力的堅實後援，為強化

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及完善國防戰

備，使台海現狀不因一方採取任

意行為而改變，「政府應積極說

服美國政府依照其台灣關係法精

神，一旦中共有明顯危及台灣人

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時，在中華民國政府請求下，將

前述中共舉動視為對西太平洋地

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並以外

交、經濟與安全防衛等方式協助

台灣抵抗」。

「台美復交」的提案則指

出，有鑑於美國近期接連派出衛

生部長艾薩、國務次卿柯拉克訪

台，並宣布對台多項軍售，以及

近年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日益提

升，陸續通過多項對台友好法

案。在台美關係突飛猛進之際，

外交部對美應積極尋求全面的外

交關係，「政府應以美國與中華

民國回覆邦交作為對美外交目

標，並積極推動」。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莊

瑞雄表示，國民黨有這樣的主張

是好事，民進黨團樂觀其成，台

灣希望與更多國家建立邦交，沒

道理去擋這樣的提案。莊也說，

這些主張與國民黨過去的主張完

全不一樣，不知道在國民黨內部

是不是主流意見，感覺「國民黨

突然醒過來了」。

對此，北京官媒《環球時

報》總編輯胡錫進在微博上痛

罵，指不少人認為國民黨團所提

出這兩項公決案是要給民進黨出

難題，但是在他看來，「國民黨

這波『立委』都是吃錯藥了，他

們墮落了，市儈化了，為了擺脫

在島內的政治被動，讓他們幹什

麼都可以，沒出息！」

中國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

港人發起「舉報地下黨」行動
【看中國訊】美國移民

局10月2日發佈政策指南，
明文強調禁止共產黨員及

附屬組織成員，辦理移民或

綠卡身份，或從此斷絕中共

黨員移民美國之路。在香

港，共產黨員隱藏身分是公

開的秘密，但據估計「地下

黨」人數至少達40萬人，佔
總人口5%。近日，港人發起
向美國舉報行動。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指引

中附屬組織的定義為「獲提供、

借出，或承諾提供任何金錢或

金錢以外的支持」的組織。除非

另有豁免，否則任何共產黨員

意欲移民美國都不允許。

在前英國殖民地香港，《基

本法》規定香港「不實行社會主

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

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

年不變」，但大量「地下黨員」

隱藏身分在港活動，一直是公

開的秘密，共產黨亦批准他們

在公開場合否認黨員身份。

時事評論員程翔 2012 年

曾於《明報》撰文推算出香港

約有 40 萬共產黨黨員，佔香

港人口達 5%。程翔認為，中

共從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

簽訂後，即透過單程證及「家

庭團聚」的名額，大規模派遣

黨員南下混入香港，成為「香

港人」。根據十八大的港澳代

表數目，與大陸各地／各組織

代表對黨員的比例推算：十八

大代表共 2,270 人，代表了全

國 逾 8,200 萬 黨 員， 比 例 是

1:36000。而港澳地區在中共

體制中，地位與直轄市相若，

若參考北京、上海、天津等直

轄市約 1:25000 的黨員比例，

可推算出港澳的黨員人數在

35-45 萬人之間，估計當中 40
萬人集中在香港。

這次美國明文禁止黨員申

請移民，還列明共產黨的「附屬

組織」成員的綠卡申請同樣不予

受理。

在香港，最大工會聯合組

織「工聯會」和立法會第一大

黨「民建聯」等，一直被視為

親共組織。程翔曾引述中共在

港地下黨領導人物吳荻舟遺稿

台民調：兩岸開戰 
近半人願上戰場

【看中國訊】北京對台挑釁

日趨嚴重，「徵兵制」、「重返

聯合國」及「軍售」等議題，再

度成為熱門話題。《ETtoday
新聞雲》一項最新民調顯示，目

前有 66.6% 民眾支持台灣恢復

徵兵制，讓台灣有更多的兵源保

衛台灣，其中「非常支持」部分

為 46.7%。

54.7% 民眾認為此時是台

美自 1979 年斷交後，關係最好

的時刻；55.7% 民眾支持「美軍

駐台協防台灣」；44.9% 民眾願

意自己或家人上戰場保衛台灣。

此外，台灣藝人歐陽娜娜在

大陸「十一」期間登上央視，與

其他藝人合唱「我的祖國」，引

發不小爭議。民調顯示，42.2％
民眾贊成中華民國政府依「兩岸

條例」規定對歐陽娜娜開罰。

此前中華民意研究協會公

佈的民調顯示，有 79.6% 民

眾認為中共不可能犯台，只有

11.6% 認為中共可能犯台。

至於美中若發生衝突，也有

46.9% 民眾認為應避免捲入，

21.6% 認為應堅定支持美方，

20.0% 認為應視國際社會立場

決定。對於兩岸發生戰爭，美方

會不會出兵援助，58.7% 的人

認為美方會出兵，28.6% 的人

則認為美方不會出兵。

香港首被納入美國難民計劃
【看中國訊】美國國務院周

三（9 月 30 日）發布新年度難

民安置計劃建議，香港首次被納

入難民分配項目的特定類別，與

伊拉克、薩爾瓦多、危地馬拉、

洪都拉斯、古巴和委內瑞拉歸為

同一類別。港民間集會團隊發言

人劉穎匡指，港版國安法通過

後，很多國家開始接收香港政治

難民，今次美國正式將港人納入

難民配額中，代表美國認同香港

人權正在倒退。

今次將香港納入難民分配

項目是美國針對港版國安法實

施後的新舉措。美國預期會在

2021 年財政年度接收逾 30 萬

名新難民，其中難民接收計劃

預計接收難民 1,5000 名，另外

29 萬則是尋求庇護人士。今年

7 月中，美國總統川普曾發表

演講，指香港已是「一國一制

簽」，並署行政命令終止對港的

特殊待遇，其中亦包括基於人

道理由，重新分配難民配額予

被極權迫害的香港人。

香港眾志前秘書長黃之鋒認

為，美國國務院做法證明西方國

家對「一國兩制」失去信任，對

比此前的制裁和法案，今次凸顯

香港人權的倒退得到美國跨黨派

人士認同，香港更與委內端拉、

洪都拉斯等陷入人權危機的國家

齊名，情況嚴重。

此前，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

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時事評論人

鍾劍華對《看中國》表示， 香港

曾經是自由港，很多難民來香港

尋求政治庇護，而今回歸 23 年

後，港人要偷渡他鄉，淪為政治

難民，實在太諷刺，北京應為此

感到羞恥。

另外，本周四，美國眾議院

外交委員會一致通過「香港人民

自由和選擇法案」（Hong Kong 
People’s Freedom and Choice 
Act），要求政府想恐受迫害的

在美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分，並

加速他們取得難民資格。

《六七筆記》披露，「中共原本

準備在解放上海後，五年內解

放香港。因此在港成立了『城

工委』」，當中「城工委」的職

能，疑是融入了「香港工會聯合

會」（工聯會）之中。

美國移民律師鄭存柱接受

自由亞洲訪問時指出，辦理移

民或綠卡身份手續時，要進行

自我申報，回答是否或曾經是

共產黨黨員；美國聯邦亦會進

行調查，若發現虛報，即使已

順利蒙騙獲得綠卡或移民等，

都會被取消資格。

在香港流行的網絡討論區

連登上，近月已經出現數千與

此相關貼文，部分貼文更貼出

疑似「地下黨」的成員資料。

圖為9月17日美過副國務卿柯拉奇訪台。（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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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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當晚以書面回答台灣媒

體提問時，以朱鳳蓮的名義作

上述表示。

朱鳳蓮首先重彈一中的舊調

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不可

改變的歷史和法理事實」。陸

方堅決反對任何製造台灣獨立、

「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

分裂行徑。兩岸的事是「兩岸同

胞的家裡事」，絕不容許任何外

部干涉。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 7 日回

應指出，最近 1 個月來中共軍

機繞台，當中雖有美中對峙因

素，但是台灣首當其衝，國民黨

應該提醒蔡政府，且民調顯示 5
成以上民眾都認為美國應該要幫

忙協防台灣。提案並不違背「親

美和陸」政策的路線，既然蔡政

府一再宣稱台美關係良好，且過

去台美也曾經有過邦交，那就應

該推動復交。

美或推第二輪經濟
制裁清單

8 月初，美國政府宣佈制

裁 11 名破壞香港民主自治的中

港官員，包括特首林鄭月娥；

制裁並要求美國財政部在 60 日

內提交與制裁人士有往來的金

融機構清單。按日推算，60 日

已經屆滿，或推出新一輪制裁

清單。

大和資本市場首席經濟師

賴志文表示，香港未有應對制

裁法案的經驗，而美國政府對

制裁的執行力度及深度，以至

對香港的影響，目前難以評估；

重申倘最終有香港銀行被列入

第二輪制裁清單中，將對港幣

資金流向及銀行體系，以至港

幣 - 美元聯匯率穩定性帶來衝

擊，故投資者需格外留意。

反送中運動（Getty Images）

國軍（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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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

報導】綜合自由時報與中央社

報導，7 日下午，2020 年諾貝

爾化學獎得主確定由曾於 2016
年到訪臺灣、對編輯基因技術

有極大貢獻的法國學者卡彭蒂

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
及美國學者道納（Jennifer A. 
Doudna）奪下。

臺灣中研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凌嘉鴻博士在畢業後，

於 2012 年進入道納的實驗室，

參與 CRISPR 的研究。

凌嘉鴻表示，基因體 DNA
是生命的藍圖，能夠控制外表及

生理功能等，但當基因出現問題

時，例如基因突變，導致細胞功

能變為壞的，藥物也無法根治

的，只能夠控制，這個時候就

需要有能夠修正錯誤 DNA 的方

法，CRISPR/Cas9 正是基因編

輯的工具。

凌嘉鴻表示，過去很多與

基因相關的疾病，未來就可以

有機會根治，像免疫相關疾病、

地中海貧血，以及沒有免疫力

的泡泡寶寶或漸凍人，均是因

DNA 出現小錯誤就造成了很嚴

重的疾病。

除了醫學之外，凌嘉鴻表

示，這把剪刀最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能夠隨心所欲編輯任何物

種，無論是動物或是植物，均可

以應用，而除了應用在醫學外，

也可以透過這把剪刀來改造很多

的農作物，進而幫助農作物面對

極端環境。

凌嘉鴻目前從事的研究是

實際應用 CRISPR/Cas9，他強

調，基因編輯影響的層面非常

多，從生老病死到食衣住行，至

於將來醫學上的貢獻則會很大，

但也因為這項技術非常強大，讓

科學家們也同時注意到這般的技

術得要被好好的管理，如此才能

夠發揮他最大的貢獻。

唐獎基金會 7 日稍晚也發布

新聞稿表示，因應 COVID-19
疫情，道納運用 CRISPR 技術

來開發快速檢測病毒方法，與

目前多採用測試病人是否已經

對中共病毒 ( 又稱新冠狀病毒，

COVID-19) 產生抗體的快篩方

法相比之下，更具有超前部署

意味。

基因編輯技術奪諾貝爾 學者：像DNA剪刀可望根除疾病

香港《蘋果日報》今天（7
日）報導，于謙做為中國最著

名相聲團體德雲社創始人郭德綱

的搭檔，在演出中被郭德綱調侃

是「相聲皇后」，除了相聲外，

他也多次參與電影演出，去年底

更憑著《老師‧好》，在澳門國

際電影節摘下影帝，成為德雲社

的第一位影帝。

于謙的最新一個《總加速師

是條狗》影片，內容談的其實是

中國皇家養狗的緣起，講到清朝

慈禧太后愛狗，甚至養狗養到影

響對國事的判斷，于謙在影片

中表示，「什麼事都拿狗這個來

定，你說這好的了、好不了」、

「你一切都拿狗定的，那還有好

啊」、「大清國的亡國跟狗還真

有點關係」。

雖然影片內容其實與習近平

無關，但標題等於在罵習近平是

條狗。

因為「總加速師」現在是網

民稱呼習近平的，這部影片等於

除了在諷刺習近平是條狗外，又

把習近平與亡國牽扯上關係，明

顯觸犯中共當局的忌諱。據悉，

後來影片標題因此便改為了《國

家命運和狗》。

目前雖然未知影片上傳、標

題的確認是否于謙親自處理，

由此也引發中國網友擔心「竟弄

了個這樣的標題！于老師，您

吶這是奔著流亡海外去的」、

「標題太驚悚了，悠著點，別惹

了麻煩」、「于老師都揭竿而起

了」…… 
習近平野心勃勃，他因為在

多領域的胡為，被網民戲稱為加

速中共滅亡的「總加速師」。

知名評論人唐浩在視頻節目

「世界的十字路口」中表示，由

於習近平現在普遍被稱為「總加

速師」，意思是加速推動共產黨

走向滅亡的人，目前習近平的種

種作為，確實正在加速帶領中共

走向亡黨，而且還會讓習近平成

為中共的末代領導人。

今年以來，中共「戰狼外

交」連續受挫。由於中共隱瞞導

致新冠狀病毒（COVID-19）擴

散全球，且借疫情之際，四面出

擊，不斷派軍機、軍艦到台海、

南海、東海「耀武揚威」。並與

印度爆發近幾十年來最大邊界衝

突，導致其與周邊國家間的關係

不斷惡化。而過去幾個月以來，

中美關係持續惡化。川普 ( 特
朗普 ) 政府已經接連重拳制裁中

共，在金融、科技、國家安全和

人權問題等方面向北京接二連三

地開炮。

長期研究美中臺局勢的總體

經濟學者吳嘉隆早前在臉書發文

表示，「習近平的綽號，總加速

師，絕非浪得虛名，他確實會加

速中共的崩潰。」

有意思的是，9 月 26 日，

中共新華社發表了一題為「這條

路，我們請你一起加速！」的視

頻短片，意圖為貴州的「扶貧」

和「旅遊」加速，並且號召「全

民加速」。網友解讀稱，這是

官方正式認證習「總加速師」稱

號。

    中共新華社「認證」習近平

為「總加速師」，特意發表「這

條路，我們請你一起加速」。

 相聲名家新片：「總加速師是條狗」
【看中國訊】中國相

聲名家、「德雲社」二把手

于謙，在YouTube開講聞
談，最新一集的影片標題竟

然是《總加速師是條狗》，

由於中國「總加速師」是用

來稱呼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的，網友直呼：「于老師

都揭竿而起了！」隨後標題

已做修改。

德雲社郭德鋼和于謙（右）（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四川省將頒布

糧食安全條例，並提出「藏糧於

民」。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日前，

四川省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

二十二次會議在成都舉行，備受

關注的《四川省糧食安全保障條

例（草案）》提請大會審議。這

是中國的地方人大常委會首次對

加強糧食安全進行立法，《條例

草案》內容包括「藏糧於民」，

明確鼓勵餐飲企業和集中用餐的

食堂，及城鄉居民家庭，平時根

據需求儲存一定數量的口糧。成

都維權人士黃曉敏對自由亞洲電

臺說，近期無論高層還是基層官

員，民間日常的餐飲都提倡節約

糧食光碟行動，大搞農田基本建

設，恢復種糧，給人的感覺好像

有糧荒，有食品危機。

黃曉敏說，當局最近高調放

話要恢復供銷合作社、恢復供給

制，給人一種感覺是，想要恢復

到五、六十年代實行定量、定

額、定員、定時去獲取每日的生

活資源，這一連串的舉措、政

策、動作、信息，都是為了應對

與美衝突，應對可能的軍事鬥爭

和閉關鎖國。

河北邯鄲商人崔先生說，四

川頒布有關糧食安全的保障條

例，歸根結底說明了中國的糧食

短缺問題嚴重，說明糧食已經出

現問題了，再不去制定法規，可

能糧食安全會出現更大問題。貴

州大學前經濟學教授楊紹政對自

由亞洲電臺說，四川政府頒布鼓

勵藏糧於民的政策，容易在民間

掀起糧食搶購潮。

有中國網民對於四川的「藏

糧於民」政策作出各種猜測。一

位手機網民留言寫道，政府鼓勵

屯糧，第一是為「新冠」可能反

撲作準備，第二是為可能爆發的

戰爭做準備。他解釋說，四川地

處西南，中印軍事衝突如果擴

大，就有可能影響到西南地區，

故提前作準備。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日前傳出，北京將「樂聖」

貝多芬的《歡樂頌》定義為「宗

教音樂」，禁止作為教材，消息

一出引發大眾譁然。

根據中國網友在微博和微

信上的爆料，政府官員指示，

新學期開始後，教師須避免「宗

教音樂」在教材中出現，包括有

宗教背景的樂器與音樂，其中包

含了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第四

樂章，即俗稱的《歡樂頌》（Ode 
to Joy），當局要求教師自行調

整教材內容，倘若出現問題，教

師個人負全責。

今年適逢貝多芬 250 年誕

辰，全球掀起貝多芬熱，他所

創作的鉅作第九號交響曲「合

唱」，是一連串慶祝活動中的經

典，其中第四樂章的歌詞，改

編自德國詩人席勒 1785 年創作

的《歡樂頌》，亦是貝多芬創作

第九號交響曲的靈感來源。目前

《歡樂頌》不僅被選為歐洲聯盟

的官方盟歌、歐洲委員會會歌，

更被譽為是「歐洲之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01
年 9 月 4 日，將柏林國立圖書

