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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漁民民兵
Chinese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ilitia Are Plundering the Ocean

A5福禍無定 全憑一心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Are 
Uncertain and All Down to One's Mind

十月驚奇引爆
深水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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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B3A4 瞭解食器的材質特性
讓我們更安心雙語報導

English or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

導】近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赴廣東，14日出席深圳經濟特

區正式成立40週年活動並且發

表了講話。外界對習的講話進行

了多種解析，普遍認為，習此行

是要加速深圳取代香港亞洲金

融中心的地位，並推動國際貿易

夥伴使用數字化人民幣，以防美

國在貿易戰中再出招。但這些

設想對經濟陷入低迷的珠三角

來說，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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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偷報 違者送官究治
No Theft or Vandalism
Offenders Will Be 
Brought To Justice

  On Wednesday October 13, 2020, 
the Chinese chairman Xi Jin-
ping reaffirmed his commitment 
to “opening up and reform” as a 
strategy for gaining economic ad-
vantage in a 50-minute speech to 
mark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Shen-
zhen’s establishment as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With hundreds of 
local officials and executives pres-
ent, including Huawei Technolo-
gies Co. founder Ren Zhengfei, 
and Vice Premier Liu He looking 
on, Xi called for the making of the 
southern metropolis into a “model 
city for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e speech represented a high-pro-
file backing of the companies and 
leaders in the so-called Greater Bay 
Area, a designation that’s meant 
to push China into higher-quality 
manufacturing and better integrate 
the former colon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u into the mainland. 
  Xi’s visit came at a demanding 
time for China. The ongoing trade 
war with the U.S. and pandemic-
driven economic downturn have 
increased the urgency of Beijing’s 
efforts to boost local consump-
tion and close the technology gap 
in strategic industries. In recent 
months, Xi has urged a shift to a 
“dual-circulation” economy fueled 
by domestic growth and supple-
mented by foreign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Emily Liu

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等有

關負責人，此前提前南下廣東，

為習近平的南下做準備。網路傳

出的視頻顯示，習近平 10 月 12
日下午到了廣東潮州，在步行街

與「民眾」會面，視頻所見，所

有人都沒有戴口罩。陪同習近平

的有副總理劉鶴、中央辦公廳主

任丁薛祥、廣東省長馬興瑞。

截至發稿時間，習近平的南

巡之旅並不平靜。習 12 日現身

習近平南下 習近平南下 

潮州市，當天，里根號航母打擊

群殺回馬槍進南海，美軍 E-8C
深夜出動；13 日凌晨香港懸掛 8
號風球；同日，習近平車隊離開

汕頭時安保出現漏洞，一女子突

然衝上去遞送材料。 14 日上午

習近平在大會發言中，連續多次

咳嗽，且有多次停頓。 14 日會

議結束，深圳本地股下午大幅跳

水，粵港澳概念板塊普跌，鹽田

港股跳水跌停。引發網友熱議：

太不給大大（習近平）面子了。

習的發言自相矛盾

習近平在講話中，將深圳特

區的經濟發展描繪成「黨中央堅

強領導的結果」。習稱當前面臨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他提出

10 個「必須」，強調經濟特區不

只要辦下去，要辦得更好、水平

更高，「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

步」，但又同時強調，「必須堅持

黨對經濟特區建設的領導」，必

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

        （下轉 A2）

深圳取代深圳取代
香港?香港? 香港特首

林鄭月娥

深圳市委書記

王偉中

Xi’s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ooking for Hong Kong’s Replacement?Xi’s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ooking for Hong Kong’s Replacement?

https://yangshihomes.com
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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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2）習還宣稱要全面

貫徹「一國兩制」，卻又稱「推

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率先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大陸媒體配合高調宣傳，

廣泛報導「中央送超級大禮

包」、「深圳沸騰」，內容包括

支持深交所創業板、試行數字

貨幣、賦予更多管理權等等。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辦

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對外發布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

方案》，明確了深圳在 2020
年 ~2025 年三個階段的主要

目標。

但不少分析者認為，在國

際環境的當下，法治和言論自

由最基本兩點無法跟西方接軌

下，國際資本不會再進入中國

的「特區」。評論人士吳強對

外媒表示，習在中央決策中，

一直扮演著毛主義旗手和鄧改

開旗手的雙重角色，例如推進

公私混改、抓捕黨內異議人

士，是其倒退、保守的一面；

而出席深圳紀念活動、對深圳

特區進一步開放的支持，則是

營造他促進開放的形象。吳強

形容，習近平在過去 8 年扮演

的是「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剎車

的雙重角色」。

無人機「禁飛」

對習的到來，深圳和廣東

多地如臨大敵，不斷提升保

安。深圳地標蓮花山從 10 月

11 日起封閉，深圳、東莞、中

山及汕頭等多地警方下達「禁飛

令」，許多無人機玩家收到通

知，自 10 月 11 日零時至 10 月

17 日深夜，除非獲准，否則全

市禁飛無人機等航空器。

10 月 13 日，香港交易及

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

宣布：由於八號颱風信號的發

布，今天在證券和衍生產品市

場上的交易時段（包括盤後期

貨交易）被取消。將不提供證

券清算和結算服務，沒有股票

連接北向交易。

中國大陸投資者評論稱：

「趨於兩種原因，港交所一定是

人工露天交易所，擔心颱風天

氣把錢吹跑。其次，今明兩天

朝廷在深圳開會，研究資本市

場相關試點工作，老 A 已經弱

不禁風，擔心貴所滬港深港跑

過來砸盤？」

「自力更生」國進民退

習近平 12 日在廣東潮州三

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視察時聲

稱，現在中國正經歷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要走更高水平的自

力更生之路。

而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

下，2018 年習已兩度提到這個

毛澤東時代的口號。 2018 年 9
月，習近平在黑龍江省考察中

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時向工人

們表示：「國際上，先進技術、

關鍵技術越來越難以獲得，單

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上升，

逼著我們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同年 10 月 22 日，習近平南下

廣東在格力電器再次強調製造

業「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必須

靠「自力更生奮鬥」和「自主創

新爭取」。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本月

底召開，將審議「十四五」規

劃。自 1953 年開始制定第一個

「五年計畫」以來，政府已發布

十三個「五年規劃（計畫）」。

這本身是帶有計畫經濟色彩的

東西，加上由習近平主導之

下，中國重回計畫經濟的憂慮

四起。

李克強「過緊日子」

在習近平南下之際，由於

受美中關係惡化及疫情大流行

等諸多因素影響，中國經濟陷

入困局，李克強 12 日召開經濟

形勢座談會再度強調，「當前國

內外環境依然複雜嚴峻」，各級

政府要堅持「過緊日子」。

事實上，李克強和財政部

部長劉昆等中共高層，已多次

要求中央政府帶頭「緊日子」，

各級政府也必須真正過「緊日

子」。李克強在習的強勢之下

被指成為最無存在感的總理，

但他相繼在一些經濟問題上不

斷與習近平唱對臺戲，包括公

開說中國有 6 億人月收入均不

足千元，擊破習近平的全民小

康假夢，隨後，李克強倡導「地

攤經濟」則遭習近平封殺。

  
 On the day when Xi appeared in 
Chaozhou City on October 12th, 
USS Reagan aircraft carrier strike 
group returned into the South China 
Sea unexpectedly, and an US E-8C 
aircraft was spotted to fl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On October 13, 
Hong Kong experienced Tropical 
storm Nangka, the farthest No. 8 
typhoon in 60 years; and a woman 
was able to run up close to Xi’s ve-
hicle to cry for injustice as it was 
leaving, which was considered a 
major security breach in China. On 
October 14, when Xi was giving 
the speech in a general assembly, he 
coughed multiple times and paused 
frequently. On the same day when 
the meeting was over, local shares 
in Shenzhen dived in the afternoon, 
concept stocks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sectors fell 
sharply and stock of Shenzhen Yan 
Tian Port triggered a market circuit 
breaker. All of these led to sarcastic 
comments by Chinese people, “Too 
bad no one cares (what Xi says).”
  Many analysts believe that, the 
rule of law and freedom of speech 
are the two bottom lines China fail 
to align with the West. As a result, 
international capital hesitates to en-
ter China’s “special zone”. China 
expert Wu Qiang commented that, 
Xi has been playing “a dual role of 
one foot on the gas pedal and one 
foot on the brake”. Examples are 
vowing to press ahead with plans 
to gain the global lead in technol-
ogy and other strategic industries 
and reaffirming his commitment 
to “opening up and reform” on the 
one hand while pushing for the so-
called mixed ownership by impos-
ing government control on private 
businesses and censoring dissidents 
on the other hand.
 As China’s economy is struggling 
due to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deteriorating U.S.-China relations 
and an epidemic pandemic, Premier 
Li stressed once again in a meeting 
on October 12, “the current domes-
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still complicated and severe” and 
that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insist on “tightening their belts”. In 
fact, top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including Li and Finance Minister 
Liu Kun, have repeatedly ask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ake the lead 
in “tightening up” and th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should also really 
“tighten up”. 

 習近平南下 
  深圳取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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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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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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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9,900

西北 Varsity   面對卡城大學 西北 Huntington Hills �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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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500

東北 Country Hills Village ��裝�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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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900$528,000

獨 立 � 層 屋 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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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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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900

西南 Windsor Park 步行 3 �鐘到 Chin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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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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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900

東北 Huntington 步行 2 �鐘到學校

新
上
市

�校� Edgemont 豪�  ��市中心�景
獨立�層屋 2964 呎 ,W/O 土 庫� 部完成 , 侧面
��� , ��向東南光猛開陽 , ��一� , �屋頂 ,
主層�實木��磚�� , 較�廚��高�不�鋼
家��大理石檯面 ,3+1 �� ,3.5 浴廁 ,3 台較�
高效率暖�爐 , �
�學校��車站� $999,000

開放日

�碼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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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 立� 層屋 1579 呎 , 土 庫 � 部 完 成 , �
院 向東 , 光 猛 開 陽 , � �屋 頂 , 客� � 2
層高� � � 壁 爐 ,3+2 ��,3.5 浴廁 , 土
庫完成�客� �2 ����廁 , 步行 5 �
鐘到小學���
��車站� $389,900

西北 Citadel 投��品 , �學校

新
上
市

Panorama Hills 豪� 十�元�裝�
豪�獨立�層屋 2867 呎 , 建於 2009 年 , �屋
十�元裝�,�屋一樣 , 光猛開陽 , 主層��高
9 呎 , �實木 � � , 廚��大理 石檯面 , 高�
JENN-AIR 天��煮⻝爐 ,3 �� , 主層書� ,2.5
浴廁 , ��小學 , �車
站 , �勿錯� ! $825,000

新
上
市

西北 Hamptons 豪� 15,000 呎�皮
獨立�層屋 2450 呎 + 土庫�部完成 , 由 Janssen 
Homes 建於 1999 年 , 光猛向南�院 , ��一� , 
主層��高 9 呎 , �實木��磚�� , 較�不�鋼
煮⻝爐�洗���3+2 ��,主層書� , 3.5 浴廁 , 
�大�院 , ���場�
����車站� $729,900

新
上
市

左圖為習近平訪問汕頭期間有女子突然衝向車隊遞材料

右圖為13日美軍E-8C「聯合星」飛機抵近廣東沿海實施偵察。（網絡圖片）

習近平在發言期間，10分鐘內咳嗽4

次，央視一度轉移畫面。（視頻截圖）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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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10 月 13 日是加拿大與

中國建交 50 週年。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警

告中國，「脅迫式外交」、在香港實施的

鎮壓措施，以及對維吾爾穆斯林的拘押，

對中國自身以及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都適

得其反。北京當局於 14 日進行了回應。

特魯多在當天的記者會上發出上述警

告。他在談及這段外交關係時，把矛頭指

向中國政府歷來的所作所為。特魯多說：

「我們仍將全力與盟友合作，確保中國的

脅迫式外交、任意拘留兩名加拿大公民以

及其他國家公民的行事方法不會成為他們

眼中的成功策略。」

同一天，加拿大外交部長商鵬飛

（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在加中

建交 50 週年的聲明中指出，加拿大無法

接受任何公民被任意拘留，要求中國釋放

2018 年 12 月遭拘捕的加拿大前外交官

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商人斯帕

弗（Michael Spavor）。
2018 年 12 月 10 日，和斯帕弗分別

被中國當局拘留，並被指控從事間諜活

動。在此之前，加拿大執法部門應美國要

求於 2018 年 12 月 1 日在溫哥華機場拘

捕了華為公司高管孟晚舟，並啟動將孟晚

舟引渡到美國的司法程序。美國指控孟晚

舟涉嫌欺詐。

北京抓捕康明凱和斯帕弗被普遍視為

「人質外交」，以向加拿大施壓，釋放孟

晚舟。中國一邊否認「人質外交」說法，

另一邊多次敦促加拿大釋放孟晚舟。

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之後，加中關係

走入低谷。繼康明凱和斯帕弗被中國當局

抓捕之後，北京 2019 年判決另外兩名被

控走私毒品的加拿大人死刑。中國並且禁

止進口大批加拿大農產品。

本月早些時候，一艘加拿大軍艦駛過

敏感的臺灣海峽，這次航行正值中國和臺

灣之間軍事緊張的時刻。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10 月 14
日對加拿大提出的「脅迫外交」指控發表

評論，指責「加方故意混淆事實、再次發

表有關錯誤言論表示強烈不滿、堅決反

對，已向加方提出嚴正交涉」。

趙立堅稱，「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上

的所作所為才是真正的任意拘押和『脅迫

外交』的典型案例」。

加方認為，逮捕孟晚舟是依法行事，

並要求中方釋放康明凱和斯帕弗。

【看中國訊】北京當局強推香港國安

法，香港抗爭者的權利受到國際社會的持

續關注。繼英國、澳大利亞等國之後，加

拿大也開始接納港人的難民申請。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北京當局推出

《港區國安法》來箝制港人，不少民主人

士感到生命威脅，到海外尋求庇護。過去

一年已有至少四十六名香港人向渥太華提

出難民申請。

根據加拿大《環球郵報》指，加拿大

移民難民保護署 9 月 1 日已通知一對年

約三十歲的港人夫妻，確認他們是「國際

公約難民」（Convention refugees），他

們去年十二月遞交的庇護申請已被接受。

這名男子表示，他與妻子去年曾多次

參與反送中大型遊行，屬於最前線的人物

之一，並稱自己經營一個倉庫為抗議者生

產防禦設備。他曾被當局拘留，住所也遭

到搜查，但從未被起訴。離開香港之前他

已感到生命有威脅，最後躲在建築物下的

一個洞穴裡，後來輾轉抵達加拿大。

香港中文大學日前公布一項民調顯

示，有 43.9% 受訪港人想移民，其中

三分之一近期已在為移民做準備，原因

包括不滿港府、憂慮人權情況惡化等。

最多受訪者提及的移居目的地是英國

（23.8%）、澳大利亞（11.6%）和台灣

（10.7%）。

加拿大卑詩省歷史維護會會長列國遠

說，七月一日實施國安法之後，香港發生

了更多的壓迫事件，導致稍有能力的香港

人都想離開。「對不同意見的人就是用各

種方式打壓，如果你住在香港，你不覺得

很灰心嗎？有能力的人當然就希望可以離

開。」

這星期加拿大眾議院加中關係特別委

員會將重新啟動，香港局勢將再度成為國

會的議論焦點。早前渥太華稱會推出有利

香港移民的措施。

【看中國訊】多倫多時間 10 月 13 日

中午 12 點開始，加拿大父母團聚移民重

新開放申請，申請者可以在網上填寫表格

來表達擔保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移居加拿

大的興趣，申請時限僅為三週，在 11 月

3 日中午 12 點截止。三週之後，加拿大

政府將從所有申請者中隨機抽取 1 萬人，

允許他們提出正式申請。

去年，政府採用的是「先到先得」的

在線系統來選擇申請者。該程序使得申請

者爭先恐後地將申請文件傳去處理中心。

該系統使得很多人感到沮喪，因為它讓居

住在處理中心附近的人提供了優勢，或者

有些人可以花錢找人幫忙排隊。

今年，政府將該系統改成了隨機抽

籤的方式。移民部長 Marco Mendicino
說，抽籤是最公平的方式。今年有 1 萬

個名額，明年將會有 3 萬個。

去年的「先到先得」流程使得許多人

陷入困境，他們無法訪問表格或者填寫表

格的速度不夠快，導致錯過。當時，網上

的申請入口開了不到10分鐘，就關閉了。

加中建交50週年
 特魯多批中方「脅迫式外交」

已 經 為 您
準備好了！

在線觀看樣板屋

在線觀看樣板屋
現已開通

趕快行動 — 最後一期正在發售 !

鎮  屋
起   價

雙拼屋
起   價

後置車庫獨立屋

起   價

前置車庫獨立屋

起   價

加國開始接受港人難民申請

特魯多（總理辦公室）

加國父母團聚移民申請重開 
實行抽籤制

evanstoncommun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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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政府推出恢復福利

金（Canada Recovery Benefit，CRB），
用於取代到期的加拿大緊急響應福利

（Canada Emergency Response Benefit, 
CERB）。 10月12日開始，民衆可以向稅

務局（CRA）申請 CRB。
符合資格的申請者每兩週可獲得

1,000 元（預扣稅後 900 元），每兩週

一申請，最多可領取 26 週，中間可以間

斷，恢復福利為期一年，即一年內可申請

13 次。

申請期內，CRB 申請者需具備以下

條件：

1. 因武漢肺炎（COVID-19）爆發

而無法工作﹐或自僱 / 受僱人士每週工資

減少一半；

2. 沒有申領以下任何一種福利：加

拿大復甦病假福利 (CRSB)、加拿大復甦

照顧者福利 (CRCB)、短期殘疾福利、工

人補貼福利、就業保險金 EI ﹔魁北克父

母保險計畫（QPIP）福利。

3. 不具備申領就業保險 EI 的資格；

4. 現居住在加拿大；

5. 年滿 15 歲；

6. 持有效的社保號 (SIN)；
7. 2019 年或申請前 12 個月至少有

5,000 元收入﹔

8. 在 9 月 27 日後不是自願辭工或自

願減少工作時間﹔

9. 試圖尋找工作（包括自僱或受

僱）﹔

10. 在領取 CRB 的這兩週期間﹐並

沒有拒絕合理的工作機會﹔

領取 CRB 的同時，仍可以賺取就

業或自雇收入。但是，在當年（2020 年

或 2021 年）的所得稅申報表中，如果

申領者的年淨收入超過 38,000 元（不包

括由 CRB 收到的金額，但包括 CERB、

CRCB、CRSB 福利金），則必須返還部

分福利金，每超出 38,000 的每一元需返

還 50 分。

如果你參加了省政府或省級機構推薦

的課程、項目或培訓，並滿足其它條件，

則可能有資格獲得 CRB。

申請者需要滿足以上所有條件才能

獲得 CRB，如果沒有資格獲得 CRB，

如果仍然需要財務支持，政府建議查看

COVID-19 福利和服務中的其他選項。

稅務局警告，如被發現故意欺詐，可

能面臨嚴重後果，如罰款或入獄。

據 CBC 13 日消息，12 日（週一）

加拿大稅局共收到了 240,640 份福利申

請。就業與社會發展部估計，未來數週或

數月，將會有 89 萬人申請 CRB。

English Report

看

China has the largest fleet of ocean-going 
fishing vessels that cover the globe, as 

far away as South America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In 2018, China caught 18 mil-
lion tons of seafood – four times as much as 
the fishing nations of Peru and Ecuador com-
bined . China’s trawling destroys seabeds in 
its path and, surprisingly, their vessels are 
also armed and military trained. Are they 
allowed to go over the sea and fish in some-
body else’s waters? Quite the opposite.  

 China has frequently conducted illegal, un-
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 fishing ac-
tivities. In June this year, 340 Chinese fishing 
boats arrived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to catch 
giant squid off the Galápagos Island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biodiverse regions. The 
fleet has now moved south to operate in wat-
ers off Peru. The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d 
earlier this year that China’s fleet has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fleets in recent years off the 
Pacific coast of South America. 

 Peru and Ecuador rely heavily on seafood 
for their economy and trade. According to 
World Bank data, in 2018 the two countries 
caught 4.5 million tonnes  of fish, only 25% 
of China’s marine catch. 

 In 2017, a Chinese trawler was captured in 
the Galapagos Marine Reserve carrying an 
astounding 300 tonnes of catches. Oceana, 
an organization that tracks fishing activities, 
also reported that Chinese fishing vessels ac-
count for 99 percent of the fishing activity 
around the protected areas.  

 Southeast Asia is even more severely af-
fected by Chinese fishing, especial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ere China has also taken 
advantage to  expand its dominance over the 
region. 

 In April,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Chinese fishing fleets in Southeast Asia, 
which use metal trawlers to fish along the 
seabed and catch everything in their path, 
were protected by armed Chinese Coast 
Guard vessels,. The Chinese Coast Guard 
has even attacked and confiscated the catch 
and equipment of other countries’ fishing 
vessel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ere there 
is a territorial dispute. Local fishermen have 
expressed anger and confusion around why 
their government doesn’t protect them.  

 China’s action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rampant in recent years, threatening not only 
the sovereignty of coastal countries, but also 

global food security and marine ecology. Af-
fected countries may not have taken defen-
sive actions because they realize that China’s 
fishing fleets are in fact “armed militia”. 

 According to a Chinese official media re-
port titled, “Why Japan Should Be Afraid 
of China’s Navy”, China has 200,000 fish-
ing vessels, including 17,000 well-equipped 
ocean-going vessels: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number and gross tonnage. China 
employs 14 million people, or 25% of the 
world’s fishermen.

 The Chinese navy and Coast Guard are re-
sponsible for military training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ir fishing fleet, for whom 
the government also provides substantial 
subsidies. Fishing vessels are equipped with 
advanced electronic equipment, including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radars that 
can interact with the Chinese Coast Guard 
and navy. At least 50,000 vessels are also 
equipped with satellite navigation, which can 
both monitor and transmit their position, and 
collect and report marine intelligence. 

 They  also provide logistical support to Chi-
nese naval vessels, such as the militia vessels 
that delivered ammunition and fuel to two 
naval ships docked near Zhejiang Province in 
May of 2008. These fishing vessels are thus 
the equivalent of militias by China’s own ad-
mission.  

 Reuters reports that it is common practice for 
Chinese shipbuilders to reserve military appli-
cation platforms  on civilian vessels for use by 
naval forces during wartime, allowing them to 
be transformed into military forces at any time. 
In fact, these fishermen are also being exploi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ir lives are 
being disregarded, but they are not aware of it.  

Meanwhile, China does not select its target 
countries randomly. If we look closer, we can 
see that most of these countries were once 
friendly with China and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China for their economies. Take Ecuador 
for an example; in 2016,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visited Ecuador and Chinese 
naval vessels visited the port of Guayaquil 
three times. 

 In 2018, Ecuador sign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China, and in less than 10 
years, Chinese funds entered Ecuador’s 
energy, mining, infrastructure, finance, avi-
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s, and 
even created  a $240 million national surveil-
lance network in 2019. 

 In 2017, the United Nations agreed to impose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in a bid to force it 
to give up its nuclear weapons by banning its 
exports of squid, a major foreign trade prod-
uct. Later, it was found that the largest catch 
in the region belonged not to North Korea, 
but to China.  In March , using several types 
of satellite-based luminescent remote sens-
ing technology to observe squid populations, 
Global Fishery Watch and its collaborating 
researchers found Chinese fishing vessels 
were using “twin trawlers” to catch squid in-
discriminately.  

 These vessels also squeeze North Korean 
fishermen out of their own waters , which is 
why North Korean “ghost fishing vessels” 
have been frequenting Japan’s coasts in re-
cent years. Meanwhile, the value of Chinese 
vessels’ squid catches in the area has ex-
ceeded $200 million  a year since the sanc-
tions came into effect. 

 Even though Global Fish Watch submitted a 
specific report to the UN ,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it has always conscientiously 
implemente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
lution on North Korea,” adding that “it has 
always strictly punished” illegal fishing. 

 In addition,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
ippines, Thailand, and Vietnam in Southeast 
Asia have been threatened by Chinese mari-
time militia, and their citizens have even 
been injured in clashes. These countries are  
Chin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s, however, as 
they’ve also sign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
tive Agreement with China to introduce Chi-
nese investments  and owe a lot of debt to 
China.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China 
has no qualms about asserting its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Jason Thomas, an Australian geopolitical risk 
expert, describes China’s arme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ilitia as ‘fishermen mercenar-
ies’. He has stated: “Plundering the resources 
of other economies and swarming into terri-
torial waters are acts of aggression disguised 
as civilian activities and a cheaper alternative 
to conventional conflict for opponents of the 
U.S. and its allies such as Australia. The future 
of conflict, as it always has been, will be based 
on the tactics of imaginative asymmetric war-
fare. [The] CCP’s use of fishing mercenaries is 
a good use of imagination.” 

 Daniel Ginez, Ecuador’s naval operations 
commander said on September 25 that “this 
year’s Chinese fleet is larger than in previ-
ous years, and we are at risk of extinction of 
some species.” Now the U.S. Coast Guard 
also coordinated  with the Ecuadorian navy, 
sending ships to the region to patrol more 
than 3,000 miles of international and Ecua-
dorian waters to keep an eye on China’s mas-
sive fishing fleet.  

 In addition to the military threat, the dam-
age to the ocean and the environment from 
Chinese fishing vessels is severe. Despite 
China’s professed support for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 heavily subsid-
izes the fuel that allows these vessels to trawl 
even further afield: a completely unsustain-
able, purely destructive method of fishing. 
China has also been the world’s largest pro-
ducer of marine litter for more than 10 years, 
with a 27% increase in 2018.

 Ye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laimed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on September 30 
that China defends the environment and calls 
for global cooperation to protect the Earth’s 
biodiversity.

