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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我最恨的人竟是救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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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狼式外交
致中加關係惡化

師楊 Yang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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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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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A4 諾貝爾獎獎金的
故事B1雙語報導

English or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近日，拜登家族「電腦門」醜聞

持續發酵，多家媒體獲得了更

多的獨立消息源。披露出來的

信息顯示，拜登家族與中共關

係密切。輿論認為，拜登涉及

的權錢交易腐敗可能面臨法律

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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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稅加稅加稅 $32,499$32,499$33,499$33,499$22,799$22,799 $36,986$36,306$24,295

以店内實物為準，價格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節
省

節
省

節
省 $4,487$4,487$2,807$2,807$1,496$1,496

2020 Highlander LE S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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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豐田紅牌日大賣
可供選擇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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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偷報 違者送官究治
No Theft or Vandalism
Offenders Will Be 
Brought To Justice

  More news related to a laptop pur-
portedly owned by Hunter Biden 
continues to surface. After the New 
York Post was censored by social 
media giants Facebook and Twitter 
for its initial reporting, other media 
entities have independently obtain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deal-
ings between the Biden family and 
actors within the Chinese regime. 
  On October 19, responding to 
mainstream media and Democratic 
politicians’ assertion that “Laptop-
Gate” was a Russian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U.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John Ratcliffe stated to 
Fox Business: “Let me be clear: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doesn’t be-
lieve that, because there is no intel-
ligence that supports that.” He also 
confirmed the FBI was in possession 
of Hunter Biden’s laptop.
  Joe Biden previously claimed that 
he never spoke with his son Hunter 
about his overseas businesses. Since 
the scandal broke, Biden and his 
campaign team have not publicly 
responded or denied the content of 
the revealed emails.
 Rudy Giuliani, who facilitated the 
revelation to the New York Post, 
contends the hard disk contained 
evidence to crimes committed by 
Joe Biden. Eleven House Republi-
cans have urged 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Barr to appoint a special 
counsel to probe these allegations.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情報總監：FBI握有 
亨特電腦

10 月 19 日，針對主流媒體

電腦門電腦門
發酵發酵

及民主黨人質疑「電腦門」是俄

羅斯抹黑拜登的論點，美國國家

情報總監拉特克利夫表示，拜登

之子亨特的電腦醜聞，不是俄羅

斯對拜登家庭的污衊。拉特克利

夫同時證實，亨特的電腦「在聯

邦調查局手上」。

關於公眾關切的 FBI 在

此案中的作用，川普在答記

者問時說：「你們得打電話給

FBI 局長雷，問問他，他們是

否已經擁有那臺筆記本電腦很

長時間了？為什麼沒有採取任

何行動？」

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與政

府事務委員會已於 17 日致函

FBI 局長雷，要求其在 10 月

22 日之前，就掌握亨特電腦的

數量等六個問題做出回答。

涉五項重大聯邦犯罪

拜登此前聲稱自己「從未與

兒子談過他的海外業務」。此

次醜聞爆發以來，拜登競選團隊

“LAPTOP GATE”“LAPTOP GATE”
HANGS OVER BIDENHANGS OVER BIDEN

和他本人迄今也未對此事作公開

回應和否認。

爆料事件的主角、前紐約

市長、川普的私人律師朱利安

尼說，硬碟裡包含有關「五項重

大聯邦犯罪」的證據。朱利安

尼強調，「這不是關於亨特的事

情」，而是關於一個罪犯和「可

怕父親」喬．拜登（的事件）。

「這些都是他（拜登）把美國賣

給中國（中共）時，（獲得的）

主要的賄賂金。」（下轉 A2）

拜登拜登
懸了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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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十幾位眾議院共