館收藏的《第九交響曲》手稿列

入「世界記憶名錄」中。 2003
年《第九交響曲》的手稿在倫敦

的蘇富比拍賣行以 330 萬美元

的天價售出，印證了其價值。

然而，如今北京當局要禁止

使用該曲，引發大陸民間不小抱

怨。不少人表示，貝多芬的《歡

樂頌》是經典作品，不是宗教音

樂；也有民眾質疑，如果宗教音

樂不能教，那巴赫、巴洛克時期

等相關知識是不是也不能出現在

教材中？另有一些中國網友批評

說，中共禁了文學、禁了歷史、

禁了政治、禁了宗教、禁了粵

語、蒙古語、朝鮮語、禁了網

絡、禁了結社、禁了言論自由，

現在更連音樂都要禁止。

旅居德國的中國知名作曲家

王西麟表示，世界許多經典音樂

與西方宗教有關。貝多芬第九交

響曲不是宗教音樂，它是人類思

想、文明的燈塔，這是人類思想

的高峰。中共從 1942 年開始，

藝術標準就是為黨服務的，現在

連《歡樂頌》也要封殺，極其愚

昧、荒唐。中共在思想上、文化

上正走向自己的末世。

 四川提出「藏糧於民」 傳北京禁貝多芬《歡樂頌》
【看中國訊】人能像鳥

一樣在空中飛行嗎？能！英

國一家科技公司發明噴氣飛

行服，穿上它就可以在空中

飛行。

這 種 飛 行 服 是 英 國

大北方航空救援服務隊

（GNAAS）公司研發的。

該飛行服裝有 5 個微型噴

氣式發動機，後背戴一個，

每隻胳膊套兩個。飛行服重

量為 27 公斤，每小時可飛

140 公里（85 英里）。這種

飛行服主要用於急救等醫療

服務，也用於交通事故。

BBC 報導，研發公司

進行了飛行試驗。在英國湖

區國家公園（Lake District 
National Park），穿著這套

飛行服的人員，在一分半鐘

內，就到達了要攀登 25 分

鐘的一座小山的高處。

研發人員表示，飛行試

驗是成功的，但飛行服在空

中的飛行時間太短，僅為

5-10 分鐘，還有許多地方

可以改進。

英國發明飛行服

小麥（Adobe Stock）

【看中國訊】西方媒體駐華

記者一直都是在很困難的環境下

工作，而今年，這些駐華記者更

加舉步維艱。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金融

時報》的亞洲新聞編輯賈米爾 ·
安德里尼（Jamil Anderlini）曾

經是該報駐北京記者站站長，深

知外國記者在中國的工作環境。

在美國愛德華 ‧ 默羅數字世界

中心日前的視頻會議上，安德里

尼表示，北京對媒體信息的嚴格

管控正在擠壓信息空間。

他說：「我的朋友，前《華

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安娜 ·
費菲爾德比較了她在中國和朝鮮

報導新聞的經歷，她認為兩者之

間越來越相似。專制政權同樣管

控並操縱信息。」

據非營利機構無國界記者組

織的 2020 年世界新聞自由度排

名，中國在列入統計的 180 個

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 177位，

朝鮮名列最末。《紐約時報》亞

洲記者艾德里安 · 卡特認為，北

京對信息的管控不僅表現在操縱

新聞媒體，還有對新聞來源的施

壓。

卡特說：「北京當局不僅管

控了對敏感內容的報導，同時越

來越少的公民願意接受外媒的採

訪，這使我們的工作變得越來越

困難。」

她說：「過去很多 CEO 願

意和我們討論中國的經濟問題，

而不涉及政治，隨著越來越多

的 CEO 發現自己被禁止接受外

國媒體採訪，經濟這個話題也變

得敏感而不能討論了。然而在中

國現在所有的話題都是敏感話

題。」

安德里尼說，打壓、驅逐記

者和管控駐華外國媒體不僅對記

者來說是一種災難，更不利於中

國自身發展。美中兩國關係發生

嚴重對峙後，《華盛頓郵報》在

本月宣布，不再在中國設立記者

站。截至目前，《華爾街日報》、

彭博社等著名外國媒體大幅度裁

減在華雇員，所有澳大利亞新聞

記者都已被驅逐出境。

安德里尼稱，中國的國有媒

體長期以來受北京當局管控，缺

乏獨立性和客觀性。他說：「無

論是新聞還是教科書裡，每一條

信息能夠傳達給公眾都是經過嚴

格審查和精心設計的。」

卡特認為，中共對信息的管

控、對記者的打壓是當局加強自

己權力、維護共產黨統治的一個

重要手段。安德里尼認為，中國

愈發惡化的媒體環境，對外國駐

華記者提出了嚴峻挑戰。

駐華記者：工作變得越來越難
【看中國訊】為探望祖母，

10 歲 男 童 羅 密 歐（Romeo 
Cox）與爸爸一起，從意大利西

西里走到英國倫敦。

據外媒報導，羅密歐去年

從倫敦搬到西西里首府巴勒摩

（Palermo），他的祖母年事已

高，住在倫敦老家，獨自生活。

一年多沒見到祖母了，羅密歐很

想念祖母。但倫敦由於疫情封

城，航班被取消。於是他決定走

回倫敦老家看望祖母。

6 月 20 日，羅密歐和父親

菲爾（Phil Cox）從巴勒摩出

發，基本上沿著著名的千年朝

聖古道──法蘭奇納古道（Via 
Francigena）前行，晚上在修道

院或青年旅館過夜。父子倆大部

分時間步行，但有時也騎自行車

或坐船。途中經過意大利、瑞

士、法國和英國的多個城鎮，

花了 3 個月的時間才到達目的

地，行程 2800 公里。旅程中，

他們曾戰勝惡犬，躲避過黃蜂。

當他們在 9 月 21 日抵達倫敦老

家時，鄰居都出來歡迎他們。不

過，羅密歐還不能馬上與祖母團

聚，得先隔離 14 天。

菲爾說，這段時間他一生都

不會忘記。羅密歐說，雖然現在

筋疲力盡，但所經歷的都是值得

的。羅密歐在這次旅程中還為慈

善機構募得 13000 英鎊。

示意圖（Adobe Stock）

男童走2800公里看望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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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昭

美國副國務卿克拉齊 9 月

份去了臺灣之後，剛剛又去了柏

林，在勃蘭登堡門附近、在當年

的柏林牆邊錄了一段小視頻，模

仿 30 多年前里根總統那句話：

「戈爾巴喬夫先生，拆掉這堵

牆」，克拉齊說了一句「習近平

先生，拆掉這堵牆」，這裡指的

是把中國網際網路與世界隔開的

長城防火牆。

以美國的對中策略，把中共

和中國人民相區分，它必須有一

些行動實踐這個原則，否則就會

淪為一句空洞口號了，這並不是

美國政府的風格。只有促進中國

與世界信息的順暢流通，讓中國

大眾脫離了在知情權上完全被當

局控制，中共和中國人相切割才

有產生實效的基礎。所以推牆是

這種切割策略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

試想一個普通中國居民，並

不關心外面的世界怎麼樣了，生

活的人際圈子又很小，有限的獲

得資訊的渠道又高度受控制，設

身處地地想，他不受到愛黨愛國

的宣傳帶動也很難，只是程度問

題。

很多時候中國人和你爭

論，反對的理由也找出了不

少，也挺雄辯的。但其實今天

的中國人大多數沒有那麼明確

的是非感，說你這樣荒謬、那

樣可笑無非是他很少接觸到和

你相同的聲音，覺得你是極少

數、他是絕大多數，他有碾壓

你的底氣。他真正衡量的還是

勢力的強弱、哪邊的喇叭比較

大。只有他可接觸到的範圍

內，不同的聲音變多了，還得

有一定的頻率刺激到他，他才

會去重新權衡環境，原來你們

這些恨黨恨國的也不是那麼孤

立弱勢，也許有一定的道理也

說不定。這時候他才會真的去

聽你說了什麼。現在他根本不

聽你說什麼，條件反射就是你

是 loser，你荒謬。

那個時候才會去想自己和黨

國並不是什麼不可分割的一體。

所以打掉這堵牆很重要，把中共

和中國人區分，在現實中才有比

較大尺度發生的可能。

怎麼拆掉防火牆呢，我還沒

看到美國學界、政府在政策層面

有很具體的討論。我本人不是技

術專家，不知道有什麼辦法讓中

共的信息過濾機制直接不工作

了，美國也許有這樣的技術力

量。不過這可能涉及一些網路攻

擊行動，類似於戰爭手段，並不

容易付諸實施，在美國也會有法

律障礙。

當然美國政府可以資助一些

破網工具的開發，不過這種東西

的成效一直有限，只有用戶主動

有穿牆打洞、去看外部世界的願

望的時候，才會去尋找破網工

具，相對於好幾億中國網民，主

動翻牆的是很少一部分人。所以

比較可行的方式是兩種，一種是

通訊技術的整體進步，讓破牆容

易修牆難。比如像馬斯克的星鏈

接術，完全顛覆過往的網際網路

傳輸模式，不走光纖線纜。人在

家中坐，wifi 天下來。直接走

衛星了。這種產業的整體升級，

中國不得不跟進，它得去建一個

適應新技術的封堵機制，成本極

其高昂，沒有外部的幫助自己也

做不到。就像長城防火牆的早期

有思科公司的參與一樣。

還有一條路就是沿著現在封

堵華為、中芯的路走下去，把參

與修長城防火牆的企業列入制裁

名單，所有用到美國技術的產

品，都不得用於和長城防火牆有

關的項目。讓中共很難更新、維

護；讓這堵牆年久失修，漸漸到

處是窟窿、這漏風那滲水的，也

是隨著整體技術的進步，它也就

越來越難發揮作用了。第二條路

可能是更可行的，就是需要時

間，需要美國這邊有政策上的延

續性。

可能有朋友說，那中共乾脆

就不准老百姓上網就完了唄，就

像毛時代，一家就一個收音機、

一臺收音機只能鎖定幾個頻道；

或者更狠，乾脆物理斷網？目前

網際網路已經和中國的經濟不可

分割，網購、各種在線交易已經

成了基本生活模式，斷網對經濟

是毀滅性的傷害。把中國完全變

成一個大區域網呢？美國的技術

封鎖現在已經帶來一個趨勢，就

是中國人要維持一個有品質的生

活，成本會變得越來越高，因為

別人不賣給你晶元、不給軟體授

權，你更新維護越來越難，中國

企業很難盈利，那中國用戶使用

這些服務不僅質量變差、還越來

越貴。

等技術進步，比如快速進入

6G，衛星網際網路技術普及，

對用戶提供免費 wifi，人家又好

用、又成本低廉。你這兒又難用

又死貴，那就很難擋得住。這是

一種比較樂觀的預測，因為美國

掌握著技術潮流的趨勢，只要政

府把拆牆認真當成一件事來辦，

又能持之以衡有連續性，肯定是

會有進展的。而且肯定用不了十

年八年這麼久。

美高官首談拆「長城防火牆」要動手了？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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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民間的病態心理深層研

究，大陸的精英比外面的人看得

清楚。北京市煒衡律師事務所一

位叫做張凱的律師，網路發表論

述，研究中國人的仇恨。

「九一一」事件時，張律師

在一家大學食堂，電視循環播放

雙子塔被炸塌的圖像，開始人人

震驚。但很快，一個年輕人拿著

匙羹敲飯盒，開始有人歡呼雀

躍，認為拉登替中國人報了仇。

但張律師無意發現：敲飯盒

的那個中國學生，桌上另有一本

託福考試的英文辭彙書。他無法

理解這個中國大學生去美國的目

的。

川普 ( 特朗普 ) 宣布驗出武

肺病毒，張律師的朋友圈即出現

慶祝風潮。其中一個慶祝的人是

他的客戶，聲稱張老師的粉迷，

本來計畫中秋節後來律師所見

面，因為他的工廠遭強拆，損失

慘重，哀求代理此寃案，電話那

端幾哭出聲來。

但川普得病，該苦主發放簡

訊通知，卻附發了許多禮花的圖

徽。張律師說：「隔著屏幕，我

都可以看到他開心，為了不打攪

他的好心情，我默默把他刪除

了。我想：他的房子一定是特朗

普下令拆的，既然已經報了仇，

就不需要找我了。」

張律師的幽默感，令人欣

賞。他指出：仇恨美國，在這個

國家早不奇怪。美中在同一個地

球，卻分別在兩個世界，「就像

巴別塔之後，人類從此陌生，誰

也沒法說服誰」。

人類沒有從此陌生，人類自

從武肺蔓延，包括歐洲，開始只

對中國覺得陌生而已。美國帶頭

與仇恨大國切割。許多香港人著

眼於一個錢字，計算美中脫鉤之

後，美國的貿易會損失幾多？中

國經濟又會受多大影響。

唯由張律師的角度，美中脫

鉤是美國人開始與一片深重而龐

大的仇恨國土脫鉤。若仇恨是一

種病毒，美國國內的政治正確左

膠已經足夠傳染。

張凱律師引述名言：「世界

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

緣無故的恨。」他懷疑：中國人

對美國和西方文明的刻骨仇恨是

哪裡來？此等仇恨是何邏輯？他

認為，愛是有原因的，像母愛，

因為母子血緣。女影迷愛劉德

華，因為劉德華靚仔。但是中國

人仇恨美國？連牛頓的物理定律

也無法解釋。

物理學無法解釋的，神學可

以解釋。電影「莫札特傳」裡的

那個樂師薩利埃裡對天才莫札特

的仇恨是從哪裡來的？莎劇「奧

賽羅」中，伊阿高對黑人將軍的

仇恨、對世界一切美好那股毀滅

的渴望，又從哪裡來？大陸的教

育沒有探討這個層次，北京這位

張律師遂有此天問。

香港雖號稱法治社會，律師

做樓契而發達，然後去馬會、上

深圳打高爾夫，生活無憂無慮。

我從未遇到過一個香港律師有這

樣的深度思考，當然，因為香港

人認識法治，保障了人權，減少

了仇恨，是英國人令香港的律師

生活吃喝玩樂，比不上大陸律師

之知識份子情操。這一點，可歸

咎為英國的殖民管治。

◎文：陶傑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經常在網上看到這樣的言

論：打 xx 我捐三個月工資。

如果打仗只需要花三個月

工資，確實很便宜，大多數人三

個月的工資還不夠買一平米房子

呢。遺憾的是，面對真正的戰

爭，這點錢是遠遠不夠的。我上

小學正趕上自衛反擊戰。有一

天，我問老師一發炮彈要多少

錢，同學們捐點錢給解放軍叔叔

買炮彈打敵人吧。老師的回答出

乎我們意料：一個炮彈的價格，

大概是一個農民全家一年的生活

費。

搶佔某個山頭的戰鬥，打了

三天炮彈，相當於我們全縣所有

人一年的生活費。 823 炮戰，

廈門幾千門大炮轟炸金門，一發

炮彈的價格，6 寸炮彈是 125 美

元，8 寸炮彈是 250 美元。一個

月炮轟下來，總開支大約相當於

當時廈門所有房子的總價格。

那些更大的戰爭，只會更費

錢。蘇聯衛國戰爭中，1945 年

4 月 16 日，蘇軍四萬門大炮同

時進攻，一天發射炮彈 190 萬

顆。這筆錢，相當於一千萬中國

農民一年的生活費——這只是那

一天打戰的開支。

或許你覺得科技發達了，生

產力提高了，炮彈不那麼貴了，

或許打戰的負擔不那麼重了。但

是如今的武器也升級了。某些國

家武器價格或許是機密，但是美

國的武器價格是公開的，網上可

以查到。

傑達姆炸彈，當年炸過中國

大使館，三萬美元；戰斧巡航導

彈，159 萬美元；m1 主戰坦克，

900 萬美；。阿帕奇直升機，

2000 萬美元；b2 轟炸機，21 億

美元，按照今日金價，大約是 30
噸黃金。這飛機若是起飛，每小

時的開支是 16 萬美元，相當於

三線城市的一套房子。布希號航

空母艦，62 億美元。養航母三十

年的開支，大約是 800 億美元。

伊拉克戰爭，美軍以壓倒式

的戰鬥力輕鬆取勝。這場戰爭中

美軍花費是近萬億美元。有人計

算過，這筆錢若是換成一百元一

張的人民幣，五秒鐘燒一張，你

燒一萬年也燒不完。

戰爭靠人多是沒用的，要打

贏戰爭，主要是靠科技和金錢。

如果某個國家想用常規戰爭的辦

法抗衡中國和美國這樣的超級強

國，它就必須跟中國和美國一樣

有錢。

大多數中國人說起新加坡，

都是不屑一顧，覺得這個還沒有

上海浦東大的小國家根本不會有

軍事力量。但是實際上新加坡是

東南亞不可忽視的軍事強國，它

的軍費高於馬來西亞，甚至高於

菲律賓和印尼這樣的人口上億的

國家。新加坡的人均軍費開支是

3400 美元。如果一家三代六口

人，每年承擔軍費大約是二萬美

元，或十幾萬人民幣。

如果每個中國人也承擔新加

坡這樣高的軍費，一家六口每年

貢獻 14 萬人民幣給國家，你覺

得有幾個家庭承受得起？

這只是和平年代新加坡的軍

事開支，不是戰爭。一旦發生戰

爭，錢就沒法算了。中日戰爭到

後期，正面戰場的每個國軍士兵

只能分到幾顆子彈，每天的食物

只有九兩大米。個個餓得骨瘦如

柴。抗戰結束了，接下來卻是更

激烈的三年內戰。國民黨政府只

能飛速印鈔票。 1948 年 8 月 21
日，法幣崩潰。同一時期上海的

物價上漲了 492.7 萬倍。金圓券

代替法幣後，通脹比法幣更快。

做個這樣的直觀比較：如果

馬雲把所有的財產變現為存款，

在抗戰時期前存在銀行，到 1948
年可以買一輛汽車，到 1949 年

年底這點存款就不夠加一次油

的錢，只能洗一次車。這樣的戰

爭，馬雲得為國家捐多少錢？

並且，你所有投在房產和孩

子身上的錢，在戰爭中看不到絲

毫回報，都會煙消雲散。

你以為打仗只需要捐三個月

工資，那是在網吧打遊戲買裝備

吧。

打仗我捐三個月工資

那你還是打遊戲吧

2018年5月4日，幾個中國遊客

在柏林一處公園裡的馬克思和

恩格斯雕像處拍照。（圖源：

Getty Images)