加拿大恢復福利金開始接受申請

$519,990$519,990
248 Hawkhill Pl.NW 五臥室雙車庫，
靠近綠地，交通方便

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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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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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琳 C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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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900$749,900
2444 23 Street NW. 靠近市中心大學區，
交通方便近輕軌站，成熟社區生活設施完善，
近購物中心和醫院

1202-1078 6Ave SW 三臥室雙衛浴市中心高
層公寓，地下停車位儲藏室靠近河邊公園

$379,990$379,990

新
上
市

316 - 6800 Hunterview Dr. NW 頂樓公寓，
兩臥兩衛 , 地下車位 , 私家洗衣房 , 近學校、
公交站和購物中心

$249,850

$699,000$699,000

316 - 6800 Hunterview Dr. NW 頂樓公寓，
兩臥兩衛 , 地下車位 , 私家洗衣房 , 近學校、

$249,850$249,850$249,850$24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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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athychen.cawww.cathychen.ca

新近建成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中國漁民民兵
Chinese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ilitia Are Plundering the Ocean

(Getty Images)

習近平與漁民（合成圖）

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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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驚人 關於一切
10 月 9 日，美國務卿蓬佩

奧表示，國務院將會在大選日前

公布前國務卿希拉里被刪掉的電

子郵件。「我們已經得到了那些

電子郵件，我們會把它們公布出

去。我們在盡可能快地做到這一

點。我認為，大選前當然還會有

更多值得期待的事情。」

10 月 11 日，美國總統川普

告訴福克斯新聞，即將公布的文

件非常「驚人」，「我們已經發

現了沒人能相信的東西」，這些

文件「是關於一切的」。

用「通俄門」分散對 
「電郵門」的調查關注

「通俄門」解密文件顯示，

這個是一個由希拉里的一位外

交顧問提出的、「為了醜化川普

而煽動的指控」，希拉里想藉此

來分散輿論對她使用不安全伺

服器的「電郵門」的調查關注。 
解密文件中包含中情局前局長

布倫南親手寫的備忘錄，布倫

南表示他曾經就此，向時任總

統奧巴馬和其他白宮高級官員

做過簡報。

一場未遂的政變

一位前國防部高級官員對

「AND Magazine」 新 聞 網 表

示，在 2016 年 11 月川普「意

外」勝選後，美國經歷了歷史上

的一次未遂政變。川普勝選後，

一系列不移交給其總統權力、編

織「通俄門」謊言的構陷陰謀悄

然啟動。

該官員表示，2017 年 1 月

5 日，在白宮舉行了一次臭名

昭著的會議，正式批准了彈劾

川普的事宜，出席會議的有總

統奧巴馬、副總統拜登、國家

安全顧問賴斯、中央情報局局

長布倫南、國家情報總監克拉

珀、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和副

司法部長耶茨。

違反常規的評估文件

通常，一份國家情報評估文

件應該代表情報界的共識，只有

當最終版本經過推敲確認達成一

致時，才會遞交給各機構負責人

進行最終批准。

而「通俄門」國家情報評估

文件卻並非如此，這份文件由情

報界最高層，CIA 局長布倫南、

FBI 局長科米和國家情報總監克

拉珀撰寫，結論是預先設定的，

沒有討論餘地。

將有高官入獄

前國家情報行動負責人

理 查 德． 格 倫 內 爾（Richard 
Grenell）認為有人會因此入獄。

「我們現在知道，中央情報局、

司法部、聯邦調查局的政府內部

人員知道這是俄羅斯的串通騙

局，出於各種原因，他們允許這

樣做。他們堅信希拉里會贏，而

且他們並不真的想挑戰巨人。他

們認為，只要閉嘴，他們的職業

生涯就會受益。」

福克斯新聞法律分析師賈瑞

特（Greg Jarrett）表示，「通俄

門」調查的解密文件足以證實，

希拉里犯下了要坐牢的重罪，而

前總統奧巴馬也脫不了關係。

拜登的候選資格動搖

美國公民聯盟主席博斯

（David N. Bossie）說：「在距

離 2020 年大選日還有 27 天的

時候，美國人民有權利知道前副

總統拜登對此醜聞到底知道多

少，這非常重要。」

10 月 14 日，《紐約郵報》

爆出消息稱，根據最新洩漏的電

子郵件，拜登之子亨特確實將其

父親拜登介紹給烏克蘭一家能源

公司的高管。這些電子郵件是從

特拉華州一家電腦維修店的手提

電腦中恢復的。

該店老闆說，有人在 2019
年 6 月把這個被水破壞的電腦

放到維修店，沒有取回。店主把

此事報告了聯邦政府，FBI 在去

年 12 月把這個電腦和硬碟沒收

了。但店老闆複製了硬碟，並交

給了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的律

師，於是，《紐約郵報》從朱利

安尼那裡得到一份副本。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政治

管理研究所所長布朗（Lara 
Brown）表示，在大選中如果某

個候選人出現意外，無法正常繼

續參選，其所在黨派可以在法庭

上提出質疑，是否允許該黨推舉

替代人參選。而這個決定可能將

由美國最高法院做出，因此，川

普補全的 9 位大法官將起到至

關重要的作用。

華盛頓穩定了北京

另外，10 月 10 日，美國務

院官網首批公布的被前國務卿希

拉里刪除的電子郵件中，有多封

郵件涉及王立軍叛逃事件。

2012 年 2 月 6 日，王立軍

攜帶著指控薄熙來及中共高層腐

敗和謀殺的資料，出現在成都的

美國駐華領館。薄熙來當時緊急

派人馬前來，試圖強行闖館搶

人。而當時美領館內的美海軍陸

戰隊，已經全副武裝子彈上膛。

被解密的郵件中稱，美國對

事件的處理「對搖搖欲墜的中共

起到了穩定的作用」。

《北京之春》名譽主編胡平

稱，王立軍進入領館後，美國駐

華大使駱家輝建議給予王立軍庇

護，並允許他待在領館內，但白

宮沒有批准駱家輝的提議。有不

少人責怪當時的美國政府，他們

認為，假如美國當時允許王立軍

留在美領館內，再讓他到自由世

界爆料，一定會對北京造成震撼

性的重大打擊。

後巷屋正在發售
就在 7處卡城及周邊社區。
今天就來參觀我們的展示屋。

讓購房
變得簡單
步步為贏。

從
獨來獨往

到成雙結對
入住新居。

新屋起價

Simplifying your journey home. EXCELHOMES.CA

 

Pricing is inclusive of home, lot and GST. Rendering used may not reflect actual final product. Pricing, terms and condition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Please see your Area Manager for details.

$350s

十月驚奇引爆深水炸彈
「通俄門」「電郵門」文件相繼解密  真相將如何影響未來？

拜登

奧巴馬

布倫南

希拉里

科米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11月3日美國總統大選
前，10月驚奇不斷。
6日，「通俄門」相關
文件率先解密；10日，
「電郵門」文件分批解

密；14日，最新電郵
曝光拜登父子醜聞。

評論將這些文件稱為

「定時炸彈」，認為如

果炸彈引爆成功，將

對民主黨陣營造成沉

重打擊。

https://www.excel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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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肖然編譯報導】美國

近年陸續關閉境內大學校園內的孔子學

院，密蘇里州的韋伯斯特大學（Webster 
university）孔子學院院長劉強 10 月 6
日被聯邦調查局（FBI）搜索住處，7 日

死亡，校方 9 日宣布這一消息，中方 11
日證實。

根據美國《聖路易斯郵報》（St.Louis 
Post-Dispatch）報導，韋伯斯特大學發

言人稱，警方 7 日通知校方，該校孔子

學院的北京語言大學代表劉強（Qiang
「David」Liu，譯音）被發現在住所中身

亡。但報導沒有提及死因。警方目前沒有

對此發表評論。

劉強為北京語言大學的成員之一，

2019 年 1 月被派駐韋伯斯特大學作為孔

子學院院長，校方今天證實他於 7 日上

午死亡，目前已經成立專案小組。

聖 路 易 郡（St.Louis County） 警

方的電子郵件顯示，警察和聯邦調查

局（FBI）探員就一樁兒童色情案，於 6
日晚間搜索了劉強在韋伯斯特葛羅夫斯

（Webster Groves）的公寓。

據美國非營利全國學者聯合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統

計，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大學級別的課

程由 75 所被稱作孔子學院的實體運營，

幼兒園到 12 年級的課程由 500 所孔子

學堂運營。美國國內自 2014 年來已關閉

41 所孔子學院。另外還有 4 所孔院預計

今年內關門。

美國國務院 8 月 13 日宣布，將管理

美國國內孔子學院的「孔子學院美國中

心」列為「外交使團」。評論認為，這標

誌著與美國與北京的關係進一步惡化，也

是川普政府限制中國在美進行官方活動的

最新舉措。

據 報 導， 美 國 胡 佛 研 究 所

(Hoover Institution) 和亞洲協會 (Asia 
Society)2018 年發布了一份關於中國政

府和共產黨在美影響力運作的報告，負責

管理這些學院的北京機構漢辦隸屬教育

部，與中共中央有聯繫。其做法是，漢辦

向美國大學提供 15 萬美元的啟動資金，

之後平均每年撥款 10 萬或 20 萬美元。

為中學提供 5 萬美元的啟動資金，之後

每年是 1.5 萬美元。

報告稱，「最麻煩的是漢辦與美國主

辦機構合同中的兩項條款：一項禁止這

些孔子學院從事任何違反中國法律的活

動，另一項則要求授權合同保持機密，

使得學術界難以進行監督。」該報告在

對調查結果的總結中表示，「鑒於孔子學

院在讓學生和社區接觸中國語言和文化

方面有積極價值，不反對它們。但它確

實建議大學對孔子學院採取更嚴格的監

管，對其學術自由和透明度採取更高的

標準。」

美孔子學院院長
FBI調查期間死亡

【看中國記者苗薇編譯報導】中國

十一長假剛過，青島再吹響武漢肺炎疫情

警報，900 萬人大排查。日前海外中文媒

體曝光了一份中共內部預測秋冬疫情爆發

的機密文件，官方預測秋冬季全國疫情可

能會出現四種情景及應對措施。

武漢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已持續 10
個多月，十一長假過後，10 月 10 日，青

島出現 3 例本土感染病例。青島市衛健

委 10 月 12 日通報說，全市制定並啟動

了全員核酸檢測方案，5 天內完成對全市

900 多萬人口的大排查。

根據中共官方的最新疫情通報，截止

13 日晚間 8 時 30 分，青島已採樣核酸

5,603,804 份，不管是密切接觸者，還是

密切接觸者的密切接觸者、一般接觸者、

醫療機構人員、住院病人及陪護人員全部

是陰性、社區人員也都是陰性。

對於中共官方宣布的「零確診」，有

美國媒體接獲青島市民的消息，指中共官

方消息不值得信任。青島泰先生表示，雖

然官方安排醫務人員為當地民眾篩檢，但

「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資料，我不相

信它，也不相信它的（檢測）技術。 」
他還說，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高級別

專家組組長鍾南山 12 日晚間抵達青島，

「他一來的話，這個事情不會小」。

針對青島的疫情，海南省迅速作出反

應。《中新網》10 月 12 日報導，鑒於目

前山東省青島市疫情形勢，海南省政府要

求有青島市旅居史人員主動向所在社區報

備相關情況。此外，海南省衛健委應急

辦在 9 月 21 日還下發了有關「開展 2020
年秋冬季疫情轉運演練的通知」。

8 月 27 日海南省下發的「關於印發

《海南省應對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應急預

案》的通知」中預測，大陸秋冬季肺炎疫

情可能出現四種情景。其中情景三被定義

為：3 個及以上市縣發生散發確診病例或

無症狀感染者，或任一市縣發生本地聚集

性疫情，即部分市縣發生社區傳播，並構

成全省擴散蔓延風險。

情景四則被定義為：發生全省較大範

圍疫情傳播，即較多市縣發生持續性社區

傳播，全省擴散蔓延局面基本形成。

中國兩位防疫專家鐘南山、張文宏都

曾多次公開表示，今年秋冬疫情會再度升

溫，中國仍面臨疫情帶來的巨大挑戰。 9
月 20 日，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

主任張文宏醫生在出席活動時表示，很多

中國民眾提問今年冬天是否會出現第二波

疫情，他表示，「第二波是必然的」。 9
月 18 日舉行的 2020 中關村論壇全球科

學與生命健康論壇上，鐘南山表示，疫情

的可能性會隨著秋冬季節的到來增大。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曾在中

國外交部任職、現已入籍澳洲的網路作家

楊恆均（原名楊軍），早前因涉嫌從事危

害國家安全活動，被扣留審查。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 12 日表示，北京市檢察院 10
月 7 日以間諜罪對楊恆均提起公訴，案

件已轉至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目前正在

一審中。

澳洲籍華裔網路作家楊恆均於 2019
年 1 月他搭機抵達廣州時，在機場遭到

中國公安人員帶走。楊恆均已被中國當局

監禁超過 21 個月。

據法廣 10 月 13 日報導，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趙立堅 12 日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澳洲籍作家楊恆均（楊軍）已經在

10 月 7 日被以間諜罪提起公訴。

報導指出，在過去一個月期間，律師

已經與楊恆均會面兩次，楊恆均對律師表

示自己是無辜的，並將戰鬥到底。他在一

封給家人的信中表示說：「我永遠不會承

認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情」。

在兩次會面中，他還曾表示，自己在

被拘押期間遭受多次長時間審訊，審訊時

還被帶手銬腳煉與口罩眼罩，自己健康狀

況每況愈下，甚至出現了心臟問題。他的

律師尚寶軍指，楊恆均在被關押期間面臨

酷刑審訊。

楊恆均的妻子袁小靚（網名染香）

近日接受澳廣採訪表示，聽到對丈夫的指

控後感到很無助，「現在沒有人可以幫助

他，澳洲政府也不能幫助他，我們必須遵

守中國的法律。」她續指，丈夫被正式起

訴到法院，根據起訴書的建議，中國當局

列出 5 項罪名，但由於保密協議，律師

無法透露任何細節。

2019 年 4 月，海外社交媒體上傳出

袁小靚透過澳洲媒體哭訴丈夫被抓的一段

視頻。她在鏡頭前哭訴楊恆均如何被當局

帶走，家屬和律師都不讓見，自稱「現在

處於很崩潰的狀態」。她提到，楊恆均

被抓後，隨丈夫一起回國的袁小靚也被中

共限制在上海，不能離境。她呼籲澳大利

亞政府關注自己的公民在海外的人權狀

況，求西方的民主制度來救她家人。

自從楊恆均被捕後，袁小靚曾三次購

買機票試圖離開中國，但都被中國海關攔

下。袁小靚是澳大利亞永久居民。

現年 55 歲的楊恆均，1987 年畢業

於上海復旦大學，隨後進入中國外交部

和國安部工作。楊恆均於 2000 年入籍澳

洲，以作家身份活躍在網路上，自稱「民

主小販」。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埃隆馬

斯克創辦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Corp.，
SpaceX）贏得美國軍方一份運輸火箭

合同，將計畫製造一種運輸火箭能夠

在 1 小時內向全球任何地方運送 80 噸

物資。

Business Insider 報 導 稱， 根 據

SpaceX 與美國軍方新達成的合約內容，

SpaceX 將負責評估這個火箭項目的成

本和技術攻關。美國運輸司令部（US 
Transportation Command） 司 令 斯 蒂

芬．里昂斯（Stephen Lyons）上將在近

期的一次網絡會議上稱，預計 SpaceX 運

輸火箭將在 2021年進行初步測試。

SpaceX 將製造的這種高速火箭可以

在大約 1 小時內完成從佛羅里達州到阿

富汗的 12315 公里旅程。

而耗資 2.18 億美元、最高時速 950
公里 / 小時的 C-17 Globemaster 軍用運

輸機，需要約 15 小時才能完成同樣距離

的旅程。

此前，SpaceX 剛獲得美國國防部價

值 1.49 億美元衛星合約。作為合約一部

分，SpaceX 將在華盛頓裝配廠製造 4 顆

裝有廣角紅外導彈追蹤感測器的衛星，這

是 SpaceX 為其 Starlink 網絡項目製造衛

星的地方。

數日後，美國軍方宣布與 SpaceX 合

作製造極速運輸火箭計畫。

今年 8 月，SpaceX 贏得了美國國防

部 10 億美元火箭合約協議。

北京官方預測秋冬二波疫情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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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初入住
零售商店、休閑娛樂中心和住宅建在一起，這裏擁有真正的集居住 / 購物 /

休閑娛樂于一體的村落生活方式，卡城前所未有。生活在這裏，你可以步

行購物，在工作之餘你可騎自行車拜訪朋友小酌一杯。另外，到Winsport

滑雪近在咫尺，這裏距市中心僅 15 分鐘車程。今天就聯係我們獲得更多購

房紅利信息吧。

起價 $479,900 +GST

盡享鄉村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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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近加拿大奧林匹克公園WinSport滑雪場
令人驚艷的美景

最新的鎮屋設計

朝南陽臺，配備 2停車位
靠近 160英畝的自然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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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中心：
展示中心

周二 ~ 周四：

周末和假期：

渲染圖基於設計師的理念。經紀人受保護。

價格、條款和規格可能調整。錯漏除外（E.&O.E.）。

403.455.4663

鎮屋終於上市FINAL RELEASE OF SILVERBERRY TOWNHOME 澳籍作家楊恆均以間諜罪被公訴

全球極速快遞SpaceX贏美軍合約

liveintrinityhill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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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

會本月底召開，將制定

「十四五」規劃。近年來國

進民退的經濟左轉現象，令

各界更加關注處於十字路

口的中國。

大陸官媒報導稱，中共十九

屆五中全會將於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將研究

並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

十四個五年規劃（「十四五」規

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

近年來中國經濟「國進民

退」的現象引發各界關注，國有

企業擠占民營企業各類資源。但

是，民營企業終究為中國經濟

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公開資料

顯示，占全部企業數量 90% 以

上的民營企業創造了 50% 以上

財政收入，60% 以上的稅收，

外界認為，中國經濟處於左轉的十字路口。（Adobe Stock）

70% 以上的技術創新，和 80%
以上的就業。

中國經濟「向左轉」也引起

頗多質疑，中共前深圳市委書

記，82 歲的厲有為近日在香港

《文匯報》撰文指出，在強大外

部壓力下，「最容易犯的是左的

錯誤」。文章認為，中國混合

所有制改革有兩條路徑，一是按

市場經濟規律，以市場為主配置

資源，民營和國有優勢互補；另

一是政府主導，以行政手段為

主配置資源，「給國有企業下指

標，把優秀的民營企業吃掉」，

中國經濟站在了十字路口。

此前，北京當局 9 月中旬

國進民退 經濟左轉的十字路口

中國恆大欠下巨債  
將發行84億股票籌資
【看中國訊】中國地產巨頭

「恆大集團」欠下 1200 億美元

巨債，且未來 2 個月內將有 58
億美元的債券到期，現在在香

港交易所上市的恆大，擬配發

84.3 億港幣的股票籌資。據彭

博社報導，恆大正尋求透過先

舊後新（top-up placement）的

方式配股，共發行 4.9 億股，

每股股價為 16.5 港幣至 17.2
港幣之間，較 10 月 12 日每股

19.34 港幣的收盤價少了 11%
至 15%。除此以外，恆大還準

備在本週發行 21 億人民幣的在

岸債券。有分析稱，相比恆大本

身的巨債，此次配股所能籌集的

資金只是杯水車薪。

矛盾升級 傳中方停止進口澳煤炭

發布 42 年來首份加強對民營企

業「統戰」的文件，鼓勵民營企

業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利益

調整」。今年上半年，中國 A
股有 112 家上市公司宣布實際

控制人變更，其中超過 4 成、

有 46 家民營企業遭國有企業吞

噬，「國進民退」趨勢加速。

厲有為的文章認為，中國能

否以法律確保私人和公共財產不

可侵犯？關鍵時刻最重要的是穩

定民心、尤其是企業家民心，使

他們覺得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都

得到政府法律的確實保障，才能

安心投資發展。

更令人擔憂的是，從今年

上半年，大量外資企業從中國

撤離，再加上數據顯示「十一」

長假期間，居民消費同比大

幅下降。因此，北京當局的

「十四五」規劃如何制定和實

施，當前難下定論。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有報導稱，中方已經停止進口澳

大利亞的煤炭。澳洲政府表示，

正在對相關報導進行調查。此前

澳洲政府表態禁止華為和要求調

查疫情來源，而這次事件意味著

雙方政治矛盾嚴重升級。

據路透社報導，來自業界的

消息說，中國有些港口已經接到

指示，不要接受澳大利亞的動力

煤和冶金煤的進口，且在裝卸前

的最後一分鐘被轉賣到其它市場。

幾位知情人士於 10 月 9 日

對標普全球普氏能源資訊（S&P 
Global Platts）表示，一些中國

的國有公用事業和鋼廠已收到中

國海關的口頭通知，立即停止進

【看中國訊】蘋果公司 10 月

13 日發表 5G 版 iPhone 新機，

包括 5.4 英寸 iPhone 12 mini、
6.1 英 寸 iPhone 12、6.1 英 寸

iPhone 12 Pro，以及 6.7 英寸

iPhone 12 Pro Max，也推出平

價智能音箱 HomePod mini。
據中央社報導，新機均具備

5G 傳輸能力。蘋果執行長庫克

（Tim Cook）在新品發表會表

示：「對 iPhone 來說，今天是

新時代的開始。」

iPhone 12 與 iPhone 11 相

比螢幕尺寸都是 6.1 英寸，但更

輕、更薄，有黑色、白色、綠

色、紅色及藍色 5 種顏色，配備

雙鏡頭，起跳價 799 美元，10
月 16 日開始預購，23 日出貨。

iPhone 12 mini 螢幕尺寸

5.4 英寸，起跳價 699 美元，11
月 6 日開始預購，13 日出貨。

iPhone 12 Pro 螢 幕 尺 寸

6.1 英寸，搭配 3 鏡頭，有銀

色、石墨色、金色和海軍藍 4
種顏色，起跳價 999 美元，10
月 16 日開始預購，23 日出貨。

iPhone 12 Pro Max 螢幕尺寸

6.7 英寸，起跳價 1099 美元，

11月 6日開始預購，13日出貨。

HomePod mini 售價 99 美

元，有四大功能：一、絕佳音

效；二、智能助理；三、智能居

家；四、隱私安全。有白色和太

空灰雙色可選，11 月 6 日開放

預購，16 日出貨。

四款新機皆搭載性能最強

基於 5 奈米製程的 A14 仿生晶

片，機器學習計算速度比前代

A13 提升了 10 倍。新機型都採

用最新的 OLED 屏幕，並覆蓋

有特殊材質的超瓷晶盾面板，藉

此強化的屏幕耐摔性能，比前代

高出 4 倍。

5G版iPhone12
新機亮相

口澳大利亞動力煤。消息人士

稱，華能國際、大唐國際發電公

司、華電國際和浙江省電力有限

公司等國有公用事業公司已收到

中國海關的口頭通知。

路透社的報導提到，中國是

澳大利亞煤炭最大的進口國，今

年 1 ～ 6 月份澳大利亞 27% 的

冶金煤和 20% 的動力煤是向中

國出口，而煤炭去年是澳大利亞

第二大出口產品，出口額達到

395.2 億美元，僅次於鐵礦石。

路透社專欄作家克萊德 · 拉
塞爾（Clyde Russell）撰文說，

如果中國禁止進口澳大利亞煤炭

的消息屬實，這將立即封閉兩國

的一個重要貿易渠道，並使雙方

政治矛盾嚴重升級。不過，澳大

利亞已開始研究該國供應鏈、國

防、外交事務的脆弱性。專家認

為澳大利亞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

供應鏈、增強主權抵禦力，擺脫

對中國的依賴。而調查指出，由

於疫情帶來的衝擊，澳大利亞已

經漸漸往部分經濟「脫鉤」邁進。

風險顧問機構 Cognoscenti
集團執行長杜邦（Alan Dupont）
表示，澳大利亞更偏向於與中國

部分經濟脫鉤。杜邦解釋，與中

國脫鉤並非孤立中國，而是在美

中之間建立可持續關係，貿易方

面或許能維持與中國的關係，但

國防方面則會選擇美國。他認

為，澳大利亞遲早必須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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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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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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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社區將諸多因素完美結合：廣闊的開放綠地，可直接通

往落基山， 秀麗的落基山美景， 優秀的學校，無與倫比的基礎設

施，湖畔生活，散步小徑，Mickelson 國家高爾夫球場會員，冒

險公園等，還有一家世界級的水療中心進駐未來的中心商業區。

住在 Harmony 的生活何以如此美好？快來一探究竟吧。

的獲獎

獲得三次年度社區榮譽稱號的 Harmony 位於尊貴的 Springbank，

為居者提供豐富的市區——鄉村體驗，距卡城西部僅 8 分鐘車程。

3次榮      獲
年度社區

卡 爾 加 里 地 區

湖畔生活距您只有
一條棧橋

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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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公安分局前局長斂財 其妻花數百萬美容
【看中國訊】去年 12 月落馬

的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區分

局前局長文樹忠，其貪腐細節被

披露，陸媒指他除靠賣官收受賄

賂，又縱容其妻揮霍，單是花在

美容的消費便達數百萬元。

2019 年 12 月，文樹忠被

調查。 2020 年 8 月，被雙開及

移送審查起訴。

報導披露，2003 年文樹忠

擔任茶陵縣公安局局長期間，涉

黑涉惡團夥頭目許愛明在該縣投

資，文不但讓許在縣公安局辦公

樓內辦公，更出面替對方協調銀

行貸款。作為回報，文妻胡冉當

時買樓交首期時，許給她送上 5
萬元。

胡冉第一次收錢，面對巨

款，當她誠惶誠恐地告訴文樹

忠時，文樹忠卻說「沒事，收

下」，也由此默許縱容了妻子胡

冉收錢。

由於胡冉擔心丈夫給她的錢

存在自己的銀行帳戶會出事，於

是用母親、姊姊等親屬的身份證

到銀行開戶用來存放這些不正當

之財。 2014 至 2019 年間，胡

冉多次光顧株州市某美容店，最

多一次消費 67 萬多元。據該美

容店職員稱，胡冉「從頭到腳，

全身但凡能做美容的地方她都做

了，有些項目還是從香港派專人

帶設備上門服務」。

文樹忠在懺悔書中表示，為

了在退休之後能繼續享受奢靡生

活，他刻意培植親信。 2010 年

初，醴陵市公安局新組建了巡特

警大隊，他有意讓時任板杉派出

所教導員的唐某擔任該大隊隊

長，但擔心被指用人不公，於是

假裝舉辦選拔演講比賽，卻提前

讓唐某準備，結果唐某順利贏出

比賽，並獲得任命。其後，唐某

先後給文樹忠共送了16萬多元。

調查指，文樹忠在擔任縣級

公安局長的 18 年間，靠賣官收

受賄賂達數百萬元。在他供出的

80 多人行賄名單當中，上到局

班子成員，下到所隊長、普通民

警，都是他的索賄對象。 

燕京啤酒董事長被帶走傳胡錦濤之子胡海峰 
臨危受命 調任青島市長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十 · 一」後，山東省青島