和黨議員敦促司法部長巴爾任

命一名特別檢察官，來「全面瞭

解」拜登和兒子亨特及其商業夥

伴的往來，以及前副總統是否

以權謀私。

川普也已責成司法部啟動對

拜登的腐敗調查，並在大選之前

向公眾披露信息。

大選辯論川普 
將要求拜登回應

10 月 19 日，川普的競選團

隊表示，原定 10 月 22 日舉行

的最後辯論是關於外交政策的，

但辯論委員會現在在試圖改變規

則，「他們不想談論拜登支持無

休止的戰爭，以及給伊朗送去成

捆的現金；不想談論事實——當

我們看到錢流入亨特口袋後，拜

登像對中共妥協了。」

川普團隊表示，一旦主持

人迴避亨特「電腦門」問題，川

普會當著千萬觀眾的面，要求

拜登回應爆料內容到底是不是

真實的。

CIA情報員遭中方處決 
或與拜登泄密有關

10 月 19 日，美國前國家

安全委員會委員希金斯（Rich 
Higgins）在推特爆料稱，拜登

次子亨特於 2010 年開始獲得來

自中國的資金，同年開始，至

少 30 名為美國服務的情報人員

遭到中共逮捕並處決。希金斯

暗示，時任副總統拜登恐涉入

中情局 (CIA) 的洩密案。

2008 年拜登被奧巴馬選為

競選搭檔後，拜登家族開始嘗

試涉足國際生意，包括從中國

吸金，幫助中企完成獲取美國

資產和技術的交易。

該 年 9 月， 拜 登 之 子 亨

特與美國前國務卿約翰．克

里的繼子克里斯托弗．海因

茨（Christopher Heinz），

共 同 創 辦 了「Seneca Global 

Advisors」諮詢公司。

2012 年 2 月 17 日， 副

總統拜登在加州與中共國家副

主席的習近平正式會晤。會

面當天，亨特的這家諮詢公

司的客戶——美國能源公司

GreatPoint 獲得了中國萬向集

團高達 12.5 億美元的投資。

萬向集團名義上是中國民營企

業，但其創始人魯冠球與中共

當局關係深厚，魯冠球生前一

直擔任萬向集團的黨委書記。

亨特持股的渤海華美 
涉美國敏感軍用技術

2013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

副總統拜登訪問中國，其子亨

特隨訪。 10 天後，亨特敲定了

拜登家族與中國公司的第二筆

大生意——中方提供募資的 10
億美元投資基金。

12 月 16 日，私人股本基

金渤海華美（BHR Partners）
在上海註冊成立，這是一家專

門負責跨境併購投資的基金公

司，具有濃厚的中共官方色

彩，其大股東之一是中國銀行

旗下的全資投資銀行機構。亨

特是渤海華美的 9名董事之一，

持股 10%。

渤海華美投資了多筆與美

國敏感技術有關聯的交易。其

中一項為收購美國減震設備

生 產 商 瀚 德 汽 車（Henniges 
Automotive）100% 股權的交

易，瀚德生產的零件，可以「軍

民兩用」。在與瀚德汽車的交

易完成後不久，中航工業集團

就推出了其新型殲 -20 戰鬥機。

美國國家安全前顧問博爾頓曾

指，殲 -20 竊取了美國的 F-35
戰機技術。

與中方白手套關係密切

拜登家族「感興趣」的公司

名單中，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

司的背景最為神祕。《紐約郵

報》曝光的 2017 年 5 月 13 日

和 8 月 2 日的電子郵件內容，

華信為拜登家族開辦了多間公

司，由拜登之子亨特代「大老

闆」持股，「大老闆」在其他郵

件中被認定是拜登。同時華信

還以「諮詢費」為名義每年向亨

特支付一千萬美元。

葉簡明被認為是中共權貴

的白手套，他當年以拿下賴昌

星遠華案的拍賣資產起家，建

立了中國華信。 2018 年 2 月葉

簡明失蹤，2020 年 4 月，上海

法院宣告華信破產。

  
  After Joe Biden was selected by 
Barack Obama as his running mate 
in 2008, the Biden family started to 
get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busi-
ness, including attracting investment 
from China to help Chinese com-
panies acquire American assets and 
technology.
  On February 17, 2012, Vice Presi-
dent Biden officially met with the 
Chinese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California. That day, Hunter’s client 
GreatPoint Energy received a 1.25 
billion USD investment from China 
Wanxiang Holdings. Wanxiang was 
a private enterprise in name, but its 
founder Lu Guanqiu had deep tie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uangqiu’s official title at Wanxiang 
was that of its party secretary.
  In December 2013, Hunter Biden 
flew to China with his father on Air 
Force Two, who was to meet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en 
days later, Hunter finalized the sec-
ond big business deal between the 
Biden family and China.
  On December 16, private equity firm 
BHR Partners was formed in Shang-
hai with a 1 billion USD investment 
from Chinese government’s Bank of 
China. Hunter held 10% of the shares 
in the newly formed company.
  BHR invested in a number of trans-
actions related to sensitive American 
technology. One of them was the 
acquisition of 100% equity in Henni-
ges Automotive, a U.S. manufacturer 
of shock absorption equipment. The 
parts produced by Henniges could be 
used for both military and civilian pur-
poses. Soon after the sale, the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AVIC) 
introduced its J-20 fighter jet. Former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ohn 
Bolton contended that the J-20 stole 
American F-35 fighter technology.
  Among the companies drawing in-
terest from the Biden family, CEFC 
China Energy Company Limited, 
which has a military background, 
was the most intriguing. In emails ex-
posed by the New York Post that were 
dated between May 13 and August 2, 
2017, CEFC was contemplating a 
number of joint ventures with Hunt-
er, and Hunter was to hold shares in 
the venture on behalf of “Big Guy”. 
Based on context gleaned from other 
email conversations, “Big Guy” was 
believed to refer to Joe Biden. At the 
same time, CEFC was to pay Hunter 
10 million USD annually for consult-
ing services.

電郵門發酵
 拜登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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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北 Hamptons W/O 土庫�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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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層屋 2356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屋頂 , �院向東 , ��一� , 主層�
�高 9 呎 , �實木�� , �上 2 �鋪實木�
� , 3+2 �� + 主層書� , 3.5 浴廁 , ��學
校�����車站� $629,900$649,900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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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平� Bungalow 990 呎 + 土庫�部完成 ( 可合法出
租 - Legal Secondary Suite), �門出�,大量較�裝��
屋頂��部�户�高效率中�暖�爐��水爐�大理石
檯面����� ( 土庫 )�主層�層鋪實木��,2+2
�� 2 �廁 , 土庫�廚� , 
�大單車��$528,000 $44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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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orama Hills 土庫完成 東北 Thorncliff e 合法出租土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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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900

西南 Windsor Park 步行 3 �鐘到 Chinook
獨立�式�層屋 2,224 呎 , 較�土庫�部完成 , 建於
1997 年 , �大�皮 6,566 呎 , ��向西南 , 光猛開陽�
翻�浴廁�大理石檯面 , �磚�����裝置 , 主層
�實木��磚�� , 客��壁爐�3+2 �� + 主層
書�,3.5 浴廁 , ��學
校�����車站� $52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學校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 1 �� 1 浴廁柏文�� 684 呎 , 建於
2004 年開放式設計 , 9 呎高�� , ��一� , 
包一�下停車位 , ��學校�����場�
C-Train 站��車站�$289,900

東北 Bridgeland ��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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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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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中）及小兒子亨特（右）與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關係非常親近。（Getty Images）

華信能源（CEFC）主席

葉簡明（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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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10 月 15 日中國駐加拿

大大使叢培武在新聞發布會上稱，北京強

烈呼籲加拿大不要給予來自於香港的「暴

力犯罪份子」政治庇護，否則即是干預中

國的內政，而且在香港的 30 萬加拿大公

民，可能會身處於險境。叢同時警告加

拿大國會不要通過關於維吾爾的法案，

否則中方會採取強烈反制措施。對此，

加拿大外長商鵬飛（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也發布聲明：「叢培武的發

言不當，我無法接受中國大使的這種言

論。我已經指示外交部連繫中國駐加拿大

大使，且向他表明加拿大永遠都會支持人

權及全球加拿大公民的權益。」

叢培武的言論隨後引發加拿大社會

強烈反彈。 18 日（週日），有將近十

個組織共兩百多人在中共駐溫哥華總領

事館前抗議，呼籲渥太華針對新疆和香

港人權立法，聯合盟友共同對抗中共，

以解救兩名加拿大人。據《自由亞洲電

臺》報導，這場集會遊行的參與者包括維

吾爾、西藏、香港、菲律賓、印度、越

南等來自不同族裔，共兩百多人參加。

他們星期日中午先在溫哥華美術館前聚

集，隨後一路遊行至中共駐溫哥華領事

館前表達訴求。

叢培武的言論被認為是在威脅加拿

大，國會朝野對此掀起一片批判聲浪。

10 月 19 日，加拿大副總理方慧蘭在國

會上稱無法接受叢培武言論。「中（共）

國大使的言論與兩國之間適當外交的精神

完全不符。我向香港的三十萬加拿大人保

證，加拿大人就是加拿大人，我們將與他

們站在一起。」反對黨則要求叢培武必須

公開道歉，否則應被驅逐。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19 日批

評，加拿大個別媒體刻意曲解叢培武言

論，加拿大領導人不但不加以核實，反而

縱容迎合國內言論，對中方無端指責。聯

邦保守黨黨領奧圖爾（Erin O'Toole）早

在 16 日已經發推文要求叢培武道歉，否

則離開加拿大。 19 日他聽到趙立堅繼續

發出戰狼式的外交辭令十分氣憤，批評加

拿大香港和維吾爾社區都遭公然威脅，整

個國會都被威脅。「這個國會已經被威脅

了，難道還要再有其他人被威脅後，我

們的總理才願意收回國書，驅逐中（共）

國大使嗎？」

加拿大主流媒體紛紛刊出評論文章呼

籲渥太華挺直脊樑，不要懼怕中共的恫

嚇。《環球郵報》諷刺中共大使像是個街

頭黑幫或校園小混混在叫囂，加拿大願意

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交往，但不表示因此

要放棄人權價值觀。

前加拿大情報局局長理查．法登

(Richard Fadden) 也呼應這個論點，稱

2020 年的加拿大需要在全球外交版圖上

重新找好自己的定位，面對中共要不卑

不亢，不能因為考量到經濟需求而有所

犧牲。

今年初擔任加拿大國會外交事務委員

會主席，上個月剛卸任的國會議員麥可．

萊維特 (Michael Levitt) 在《多倫多星報》

撰文，呼籲渥太華不能再止於口頭譴責

了，必須使用《馬格尼茨基法》來制裁嚴

重侵犯人權的中共和香港官員。

【看中國訊】加拿大獨立企業聯合會

（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縮寫 CFIB）對其 11 萬名成

員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只有 26% 的

小企業報告其銷量保持正常，其餘 74%
的小企業都在面臨破產的風險。

CFIB 的主席 Dan Kelly 表示：「他

們中的大多數都說，他們每天一旦開門營

業就是在虧錢，我猜他們最想知道的問題

是，這種情況還要持續多久？」

CFIB 希望政府為小企業提供財政支

持以幫助它們支付租金和稅收等維持成

本，來幫助其恢復。

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 Sheila 
Block 認為，政府資助能夠在疫情反彈中