2020年9月14日，川普總統和加州國民衛隊以及他們的家人合影（圖

源：California Army National Guard）

中國仇恨研究

◎文：文昭

◎文：南洋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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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

10月6日，德國代表美
國、英國、法國和日本等39
個國家，在聯合國大會發表

聲明，針對中國於新疆和

西藏的人權記錄，表示嚴重

的關切，且呼籲北京必須尊

重香港自治與司法獨立。其

與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

軍在5日聲稱代表26國的發
言，形成強烈對比。流亡英

國的香港民運人士、「香港

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稱，

這代表著「民主和獨裁的對

決」，中共「聯歐抗美」大

計已完全失敗了。

寰宇新聞

◆吉爾吉斯國會選舉 10 月

4 日投票，傳出有政黨以煤炭賄

賂民眾，引發約 5000 名激進民

眾走上街頭抗議，並佔領了國會

大廈、總統府與國家安全局；反

對派勢力 6 日宣稱，他們已經

掌握大權，也還釋放此前因貪

腐重罪遭監禁的前總統阿坦巴

耶夫。 6 日晚間更讓中選會推

翻大選結果、改判確認「選舉無

效」，並逼使吉爾吉斯總理「辭

職下台」，更換「臨時內閣」。

諷刺的是，一場反貪腐的「革

命」，打算換上來的卻是另一批

貪腐者。吉爾吉斯問題專家指

出，在脫離前蘇聯的統治後，該

國政治生態長年就因種族、地緣

文化與家族派系，而大致分裂成

「南北對抗」，而南北派系主要

著重於政治權力與國家資源的利

益輸送與分贓。

◆印度為不讓中國獨占緬甸

的能源領域，並強化雙方經濟往

來，印度外交與軍事高層於 10
月 4 日及 5 日赴緬甸訪問，雙

方除同意共同推動多項運輸基建

外，印方還決定投資 60 億美元

在緬甸興建煉油廠，並推動若開

邦實兌港明年首季共同投入營

運。緬甸在走向民主化後，希望

逐漸擺脫在軍政府時代受中國控

制的情況，並拉攏印度等大國平

衡中國影響力；而印方則希望透

39國譴責中共對港疆藏暴行

德國駐聯合國大使霍斯根

（Christoph Heusgen）在 10 月

6 日於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進

行一般性辯論之時，他代表德

國、奧地利、比利時、丹麥、愛

沙尼亞、芬蘭、法國、荷蘭、挪

威、盧森堡、冰島、愛爾蘭、義

大利、波蘭、西班牙、瑞典、瑞

士、英國、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

納、保加利亞、美國、加拿大、

克羅埃西亞、海地、宏都拉斯、

日本、拉脫維亞、列支敦斯登、

立陶宛、馬紹爾群島、摩納哥、

諾魯、紐西蘭、澳洲、北馬其

敘利亞、安哥拉、安地卡和巴布

達、白俄羅斯、蒲隆地、柬埔

寨、喀麥隆、赤道幾內亞、厄利

垂亞、寮國、緬甸、納米比亞、

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勒斯

坦、聖文森及格瑞那丁、南蘇

丹、蘇丹、蘇裡南與辛巴威等

26 國，其中朝鮮、伊朗、俄羅

斯、古巴、敘利亞和委內瑞拉等

6 國受到美國、歐盟或其他西方

國家制裁。

關於中共代表於聯合國大會

上的此番言論，北京異見人士胡

佳向自由亞洲電臺說，自從武漢

肺炎大爆發之後，北京當局可說

是陷入內憂外患危機，如今卻用

主動出擊策略來轉移社會矛盾。

胡佳批指，聯合國已經成為

中共施展金元外交及操控人權劣

跡斑斑國家的平臺。這些（聯

名國）皆為流氓國家，如今北

京搞金元外交去拉攏這些人權劣

跡斑斑的國家，而形成一個幫

派，似乎成為一個國際社會上的

國家黑社會勢力團體，而在聯合

國佔據了話語權，將聯合國存在

的價值及意義完全葬送掉，聯合

國就好像已經遭到武漢肺炎侵染

的病人，而最大的病毒製造者即

是中國共產黨。

頓、帕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

亞和及阿爾巴尼亞等 39 個國家

發表聯合聲明。

在聲明中指出，呼籲北京應

該尊重新疆與西藏的人權，並

嚴重關切新疆存在龐大的「集中

營」，中國 ( 中共 ) 政府任意拘

留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甚至

還進行強迫勞動及強迫性節育

等，已經嚴重侵犯了人權。

聲明亦就香港新國安法一事

表示關注，批指在港版國安法中

有許多的規定，並不符合中國的

國際法律義務，因其允許將某一

些案件移交給中國起訴，並呼籲

北京政府應該要保障「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與「中英聯合

聲明」中所保障的權利，以維護

香港的自治、權利、自由和尊重

香港司法獨立。

中共代表26國發言 
引發批評

5 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

張軍代表了俄羅斯、朝鮮和巴基

斯坦等 26 個國家批評美國等西

方國家，且要求西方國家應該取

消單邊制裁，此舉已引發外界關

注和討論。

由張軍代表的國家，除了中

共政府之外，其他包括古巴、朝

鮮、伊朗、俄羅斯、委內瑞拉、

【看中國訊】美國國務卿蓬

佩 奧（Mike Pompeo）10 月

6 日在東京與日本、澳洲及印

度外長舉行「四方安全對話」

（QUAD）。

在武漢肺炎疫情陰霾籠罩白

宮下，蓬佩奧取消訪問韓國與蒙

古的行程，僅在日本停留一天。

蓬佩奧在出發前告訴記者，

我們「已經為此努力了很長一

段時間」。他在推特（Twitter）
發文說：「期待就加強合作進行

討論，以促進我們共享的願景－

由獨立、強大與繁榮的國家組成

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

蓬佩奧說，美方希望取得

「一些重要成果，並做出重大宣

布」。但他補充說，不會在東

京宣布任何事項，必須等各國外

長回國後「徵詢領導人意見，以

確保我們的作法無誤。」

觀察人士認為，「四方會談」

近一年來隨著各會員國有感於中

國的武力威脅和南海緊張局勢的

升高，而發展出民主國家的共同

願景。會談最重要的意義在凸顯

中國日漸「自我孤立」和「沒有

朋友」的窘境。也有人表示，因

各參與國著眼的利益各異，未來

能不能進一步化為「抗中」的行

動機制，還面臨相當大的挑戰。

2020年 9月 18日聯合國人權會議會場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繼美國、英國

收緊敏感技術領域對中國留學生

的限制後，日本政府也表示，為

強化經濟安全保障，明年起將對

大學留學生與外國研究者簽證嚴

加審查，以避免這些人將先進技

術或資訊外流到中國。

在美國收緊敏感技術領域對

中國留學生的限制後，英國政府

也採取了措施，為防止敏感的技

術知識產權被竊，英國當局擴大

了對敏感技術領域的防護範圍。

最近英媒表示，數百名中國留學

生將拿不到簽證或被吊銷簽證。

日前，日本讀賣新聞也報導

稱，為強化經濟安全保障，明年

起，日本政府將對大學留學生與

外國研究者簽證嚴加審查，以避

免這些人將先進技術或資訊外流

到中國。

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與外

【看 中 國 訊】2018 年 11
月，朝鮮駐意大利大使館臨時代

辦曹成吉（Jo Song-gil）與妻

子離開大使館之後就下落不明。

韓國情報部門在 6 日表示，曹

成吉夫妻已經在去年 7 月經由

第三國來到韓國。

根據韓聯社報導指出，曹成

吉精通了英、意、法等語言，從

2017 年 7 月起擔任臨時代辦，

主要負責總管替金正恩購買遊艇

與紅酒等奢侈品，其職務十分特

殊，可說是歐洲方面負責建立秘

密金庫和走私奢侈品的重要人

員，掌握很詳細的金正恩相關私

密資訊。

曹成吉的父親與岳父也都曾

經擔任過大使。 2018 年 11 月

初，曹成吉於距離任期屆滿還不

到一個月，就突然離開大使館而

下落不明。當時有分析人士表

示，曹成吉非常有可能於意大利

等外國政府的庇護之下，正準備

流亡至第三國。

日本 2021年起將嚴審留學生簽證

務、法務、經濟產業、防衛省等

各單位，擬將建構系統，互通可

疑人士的資料，讓負責簽證業務

的駐外單位使用。當可疑的外國

人申請簽證時，考慮拒發簽證。

外務省 2021 年度預算的概

算中，對於簽證審查嚴格化的相

關業務，編列 2.2 億日圓 ( 約新

台幣 6,094 萬元）。

報導指出，美國與澳洲近年

對中國組織性、計畫性地利用留

學生獲得外國技術提高了警戒。

今年 7 月，有 4 名隸屬於

中國軍隊、卻偽造身份取得美簽

在大學從事研究工作的中國人，

遭到美國司法部逮捕。美國透過

情報機關調查留學生的經歷與個

人資訊，並拒發簽證的案例正在

增加。

目前，日本在簽證審核階

段，並沒有像美國一樣進行嚴格

的調查，專家擔憂遭美國拒絕入

境的中國留學生，會將目標轉向

日本。

就在前幾天，《法廣》報導，

英國政府從 2020 年 10 月 1 日

開始，審查涉及國家安全的科學

領域，將擴大保護科目的清單，

收緊准入規定，以防敏感技術被

竊，特別要防止與國防軍工相關

的技術被竊。新規下，至少數百

名中國學生將拿不到簽證或被吊

銷簽證。

過能源與區域交通連結合作，強

化兩國關係，削弱中國在緬甸的

影響力。中國目前占緬甸能源領

域外國投資總額的 70%。

◆法國總統馬克宏 10 月 2
日表示，法國境內伊斯蘭信仰與

社會大眾存在嚴重對立，激進的

宗教思想將撼動法國的國家價

值，特別是破壞性別平等、產生

反社會傾向，這可能將成為恐怖

主義存在的基礎，稱將立法遏止

「伊斯蘭分離主義」。馬克宏認

為，法國當局常久以來不重視移

民地區、放任當地的貧窮問題，

這些地區很少有新的交通建設與

工作機會。該法案預計將限制外

國勢力對清真寺及私人宗教學校

提供資金，並禁止激進宗教團體

經營學校，以避免激進宗教思想

在法國滋長。馬克宏也將限制兒

童在家自學的條件，只有具醫療

資格者才可以在家自學。

◆亞美尼亞國防部 4 日指

出，隨著戰事升溫，將號召全

國人民不分男女，一同加入軍

隊作戰，預計將徵招 10 萬武裝

民兵，最高年齡限制放寬至 70
歲。此外，亞國更推廣女生也加

入軍隊行列，尤其鼓勵 18 ～ 27
歲女性加入軍隊。從數據顯示，

亞美尼亞人口僅 300 萬人，陸軍

只有 4 萬人，扣除非戰鬥部隊僅

剩 2 萬人，依目前數千人的快速

消耗下，幾乎已經到了最困難的

時候。如果再打 2 個星期，恐怕

亞美尼亞軍隊就要全數報銷。

日本擬2021年前，也收緊留學生

簽證。（ Getty Images）

美日澳印
「四方會談」

朝鮮失蹤的外交官曹成吉一年前已至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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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有幾個不得不防的

「黑天鵝」——不太可能發生，

但實際上在發生的事情。首先

第一件事就是川普感染病毒這

個事，這絕對是一個「十月驚

奇」。川普對美股市場的影響

會非常大，他如果有甚麼危險，

就可能會觸發美股暴跌的浪潮。

美國股市自 3 月份以後的

V 型反彈的根基都是美聯儲的

無限量化寬鬆，主要是靠放水的

政策。美聯儲基本做了他一定能

做的，接下來就需要財政方面處

理了。美國現在的利率也已經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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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面財經 Mask Finance

看似是風平浪靜的，實際上中

印雙方停止向一線增加兵力對

印度方面是非常有利的，因為

印度在中印邊境已經部署了 20
多萬的軍隊，而中國只有 5 萬

左右的軍隊。

第二點，最近原南京軍區副

司令王洪光中將寫了篇文章，

認為拉達克山區戰場根本就用

不了 20 萬的印軍來守，印度第

14 集團軍的 5 萬多人基本就足

夠了，但是印度還是增加了 10
多萬人，他覺得這就值得非常警

惕。這 20 多萬人的後勤需求非

常大，而且他不準備在大雪封山

之前把這些部隊拉下來，還派出

為零。資產負債表也在短時間內

擴張了 3 萬億，目前的寬鬆效

應正在衰退。

川普目前已經出院，康復歸

來，10 月份的股市基本可以說

暫時無憂，但大選之後，就要高

度關注美聯儲是否有進一步的動

作。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很多美

國的大企業開始了裁員，比如

Disney 在 9 月 29 日表示因為

加州的主題公園長期關閉，所以

準備裁員 2.8 萬人，佔其全部員

工人數的 25%。美聯航也準備

裁員 1.3 萬人；Shell 全球裁員

9000 人；雷神公司也要裁員 1.5
萬人；零售的巨頭柯爾百貨正在

裁員 15%。

早在 3 月份的時候美國有

一輪 2 萬億美元的紓困計畫。

不管是針對個人家庭也好，針對

大企業、小企業也好，政府部

門、公共服務部門也好，都有對

應的紓困金額與紓困計畫。這些

家庭企業包括政府部門才熬過了

這場疫情的危機，否則的話在這

個疫情衝擊之下，經濟的表現會

比 2008 年差得多。最近美國的

兩黨又在商談新一輪 2.2 萬億美

元的紓困計畫，但是這個兩黨還

沒有達成一致，沒有達成妥協，

所以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當時英國首相約翰遜康復以

後，對華政策就馬上出現變化，

他對華為的打擊馬上就加強了。

目前美國的兩黨包括社會精英和

普通民眾在對華政策的態度上現

在是高度一致的。

接著說一下第二件大事，中

印衝突。中印兩個人口大國的對

抗和對世界工廠的爭奪，是非常

大的一個背景事件，未來如果全

球這個所謂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的話，中印衝突一定是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上面的非常重要的一個

奇點。

9 月 21 日中印兩軍舉行了

第 6 輪軍長級談判，雙方一致

同意停止向一線增加兵力，不

單方面改變現在的態勢。當時

達成了這麼一個妥協和協議，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來，可以說全球這70多年
是一個黃金歲月，也是一

個完整的康波的週期。中

國更是自改革開放以來，

過了40年的和平歲月，呈
現一個螺旋上升的國運，

幾乎沒有什麼大的挫折，

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
以來經濟更是突飛猛進，

安穩渡過2008年的全球
金融危機，還有2015年
的週期產業風險，不過現

在情況正在急速改變。
T72 坦克團，他認為這是一種

準備發動攻擊的表現。

第三點是 1962 年中印邊

境爆發衝突時，到了 10 月底印

度都未撤軍，當時氣溫已經達

到 -30~-40 度，所以說不能想

當然的認為拉達克進入冬季以

後，印度就不會發起進攻。

本月中旬印度完成了一個通

往獵城方向的高原隧道，這個高

原隧道非常關鍵，印度可以把大

批的物資源源不斷的運到第 14
集團軍的駐防。印度總理莫迪親

自出席了這條隧道完工的剪綵儀

式，可見他對這個隧道完工的重

視程度。（下轉 B2）

10月要注意的「黑天鵝」財經 
評析

加拿大卡加利華僑敬賀加拿大卡加利華僑敬賀

中印邊境。(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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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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夜，嚴尤從夢中被驚醒，