市通報新冠病毒（COVID-19）
感染病例增加，並開始全民檢

測。但網曝 9 月底當地疫情就

已爆發，大量「十 · 一」長假期

間曾到訪的遊客受到影響，當地

政府受到社會譴責。在這之際，

網上傳出，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

之子胡海峰，臨危受命調任青島

市長。

10 月 13 日，有推特網友發

出胡海峰的視頻稱：「求證，胡

公子臨危受命調任青島市長。」

視頻顯示，胡海峰與一名看

似受到表彰的人握手交談，周圍

很多人圍觀，亦有看似記者的人

在現場拍照。人群中有的戴著口

罩，有的沒有戴口罩。

9 月 30 日中共官媒曾報導

稱，青島市長孟凡利跨省調任內

蒙古自治區黨委委員、常委，兼

任包頭市委書記。隨後就有傳聞

指，胡海峰將接任他出任青島市

長。

9 月 24 日青島出現 2 名無

症狀感染者，均為青島港大港公

司裝卸工人。至 13 日該市此波

疫情累計確診者達 12 例，含 1
例危重症、3 例重症。但此官方

數據引起民眾質疑。山東青島成

為新一輪疫情重點城市後，外省

市紛紛禁遊客前往，青島流亭機

場航班被大規模取消。

胡海峰畢業於北方交通大學

及清華大學的 EMBA，曾任浙

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黨委書記。

2013 年 5 月開始進入政壇，挂

職嘉興市委副書記，2016 年 3
月任嘉興市委副書記、市長。

2017 年 4 月連任嘉興市長。

2018年7月調任麗水市委書記。

作為胡錦濤之子，胡海峰仕

途備受關注，陞官傳聞不斷，但

均告落空。

2019 年 3 月兩會前後，據

傳胡海峰將擔任西安市委書記、

陝西省委常委，但後來其主政西

安的傳聞成空。去年 10 月底傳

出胡海峰將升任副省級的大連市

長，但是晉升副省級的傳聞再度

落空。

胡海峰之父胡錦濤一度被認

為是習近平的政治聯盟者，有說

法指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上全退

支持習近平主政，就是為了聯手

對付江澤民。胡海峰本人近年在

浙江嘉興和麗水先後任職期間，

都不斷有緊跟習近平「指示」的

表忠舉動，做法算是官場中比較

出位的。不過近年習近平主政之

下，已經陷入內外交困。也有指

胡錦濤也對習近平不滿，這或會

影響胡海峰的仕途。

近來，隨著美國加強對中共

的圍剿，中南海內鬥趨於激烈，

習近平同時還要為中共二十大排

兵佈陣，因此外界認為，他可能

重新拉攏中共元老，尋求重新結

盟。

無論胡海峰這次升官是否屬

實，青島目前顯然是燙手山芋。 

【看中國訊】曾經的中國啤

酒行業龍頭燕京啤酒爆出「黑天

鵝」事件。近日董事長、總經理

趙曉東涉嫌職務違法，被立案調

查並留置。據悉，趙曉東是在

「十 · 一」期間被突然帶走的。

燕京啤酒近年來經營頹靡，業績

遠遠落後於華潤雪花、青島等啤

酒巨頭。

據媒體報導，趙曉東已被有

關部門立案調查，並採取留置措

施，不能正常履職。公司副董事

長謝廣軍將代行董事長及法人職

責，直至選舉產生新的公司董事

長為止。對於趙曉東被立案調

查，燕京啤酒稱其「對公司經營

管理工作未產生重大影響」。

據報，10 月 8 日，燕京啤

酒召開董事會，審議通過「關於

推舉副董事長代行董事長職責的

議案」，暫由副董事長謝廣軍代

替主持工作。董事會的通知是在

10 月 5 日發出的，這就意味著

燕京啤酒是在「十 · 一」期間獲

知趙曉東被帶走的。

公開資料顯示，現年 48 歲

的趙曉東於 1998 年加入燕京啤

酒集團，2017 年獲委任為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趙曉東同時兼

任北京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實

際控制人）董事局副主席、執

行董事；北京燕京啤酒投資有限

公司（公司控股股東）副董事

長。趙任職已有 22 年。

今年 9 月 17 日，趙曉東順

利連任燕京啤酒非獨立董事、董

事長職位。兩天之後的第 29 屆

北京國際燕京啤酒文化節上，趙

曉東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燕京啤酒曾經是中國最大的

啤酒企業，全國市場占有率達到

11% 以上，1995 年 2 月起，燕

京啤酒成為北京大會堂的國宴特

供酒。但近年來業績持續下滑，

市場占有率已落在青島啤酒與華

潤啤酒之後，位居第 3 名。

最新財報顯示，燕京啤酒

2020 年上半年營收約為 55.65
億元，同比下降 13.88%，歸

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

為 2.69 億元，相較於去年同期

5.12 億元，降幅超過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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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世界報》10 月 9 日

報導，王岐山是習近平半個世紀

以來的好友，正因為關係親密，

習近平在 2012 年上臺後將反腐

敗的艱鉅任務交給了王岐山，習

近平藉反腐敗運動鞏固了自己的

權力。在習近平 2018 年對憲法

進行改革之後，國家副主席這一

職位像國家主席一樣，不受兩屆

任期的束縛。在公開場合，王岐

山是唯一可以拍習近平肩膀的領

導人。

可是，和王岐山走得近的兩

個人最近連續受到習當局的懲

罰。包括與王岐山「亦友亦師」

的紅二代任志強，9 月 22 日被

判處 18 年徒刑。跟隨王岐山幾

十年的「大秘」、中央巡視組原

副部級巡視專員董宏，10 月 2
日被調查。

文章說，任志強家族和王岐

山家族幾十年以來關係都很好，

故此任志強受到的極為嚴厲的刑

罰，不僅被認為是對所有紅二代

發出的警告，也顯示王岐山沒有

能力或者是不願意為他辯護。

文章點題說，要知道，在中

國，一般來說，想要幹掉一個領

導人，通常總是從幹掉他的身邊

人開始。

法廣刊文評論說，習近平下

令判任志強重刑，抓董宏，不僅

要威懾紅二代，誰再敢冒犯誰就

會有同樣下場，還同時劍指王岐

山及其王岐山周圍的官場人物。

而董宏自 1998 年以來，一

直是王岐山的「得力助手」。

文章稱，董宏「十 · 一」期間落

馬，有關王岐山失寵的謠言也開

始瘋傳。

中共中央巡視組原副部級巡

視專員董宏被查後，其背景不斷

被深挖爆料。北京城傳出消息爆

稱，董宏是所謂「隔壁王朝」核

心圈中的核心人物，抓他證實中

共黨內出大事，將地動山搖。

美國華人學者韓連潮 10 月

8 日在推特披露上述北京消息

時附上截圖內容稱，「關於董

宏 :1、在官場及社會的份量相

當於三個孫力軍。 2、中紀委北

京幫（肖培、黎曉宏、趙鳳桐、

崔鵬……）的大哥。 3、雖為副

部，但比正部重要。 4、政治資

源跨越老中壯三代，視薄一波為

父，熙來為兄。其馬仔小弟現都

為實權少壯派，其中包括甘肅省

委書記林鐸。能夠抓他，說明黨

內將出大事，將會地動山搖。」

所附的截圖內容稱：「機關

內部知情人都知道，董是隔壁核

心圈中的核心，智囊班底舵把

子，其份量遠超任，相當於江之

慶紅，薄之立軍。而董的倒掉意

昧著王朝最重要的基石被抽取。

這次拿下董，就是要對隔壁王朝

動手了。」

目前未知前述這些中共黨內

內幕爆料的真實性，有關描述也

隱晦難明。但有分析人士認為，

董宏作為王岐山心腹，有關「隔

壁王朝」的提法，「王」應該是

暗指「隔壁老王」，即是王岐山

統領的中紀委舊有勢力。

據日本媒體《日經亞洲》分

析說，王岐山也可能是習近平其

他親信的受害者，這些人希望把

王岐山排擠出去，以便自己在下

屆中共全會上獲得晉升。

早前有人爆料說，這次操盤

重判任志強的是王滬寧，據說王

滬寧想拿任案做政治資本，謀劃

在二十大當中共副主席。

據《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

原文章分析指，當今中南海真正

的操盤者其實是王滬寧，習的大

腦也是他。如果要動王岐山，相

信更有可能是王滬寧的主意。而

具體主持狠剪王岐山裙邊的則是

向習近平諂媚的趙樂際，趙接手

中紀委後的表現，一直不獲王岐

山看好。而趙對王當年的地位也

心有不滿，這次趁習有意，藉機

下手，不在話下。

文章認為，在習王不和之

間，還有王滬寧和趙樂際的因

素，而這兩人本來是江澤民、曾

慶紅派系的人。

習要動「隔壁老王」 王岐山恐有大麻煩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曾助習近平反腐固

權的王岐山，如今疑似不

妙。在與王岐山關係密切

的紅二代任志強、副部級

高官董宏先後被查後，北

京城傳出五中全會前中南

海權鬥新動向，據說習要

動「隔壁王朝」。法媒

指，王岐山或真的遇到了

麻煩。 

王岐山。(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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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今年國慶講話雖然主

要聚焦在防疫成果，但各方高度

關注兩岸關係及區域和平。對此

蔡英文表示，台灣在鞏固區域和

平與守住民主價值之下，不主動

挑釁北京。她又提到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最近的談話稱「我也注

意到，對岸領導人最近在對聯合

國的視訊演說中，公開表示：中

國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

勢力範圍。」

蔡英文說，台海和平是兩岸

彼此共同責任，「台灣無法單獨

看中國記者李家宏綜合報導

中華民國109年國慶典
禮於10月10日舉行，今年主
題是「2020民主台灣．自信前
行」。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特

別將「台美經濟」合作列為重

點談話之一，並表示仍有意

與北京進行對話。

雙十國慶 蔡英文喊話習近平

承擔；她強調「只要北京當局有

心化解對立，改善兩岸關係，在

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下，我們願

意共同促成有意義的對話」。

蔡英文同時也提及，台灣和

美國將進行高層經濟對話，在全

球供應鏈重組、科技合作、基礎

建設等領域，尋求未來合作空

間。台美經濟合作的深化，已經

進入到行動階段。蔡英文講話中

也將「台美經濟」合作列為重點

談話之一，同時顯示出蔡政府繼

續在外交上與美國親近的戰略。

分析認為，蔡英文強調兩岸關係

的穩定和平，需要北京與台北彼

此合作，但是，美國在兩岸關係

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

美中台三角關係今年發展

引人關注。在中美對抗之時，

台灣成為地區地緣政治的焦

點，美國近期派出四十年來最

高階官員——包括副國務卿和

衛生部長到台灣訪問顯示台美

關係的拉近，自然也刺激著中

國大陸。《紐約時報》還報導，

華盛頓重新掀起了一場關於美

國是否應明確表示願意保護台

灣不受軍事攻擊的政治辯論。

這似乎令北京尤為擔憂。與此

同時，中國和美國最近也頻頻

在東海地區進行各種軍事活動

示威，增加了台海擦槍走火的

危險。

台灣資深兩岸學者、淡江

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趙春山接受中央社記者電訪時

認為，蔡總統希望對岸舉辦的

活動，是真正有益於兩岸和平

穩定及良性發展，而非設下統

失蹤台灣人登央視「被認罪」
【看中國訊】中國央視

11日至13日播出一則「破獲
數百起台灣間諜竊密案」新

聞，「被失蹤」一年多的台

灣屏東縣枋寮鄉政顧問李

孟居、2018年下半年在中國
失蹤的台灣人蔡金樹及施

正屏登上電視「認罪」。台

灣陸委會對此提出抗議。

大陸《央視》11 日晚間在

《焦點訪談》的專題報導中，宣

稱中共國安單位破獲數百起台

灣間諜竊密案，其中「被失蹤」

逾 1 年的屏東縣枋寮鄉政顧問

李孟居，首度在鏡頭前露面。

影片中，李孟居身穿囚衣

自白稱，「我覺得很抱歉，過去

做了很多不好的錯事，也對『祖

國』對國家或許有些傷害」。

該節目指控李孟居是「別有

用心的商人」，指他於香港反

送中期間，在深圳酒店高處拍

攝軍方操練，且他被捕時被發

現持有「香港加油」的傳單。

李孟居在鏡頭前敘述當時

從香港去深圳的情況，央視旁

白卻稱，「李孟居認為發送支持

香港傳單可以討好台灣政府。」

節目稱蔡金樹及施正屏二

人蒐集套取中國內部資料，獲

得台灣情報機構金援，但沒透

露他們被關押在何處，出面配

合指控他們是「間諜」的，則又

是福建省廈門市的國安幹警。

在節目中，二人被官方以

電視認罪方式亮相，同時，製

作單位也出示號稱是吸收二人

從事「間諜」工作的所謂「情報

局人員」相片，但來路不明且真

偽難辨。

中央社報導，枋寮鄉長陳

亞麟回應此事時表示，李孟居

還活著的消息令人振奮，這很

清楚是個「被自白」的行為，他

人正在對岸，很多事情身不由

己，「但至少知道人還活著」。

陳亞麟澄清，去年 9 月中

旬，李孟居要赴香港旅遊，同

月底，兩人約好一同參加印尼

的國際會議，當時到印尼時詢

問主辦單位，卻沒有李孟居相

傳港府明年推
大灣區跨境投票

多家港媒引述消息稱，港府

提出在明年立法會選舉容許居住

大灣區的香港人投票。另有報導

稱港人可在全中國大陸範圍投

票，涉及至少 50 萬人。

港媒《星島日報》8 日引述

消息稱，港府正研究推出措施便

利香港人在大灣區生活，其中包

括便利他們投票的安排。港區全

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提倡從香港調

派人手到大陸票站監票及點票。

他還稱如可在大灣區實行跨境投

票，技術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也可以設票站供港人投票。

Now 新聞台亦引述消息

稱，《施政報告》會提出容許合

資格選民在內地投票，最快明年

立法會選舉會在若干城市設投票

站。《香港 01》的報道則稱，當

局正研究修例推行全國性投票制

度，供大灣區、京滬等重要熱門

地點港人「遙距」投票。

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8
日召開記者會，強烈反對有關建

議，指其根本打破選舉制度，改

變合資格選民須為「通常在香港

居住」的定義。他斥責當局無所

不用其極地為建制派造勢，造成

選舉不公。

胡志偉直指，新措施將急速

令香港的選舉文化崩壞，包括令

種票行為更猖獗，「選舉前後內

地的共產黨及附屬組織，會大舉

支援親共候選人，候選人及助選

團可隨時隨地拉票。」而一旦出

現種票及舞弊，香港的選舉法例

和選舉事務處等部門根本無法監

察和執法。

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認

為，讓大灣區港人跨境投票，會

嚴重影響參選人公平參選的權

利，因為部分人將無法接觸佔全

港選民逾 10% 的大灣區選民，

講述政綱和理念。「去不到與這

些選民講我的政綱、講我的理

念，我派的單張進不了大灣區，

因為大灣區沒有《基本法》保障

我的權利，那會怎樣？是否可以

跟楊岳橋在大灣區的佛山舉辦選

舉論壇，或者集結？」。同時，

民主、自由理念在大陸連講都不

可以講，因此從候選人角度，這

不會是公平的選舉。

林鄭北上 港府推遲施政報告
【看中國訊】中共總書

記習近平14日出席於深圳
舉行的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四十周年慶典，香港特首林

鄭月娥獲邀出席。慶典當日

與林鄭於今屆立法會發表

施政報告撞期，12日上午，
林鄭月娥見記者交代將押後

公佈施政報告時間，將在11
月底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

《蘋果日報》報導，對於推

辭發表施政報告，林鄭稱在立法

會會期的首次會議上公佈報告只

是慣常做法，並非一成不變，指

前特首董建華有三份施政報告延

後至一月公佈，故押後不存在法

律問題。她還表示，本月下旬將

前往北京，參與部委協調會議，

以及商討一系列北京支持香港發

展政策，爭取 11 月底發表新一

份施政報告。

林鄭亦不忘自貶香港，指因

殖民地時期留下的一系列問題令

在香港做事困難；還指香港的政

治環境比深圳複雜，每次到深

圳，都受到市領導的關心和同

情。訪問中她更斥香港人過份強

調本土文化，因此排斥大陸人，

指港府鼓勵香港青年北上，讓年

輕一代去大陸了解發展機遇，減

少抗拒感。

林鄭還在記者會上表示，上

周已經收到邀請，出席深圳經濟

特區建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故

今午會率團離港出席，代表團成

員包括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

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

衛、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及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

有消息指深圳方面還邀請了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

英、何厚鏵等人。

綜合其它港媒報導，北京當

局希望把大灣區焦點集中到發展

層面，習近平也在講話中提到繼

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而央

視日前已為習近平南下造勢，發

布兩則關於深圳發展的報道，其

中包括習近平於 2018 年在深圳

前海視察的畫面。央視報道指，

北京將支持「更高水準」的深港

合作，加強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功能」。

關消息，因此先通報陸委會，

也請警方、香港朋友幫忙找人。

民進黨籍立委王定宇批

評，不只是台灣，英國、澳

洲、加拿大都有類似被中共濫

捕、隨意扣罪名的案例，更不

要提中共對待自己的國民或港

澳民主人士，這種指控非常符

合中共造假風格。

針對中共官媒的報導，台

灣陸委會 11 日深夜發出新聞稿

指出，中共的無稽之談，是對

岸惡意政治炒作，誣陷台灣人

員從事間諜行為，刻意破壞兩

岸關係、干擾台灣自由民主、

法治社會的正常運作，其動機

令人質疑與不齒。陸委會正告

中共當局，停止以構陷編造入

罪的手法，無端栽贓我方人民。

陸委會說明，有關李孟居

遭陸方相關單位關押一事，陸

委會自事發後即與李孟居家屬

保持聯繫，掌握案件進展，並

提供必要協助。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Getty Images）

戰圈套：此外，希望展開「有尊

嚴、有意義」的高層次政治對

話，幫助穩定情勢。趙春山指

出，蔡英文的演說並未突出台

美關係近期的進展，目的是「不

刺激對岸」，避免北京因台美關

係加強而產生誤判。至於蔡總

統提到的「不會冒進」，也呼應

近期面對共機擾台時，台灣所

採取的被動、剋製作法，也顯

示她維持兩岸穩定的決心。

對此，中國國台辦 10 日傍

晚是以書面表示：奉勸「民進黨

當局」停止任何謀獨挑釁行徑，

不要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回

到「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

識」政治基礎的「正軌」，兩岸

就能重啟對話協商。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胡錫

進發文稱，蔡英文今日提及兩岸

關係是「口氣最軟」的一次，並

稱中國軍隊頻頻在台海周遭的軍

事演示，讓蔡政府感到受威脅。

美國對台新軍售 
含3套武器系統
【看中國訊】《路透社》12

日報導指出，美國計畫對台灣

出售的 7 項主要武器系統中，

已有 3 項獲美國國務院批准，

目前已通知國會等待批准。

報導引述多位消息人士透

露，美國國務院已批准對台軍

售其中 3 項武器，並向美國參

議院、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朝

野領袖遞交了交易通知，目前

正等待國會批准。

該 3 項 武 器 包 括： 洛

克 希 德 馬 丁 (LMT-US) 生

產的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HIMARS)、 波 音 (BA-US)
製造的增程型距外陸攻飛彈

(AGM-84H/K SLAM-ER)，以

及裝置在 F-16 戰機外部配件，

可將影像和數據從戰機即時傳

輸回地面。

另外 4 項武器包括：大型

無人駕駛飛機、陸上魚叉反艦

飛彈，和水下地雷等，預計也

將會很快送到國會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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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匹克公園、弓河和市中心如畫的美
景盡收眼底，ZEN Rockland Park 是一個
被稱為家的完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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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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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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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GST
*售價和促銷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錯漏除外（E.&O.E.）。

Rockland Park 展示中心

和
交叉口西南

周一至周五
周末及節假日

Tuscany Hill NW

4 - 9 pm
10 - 6pm

Nose Hill Drive NW

請訪問展示中心獲取更多資訊。

二或三臥室兩層鎮屋及單層平房任選，以創新環保的
方式建造而成。

起價 。$170S

豪宅生活 美景盡享

入門級的房屋售價

蔡金樹、李孟居、鄭宇欽被指為「台諜」。（合成圖）

林鄭月娥被安排座位遠離習近平及一眾北京高官。

zenrockland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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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運動鞋 
11歲女孩奪三冠

綜合媒體報導，「新浪科

技」日前一篇標題為「刷爆朋友

圈的 Tuber 瀏覽器到底甚麼來

頭」的文章，瘋靡網絡，文中援

引瀏覽器的開發者報導稱，可瀏

覽海外網站的 Tuber 已經通過

相關主管部門的審核，獲得上線

經營許可，目前 APP 在國內各

大應用商店已經上線。簡單地

說，就是可以「合法翻牆」了。

對此軟件，官媒《環球時

報》英文版記者 Rita Bai Yunyi
在推特上寫道，這是中國開放

的重要一步。一些網民也感到

驚喜，「國內自媒體新紀元要開

啟了」，新浪微博上的一名用戶

說。然而到 10 月 10 日，在新

浪的相關網站上已經無法看到這

篇文章。據網友反映，Tuber 瀏
覽器 10 月 9 日面世，但一天後

就消失了。

路透社在該瀏覽器還能下載

的時間段對其進行了試用，發現

該瀏覽器雖然可以讓用戶訪問

國際互聯網，但是有關香港和

1989 年六四事件的內容仍然被

屏蔽。

美國科技網站 TechCrunch
報導說，用這款瀏覽器在視頻分

享網站 YouTube 上搜索「天安

門」、「習近平」等詞條得不到

任何結果。

實際上，該瀏覽器在下載前

設定了限制性條件，包括內容上

的「七條底線」和網上「九不准」

等守則，例如社會主義底線、國

家利益底線等；若違反這些所

謂的準則，將提交給有關部門

備案。

值得注意的是，註冊使用

Tuber 需要中國的手機號，這意

味著使用這款程序要求實名制。

對此，有用戶表示，Tuber 瀏覽

器的推出是當局「釣魚」之舉，

通過提供有限自由瀏覽互聯網的

服務，將瀏覽境外互聯網內容的

用戶「一網打盡」。而這類瀏覽

器多在用戶協議中明確表示，提

供方可以收集用戶信息。

不過，近年來，儘管當局嚴

厲打擊，也沒能阻止大陸民眾

「翻牆」的熱情，VPN 已成為很

多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網

絡自由觀察人士古河表示，北京

對 VPN 翻牆進行打壓，網民也

有很多反制措施，一些境外的翻

牆軟件，如「自由門」，能夠比

較完美的完成翻牆行動，所以當

局的打壓，長遠來看，起不到多

大的作用。

Tuber瀏覽器露面又消失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

合報導】近日中國大陸出現

一款新的瀏覽器Tuber，據

稱能讓國內用戶瀏覽許多被

官方屏蔽的境外網站，包括

YouTube和臉書。但網友

透露，敏感內容仍然被封

閉，而且很快被下架。

大陸民眾愛「翻牆」。（Adobe Stock）

【看中國訊】據知情人透

露，「潑墨女孩」董瑤瓊目前精

神狀況正常，但她被當地重點維

穩，還被安排到鄉政府抄寫習近

平講話資料，處於半軟禁狀態。

她表示，如果中共當局敢第三次

關她入精神病院，她將不惜一切

代價做一些事情。

董瑤瓊的同鄉、湖南株洲公

民王志華 10 月 13 日對海外媒

體表示，他在今年 7 月底與幾

位朋友一起到株洲攸縣探望董

瑤瓊，和她交流了約一個半小

時。他說，「董瑤瓊精神正常，

把自己潑墨前後、兩次被關入精

神病院的遭遇和現狀都告訴了他

們。」

王志華介紹說，董瑤瓊目前

處於被半軟禁的狀態，她的護照

是無效的，微信和推特賬號雖然

還存在，但發任何消息都會被當

地國保知道，所以她無法發聲。

王志華稱，董瑤瓊表示自己

此前在上海保利地產做房產銷售

時，接觸到一些紅二代，她於是

翻牆到推特瞭解紅二代的相關信

息，也發表了一些言論。

約半年後，她總覺得有人要

來抓自己，但實際上又沒有此

事；她還發現有一個聲音總是干

擾她，跟她進行思維對話，警告

她不要再發表有關言論。她瞭解

到，自己應該是被「腦控」了。

2018 年 7 月 4 日清晨不到

7 點，董瑤瓊來到上海海航大廈

前開視頻直播，說「我以實名制

反對習近平獨裁專制的暴政，反

對中國共產黨對我實施的腦控壓

迫。」隨後，她向附近的習近平

畫像潑墨，並呼籲國際組織介入

調查。

王志華說，「潑墨之後呢，

她本來想去美國大使館，但是因

為太早，去了大使館門口沒開

門，她自己說不知道為什麼，又

走回（潑墨）原地，當時就被

抓走了。」「上海公安就直接把

她送到湖南株洲第三人民醫院，

就是精神病醫院。」

董瑤瓊告訴友人，被關押後

第一次餵藥時她拒絕，但遭強迫

灌食，之後她便不再反抗。她所

服的是「奧氮平」，一種針對精

神分裂症的非典型神經安定藥。

2019 年 11 月 19 日 獲 釋

後，她被送到攸縣桃水鎮母親住

處，出現因藥物導致的發胖、

痴呆現象，以致父親董建彪在

2020 年 1 月 2 日與其相見時，

都不敢相認這是自己的女兒。

王志華表示，董瑤瓊第一次

出院後還有相對的自由，她去了

北京和佛山打工，過程中被當地

政府人員「勸」回攸縣。

今年 5 月，董瑤瓊出現失

眠、情緒不好的現象。母親發現

後勸她吃藥，並配合當地國保，

於當月 5 日再次將她送入株洲

市第三醫院。

「這一次應該不屬於非常強

迫的，」「董瑤瓊自己說，她覺

得也需要調理一下情緒啊，心情

啊，所以也沒有反抗。」王志華

說。但是，當時中共正要開兩

會，不排除關押她以維穩的可能

性。

兩個月後，董瑤瓊出院。網

上有報導稱，她這次出院後病情

更加嚴重，出現尿失禁、夜晚瘋

狂喊叫等症狀。但王志華表示，

這些消息應該是不實的。

「有發胖，我親自看到她的

臉是發胖的，當時放出來的時候

形神是呆滯的，這是事實，我 7
月底跟她見面的時候，這個呆滯

現象就沒有了，肥胖還是有，

她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出去見

人。」

王志華還透露，當地對董瑤

瓊採取了特殊的維穩措施。「非

常諷刺的是什麼呢？她當年是潑

的習近平的墨，現在鄉政府安排

她在當地政府抄寫一些習近平講

話的資料，還可以領點工資。」

他說，「沒有職位，就是維穩手

段嘛，一個是讓你在鄉下有點事

做，不要亂跑亂動。」

王志華表示，董瑤瓊自始至

終明確自己沒有精神病，只是

曾被腦控，現在已經解控。「她

說：如果中共再敢第三次關她，

她就會不惜一切代價做出一些事

情來。這是她的原話。」 

「潑墨女」兩次進精神病院 
被逼抄寫習近平講話

據透露，「潑墨女孩」處於半軟

禁狀態。（圖片：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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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七：