起到作用，但是這並非能解決所有問題。

她說：「確保小企業恢復生機的唯一辦法

就是控制疫情，這將需要一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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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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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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再不緩解加國逾七成小企業面臨破產

戰狼式外交 致中加關係惡化

【看中國訊】上週加拿大廣播電視和

電信委員會（CRTC）批准了太空探索

技術公司（SpaceX）的衛星網際網路服

務申請，標誌著該公司獲得了基本國際

電信服務（BITS）許可，SpaceX 可在

加拿大與任何其他國家之間進行國際電

信業務。

SpaceX 正在建設低軌道小型衛星

群，為全球提供高速網際網路服務，範圍

涵蓋偏遠農村及山區，該項目被稱為星鏈

（Starlink）。衛星高度約 550 公里，總

計畫發射衛星 12,000 顆，目前為止已有

835 個衛星在軌道上運行。而傳統的電信

衛星通常在地球上方20,000公里外運行。

CRTC 在批准 SpaceX 的申請前，

徵詢了民眾意見，收到 2,585 項回覆，在

考慮了所有收到的評論後批准了該申請。

SpaceX 的申請獲得了加拿大農村居民的

大力支持，他們在該國偏遠地區缺乏可

靠，快速和負擔得起的網際網路服務。

SpaceX 的老闆馬斯克（Elon Musk）
也是電動汽車製造商特斯拉（Tesla）的

老闆。

【看 中 國 訊】加 拿 大 國 會 對 WE 
Charity 醜聞的調查仍在繼續，19 日政府

獲得信息顯示，總理特魯多的夫人索菲．

特魯多（Sophie Gregoire Trudeau）曾

參加 WE Charity 的 8 場活動，從中獲得

2.4 萬元。

據《國家郵報》報導，當天公布的金

錢數字，來自 WE Charity 發布的文件內

容。同時，自由黨少數政府發布了特魯多

在成為總理之前，所參加的所有有償演講

活動的清單。

在上週的一次長會上，反對黨成員要

求從演講者機構獲得有關特魯多總理、他

的妻子索菲、母親瑪格麗特和兄弟亞歷山

大的所有出場記錄，一直追溯到 2008 年

末。反對黨一直在爭取披露這些信息。

加拿大外長商鵬飛 中國駐加拿大大使叢培武

SpaceX「星鏈計畫」獲加國批准

特魯多夫人

從WE Charity獲2.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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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10 月 15 日，加拿大

118 個社會團體及跨黨派議員的代表，在

網路新聞會上呼籲聯邦政府，為香港有需

要的人提供「安全港計畫（Safe Harbour 
Program）」；並援引《馬格尼茨基法》，

制裁有關中共和香港政府官員。

據海外中文媒體報導，新聞會主辦者

提供的聲明顯示，118 個組織及個人中，

有 45 名國會議員或參議員。聲明說：「我

們呼籲加拿大政府採取行動，因為（中

共當局）單方面在香港實施新國安法

後，出現大規模逮捕和侵犯公民權利的問

題。」「我們敦促加拿大政府提供『安全

港計畫』，以及快速審理程序，為因國安

法而面臨政治迫害風險的香港人提供保護

和永久居留權。」

該聲明說，「此外，加拿大必須援引

《馬格尼茨基法》，對制定『國家安全法』

及有其它侵犯人權行為的中國（中共政

府）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禁止他們和

他們的直系親屬來加拿大，並凍結他們在

加拿大的資產。」

港加聯會長馮玉蘭在新聞會上說，對

「安全港計畫」的要求，主要包括 3 類人：

——護照被沒收的香港人，應給他們

頒發旅行證件並協助他們離開香港；

——在加拿大尋求政治庇護的香港

人，應獲得快速審理；

——在加拿大參加過抗議中共政權及

香港當局來自香港的留學生及臨時外勞。

馮玉蘭說，去年「反送中」運動以

來，香港已經變成一個警察城市，上萬

市民被逮捕，約一半人是學生，最年輕

的只有 11 歲。中共當局今年 7 月實施

「港版安全法」後，香港局面變得更嚴

重，只要中共當局認為誰違反此法，就

可抓人，該法還適用於世界其它地方，

包括加拿大。

來自香港的留學生博雷武（Brave）
在新聞會上說，他今年夏天需要更新護

照，但是，「港版國安法」在 7 月初實

施了，「該法影響到我的安全，因為我

在加拿大參加了支持香港民主的倡議活

動。」

他說，按此新法，他在加拿大參加倡

議活動，可能構成與外國勢力共謀罪。

「我可能已經違反此法」，在加拿大的香

港移民官員，可能拒絕他更新護照，「我

擔心，我會在加拿大失去我的身份。」

「我不是唯一面對此狀況的人。」他

說，大家都看到，香港的政治狀況日益變

糟，那 12 名香港年輕人逃離香港後，被

中共當局逮捕，就是一個例子。「我們已

經等『安全港計畫』很久了。我在此呼籲

加拿大政府，請立即行動，幫助及保護我

們。」

English Report

看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began a Space Race, which ended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ince 
the 1980s, however, Communist China has 
continued to compete with the U.S. in space. 
Now China has fully laid out its space plan, 
but few have noticed. 

 On July 31,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eader Xi Jinping announced the offi-
cial opening of the BeiDou Navigation Satel-
lite System (BDS), claiming that the system 
“opens a new chapter of high-quality global 
service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 

 The ambitions of the BeiDou satellite for 
both military and civil purposes are very 
high. In December 2014, China’s official 
media said that BeiDou’s military signals 
had already achieved global coverage and 
could allow the Chinese Military multiple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s to receive signals 
from space. It can also split itself into smaller 
missiles that redirect to multiple specific tar-
gets and has acquired the ability to execute 
a decapitation strike. Before the National 
Day ceremon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
wan) on October 10 this year, China’s official 
media also reported that the military had de-
ployed and test-fired BeiDou-guided missiles 
in Zhejiang Province. 

 How is BeiDou different from the U.S.’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GPS was 
created by the U.S. and has been in operation 
since 1995. There are 30 satellites that can be 
used by both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popula-
tions; satellites used by civilians are free and 
benefit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Civilian 
GPS is a un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 sys-
tem that transmits signals like  a broadcast 
tower and does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track 
what equipment receives its signals.

 Military GPS is only available to the U.S. 
military and its allies and has a special code 
to receive its signals. Its accuracy is many 
times higher than the civilian GPS, with an 
error range of less than a meter. If necessary,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can stop 
GPS  service to a certain area to protect itself.

  In 1958, the CCP proposed to overtake Brit-
ain and catch up with the U.S., regarding the 

U.S. as its main imaginary enemy. In fact, 
the BeiDou satellite program has been in full 
swing since the 1980s. At that time, due to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constraints, China 
launched two satellites into high orbit and 
used an altimeter to locate the satellites. 