前面營寨傳來警訊，城南有人闖

營而出。嚴尤暗自思量，這一定

是出去搬救兵的。他直奔中軍

大帳，來找王邑，他對王邑說：

「昆陽城池雖小，但是城防堅

固。現在稱帝的劉玄在宛城，我

們如果調重兵速攻宛城，他們一

定潰逃，宛城漢軍一敗，昆陽會

不戰而降。」

王邑心中並非不贊同嚴尤的

戰略，不過他有自己的苦衷。王

邑歎了口氣：「老嚴啊，你不知

道啊。我以前還是虎牙將軍那會

兒，帶兵圍攻翟義，因為沒活捉

他，回去被咱們頭兒一頓訓啊。

現在我帶著百萬大軍出來，要是

遇到個城沒攻下來，你想想，會

是啥後果？」嚴尤一聽，得，那

這事我還是別摻和了，回頭別把

我也削一頓。

莽軍有百萬之眾，那就玩兒

人多欺負人少吧。王邑調動大

軍，搭了上百座軍營，把小小的

昆陽城裡三層、外三層，圍的水

洩不通。又升起十幾丈高的雲

車，居高臨下俯視城中。戰鼓陣

陣，鼓聲傳到百里之外，從某個

角度說，這也算心理戰術。地

下，挖地道往城裡鑽；地面，造

衝車要撞擊城門；空中，萬弩齊

發，射向城內，城裡箭如雨下，

昆陽城裡的人到井邊打個水，都

要頂著門板——「列營百數，

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

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

里。或為地道，沖輣橦城。積弩

亂髮，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

汲」（《後漢書 ‧ 光武帝紀》），

這可真是多層次、全方位、立體

式攻擊。

留守昆陽的王鳳可不是甚麼

不計生死的勇士，他用綢子寫了

封降書，綁在箭上射給莽軍，乞

求投降。可是，王邑、王尋牛氣

的很，覺的自己佔絕對優勢，舉

手之間就可以攻克昆陽，堅決不

接受城內漢更始軍的投降。——

「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

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

（《後漢書‧光武帝紀》）

嚴尤聞信，又獻一計：「兵

法上說『歸師勿遏，圍城為之

闕』，我們現在圍城這麼緊，昆

陽城內的守軍會拚死抵抗的，

我們何不依兵法所說，把包圍

圈留一個缺口，讓他們有機會

逃出去，這樣可以震懾宛城的

漢軍。」嚴尤的確有大將之才，

王邑如果能依計而行，昆陽城

可垂手而得。王邑平素本是個

謹慎小心的人，這時候卻一反

常態的得意忘形，根本聽不進

嚴尤的建議。

此時王邑無論是接受了王鳳

的投降，還是聽嚴尤之計取得昆

陽，漢軍一定軍心渙散，「劉秀

當為天子」的讖語，多半會變成

絕對唯物主義者的笑柄。然而，

冥冥之中的安排，正是要通過人

的手來實現的，王邑的決定也就

成了一種必然。

牛刀小試

此刻劉秀等人正在郾城、

定陵調集援兵呢。其實，這兩

處的兵力合在一起，也不到一

萬人，與王莽軍相比，無論人

數，還是戰力，都遠不是一個

數量級的。但是，現在只能盡

人事而聽天命了。

天命本身雖然無形，但並不

其他將領在正面擂鼓佯攻。

按常理推斷，這樣去衝擊莽

軍大營，就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

務，三千士兵衝進百萬大軍的駐

地，就像一把沙子扔進大海，連

個浪花都激不起來。無奈王邑、

王尋二人，之前太輕視漢軍，因

而曾告誡軍中諸將，沒有他們的

命令，各部不准擅自離開自己的

營帳駐地——「敕諸營皆按部

毋得動」（《漢書 ‧ 王莽傳》），

由他們帶著本部兵馬親自巡視陣

地，於是，這次劉秀在這次衝鋒

中，直接面對的就只有二王的中

軍了，莽軍空有百萬，卻「不敢

擅相救」（《漢書‧王莽傳》）。

儘管如此，王邑、王尋的中

軍「司令部」也有一萬人馬，在

數量上依然是佔優勢的，但是他

們沒料到「劉帥哥敢死隊」來的

如此迅速，一下亂了陣腳，王

尋被殺——「光武乃與敢死者

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

尋、邑陣亂，乘銳崩之，遂殺王

尋 」（《後漢書‧光武帝紀》）。

主帥一死，莽軍軍心大亂。

昆陽城內的漢軍連日來被圍

的透不過氣，突然見莽軍陣營亂

了，又聽到一片喊殺聲，知道是

援兵在攻打敵軍大營，個個都

想：這下終於可以出口氣了，立

即打開城門，殺聲震天的就衝了

出來，裡應外合。莽軍全線崩

潰，爭先恐後的渡滍水河逃命。

如果僅僅如此，莽軍也許只是大

敗一陣，退幾十里後收攏人馬轉

身再戰，結果如何尚未可知。未

曾想，天公發威了，雷聲大作，

雨水如注，滍水河暴漲，莽軍

「野獸特種部隊」裡的虎豹們都

被嚇傻了，一下炸了群，亂頂亂

咬，大個子巨無霸也被擠進河裡

沖走了，莽軍被咬死、淹死的，

不計其數，把河道都堵了。——

「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

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

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

流 」（《後漢書‧光武帝紀》），

和「營頭之星」的預兆半點不

差，真是「流血三千里」。

莽軍剩下的三個領軍人

物——王邑、嚴尤和陳茂踩著莽

軍士兵的屍體渡河逃命去了，丟

下糧草、兵器、金銀珠寶、戰

車、盔甲無數，漢軍清點了一個

多月也沒數完。——「王邑、

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

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

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

（《後漢書‧光武帝紀》）。

王邑率百萬大軍出征，卻

只剩幾千殘兵退回雒陽（今洛

陽）。嚴尤、陳茂乾脆直接脫離

王莽，逃到沛郡譙縣（今安徽

省亳州市），他們自稱是漢軍將

領，召集當地官員和百姓聚會，

二人配合默契的給大家講解世

勢，嚴尤作主講，介紹王莽如何

篡奪皇位，以及天滅王莽、漢室

復興等狀況，陳茂負責烘托氣

氛——趴在地上痛哭流涕。之

後，他們到汝南投奔原漢鍾武侯

劉聖去了。

民 間 有 句 老 話 ——「閻

王叫他三更死，誰敢留他到五

更」，無論一個人還是一個政

權，都是如此，上天要他（它）

滅亡的時候，無論其外表多強

大，都會在人們的難以置信中，

一夜間土崩瓦解。（未完待續）

王莽軍大營裡，王邑、王

尋二人正在生悶氣呢，沒想到

自己被一個小白臉帶著一千來

人打得滿地找牙，怎麼這麼窩

囊。正在此時，有人來報，漢

軍有人闖營要衝進昆陽城。二

人立刻命令，一定要堵住來

人，不能讓他進去送信，過了

一頓飯的功夫，又有人來報，

闖營的漢將被擊退了，而且撿

到他失落的一個信袋。二王打

開書信一看，心情更糟了，原

來這是外邊的漢軍給昆陽城內

送的軍情，內容大體是：宛城

的漢軍主力來援救昆陽了。二

人剛剛輸了一陣，已經被打掉

不少傲氣，如今見到這消息，

更鬱悶了。

宛城漢軍怎麼來的這麼快

呢？原來，這不過是劉秀放的煙

幕彈，此時，劉伯升確實已經攻

克宛城了，不過，劉秀的戰報更

新速度有點奧特，所以他自己還

不知道呢，這封信，是他故意讓

鄧晨「送」給莽軍的，作為疑兵

之計，王邑、王尋還真的信了。

但是，即使宛城的漢軍主力真的

趕到，也不過十萬人，莽軍還是

佔絕對軍事優勢的，更何況這只

是一個假消息，不過僅僅給了王

邑、王尋一個心理打擊而已，解

昆陽之圍，似乎還是個不可能完

成的任務。

昆陽之戰

但是，漢軍面對如此強敵竟

然打了勝仗，士氣高漲。劉秀組

織了一個三千人的敢死隊，由他

本人率領，從城西渡昆水（又

名輝河），突襲敵方中軍，漢軍

（十）

是我們有些當代人所認為的虛幻

的東西，他在世間會有具體的表

現。就在劉秀帶著幾千援軍返回

的時候，圍困昆陽的王莽軍大

營發生了異象，先是夜裡有流

星墜入王邑大營——「夜有流

星墜營中」（《後漢書 ‧ 光武帝

紀》），第二天，一大堆雲霧像

一座崩塌的大山，直壓向王莽軍

大營，莽軍士兵都被壓的趴在

地上不敢站起。這種現象，在

占卜學裡被稱為「營頭之星」，

卜辭說：「營頭之星墜落之處的

軍隊，會全軍覆沒，流血三千

里。」——「晝有雲氣如壞山，

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

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

下覆軍，流血三千里』」（《後漢

書‧天文志（上）》）。

這時，各處的幾千漢軍援

兵趕到了。劉秀帶著一千來人

兒作為先頭部隊，在離莽軍大

營四五里處，列開陣勢。王

尋、王邑聽說漢軍援兵到了，

有點吃驚，再一問，劉秀只帶

了一千來人。王尋、王邑對視

了一下，差點樂噴了，心說，

我當是甚麼了不起的援軍，拿

一千來人的小胳膊，擰我百萬

大軍的大腿，是不是吃「地溝

油」吃的腦殘了。二人根本沒把

劉秀帶來的援兵放在眼裡，只

派了幾千人馬前去迎戰劉秀。

劉秀一馬當先，率兵衝入敵

陣，片刻間，砍翻了幾十人。莽

軍當時傻了，看劉秀外表一副文

弱書生的樣子，沒想到這小白臉

兒打起仗來不要命啊。漢軍眾將

帶著本部兵馬在後邊遠遠觀戰，

看到劉秀這般勇猛，又驚又喜，

互相議論：「小帥哥平時見到小

股敵人膽膽突突的，今天面對敵

人重兵，卻如此勇猛，真是奇

怪啊。我們去幫忙吧。」——

「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

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後

漢書 ‧ 光武帝紀》）。劉秀見有

人助威，愈加勇猛，莽軍頂不住

了，紛紛敗退，劉秀與眾將帶兵

趁勢掩殺，莽軍大敗，漢軍得勝

回營。

牛刀小試之後，眾將對劉秀

刮目相看了，原來小白臉兒也可

以這麼彪悍啊。不過，劉秀此時

沒有享受得勝的喜悅，他在考慮

下一步該怎麼辦，因為王莽軍雖

然敗了兩陣、損兵折將，但是對

百萬大軍而言，不過傷了點皮毛

而已。劉秀暗自思量，要破敵

兵，只能智取，不可強攻，有甚

麼計策呢？哎，有了。他找來姐

夫鄧晨，在他耳邊吩咐了一番。

10月要注意的「黑天鵝」
（接 B1） 最 近 印 度 媒 體

The Print 報導印度軍方給印度

邊境的士兵進行了授權，可以

自主的開火進行反擊。有媒體

報導，中方也在暗地裡增加兵

力，可見形式不但沒有緩和，

雙方已經是劍拔弩張。

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

利亞馬上要召開的「四方安全對

話」，也就是「小北約」，很明

顯是針對中國的，肯定會談到

中國的議題。所以這個也是值

得關注的一點。如果中印在 10
月或者 11 月真的爆發大規模衝

突，全球資本市場的黑天鵝就

會飛來，尤其是東亞各國的股

市都會遭到重創。

第三部分給大家簡單分析

一下原油價格，因為原油是大

宗商品之王，在 3 月份市場最

恐慌的時候，大家也看到了原

油期貨甚至跌到過負數，如今

原油反彈到 40 美元的水平，

一直橫了很久，應該是我見過

的最長的橫盤期，在狹窄的

39~43 美元的水平裡面橫盤了

長達三四個月。

但最近的走勢開始反轉，

原油基本是其他各類大宗商品

的價格的一個先行走勢，或者

是先行的一個商品的信號。

10 月份以後就是國慶節後

國內的股市也值得關注，因為最

近上證和深證兩市的成交額萎

縮得非常厲害，只剩下 5000 多

億，7 月份當時高峰的時候曾有

1.6 萬 1.7 萬億的高峰，國慶節

前萎縮到 5000 多億，之前央行

的降准效應也存在邊際效應遞減

的問題，所以到了 10 月份以後

整個資金面可能會比較緊張。

加上最近爆出來的恆大的

債務壓力的問題，在 10 月下旬

以後，將有更多的企業面臨還

債的高峰。國內如今經濟數據

雖然看似樂觀，但其實內部的

崩潰已經開始了，各項負債到

期，通漲壓力巨大，央行已經

加緊推出人民幣數字化，中央

早前宣布推進「內循環」等等，

都是危機的訊號。

南都繁會圖 · 仇英(約1494-1552)。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3看博談Bilingual2020年 10月 8日— 10月 14日      第 127期

考古隊在挖掘春秋古墓時，意外發現

了一把沾滿泥土的長劍。當考古隊員輕輕

拭去劍上泥土的時候，劍身上一行古篆

「越王勾踐自用劍」躍入人們眼簾。這一

重大的考古發現立即轟動了世界，但是，

更加轟動的消息卻來自對古劍的科學研究

報告。

研究人員發現，這柄古劍在地下埋藏

了 2000 多年為甚麼沒有生鏽呢？為甚麼

依然寒光四射、鋒利無比呢？通過進一步

的研究發現，「越王勾踐劍」千年不鏽的

原因在於劍身上被鍍上了一層含鉻的金

屬，鉻是一種極耐腐蝕的稀有金屬，地球

中含鉻很低，提取十分不容易。再者，鉻

還是一種耐高溫的金屬，它的熔點大約在

1907 度。

德國在 1937 年、美國在 1950 年，

才先後發明並申請了專利。然而在 2000
多年以前，是甚麼人、用甚麼方法將這種

金屬鍍到劍上去呢？事實上，鉻鹽氧化處

理的方法在中國古代早已十分普遍。舉世

聞名的「世界八大跡」——秦始皇兵馬

俑，人們發現一批青銅劍，長度為 86 公

分，劍身上共有 8 個棱面，這批青銅劍

的內部組織密緻，劍身光亮平滑，劍刃鋒

利細膩，紋理來去無交錯。它們在黃土下

沉睡了 2000 多年，出土時卻依然光亮如

新，鋒利無比，而且所有的劍上都被鍍上

了一層 10 微米厚的鉻鹽化合物。

誰能想像，20 世紀 50 年代的發明，

竟然會出現在西元前 2000 多年以前？又

有誰能想像，秦始皇的士兵手裡揮舞的長

劍，竟然是現代科學尚未發明的傑作？中

國古代的科技真是先進啊！

杭州大井巷有一家藥店：「朱養

心」。相傳從前，有一個跛足爛腿的乞

丐——李鐵柺。一天，這乞丐向這家藥店

去求乞，向店主哀求道：「施主！我肚子

餓得很，腳又爛得很厲害，請發點慈悲

心，給我醫治醫治吧！」

這時大夥兒正在吃飯，店主一聽這悲

呼之聲，忙放下碗筷跑了出來。只見一個

跛足爛腿的乞丐，瘦削的身軀，發黃的病

容，衣衫襤褸，腿上血肉糢糊，那腳都快

爛掉了。不由得生出了憐憫之心，悲從中

來，覺得他很可憐。

於是，店主從櫃檯裡取出些錢布

施，讓他吃些齋飯，並且親自幫他把傷

口細心的清理乾淨，拿出上等藥膏小心

翼翼的替他塗上，這乞丐就千恩萬謝，

蹣跚的離開了。

從那天起，這跛足爛腿的乞丐，天天

到這家藥店來行乞求醫，店主總是給他幾

個錢，並替他換藥、塗藥盡心醫治。

過了幾天，乞丐腳好了，跑到那家

藥店去道謝。他對店主說：「施主！您心

地慈善，花了很大功夫把我的腳醫好，

您的大恩大德，我都不知怎麼報答才好

呢？如今我只能替您畫一張水墨龍。這

張畫很有用處喔！倘若哪天何處失火，

這隻水墨龍，便會變成真的龍，噴出水

來滅大火。」

說完，就叫店主拿一張紙和一枝大

筆。店主道：「對不住，我們沒有大筆，

只有小筆。」

那乞丐說：「沒關係，拿一把掃帚好

了。」

於是店主叫夥計拿來一把掃帚和一張

紙，只見那乞丐拿起了掃帚，蘸了墨水，

在紙上一揮而就，頃刻間，一條栩栩如

生，活靈活現的黑龍展現眼前，水墨淋

漓，像極了！剛把畫畫好，那乞丐一溜煙

似的架起祥雲騰空而去。店主一見，才知

道他是個神仙哪！

過了幾年，那地方發生大火，四鄰隔

壁的房屋都被火燒光，只有朱養心這家藥

店屹立完好，一點也沒有損失，可見這畫

的靈妙。

一天，有幾個賊兒，眼見這畫這麼神

奇，心生邪念，想在夜間偷它。可是說來

奇怪，當他們利用黑夜潛入店內下手的時

候，這畫忽然一分為二，二分為四，變成

了數百張，張張都一樣，看得賊們眼花撩

亂，莫名其妙，不知哪一張是真的，更不

知從何偷起，只好夾著尾巴，狼狽退出。

於是這畫經久能夠保存，所以這家藥

店也因這段佳話而聲名大噪。

◎文：白雲飛

◎文：楊林

When an archaeological team excavated 
ancient tombs of the Chines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1 to 476 B.C.), they 
discovered a long sword covered with mud. 
When the team gently wiped off the mud, 
they found that it was engraved with the 
Chinese words “King Yue Goujian’s per-
sonal sword.” This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caught the world’s attention, and 
even more sensational was the report by 
the researchers who examined this ancient 
sword.

 Researchers had to stop and question 
how the ancient sword could be as good 
as new after having been buried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Why was it still shining 
and sharp? Through further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the engraved words were coated 
with a layer of chromium. Chromium is an 
extremely corrosion-resistant metal that is 
rare and extremely difficult to extract even 
in today’s world. It is also resistant to high 
temperatures and has a melting point of 
about 1907°F.

 The Germans in 1937, followed by the 
Americans in 1950, invented and applied 
for patents to use chromium. So who were 
the people that used a chromium coating 

on this 2,000-year-old sword?  In fact, the 
method of oxidizing chromium to form 
a layer that acts as a protective coating to 
prevent corrosion had been very common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e Tomb of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Horses of Qin Shi Huang, which is consid-
ered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archaeologi-
cal sites in the world,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found a batch of green bronze swords. 
Each sword measured over two and a half 
feet long with a total of 8 facets, densely 
compacted inside. The blades were shining, 
smooth, and very sharp and the texture was 
meticulously crafted without the metal inter-
lacing. The swords had been buried under 
the soil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yet when 
they were unearthed, they were still shin-
ing as new because all were coated with a 
10-micron thick chromium salt compound.