【青少年近視】一男性患兒，13 歲，
患真性及假性近視 1年，伴視疲勞，睡
眠不佳，食慾差。在本門診經針灸治療
8次，並結合中藥調養，假性近視及視
疲勞消除，視力明顯提高，睡眠及消化
功能改善，隨訪一年視力穩定。

            病人反饋之八：

【梅尼埃氏病】一女性患者，嚴重眩暈
反覆發作 2 年，診為耳水不平衡，即
梅尼埃氏病。予以西醫治療，症狀未得
緩解，眩暈仍頻繁發作。患者於本門診
經針灸及中藥治療 3 次，眩暈消除，
治療 1月，平衡功能恢復，未復發。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谷歌博客：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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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11 歲的菲律賓

女孩兒布洛斯（Rhea Bullos）
家境清寒，為了參加田徑比賽，

她手工製作了一雙只屬於自己的

「運動鞋」。

菲律賓 11 歲田徑運動員布

洛斯（Rhea Bullos），在參加

當地的一次校際跑步比賽後成了

名人。布洛斯在伊洛伊洛學校

體育理事會賽事上，分別在 400
米、800 米和 1500 米比賽中贏

得了三枚金牌。但這還不是她變

成名人的主要原因，她腳上的那

雙鞋才是重點。這雙用石膏繃帶

自製的「運動鞋」助她獲得了獎

牌，小姑娘還在這雙「鞋」上畫

上了 Nike 的標誌，在腳踝處的

繃帶上貼上了運動品牌的名字。

故事發生後不久，籃球商店

的首席執行官 Jeff Cariaso 和阿

拉斯加 Aces（菲律賓籃球協會

的專業籃球隊）的總教練就找

到了這個小姑娘。他們已經為

Bullos 提供了一些新的體育裝

備，一雙真正的運動鞋、襪子和

一個背包。

示意圖（Adobe Stock）

【看中國訊】疫情下，全球

航空業遭到重創。為了自保，澳

洲航空公司推出「兜風」觀光飛

行服務。

澳洲航空公司最近推出飛行

觀光業務，航班從悉尼出發，途

經著名景點時，會低空盤旋飛

行，讓乘客俯視眼下的美景，在

飛機上大飽眼福。飛機兜一圈

後，再返回悉尼機場。兜風航班

開售後很受歡迎，100 多張機票

在很短時間內就被搶購一空。

澳航首席執行官艾倫 ‧ 喬

伊斯表示：「這可能是該航空公

司開業以來賣得最快的航班，人

們顯然很懷念飛行旅遊的體驗。

需要的話，我們會在等待各國邊

界開放的同時，推出更多這樣的

觀光航班。」

澳洲航空（N509FZ/WIKI/CC 

BY-SA）

澳航推兜風觀光

【看中國訊】軟件製造商微

軟正在引領職場文化，最近頒布

新規，將允許更多員工永久在家

工作。

微軟人事部負責人凱瑟

琳 ‧ 霍 根（Kathleen Hogan）
在給員工的通知中說：「疫情挑

戰了每個人，迫使我們以新的方

式思考，生活和工作。」

微軟將允許員工每週一半以

下的時間在家工作，並允許在獲

得經理批准的情況下永久遠程工

作。選擇永久遠程工作的員工將

放棄辦公室的辦公空間，但是他

們仍然可以選擇使用微軟辦公室

的會議場所。

但是，有些工作仍然離不開

辦公室，包括那些需要使用硬件

實驗室，數據中心和現場培訓的

員工。永久遠程工作的員工，在

獲得批准的情況下可以在國內搬

遷，甚至可以跨國搬遷，但薪酬

和福利將根據公司的地區薪資類

別而變化。微軟將為長期遠程工

作人員支付家庭辦公室開支，但

是，任何決定離開微軟辦公室的

人都需要自付搬遷費用。各自的

上班時間也無需經理批准，可以

靈活掌握。遠程工作可能成為未

來的必然趨勢，目前已經是很多

科技公司採用的工作方式之一。

微軟員工 
可永久在家辦公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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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2 日 中 國

大陸的《觀察者網》發了一篇

採訪，受訪者王在希是前中共

解放軍少將，曾經任海峽兩岸

關係協會副會長。王在希提出

一個論斷，叫和平統一的可能

性越來越小，但他也沒直接說

武統，而是提了個「第三條道

路」的概念，就是所謂「北平模

式」，王在希的解釋是：以戰迫

和、以武促統，兵臨城下，不

戰而屈人之兵。目的還是要減

少損失、縮小代價。但是王在

希認為：靠政治談判、民間交

流、來點小恩小惠（這裡指的

是惠臺政策）是行不通的了。

對中華民國雙十國慶上，

蔡英文釋放出的兩岸對話的提

議，說的是在保持平等和尊嚴

的前提下，願意兩岸進行有意

義的對話。中共國台辦的回覆

是：回到 92 共識的基礎上就有

對話。等於拒絕了蔡英文遞出

的橄欖枝。因為習近平在 2019

年《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40 週年

講話的時候已經對「九二共識」

重新釋義，只有一個中國，沒

有兩岸各自表述。當然等於是

回絕了蔡英文提出的平等互相

尊重的談話基礎。

不斷地修改名詞的內涵

意義，是北京常用的政治手

腕。「九二共識」只留「一個中

國」、去掉各自表述，只有我中

共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

臺灣稱的中華民國了，不留這

個灰色地帶了，單方面地做出

修改，但仍然把這頂原樣的帽

子送過來。老百姓並不知道這

個詞真正指的是什麼，一聽「共

識」是個好詞啊，很正能量很積

極，蔡英文不買賬那就是你作

事，你搞破壞、你要負責。

一 國 兩 制 字 面 意 思 就

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one 
country, two systems。 過 幾

年 就 把 這 個 詞 改 成 了，one 
country above two systems，
一國在兩制之上。但還是拿過

「一國兩制」原樣的帽子戴上，

咱們實施這個一國兩制吧。那

香港人就不幹了，不干你就是

港獨、你就是破壞一國兩制。

這種例子歷史上太多，像

公私合營，聽起很好（政府與

私企合作，優勢結合），很快就

被成了接管和吞併，業主反吞

併和掠奪就成了反公私合營，

老百姓一聽，合作肯定是好

詞，你反合作肯定你是貪婪自

私，是你壞。

雙贏，是博弈雙方各自都

贏，被金燦榮教授解釋成中國

贏兩次（官方當然還不能這麼

公開宣布這種解釋，但也是這

麼做的）。外企投資中國，應該

是外企得市場份額和利潤、中

國得就業和資本，各自都贏，

這叫雙贏。有技術等其他方面

的合作是企業層面自願的結合；

但政府要求外資企業同時轉讓

技術，這就多贏了一次。就是

金燦榮解釋的「雙贏」。原來

是 win,win, 省 略 了 主 語， 本

來應該是 I win, you win, we 
both win. 因為省略了主語就是

留下了灰色地帶，所以金教授

就可以解釋為 I win, and I win 
one more time， 這 win win.
你不讓中國贏兩次，就是破壞

了雙贏，所以就是遏阻中國屈

起、是霸凌。

回到王在希這個評論，其

實是對蔡英文對話倡議的更明

確拒絕。「觀察者網」名義上是

一個民辦網站，王在希也不是

在任的官員。不過這種涉及兩

岸政策的聲音能放出來任其傳

播，其實就是官方的意思了。

還有另一種形式的回應，

星期天央視《新聞聯播》播報，

近期組織實施了「迅雷 2020」
專項行動，一下破獲了數百起

臺灣間諜案（敢情有這麼多），

接連找了幾個所謂臺諜上電視

認罪。在臺灣雙十國慶期間，

一下抓出了一大堆臺灣間諜，

也是在回應蔡英文伸出的橄欖

枝，這是中共傳遞出的明確意

圖。

說下所謂「北平模式」，

中共有人想拿臺灣當 1948 年的

北平，習近平想當毛澤東、可

蔡英文想當傅作義嗎？毛澤東

兵不血刃靠的是外有圍困、內

有內應。內應是傅作義的女兒

傅冬，就是中共地下黨員，被

黨派回來勸他老爹投降。外部

環境來看 1948 年是美國的大選

年，民主黨籍的總統杜魯門是

主張放棄蔣介石的，選前美國

國內挺蔣和棄蔣兩派主張就發

生激烈爭論，前陸軍參謀長馬

歇爾主張放棄南京國民政府。

現在中共對臺灣遠沒有形

成事實上包圍的軍事壓力。臺

灣內部也沒有當年那樣強有力

的內應。傅作義當年在北平外

圍一敗再敗；而今臺灣一槍未

發，戰力完好，王在希所說的

武力相逼，臺灣的第一選項也

是背水一戰，哪有不戰就投降

的道理。（節選自《文昭談古論

今 Youtube 節目》）

「北平模式」解決臺灣？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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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反美鬥士、人民大學國

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的

兒子在北京結婚了，這件事成了

這幾天的大新聞。

金燦榮的兒子居然是美國回

來的，就連他的兒媳婦都是美國

回來的。根據網友的爆料，金燦

榮的兒子金君達現在是中國社科

院的助理研究員，早年是北大畢

業的，之後曾經在胡總編的《環球

時報》短暫工作過一段時間，然後

就去了美國，在美國波士頓大學

讀政治學博士，2012 年到 2019
年期間一直在美國接受教育。

金燦榮之前在網易視頻「聚

焦中國」的節目上，和觀眾說

過：從小把孩子送到美國讀書，

其實就是把他害了。孩子不適

應，家裡又花了錢，家庭搞得破

碎，兩邊分離。把孩子害了，根

本沒用。我反對把孩子送出去。

於是這幾天就有人說金燦榮

也太虛偽了吧，他這麼幹，真的

不怕打臉嗎？按照我對金燦榮的

瞭解，他還真不怕打臉，因為他

被打臉的時候可是太多了。比如

他說過消滅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

區的軍事基地，就是幾個小時的

事，可是最近美國的海軍頻繁演

習，他又說他不主張中美之間打

仗，他主張的是棋戰；他還說過

華為的晶元早就領先美國了，是

為了照顧面子才用他們的。

其實這方面還有比金燦榮更

厲害的，就是那個說在中國掙

二千元，比在美國掙三千美元更

舒服的陳平教授。他是得克薩斯

大學奧斯丁分校畢業的，自己親

自體驗了美國的痛苦生活之後，

又把女兒也整到美國，繼續體

驗。為了能讓女兒更好地體驗，

陳平連女婿都找了一個美國人。

所以說，金燦榮們這是在下

一盤大棋。他們為了國家和民族

不惜犧牲自己家庭的幸福，真太

感人了。

金燦榮還說過：美國馬上要

完，由於力量衰落，美國現在

心態崩了，變得和印度一樣小心

眼！為什麼美國反共最厲害？因

為它自己的價值觀很脆弱！美國

國家經濟基礎出了問題，中產家

庭被掏空。美國國內各種矛盾增

多了。美國現在有心無力，就算

想整我們也整不動。美國 20 年

前還有機會遏制中國，現在已經

無能為力了。從 2040 年開始，

我們就開始全面領先了，到了

2050 年我們的護照就是全世界

免簽、出國銀聯卡隨便刷、高考

再也不用考英語了，美國的學生

都要來中國學漢語……遇到美國

我們就是總贏，不但贏，還要贏

兩次。

聽他一說，感覺美國能活到

今天都不容易，多虧政委手下留

情啊！罵歸罵，但這些人有一個

共同點，就是都喜歡送孩子去美

國讀書。

對於這些人，我想起了當年

袁世凱的一個重要心腹，也是

袁世凱的高參陳宦，他也是鼓吹

形勢一片大好，讓袁世凱稱帝的

重要推手。 1915 年袁世凱任命

他為四川督軍，臨走之前，陳宦

趴在地上給袁世凱來了一個三拜

九叩，然後用膝蓋跪走到袁世凱

的前面說：「大總統明年要是不

登基做皇帝，我就再也不回來

了。」

一年後袁世凱稱帝，舉國討

伐，陳宦也馬上起兵，正是他給

了袁世凱致命的一擊，袁世凱臨

死的時候大喊：是他害了我！很

多人猜，就是說的陳宦，那時候

陳宦早已經成了護國英雄。

歷史上那些無原則吹牛、高

調表忠心的人，往往就是背叛最

快的。

◎文：易酒魚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10 月 9 日中國中央電視臺

宣布，當天晚上重新開始轉播洛

杉磯湖人隊與邁阿密熱火隊在奧

蘭多進行的總決賽中的第五場比

賽。這是央視一年來播放的第一

場 NBA 比賽。央視表示：我們

也注意到 NBA 一段時間以來持

續表達的善意，特別是今年初以

來，NBA 在支援中國人民抗擊新

冠肺炎疫情等方面做出了積極努

力。同時央視也表示 NBA 復播

是因為籃球運動在中國仍有著廣

泛的群眾基礎和球迷的收視需求。

央視的復播固然有 NBA 在

華斡旋努力有關，如今年 5 月

12 日，NBA 中國董事會任命前

央視體育中心主任馬國力之子馬

曉飛為 NBA 中國首席執行官。

馬曉飛曾就讀於美國哥倫比亞

商學院和羅格斯大學，此前在

NBA 任職時間超過 13 年。但

我認為，根本原因是北京調整其

戰狼外交政策，希望緩和中美關

係，而體育顯然是一個較好的渠

道。如何看待央視復播 NBA 事

件？央視復播能夠緩和中美緊張

的外交關係嗎？

2019 年 6 月，香港反送中

運動爆發。 10 月 4 日，美國休

斯頓火箭隊的總經理莫雷發出了

一則含有香港「反送中」示威圖

片，並帶有「為自由而戰」和「與

香港同在」字樣的推文。 10 月 6
日，中國籃球協會通過微博發表

聲明表示，他們強烈反對莫雷的

「不當言論」，並將暫停與休斯

頓火箭隊的交流合作事宜。央視

10 月 6 日發表聲明說，決定即

日起暫停涉及火箭隊俱樂部的賽

事轉播等一切合作交流事宜。作

為中國獨家網路 NBA 轉播商，

騰訊宣布自 10 月 6 日起暫停火

箭隊比賽直播和資訊報導。

10 月 7 日 NBA 發表聲明

表示，對莫雷的言論冒犯了中國

感到遺憾。莫雷本人也發推文表

示道歉。他表示，他之前的推文

並無冒犯火箭隊在中國的球迷和

朋友們的意圖，他只是對一個複

雜的事件單純地發表了個人的想

法。至此事情應該平息下來。

但 令 人 意 想 不 到 的 是，

NBA 的道歉卻引來了美國人的

憤怒，他們認為 NBA 的回應

「令人羞恥。」NBA 總裁蕭華此

時不得不發聲了。 10 月 8 日，

他發表了措辭強硬的聲明，表示

「支持多元」是 NBA 的成功基

礎。他強調，NBA 不會裁定價

值觀的高低，也無法指示球員，

員工或老闆閉嘴。蕭華說，「歸

根結底，我是美國人，一些價值

觀已經深深地扎根於 NBA 的基

因之中，它包括我們的職員的言

論自由。」

NBA 自從 1992 年開始進

入中國市場以來，發展順風順

水。路透社說，目前 NBA 的中

國市場價值超過了 40 億美元。

中國的電視臺轉播 NBA 比賽則

開始於上世紀 80 年代。根據騰

訊的統計，上個賽季，中國共有

4.9 億人次在其平台上收看 NBA
比賽，其中收看季後賽決賽的球

迷達到 2100 萬。就在 2019 年

7 月下旬，NBA 與騰訊續簽 5
年，合約金額達到 15 億美元，

差不多是上個合約週期的三倍。

可以說，NBA 停播事件是

中美關係走向惡化的標誌性件，

因為美國人對中共的霸凌感到憤

怒，也開始重新審視一個正在崛

起的紅色中國。 2020 年中國新

冠疫情爆發。由於中國政府前期

的隱瞞致使新冠病毒擴散到全

球，並造成了嚴重災難。至此，

中美關係已經徹底破裂了。

將 NBA 停播事件與珍珠港

事件對美國民眾的心理衝擊相提

並論並不為過，它的確震驚了普

通美國人。根據美國皮尤中心近

日公布的的調查結論，皮尤研究

中心的最新報告顯示，73% 美

國人對中國有惡感，只有 22%
的人表示對華有好感。美國人對

華反感度自今年 3 月份來急升

7%，比起兩年前上漲了 26%，

達到 15 年來最高水平。該中心

自 2005 年起調查美國人對中

國的態度，好感度與反感度在

2012 年持平，隨後對華反感者

持續多於抱有好感者。

美國人對中國印象這麼壞，

固然最大的一個因素是新冠病毒

大流行。其次是人權狀況。中國

的戰狼外交為中美關係惡化起到

了推波助瀾作用。但 NBA 停播

事件對美國人改變對中國的看法

影響巨大。中國央視復播 NBA
賽事對緩和中美關係會起到一定

的作用，但我認為為時已晚。一

個全面對抗中國的國際民主陣營

已經組建。川普總統在不經意的

講話已經暗示習近平，美國在民

主自由價值觀上不再讓步，已經

做好了對抗中共的全面準備。

NBA比賽復播
北京對美示好為時已晚

金燦榮又贏了兩次

◎文：文昭

◎文：張傑
2019年10月6日

的NBA停播事

件震驚了美國

人，使他們不得

不重新審視這個

出現在世界上咄

咄逼人的紅色帝

國。（圖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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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日本經濟新聞13日報
導指出，在美國強硬制裁措

施與西方各國的陸續配合

下，華為很有可能因為零部

件的斷貨，以及商業通路的

阻絕，而失去5G基地臺這
個行業的競爭力。

【看中國訊】10 月 10 日，

朝鮮勞動黨 75 週年的黨慶，當

局在平壤舉行了大規模閱兵儀

式，該國領導人金正恩出席閱兵

儀式且發表演說，但任誰都沒想

到，當他提到疫情及自然災害等

相關議題之時，金正恩竟然說著

說著就突然流下眼淚，現場的民

眾見狀也跟著眼淚直流。專家分

析認為，這次金正恩一改先前的

硬派作風，而在眾人面前流下了

男兒淚，能夠看出他已開始擔憂

自己會遭到「反抗」，因此才策

劃這出「宣傳活動」。

對此，經英國倫敦國王學院

國際關係的副教授帕多（Ramon 
Pacheco-Pardo）分析認為，金

正恩之所以會在眾人面前落淚，

全都是因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地

位，將可能面臨極大威脅，其實

這股威脅正是來自他的人民。帕

多稱，金正恩自己知道，若他想

要繼續掌權，就一定要兌現自己

的承諾。因為他曾承諾朝鮮人

民，不須再過著貧苦的生活。

帕多表示，依照目前的局

勢，朝鮮在短期之內還不會出現

政權交替的疑慮，不過金正恩仍

擔憂朝鮮內部會對他的「權威」

做出任何挑戰。他說，你們看其

他國家的獨裁者，他們會被趕下

臺的主要原因，通常並非來自於

外部，而是出自內部因素。所

以，金正恩也明確知道，在發展

核武之後，美國就不會輕易攻打

朝鮮，可是人民非常可能會成為

他的壓力來源。

帕多認為，這次金正恩試圖

拆開華為5G基站新發現

5G基地 
核心自製不及1成
在專業協助下，日經拆解

並分析了華為的最新 5G 基地臺

中被稱為「基帶」的核心裝置。

在基地臺的 1320 美元估算成本

中，美國生產的零部件占比達

3 成，中國生產的零部件不及 1
成，韓國零件僅次於美國，至於

中國自行設計零件委台積電生產

比例則高達 6 成。如果美國繼

續採取強硬措施，華為很有可能

會失去這個行業的競爭力。

日經指出，華為最新的 5G
智慧手機雖已將美國零部件的

與廠商奧蘭治 (Orange) 和普羅

西莫斯 (Proximus)，也正式決

定排除華為選擇諾基亞參與建

造。這是第一批歐洲的商業營運

公司把華為從下一代通訊網絡中

去除掉。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是

北約聯盟總部，以及歐洲聯盟的

行政部門和議會所在地，這使美

國情報機構更加關注華為問題。

丹麥獨立電信諮詢專家約

翰．斯特蘭德 (John Strand) 對
路透社表示，比利時的無線電網

絡一直完全依靠中國供應商，北

約和歐盟的工作人員利用該網絡

撥打手機。他稱，營運商正在發

出一個「信號」，即能夠進入安

全的網絡，這一點非常重要。

在華為面臨挑戰之際，諾基

亞和愛立信這兩家北歐公司不斷

從加拿大貝爾 (Bell Canada)、
加拿大的泰勒斯公司 (Telus 
Corp) 和英國電信集團 (BT) 等
各處取得華為的市場份額。此

外，諾基亞表示已經贏得了西

班牙電信英國公司 (Telefonica 

比例減少到了 1%，但基地臺的

「脫美」進程卻滯後。

華為在 3G 與 4G 時代，手

機機臺全球占比高達 30%，一

度與諾基亞、易利信三足鼎立。

而其在 5G 專利權份額上則僅次

於美國高通。在 2019 年春季美

國發起全面制裁前，華為得以利

用其 5G 的專利優勢與 3G、4G
既有的營運網絡，大肆在歐洲、

非洲，甚至日本推動其廉價基地

臺的引進。但在美方高調制裁

後，此一優勢正逐漸解構。

維安拒華為 各國紛轉向
據日經報導，此前使用華

為設備的挪威移動通信公司

Telenor，在 5G 核心網絡上選

擇了愛立信；一度接納華為的

英國也在 7 月提出排除的方針；

法國也將在事實上加以限制。

緊接著，比利時 5G 網絡參

2020年 9月 18日聯合國人權會議會場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現今全球武漢肺炎疫情加

劇，據世生組織數據，全球在

10 月 9 日前的 24 小時內，再增

加 35 萬例確診，對此，WHO
緊急情況負責人邁克爾．里安

（Michael Ryan）沉重地表示：

「我們束手無策」。

邁克爾．里安 9 日在日內

瓦記者會中指出，對於目前全球

確診情形加劇的狀況，已經沒有

任何新的辦法了，希望各國政府

能夠保護染疫風險最高的族群。

他說，現在各國不只要注重防疫

措施方面，還要強化監視系統，

以追蹤接觸者。

目前全球至少已經有 3600
萬人感染，超過 100萬人死亡。

但專家卻指出，事實上，確診病

例遠遠超過這個統計數字。邁克

爾．里安於 5 日就曾表示，即

使在 WHO 估計的「最好的情

況」，全球可能已有十分之一的

【看中國記者理翱綜合報

導】川普總統提名的大法官侯選

人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告訴美國參議

院司法委員會，川普總統從未問

過她對墮胎和《平價醫療法案》

等案件如何做出裁決，也沒有要

求她對諸如選舉爭議案件做出任

何承諾。

據福克斯新聞網報導，在

10 月 13 日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

官補位提名人確認聽證會上，民

主黨人圍繞著墮胎、醫療保健以

及潛在選舉糾紛等重大問題的裁

決向巴雷特發起進攻。巴雷特則

援引「金斯伯格規則」拒絕就假

想案件發表自己的意見。「沒有

暗示，沒有預告，沒有預測。」

避免對假設的情況做出判斷。

儘管如此，巴雷特還是就參

議員重點攻擊的問題給出了真誠

的回答，也披露了川普總統從未

對她有過任何承諾要求。民主黨

人指控巴雷特是由川普總統提名

的，為他從事政治事務，包括在

川普與拜登之間的選舉結束時在

法庭上做出有利於他的裁決。

對此，雖然沒有承諾退出任

何可能決定 2020 年大選結果的

案件，但巴雷特告訴民主黨參議

員以及所有人，她會保持公正、

而不會是決定 11 月大選的「馬

前卒」。

全球疫情加劇  WHO：我們束手無策

人染疫了，也就是 7.6 億人。

目前經過長期的研究發現，

病毒的頑強性遠遠超乎想像。

日本京都府立醫科大學研究

團隊表示，病毒在人體皮膚表面

上存活的時間可達 9 小時，流

感病毒為 1.8 小時。可能是這個

因素造成傳染風險比較大。美國

研究結果顯示，病毒在塑膠材質

上存活的時間最多可達72小時。

有一篇由澳洲聯邦科學與

工 業 研 究 組 織（CSIRO） 刊

登於《病毒學期刊》（Virology 
Journal）的最新研究顯示，在

攝氏 20 度的室溫之下，該病毒

可於無光環境的光滑表面上，如

鈔票、手機螢幕或不銹鋼的表

面，存活達 28 天之久，相較之

下，流感病毒於相同的環境下僅

能存活 17 天。

而對於二次感染患者的研究

顯示，武漢肺炎無終身免疫，患

者可能會在康復後再度感染，嚴

重程度有的甚或超過第一次感

染。據荷蘭國家廣播電視 10 月

13 日報導，一名 89 歲的荷蘭老

人在第二次感染該病毒後不久就

去世了，這是世界上首例二次感

染死亡病例；另一個嚴重程度超

越第一次的二次感染案例，發生

在美國內華達州的一名 25 歲美

國人身上，不過病患倖免於難。

目前在全球範圍內，已知有 23
例再感染病例，不過多數都不如

第一次嚴重。這也顯示，鼓吹中

的「群體免疫」措施可能無用。

專家指出，目前個人所能採

取的最佳防禦措施，便是勤洗

手、戴口罩、避免群聚。

借由「在談話中落淚」，以營造

他與朝鮮人民同在的形象，亦即

這僅是勞動黨「宣傳活動」的一

部分，讓其充滿情感色彩的演

說，來掩蓋他沒能能達成期望的

真相。

另外，朝鮮在這次閱兵儀

式上公開了新型洲際彈道飛彈

（ICBM），其飛彈彈體比先前所

公開的「火星 -15 型」還更長且

粗，堪稱為全球最大尺寸的移動

式 ICBM，因此被形容像一個

「龐大怪物」。外界只看到其外

觀，目前美韓兩國情報部門正在

進行精密分析。

另一名韓軍人士認為，在閱

兵式上所展示的是實彈或是模型

彈；而變長的彈頭是搭載多彈頭

或是容納經改進的一二級發動

機，這將會是分析的重點；另也

有觀點稱，新型飛彈發射車並非

仿製中國等國的發射車，而是朝

鮮自主生產的。在閱兵式上運載

前述飛彈入場的，是一臺有 22
個大型輪胎的 11 軸發射車。

10 日，美國資深行政官員

表示，關於這次朝鮮展示了洲際

彈道導彈的做法，感到非常「失

望」，且呼籲朝美兩國應該展開

談判，以實現朝鮮的完全無核化。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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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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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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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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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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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世界衛生組織（ Getty Images）