 Unlike GPS satellites, China’s satellites 
were designed as communication satellite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but the first genera-
tion of BeiDou only had three satellites with 
very limited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and 
a positioning range limited to China. Lacking 
its own technology, China turned its attention 
to the EU’s Galileo project, and the EU wel-
comed Chinese funding. 

  The Galileo system was developed to make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vail-
able for both civilian and commercial usage, 
but it also sparked concerns from the U.S. 
that the system would be exploited and used 
against the U.S. and its allies. After rounds of 
negotiation, in 2004, the two sides  reached a 
consensus and began cooperating, with India 
and South Korea joining the project. Japan, 
Canada, Australia, and Russia also showed 
interest in joining the project. But then, 
China was not happy. These countries are all 
competitors to China. 

  In January 2008, the CCP-controll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f Hong Kong reported 
that “China is no longer a ‘Galileo little 
partner’”, and Beijing later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BeiDou to 
compete with the Galileo system.

  With technology harvested from Europe, 
China ramped up funding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ir BeiDou satellite program.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rules, satellite 
orbits and space frequencies are first-come, 
first-serve. Since most of the orbital track had 
been occupied by the U.S. and Russia, China 
applied for the same orbit and frequency as 
Galileo used. Having abundant funds, China 
soon launched a number of satellites to oc-
cupy the frequency, which triggered discon-
tent from the EU. At present, there are 35 
BeiDou satellites in operation. 

  The BeiDou system is not free for civilian 
use. The cost of a 22-nanometer chip for a 

BeiDou terminal is higher than the cost for 
a GPS chip. To popularize their system, in 
2008, the CCP heavily subsidized ocean-go-
ing fishing vessels by installing terminals on 
40,000 fishing vessels for free. 4 cent USD is 
enough to send maritime satellite text messa-
ges, making BeiDou the cheapest communi-
cation satellite system; this is why Chinese 
ocean-going fishing vessels can be so domin-
eering on the ocean.  

  By April 2019, most of China’s government 
systems, vehicles,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
portation systems were usingthe BeiDou 
system. Although it started 20 years after the 
first global satellite system was launched , 
BeiDou  is already a global satellite system 
similar to Russia’s GLONASS  and only 
slightly inferior to GPS. 

  BeiDou is also conducive to China’s promo-
tion of 5G  in global development. In 2015, 
Houlin Zhao became the Secretary-Gener-
al of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favorably for China, he is a 
Chinese national who also visited China 
soon after taking office. He said in a media 
interview that he would strongly support 
China’s 5G and BeiDou technologies inter-
nationally. The ITU is responsible for setting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standards for telecom-
munications, including for satellite systems. 

  BeiDou now covers  the “One Belt, One 
Road” countries and has been applied in 
a variety of fields, including land titling 
in Indonesia, construction in Kuwait, land 
testing in Uganda, precision agriculture in 
Myanmar, offshore piling in Maldives, ware-
housing and logistics in Thailand, airport 
timing in Pakistan, and power inspection in 
Russia. 

  In 2013, China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work with countries i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to assume 
a network of earth stations in those countries, 
which would enable China to achieve better 
satellite accuracy. Due to the two-way nature 
of the BeiDou system, the data from these 
satellites eventually flow into China’s servers 
and enable BeiDou to become a global po-
sitioning system and surveillance network, 
which also brings great military benefits to 

China. Currently, China is planning to build 
a next-generation satellite system,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2035. 

  The U.S. has taken notice of the CCP’s am-
bitions in recent years, with President Don-
ald Trump announc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ace Force last December -- a new mil-
itary force with a mission to protect U.S. 
communications and surveillance satellites 
and other U.S. assets in space. GPS was also 
put under the Space Force. On October 12,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ially 
opened a partnership with SpaceX to study 
joint cargo transportation efforts using the 
private spaceflight company’s Starship 
rockets. 

  Satellite orbits are divided into low, medium 
and high. The higher the orbit, the less ac-
curate it is, the fewer satellites are required, 
and the lower the costs and technical require-
ments are. Of those currently in operation, 
the U.S. GPS, EU Galileo, Russia Glonass , 
and China BeiDou are all medium orbit sat-
ellites. 

  But now a new low orbit satellite system 
is emerging: Starlink by SpaceX. Its goal 
is to provide high-speed Internet service to 
locations where Internet service is unreli-
able, expensive, or completely non-existent. 
So far, SpaceX has launched 775 satellites 
out of 12,000 planned. Starlink is the first 
low-orbit communication satellite system. 
Moreover, many experts have noted that 
Starlink’s technology far surpasses all exist-
ing satellite technology and has the ability 
to break through the network blockade of 
countries like China. It has put the CCP on 
high aler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Beijing has started a massive search and de-
struction of satellite receivers  installed by 
civilians. 

  While the CCP is denying Chinese people 
free access to information, it is also develop-
ing a dual-purpose global satellite system for 
both civilian and military use and publicly 
stating that its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s can 
therefore  cover the globe. These actions do 
not appear to be for the welfare and peace of 
mankind, as Xi Jinping claims, but rather for 
other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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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是甚麼？
What Is the Global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港加聯會長馮玉蘭（Diana Xiao/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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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剩餘課時