 Who could’ve imagined that the inventions 
of the 1930s and the 1950s in the 20th cen-
tury had already appeared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The long swords used by the sol-
diers of Emperor Qin Shi Huang turned out 
to be masterpieces not yet equaled by our 
modern science. China’s ancient technology 
was truly advanced!

古劍千年不鏽 Sword of Goujian Found to Be Sharp 
and Untarnished After 2,00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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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爾頓酒店（東京）

乞丐一掃 水墨龍成

越王勾踐自用劍

李鐵柺仙人畫像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4 看大千 Cosmos 第127期     2020年 10月 8日—10月14日    

◎文：青蓮

人人都有第三隻眼  

在遠古時代，人類的天眼都

是開著的，當時的松果體不在腦

內，而是長在眉心，這隻眼睛具

有內視、透視、微視和遙視功

能，所以人人能看見隱態異次元

的情景。

根據瑪雅人的記載，人類分

為 5 個太陽紀，第一個太陽紀

就是根達亞文，是一個超能力文

明。在這個文明中的人類，男人

身高 2 米左右，擁有三隻眼睛。

有的具有預測功能，有的具有強

大的殺傷力。而中國的著名古籍

《山海經》中，也記載史前人類

擁有三隻眼睛。《山海經．海外

西經》中，奇肱之國的人是一臂

三目，即一條手臂和三隻眼睛。

這應該是三隻眼說法的最初來

歷。

《呂氏春秋》中說老子視物

可以不用眼睛：「聖人視於無

形。」在《列子》中，老子的徒弟

亢桑子說自己得老子傳授，可以

視而不用目，如果有人來找他，

即使身在八荒之外，也猶如近在

眉睫之內。《史記．扁鵲列傳》

中記載，神醫扁鵲具有「視人五

臟顏色」的能力。他具有天眼，

能透視人體，所以能看到還未到

表面的病。

很多人認為，這些記載不過

是神話故事。否則，為甚麼人類

現在沒有了這隻眼睛呢？其實具

備天眼功能的人現代也有。

根 據《真 理 報》2004 年 1
月的報導，俄羅斯有個小女孩叫

娜塔莎，她的雙眼具有透視功

能，可以看到患者體內的器官，

並能診斷出病人體內細胞中的疾

病。娜塔莎對記者說：「每一個

患病的器官都會發出一些衝力，

一種生物波，而健康的器官則做

不到這一點。」進一步的測試完

我們從神話故事裡

知道了天眼。民間家喻

戶曉的二郎神，在兩眉

中間就長有一隻天眼。

但科學研究發現，人類

曾經的確擁有第三隻

眼，這隻被醫學界認為

是退化的眼睛，科學上

稱之為「松果體」。

全證實了娜塔莎的判斷，她可以

透視人體內部的器官，看到其中

有病的部位。隨著解剖學的發

展，科學家解剖人體時震驚的發

現，人的前額部位，雖然沒有眼

睛，但是卻有著眼睛的全部結

構。科學家推測，人類在遠古時

期曾經有過第三隻眼睛，只不過

隨著人類的進化而逐步退化。

不但是人類，動物也有這種

看不見的眼睛。希臘古生物學家

奧爾維茨，在研究大穿山甲的頭

骨時，在它的兩個眼孔上方發現

了一個小孔，這一小孔與兩個眼

孔成品字形排列。經過反覆研

究，證實這個小孔是退化的眼

眶。這一發現轟動了整個生物

界，此後，各國的生物學家紛紛

加入研究行列。各項研究結果表

明，魚類、兩棲類、爬行類、鳥

類、哺乳動物，都有第三隻眼

睛。現代醫學研究將這隻退化的

眼睛稱為松果體，並認為松果體

就是神祕的「第三隻眼睛」所在

之處。令醫學界不解的是，人們

發現在第三眼的組織結構中含有

鈣、鎂、磷、鐵等晶體顆粒，但

剛出生的嬰兒根本沒有這種奇怪

的，被稱之為「腦砂」的東西，

在 15 歲以內的孩子中極為少

見，但 15 歲以後「腦砂」的數

量開始逐年增加。奇怪的是，在

第三隻眼中有那麼一小堆沙子，

竟絲毫不會影響它本身的功能。

松果體的真實存在，證明

「第三隻眼」曾經是人類自身具

備的功能。或許隨著世世代代輪

迴，生命的能量越來越低，天眼

的功能也開始喪失，「第三隻眼」

逐漸從顱骨外轉移到了腦內，成

爲了隱祕的「松果體」，曾經人

人擁有的天眼，也變成很少部分

人才擁有的 「神通」。

瞭解了這一點，今天的人們

就能夠理解，為甚麼遠古時期的

先人們，能夠看到人體的經絡，

疾病的發生，更高級的能看到氣

候運行和天體運行的規律，理解

《易經》、《黃帝內經》等書中包

含的高超智慧，為何令現代科學

也難於望其項背。

雖然現代人失去了天眼的功

能，但宗教界及修煉界認為，人

們可以通過靜心、冥想、練氣

功、打坐等方式，啟動自身能量

之後，就可以發揮作用。

◎文：藍月

宇宙是無始無終的循環？

最近，科學家通過

複雜的計算機模擬發

現，宇宙是一個無始無

終的循環。

不僅宇宙膨脹可以創造出今

天宇宙的種種特徵，宇宙收縮同

樣可以，且膨脹和收縮在循環宇

宙中會交替進行。

之前，在科學家那裡，宇宙

是這樣誕生的：大約 140 億年

前，宇宙出現了大量不知何處而

來的能量，在短時間內開始急劇

擴張，能量的爆發讓宇宙像氣球

一樣膨脹，將宇宙中任何大尺度

上存在曲率的地方都拉平了，形

成了今天宇宙的樣子。在宇宙各

處，恆星與星系也從成團的物質

中產生。

一直以來，大多數宇宙學家

都認同宇宙膨脹理論。但近年

來，因為一些新的科學發現，令

膨脹理論的推論有了越來越多令

人質疑的地方，而質疑者之一

的，正是膨脹理論的創始人斯坦

哈特。 
斯坦哈特和德國馬克斯 · 普

朗克研究所的宇宙學家安娜 · 伊
堯什（Anna Ijjas）合作，提出

一種新的宇宙理論：循環宇宙。

這一理論認為，宇宙不經過坍縮

也能實現重生。

伊堯什和斯坦哈特認為，膨

脹理論只在特殊情況下才成立，

比如其能量場需要在無顯著特徵

和位移極小的情況下形成。

斯坦哈特和他的搭檔設想了

一個可能已擴張了一萬億年的宇

宙，再假設該過程會被一種無所

不在的能量場所驅動。當能量場

最終變得稀疏，宇宙開始平緩地

收縮。經過數十億年，一個收縮

的標度因數把萬物都拉得更近了

一些。 此時，宇宙的哈勃半徑

會迅速變化，最終變得極小。宇

宙在收縮的過程中給能量場重新

蓄能，令宇宙變熱並且使其中的

原子蒸發。然後再次向外反彈擴

張，宇宙再次循環，獲得重生。

儘管目前合作團隊還沒有完

善循環宇宙的所有細節，但斯坦

哈特非常樂觀，他堅信循環宇宙

不久之後就能成為多重宇宙的替

代理論。但大多數宇宙學家依舊

認為膨脹理論不會這樣就輕易被

扳倒。

◎文：天羽

《科學進展》雜誌

上發表的一項最新研

究指出，月球正在「生

鏽」，這讓專家們對此感

到困惑與震驚。

根據該研究的摘要，月球

極地表面的光譜與礦物赤鐵礦

（Fe2O3）相匹配。赤鐵礦是一

種鐵氧體，存在於月球的高緯度

地區。研究指，鐵鏽可能是月球

上發現的水導致的，但一直以

來，科學家認為月球是缺氧和缺

水的。

由於月球上沒有提供氧氣的

大氣層，而太陽的太陽風則是帶

來了氫氣——氫應該起到「還原

劑」的作用，從而防止氧化——

因此科學家們對鐵鏽從何而來感

到困惑。

迄今在月球上發現的赤鐵礦

並不靠近任何水冰，這又增加了

一層複雜性。科學家推測它可能

來自地球，因為月球確實有偵測

到「微量的氧氣」，但也有可能

是撞擊月球的塵埃顆粒可以釋放

水分子與赤鐵礦相互作用。

科學家們認為，這還需要進

一步研究驗證。研究者解釋道：

「這一發現，將重塑我們對月球

極地的瞭解。」地球可能在月球

表面的演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月球表面 
「鏽」從何來？ 

華
佗

扁
鵲

華
佗

人體 
奧秘

《扁鵲列傳》中記載，神醫扁鵲具有天眼，能透視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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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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期）自大佛建成後，

江水不再肆虐，再無船隻在這裡

傾覆。千百年來，神情安詳的大

佛俯視著江面上來來往往的生

靈，護佑著一方百姓平安。

斗轉星移，當代的人們也親

眼見證了大佛為天下蒼生悲喜於

形、四次閉眼流淚的神跡。

1959 ～ 1961 年，是中國百

姓的至暗時刻。三年大饑荒，四

川餓死大約一千二百萬人。人死

了就拿草蓆一捲扔進江中。而大

佛坐落在三江下游，地處三江

匯口形成回水處，每天都有成羣

的屍體順江而下，從大佛面前飄

過。 1962 年的一天，人們突然

發現，大佛的眼睛閉上了。當地

的人們說，是大佛不忍看到如此

慘像才閉眼的。因佛像閉眼為不

祥，當地組織工匠重新修鑿了大

佛的眼睛。至今，樂山陳列館還

保存著當年大佛閉眼的照片。

1963年，大饑荒剛剛結束，

一場慘絕人寰的浩劫又開始。中

國的傳統文化幾乎被滅絕殆盡，

人的生命在狂熱的「造神」運動

面前賤如螻蟻。而大佛看到了這

一切，再次閉眼流淚了。

當地動用了 4000 萬元對大

佛像進行清洗，但不管採用甚麼

辦法，都沒能抹去大佛像眼角的

淚痕！

1976 年 7 月，唐山發生 7.8

級大地震，幾十萬人死亡。地震

後，中共拒絕世界各國友善的救

援，致使埋在地下的生命沒能及

時救起而造成更大的傷亡。大佛

面露怒色，再次閉眼流淚。

1994 年的 6 月 7 日，樂山

大佛再次顯靈。那一天，包括還

在遊船上的遊人，有許多人看到

樂山大佛哭了。只見大佛的眼淚

大串大串往下落，臉上的肌肉、

下巴及全身都在劇烈地抖動。當

一艘遊船靠岸時，人們看到樂山

大佛又笑了，笑的好開心，臉上

還掛著剛才流下的淚水。

當時有一位高人與一群弟子

乘船登岸參觀，恰好看到這一奇

景。弟子中有人問：樂山大佛爲

甚麼悲傷流淚？又為甚麼開心而

笑？這位高人回答說，世人不敬

佛不信佛，大佛在為眾生擔憂。

但為何大佛又笑了呢？有人

說，這是因為大佛看到起源於中

國的一種古老佛法將宏傳到世

界，很多人會得救而開心。

2000 年，大佛再次閉眼流

淚。很多人都說，大佛前幾次閉

眼流淚都與災難有關，只有這一

次不是。其實在那一年， 中共政

府瘋狂屠殺了數以千計的善良法

輪功學員，並將這一迫害延續至

今。很多不明真相者成為幫凶，

大佛這是在為眾生落淚。

石刻的大佛竟然會為眾生悲

喜流淚？這在無神論看來是根本

不可能的事。

於是有專家解釋說，這是由

酸雨引起的，而每次都與災難有

關，不過是巧合。

這樣的解釋很難讓人信服，

一次是巧合，每一次都會發生，

還是巧合嗎？ 2020 年，人們見

證了各種災難和亂象，「大佛洗

腳」真的出現了，接下來世界又

將是甚麼樣呢？

◎文：秀秀

大佛洗腳天下亂？

樂 山 大 佛

圖。小圖為

至今保存在

樂山陳列館

的 1962年大

佛閉眼的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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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釉彩圖片來源；網絡

釉彩是一種玻璃體與晶體

的混合層，釉是附著於陶瓷坯

體表面的一種連續的玻璃質

層，一般以長石、石英、黏土

等為原料。釉的化學組成為氧

化硅、氧化鋁、氧化鐵、氧化

鈦、氧化鈣、氧化鎂、氧化

鉀、氧化鈉等，經溫式球磨調

成油漿，用浸、噴、澆等方法

施於坯體表面焙燒而成。由於

所含金屬氧化物的不同，以

及燒成氣氛各異，釉色有青、

黑、綠、黃、紅、藍、紫等（白

釉其實是無色透明釉）。

瓷器上釉不僅可使自身表

面光潔，防止對液體、氣體的

吸收，提高機械強度和絕緣性

能，而且還使瓷器更具觀賞

性，成為一件件精美的藝術

品。世人對中國古代瓷釉的成

就有說不盡的讚美。在人們的

生活中應用廣泛，碗、盤、盆

中有許多都是釉彩。

釉上彩

釉上彩，繫在已燒好的瓷

器上進行彩繪，再在錦窯中烘

烤而成。由於烤燒溫度不高，

經受得起這種溫度的色料很

多，因而色彩最為豐富。但由

於畫面在釉上，經使用摩擦和

同酸鹼接觸之後，便易於褪

損變色。釉上彩首創於宋磁州

窯，是在低溫色釉的基礎上發展

起來的。清以後，釉上彩有很

多創新，有五彩、琺琅彩、粉

彩、鬥彩等。明清景德鎮窯釉

上彩廣泛應用。

釉下彩

所謂「釉下彩」，是指在

釉下進行彩繪，亦即在胎體上

彩繪之後再罩上一層無色透明

的釉，以 1300 攝氏度左右的高

溫與瓷器一次燒成。其特點是

色彩光潤柔和，清淡雅緻，同

時，色彩在釉下，不易磨損，

不易變色。但由於釉下彩的色

料要經高溫燒成，而能經受高

溫的色調並不多，所以它的品

種遠不及釉上彩那麼豐富。釉

下彩為唐代長沙窯所首創。它

開始是釉下褐彩，紋飾也比較

簡單 ; 然後發展為褐、綠兩彩。

宋元以後，便出現了包括青

花、釉裡紅、釉下五彩等在內

的許多新品種。元代景德鎮窯

的青花、釉裡紅瓷，使釉下彩

工藝更臻完美。

青釉

以鐵為主要著色元素，釉中

含有＜ 1% ～ 2.5% 範圍的鐵量

在高溫還原氣氛中焙燒，便呈現

青色，故名。

白釉

釉料中的含鐵量降低到

0.75% 以下，施於潔白的瓷胎

上，入窯經高溫燒制，就會產生

白釉。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白

釉，是東漢墓葬出土的白瓷。唐

代邢窯白瓷、宋代定窯白瓷、元

代景德鎮窯卵白釉、明代永樂甜

白釉、明清德化窯象牙白釉等都

是有名的白釉品種。

紅釉

釉料以銅為主要著色元素，

在高溫還原氣氛中焙燒，便呈現

紅色，故名。宋代鈞窯、元明清

景德鎮窯釉裡紅、鮮紅、郎窯

紅、豇豆紅等，都是銅紅釉的名

貴品種。

青花

釉下彩的一種品種。以氧化

鈷為著色元素，在瓷胎上繪畫，

再罩以透明釉，經高溫燒成白地

藍花，故名。

琺琅彩

釉上彩的一種品種。系仿銅

胎琺琅效果。琺琅彩料主要成份

是以鉛、硼、硅系統的組成為基

料，加入適量的金屬氧化物為著

色劑，繪畫在燒好的白瓷上，經

低溫烘烤而成。清康熙景德鎮窯

創燒，雍正、乾隆時期愈加精

巧。琺琅彩瓷是宮廷壟斷的高級

藝術品，畫面立體感強，色彩瑰

麗，精美異常。

常見古瓷器釉彩
◎文：佚名

鼻煙源自南美洲印地安部

落，印地安人將煙葉磨成細

粉，待發酵後，加入特殊的花卉香料調

和而成。平時放在盒內保存，要用時拿取

一些放在盤子上，直接吸入鼻中。

鼻煙粉帶著些微刺激的香氣，有

清鼻通嚏的療效。

精美盒子保存珍貴鼻煙

鼻煙於十六世紀從南美傳入歐洲，通

嚏的療效在王室貴族中廣受歡迎。當

時鼻煙是很珍貴的奢侈品，貴族們

就用精美的盒子保存，裝鼻煙的精

美盒子漸漸成為高貴身分的象徵。

用中藥改良鼻煙粉

十七世紀，鼻煙盒作為外交獻禮，

由歐洲使節利瑪竇帶入中國，至此鼻煙

盒已經輾轉了超過半個地球。鼻煙清

鼻通嚏的效果也大受中國皇帝喜愛，

更針對鼻煙的成分進行改良，除了煙葉

外，還加入多種中藥或麝香調和。改良

後的鼻煙不刺鼻且更加提神醒腦。

康熙召西方傳教士學製鼻煙

康熙皇帝對鼻煙非常珍愛，甚至命令

內務府造辦處──製造皇家御用品的專門機

構自行開發製造。歐洲的鼻煙盒因氣候和使用

習慣不同，在中國並不適用，造辦處將原本裝

鼻煙的盒子改成密封的瓶子，成為

圖片中小口、廣腹、附蓋匙的

鼻煙壺。改良後的鼻煙攜帶

方便，保存效果更佳，氣味

不易外洩。中西科技交流，

在鼻煙壺上展現得淋漓盡致。

鼻煙壺更具中國風

康熙時期的鼻煙壺有西方傳教士參與開

發，充滿了濃厚的洛可可裝飾風。到了雍

正時期，鼻煙壺的開發轉向獨立製造，

做出了嶄新的工藝。一直到乾隆時期，

鼻煙壺繪製的題材融入中國神話、儒道

釋故事、吉祥符號等，獨具中國特色的

鼻煙壺因而誕生。

中西文化結合的典範

鼻煙壺的發展在清朝達到巔

峰，直到清末民初才漸漸沒落。

四百多年來的工藝雖然無法和中國

歷史悠久的古物書畫相比，卻也是

中國體現西體中用、中西融合的最

佳典範之一。

路易十四將鼻煙盒推向世界

法王路易十四不吸鼻煙，但他非常喜歡精緻小

巧的鼻煙盒。路易十四曾召集宮廷中手藝

精湛的工匠專門打造，鼻煙盒也成為

路易十四犒賞大臣的禮物和國際外

交的邦交贈品。

百花齊放的鼻煙壺

除了清朝皇帝常用獨具中國特色的

鼻煙壺作為炫耀國威、餽贈外國君主的

禮品，高貴的鼻煙壺更在民間的上層社

會流傳，成為文人巨賈、王宮大臣社交活

動的風雅小物。為了彰顯自我身分和品味的

與眾不同，鼻煙壺的材質越來越多樣化，

包括金屬、玻璃、骨類、瓷胎、貝類、

植物、玉石等，再搭配不同的工藝技

法和圖樣裝飾，在中國百花齊放，大

放異彩。

鼻煙壺由利瑪竇帶入中國，當時叫「士拿乎」，

後期才改叫鼻煙壺。鼻煙壺展現了清朝宮廷的最

高工藝，也體現出清宮內苑深藏不露的生活意趣。

鼻
煙
壺

◎文：學晉
◎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
西
合
璧
的
典
範

本篇改寫自《典藏台灣》網〈首選珍藏：鼻煙壺的文化意義〉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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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下彩青花瓷花瓶