大法官提名人巴雷特：川普從未要求任何承諾

UK)提供數據管理軟件的合同。

而在日本方面，日經指出，

日本的通信企業使用華為 5G 基

地臺也很謹慎。軟銀新建設的

基地臺不再使用華為造。樂天

計劃以 NEC 和展開合作的美國

Altiostar等為中心採購基地臺。

此前被認為在世界市場缺乏競爭

力的 NEC 也將與 NTT 展開合

作，以日本為中心，擴大基地臺

的銷售。

德採雙審制                             
英或提前排除

德國總理默克爾雖未明令禁

止華為，但其內閣計畫在未來幾

週內通過一項法案，將對電信設

備供應商實行兩階段審批程序，

除了對各電信設備組件進行技術

檢查外，還要對設備製造商的

「可信度」進行政治審查。

英國下議院國防委員會 10
月 8 日公布的調查報告中，呼

籲西方國家應團結一致，制衡中

共的技術主導地位。該委員會還

指出，證據顯示中資電信設備生

產商華為公司，與中共之間關係

密切，在中共的支持下低價競

爭，委員會呼籲，英國應提前在

2025年之前剔除華為所有設備。

金正恩致辭時罕見流淚

金正恩（朝鮮官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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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就像制裁華為一樣，

現在因特爾、AMD 等幾家公司

開始向華為提供部分筆記本電

腦的晶元，昨天也傳出消息台

積電將向華為提供一些成熟的

晶元，當然這中間不包括高端

手機和通訊設備的晶元，但是

這些其實都說明，美國制裁華

為，沒有封得那麼死，還有留

了一些餘地，就像對微信、抖

音以及支付寶一樣的。這說明

美國跟中共還沒有撕破最後一

層臉皮，還在給它台階下。

當前正處於美國政府正在

推進迫使中資上市公司從美國

退市的計畫的關鍵時候，川普

政府已多次表示，中國上市公

司如果不向美國監管機構提供

對其審計報告的全面訪問權，

就會被美國股市摘牌。而中國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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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文：財經冷眼

了。所以有些人說的人民幣將

到 6.4、6.2，更是不要想了。

就像今天這樣「下調風險金

率」等於是告訴市場，央行在人

民幣漲到 6.6 區間後，如果再

漲就會出手阻止人民幣升值，

就是一個叫停人民幣升值的信

號，人民幣將進入貶值到 7.2 這

個點位的逆向運動。這時候市

場就明白未來即使美元指數再

大跌，人民幣也不會出現一天

大漲 500 點的行情，這樣的表

演暫時是不敢繼續了。

過去人民幣兌美元一天漲

幅可達到 600 多點，一天漲幅

就是之前幾個月的跌幅，這就

公司的審計報告一直沒有向美

國證券監管部門真實披露，因

為審計底稿都留在中國國內。

這促使一些中資集團——包括

電商巨頭阿里巴巴和京東開始

紛紛在香港二次上市，為了籌

集數以十億美元計的資金，以

對沖被美國交易所摘牌的風險。

此外，最新數據顯示，美

國 8 月貿易逆差強勁飆升至 14
年來最大，進口再度攀升，美

國商務部週二公布，美國貿易

逆差同比擴大 5.9%，至 671 億

美元，為 2006 年 8 月以來最

大，可以說這幾年來的貿易戰

基本上還沒有得到明顯成果。

當然，8 月份美國對中國貿易逆

差減少了 19 億美元，但是整體

來說逆差還沒有下降，這與中

國不斷拖延的策略、疫情衝擊

美國經濟等有關。

不過在最近幾個月時間

內，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了

5000 個點，這可能也是為什麼

人民幣升值非常快的 8 月份，

中國對美順差收窄的主要原

因。畢竟，人民幣大幅度升值

是有損中國貿易出口的。在當

前全球需求疲軟，中國外貿企

業出口困難的情況下，升值也

可以製造經濟復甦的假象，留

住外資。

但是 10 日，中國央行出臺

了一項緊急錯措施，來阻止人

民幣繼續升值。

央行發布消息稱，自 2020
年 10 月 12 日 起， 將 遠 期 售

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

20% 下調為 0，中國央行不追

求人民幣升值。

通常說，遠期外匯準備金

上調是為防止人民幣貶值，提

高做空的籌碼，下調就是為了

防止人民幣升值；自今年 5 月

以來人民幣已經累計升值 5000
點，上週五已經正式升破 6.7 關

口進入 6.6 區間，再放任人民幣

繼續升值，中國的貿易出口受

不了，企業換匯還債以及個人

換匯的壓力，中國外管局受不

中美脫鉤的話題仍

然火熱，最近比較大的消

息是美國加強對在美上市

的中資企業的審查，不符

合條件的公司將被強行退

市。9月28日新浪將在拉
斯達克退市，基本上可以

理解為金融脫鉤的一個典

型案例。

是典型的中國央行操縱離岸人

民幣市場，當然，這種操縱也

是建立在歐元對美元升值，美

元指數下跌的基礎之上。

所以這兩年可以發現這樣

一個規律，每當人民幣匯率要

跌破 7.2 時，中國央行就會推出

「逆周因子」限制人民幣貶值速

度，如果市場繼續做空，中共

就會上調外匯風險金率提高做

空成本，如果再貶就收緊銀行

現鈔兌換，然後釋放一些中美

經貿利好的消息，讓人民幣守

住 7.2 這個底線。但是隨著外資

不斷撤出，最終這個底線是會

破掉的。（下轉 B2）

人民幣貶值 數字貨幣落地財經 
評析

10月13日，深圳市民展示的數字人民幣App頁面。（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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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曰：

一土臨朝更不祥，

改年換國篡平床。

泉中湧出光華主，

興復江山又久長。

——摘自姜子牙預言

《乾坤萬年歌》

歷史原來這樣 之 兩漢之間

天意，很多時候是要藉助人

的手去實現的，昆陽之戰便是個

典型的例子。王莽氣數已盡，

因而，劉秀用一萬多人的「雜牌

軍」，使包括四十二萬鐵甲精銳

在內的王莽百萬雄兵全軍覆沒，

此非天意而何？經此一戰，王莽

精銳盡失，再也無法有效的抵擋

山東 ( 函谷關以東 ) 各路「反政

府軍」西進長安。

「娶妻當得陰麗華」

劉秀經昆陽一戰名揚天下，

但他並沒有居功自傲，依舊像以

前一樣溫文儒雅。此刻，他不知

道宛城已經被劉伯升攻克，心裏

還惦記著在宛城的漢軍。

打掃戰場之後，劉秀和王鳳

等人商量，攻打宛城的兄弟們可

能還在勒著腰帶硬挺呢，王莽這

次「留」給咱們這麼多東西，是

不是給宛城那邊送點。王鳳眼睛

都沒眨，立刻同意由他自己帶著

李軼等人去增援宛城，因為昆陽

是王鳳的「傷心地」，向王莽軍

乞降的事兒才過去幾天而已，繼

續留在這裡實在太丟人。

劉秀則領兵繼續攻略穎川郡

（今河南省一部份），在這裡，

他結識了一位日後輔佐自己的得

力干將，後來被列入雲台二十八

將之一的——馮異（字公孫）。

馮異是位熟讀兵書的良將，二人

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也讓劉秀

受益不少。

此刻，劉秀還憧憬著再立

戰功、封侯加官，然後，風風

光光的去迎娶他的心上人——

陰麗華。

陰家是新野大戶，陰麗華在

故鄉又以貌美聞名，是一位典型

的「白富美」，更重要的是，陰

小姐自身條件這麼優越，卻沒有

鼻孔朝天，而是性格溫婉，善解

人意，絕對是大多數未婚男士心

目中的理想伴侶。

陰麗華的母親鄧氏，與劉秀

的姐夫兼知己鄧晨是親戚。劉秀

還在老家種地賣糧那會，經常去

新野找這位姐夫談心，就這樣因

緣際會的認識了陰麗華。陰麗華

比劉秀小十歲，那時的陰小姐還

是個天真的小女孩兒，遠未到出

嫁的年齡。劉秀本是帥哥一位，

又頗具經營頭腦，即便算不上

「高富帥」，對一般姑娘而言，

也是很搶手的。但是，劉秀偏偏

對陰麗華這個小姑娘一見鍾情，

秀，大家都盼著劉秀帶頭，給劉

伯升報仇呢。

報仇？劉秀冷靜下來，他可

以帶十三騎闖出王莽大軍的重

圍，九死一生的事早已經歷過

了，如今兄仇當前，衝冠一怒是

最容易的選擇。可是，當初兄弟

二人舂陵起兵，為的就是光復漢

室，現在王莽未滅，漢軍先起內

訌，豈不是違背初衷？而且，如

果他真的率兵為兄報仇，瞭解內

情的人，知道劉伯升被人陷害，

更多不瞭解內情的人，則會認定

劉秀兄弟為的是爭奪更始軍的大

權。因此，他非但不能急於兄

仇，還要忍辱負重，繼續留在更

始軍內。

劉秀連忙趕回宛城，向更

始帝「謝罪」。朱鮪、李軼等

人本以為劉秀會興師問罪，準

備藉機把劉秀也除去，看到他

這個舉動，都覺的出乎意料之

外，更讓他們詫異的是，劉秀

絕口不提昆陽大捷的顯赫戰

功，他沒有為大哥服喪戴孝，

言談舉止也毫無悲傷之色——

「未嚐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

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

常」（《後漢書 ‧ 光武帝紀》）。

其實，劉秀的心裏在滴血——

「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

涕泣處」（《後漢書 ‧ 馮異列

傳》），可是為了滅王莽、復興

漢室的大計，目前還不能挑起

漢軍內亂，他必須忍。

幾個大臣一看，他大哥死

了，他和以前一樣照吃照睡，

看來，昆陽之戰中叱吒風雲的

劉秀，可能就是個傳說吧。更

始帝劉玄就是個痴貨，他聽信

讒言殺了自己的同宗兄弟，本

來就有幾分心虛，後來見劉秀

來謝罪，絲毫沒有流露出對此

事的怨恨，劉玄越發覺的良心

不安。此時，同情劉秀兄弟的

人趁機婉轉的提示劉玄，昆陽

大捷劉秀立了首功，他自己不

居功，不等於天下人不知道。

於是，劉玄也算為了安慰自己

的良心，拜劉秀「為破虜大將

軍，封武信侯」（《後漢書 ‧ 光

武帝紀》）。

但是，劉秀雖被授予將軍

頭銜，卻沒得到實際的兵權，

這說明更始君臣仍然沒有完全

放心。劉秀思量再三，終於決

定， 要 成 親 了 ——「更 始 元

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

（《後漢書 ‧ 後紀》）。大哥劉

伯升以前和他商量過，等劉秀

立功封侯歸來，再把陰麗華娶

進劉家。而今劉縯（劉伯升）

遇害，劉秀卻照常舉行婚禮，

其用意，也是為讓更始君臣認

為，自己對大哥之死毫不介意。

更始君臣得知劉秀要娶妻

的消息，都鬆了口氣，大哥劉

縯大喪剛過，做弟弟的就張羅

著娶老婆，這樣沒心沒肺的

人，有甚麼值得擔心的。

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六

月，宛城當成里，破虜大將軍

府，劉秀終於把自己的夢中情

人——苦苦等待他的陰麗華，迎

娶進劉家的大門。

相思數載，有多少情話綿

綿，夫妻倆呢喃私語、如膠似

漆，劉秀為愛妻畫眉、插釵，柔

情似水。難道劉秀掉進了溫柔

鄉，忘了自己的處境，也消磨盡

了英雄氣？不，他在等待變數。

　　　　　　（未完待續）

義軍豪傑的不滿。其中有一位

「勇冠三軍」（《後漢書 ‧ 齊武

王劉縯列傳》）的漢室宗親，名

叫劉稷，他當時正率軍攻打魯

陽，聽說劉玄當了皇帝，當時

就炸了：「起兵圖大事的，本來

是劉伯升兄弟，那個甚麼更始

帝算哪根蔥啊？」——「本起

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

更始何為者邪？」（《後漢書 ‧

齊武王劉縯列傳》）。劉玄君臣

聽說這事兒，火冒三丈，派人

把劉稷抓來，要推出去砍了。

劉伯升一見，你們這不是「自廢

武功」嘛，緊攔慢攔的不讓殺。

結果，朱鮪、李軼等人趁機力

勸劉玄，把大司徒劉伯升和劉

稷一起殺了。

天下未定，卻因妒忌之心斬

殺功臣，日後更始之敗，此刻已

見端倪。而且，劉玄沒想到，這

番舉動不僅害了自己的猛將，

而且把劉秀向讖語中所說「為天

子」的方向推了一把。

劉秀的忍耐

大司徒府上下一片哭聲，劉

縯（劉伯升）的護軍朱佑（字

仲先）快馬直奔父城，給劉秀

送信。劉秀聞報如五雷轟頂，

幾乎昏倒在地。當初蔡少公預

言「劉秀當為天子」，劉秀那句

「安知非僕」不過是一個玩笑，

他的夢想是「作執金吾」、「娶

陰麗華」。如果一切如常，劉

秀九成九會盡心盡力輔佐更始。

而今，大哥遇害的噩耗，把他對

未來的憧憬徹底打亂了。

想到與兄長從此天人永隔，

劉秀不禁淚如泉湧。送信來的朱

佑此刻也泣不成聲，他告訴劉

（十一）

就這樣從二十剛出頭等到快三十

歲，而且立下一個知名度很高的

心願：「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

當得陰麗華」。

如果事情按照一般的想法發

展，劉秀應該因昆陽大捷以及攻

略穎川的戰功而「升職」，作個

執金吾（京城警備司令）、封個

侯爵，都是理所當然的，之後，

再迎娶陰麗華為妻，圓了他早年

的夢，最終，以開國元勳的身份

被載入史冊。如果這樣，《後漢

書》上就不會有「光武帝紀」，

而只會有「劉秀列傳」了。

長兄遇害

可是，就像王莽的敗亡是天

定的一樣，劉秀的命運，也不是

他自己能決定的。正當劉秀率更

始軍進攻父城（今寶豐縣李莊

鄉古城村）時，他的大哥劉縯

（劉伯升）出事了。

劉縯劉伯升作戰勇猛，接連

立下戰功，聲譽日隆。及至劉

伯升攻下宛城，劉秀在昆陽一

戰成名，引發了更始軍中幾個

大臣的忌憚，他們擔心劉秀兄

弟日後會取劉玄而代之，便鼓

動更始帝劉玄找機會殺了劉伯

升，其中最賣力的兩個人，一

個是大司馬朱鮪，另一個竟然

是宛城李通的堂弟——劉秀兄

弟的老戰友李軼。劉玄本來就

是個沒甚麼主意的人，屬於別

人一帶就往溝裡走的。不過，

他也知道劉伯升是一員猛將，

預謀了一次，沒敢真動手。

當初，綠林軍為了繼續以

前放縱的日子，極力推舉平庸

的劉玄為更始帝，而劉伯升卻

只被封為司徒，這引發了很多

人民幣貶值 數字貨幣落地
（接 B1）這時就不得不說

央行發行數字貨幣了。為了防

止外匯遭到擠兌，數字貨幣成

為了必要的防火牆，因為數字

貨幣不能換黃金，也不能換美

元，而且賣房還可能只能收數

字貨幣，連人民幣都換不到。

所以，只要數字貨幣推行成

功，成功替代流通中的紙幣，

那麼外匯、樓市泡沫都不算事。

最近數字貨幣有一個大消

息，就是它真的大規模落地

了。這一次，它選擇以「千萬

紅包」的形式進行普及。 10 月

8 日，深圳市政務服務數據管理

局公布，「2020 禮享羅湖」系列

促消費活動預約開啟，此次活

動面向在深個人發放 1000 萬元

數字人民幣紅包，每個紅包金

額為 200 元，紅包數量共計 5
萬個。

消費禮券並不陌生，疫情

以來，中國多地都發放了消費

券。但是，明顯消費券只是輔

助，不能獨立使用，你必須先

消費才會附帶贈送。這次深圳

羅湖發的是數字人民幣紅包，

這次活動是為了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結合本地促消費政

策，深圳市人民政府近期聯合

人民銀行開展了數字人民幣紅

包試點，是數字人民幣研發過

程中的一次常規性測試。

這次試點由深圳市羅湖區

出資，所有在深個人，使用中

國大陸手機號和第二代居民身

份證即可參與預約登記，然後

通過抽籤方式將 200 元資金以

數字人民幣紅包的方式發放至 5
萬個在深個人數字人民幣錢包。

該紅包可用在羅湖區轄內

已完成數字人民幣系統改造的

3389 家商戶無門檻消費，包括

羅湖萬象城、樂凱撒、天虹百

貨、茂業百貨等商家。

這些數字紅包是不是消費

券，而是「真金白銀」，可以

直接單獨買東西的。這對於平

時發幾個雞蛋都要通宵排隊的

大陸民眾來說，當然是趨之若

鶩。等數字貨幣錢包在應用商

店正式推出後，政府再搞一輪

正式的紅包雨，估計之前無人

問津的數字貨幣錢包，可能一

夜之間就在深圳市民的手機裡

裝起來了，普及效果當然是不

用說的。然後把這個經驗在全

國推廣，這些大中小城市的數

字貨幣都會很快普及上來。

北京政府正在強調中國正

式是全球首個推行數字貨幣的

大國。官方聲稱，數字貨幣推

出後，人民幣將成為國際貨

幣，增加和美元抗爭的籌碼。

這明顯就是欺騙，人民幣自身

沒有信用，現在還是借的美元

的信用，難道換成數字貨幣就

有信用了？就可以和美元抗衡

了？這顯然是其片大家的說法。

只是數字貨幣推廣出來，

就不用擔心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了，畢竟數字貨幣是無法兌換

美元的；也不用擔心黃金被掏

空，因為數字貨幣不能兌換黃

金。也不用擔心樓市資金衝擊

外匯市場，因為你賣房的錢，

是換不了美元的。倒是人民幣

印鈔會越來越方便了，監控民

眾的消費、控制民眾的隱私越

來越方便了，讓數字貨幣充當

糧票布票就越來越方便了。

有了數字貨幣，我想應該

也不用再讓中資企業到美國上

市賺美元了，畢竟國家內部一

番操作，也不用印鈔了，人民

幣就能憑空出現。只是到時候

外資是否願意賺你的人民幣，

是否還會跟你做生意，就不得

而知了。這或許就是習近平口

中真正的「內循環」。

南都繁會圖 · 仇英(約1494-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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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西有一秀才叫葉諸梁，家境貧窮，

以教書為生。葉所居住的城鎮有一馬姓富

豪，有一年聘請葉秀才教育馬家的兩個兒

子。

葉秀才很快得到主人的器重。待他非

常厚道。葉諸梁深感主人厚德，所以盡心

竭力教育二子。

如此過了幾年，葉諸梁也積累了千

金，步入了富豪之列。而此時，馬富豪擔

任郡守副職，不幸病死在任上。馬家二子

奢侈成性，揮霍無度。家中的金銀財寶及

田產，都經葉手逐一變賣。葉諸梁輾轉圖

謀，謀取了馬家全部產業，導致馬家兒子

貧窮淪落，境況非常悽慘。

一天晚上，葉諸梁做夢來到陰曹地

府。大堂上坐著一位長官，葉秀才立在階

下。那位大官細數葉某罪過，說他為人忘

恩負義。長官當庭大怒，要判葉某變為牛

身，以示懲罰。

葉秀才再三哀求，請求寬恕。他懇請

冥府長官放他回去，他願意退回馬家所有

財產，並答應好好照顧馬家二子。

陰司長官說：「既然你有悔過之心，

權且放你回去。若不踐行諾言，你將永墮

無間地獄。」無間地獄，凡是落入那裡的

罪魂，生前都曾犯下不可饒恕的大罪。

聽到這兒，葉諸梁猛然從夢中驚醒。

醒來後，他對妻子說：「今天我們家享有

的榮華富貴，都是馬家的財產。即使全部

退還，我們仍不失為富翁。何苦與神鬼結

下仇怨。」

葉某心意已決，不想再占有馬家財

富，於是次日尋訪馬家二子棲身之處，將

馬家二子帶回家中，為他們備置衣服，贈

送百兩白銀，讓他們先度過眼前的窘況。

幾個月後，退還給他們從馬家所得的全部

財產。葉秀才還為這二子安排營生，讓馬

家一子開張當鋪，另一子則外出經商。

馬家兒子歷經這番折磨，感受到人間

冷暖與艱難，從此痛改前非，辛勤經營事

業，幾年後坐擁鉅財，於是連本帶利將葉

某還回的財產，又準備還給他。不過，葉

諸梁堅拒不受，他說：「老夫我以前也很

貧窮，承蒙你們父親厚愛，我才能有今

日。你們勿要見怪，勿要客氣。這是我和

你們父親的交情。他日，我到了陰曹地

府，見到你們的父親，我們二人還能彼此

欣慰長笑。」

當時，正值中秋，葉諸梁喝酒賞月，

醉臥在窗下。朦朧之中，他看見馬富豪

前來道謝。馬富豪說：「先生以前所作所

為，雖是不應該。但是我的二個兒子自幼

養成奢侈習氣，把家產留給他們，也必會

揮霍一空。幸好先生代為管理財產數年。

我的二子歷經艱難，從此悔過，方能痛改

前非，獲得今日的成就。是先生謹慎相守

我家財產，又成全了我的兒子。如此恩

德，我已告知陰府諸位冥官，代為轉奏上

帝。先生以後福德綿長，我特來向你奉

報。」馬富豪再三道謝後才離去。

從此，葉諸梁凡有經營，沒有不稱心

如意的。後來，馬家也成了當地的書香門

第，簪纓世家。

◎文：白雲飛

Ye Zhuliang, a village-scholar from a 
poor family in Huaixi, made his living 

as a teacher. One day, a rich man called Ma 
living in the same town hired Ye to educate 
his two sons.

 Soon, Ye earned the respect and kind treat-
ment of Ma. To thank his master, Ye tried 
his best to educate Ma’s two sons.

 Over several years, Ye managed to accu-
mulate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Ma who 
served as deputy provincial chief, unfor-
tunately, died of an illness. His two sons 
were extravagant and profligate. Ye helped 
them sell all the gold and silver treasures, 
land and properties, which he bought up. Ye 
tried his best to obtain all of Ma’s proper-
ty, while Ma’s two sons became poor and 
found themselves in a miserable situation.

 One night, Ye dreamed of entering hell. 
Sitting in the court was an official, and Ye 
stood under the steps. After counting Ye’s 
sins, the official said that Ye was ungrateful. 
The official was furious and wanted to sen-
tence him to become a bull as a punishment.

 Ye begged for forgiveness repeatedly. He 
said that if the underworld chief let him go 
back, he would return all of Ma’s property 
and promised to take good care of Ma’s two 
sons.

 The hell chief said: “Since you have the 
heart of repentance, I will let you go back. 
But if you don’t fulfil your promise, you will 
fall into the relentless hell forever.” All the 
souls falling into that place have committed 
unforgivable crimes during their lives.

 Hearing this, Ye suddenly woke up from his 
dream. He said to his wife: “The glory and 
wealth that we enjoy today are from the Ma 
family. Even if we return all the property, 
we are still rich. Why do we forge animosity 
with the gods and ghosts?”

 Ye decided not to app-ropriate the Ma 
family’s wealth anymore. The next day, he 
searched for Ma’s two sons, went to where 
they lived and took them back to his home. 
There he set out some clothes for them, and 
gave them a hundred taels of silver to im-
prove their lives. 

 A few months later, Ye returned all the 
property he had obtained from the Ma fam-
ily. Ye also arranged for the two sons to 
make a living. One opened a pawnshop and 
the other went out to do business.

 After experiencing these adversities, Ma’s 
two sons realized the fickleness and hard-
ships in real life. They changed themselves 
and worked hard in their businesses. A few 
years later, they earned a huge fortune. So 
they wanted to give Ye back their father’s 
property, with interest, that Ye had bought 
up and then returned to them. 

 However, Ye refused and said, “I was very 
poor before. I am now wealthy because of 
your father’s love. It’s nothing. I just repaid 
your father’s kindness. One day, when I 
meet your father in the underworld, we can 
still laugh together happily.”

 Soon it was Mid-Autumn Festival. Ye 
was drinking and enjoying the moon, lying 
drunk under the window. In the low light, 
it seemed that he saw Ma coming to thank 
him. 

 Ma said: “What you did before was not too 
good. But my two sons had developed an 
extravagant lifestyle from their childhood. 
If I gave the property to them then, they 
would have quickly squandered it. Fortu-
nately, you managed the property well for 
me. After experiencing hardships, my sons 
corrected themselves and attained today’s 
achievements. 

 You protected my pro-perty carefully and 
fulfilled my sons’ needs. I have reported 
your virtue to the underworld officials and 
they have transferred it to the Emperor of 
Heaven. Gods will bless you in the future.” 
Ma thanked him again and again before 
leaving.