價值 3 萬多元，但估計拿不回來了。」一

名送孩子在優勝教育學習的李姓家長說，

上週末接到優勝教育校區要「封閉消殺」

的通知後，隔天便被人拉進一個將近有

300 人的維權退費群。

而類似李女士經歷的家長，遍佈優

勝教育在北京總共 78 個自營和加盟的校

區，每個校區都有超過 200 名家長遭遇

無法退費的問題。

據李女士向新浪提供的名單，其所在

東直門校區，共有 283名家長申請退費，

最低待退金額 5000 元，最高則預存超過

20 萬。僅是東直門校區，就有約 800 萬

的預存學費無法退款。粗略估計，北京地

區家長在優勝教育的待退金額超過 1 億。

因此，優勝教育創始人跑路、全國各

地辦公樓人去樓空的消息傳出後，震驚大

陸民間。

從線下到線上再到「爆雷」

以李女士為例，她的孩子從 3 年級

起報名優勝教育的課程，主要是英語和數

學兩門輔導課程，由於是一對一授課，

因此她為孩子花了不少學費。 2019 年

11 月，李女士預存 5 萬學費，「在今年 3
月，我又存了 4000 元進去，購買 20 課

時。」

根據李女士提供的註冊合同顯示，優

勝教育的 1 對 1 全優課程課時單價從 315

元到 470 元不等，隨著年級的升高而增

加。線下授課課時單價較線上授課高。根

據預存金額的高低，還有預定課時贈送，

其實也是一種變相折扣，最低能達到 8
折，但要求最低預存金額為 5 萬元。

在武漢肺炎爆發後，優勝教育轉為線

上授課，一直持續到 9 月，才重新開放

線下課。據李女士表述，「期間課程一直

都是斷斷續續，我後來才從通知退費的教

師瞭解到，很多教師在此期間陸續離職

了。」

2020 年的 10 月 17 日，李女士孩子

所在的東直門小區以「封閉消殺」為由關

閉了校區。但沒想到，這竟是優勝教育突

然消失的開始。 10 月 19 日，來自該校

區的教師在朋友圈通知了家長，聲稱校區

已關閉，學生家長如果申請退費，需要聯

繫總部。

不少學生家長聯繫客服未果後，便前

往優勝教育位於光華路的總部退費，結果

發現總部聚集了來自其他校區退費的家

長。

有消息稱，北京朝陽區已由優勝教

育、朝陽區教委，以及市場監管等主管部

門組成的工作組介入，對家長預付學費的

情況進行登記和記錄。北京各區也都成立

了類似工作組，政府已經介入。但各區具

體情況不明朗。

據李女士透露，優勝教育早就出現了

問題，從今年初開始就拖欠教師工資，僅

繳納社保。但從 9 月開始教師社保也停

止繳納，因此導致教師被迫離職。

一名優勝教育教師也控訴，「員工未

得到任何安置消息，得到的卻是優勝教育

宣布融資失敗，貸款不成，經營困難，社

保也被斷繳。」而和他有類似遭遇的教師

多達幾百名。

掌門人上演「金蟬脫殼」？

此前有媒體報導，優勝教育北京廣渠

門校區預收待退學費超過 900 萬元；北

京市海淀區黃莊校區預收待退學費金額逾

500 萬元等等。由於優勝教育在中國 400
多個城市共有 1500 餘家門店，其中在北

京的校區多達數十家，因此外界粗略估

計，北京地區的待退學費已達上億元，甚

至可能會有上 10 億的資金缺口，全國範

圍內可能達上百億。

除北京外，目前在上海、天津、成

都、重慶、哈爾濱等地，都出現家長投訴

優勝教育關店後退費無門的情況。

10 月 19 日，超過 3000 人聚集在北

京朝陽商業區的優勝教育總部抗議，要求

退費和補償被拖欠工資，一度還爆發警、

民衝突。

公開資料顯示，優勝教育成立於

1999 年，2006 年建立教育研究院。優勝

教育創始人兼董事長陳昊今年 4 月曾發

表公開聲明，回應外界質疑，為拖欠員工

工資道歉，表示會承擔家長和員工的損

失。但隨後卻又爆出優勝教育各地的校區

常常出現停課、關門，學生家長退費困難

等情況。

據中國媒體財新網報導，陳昊在 19
日家長維權現場一度「露臉」。陳昊在視

頻中表示，由於疫情影響，北京優勝教育

現在的營收只有過去的四分之一，對大家

受到的損失感到抱歉。他還說，自己不會

「跑路」，優勝教育也不會破產。

然而，在 10 月 14 日，優勝教育進

行了法人變更。工商資料顯示，優勝教育

的法人由 CEO 陳昊變更為唐芳瓊，後者

是陳昊母親。

公開資料顯示，陳昊父母皆為中科院

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值得一提的是，陳

昊母親唐芳瓊被指是納米科學家，負責

和參與的院級和國家級項目合計多達 11
項。例如，前中共魁首江澤民長子江綿

恆在卸任中科院副院長前被寫進「科研進

展」取得的新成果有 33 件，其中之一，

就是時任中科院理化所唐芳瓊帶領的一項

研究「納米新材料將光熱治療與化療結合

治療癌症」。

事實上，優勝教育的法人臨時變更，

外界普遍質疑是為逃避法律責任。據悉，

今年優勝教育集中出現高達 159 起司法

訴訟。面對外界一系列質疑，北京官方尚

未作出回應與說明。

【看中國訊】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

奧（Mike Pompeo）週三（10 月 21 日）

宣布，美國國務院又指定了 6 家在美國

有業務活動的中共宣傳機構為「外國使

團」（foreign mission）。國務院聲明中

指出，習近平任期內，中共加強了對其宣

傳機構的控制，同時卻企圖把它們偽裝成

獨立媒體。

根據國務院發布的聲明，這 6 家中

共宣傳機構分別是：一財全球（Yicai 
Global）、《解放日報》、《新民晚報》、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評論》和《經

濟日報》。

國務院表示，這些機構由中共政權

「實質擁有或有效控制」。

其中，「一財環球」是上海最大

的國有媒體集團之一的上海傳媒集團

（Shanghai Media Group）旗下的主

要財經出版機構。《解放日報》是中共

上海黨委的官方日報。《新民晚報》是

由上海市政府控制的上海聯合媒體集團

所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是由中共官方研

究社會意識形態的機構——中國社會科學

院所管轄。《北京評論》是由中共掌控的

中國國際出版集團出版的英文雜誌。《經

濟日報》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直屬領導的出

版物。

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中說道：「在過去

十年中，特別是在習近平總書記的任期

內，中國共產黨主張對中國的國有宣傳機

構施加更大的控制權，同時卻試圖將它們

偽裝成獨立的新聞機構。」

聲明中還強調說：「全世界的自由

媒體都迷戀真理，而中華人民共和國

（PCR）的媒體卻迷戀中共（CCP）。今

天，美國通過認定它們（是外國使團）

而公開承認這一現實。」

被認定為外國使團後，這些機構需要

在美國國務院登記它們的僱員和它們在美

國的財產。

對這些機構的外國使團認定會限制它

們在美國的運作，但是不會限制它們在美

國的出版內容。

蓬佩奧國務卿在週三的新聞發布會上

說：「我們只是想確保美國人民，信息消

費者，能夠在自由媒體寫的新聞和中國共

產黨散佈的宣傳之間進行區分。他們不是

一回事。」

國務院聲明中也強調說：「我們的目

標是保護美國的新聞自由，並確保美國人

民知道他們的消息是來自自由媒體還是來

自邪惡的外國政府。透明度不會威脅那些

珍視真理的人們。」

今年早些時候，美國國務院已經認

定了 9 家中共的宣傳機構為外國使團，

它們是 2 月 18 日認定的新華社、中國

環球電視網（CGTN）、中國國際廣播電

臺，中國日報發行公司和美國海天發展公

司；6 月 22 日認定的是中國中央電視臺

（CCTV）、中國新聞社、《人民日報》和

《環球時報》。

這些舉動是川普政府打擊在美國的中

共影響力的系列行動之一。今年 8 月，

美國國務院還指定了位於華盛頓的「孔子

學院美國中心」為外國使團。

蓬佩奧國務卿近日表示，希望在今年

年底前關閉在美國的所有孔子學院。根據

美國國家學者協會的數據，目前美國大學

校園內還有約 67 個孔子學院。

【看中國訊】目前被中國以間諜罪關

押的澳大利亞籍華裔作家楊恆均承認，

他在 1989 年後為中國國安部工作長達十

年，先後在香港和華盛頓工作，然後才移

居澳大利亞。

路透社週三（10 月 21 日）發表的

一篇專訪報導說，路透社記者親眼看到楊

恆均於 2011 年寫給他過去的老師、悉尼

科技大學教授馮崇義的一封信，而承認曾

為國安部工作是這封信的內容之一。

儘管海外早已存在這方面的傳言，但

由楊恆均本人親口承認還是首次被披露。

楊恆均今年 55 歲，曾經是一名支持

民主的博主，擁有眾多的粉絲，算是網路

大 V，被人稱為「民主小販」。

2019 年 1 月，楊恆均從紐約回中

國，在廣州入境時被捕。今年 10 月，中

國檢方向他提出的指控是涉嫌從事危害國

家安全的間諜活動。

路透社說，馮崇義之所以現在公布這

封信可能是一種預防措施，以防法庭在審

判楊恆均的過程中散佈有關他為另外一個

國家做間諜的虛假信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 10 月 12
日證實楊恆均受到的指控是間諜罪。