釉上彩山水筆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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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國大陸育人教育方面，普

遍存在著嬌生慣養，特別是獨生子女，存

在著小皇帝、小公主的現象，表現在為我

獨尊、自私自利、不知道體貼別人。中華

民族五千文明和傳統文化被褻瀆，尊老愛

幼的風氣蕩然無存；多數人愛聽好話、恭

維話，根本聽不進批評和直言。

成年人在無神論的教育下，為人辦事

只看利益，忽視道義；長此發展下去，於

國於民都不力。現將育人、做人三則推薦

給朋友，有益於孩子的成長，有益於成人

為人處世和工作的指導，也有益於社會的

安定。

一、有理想和包容之心

做人要有理想、要學會包容，所謂有

理想就是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要有責

任感。

年幼時努力學習，要掌握一些生活常

識、為人之道，做人要有責任感；學好自

然科學、社會科學，為自立於社會打好基

礎；對於同學、朋友、同事，都要看他們

的優點，包容他們的缺點和不足，友好相

處；對於家人親人，要尊老愛幼、互相幫

助，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沒有規矩不成

方圓。

如果你是擔當政府部門、事業單位、

企業等單位的主要領導，就要根據權限全

面考慮問題，有擔當、勇於負責，調動副

手和各部門的主要領導的積極性，全身心

的為民衆、為員工辦事。

如果你是一個副手，要有全局觀念，

主要問題要請示上司、領導，多溝通、協

調好主管單位領導和下屬的關係，勇於負

責，但不越位。

如果你是一般的工作人員，就要服從

領導下達的符合道德規範、法律法規的命

令和指令，克服困難、認真的按時完成領

導交辦的任務。如果領導的命令不符合道

德倫理和法律法規，或者條件不具備按時

間完成的要求，要建議領導不執行或緩期

執行。如果無法完成任務就要向領導說明

理由，因為辦事要善始善終。

如果人人都能夠記得別人的優點，忘

記他人對自己的不好，你一定會是一個快

樂、向上而又幸福的人。

二、在挫折面前 
調整心態、走出困境

凡事不能總是慣著孩子或者下屬。當

孩子或者下屬提出要求時，要根據不同的

年齡、生理、學習、工作等實際情況，來

判斷其是否合理。另外，即使要求合理，

還要看家長或單位的經濟情況，來決定是

否滿足孩子或者下屬們的要求。如果不能

滿足其要求時，要耐心、客觀的說明不給

買或不能辦理的理由，要達到讓孩子或下

屬能夠理解，免得他們突然鬧情緒或者走

極端，進而導致產生不好的事件。

特別是孩子不能總是慣著他們、寵著

他們。如果在家裡可以嬌慣孩子不好的習

慣，一旦孩子長大後走向社會，誰會讓著

他們、寵著他們呢？這樣嬌生慣養長大的

孩子，在社會上一旦受到挫折，就容易走

向極端（拚命或自殺），造成人生極大的 
失敗。

在教育孩子時，要使他們懂得世間既

有好人與壞人，也有善與惡、成功與失

敗，還有陰陽平衡之理；世上沒有一帆風

順的事，遇到挫折、困難時，要理智、智

慧的去解決矛盾，聖人講：「退後一步天

地寬。」

三、轉變觀念才能健康長壽

不管是大人還是孩子，都不要偏食。

大自然的山、河、湖、海及任何植物、生

物、動物等，都是神提供給人類生活和快

樂的產物，我們要知道感恩神的恩賜，愛

護、保護好這些物種，合理安排食宿，才

能保證身體健康。

從前有個老婦人，有兩個女兒都出嫁

了，大女兒家是經營油傘生意的；二女兒

家是賣布鞋的。老婦人一遇到陰雨天，就

愁二女兒家的布鞋賣不出去；但是一遇到

晴天，她又愁大女兒家的油傘賣不出去，

所以總是愁眉苦臉的。

有一天，一個過路的秀才看到老婦

人愁眉苦臉的，就問她：「你遇到了啥難

事了？」老婦人就講了上述的經過。秀才

說：「你換一個想法，到雨天你就想大女

兒家的油傘好賣，到晴天你就想二女兒

家的布鞋好賣。這樣你豈不是天天的高

興！」老婦人一想秀才說的有道理，換個

思維方式，結果就不一樣了。

人要有理想，要把幫助別人當做樂

趣，別人就會給你好的信息，對你的健

康長壽才能有好處；反之，如果人盡做

壞事，別人就會給你不好的信息（罵你

或咒你），對你的生物場就會有不好的影

響，就會對你的健康不利。

《三字經》是我國著名的儒家經典之

一。最早是宋朝的私塾教本，相當於現在

的小學教科書，由宋朝大儒王應麟先生所

寫。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將儒學的根本

內涵和文學、歷史、哲學、天文、地理濃

縮在此，如同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被

古人推崇為「經書」。「經」是不變的道

理，是古人認為值得所有人遵從和學習的

典範。

我國古代經典著作眾多，《三字經》

可說是最淺顯、易懂的讀本，有學者把它

比喻為通俗的《論語》。《三字經》文詞精

簡，三字一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能

迅速啟迪心智，將人導向正途，讓人胸

懷大志。學會《三字經》等於開啟了傳統

國學的大門，不僅懂得了中國幾千年的

歷史，還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所以《三字

經》廣為流傳、歷久不衰，一直以來都是

兒童啟蒙教育的首選教本。

【原文】

曰喜怒，曰哀懼。愛惡欲，七情具。

匏土革，木石金。絲與竹，乃八音。

【字詞義解釋】

（1）喜：高興、快樂。（2）怒：憤

怒、生氣。（3）哀：悲傷。（4）懼：害

怕。（5）愛：喜歡。（6）惡：憎恨、討

厭。（7）欲：願望，一種想得到滿足的

意念。（8）七情：喜、怒、哀、懼、愛、

惡、欲七種情緒。（9）具：有、備有。

（10）匏（與袍同音）：匏瓜，形狀像葫

蘆。指用匏瓜製成的樂器，如笙、竽（音

魚）。（11）土：黏土。指用黏土燒製的

樂器，如熏（音薰）。（12）革：皮革。

指用皮革製成的樂器，如鼓。（13）木：

木頭。指用木頭製成的樂器，如柷（音

住）。（14）石：玉片或石片。指用石

玉製成的樂器，如石磬（音慶）。（15）
金：金屬。指用金屬製成的樂器，如鐘、

銅鑼。（16）絲：絲弦。指利用絲弦發聲

的樂器，如琵琶、琴、瑟。（17）竹：竹

管。指利用竹管發聲的樂器，如簫、笛

子。（18）音：原為聲音，此指樂器 。

【譯文參考】

高興、生氣、悲傷、害怕、喜歡、討

厭及慾望，是每個人天生的七種情緒。中

國古代用匏瓜、黏土、皮革、木頭、石

玉、金屬、絲弦、竹管等八種材料製成的

樂器稱為「八音」。製作的材料不同，所

發出的聲音也各具特色。

【讀書筆談】

從四季四方、五行五常，講到了七情

與八音，中國人常講，人有七情六慾，這

裡雖然定為七情，把欲望的欲，也歸為七

情，其實是為了方便孩子記憶。七情之

說，來自道家，《黃帝內經》把喜、怒、

憂、思、悲、恐、驚，定為七情，認為喜

極傷心，怒傷肝，憂愁和思慮過度傷脾

胃，悲痛過度傷肺，恐懼和受驚嚇則傷腎

臟。所以憂思過度的人，往往胃口不好，

受到驚嚇，直接腎臟受損，屎尿失控。

這裡的七情雖然與《黃帝內經》提到

的不同，但還是採用了七情之說，私塾先

生講解時，同樣會教給孩子這些古老而基

本的認識。然後進一步解釋儒家為何把

愛、惡欲特別列入七情之中，與醫學不完

全相同，因為儒家特別講求仁心待人，愛

的情感、喜歡的情感、討厭的情感、憎恨

的情感，還有各種欲望，都源自私情，無

法控制情緒，不僅使人直接傷害自己的身

體，還極其容易使人失去理性，因愛生

恨，因恨甚至傷人、殺人。這些情緒要懂

得控制，才不會迷失心智，釀成大禍。所

以古人講情時，必定要跟隨著義字，有情

還要有義，發乎情還要止乎禮，不可為情

傷人或者自毀輕生。

古人始終非常理性地對待情感。從小

就教育孩子要控制情緒，只需按仁、義、

禮、智、信，這五個不變的道理來做人即

可。今天的人為情可以殺人和自殺，對待

生命的態度極不嚴肅，對待家庭和婚姻也

極不負責，甚至連情傷身的常識也不懂，

道德的崩潰與感情的失控，造成了多少社

會與家庭的問題，多少複雜難解的現代精

神疾患。因此對幼兒的教導，古代的教育

方式顯得非常理性與高明。

八音講的是樂器，實際涉及的是古代

的音律樂曲和舞蹈等方面的有關樂的知

識，古代的音樂原本用作治病和通天地自

然。正的音樂可以預測國家的興衰，而過

度哀傷悲憤及男女情愛等淫亂之樂意味著

國家的敗亡、次序的混亂、道德的崩潰，

反映到人體就會傷及脾胃、肝臟、腎臟和

肺臟，導致人體功能失常，百病皆生。

宮、商、角、徵、羽是古代講的五

音音律。《樂記》中記載 :「審察一個

國家的音樂可以知道這個國家的政治

狀態，也能從中知道該如何去治理。」 
 「太平盛世之樂，安詳又歡樂，其國家必

定政通人和；亂世之樂，充滿了哀怨與憤

怒，這個國家必定倒行逆施；亡國之樂，

充滿悲哀與憂思，百姓就會陷於絕望的困

境。聲音之道，與政治是相通的。五音

中，宮音代表為君王，商音代表臣下，角

音為民，徵音為事，羽音為物。君、臣、

民、事、物，這五者不亂就不會有不和諧

的聲音。若宮音亂了，則樂聲荒亂，這個

國家的君王必定驕縱無度；商音亂了，則

樂聲傾軋，表示這個國家官員敗壞；角聲

亂了，則樂聲憂傷，百姓必多怨憤；徵音

亂了，則樂聲悲哀，國家必多事不寧；羽

聲亂了，則曲調傾危，表示國家財用匱

乏。若五聲全部亂了，相互侵凌，則稱為

慢。這個國家離滅亡也就不遠了。」 
由此可看出，樂可以用來預測一個國

家的興衰存亡、旦夕禍福，古代的儒生都

要懂樂，方能治國，也能養生，這裡只是

樂的啟蒙。

文 |福臨

文 |金川

文 |劉如

《韓非子 · 說林上》記載：

有個魯國人，自己會編織草鞋，他的

妻子則很會織一種白色絲綢。

他們聽到有人說：「越國好賺錢！」

便想搬到越國去居住。

但是有人對他說：「你們到了越國，

一定無法謀生。」

這個魯國人問：「為甚麼呢 ?」     
那人回答說：「草鞋編出來，是為了

穿在腳上，但是越國人個個都打赤腳；白

絲綢是做帽子用的，但越國人全都披散著

頭髮。以你們的長處，跑到不能發揮你們

長處的地方去，要想不窮困，可能嗎 ?」    
於 是， 這 家 魯 國 人 就 在 當 地 生

活，安分守己，勤勞治家，越過越興 
旺了。

【賞析】 
魯國的那一家人，不能說沒有一技之

長，他們在魯國還可以一展其才，但是如

果到越國去，則會落得個生計無著。所

以，一定要選擇能發揮自已長處的地方居

住，首先要注意有無社會的需求，然後

再看是否能發揮自己的專長。 一個準備

向社會推銷自己的人，絕不可在屋裡閉

門造車，而無視窗外的風雲變幻、滄海 
桑田。  

《韓非子 · 說難》記載：

宋國有一個富人，在一次天陰下雨的

時候，把他家房子的牆壁給淋塌了。他的

兒子看到後，馬上提醒他說：「如果不馬

上把坍塌的牆壁修好起來，肯定就會有強

盜進來的。」

這時，他的鄰居家的一位老頭看到

後，也是這樣提醒他。結果，就在這天晚

上，他的家竟然真的被壞人偷走了很多東

西。

於是，這個富人的家裡，都認為自己

的兒子非常聰明、料事如神，可是卻懷疑

鄰居家的老頭，與這次偷竊有關。

【賞析】

自己的兒子和鄰居家的老人，兩者雖

然建議相同，都是正確的，但是，被盜之

家的人，卻「智子而疑鄰」！足見人們的

判斷，是很難排除個人的感情色彩，也很

難做到客觀和公正。

要識廬山真面目，切勿置身廬山中！

育人做人三則

( Jeswin Thomas/Unsplash)

《三字經》讀書筆談 11

《唐朝宮樂圖》（公有領域）

要選擇能發揮
自己長處的地方

酌 古 鑒 今

( ADOBE STOCK )

要識廬山真面目
切勿置身廬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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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誠聘：
惠食街

【看 中 國 訊】您 知 道

冬天怎樣開車最安全嗎？

CAA 貼心送上冬季駕駛小

貼士，為您及您的愛車做好

準備！

電池─在攝氏零度以下

的氣溫裡，充滿電的汽車電

池仍有可能會發生電量不足

的情況。請於入冬前測試電

池以確保它於冬天能正常運

作。

制動系統─在積雪路面

上行駛的時候，為避免發生

交通意外，能否在安全距離

內煞停車輛非常重要。除了

要跟前車保持距離外，亦要

經常為車輛的制動系統做檢

查及保養。如果您在煞車時

聽到尖銳聲響、研磨聲或感

覺到不正常的晃動，應立即

聯絡您的技師檢查。

輪胎─初雪來臨之前，

最好為您的愛車換上雪胎以

縮短剎車距離。出發前亦要

檢查輪胎氣壓─氣壓不足會

減低輪胎壽命及增加耗油

量。

水撥─暴雪是加拿大冬

季常見的天氣之一。在大雪

期間，保持良好的能見度很

重要。如果您的水撥已經出

現銹蝕，或者在擋風玻璃上

劃出水痕，就要更換一套新

水撥。

燃油─出發前，記得為

車輛加滿油。在冬天，車輛

會比夏天較為耗油，所以油

箱最好隨時保持至少一半的

油量，以防塞車等突發情況

出現。

應急箱─請確保您的應

急箱內備有以下物品：急救

包、手電筒、冰刮、小型

雪鏟、毛毯、不易變壞的食

品及水、過江龍﹝或救車

線﹞、蠟燭及火柴、備用電

池、電話充電器以及貓砂。

要準備迎接即將來臨的

大雪及結冰現象，除了備足

以上的冬季準備清單外，成

為 CAA 會員亦能令您在旅

途上倍添安心。

CAA 在加拿大及美國

為其會員提供 24 小時道路

救援服務，只要打 *222，
CAA 就會派專人為您提供

包括更換汽車電池和輪胎、

緊急加油、拖車等服務。與

其他道路救援服務相比，無

論您是司機或乘客，甚至正

在駕駛租賃車輛，CAA 都

會為您提供道路救援服務。

冬天怎樣開車最安全 ?