 From then on, all bus-inesses that Ye man-
aged were pro-sperous. Later, the Ma fam-
ily also became a family of local scholars 
and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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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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Are  Uncertain and All Down to One’s Mind

Shutter Stock

www.rundledental.com/ch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4 看大千 Cosmos 第128期     2020年 10月15日—10月 21日    

◎文：天羽

全球最大植物保種中心  
位於臺灣屏東的辜嚴倬雲植

物保種中心，擁有 3 萬多種植

物，成為全球蒐藏物種數最豐富

的植物園。該中心致力於保育熱

帶及亞熱帶植物，多年來四處採

集稀有植物的樣本，以免它們因

為氣候變遷等因素而滅絕。中心

的工作人員親赴臺灣各地，盡可

能地採集稀有植物的樣本。

臺灣人口稠密、工業發達，

但島嶼的 70% 左右被濃密的山

區森林所覆蓋，而這些地區是野

鹿、野豬和瀕危的臺灣黑熊的家

◎文：青蓮

瑪雅傳說之「彩虹戰士」

瑪雅人世代相傳著一個古老

預言。預言說：淺色皮膚的人將

乘著帶白色大翅膀的如同巨鳥一

樣的巨大木舟從東面的海上來。

船上下來的人也像大鳥一樣，但

他們有兩隻不一樣的腳。他們的

腳一隻像鴿子腳，另一隻像鷹

爪。像鴿子的腳代表了和平、慈

悲和美好的信仰，而像鷹爪的腳

則象徵貪婪、物欲、技術力量和

好戰的性情。

很長一段時間，鷹爪占據了

人類世界，人們無休止的追求對

物質的欲望，使得地球上到處是

廢水、廢渣，空氣中烏煙瘴氣，

本來可以清潔地球的雨水也帶上

了毒素，鳥兒從天空中墜落，魚

兒翻起肚皮浮上水面，森林整片

地死去。

就在這時，東方出現了新的

曙光，「彩虹戰士」誕生了。

他們繼承了祖先的精神，頭

腦中有智慧的光輝，心中有慈悲

的力量，不會傷害任何生命。通

過非暴力的激烈鬥爭，最終制止

了地球的毀滅和解體，歡樂祥和

的黃金時代終於來到人間。

對神秘的瑪雅文明，人們關

注最多的是世界末日以及水晶頭

骨的傳說，卻很少有人知道「彩

虹戰士」的預言。

英國電視製片人默頓和湯

瑪斯，因為追蹤報導一個來自

中美洲叢林古廟廢墟裡的水晶

頭骨，歷盡艱辛，終於尋訪到

了瑪雅部落。更機緣巧合的

是，他們遇到了瑪雅所有土著

部落的長老集會。當傳說中的

十三塊水晶頭骨全部出現在世

間後，美洲的土著人部落按照

瑪雅人的「聖曆」，在危地馬拉

舉行了一次儀式莊嚴而盛大的

集會，默頓和湯瑪斯有幸見證

了這場意義非凡的聚會。

為了這次聚會，古代瑪雅祭

司的直系後裔、危地馬拉的瑪雅

長老唐．阿萊堅德羅 · 希利洛 ·
奧斯拉吉 · 佩雷斯花了六年時間

籌備。聚會上，唐．阿萊堅德羅

告訴大家，現在是他們的祖先回

來的時刻。

 「祖先留下的預言說，有一天

人類將重新走到一起，相親相

愛。這個時候就是現在。」 「彩

1995年11月，在瑪雅

土著部落長老的一次聚

會上，危地馬拉的瑪雅

長老唐．阿萊堅德羅宣

布：「彩虹戰士」就要誕

生！他們將通過非暴力

的激烈鬥爭，最終制止

地球的毀滅和解體。

虹戰士就要誕生！」

1997 年，默頓出版《水晶

頭骨之謎》一書，書中記錄下了

關於「彩虹戰士」的描述：「我

們不必分離，因為我們本為一

體，我們不分膚色、階級、信仰

共同前進，像彩虹的七種顏色一

樣團結在一起，全人類皆兄弟姐

妹。我們必須尊重我們生活的地

球，尊重宇宙中所有的生命。

如果人類做出正確的選擇，

世界將進入一個新的與自然和諧

相處的時代。」「在這個輪迴結

束、下個輪迴開始之時，古老的

知識將回到人間，具有特殊天賦

的人將誕生在人們中間。這時人

類中將出現有特殊通靈能力的

人。」「不僅那些具有特殊天賦

的人，整個人類都肩負著迎接新

時代到來的責任，所有種族和所

有信仰的人們聯合起來，每個人

都要努力確保人類做出正確的選

擇。」「那些追求精神造詣的人

們成了彩虹戰士，他們肩負起了

教育他人的重任，雖然大災難在

所難免，這些充滿靈性的人們還

是希望通過他們的努力，使災難

會因此而減少，即使無法改變已

經發生的一切，至少可以減輕它

們的後果。」

「來自所有民族、所有文

化、所有地區和所有國家的彩虹

戰士，走向世界各地，撒播光

芒。他們繼承了祖先的精神，頭

腦中有智慧的光輝，心中有愛的

力量。」

世界最終會因為「彩虹戰

士」的出現而改變。

既然 1995 年的時候，瑪雅

長老就宣布「彩虹戰士」誕生

了，那麼他們在哪裡？

或許，那些將真誠、善良、

堅忍的美好傳播到世界各地的人

們，那些一直與邪惡勢力進行著

非暴力、平和卻不屈鬥爭的人

們，就是真正的「彩虹戰士」。

◎文：秀秀

南宋御史的前世

南宋詩人王十朋，字龜齡，

號梅溪，官至御史。據《宋史》

記載，王十朋自幼聰穎慧悟，記

憶力超強。

王家多年未有子嗣，正和壬

辰年正月的一天夜裡，王家太翁

夢見一位出家的姻親宗覺處嚴送

來金環，說這是他們家企望好久

的。得夢後，王母就懷孕了。

宗覺處嚴出家前是王十朋祖

母賈氏的兄長，博學工詩文，擅

長書法翰墨，出家後守戒甚嚴，

德高望眾，是溫州樂清明慶院首

座僧人。王十朋出生時，宗覺處

嚴剛剛坐化。

明慶院的和尚見到王十朋都

說他是嚴首座轉生的，王十朋聽

多了，就去向嚴首座的弟子寶印

大師求證。大師告訴王十朋，他

和嚴首座長得很像，趣好也很

像，尤其是超強的記憶力、為詩

跨世留下的印記 
為文的志趣和專長。

南宋紹興二十七年（西元

1157 年）殿試對策時，王十朋

建議朝政數萬言，洶湧而出隨手

書成，被宋高宗親自拔擢為狀

元。不僅如此，就連精神操守也

一貫相通，秉承宗覺處嚴的德

行，王十朋成為南宋清廉的「真

御史」。 一生中未曾為自己、

為家人圖謀一絲一毫的名與利。

紹興年間，王十朋作了一個

夢，並且在醒來後，途道經石橋

寺親歷其境，夢中和現實中的人

事物、過去與現在時空的人事物

都能契合對應。

《浙江通志卷二百一》記載

了他的轉生印記。

斷臂和尚的轉生

《三異筆談》中，也有一個

清雍正朝尚書張照的前身為斷臂

和尚的記載，許多相關事實都可

以證驗。

張照祖母錢太夫人曾供養了

指松庵的一位斷臂和尚，那和尚

為堅定修行意志，效法禪宗二祖

慧可自斷一臂自我惕厲。

張照出生那夜，他的祖父在

朦朧間見到一個僧人進入家門。

驚醒時，孫子張照出生了。須

臾，指松庵來人通報斷臂和尚在

半夜圓寂了。

張照從小聰慧，十八歲就中

了狀元。

清世宗雍正皇帝即位後，曾

經問大臣張文和，朝廷臣子中有

沒有通禪悅的人。

張文和推薦了族侄張照，張

照因而得到召見，並以自己機敏

而充滿禪意的話語，獲得了雍正

皇帝的青睞。在張照的著作《天

瓶詩》中，在參透生死、人生等

方面，也多次出現鮮明的佛家思

想印記，應該是前世的出家經歷

留下的記憶若隱若現。

後來，他隨從皇帝出行時，

在行宮山莊墜馬折斷了一手臂，

而且折斷的正是和前身斷臂和尚

一樣的右臂。蒙古醫生治癒了他

的斷臂，三年後他死於歸鄉奔喪

的途中。

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園。陡峭的崖壁，多雨的氣候，

都讓負責採集植物的工作人員面

臨相當程度的障礙。

該中心的蒐藏經理鄭耕宇

說：「我們希望這些物種有機會

回到它們的原生地。或有一天，

當我們希望創建新的聚集地時，

這些物種能快樂地生活在那裡。」

據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

網站顯示，該中心成立於 2007
年，其目標是在 2027 年以前保

存 40000 種植物，成為全球最

重要的熱帶和亞熱帶植物保護

所。迄今為止，該中心已蒐集了

33309 種植物，成為世界上最大

的植物保種中心。

荷花不沾水的秘密 

荷花上的水珠，不能使葉

片沾濕。這個奇特的現象，被

科學家們解開了。

科學家們發現，荷花葉片

表面在微觀下其實是凹凸不平

的，並存在一根根向上伸展的

細小纖毛。

當水珠落在葉片表面時，

只會觸及到纖毛尾端，纖毛下

的氣袋使水珠懸浮著，最後將

水珠反彈排離葉片。

但葉片凹角處的水珠是如

何離開葉片的？

科學家透過超高速照相

機、強力顯微鏡和音箱的幫

助，模擬自然環境中的輕微震

動。當葉片遇冷凝結產生小水

滴後，瞬間的輕微震動能使水

滴不再附著，最後水滴會從葉

片上滑落。荷花本身就自帶輕

微抖動的性質，會使水珠自動

從高防水性的表面上「跳開」,
而小水滴以高速行進，肉眼不

易察覺。

◎文：李欣悅

今年，泰國頭條新聞 8
月 13 日報導，北碧府一位

20 歲年輕男子在浴室中離

奇死亡後，警方工作人員確

認其死亡準備將屍體裹好帶

走，沒想到奇跡突然發生，

死亡的男子又活了過來。目

前這名男子的身體情況良

好，那麼究竟這是怎麼回事

呢？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詐

屍還魂嗎？

事件發生在今年 8 月

12 日，北碧府警方接到報

案稱有人死在家中的浴室

內，警察接到報案後便和

工作人員立即趕到現場進行

調查。發現死者坐在馬桶之

上，身上並沒有穿著衣物，

褲子脫到腳踝處，至於頭部

則靠在浴室的牆上。

工作人員經過初步檢查

發現男子並無生命體徵，且

屍體上沒有任何傷痕，於是

便將屍體包裹好運出浴室準

備送往醫院做詳細屍檢，以

確認男子死亡原因。

但是就在工作人員用布

把屍體包裹好的這個過程

中，男子突然睜開眼睛，其

心跳也再次恢復，之後現場

工作人員迅速將男子送往醫

院做檢查，現在男子的身體

情況已經穩定。

另據該男子自述稱：事

發當天下午進入浴室後便失

去知覺，等到有意識時，發

現有人正在移動他的身體，

可是自己卻無法動彈或呼

救。等工作人員發現他睜開

眼睛後，才將他送往醫院治

療照顧，最終他才得以安

全。對於這種民間稱為詐屍

還魂的現象，目前科學和醫

學還無法解釋。

泰國男子
離奇還魂記

◎文：藍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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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 中華民國軍政府：公有領域

民國國務院秘書長郭則

沄寫的《洞靈補志》書中，記

載了這麼一則故事：

清末民初的湖北人熊

某，晚年好佛教，在北京居

住時，曾經在廣濟寺住過一

段時間。他曾對人說過他親

身經歷過的奇事。

熊某年輕時，那時還是

清朝時期，做過一個清晰的

夢，夢中一位青衣童子自稱

奉神的旨意，領他去見神。

青衣童子帶路，走了一段時

間來到一處境界，只見神殿

巍峨，極為壯觀華麗，到了

神殿裏面，最上座坐着一位

神靈，服裝尊貴華麗，如同

人間的王者。兩邊還有許多

站立的侍者。

這位神詢問熊某，並核

對他的身份後，讓身邊的一

位侍者將一本大冊子翻到記

載熊某的那一頁給他看。熊

某上前一看，上面寫着：熊

某於何年何月何日何時生於

何地，父母是誰，長大後經

歷何事，科舉考試得某功

名，當某官然後逐步升官，

直至吏部尚書。然而後面又

注了一行字說：妻子無罪

過，熊某卻與她離婚，因此

所有科名、官職一律削盡，

官至參謀長為止。

參謀長？參謀長是什麼

官？熊某正看的一頭霧水，

剛想再看，侍者就把冊子收

回去了。神靈還對他說：你

讀書苦學很不容易，就這樣

自己誤了自己的前程，真是

可惜，叫你過來就是讓你知

道這件事，現在回去吧。

於是青衣童子再次將他

帶回去了，他也從夢中醒

來。他知道這個夢不尋常，

他查遍大清朝文武官職，都

沒有「參謀長」這個職位。

這個夢又不大放在心上了。

可是此後他歷次參加科舉，

全都名落孫山。

公元 1895 年，甲午戰

爭爆發，清軍失敗。清朝政

府決定編練新軍，以西方軍

制為藍本，開始制訂了一套

近代陸軍的組織編制、軍官

任用制度。公元 1904 年，

清朝正式組建新軍，新軍的

編制中規定軍的司令處設

「總參謀官一員」，但依舊還

是沒有「參謀長」這個職務。

公元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

後，反清的中華民國革命軍

中就正式出現了「參謀長」

這個職務。

熊某有個好友，參加革

命，當了中華民國的都督，

「都督」是當時省級最高軍政

長官。這個好友非要熊某給他

當參謀長不可。接到這個消

息，熊某頓時明白了自己年輕

時做的夢是真的，也從此明白

人生都是神在安排，名利心大

減。這個好友很有權利，他實

在推辭不了，於是到任後沒幾

天就找個理由辭去職務，從此

一心愛好佛教。

他的故事傳出後，中華

民國國務院秘書長郭則沄將

其記錄下來，以啟後人。

（資 料 來 源：《洞 靈 補

志》）

參謀長是甚麼官？

( 上接 126 期）

問：您每天什麼時間到陰

間去，審案要多長時間？

答：最初在每天晚上，後

來白天也能到陰間去，但必須

在下午，來去全部是坐轎子，

走的很快。審案時間每次幾小

時，然而遇到複雜的案件，有

時要用幾天時間，但是這類案

件很少。

問：到陰間時您的身體是

不是像睡眠一樣？

答：去陰間時，身體躺臥

在床上，像熟睡一樣，不吃不

喝，也不覺得飢渴。有時神識

正在陰間的時候，有親朋好友

忽然來了，又不便告訴他們我

在陰間審案，於是閉著眼睛與

他們說話，像沒睡好一樣，客

人如果問什麼事，也可以回

答，但是不能向客人發問，也

不記得與客人講了哪些話。

問：由陰間回到人世間，

是不是感到精神疲倦？

答：精神稍微有些疲倦，

像沒有睡好一樣。

問：陰間也喝水吃飯這些

事嗎？

答：有。但不許我喝水吃

飯。

問：陰間官服什麼樣式？

它的公文樣式和辦理程式是怎

樣的？

答：我當陰間判官時，還

在清朝末年，所以陰間官服、

公文樣式和辦理的程序方式，

都和滿清沒有差別；但是到民

國以後，恐怕又改變成遵循新

的制度了。

問：陰間判官有工資嗎？

答：有。但是對人毫無用

處，所以我沒有領取。

問：陰間刑罰有多少種類？

答：陰間刑罰種類非常多，

比人世間殘忍嚴酷百倍，以現

在人看，一定會認為陰間刑罰

非常殘酷。然而從我所經歷的

來看，人類寧可在人世間受

刑，切不可在陰間受刑。人世

間受刑，受刑完了就結束了，

陰間則受刑後還要再受刑，譬

如在人世間殺害十條人命，受

罪只不過死一次，陰間則必

須用刑十次，刑滿後再判他

轉生十世，全是被人殺死；至

於鋸解、碓磨、刀山、油鍋等

刑罰，全是真有的，造惡的果

報，是如此的可怕。

問：陰間最重視的是哪種

德行？最恨的是哪種罪業 ?
答：陰間最重視的德行是，

男的忠誠報國，孝順父母，女的

貞潔守節，孝順父母，這兩種

人雖有其他罪業，也必能減輕刑

罰。陰間最恨的是邪淫、殺生兩

種罪業，殺生比邪淫罪惡還要

重，如果因為邪淫而殺人害命，

則是兩罪全犯，罪加一等。古

人說：「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

先」，實在不是假話呀。

問：陰間既然沒有成文法

律，那麼罪輕罪重，如何衡

量？

答：這要看他犯罪的動機

和所產生的結果，衡量情節、

依據道理來判定罪刑輕重。現

在用盜竊來作比喻，如果盜竊

的人是迫於生計，不是將盜竊

的錢財亂用；或者被盜竊的是

一個富人，盜竊數量不大，對

於富人的生計並沒有影響，富

人對這些錢財也不是很痛惜；

又或者所盜竊的是將要花在吃

喝嫖賭等不正當地方的錢財，

那麼盜竊的罪就比較輕。萬一

富人被盜竊，使奴婢僕人受到

責罰，以致奴僕氣憤自殺；或

是貧窮人買米買藥的錢，因為

失竊而導致餓死或病死；或被

盜之人被迫與竊賊發生打鬥，

導致殺人害命，那麼案情就非

常嚴重，不能以尋常盜竊案來

對待了。

問：陰間審判犯罪應負的

刑責，有沒有錯誤的情形？

答：不會。陰曹地府對於

犯人的罪狀都早有精確謹慎的

調查，證據確鑿，因此審判非

常的公允，從來沒有審判錯誤

的事。

問：我們一天之中，一生

之內，念起念滅不知道有多

少，是善是惡即使自己也不能

全都記得，陰間官吏記錄人的

功過，纖毫必錄，怎麼就不嫌

麻煩呢？

答：人的思想，念起念滅，

做過就忘了，像空中的鳥飛過

的痕跡，水面的泡沫，影響不

大的，那麼陰曹也不予記載。

如果一心專注，唸唸不忘，雖

然沒有付諸行動，也是有功過

被記錄的；如果由想法付諸行

動，那麼功過就更加明顯了。

問：大修行人死後也要到

陰曹地府聽候審判嗎？

答：陰曹地府所管轄的都

是受業力支配的人，或者平凡

庸俗沒有大善大惡的人，如果

是大修行人的話，死後立即生

佛國、生天界，不需經過陰曹

地府，像這樣的人地府冥冊沒

有名字，無從審判。或者生天

稍緩，還要經過陰曹的人，陰

間官吏一般起座迎接，他們的

魂魄越走越高，像步上雲梯一

樣，等到靠近庭內幾案時就到

屋脊那麼高了。像這樣的人點

名一到，就立即登天界，也無

從拘提監禁的。

（待續）

曾於地府做冥判 清末民初奇人著述幽冥見聞

《幽冥問答錄》
◎黎澍口述 林黝襄手錄 王敏白話譯

二

3D 掃描 激光治療儀
3D 印模

激光治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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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恢復正常， 敬請留意：週一至週四 早8點至晚8點； 
週五、週六早 8 點至晚 4 點； 週日休息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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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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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應診。

激光設備

治療牙周病

植牙材料使用瑞士品牌

Straumann
提供牙骨牙齦

再生手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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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餘平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接受所有保險

治療牙周病及植牙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Dr. Zhang 張欣    醫生（國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7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本診所已完全開放，可接診
各類牙病患者。

營業時間恢復正常
牙醫服務全部開診

接受新症及急症
彈性營業時間，接受新症及急症

403-275-4000

華語熱線

◎文：德惠    

柳及，唐朝貞元年間（785
年—805 年）進士，河南人，遷

居在湖南澧陽，曾與友人出遊到

南海，沒多久，柳及就娶了岑氏

之女，爾後生了一男孩，名叫甑

甑。隨後柳及就把妻兒安頓在湖

南澧陽。

然而，不到一年的時間，柳

及以照料老家開支為由外出，隻

身一人重遊南中（今四川省大渡

河以南和雲南、貴州兩省），在

武仙一地又再娶了沈姓婦人。某

日，柳及因公外出，獨留沈姓妻

子與其母孫氏。

正值秋月，天晴月皎，柳

妻沈氏，忽見一小男孩在窗邊向

自己招手，並說道：「別怕！別

怕！我是您夫君的兒子。」小男

孩娓娓道出現身的來龍去脈，頗

為可信。

母追問男孩何許人也？有何

請求？男孩回道：「我名叫甑甑，

去年七月已身亡，特此來辭別。

舉凡未滿七歲而早夭之小童，因

此生還未有罪狀，不需受業報。

還未立即轉生之時，多半會被天

上的官署仙官所驅使，我被分派

的工作，就是運送書信，往來於

天曹與地府之間。天上的官署會

記下世人的善惡，每個月將紀錄

送達地府一次，所以我還有空檔

閒暇，能去我想去的地方。」

沈氏隨即告訴男童，你父

親因公務外出，就快到家了，不

久你就可以見到你父親了。話說

完沒多久，柳及就回到了家門

口，沈氏一五一十的把所有事情

描述給柳及聽，柳及頑固不信，

反說：「如此偏野蠻荒之地，莫

非是山精木魅所為，假託人事而

已，不足信。」當晚，小男孩又

在窗邊向柳及招手，初始，柳及

還義正嚴詞地責問男童，當柳及

聽完男孩所言之始末後，心知這

不是其他的小鬼，是自己的親生

兒子，不禁嘆息抽泣，痛哭不已。

接著，柳及追問早夭橫死的

原因，甑甑說到：「去年七月中

戲弄貪玩，得了痢疾，醫藥也搶

救不了，以至於早夭，其實也是

命中注定的。現在天曹命我擔任

收發文件的差役，也還未安排轉

生的時程。」柳及又問：「既然

你現在往來於天曹地府，為冥司

所差役，人的命運定數你應該知

道，可否看看我此生的窮達性命

如何？」其實，當時甑甑已經知

道但並未當面告知柳及，而是私

下偷偷的告訴沈氏，自己父親的

名字在冥司已被呼叫過了，應該

是快到壽了，又叮囑沈氏 :「往

後你可不要輕易允諾再嫁，除非

是任軍職又姓周之人，可以嫁給

他，必定白頭偕老，衣食富足。」

後來所發生的事，都被甑

甑說中，一一應驗。某晚，小男

孩又來告別，悲戚的說道：「我

限於拘役，不得再到人間，從此

永訣。」說完就哭泣抽噎地離開

了。四個月後，柳及果然身亡，

沈氏孤身於南海，舉凡想納妾娶

親之媒妁，她一概推辭。

直到後來長沙姓周的一名小

將，負責往來金錢貨物於廣州，

他求親於沈氏，沈氏一言而許嫁

之。

（出自《太平廣記》）

柳 及    
◎文：陳風    

1911年辛亥革命時的武漢中華民國軍政府。

冥冥之中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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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森林的湖泊裡，住著一隻醜小