澳大利亞外長佩恩上週表示，澳大利

亞還沒有看到任何支持楊恆均從事間諜活

動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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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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勝教育」後臺硬？

美國再定6家中共宣傳機構
為外國使團

澳籍作家楊恆均首度承認當過中國間諜

優勝教育創始人兼董事長陳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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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美國 19 日

宣布，將兩名中國人和 6 家公司列入黑名

單，因為他們協助「伊朗航運」（IRISL）
逃避美國制裁。需要注意的是，這 6 家

公司有 5 家在香港，且 4 家公司董事是

同一上海人。

美國國務院官網 10 月 19 日宣布對

支持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航運公司（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Shipping Lines，
IRISL）相關商業活動的中國人和香港人

實施制裁。長期以來，伊朗政府利用伊朗

伊斯蘭共和國航運公司運送與彈道導彈和

軍事計畫相關敏感的物品。在某些情況

下，與 IRISL 及其擁有或控制的實體開

展業務，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第 1929 號

決議的一項條款規定。

2020 年 6 月 8 日，美國國務院根

據第 13382 號行政命令，確認 IRISL
和 IRISL 上海子公司 E-Sail Shipping 
Company Ltd. 從事與軍事武器擴散有

關的活動。自 2020 年 6 月以來，仁達

投資控股集團（上海）有限公司（Reach 
Holding Group（Shanghai）Co.Ltd.）
和 仁 達 航 運 公 司（Reach Shipping 
Lines）幫助停靠中國港口的 IRISL 船

舶提供了港口泊位的服務。仁達航運公

司有意向 IRISL 子公司 HDASCO 銷

售、供應或轉讓了 4 艘大型集裝箱船的

貨物。

除 了 上 述 2 家 中 國 公 司 外， 貫

中 通 運 有 限 公 司（Delight Shipping 
Co.,Ltd.）、凝心貨運有限公司（Gracious 
Shipping Co.Ltd.）Noble Shipping 
Co.Ltd. 和 Supreme Shipping Co.Ltd. 均
被列入制裁實體名單；仁達投資控股首

席執行官（CEO）陳國平（Eric Chen，
Chen Guoping） 和 總 裁 何 羿（Daniel 
Y.He，He Yi）遭制裁。

據指，這 6 家公司私下秘密向伊朗

出售、供應或轉讓與伊朗航運部門有關的

貨物或者服務。聲明也提到，兩家仁達都

有負責協助「伊朗航運」及其子公司避開

美國制裁。根據仁達上海官網顯示，該公

司由國際物流、國際貿易、酒店管理幾大

業務板塊組成，是以航運為主的跨行業、

跨地區的綜合企業集團。

除仁達上海外，其餘 5 家公司都在

香港。根據公司註冊處的資料顯示，仁達

航運（香港）於 2018 年 7 月在香港成

立，公司只有一個董事，就是此次被制裁

的「陳國平」。至於另外 4 家公司，他

們也於 2017 年 8 月在香港成立。

這 4 家公司都只有一個董事，是名

叫「瀋勇」的中國人。據自由亞洲電臺披

露，這 4 家公司在香港公司記錄地址為

觀塘一工業大廠。相關工作人員透露，該

處只屬秘書公司，負責向瀋勇轉答客戶通

知，目前瀋勇身在中國大陸。至於涉事 4
家公司的客戶，是否知曉公司被美制裁，

該工作人員表示「不清楚」。

翻查商業記錄，瀋勇在香港 37 家公

司擔任董事，其登記住址是上海長寧區安

順路一個住宅單位。「瀋勇」擔任董事的

公司「King Power Holdings Limited」，
曾被美國《華爾街日報》（WSJ）調查指，

於 2011 年曾持有 19 艘被美國制裁的香

港貨船。

此次制裁是繼美國總統川普在 2018
年宣布推出伊朗與六個大國達成的 2015
年《伊朗核協議》後的最新一輪行動。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中國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20 日召開記者會，

介紹國產武肺疫苗有關情況。官方表示，

迄今中國約 6 萬人接受測試接種，未來

注射疫苗人群將進一步擴大。

國藥集團黨委書記劉敬楨表示，國藥

集團旗下的中國生物已在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巴林等 10 國進行 3 期試驗，已接種

5 萬多人，樣本量涵蓋 125 國的國籍，他

們分佈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目前都沒有

接到嚴重不良反應的報告。

迄今為止，中國已有約 6 萬人接受

了這 4 個疫苗的測試接種。此前接連傳

出中國有「受試者」在注射疫苗後出現嗜

睡、乏力、頭暈、發燒等症狀，田保國表

示，任何疫苗在研發試驗或上市後發生不

良反應都是有可能發生的，目前接到的報

告都是輕度的，「初步顯示了良好的安全

性」。

不過，「疫苗寶寶之家」維權團體發

起人、河南疫苗受害兒童家屬何方美稍早

曾直言，她最擔心的就是中國疫苗的信息

透明度。

幾乎同一時間，彭博社報導，研發武

肺疫苗之一的中國國藥集團子公司中國生

物技術公司（CNBC），正在與北京政府

協商，計畫讓留學生接種仍在實驗階段的

疫苗。

針對中共官方推出的這一政策，昆士

蘭葛瑞菲斯大學傳染病暨免疫學計畫主任

Nigel McMillan 指出，向非試驗對象注

射仍在實驗中的疫苗帶有風險，「這不但

沒有經過驗證，也不安全。」

就在中國國產疫苗的安全性備受國際

質疑之際，日本共同社 19 日披露，美國

資訊安全公司「CrowdStrike」指出，日

本國內多個組織今年 4 月開始陸續遭受

網絡攻擊，慣用手段是在肺炎相關文件中

暗藏病毒，再經電郵發送出去。而某家掌

握武肺疫苗機密資訊的日本研究機構不僅

傳出遭到網路攻擊，駭客更試圖竊取研究

報告內容。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習近

平「經濟國師」之一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分

校講座教授鄭永年，傳出 18 日向中共中

央委員會、中國國務院教育部、清華大學

發起請願書，籲請將清華大學改名為「習

近平大學」，引發中國民眾「翻牆」討論。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8 月 24 日與 9
名經濟學者進行會議，這也是習的經濟智

囊團隊首度曝光。包括常年在海外任職的

鄭永年、台灣出生的林毅夫、中共經濟體

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清華大學國家

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中共社會科學院世

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等人。

不過，鄭永年隨即被踢爆，在擔任新

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期間，曾性

騷擾 2 名女職員。雖然鄭一概否認相關

指控，但新加坡國立大學方面已證實有兩

起性騷擾舉報，其中一起案件，警方今年

4月 23日曾對鄭永年提出「嚴厲警告」。

而鄭永年這次領銜的請願書，名為《高

舉習近平主義旗幟，引領中國邁向新紀

元》，強調高舉習近平主義旗幟，就必須

將習近平母校清華大學更名為「習近平大

學」，「形成南有中山大學、北有習近平大

學，前有孫中山三民主義、後有共產黨習

近平主義的歷史格局」，並在「習近平大

學」用習近平主義武裝出一批批具有堅定

習近平主義理想的各行各業中國精英。

請願書共同發起人還包括國務院參事

室黨組書記、主任王仲偉，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學校友會會長、上海市政府國家安全