【看中國訊】儘管汽車盜竊

是一個已經存在了數十年的

長期問題，但數據表明，從

2000年到 2018年，加拿大的

汽車盜竊率下降了 40％。但

是，多倫多警察局的統計數據

顯示自 2016年以來，多倫多

的車輛盜竊數量一直在上升。

到 2019年，當年失竊車輛達

到 5,186輛。 2020年到目前

為止，多倫多已有 2,760輛車

輛失竊。

隨著汽車採用更多高科

技，盜賊也越來越高科技，披

露出來盜竊手段真是防不勝防。

許多新車都配備了智能鑰

匙，又稱無鑰進入。它不是真

的無鑰進入，如果鑰匙不在

身邊是進不了車也啟動不了車

的。它的原理是在一定距離內

發射一種射頻波，汽車接收到

這種波就會做出相應的動作，

如約 5 米進行識別，1 ～ 2 米門

解鎖，0.5 米開門。它是一種射

頻波，不是實際的鑰匙，所以

盜賊就有機可乘了。

偷車賊會使用一種稱為

放大器或“抓取器”的設備對

FOB（Frequency Operated 
Button，頻率操作按鈕）進行

清零。即使您的車在車庫裡，

盜賊也會竊取 FOB 的頻率，一

旦您把車開到外面，他們就有

機會解鎖車輛，盜走您的車。

還有在購物時等，盜賊也可能

採取近身跟踪的方法竊取您車

鑰匙的信號。

某些車型比其他車型更容

易被盜。根據加拿大保險局的

說法，福特 F 系列皮卡車是小

偷最喜歡的車款之一。

如果您的車輛使用無鑰匙

FOB，則可以採取以下措施來

防止鑰匙信號被盜賊竊取：

• 不要在您家的前門或窗戶

附近放置無鑰匙 FOB，因為在

這裡，竊賊很容易接收射頻信

號；

• 考慮使用一個信號屏蔽盒

（也稱為法拉第盒或鑰匙扣袋）

來存放您的鑰匙扣，以屏蔽鑰

匙發出的射頻信號；

• 注意周圍的人，有無跟踪

的嫌疑；

• 盡量將車輛停在車庫中；

• 安裝發動機防盜裝置，以

防止小偷繞過點火裝置；

• 在車內安裝其他防盜設

備，例如方向盤鎖或剎車踏板

鎖；

• 安裝車輛跟踪系統，一旦

被盜，可以電子方式跟踪您的

汽車。

當然這樣一來原來方便的

無鑰進入就變得不方便了。人

們在期待更保險的指紋識別系

統來加強防盜技術。

如果你採取了上述措施保

護你的車輛，可以與您的汽車

保險經紀人或公司談談您有可

能獲得的任何防盜折扣。

2020 Camry Hybrid SE Sedan2020 Prius AWD Technology Package2020 Corolla L Sedan

加稅加稅加稅 $32,499$32,499$33,999$33,999$21,999$21,999 $36,986$36,306$23,295

以店内實物為準，價格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節
省

節
省

節
省 $4,487$4,487$2,307$2,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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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 天 , 84 月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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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41
2020 Prius Prime Technology Package

加稅

節
省

（含 $2,500 政府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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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75

2020 Sienna 7-Passenger V6 FWD

加稅

節
省

$15/ 天 , 84 月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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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23

Stock: 180418

Stock: 179173Stock: 179734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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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36Stock: 180264

$9.33/ 天 , 84 月
2.29%

$15.75/ 天 , 84 月
4.89%

$15.1/ 天 , 84 月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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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拿大，汽車

盜竊是個長期

問題。隨著汽

車採用越來越

越多的高科技

防盜技術，盜

賊也不斷提高

其盜竊技術。

（Fotolia）

CAA送上冬季駕駛小貼士
Smar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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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眾所期待的好

萊塢諜報大片《355》，10 月 6
日確定將於 2021 年 1 月 15 日

正式上映。因逃稅風波遭封殺

兩年的大陸女星范冰冰，確定

是該片的主演之一。

10 月 6 日凌晨范冰冰在

Instagram 貼出早前拍攝的好

萊塢電影《355》定檔海報，隨

後，范冰冰多個官方粉絲賬號

也在微博轉發了這一消息，並

送上祝福，證實范冰冰將復出

拍戲。

范冰冰因 2018 年被踢爆

簽「陰陽合同」捲入逃稅風

波，遭中共當局重罰，補繳

8.8 億人民幣稅款，其演藝事

業也受到影響幾乎全面停擺。

兩年來一直在復出邊緣掙扎的

她，沒能公開獲得國內任何影

視劇的邀約，唯獨好萊塢影片

《355》是她出事後沒有換角繼

續拍攝的作品。

據媒體報導，正是因為范

冰冰在前年捲入逃稅風波，

該電影一直延宕到去年才開

始拍攝，更傳出范冰冰遭限製

出境，因此只好在中國拍完

後，再透過後期製作剪進正 
片中。

全新諜報電影《355》彙集

了眾多好萊塢大咖女星，包

括傑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 瑪 麗 昂． 歌 迪

亞（Marion Cotillard）、 佩

內 洛 普． 克 魯 茲（Penélope 
Cruz）、 露 皮 塔． 尼 永 奧

（Lupita Nyong』o）及范冰冰

等五位國際影星。

在范冰冰爆發負面新聞

後，曾有消息指，范冰冰可能

會無緣這五國影后加盟的電

影。該片的導演西蒙．金伯格

（Simon Kinberg），去年 4 月

在接受美媒 Collider 視頻專訪

時表示，范冰冰與之前曝光的

所有女演員都承諾今年出演這

部電影。

【看中國訊】華納兄弟

影業公司 5 日晚宣布，將

延後「沙丘」和新版「蝙

蝠俠」上映日期。今年因

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已有

多部令人期盼的作品沒能

如期上映，這項消息無疑

又將使諸多影迷失望。

路透社報導，華納

兄弟影業公司（Warner 
Bros）表示，加拿大導

演丹尼維勒納夫（Denis 
Villeneuve）執導的好萊

塢大片「沙丘」（Dune），
上映日期已從今年 12 月

延 後 到 2021 年 10 月，

而由羅伯派汀森（Robert 
Pattinson） 主 演 的 新 版

「蝙蝠俠」（The Batman）
原定 2021 年 10 月登上大

銀幕，如今也將延至 2022
年春天上映。儘管武漢肺

炎防疫規範已放寬，因人

們仍不太敢踏入電影院，

許多影城也尚未開放，片

商不得不延映電影。

世 界 第 2 大 電 影

連 鎖 營 運 商 電 影 世 界

（Cineworld）今天決定，

暫時關閉在英國和美國所

有旗下戲院，試圖在電影

娛樂產業全面崩盤的災難

中求生存。

惠譽國際信用評等公

司（Fitch Ratings Ltd.）
立即調降電影世界的信評

等級，併發布聲明說：「我

們的基礎預測顯示，假設

無法延長週轉信貸額度，

這間公司當前流動資金的

水平可能頂多維持到 11
月至 12 月間。」

「蝙蝠俠」拍攝工作

先前因劇組成員確診染疫

而停擺 2 週，據傳該成員

就是主角羅伯派汀森。這

部新片上個月在英國重新

開拍，而華納兄弟既不承

認也不否認有關羅伯派汀

森染疫的報導。

【看中國訊】【看中國訊】臺灣藝人高

以翔去年 11 月因錄製浙江衛視《追我吧》

時不幸猝死，大陸綜藝節目因此遭批安全

防範意識不到位，遭到網友砲轟「罔顧人

命」，觀眾也開始關註明星的安全問題，

但仍有節目不斷傳出安全隱患。

10 月 4 日，東方衛視熱播綜藝《完美

的夏天》就遭網友批評，讓嘉賓 9 米高臺跳

水卻沒任何保護措施，網友對此痛批「沒

長記性」，引發軒然大坡。

本集的遊戲劇本為李汶翰扮演勇士拯

救水中的公主金子涵，據瞭解，李汶翰所

處的跳水高臺足足有 9 米之高，相當於 3
層樓的高度，遠遠的望去，讓人脊背發涼。

李汶翰的身上也沒有任何的保護裝置

與措施，身邊也沒有專業人士陪同就一躍

而下，之後緩慢的從水中探出頭來，這時

也只有原先扮演公主的女嘉賓金子涵出現

在他身邊，兩人周圍沒有任何一個安全人

員或工作人員出現。

網友也紛紛對此聲討東方衛視節目

方，表示太危險了、沒必要。甚至還反問

節目組，浙江衛視的事情還沒有讓這些為

了博眼球不惜一切的衛視長記性嗎？

遭致網友批評沒有意識到其中存在安

全問題的節目組也不只一樁。今年 6 月

時，就有網友發文質疑《嚮往的生活》彭昱

暢摘椰子的過程太危險。

由於椰子樹太高，明星需要穿戴設備爬

至樹頂才能砍下椰子。當時彭昱暢穿戴著摘

椰子工具一步步艱難地爬上椰樹，當抵達高

處接近椰子時，他拿出鐮刀開始砍椰子。砍

第一個椰子的過程還挺順利，但在砍第二個

椰子時卻出現了意外，只見彭昱暢手中鐮刀

的刀柄和刀身突然分開，刀柄被彭昱暢握在

手裡，刀身則卡在他頭頂正上方的樹枝上，

彭昱暢顯得有些手足無措，臉上的表情略顯

驚慌，也驚呆了所有觀眾。

延
映
沙
丘
與
新
蝙
蝠
俠

好萊塢諜報大片《355》海報。范冰冰（右一）与主演《355》

的杰西卡·查斯坦（中）等其他四位國際影星。（視頻截圖） 

在東方衛視節目中，李汶翰的身上沒有任何保

護裝置與措施，從有9米高的跳台跳水營救水中

的公主金子涵。（視頻截圖）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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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新片《355》海報曝光范冰冰范冰冰復出復出

嘉賓「頭上懸刀」 陸綜被指「再玩命」

【看中國訊】曾主演日本放送

協會（NHK）晨間劇《夏空》的 22
歲日本女星廣瀨鈴所屬的經紀公司

官網宣布，廣瀨鈴於週二（10 月

6 日）確診感染了武漢肺炎，目前

身體沒異狀，也沒出現症狀。

據 日 本 放 送 協 會（NHK）

報 導， 廣 瀨 鈴 所 屬 經 紀 公 司

FOSTER 在官方網站宣布，現年

22 歲的女星廣瀨鈴在參與拍攝工

作期間接受檢測後確診，她的狀況

目前良好，暫未出現病徵。今後廣

瀨將遵循保健所（衛生所）的指

示做適當的應對。

經紀公司 FOSTER 隨後也對

外表示，對於工作上的相關人士、

合作表演的人士以及支持廣瀨的粉

絲們造成莫大的困擾及擔心，由衷

地感到抱歉。今後 FOSTER 會持

續徹底做好旗下藝人及工作同仁的

防疫措施以確保安全。

廣瀨鈴國中二年級時參加女

性潮流雜誌《Seventeen》所舉辦的

Miss Seventeen 模特兒甄選會，

幸運獲得大獎。她與姐姐廣瀨愛麗

絲後來都當上該雜誌的專屬模特

兒。她也參與廣告的演出。

2013 年春季，廣瀨鈴首度出

演日劇《老師遇到鬼》，2015 年 1
月主演日劇《學校的階梯》、又有

《海街女孩日記》，並擔任 2018 年

NHK 紅白歌唱大賽紅組主持人。

2019 年主演春季 NHK 晨間劇《夏

空》，外界擔心她拍攝電視劇《夏

空》，不但進度可能遭到拖延，飾

演她媽媽的松嶋菜菜子，跟她有不

少對手戲，可能也遭到波及。

2020 在七夕檔期在臺灣及香

港上映的電影《最後的情書》也深

受觀眾喜愛。廣瀨鈴與演員吉澤

亮、堤真一、妻夫木聰等一起參演

的最新喜劇片《老豆死開一陣先》

《夏空》22歲女星廣瀨鈴確診感染武漢肺炎。

(Getty Images)

《夏空》22歲女星廣瀨鈴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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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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10月14日

捲心菜

10lb Russet Potatoes 褐皮土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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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lb onions 洋蔥 Green CabbageYams 紅薯Celery 芹菜

RutabegasAssorted Hard Squashes 南瓜

感恩節快樂！

蕪菁甘藍 Head Lettuce 西生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free and get  free 
5lb Carrot.5lb Carrot.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5 磅胡蘿蔔。

$0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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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8
ea

$098
lb

$0484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0 4848
lb

$009898 ea
$ 06868

lb
$39898 ea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 5 磅胡蘿蔔。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 5 磅胡蘿蔔。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 5 磅胡蘿蔔。

◆ 不接受現金付款
◆ 長者及低免疫者專有購物時段 :
   週一∼週五  

◆ 營業時間有調整

H&WH&W
長者及低免疫者專有購物時段 :

$

Celery

$0
Green Cabbage

$$10 磅裝

3 磅裝

秋季品蟹正當時

香港特色避風塘炒蟹

香港特有的避風塘料理，利用大火

快炒，把炸香的辛香料及調料風味融入

海鮮食材之中，一方面保留食材原味，

一方又利用香料調料為菜餚增香提味。

避風塘菜式很多，但流傳最廣的是避風

塘炒蟹，常見於世界各地粵菜館菜單中

的海鮮類選項。

有人認為，螃蟹除了清蒸，其他煮

法都浪費了螃蟹的鮮。然而，嘗過避風

塘炒蟹的人，往往驚豔這道料理的鮮香

滋味，食後亦允指回味再三。這道蟹料

理的特色是濃郁的蒜香，秘訣就是將足

量的大蒜切粒，炸到金黃酥脆，自然引

人食慾。

上海人吃蟹講究時令

秋風起，又到螃蟹肥美的季節。

論吃蟹的講究，上海人當之無愧。每

到 9 月，來自陽澄湖的新鮮大閘蟹，

成為上海人家餐桌上的美食。上海人

從小就看著大人吃蟹，從啃蟹腿到運

用整套吃蟹工具，既充分品嘗季節美

味，又練到細心、耐心。

優質的大閘蟹，取決於其生長的

環境是不是天然的、是否以自然水源

養殖。陽澄湖大閘蟹自古就受到食客

的青睞，具有江蘇蟹「殼青、肚白、

金爪、黃毛」的特點。同時，吃當季

才美味，黃曆 9 月雌螃蟹蟹黃滿滿，

清蒸最能品嘗出其風味。

蒸鍋裡加適量水及米酒。
蟹和紫蘇葉一起放入蒸鍋，冷水
開火，大火燒水，水滾轉中火，蒸

15分鐘（蒸至蟹殼呈紅色，蟹肉熟
透），熄火燜5分鐘。
趁熱搭配沾料食用。

作法

大閘蟹（排除汙物、刷洗乾淨）4隻、
紫蘇葉6片、米酒2大匙。
沾料：薑末30g、香醋3大匙、白糖1
小匙。

食材

由於蟹黃、蟹膏味道濃郁，因此

最好先從螃蟹腳吃，蟹黃、蟹膏

留到最後再吃，以免其他部位因

此變得沒味道。

清 蒸 大 閘 蟹

蒜頭切碎，冷油下鍋，中油溫炸成
金黃色備用。

蟹切塊、腳拍裂，蟹裹薄粉，高油
溫下鍋，中火炸酥脆後，撈起瀝油。

另起鍋，辛香料下鍋炒香，放作法
和，翻炒均勻，下調料，大火快
炒均勻即可。

作法

大閘蟹 2隻。
辛香料：蒜頭、蔥、薑、辣椒適量。

調料：醬油、香油、胡椒鹽適量。

食材

蟹殼堅硬且炒蟹時間短，調料不

易入味。若蟹下鍋前拍上薄粉，

成品口感幼滑且蟹身較有香氣，

同時，蟹肉汁液也較不易流失。

避 風 糖 炒 蟹

螃蟹料理
自己做

所有蔬菜食材切丁，煮熟備用。櫻
桃蘿蔔切片，蟹肉撕碎備用。

將所有食材放入一大盆，再加入所
有調味料拌勻，冷藏30分鐘。

作法

熟蟹肉1大碗、土豆、紅蘿蔔、櫻桃
蘿蔔、新鮮香草適量。

調料：蛋黃醬 3大匙 、 白糖2大匙 、 少
許鹽和黑胡椒。

食材

用蔬菜的甜爽襯托蟹肉的鮮美，

做一道豐盛的開胃菜，蛋黃醬做

醬料，可柔化整體口感。

蟹肉沙拉

所有食材洗淨；熬湯料加水熬煮1
小時，取出湯料備用。

螃蟹取出內臟、刷洗乾淨、切大塊
備用。

所有食材放入高湯中煮滾，煮熟即
可食用。

作法

螃蟹1隻、新鮮菇類、豆腐、大蔥、
青菜適量。

熬湯料：洋蔥1個、昆布1小塊、白
蘿蔔 1小條。

食材

用蔬菜高湯加入喜歡的食材，就

是一道家常湯品。將當季肥美螃

蟹入鍋，煮出鮮甜湯頭。

螃蟹火鍋

螃蟹煮火鍋的作法雖

然簡單，也能品嘗到

螃蟹的鮮甜美味和蔬

菜的新鮮爽口。

殼
青

肚
白

金
爪

黃
毛

清
蒸
大
閘
蟹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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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有時容易出現「溜溜球