鴨，她活潑可愛，無憂無慮，跟爸爸、媽

媽、哥哥、姐姐一起快樂地生活著。森林

裡還有很多小動物，有小兔子、小鹿、小

松鼠、小猴子……他們每天都來湖邊玩耍

嬉鬧，都是小鴨的好夥伴。

有一天，湖泊裡飛來了一對天鵝爸

爸、媽媽和一隻小天鵝，他們的到來使這

個幽靜的湖泊顯的更加美麗。醜小鴨和所

有的小夥伴們都被美麗的小天鵝吸引住

了，都喜歡看小天鵝潔白的羽毛、修長的

脖子和優雅的舞姿。

醜小鴨幾次試圖接近小天鵝，可是小

天鵝總好像是有意無意地迴避著醜小鴨，

不太願意跟她親近。但是小天鵝卻喜歡跟

叢林中的小動物們玩耍，她最喜歡聽小動

物們講叢林中有趣的故事。小天鵝也把從

爸爸那兒聽來的飛行途中的故事講給小動

物們聽，小動物們聽的津津有味，她們太

羨慕小天鵝了，他們可是從來都沒走出過

這個森林的，於是小天鵝變成小動物中的

明星了。

醜小鴨也喜歡聽小天鵝講故事，而且

非常想跟她學跳舞。有一天，醜小鴨對小

天鵝說：「小天鵝，你真美麗呀！我們做

好朋友好嗎？你教我跳舞好嗎？」小天鵝

看著醜小鴨，笑了笑說：「你為甚麼每天

都不洗澡啊？為甚麼總是髒兮兮的呢？你

去洗乾淨了，然後我們再做好朋友吧！」

說完轉身游走了。醜小鴨悶悶不樂地回到

家裡，她很傷心，以前從來沒有誰說過她

髒，她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於是醜小鴨對著水面看看自己的樣

子，「真的是這樣耶！灰黃灰黃的羽毛好

像多少天都沒洗過，怎麼回事呢？」醜小

鴨去問媽媽：「媽媽，媽媽，為甚麼我的

羽毛好像從來沒洗過一樣啊？小天鵝不願

意跟我做朋友，我可不可以變成和小天鵝

一樣白呀？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好朋友了，

我還想跟她學跳舞。」

媽媽對醜小鴨說：「這個呀！我小時

候聽我的爺爺說過，我們這個森林裡住著

一隻古老的七彩梅花鹿，她掌管著森林裡

的一切。但是，很少有人能見到她，只有

做了很大很大的好事才能見到她，而且誰

要是見到了她，她就可以滿足誰兩個願

望。爺爺的爺爺的爺爺，有一次做了一件

大好事才見到了七彩梅花鹿。聽梅花鹿

說，在很久以後我們這裡會出現獵人，他

們有一種很厲害的武器，是一支會噴火的

小管子，噴火的時候還會發出很響的聲

音，只要它對著誰噴火，誰就會死去。其

實我們的祖先以前也是白色的羽毛，很漂

亮，在森林裡很醒目，但是爺爺的爺爺的

爺爺，為了以後不讓獵人發現我們，就請

七彩梅花鹿把我們變成了蘆葦一樣的顏

色。天鵝家族以前不是我們這個森林裡

的，他們好像是生活在很遠的地方，估計

那裡沒有古老的七彩梅花鹿，不然七彩梅

花鹿也會告訴她們這個故事的。」

醜小鴨馬上說：「媽媽，真的嗎？那

太可怕了。可是我們這裡從來沒有獵人

呀！沒有小管子呀！可是，我還是想變成

小天鵝那樣，小天鵝實在太優秀了，她是

我們的小明星。」媽媽笑著說：「哦！寶

貝，你永遠都是爸爸、媽媽、哥哥、姐姐

心中最美麗的天使，跟小天鵝一樣美麗，

你是獨一無二的。」

醜小鴨把媽媽講的故事講給小夥伴們

聽，誰知小夥伴們都大聲笑話她，說牠是

嫉妒小天鵝，是因為自己很醜才用這個故

事來嚇唬大家，所以他們都不願意再跟醜

小鴨玩了。於是，醜小鴨傷心地離開了大

家，以後每天就站在遠遠的地方，看著小

夥伴們快樂地玩耍。小夥伴們哈哈大笑的

時候，她也跟著微微的笑，小夥伴們開心

的時候，她也跟著開心，等小夥伴們都離

開了，她就孤獨地回到家裡，慢慢地回憶

著曾經跟小夥伴們一起度過的快樂時光。

在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醜小鴨還跟

以前一樣，遠遠地看著小天鵝跟小夥伴們

在湖邊玩耍。忽然，醜小鴨看見湖邊的蘆

葦叢中有一根小管子，正遠遠地對著小夥

伴們玩耍的地方，醜小鴨大吃一驚，揉揉

眼睛仔細地看，天啊！那根小管子正對著

在跳舞的小天鵝。

這時，醜小鴨想起了媽媽跟她講的

故事，她驚恐地朝著小夥伴們大喊：「夥

伴們，快跑啊！那兒有一根會噴火的小

管子，快跑啊！小天鵝，快跑啊！夥伴

們……」醜小鴨使勁地喊著，可是小天鵝

正在夥伴們的歌聲中跳舞，他們誰也沒有

注意到遠處的醜小鴨，也沒有聽見她的呼 
喊聲。

媽媽說過小管子對著誰噴火，誰就

會死去。醜小鴨彷彿看見隨著一聲巨

響，小天鵝垂下了美麗修長的脖子，小

天鵝的爸爸、媽媽傷心的哭泣，小夥伴

們再也看不到小天鵝優雅的舞姿，再也

沒有開心的笑語。

醜小鴨顧不了那麼多了，她拚命地搧

動著翅膀，奮力撲向蘆葦中的那根小管

子，憤怒地大喊：「不許傷害我的朋友，

你這個壞獵人。」

醜小鴨掠過湖面，勇敢地撲向了那根

小管子，用自己的身體抵住它，可是等醜

小鴨定眼一看，哦！原來這根管子是倒在

蘆葦叢中的一根竹子而已，遠遠看上去就

像是媽媽說的那種會噴火的小管子。平靜

下來的醜小鴨心想，我真是笨啊！難怪夥

伴們不願跟我玩，我連竹子跟管子都分不

清。

誰都沒有注意到剛才的一幕，平靜的

湖面上依然迴蕩著小動物們歡快的笑聲，

傷心的醜小鴨連繼續看小夥伴們玩耍的心

情都沒有了，她低著頭黯然地回到家裡。

晚上，醜小鴨躺在床上想起白天發生的故

事，心想：我要是能做一件很大的好事就

好了，那樣就可以看到七彩梅花鹿，要能

見到她，我就讓她把我變成最美麗的小天

鵝。想著想著，醜小鴨慢慢地睡著了。

彷彿中，醜小鴨來到了森林的最深

處，這個地方她以前從來都沒有來過，那

些大樹長得像天那麼高。小鴨正想著：這

是甚麼地方呀？我怎麼好像從來都沒來

過。忽然，一隻頭頂著彩色光環的梅花

鹿走了過來，笑眯眯地對醜小鴨說：「小

鴨，你好啊！歡迎你到我家裡來做客。」

醜小鴨怯怯地問：「您是誰呀？這是甚麼

地方？我怎麼到這裡來了？我的爸爸、媽

媽呢？」

梅花鹿說：「我是七彩梅花鹿啊！這

個森林裡我的年齡最大了，森林裡的一切

都歸我管，這是我的家。你不用害怕，你

的爸爸、媽媽都很好，因為你是個善良勇

敢的乖孩子，所以我請你到我家來玩。」

醜小鴨驚呆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她又問：「我聽媽媽說，只有做了很

大很大的好事才能見到您呀！我沒有做甚

麼好事呀！」

梅花鹿說：「你今天救了小天鵝呀！

你用身體去擋住了那個小管子呀！」醜

小鴨說：「可是，那不是會噴火的小管子

呀！我也沒有救小天鵝呀！」

梅花鹿微笑著說：「是不是噴火的小

管子並不重要，你很善良、很勇敢，你是

一個很乖的小孩子。你有甚麼願望啊？

我可以滿足你的兩個願望，你說吧！」醜

小鴨想了想說：「我想變成小天鵝，可以

嗎？」「可以，這是你的第一個願望。」

隨著七彩梅花鹿頭頂的光環發出一道

亮光，醜小鴨瞬間就變成了一隻漂亮的小

天鵝，比湖泊裡的小天鵝還要漂亮。潔白

的羽毛像雪花一樣白，還有優雅修長的脖

子，還有漂亮的額頭。

她輕輕地搧動翅膀，優雅地飛了起

來，她太高興了，馬上飛到了平時夥伴

們遊玩的湖泊那裡。她大聲地朝小夥伴

們喊：「小夥伴們，我是醜小鴨，看，七

彩梅花鹿把我變成小天鵝了。」她一邊唱

歌、一邊跳舞，小夥伴們開心的圍著她，

唱啊跳啊！她成了森林裡最美麗的公主。

醜小鴨往四周望望，想看看以前的小

天鵝在哪裡？這時她看到那隻小天鵝站在

離她們遠遠的地方，一邊往這邊看著，一

邊流眼淚，小夥伴們都沒有留意到她，圍

著醜小鴨繼續唱歌、跳舞。這時，醜小鴨

彷彿看見了從前的自己，她知道那種滋味

很不好受，所以她一下子沒有了剛才的高

興勁了。心想：「哦！不能這樣，小天鵝

太可憐了，她沒有了朋友，她一定很傷

心，我不能這樣做。」

醜小鴨轉身飛向了森林的最深處，來

到七彩梅花鹿身邊，對梅花鹿說：「哦！

七彩梅花鹿，小天鵝太可憐了，我不想再

變成小天鵝，請您還是把我變回去吧！」

七彩梅花鹿說：「好吧！這是你的第二個

願望。」瞬間醜小鴨又變回了以前的樣

子，灰黃的羽毛還是像很久沒洗過一樣，

但是她好像長大了一點，沒有了以前那種

傷心的感覺。

七彩梅花鹿說：「因為你很善良，我

再滿足你一個願望，你有甚麼願望呀！小

鴨？」她馬上說：「我想跟小夥伴們一起

玩，還想跟小天鵝學跳舞。」「沒問題，

小夥伴們都會喜歡跟你玩的，小天鵝也會

跟你成為好朋友，她會教你跳舞的。」

「小鴨、小鴨，快起床啦！」醜小鴨

被媽媽的叫聲驚醒了，「快起床了，寶

貝，快起來吃早餐。哦！昨天我和爸爸，

還有哥哥、姐姐都做了一個同樣的夢，說

你見到了七彩梅花鹿，七彩梅花鹿把你變

成了小天鵝了。哦！幸虧沒有，不然我們

會傷心的。」

「真的嗎？媽媽，我也做夢見到了七

彩梅花鹿，夢中把我變成了小天鵝，真的

好漂亮哦！但我後來看到湖泊裡的小天鵝

在哭，我就讓七彩梅花鹿把我變回來了。

現在我覺得我這個樣子很好，我不再想變

成小天鵝了！」媽媽滿意地說：「是嗎？

寶貝，我們的小鴨長大了。」

醜小鴨來到了小夥伴們經常在一起玩

的地方，小夥伴們看見她後，興奮地喊

著她：「小鴨，你快來呀！我們都在等你

呢！昨天晚上我們都做了一個同樣的夢，

說你遇見了七彩梅花鹿，七彩梅花鹿把你

變成了一隻美麗的小天鵝，好美啊！可你

為了不讓小天鵝傷心，又讓梅花鹿把你變

回來了，梅花鹿說你是我們森林中最善良

的孩子。」

小天鵝來到醜小鴨身邊，牽著她的手

說：「小鴨，對不起，我不該說你沒洗乾

淨。你的心真好，我們做好朋友吧！來，

我教你跳舞好嗎？」醜小鴨高興地說：

「好啊！你慢慢教，我很笨哦！」

小天鵝教的舞蹈，雖然醜小鴨跳起來

總是滿地打滾，讓夥伴們哈哈大笑，但是

每天都能聽到小夥伴們快樂地喊著：「小

鴨跳一個！小鴨跳一個！」

醜小鴨還是以前的小鴨子，但是她從

那以後再也不會傷心了，每天都會開開心

心的和小天鵝、小夥伴們在一起玩耍了。

兒子的國中生活，充滿著各式各樣

的大大小小考試。平常我總喜歡跟他

說，考卷上的分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

的是每次寫錯的地方都能檢討改正後學

會，這樣才能持續進步。今天回家後，

他跟我講了一個當天英文小考發生的故

事，讓我很感動。

由於兒子上國中後的英文成績保持

不錯，所以被英文老師選上擔任課堂小

老師，也要負責登記所有小考或大考的

成績。開學以來，已經有超過 10 次以上

的英文小考，他只有幾次粗心或還不會

某些單字，而拿到 90 幾分，其他都可以

輕鬆拿到滿分，不過我從他平常喜歡拿

成績登記單出來看的表情 ( 因為老師讓

他把成績登記單隨身攜帶，所以平常回

家就會一起帶回來 )，也知道他心中還是

對分數會在意。

今天早上，照例又有英文的隨堂小

考，英文老師也習慣在學生作答的時候，

繞著教室巡視每個同學的作答情況。依據

以前我讀書的經驗，老師這樣的走動，通

常是為了起到一些嚇阻學生作弊的行為發

生。然而，今天兒子所發生的事，卻跟我

想像中完全相反。

原來，當英文老師在小考時繞到兒子

座位旁的時候 ( 兒子在教室中的座位是在

最後一排 )，可能出自關心，所以特別在

兒子座位旁待了久一點。一開始兒子專心

寫著試卷，所以也沒感覺有啥異樣。但很

快，兒子就發現說，老師好像特別在他座

位旁站了比較久，而且還有點故意輕輕嘆

息了兩三聲。

後來兒子想說該不會老師看到他哪個

地方寫錯，故意在暗示他吧。於是兒子順

著剛剛寫過的答案回去檢查一下，發現確

實有一題粗心寫錯了，但其實兒子是知道

正確的答案的。可是，當下兒子心念一

轉，他自己想說，不行啊，如果是老師偷

偷暗示他寫錯他才改的，那不就變成老師

幫他作弊了嗎？雖然老師並沒告訴他答

案，他自己也知道正確答案，但這樣改回

來，即使分數上又可以拿到滿分，但行為

上就是不對。而且，他也想起我講的，會

不會才是重點，分數不是重點。

所以，他最終堅持自己的正直，而沒

有動手去修改答案。老師可能也以為他沒

有被暗示而發現寫錯的地方，後來也就走

開了。考完之後，他果然就是錯在那一

題，而沒有拿到滿分。

當他回家跟我講了這件事之後，我心

中非常高興，因為兒子不但落實了我告訴

他的學習態度，而且，他還堅持了不接受

老師暗示的正直行為，因為這個粗心的錯

誤他自己原本是不會發現的，所以最後還

是沒有修改，選擇接受了該有的分數。

我可以理解英文老師關愛他的心情，

這件事如果兒子自己不說出來，其實連我

都不會知道，也只會看到他又一次拿到滿

分的好表現。但是，兒子自己願意說出

來，還選擇了真正對的行為，這可比起他

拿到滿分還令人開心呢。我也會知道，當

他以後面對人生類似的抉擇或誘惑時，他

將會選擇良心與正直的一邊。

文 |福臨

文 |張季民

《荀子‧勸學》記載：  
南方有一種鳥，名叫蒙鳩。牠用毛髮

把羽毛編織起來，做成鳥巢，又把巢結在

蘆葦花上。大風颳來，蘆葦花折斷，鳥巢

傾倒，鳥蛋打破了，巢中的小鳥兒也摔死

了。這並不是鳥巢做得不完美，而是蘆花

不堅韌，使其如此啊！

【賞析】

在故事之後有一個結語：「故君子居

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

正也。」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的道理。蒙鳩遭難，並非牠的

巢做得不完美，而是牠選擇的寄居地是易

折的蘆花，才使牠受此大劫。

環境的選擇絕非兒戲，物如此，人

亦然。人能改造環境，能「出汙泥而不

染」，但是環境也影響了人，「蓬生麻

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 」。

在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同時，應該選擇良好

的環境，多近朱，少近墨，常入「芝蘭之

室」，少去「鮑魚之肆」，這樣才有利於

我們人格的培養和完善。

醜小鴨童話
樂園

( ADOBE STOCK )

親 子 之 間 蒙鳩為巢

 危矣哉！
正直的品性

( ADOBE STO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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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看中國訊】說到汽車保

養，那麼最容易的就是洗車

了。很多車主除了在汽車美

容店以外，在自己家裏就可

以完成。所以一些車主為了

讓自己的汽車一直看起來非

常的乾淨，所以會經常把車

洗一洗。但是有些車主卻沒

有那麼多的時間，往往等一

個月的時間，自己的愛車髒

了以後，再給汽車洗上一個

澡。那麼這兩種行為究竟哪

種更傷車呢？

如果經常自己洗車的

話，用的洗滌劑可能並不是專

業的洗車液，所以裏面可能含

有很多對車漆不好的化學成

分，這些化學成分在洗車的時

候容易造成車漆氧化。另外，

自己用抹布洗車容易造成車漆

傷害。所以如果長期如此，那

麼就有可能導致車漆出現明顯

划痕和失去光澤。

但是如果一個月才洗一

次車的話，那麼在這一個月

的時間裏，汽車可能上面佈

滿了灰塵、細沙，還有一些

其他的髒東西。這些如果不

及時清理掉的話。不僅有可

能會一直附着在汽車的表

面，而且還有可能腐蝕車

漆。所以如果一個月才洗一

次車的話，同樣對汽車的車

漆也會帶來一定的傷害。

所以一般汽車美容店的

工人一般都建議車主最好是

半個月的時間清洗一下汽

車。這樣既可以保證車輛的

乾淨，而且又不是頻繁的洗

車，對汽車的車漆也不會造

成太大的傷害。而且如果車

輛表面看起來非常乾淨的

話，那麼這個不洗的時間還

可以適當的延長。所以車主

可以根據自己的車況適量控

制洗車的次數。

一個月不洗車和經常洗車

腳墊卡住油門可要命
這些汽車用品不要亂用 

【看中國訊】為了愛護車

輛，車主購買各種各樣的汽車

用品放到車內，但是，真遇到

特殊情況，這些東西分分鐘能

要你的命！那麼有哪些車上儘

量不要放置的汽車用品呢 ?

1、全覆蓋腳墊
危險級別：★★★★★

很多車主在購買了新車以

後，對車子都愛護有加，為了

防止上下車弄髒地板，就會選

擇全覆蓋式的腳墊，將所有腳

能碰到的地方都蓋住。但是，

這種腳墊的側面和油門離得非

常近，一旦發生變形，就可能

直接卡住油門導致車輛油門收

不回來，或者卡到剎車下面，

剎不住車，後果不堪想像。

去年 10 月江西南昌的熊女

士就經歷過這樣的生死時速，

車輛突然越跑越快，發了瘋的

不停加速，最後掛在了空擋才

停了下來，結果就發現油門被

卡在了腳墊下面。這種事故已

經發生過不少，一定要防患於

未然，選擇簡易一點的腳墊，

不要干擾到油門剎車。

2、硬質掛飾
危險等級：★★

在車內後視鏡掛一些掛

飾，相信很多人認為是再平常

不過的事，甚至發現有的車不

掛就像少了點什麼，通常是一

些玉質掛件，有的可能是鐵質

掛飾，但事實上卻是再明顯不

過的劣習。這種掛飾有兩種危

害，第一，行車會遮擋部分視

線，第二，急剎車容易擊碎擋

風玻璃。

3、車窗放娃娃
危險等級：★★★

在後車窗放娃娃會嚴重影

響駕駛員對於後方情況的判

斷，例如倒車時後方有人或者

障礙物，如果沒有倒車影像，

就極易出現視野盲區造成事

故，所以車內的前後車窗千萬

不要放置娃娃等物品。

4、香水瓶等擺件
危險等級：★★★★

在車內放一些擺件是車主

比較喜歡做的事，但是擺放位

置一定要對，如果放在靠近中

控安全氣囊的位置，一旦出現

碰撞，安全氣囊可以在 0.3 秒

瞬間彈出，衝擊力之大可以瞬

間把人打暈，想像那麼大的力

量將附近的裝飾物彈開，打到

人的話絕對要命！有車主在副

駕安全氣囊上放置了一個香水

瓶，結果輕微碰撞後氣囊打

開，上面的香水瓶直接將玻璃

打了一個洞飛了出去，猶如炮

彈一樣，威力可想而知。

5、方向盤套
危險等級：★★★

在加拿大方向盤套是常見

的，不過多種多樣的方向盤套

也就顯得很奇葩了。例如帶毛

的，帶搖杆的，奇形怪狀的等

等，這也就間接的造成了安全

隱患。筆者也使用過裝了套的

方向盤，有幾個問題，第一，

會使得手感加粗，對於車的操

作感會有誤差，第二，如果尺

寸不合適，會出現打滑導致轉

向不準的危險情況，所以購買

方向盤套還是更推薦直接原尺

寸縫製的那一種，手感好，不

打滑。

究竟哪個更傷車？

 愛車保養

【看中國訊】隨著近年來

高端豪華車市場、超跑市場的

蓬勃發展，為迎合消費者的需

求，汽車集團針對產品提供專

屬定制服務已不再是新鮮事。

近日瑪莎拉蒂（Maserati）
在全新超跑 MC20 的官方發

布會上，展示了全世界獨一無

二、名為 Fuoriserie 的個性化

定制項目。該項目分 Corse、 
Futura和Unica三大系列可選，

適用於包括新發佈的 MC20 在

內的所有現售瑪莎拉蒂車型。

瑪 莎 拉 蒂 展 示 了 三

款 以 Ghibli、Levante 和

Quattroporte 總裁系列為基礎的

個性車型，它們是以這三台車

的 Trofeo 高性能版本為基礎，

由瑪莎拉蒂的客制化風格中心

（Centro Stile）和意大利知名改

裝設計公司共同創作改造。

Corse、Futura 和 Unica 代

表了三個不同的系列，都是少

量按需加工的車型，每個客戶

都可以根據個人需求和偏好來

定制自己的專屬汽車。

首 先 Corse 風 格 為 紳 士

車手而設，設計靈感源自歷

代賽車，以原廠釋出的 Ghibli 
Trofeo 客制化車款為例，鋁合

金車身採用銀灰車塗裝，車身

中央加上兩道紅色賽車紋飾，

並且導入定制配色紅色塗裝煞

車卡鉗設計，十分惹眼，據原

廠聲稱外觀塗裝是參照早期品

牌 F1 賽車而成。

而內裝部份，座艙採用

Alcantara 高檔皮革包覆，駕駛

座則是採用復古式樣的棕色真

皮座椅。

Futura 系列以時尚、前衛

為主打，靈感來源於高科技世

界，適合運動控和技術控，可

選擇較為獨特、鮮豔的內外觀

配色選項。

以 此 次 登 場 的 Levante 
Trofeo 為例，外觀以紋理或啞

光處理為特徵，採用特殊的藍

色石墨消光塗裝烤漆，並且加

上白色的十字架圖騰設計，讓

人聯想到工業色調。

在內裝則以白色皮革為基

底，結合 Alcantara 麂皮與黑色

亮面飾板搭配，呈現不同於一

展現車主獨特品味

瑪莎拉蒂推個性化專屬定制 

般 Levante 的車室氛圍。

Unica 系列代表獨特之意，車座

椅、中控台和門側飾板均採用藍色

真皮包覆，並附有和外觀相同的浮

水印，未來在路上「撞衫」機會應該

會大大降低了！
Corse、 Futura和Unica三大系列

誠聘華語銷售誠聘華語銷售
要 求要 求

熟練國、粵、英語熟練國、粵、英語

D: 403-365-4532D: 403-365-4532
E: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E: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請聯係請聯係 Howard LumHoward 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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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萬歲」，祝賀中華民國生

日快樂。相較於北京當局的

「十一」許多藝人 PO 文祝賀，

臺灣雙十國慶這天，臺灣娛樂

圈反而顯得鴉雀無聲，對此，

讓邰智源感慨留言到：難道只

能「認賊作父嗎？」引髮網友

熱烈討論。

蔡英文總統也在邰智源的

PO 文下留言：「今天是中華

民國國慶，臺灣的民主、自由

是我們最珍視的價值，一起努

力。」

對於邰智源的「難道只

能認賊作父嗎？」貼文，網友

熱讚，「這個不讚不行了」。

此舉也引來中共小粉紅的怒

嗆。據瞭解，轉戰網路市場

的邰智源，透過網路節目《木

曜 4 超玩》亂入各行各業體

驗生活，瞭解各行各業不為

人知的辛苦，先前就曾嘗試

過與國軍合作「一日空軍飛

行員」與「一日傘兵」，以及

「一日憲兵」等多項體驗，希

望能透過影片給全體國軍加

油打氣，另一方面，向辛苦

保衛國家安全的國軍弟兄姊

妹表達致敬之意。

除此之外，主演《麻辣鮮

師》萬老師的藝人郭昱晴，也

在臉書發文，透露自己看了整

場國慶活動，覺得很感動。談

到有不少人酸藝人對於雙十

國慶日都噤聲一事，郭昱晴表

示，「2020 雖不平靜卻是臺灣

國際聲量最高的一年！」郭昱

晴呼籲，要守護得來不易的民

主自由「我願意相信有這樣想

法的藝人很多，而且，一定會

愈來愈多！」

在北京當局強行實施「港

版國安法」後，過去香港僑社

每年雙十節當天都會在中山公

園的青山紅樓舉辦升旗典禮，

今年卻遭到香港中聯辦出手干

預，致使升旗典禮因壓力而被

迫取消，無法舉行。

【看中國訊】葡萄牙足

協 10 月 13 日在其網站上的

一份聲明中表示，世界足球

巨星、葡萄牙前鋒克里斯蒂

亞諾．羅納爾多（Cristiano 
Ronaldo，C．羅納爾多）對

武漢肺炎（COVID-19）病

毒的測試呈現陽性。

但是國家聯賽委員會表

示羅納爾多「狀況良好，沒

有任何症狀，目前處於隔離

狀態」。國家聯賽補充說，

由於羅納爾多的陽性結果，

葡萄牙隊中的其他人都被測

試了，但他們的測試結果都

為陰性，可以參加與瑞典比

賽。

現在，羅納爾多能否參

加尤文圖斯週六（10 月 17
日）在克羅託內的意甲比賽、

以及下週二在基輔迪納摩的

冠軍聯賽小組賽的首場比賽

成為疑問。C．羅納爾多曾 5
次獲得世界年度球員（世界

足球先生）的稱號，是當之

無愧的世界超級足球巨星。

【看中國訊】大陸女星趙薇 2008 年

嫁給地產富商黃有龍，兩人近期運勢似

乎不佳。除了傳出夫婿黃有龍欠債，趙

薇更背爆出連續敗訴 102 場二審官司，

且後續還有高達 400 多起官司，連帶賠

償金額將超 8,400 萬元人民幣。

2018 年 4 月，趙薇與黃有龍所屬旗

下公司「龍薇傳媒」涉空殼收購 A 股上

市公司祥源文化（前稱萬家文化），被

官方處罰禁入證券市場五年並被罰款合

計 60 萬元。隔年，趙薇又陸續被幾百位

投資者控告虛假陳述，因涉空殼收購上

市公司，給股民造成嚴重損失。近年大

大小小的索賠官司達 540 多起，一審於

2019 年全部審理結束，當時預計趙薇連

帶賠償金額超過 8400 萬元人民幣。

之前趙薇參加浙江衛視的《演員請就

位》錄影，最近加入了此節目的第二季。

有知情人士透露，趙薇投資失敗後，之

所以頻繁活躍在她以前都看不上眼的各

類綜藝節目，就是要賺點錢填補這些損

失。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因廣電總

局祭出「限薪令」，規定「每季明星總片

酬」不能超過 1 千萬人民幣，一度傳出

趙薇原本每季能拿 5 千萬人民幣，如今

要退回 4 千萬，讓她心情相當鬱悶。

禍不單行的趙薇近期被瘋傳婚變，

更被目擊帶著鮮花到公寓找一名年輕男

子，兩人還有說有笑進入電梯，之後又

被狗仔拍到在同一處公寓，與同一位年

輕男子外出到附近逛超市。對此工作室

曾發文「捕風捉影累的慌，吃瓜謹慎，

好好工作耶。」種種傳聞及猜測都令趙

薇的感情世界更加神秘。

資深男星邰智源（邰哥）透過IG及臉書等社群平台，搭配一連串

中華民國國旗，在雙十國慶當日，高喊「台灣自由民主萬歲」，

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圖源：臉書擷圖）

【看中國訊】今年的 10 月 10 日是中華民國 109 歲

的生日，資深男星邰智源（邰哥）透過 IG 及臉書等社

群平臺，搭配一連串中華民國國旗，高喊「臺灣自由民

趙薇102場官司全輸，將連帶賠償8400萬元

人民幣。(圖源：Getty Images)