名譽顧問沈根林，以及上海嘉定區南翔鎮

黨委書記嚴健明。不過，這份請願書真偽

仍有待確認。

根據官方說法，習近平在 1978 年取

得清華大學化學系的大學文憑，但當時該

校是中國文革期間的「工農兵大學」，致

使這張文憑受到質疑。

目前針對網傳的「請願書」，許多中

國網友翻牆到「品蔥」發表評論。網友

紛紛表示，「習近平主義都出來了…太假

了」、「聯名請願書變成拍馬屁書」、「既

不『清』也不『華』倒是很『禁評』，習

禁評大學非常貼切」 。

【看中國記者盧乙新綜合報導】10
月 20 日，河南鹿邑縣相關部門通報，19
日，就讀於唐集鄉中心幼兒園、向陽小學

的多名學生在午飯後出現嘔吐不適，事發

後學生們被送往該鄉衛生院就診，初步推

測是食用了被機油汙染的饅頭。

新京報報導，19 日下午 17 時許，鹿

邑縣唐集鄉政府接獲鄉中心校報告，鄉中

心幼兒園及向陽小學的部分學生，自午飯

過後，在下午 16 時左右出現胃部不適，

甚至有部分學生發生嘔吐，被送到了鄉衛

生院就診。

依鹿邑縣相關部門通報表示，事發

後，縣城有關專家就前往唐集鄉衛生院，

針對產生不良反應的學生進行緊急診治。

與此同時，公安、市場監管、教育及衛健

等部門也針對事發原因進行調查。

經查，已經排除人為故意原因，初步

推測事件主因是一家饃店的饅頭在加工的

過程中，遭受機械本身的機油滲漏污染所

致。目前所有涉及食物均於 19 日送往相

關機構進行檢測，詳細情況尚待進一步調

查後確定。

截至 20 日上午 9 時許，26 名在醫院

留院觀察的學生均已出院返校。

【看中國訊】中國縣級城市義烏供應

了全球八成左右的聖誕商品，往年這個時

候正是出口的旺季，今年卻一片慘淡。

工商數據顯示，整個義烏市以聖誕禮

品作為經營品類的公司就超過一千家。從

豪華包裝的聖誕樹，到俏皮活潑的聖誕靴

帽，再到各式各樣的聖誕飾品配件，都會

源源不斷匯入寧波港等港口的巨大集裝

箱，然後通過海運發往全球各地。

商家們說，在正常年份，每年 3、4
月份來自海外的訂單就開始雪片般飛往義

烏，但今年肆虐全球的肺炎疫情徹底打亂

了外貿出口的節奏。由於疫情的緣故，直

到 6 月份聖誕訂單數量才有所回升。義

烏聖誕用品行業協會人士表示，從數據來

看，義烏經營聖誕用品出口的商戶平均減

少的訂單量達到 50%。

中國大陸媒體《商業人物》10 月 19
日刊文，有出口商表示，現在不僅僅是不

景氣的問題。以往多是國內採購商訂購完

成之後，再到海外接洽銷售。但現在採購

商由於簽證辦下不來，出國就成了泡影，

這就變得很麻煩，「有客戶說，過去二十

多年都沒有見過像現在這樣的」。

一位從事相關貿易的商戶表示，「現

在沒有幾個聖誕訂單」，在往年情況好的

時候，能夠發出五、六十萬元的貨，但今

年只能一聲嘆息。

營業面積超過 400 萬平方米，商位

數量達到 7.5 萬個的義烏國際商貿城，已

不復往日的熱鬧景象。有的商家已經無法

再支撐下去了，紛紛貼出轉讓的告示。

這些商鋪和貿易商背後，還有一家家

聖誕用品生產廠家，它們同樣難以倖免。

中國六萬人接種國產疫苗 
現低燒紅腫

疫苗接種示意圖。

美制裁六家涉伊朗中國公司

ZEN Rockland VT20200828.indd   1ZEN Rockland VT20200828.indd   1 27/08/2020   09:5327/08/2020   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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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國師請願 將清華大學
改為「習近平大學」

河南學生疑因污染饅頭中毒嘔吐

瀋勇在上環商廈登記的辦

公室，僅屬共享辦公室。

（RFA）

中國義烏外貿出口商遭遇「聖誕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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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鳳凰金融日前爆發風