效應」，一不注意就會復胖。臺

灣奇美醫院加護醫學部主治醫師

陳志金在臉書分享〈減重難？不

難！〉一文，彙整減肥十要點，

簡稱「陳十點」，也就是減重要

「誠實點」，藉由心態改變，打

造新的習慣，達到輕鬆減重的效

果。

從「心態改變」開始

❶正向快樂

減重，是為了讓自己更快

樂，形象改變可以讓自己更快

樂。改變的過程也是快樂，是讓

人享受的，也就是「享瘦就是享

受」！保有正向快樂的心情，

就不會輕易的以食物來發洩或補

償。

❷公開監督

不要想默默的減重，一定要

公開透明，接受大家的監督。減

重就是要高調，也要昭告好友

們，「請勿餵食」。

❸替代更換

就是要有取有捨！要懂得食

物的替換道理：想要吃好吃的牛

肉，就要減少其他蛋白質的攝

取；想要品嘗美味的甜點，就得

少吃其他碳水化合物。

❹適當浪費

在吃迴轉壽司時，不要想到

要「賺」，這樣就會拚命去吃高

熱量的食物，吃吃蒸蛋、秋葵、

海帶芽也不錯。也不要去吃甚

麼「吃到飽」，因為吃下的，並

不是自己需要的，而是為了滿足

「賺到了」的感覺。另外，因為

我們都很勤儉，經常看到家人吃

剩的，為了不浪費，都會接過來

美容
強身

肥胖不僅影響外

貌，許多研究顯示，

肥胖也是造成眾多疾

病的危險因數，如能

控制體重，對健康益

處多。

醫師分享減重「陳十點」  
 4個月減12公斤

用彩光作為 
輔助治療手段

1. 彩光療法可以作

為幾乎任何疾病的補充

療法，但對燒傷、慢性

疾病和疼痛特別有效。

2. 對 於 視 網 膜 疾

病，可以通過彩色濾光

片過濾光線，或戴上有

色眼鏡來實現彩色光

療，使照射到視網膜的

光具有特定的光譜頻率。

3. 靛藍和藍色用於

「熱」性疾病，如：燒

傷、 炎 症 和 傷 口； 檸

檬、黃色和紅色是慢性

病的主要治療方法；洋

紅色有益於抑鬱；而紫

色有助於睡眠障礙。

他汀類藥物、農藥和 
無線輻射影響

心臟健康

1. 有 1/4 的 45 歲以

上的美國人在服用他汀

類藥物來降低膽固醇。

2. 他汀類藥物可能

會降低輕度心臟病發作

的頻率，但由於它們對

肌肉造成的損害，包括

您的心肌，它們不一定

會降低患心臟病或死於

重大心臟病的風險。

3. 他汀類藥物降低

的膽固醇是許多類固醇

激 素 的 重 要 前 體， 包

括： 黃 體 酮、 睾 丸 激

素、醛固酮、皮質醇和

維生素 D。

4. 他汀類藥物會耗

盡體內輔酶的 Q10、維

生素 K2、多萜醇和硒，

並阻止 HMG 輔酶 A 還

原酶（肝臟用來製造酮

類的一種酶）的產生。

5. 接觸草甘膦和無

線技術中的電磁場也會

損害您的健康，特別是

您的心臟健康。

對腸胃有益的纖維質，只剩下糖

分，讓人不知不覺喝下大量的熱

量。還有高糖分的水果乾、火鍋

料、零食等等，這些都是少碰為

妙的加工食物。

❹纖維質攝取不足

纖維質對減脂來說有很大的

幫助，因為纖維質會增加飽足

感，讓人耐餓時間延長。纖維質

也是腸道細菌很好的食物來源，

幫助調節身體。我在減脂的時

候，會吃大量的纖維質，不但有

飽足感，還能吃進營養密度高的

食物。

❺雖然健康  
   但熱量太高的食物

黑巧克力、堅果或酪梨等

等，雖然是有益健康的食物，不

過熱量偏高，請避免一不留神，

不小心吃過量。

❻蛋白質攝取不足

這是亞洲飲食中很常遇到的

問題。蛋白質不但幫助肌肉合

成，也增加飽足感，尤其在減脂

的時候至關重要，因為它可以幫

助你保留肌肉，讓你在減脂的同

時肌肉流失最小化。

❼吃太多精緻的碳水化
合物

我認為在減脂時期是可以吃

碳水化合物的，但有個原則，就

是盡量只吃未經加工的碳水化

合物。通常未經加工的碳水化

合物，它的 GI 值會比較低，GI
值低的好處可以避免血糖突然升

高，血糖升高時，雖然感覺很舒

服，但接著會進入昏昏欲睡的狀

態，當血糖降下來時，會讓你又

再度的感到飢餓，增加暴食的衝

動。

❽只專注做有氧運動

只做有氧運動或做太多有氧

運動，是非常多人減脂失敗的原

因。然而，我會建議大家把專注

力和時間花在建造肌肉上面。當

你的肌肉建造起來，可以讓代謝

提高，你可以吃更多，卻比較不

容易胖，而且身形更好看。

❾太在意數字

有些人開始健身後，發現體

重不減反增，誤以為健身無效。

其實你知道嗎？肌肉比脂肪還

重，以我自己來說，現在的體重

是比健身前還要重的，可是體態

看起來卻是更瘦、更精實。

 ❿缺乏耐性

我們追求的是健康瘦，不是

挨餓減肥。所以在減脂期間，請

多給自己一點時間及耐心，因為

你的身體需要時間去適應跟代謝

脂肪。只要你走在正確的路上，

不用擔心會瘦不下來。

減脂失敗常見的10大原因
常常收到網友傳信息詢

問：「為甚麼我減脂計畫總是失

敗？」接下來根據我自身經驗，

整理了幾個常見的減脂失敗原

因。

❶自以為吃得很健康

常聽到「美眉」說：「我吃

麥片、五穀雜糧餅、養身饅頭，

這都很健康了吧？！為甚麼還是

瘦不下來？」親愛的，你們吃的

這些東西是食物的原形嗎？你確

定它真的很健康嗎？瞭解食物的

組成很重要！

❷忽略了隱形熱量

日常飲食中充斥著非常多的

隱形熱量，像是含糖飲料、高油

便當、各種加工食品等等，如果

你忽略不計這些隱形熱量，減脂

失敗不意外。

❸加工食品吃太多

很多人認為喝「果汁」很健

康，水果是富含維生素跟纖維沒

有錯，但其實「果汁」幾乎沒有

「掃光」，這也是不好的習慣，

有時候，適當的浪費是需要的，

如果覺得心疼，那下一次就減少

購買的分量吧！不要再當家裡的

廚餘回收桶了！

❺冥想襌定

冥想除了能夠讓人思緒安定

之外，也能夠「重設」生氣低潮

的心情。更重要的是，要給大家

介紹一個「食物」冥想的方法。

當心情不好，或是在正餐之間很

想吃東西時，可以拿一顆葡萄

乾，很專注的欣賞它的外觀、觸

摸它的觸感、聞一聞它的味道、

與它真心的「對話」（感謝它讓

你吃）、輕輕咬一口、細細的咀

嚼，體驗口水泉流的感覺，咬下

去爆漿的瞬間，沿著食道下滑掉

入胃中的……

吃這樣一顆小小的葡萄乾，

就要花掉至少 15 分鐘，極少的

熱量，卻能夠帶給你大大的滿足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與快樂。

維持「新的習慣」

❻天天測量

一定要每天至少測量 2 次

體重，包含：早上如廁後（此

時最輕，以此記錄）、晚餐以後

（此時最重），絕對不能中斷，

因為一旦中斷，就會「假設」或

「誤以為」自己的體重還維持得

不錯！不能這樣自我感覺良好、

不能逃避，要知道沒有數據，就

沒有真相！

❼卡卡計較

吃東西不只是斤斤計較，

而是要卡卡計較（Every calorie 
matter），有水煮、清蒸的，就

不要挑油炸、快炒的。同樣是三

明治，就要比較卡路里數，不要

小看每一次少那麼幾卡，要瞭解

積沙成塔的道理，畢竟這可是長

期抗戰啊！

❽減頻減量

有人說，不能為了減重而放

棄美食啊！這麼說也對，否則人

生就沒甚麼意義了。但是，面對

美食，我們還是可以減少次數、

減少分量，例如：我很愛吃飯

糰，以前週週吃，現在隔週吃或

每月吃一次。另外，品嘗食物一

定要細嚼慢嚥，不只更能感受食

物的美味，更有飽足感，也能以

「時間換取空間」，減少攝取量。

❾衣服合身

買衣服要絕對合身，不要

買稍微寬鬆的。合身的衣服，

除了能夠提供「警示」的作用之

外（稍為胖一點就穿不下了），

也能夠提供「動機」的作用（為

了要能夠穿下上次購買的漂亮

衣服，就要多努力一些）。面對

「肥胖」這個強大的敵人，我們

要有破釜沉舟的決心，不要讓自

己還有退路。

❿運動睡眠

睡眠不足，其實就容易變胖

（荷爾蒙變的關係），而且晚睡

的話，就會想吃宵夜。要靠運動

來減重，其實減的量不大（當

然運動還是有很多好處的），但

是「規律運動」是在宣示你減重

的決心與毅力，而且運動後的心

情也比較好，有助於維持減重的

動力！

陳志金醫師分享，自己在

4 個月內用這些方法減了 12 公

斤，腰圍也少了 4 吋，希望大

家也可以輕鬆減重成功。

我會把自己每天應該吃的熱

量、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制定下來，然後乖乖的執行，如

此一來，距離減脂的目標也就越

來越近了。

因為長期進行飲食管理，到

近年對食物的組成已經有清楚的

概念，也懂得分辨好與不好的食

物，甚至肉眼就可以看出眼前的

食物大約有多少熱量跟營養素，

自然可以聰明的挑選食物，輕鬆

的減脂增肌。

減脂失敗常見的 10 大原因

回想我剛開始減脂

時，是強迫自己採取嚴格

的手段。每次吃東西前，

都會把食物放上磅秤，記

錄它的熱量和營養素，這

麼做是希望可以最有效率

且最快速達到科學化的減

脂，同時不需要餓肚子，

也避免把辛苦鍛鍊的肌肉

流失掉。

女性
健康

（本文由采實文化出版社授權刊

載，摘自《Ashlee陪你用健身改
造自己：20組背腰臀腿訓練 ×7
日健身課程，增肌燃脂．居家徒

手訓練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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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Ashlee

保健常識

現代健康新理念

30貼士
◎  編譯：高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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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Floor  |  Millennium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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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403-503-8888 | Toll Free: 1-866-699-7826

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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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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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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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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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Judy Huang

燈飾所創造出的光影，能瞬間展現出居家空間的溫馨氛圍。然而居家清潔時，最容

易忽略的地方就是燈飾。清潔燈飾有許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與電器相關的物

品都需要注意安全，在清潔前務必先切掉電源。各類型燈飾都有它不同的清潔方

式，本文為您介紹清潔時應該留意的地方，讓您的家居維持明亮乾淨的狀態。

清潔燈飾該準備的工具

材質柔軟的乾溼抹布——可

以清潔表面加工的燈飾。金屬或

不鏽鋼材質可以先用乾抹布擦

拭，若有髒汙需用濕布擦拭後，

立即用乾布擦乾。不鏽鋼材質若

有髮紋加工紋路，建議沿著研磨

方向擦拭。

家具清潔劑——可幫助金屬

材質表面增加光亮感。

除塵撢—可幫助清除燈飾表

面灰塵。

玻璃清潔劑——適用於玻

璃、水晶材質燈飾。

棉質手套—水晶燈飾或是細

部設計比較複雜的燈飾，可以藉

由手套來幫助清潔。

各類型燈飾的清潔方式

玻璃燈飾

玻璃燈飾是目前居家生活中

最常看到的燈飾，因為外觀的簡

潔大方，可以與各種風格百搭無

違和。建議兩個月清潔一次，避

免落塵太多影響光照，並可維持

玻璃燈飾持續透亮。玻璃燈飾若

是可拆式，可直接將燈罩拆下，

  玻璃清潔劑

  棉質手套

 家具清潔劑

用水直接沖洗，再用玻璃專用的

乾布擦拭。燈罩設計若不易拆卸

的，則可以用微濕的軟布順著同

方向擦拭，清潔完後再用乾布將

水漬擦除。

由於玻璃是屬於易碎品，在

拆卸或清潔過程都要額外注意，

建議可穿戴棉質手套進行，避免

玻璃燈飾損壞。

金屬燈飾

金屬燈飾最害怕的是潮濕的

氣候，金屬表面吸附了濕氣容易

腐鏽，維護不易。固定兩個月至

三個月進行一次清潔，對燈飾的

保養會很有幫助。

金屬的加工處理有分為兩

種。一種為烤漆方式，烤漆的清

潔維護較為簡單，定期用軟布輕

輕擦拭去除表面灰塵即可；另一

種為電鍍方式，電鍍則需要注意

灰塵顆粒摩擦金屬表面，容易造

成掉漆的情形。都以細軟布輕輕

擦拭去除表面灰塵即可，若有油

漬或髒汙，則使用微濕軟布順著

同方向擦拭即可去除。

切記不要直接使用抹布及除

塵撢擦拭，容易因為摩擦而傷害

到金屬燈飾的表面。

LED燈飾

LED 燈飾因為節能與安全

是每個家庭使用率極高的燈飾，

通常使用除塵撢或抹布就可以直

接擦拭，嚴禁直接用水沖洗或是

用濕布擦拭。

布面燈飾

布面燈飾適合用在鄉村風

格，或是喜歡溫馨氣氛的居家環

境。清潔方式較為簡單，用除塵

撢或吸塵器來去除表面灰塵，用

細心與溫柔的心情來擦拭，即可

維護布面燈飾。若是髒汙，則可

以在軟布上加一些家具清潔劑，

來擦拭去除。

紙燈飾

紙燈飾常用於燈籠造型的亞

洲風格上，由於不適合使用任何

清潔劑在紙的表面，會造成破

壞，只能使用微濕的軟布進行擦

拭。

水晶燈飾

水晶燈飾是所有燈飾裡，設

計最繁雜的。必須等燈泡溫度都

下降才可以進行拆卸，可直接以

水晶專用清潔劑直接噴灑在水晶

燈表面，藉由液體揮發過程讓灰

塵都被帶走，再戴上棉質手套，

將細部不容易清理到的面積，用

手套輕輕拭去。建議直接用手套

將水晶燈每個配件一一擦拭，就

可以完成水晶燈飾的清潔。若是

有拆卸不易或是油汙問題，則建

議尋找專業人士來清理。

燈飾清潔好容易
幾種常見的清潔方式

紙質燈飾

 布面燈飾

LED燈飾

 除塵撢

  水晶燈飾

 玻璃燈飾

 金屬燈飾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乾溼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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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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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從 COVID-19 的初次感

染中恢復後幾個月就可能會發生再次感

染。香港一名 33 歲的男子在第一次感染

康復後僅 4 個半月就第二次感染了新型

冠狀病毒。

雖然他再次被檢測出冠狀病毒

SARS-CoV-2 陽性，但第二次感染全程

沒有症狀，該病毒可導致 COVID-19。
香港大學的研究人員對病毒進行了測

序，確定該男子第一次感染背後的病毒與

引發第二次感染的病毒是不同的變種。

起初的證據表明，人們從 SARS-
CoV-2 感染中恢復後確實可獲得某些免

疫能力。在一艘漁船上展開的一項疫情研

究報告發現，一些對新冠狀病毒抗體檢測

呈陽性的船員並沒有再次感染。另一項評

估 34 名 COVID-19 診斷者的研究發現，

保護性抗體可能不會持續很長時間，可能

僅 3 個月就會減弱。

根據加州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小兒傳染

病科主任馬多納多的說法，冠狀病毒的免

疫力通常會持續 6 個月到 2 年不等。

「從一個患者的案例研究中很難推

斷，因為這個案例研究沒有經過同行評

議，也沒有在醫學雜誌上發表，」約翰 ·
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的傳染病醫生

亞德加博士說，「症狀嚴重的人往往免疫

持續時間較長，症狀溫和的人免疫力減弱

的較快。」

再度感染通常比較溫和

亞德加博士對病人第二次感染並不感

到意外，因為這是其他冠狀病毒再感染的

常見現象。

馬多納多表示，對於像輪狀病毒或小

兒麻痺症這樣的病毒，你可能會一次又一

次地感染，但這些後續的疾病可能會不那

麼嚴重。「一般來說，第二次和第三次感

染往往不太嚴重，這可能與你的免疫反

應有關。但我們對這種工作方式並不瞭

解。」

對疫苗的影響

疫苗臨床試驗的早期結果表明，疫苗

產生的免疫力比感染途徑獲得的免疫力

小。需要更多的測試來確認疫苗產生的免

疫力水平，但接種疫苗幾個月後可能會再

次感染。

如果是這種情況，人們可能需要補種

疫苗，亞德加說。

馬多納多說：「麻疹疫苗注射一次通

常可以獲得終生免疫，但並非所有的病毒

都如此。比如小兒麻痺症，接種疫苗後，

仍可能被再次感染。」

通過某些疫苗獲得的免疫力會隨著時

間的推移而減弱。這意味著接種過疫苗的

人最終可能會感染。即使他們的再感染是

溫和的或無症狀的，他們仍然可能將病毒

傳播給從未接觸過病毒的人。

有關群體免疫

通常來說，當一個人群中的大多數

人對疾病有免疫力時，疾病就可以被根

除——這個概念叫做群體免疫。但冠狀病

毒領域的大多數科學家都覺得，這種新的

冠狀病毒可能無法實現群體免疫。

如果人們在短短几個月內就失去了

保護性抗體，那麼不管有多少人感染了

SARS-CoV-2，群體免疫力可能幾乎不

可能實現。但是，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

抗體不是決定一個人抵抗後續感染的唯一

因素。

COVID-19或會再度感染 群體免疫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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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anna Bazaar 
3190 - 5850 88 AVE NE 
Calgary, AB | 403-830-3800 

Sunridge Mall 
12K, 2525 36 Street NE 
Calgary, AB | 403-444-8980

CF Market Mall 
Z-012, 3625 Shaganappi Trail NW, 
Calgary, AB | 403-604-1100 

Marlborough Mall 
718k, 515 Marlborough Way NE, 
Calgary, AB | 403-273-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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