足球巨星羅納爾多

表現無症狀也沒

有傳染性，僅是病

毒測試陽性。（圖

源：Flickr/CC 

BY-SA 2.0）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復出復出

趙薇102場官司全輸  
將連帶賠償8400萬

C．羅納爾多病毒測試陽性

【看中國訊】現年 33 歲的日本知

名女星石原聰美傳出結婚喜訊，對

象是圈外的同年齡男性，相關人士透

露，小倆口是透過朋友介紹而認識，

相戀約有一年。日媒後續也追蹤了石

原聰美的未婚夫，並曝光了他的相關

背景。

1986 年 12 月出生的石原聰美，

16 歲出道參加電影演出，隔年就以

《我的爺爺》一片獲得日本電影金像

獎新人獎，影藝事業版圖相當廣闊，

觸角不僅觸及電影、電視劇，還擔任

廣播節目主持人。她曾與 IT 社長前

田裕二有戀情產生，但未有結果，如

今閃嫁 33 歲圈外男友，令日本網友

也笑稱是「一般男性」大勝利。

2018 年主演 TBS 連續劇《法醫

女王》更上層樓，獲得多項戲劇影視

大獎。剛播畢的《默默奉獻的灰姑

娘藥師》則是她的最新作品。石原聰

美多次被日本媒體評選為「世界最

美 100 人」，2020 年 1 月，獲選為

2020 年東京奧運火炬手之一。

能讓知名女星點頭下嫁的幸運

兒，根本是金融界的超級菁英。這

位「一般男性」是高盛集團工作的超

級菁英，擁有高薪收入，年收入推估

1500 萬至 2500 萬日幣（約新台幣

406 萬至 678 萬元）之間。據《財富

雜誌》於 1998 年推出「最佳僱主 100
強」名單來看，高盛集團一直榜上有

名，其獲選重點就是高薪水平和對員

工慈善事業的支持。

根據日媒《女性自身》報導，石

原聰美今年初在受訪時曾在節目中

透露母親曾罹癌，石原聰美的友人

表示，石原聰美就是因為父母年紀

都超過 70 歲，母親近年身體狀況不

佳，為了孝順、報恩，不想讓父母

擔心，所以才會想要結婚，先安定

下來。也傳出婚禮預定將在明年 3
月舉辦。

石原聰美閃嫁上班族？未婚夫背景曝光

雙十國慶 
臺灣藝人噤聲

石原聰美閃嫁33歲圈外男友，令日本網友也

笑稱是「一般男性」大勝利。（圖源：臉書截

圖）

邰智源發帖 總統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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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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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特價
2020年10月15日∼10月21日

青檸

Bananas 香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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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Onions 紅洋蔥 LimesZucchini 意大利瓜Head Lettuce 西生菜

Granny Smith Apples Green Grapes 綠葡萄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青蘋果 LE cukes 長英青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free pineapple.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 個菠蘿。

$0989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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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get  free pineapple.and get  free pineapple.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06868
lb

$09898
ea

$0686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0 6868
lb

$$114848 ea
$ 16868

lb
$05858 lb

$

Granny Smith Apples 

$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秋季必喝湯品

為身體打好基礎，最好就是

日常飲食攝取營養，從三餐的湯

湯水水開始，搭配秋冬養生食

材，以食補為身體打好基礎。

除挑選秋季養生的食材，也

可以不同的煲湯口味增加菜色，

以蓮子為例，有蓮子排骨湯、百

合蓮子排骨湯等，不同口味。

湯頭濃郁
潤肺養生

◎ 文 :斯玟 

身體運行隨四季而變化，夏天吃多了寒涼的食物，秋冬應多食滋陰

潤肺的食物，一般以蒸、煮、燉，這三種方式料理尤佳。

秋季湯品吃出
健康

煲湯美味秘訣

既然費時煲湯，自然講究原

汁原味，除了基本的材料，只須

加少量鹽和薑提味，而且湯要香

醇美味，材料一定要新鮮。

煲湯用蔥、薑，可以增香，

並非去腥。開始熬湯前，食材須

充分洗淨去腥。熬湯時水要加

足，中途加水會破壞風味。

雞半隻（約 1Kg）、汆燙乾淨的豬肚 1
個、紅蘿蔔 150g、帶殼白果 20顆、
青蔥 2株、薑片 4片。
調料：白胡椒粒 15g、鹽少量。

食材

白果去殼，汆燙 3次後去膜、去
心。紅蘿蔔切片，青蔥切段備用。

半雞冷水下鍋，開小火，水一燒開
後，馬上取出雞沖涼水，雞身搓洗乾

淨備用。

準備砂鍋，放雞、豬肚、白果、薑
片、白胡椒粒，大火煮滾，撈除浮

沫，轉小火燜煮 1小時。起鍋前加紅
蘿蔔、青蔥，再煮 10分鐘，然後加鹽
調味即可。

作法

白果是藥材，具有潤肺養生功

效，適宜秋天食用。這款湯喝起

來很濃郁，因為有白胡椒，口味

微辣，食後會微冒汗。

白果豬肚雞湯1

雞爪 600g、花生 80g、當歸 2片、
紅棗 8顆、薑片 3片、水 1.5L。
調料：鹽適量。

食材

備料一：雞爪去除尖銳的腳趾，方
便食用（可用廚房專用剪）；煮一大鍋

熱水，放雞爪煮 1分鐘後，以清水搓
洗乾淨，瀝乾備用。

備料二：花生挑除不良品，洗淨泡
水 2小時後瀝乾；當歸及紅棗略沖
洗，瀝乾備用。

用乾淨砂鍋加水，煮滾後放入作
法、的材料，蓋上鍋蓋煮滾後，
改轉小火燉煮約 60分鐘，起鍋前加
入鹽調味即可。

作法

雞腳與紅棗對好氣色、好膚質都

有幫助。雞腳富含膠原蛋白，用

雞腳煲湯，不僅湯頭濃醇美味，

雞腳的口感也很好。

紅棗花生雞腳湯3

排骨 600g、蓮藕 80g、薑片 3片、
乾蓮子 20個、枸杞 1大匙、水 1.5L。
調料：鹽適量。

食材

備料一：鍋裡放排骨與水，開小
火，一煮開就熄火，取出排骨，以清

水搓洗乾淨備用。

備料二：蓮藕去皮切片；另起一鍋，
以滾水汆燙蓮藕片。

備料三：蓮子洗淨，浸熱水泡軟，
剔除蓮心備用。

用乾淨砂鍋加水，煮滾後放入作
法、、及其他食材。
蓋上鍋蓋煮滾後，改轉小火燉煮
約 60分鐘，再加入鹽調味即可。

作法

進入秋季，可多吃白色食物養

肺，同時，蓮藕與蓮子也是絕佳

的煲湯食材。蓮藕入湯，湯喝起

來爽口，散發自然清甜。

蓮藕蓮子排骨湯2

紅蘿蔔300g、絲瓜300g、乾香菇4
朵、豆皮 200g。
高湯材料：雞骨 1副、青蔥 1株、薑 3
片、白胡椒粒 5粒、水 2L。

食材

煮高湯：雞骨汆燙洗淨；乾淨的大
鍋加水煮滾，放入所有高湯材料，大

火煮沸騰，撈除浮沫，繼續大火煮1
小時，過程中均勻攪動數次。

乾香菇泡軟後，加入少量蔥、薑一
起蒸熟軟；紅蘿蔔洗淨，去皮後蒸熟

軟備用。

取適量高湯煮滾，加入豆皮，煮
軟；加入其他食材煮滾，以鹽及白胡

椒粉調味，即可上菜。

作法

這道料理可以同時享受湯的香醇

和蔬菜的鮮美，湯頭也會隨時間

而變化，一開始比較淡，喝到後

面味道會變濃郁。

高湯蔬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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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節令 各有不同
當我們望著皓然明月時，是

否發現秋意漸濃，氣溫已不像

之前那樣炎熱了，根據《黃帝內

經 · 素問 · 四氣調神大論》：「夫

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

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

從其根，故與萬物浮沉於生長之

門。」

秋高氣爽 慎防燥氣
中醫養生提倡順應自然運

行，一年之中各有風、寒、暑、

濕、燥、火之不同。秋天以燥氣

為主，因燥氣容易損傷我們人體

的津液陰分，故日常生活上，我

秋季
保健

秋季是一個轉變

的時期，是一個由熱

轉寒，或說是大環境

由陽逐漸轉向陰的季

節，因此如何滋養陰

分，便是秋季養生的

基本原則。

秋季養生

虧、便秘、燙傷、皮膚炎、雀

斑，又能潤肺止咳，治肺虛乾

咳、肺結核。

蜂蜜醫膳

1.高血壓眩暈
蜂蜜 10c.c.，溫水吞服，1

天 2 次。

2.降血脂
蜂蜜、獼猴桃汁、橙汁、番

茄汁、檸檬汁各適量混合，作茶

飲。

3.安神定志
蜂蜜拌獼猴桃汁飲用。

4.失眠
鮮百合 2 兩、蜂蜜 2 匙，

拌勻蒸熟，睡前服食。

5.心膽氣虛失眠
柏仁 3 錢、五味子 3 錢、

棗仁 3 錢，煎湯後，加蜂蜜服

用。

6.貧血
荷蘭芹 3 顆，搗成糊狀，

加牛奶、蜂蜜飲用。

7.禿髮、掉髮
蜂蜜、熱橄欖油、肉桂粉等

量，按摩頭皮 3 分鐘，又停留

在頭皮 15 分鐘後，再洗頭。

8.秋燥咳嗽
花生煎湯，加蜂蜜調服；或

梨切片沾蜜食用；或薑汁、白蘿

蔔汁、梨汁加蜂蜜調服；或南瓜

蒸熟加蜂蜜服食；或蜂蜜水頻

服。

9.臥即咳嗽
睡前，蜂蜜沾生薑一片，含

口中 10 分鐘，所出蜜薑汁，慢

慢吞服，吐出薑片再睡。

10.老年久咳不止
松子仁、黑芝麻、核桃仁，

按 2：1：1 比例搗為膏狀，加

黃酒蓋過食材，煮 10 分鐘後入

蜂蜜，拌勻，每次服 1 匙，1 天 
2 次。

11.慢性支氣管炎、早晚
咳痰

白蘿蔔 5 片、生薑 3 片，

煮 10 分鐘，去渣，加蜂蜜 30c.
c.，再煮沸，溫服。

12.哮喘咳
春天時，蜂蜜浸蒜頭 90

顆，浸 6 個月，秋冬時，每天

吃 1 顆。

13.酒醉醒酒
蜂蜜沖開水服用。

14.胃氣不降、噁心、嘔
吐、妊娠嘔吐

竹茹 5 錢煎湯、去渣，加

入蜂蜜 30c.c.，一次服下。

15.胃腸潰瘍
蜂蜜 100c.c.，空腹服，1

天 3 次；或土豆 1 斤搗爛，煎

至黏稠，加等量蜂蜜調勻，空腹

服 1 匙，1 天 2 次。

16.胃潰瘍痛
廣皮 2 錢、茯苓 3 錢、淮

山 5 錢，煎湯後，加蜂蜜沖服。

17.血虛便秘
黑芝麻、當歸各 3 錢，煎

湯後加蜂蜜服用。

18.久病腸燥便秘
牛奶 200c.c. 煮沸，加白芝

麻粉 10 克、蜂蜜 15c.c.，調勻

服。

19.小兒便秘
蜂蜜、黑芝麻粉拌勻，連服

5 天。

20.小便不通
蔥莖 4 兩搗爛，加蜂蜜調

勻，用紗布包，敷臍，1 小時

後，膀胱小腹處咕咕作響，小便

即下，尤以小兒尿閉效捷。

21.前列腺肥大
花粉３錢、川七粉３錢，加

蜂蜜水沖服。

22.膀胱結石
楊桃 5 顆煮 10 分鐘，加蜂

蜜調服。

23.化斑
土豆汁煎稠，加蜂蜜，按

1：2 比例，熬至稠裝罐，每次

１匙。

24.美容
草莓汁加蜂蜜；或蜂蜜、牛

奶、黑芝麻，按 2：2：1 比例

調勻，每早溫開水沖服；或蘆薈

汁加蜜飲用。

25.骨癌化療中
蜂蜜、肉桂粉，以 3：1 比

例，服食 1 天 3 次，連服 1 個

月。

潤肺補虛的蜂蜜

（轉自《明慧醫道―情理法天》/
博大出版）

蜂 蜜 屬 蜜 蜂 科 昆

蟲——中華蜜蜂或意大利

蜂，在蜂窠中釀成的糖類

物質。

白木耳蓮子

湯有滋養補

虛、潤肺止

咳等功效。

適量運動可

增強心肺運

作，提升肺

氣，但不宜

過於激烈。

 食 療 養 生

看妳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

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

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為

要。肝火一平，不能剋土，胃氣

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

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

錢，用銀吊子熬出粥來，要吃慣

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

的。』」

薛寶釵是相當懂得醫理的，

她知道林黛玉咳嗽的症狀是肺腎

陰虛，面帶桃花，時而咳血，身

體消瘦，不能老是吃著她的「人

參養榮丸」，人參、肉桂確實不

少，陰虛者最忌諱就是一味的補

陽氣，內熱已盛，虛火已旺，相

火很大，腎水不足，如何能一味

的補呢？所謂虛不受補，臉已發

紅、發燙，再補下去真要吐血

了！

咳嗽是林黛玉的老毛病，春

分、秋分必犯，一方面是季節交

替，肺部受邪；一方面春季陽氣

受盛，秋季燥氣主令，陽盛可致

陰傷，燥盛亦傷肺陰，都是導致

林黛玉咳嗽的原因。薛寶釵建議

她服用燕窩粥，建議得恰到好

處。林黛玉素來就不斷地補氣、

補血，常常人參養榮丸不離手，

現在薛寶釵覺得她應該陰氣滋補

一番，服用些養陰益氣的藥物。

在五行中，肺屬金，腎屬

水，金可生水，水也可以生金，

醫學上稱為金水相生，因為肺金

輸布可以滋腎，腎水上承可以養

肺，肺腎陰液相互滋養；若肺

虛，腎失去了滋生之源，或腎

虛，相火灼金耗母氣，進而出現

肺腎陰虛，就會像林黛玉一樣，

面若桃花，咳嗽不止。

健康人的身體是陰陽平衡，

如果人體的陰太少，就會虛火

上泛，產生陰虛火旺的症狀，

如：五心煩熱（雙手心、雙腳

心、頭頂）、面部潮紅、唇紅口

乾等。對於虛火太甚、腎水不足

者，一定要滋陰補腎，才能保

持陰陽平衡，身體不致生病，

如：百合固金湯，對林黛玉就很

好，藥物有生地黃、熟地黃、麥

冬、百合、芍藥、當歸、貝母、

甘草、元參、桔梗等，有養陰清

熱、潤肺化痰的作用，對於肺腎

陰虧、虛火上炎、咽喉乾燥、咳

嗽氣喘、咳痰帶血、手足心熱、

舌紅少苔等現象，都有相當好的

療效。

面若桃花 肺腎陰虛
《紅樓夢》第四十五回〈金

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制風

雨詞〉，描述林黛玉又開始咳

嗽了，「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

後，必犯舊疾。今秋又遇著賈母

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

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

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

自己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

個姐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

釵等來望候她，說不得三、五句

話，又厭煩了。眾人都體諒她病

中，且素日形體姣弱，禁不得一

些委屈……黛玉嘆道：『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以

強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

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

了二、三次。寶釵道：『昨兒我

們要特別留意身體各種水分狀

態，否則身體很容易出現各種乾

燥的症狀，例如：口乾舌燥、聲

音沙啞、眼睛乾澀酸楚、便秘，

甚至是皮膚龜裂等問題。

日常生活要常常提醒自己適

時補充水分，避免眼睛或皮膚等

部分持續吹風，需要長期說話的

人，更不可以忘記滋潤咽喉，以

免損傷聲帶。

食衣住行 養潤肺氣

蜂蜜小籍

蜂蜜採百花之精，味甘主

補，補中益氣，緩急，安神止

痛，滋補五臟，潤澤三焦，治中

虛腹痛、心臟衰弱、神經衰弱、

胃腸潰瘍。味甘而平和，能解

毒，保護肝藏，致中和，調和營

衛，和百藥，除眾病，治瘡瘍、

湯火傷、殺蟲、解烏頭毒。性緩

可去急，可止心腹肌肉、瘡瘍之

痛。質潤體滑，能促進肉芽組織

生長，加強創傷組織癒合作用，

明目養顏，潤腸通便，治腸燥津

燥氣最易損傷肺，五行中

秋季屬肺金，故秋季不可忽

略養肺氣。我們知道適量的運

動可增強人體心肺運作，提升

肺氣，但不宜過於激烈，反而

耗傷原本的正氣，建議可進行

輕度運動，例如：快走、慢

跑，時間建議 30 分鐘至 1 小

時，以身體微微出汗較佳，不

宜過度出汗。三餐除了均衡飲

食之外，可再額外攝取一些養

肺氣、潤肺的食材，例如：白

對於虛火太甚、腎

水不足者，一定要滋陰

補腎，才能保持陰陽平

衡，身體不致生病。

26.痔瘡
粳米 6 兩，煮成粥汁，加

茄 子 1 條， 再 煮 熟， 加 蜂 蜜

50c.c.，服食１天２次。

蜂蜜小叮嚀

1.黃曆 7 月勿食生蜂蜜，

恐吃到毒蜜，令人暴下、霍亂，

甚者死亡。目前對食蜂蜜中毒無

特殊療法。

2. 夏蜜未經檢驗或加工處

理時，先少量試嘗，帶有苦、

澀、麻等異味，表示該蜂蜜有

毒。

3.蜂蜜對多種細菌有殺菌

作用，但加熱溫度高，則減其效

力，甚至無效。

4. 蜂蜜應置陰涼處，防

塵、防熱、防生水，以防發霉、

變酸敗。

5.蜂蜜久貯藏須煉過，火

煉熱度太高，會使蜜中有益酵素

死亡。

6.蜂蜜雖無毒，多食仍易

生諸風、濕熱生蟲。

7. 糖尿病、肥胖者，注

意蜂蜜中所含糖分、熱量皆

高。

8. 有 些 人， 特 別 是 兒

童，服蜂蜜會引發過敏反應、

全身蕁麻疹或胃腸失調。未曾

服過蜂蜜者，初服小量試嘗。

木耳、杏仁、山藥、百合、蓮

子、蜂蜜等。

居家養生 飲品茶飲
百合蜂蜜茶

食 材： 百 合（30 ～ 50 公

克）、蜂蜜（適量）。

作法：

①將百合清洗乾淨，再將其

剝開去其心。

②百合片放入一鍋開水中

（約 800 ～ 1000c.c.）。
③煮至滾沸後轉小火，再煮

約 10 分鐘，趁熱加入蜂蜜後，

再煮 3 ～ 5 分鐘。

④熄火後，待其降到室溫

後，再行飲用。

白木耳蓮子湯

食材：白木耳（30 ～ 50 公

克）、新鮮蓮子（30 公克）、冰

糖（適量），可依喜好加入少量

枸杞（20 克）。

作法：

①蓮子去心後，浸泡約 1
小時。

②白木耳泡水至軟化後（約

2 ～ 3 小時），將其切片。

③將蓮子及白木耳片加入

一鍋開水中（水量蓋過食材即

可）。

④以電鍋蒸煮約 30 分鐘，

電鍋開關跳起後，再悶煮約 20
分鐘。

⑤建議待其降溫至室溫後，

再行飲用。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 師 講 堂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  文：張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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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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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 文：Judy Huang

掌握食安問題的五大要素：食材、食器、衛生、烹調、健康，才能讓

用餐的安全與衛生獲得保障。盛裝食材的器皿有許多材質，大部分歸

類為四種：紙類、不銹鋼、塑膠、陶瓷(含玻璃)。

紙餐具

紙餐具常被認為是最安全的食器，也

是歷年來使用量一直增加的食器。然而，

紙類是需要經過多種材質處裡，才能讓紙

類的纖維更為堅固，並不是您所想像的只

由紙漿製成。

正確來說，盛裝湯水與熟食的紙容

器，其實是由紙與塑膠所組成的。這些紙

容器會經過 PE 淋膜處理，有些還會浸臘

處理，加總起來紙漿的成分可能不到紙餐

具的百分之十，而其他成分就是表面防水

處理、油墨印刷、黏合劑等組合而成，這

樣看來紙餐具是非常人工化學的產品，不

符合安全範圍。

不銹鋼餐具

不銹鋼是由生鐵與其他金屬元素組成

的合金，由於加入鎳與鉻，能達到防銹抗

腐蝕的效果，市面上很常見的不銹鋼編號

304 和 316，其中的鎳與鉻的含量較高，

性質較為穩定，適合用於烹煮或是當餐具

使用。

目前濾水器的水龍頭規格就要求必須

是 304 的不銹鋼，才能確保安全無虞。

有些不肖廠商會使用工業用不銹鋼混充為

食品級不銹鋼，若是表面光澤太亮、價格

過於便宜或是沒有標示產地來源的不銹鋼

餐具，則不建議購買。

另外，有些人會用磁鐵方式測試不銹

鋼的磁性，其實這不能準確辨識，因為編

號 200 與 300 的不銹鋼都屬於奧式體不

銹鋼，都屬於無磁性或是弱磁性。

編號 430 的不銹鋼就有明顯磁性，

430 不銹鋼餐具只能用軟性刷布清洗，由

於 430 的表面會經由熱處理增加強度，

一但使用菜瓜布刷洗，容易將表層塗料洗

掉造成生銹。

想買一般不銹鋼餐具使用，選 304
就足夠了，但是不要選有烤漆的和鋼材厚

度薄的，因為烤漆都有含鉛，而鋼材薄則

容易變形。

塑膠餐具

塑膠的使用性非常廣泛，日常生活中

都能見到它的身影。然而塑膠有四大問

題：遇熱溶解、塑化劑溶出、印刷油墨、

紫外線照射分解。

通常用塑膠餐具盛裝冰品或是冷飲較

無食安上的問題，大家聞之色變的塑化劑

就是因為它親油性，容易在高油狀態下溶

出有毒物質與食物混合。

基本上不建議大家使用塑膠餐具，若

是非得使用，必須依照一些注意事項，才

能確保食物的安全。

塑膠餐具的使用與清洗的注意事項：

1. 避免物理性破壞。塑膠餐具避免

過度刷洗，如有刮傷或磨損就必須立即

更換。

2. 避免長時間接觸高溫。避免將高

溫或是過酸的食品放置在塑膠餐具上，不

耐熱的聚乳酸不能用來盛裝高溫食物。

3. 使用前先瞭解各塑膠的材質特性

與耐熱的溫度。

4. 清洗塑膠餐具只能使用中性清潔

劑，不能使用紫外線烘碗機烘乾。

陶瓷餐具

陶瓷餐具與其他餐具比較起來是最安

全的，只要是好的陶瓷，穩定性強，堅固

的釉面能耐酸耐鹼。

好的陶瓷餐具都屬高溫瓷製成的，低

廉的陶瓷餐具由於是低溫燒製而成，耐磨

性較差，大約使用一年半就會發現碗底發

黃，難以清洗。

陶瓷餐具的挑選與使用的注意事項：

1. 盛裝食物的陶瓷表面盡量選擇無

花色的。

2.檢查外形是否有許多氣孔、斑點、

破損等，有裂紋的餐具，若有以上狀況需

立即更換。

3. 可以放入微波爐的陶瓷餐具，需

避免有金銀花邊的裝飾圖案。

4. 不使用陶瓷餐具盛酸性食物或者

果汁。

瞭解食器的材質特性
讓我們更安心

 430不銹鋼餐具只能用軟性
刷布清洗，不能使用菜瓜布。

 玻璃餐具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清洗塑膠餐具只能用中性清
潔劑，且不能用紫外線烘碗機。

 有金銀花邊裝飾圖案的陶瓷
餐具，需要避免放入微波爐。

 陶瓷餐具

 紙質餐具

 塑膠餐具

 不銹鋼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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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中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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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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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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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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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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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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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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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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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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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255-5288
403-255-6009

電

話

弓河康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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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968-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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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校重新開學後，

學校的教職員工在要求學生上學期間佩戴

口罩問題上面臨挑戰。儘管有許多研究證

明，佩戴口罩可以防止病毒的額外傳播，

但這仍是一個充滿激烈爭議的話題。

一些人的理由從希望保護自己的

「個人自由」到對醫學科學的不信任，不

一而足。有很大一部分人似乎打算無視

COVID-19 的安全建議。

其中有不少是家長，他們的孩子現在

正在和同學們一起返校學習，為了保護自

己和他人，他們需要遵守制定的規則。

孩子們對COVID-19安全的
態度是由父母塑造的

詹妮弗 · 托姆科是一名心理治療師，

她說，孩子們從他們的父母那裡尋求回應

安全的建議。

「如果父母通過翻白眼和抱怨的方式

來處理，孩子們就會接收到這些暗示，並

更抗拒自己戴口罩，」托姆科解釋說。

她指出，反之亦然。家長們以身作則

遵守安全建議，會幫助孩子們效仿。

家庭心理學家卡羅琳 · 海克斯德博士

也如是說。她認為，3 到 12 歲的孩子最

容易受到父母的榜樣影響，但即使是青少

年也仍然期待父母做出決定。

那些無視安全建議的父母可能並不擔

心他們的孩子也效仿。事實上，有些人可

能會積極鼓勵這種無視安全建議的做法。

然而，這個榜樣可能給那些已經或即

將返校學習的孩子造成很大的壓力。

布萊恩 · 庄是一位亞利桑那州的前公

立學校教師。他說：「我通常可以通過傾

聽和觀察學生來判斷孩子父母的政治、宗

教和經濟意識形態，」庄解釋說，「如果

你是家長，你抱怨戴口罩，你的孩子也

會。」

這可能會導致學生、同學和老師之間

在課堂上發生衝突。此外，庄還指出，對

COVID-19 安全準則的牴觸態度最終也

會造成家長和孩子們在家中的摩擦。即使

沒有發生衝突，當老師的規則和家長的規

則不一致時，孩子們也會經歷很多不必要

的焦慮。

幫助孩子們 
適應這個「新常態」

全國各地的家長都感受到了學校停課

的壓力。許多人吵著要讓他們的孩子回到

教室。但是，如果學校不能保證學生和教

職員工的安全，返校授課就不能實現。

這意味著讓孩子們接受流行病安全建

議是家長們必須願意接受的「新常態」，

這樣才能讓面授學習在病毒流行期間發揮

作用。

「扭轉一個不健康的習慣比養成一個

積極的習慣更難，」海克斯德博士說，但

她指出，現在還不算太晚，家長們可以扭

轉方向，樹立一個榜樣，幫助他們的孩子

在這種充滿挑戰的情況下茁壯成長。

對於年齡較小的孩子，她建議給他們

一碗麵粉玩，然後讓他們在沒有先洗手的

情況下在家裡走動。

通過指出他們在整個房子裡留下的小

手指和手印，你可以解釋細菌是如何傳播

的——以及為什麼定期洗手如此重要。

這只是一個例子，說明父母如何開始

轉變圍繞流行病健康建議的對話，幫助孩

子們在遵循這些建議時更加成功，同時也

有助於保持個人家庭和他們互動的社區的

安全。

孩子們會模仿父母對待COVID-19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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