險，涉7萬多名投資者、資金
百億元人民幣，中共政協常

委、鳳凰衛視董事長劉長樂

的女婿賀鑫是鳳凰金融實

際控制人，目前投資者們維

權無門。

網絡流傳的鳳凰金融投資

者的維權信寫道：我們是鳳凰金

融平臺網貸產品七萬餘普通出借

人。號稱鳳凰衛視集團成員的鳳

凰金融平臺，自 2014 年上線以

來一直保持運行平穩和良好的聲

譽。廣大出借人基於對鳳凰衛視

品牌的認可和鳳凰金融平穩運營

的信任，不惜投入家庭部分乃至

全部存款。然而，讓我們一直深

信不疑、高度信賴的鳳凰金融，

卻在 2020 年 9 月 11 日發生一系

列讓出借人措手不及的重大變故。

9 月 11 日，鳳凰金融在沒

有任何公告和通知的情況下突然

停止網貸產品，出借人的產品合

同全部都打不開。而此前一個月

還在通過大額紅包等方式大力推

廣網貸。 9 月 30 日，鳳凰金融

在官網更新公告說明，平臺不存

在「爆雷」、「跑路」等情況，

違約原因由於「借款人逾期還

中共政協常委、鳳凰衛視董事長劉長樂。（Getty Images）

款」以及「停止新標撮合」，並

表示「出借用戶會陸續階段性收

到回款」。

截至 10 月 20 日，鳳凰金

融向出借人陸續兌付 1 億余元，

但仍未打消出借人恐慌情緒。日

前，投資者們希望鳳凰金融制定

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化解當前逾

期危機。在社交網絡上，不少投

資者表達了對鳳凰金融「跑路」

的擔憂，而且維權之路也不順利。

公開資料顯示，2014 年 8
月 22 日鳳凰金融在北京註冊成

立，2014 年 12 月 2 日正式上

線運營。 2019 年 5 月 29 日，

財經簡訊

鳳凰金融的運營公司「北京鳳凰

理理它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變更

為「鳳金科技（海口）集團有

限公司」，此後又變更為「鳳新

科技（海口）集團有限公司」，

註冊地址為「海南省海口市濱海

大道 32 號復興城互聯網創新創

業園 E 區 4 層」，實際控制人

是賀鑫，股權占比 71.97%。

大部分投資者仍在焦急等待

當中，由於 P2P 企業只以註冊

地管轄為準，不少投資者致電海

口政府服務熱線。眾多投資者無

奈地對媒體說：「該打的電話都

打了，該給12345留言也留了。

鳳凰金融爆雷 傷7萬人

美資助巴西電信商  
促其避開華為5G設備
【看中國訊】鑒於拉丁美洲

最大經濟體巴西將於明年發展下

一世代電信技術進行招標，為阻

止華為參與巴西 5G 計畫，美國

同意提供巴西電信商財政支援，

讓巴西電信商採購華為的競爭

對手生產的 5G 設備。據路透社

報導，由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

布萊恩（Robert O’Brien）率

領的代表團近日正訪問巴西，

隨團的美國進出口銀行（Export-
Import Bank）10 月 20 日與巴

西簽署總價值 10 億美元融資協

議，該協議包括 5G 電訊在內的

商業合作領域。

數字人民幣試點情況不好  IMF又發警告

我們這些投資者正在收集平臺的

投資記錄和銀行的流水帳單資

料，準備去海口公安局經偵大隊

報案。」

一名網貸行業分析人士透

露：「現在 P2P 出問題基本就是

一夜之間的事情了，現在不是要

不要清退的問題，而是退而不

清、退而難清的問題非常突出。

很多 P2P 老闆在應對清退工作

時，大多數是採取三不政策——

不解釋、不見面、不負責。」

網絡資料顯示，鳳凰金融賀

鑫實際控制人原來是個音樂人，

後來遇到劉長樂女兒就開始學岳

父從商。投資者們沒辦法，現在

只能「喊話」劉長樂。

劉長樂為中共政協常委，

1951 年出生於上海，1996 年創

立鳳凰衛視。多家媒體報導指

出，鳳凰衛視具江澤民派系背

景，劉長樂一直和江澤民、曾慶

紅關係密切，包括夥同曾慶紅之

子曾偉投資臺灣房地產。 2011
年，劉長樂曾為前重慶市委書記

薄熙來「唱紅打黑」大造聲勢，

薄熙來失勢後仍為其「漂白」提

供輿論陣地，一度遭北京當局警

告；而中共「政法王」周永康被

查之初，鳳凰衛視再重蹈覆轍，

嘗試用輿論搭救周永康。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深圳日前發放數字人民幣紅

包，並可以在指定商家消費，但

是情況並不好。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 (IMF)10 月 20 日警告稱，央

行數字貨幣 (CBDC) 技術的採用

可能促進非法資本流動。

深圳市政府近期聯合中國央

行開展了數字人民幣紅包試點。

此次活動準備了 1000 萬元數字

【看中國訊】2020 年胡潤百

富榜 10 月 20 日揭曉，中國電

商巨頭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今

年蟬聯中國首富，騰訊公司董事

會主席馬化騰排名第二。但房地

產大亨恆大集團的許家印和碧桂

園聯席主席楊惠妍的排名都有下

滑，從前五降至第五、六名。

馬雲的財富比 2019 年增長

了 45%，達到 588 億美元，排

名第一。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馬

化騰以 574 億美元的身價位居

第二，漲幅為 50%。

排名第三的是本次百富榜評

比的黑馬、瓶裝水品牌農夫山泉

董事長鐘晱晱，身價 537 億美

元。今年首次上榜就拿到第三名。

根據胡潤百富榜的聲明，中

國的房地產行業上榜人數占比出

現歷年來最大降幅，從去年的

14.8% 下降到 10.6%，自 1999
年以來第一次跌出前兩名，成為

第三大行業。恆大地產集團的許

家印排在第五名，身價 351 億

美元。房地產開發集團碧桂園聯

席主席楊惠妍以 330 億美元的

收入排在第六位，成為本次富豪

榜單上最富有的女性，她的財富

比去年增長了 29%。

在美國制裁的背景下，華

為集團任正非財富縮水 10% 至

190 億元（約合 28 億美元）。

【看中國訊】面對芯片斷供

的恐慌而引起的芯片產業亂象，

北京官方表示，要對目前全國各

地搞芯片的無序狀況進行整頓，

清除大量的龐大的爛尾項目。

據美國之音報導，中國國家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言人孟瑋在

10 月 20 日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

表示，一些沒經驗、沒技術、沒

人才的「三無」企業投身芯片行

業，盲目上項目，低水平重複建

設的風險日益顯現出來。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今年前 9 個月已有 1.3 萬多家中

國企業註冊為半導體公司，為去

年月均的 2 倍。而許多新晶片

商在半導體方面毫無經驗，有的

是海鮮業者（例如：大連晨鑫

網路科技）、有的是汽車零件商

（例如：上海新朋汽車零部件有

限公司）。

根據總部位於上海的私募

股權公司雲岫資本（WinSoul 
Capital）的估計，今年前七個

月，中國半導體行業的總投資額

為 600 億元人民幣，是去年同

期投資額的兩倍多。

投資的大量增加並沒有帶來

相應的回報，而其中帶來的投資

泡沫風險日益加大，引起人們廣

泛的關注。德科碼（南京）半

導體科技有限公司約 30 億美元

的半導體項目在停滯約兩年後，

於今年 7 月宣布破產。

分析人士指出，北京一向把

集中力量辦大事作為它引以為傲

的一項制度優勢，但這種體制往

往會帶來嚴重後果。上世紀 60
年代初，中共發動了全國性的運

動，結果造成一場全國性的大飢

荒，導致 4000 多萬人餓死。

專業人士表示，芯片製造是

一個極為複雜要求極高的工藝，

砸錢是砸不出來的。目前中國芯

片業的亂象不過是全國各地政府

都想通過設立項目而撈取國家投

資，出現巨大的浪費也是這個舉

國制度的內在特徵之一。

中國芯片業爛尾叢生  風險高 

胡潤百富榜：
馬雲蟬聯首富

歐盟再對中國商品 
啟動反傾銷調查

【看中國訊】10 月 21 日，

歐盟官方媒體稱，歐盟已開始對

從中國進口的用於風力渦輪機的

鐵塔展開反傾銷調查。此次調

查是在 European Wind Tower 
Association 提出申訴後展開

的。負責協調 27 個歐盟成員國

貿易政策的歐盟執委會得出結

論，認為有足夠證據表明存在傾

銷，因此啟動反傾銷程序是合理

的。反傾銷調查最長可持續 14
個月，之後歐盟可以徵收關稅，

通常為期五年。歐盟還可以在調

查開始七至八個月後採取臨時措

施。迄今為止，歐盟已啟動 48
項針對鋼鐵的貿易保護調查，其

中 28 項涉及中國產品。

人民幣紅包，向在深圳的 5 萬名

中籤人員發放，每個紅包金額為

200 元。在深圳市行政區域內，

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和第二代

居民身份證預約登記。該紅包於

10 月 12 日 18 時至 10 月 18 日

24 時在深圳市羅湖區轄內已完成

數字人民幣系統改造的商戶消費。

該活動受到一些分析師的讚

賞，但也遭到一些用戶的質疑，

因為人們更喜歡現有的支付方

式，例如，被廣泛使用的支付寶

和微信支付。目前，支付寶及微

信支付佔據中國境內移動支付市

場九成以上份額，相對於中國央

行的數字人民幣，具有多項優勢。

Facebook（臉 書）2019 年

公布了尚未發布的 Libra 穩定幣

後，全球央行開始密切關注自身

的數字貨幣 CBDC。

全日制英語課程

10月24日中午12點和下午3點

信息發佈會

與我們在綫交流

學術用途的語言教育 (LEAP)

Meet us online
Information sessions
Language Education for Academic Purposes (LEAP)
Full-time English program

Oct. 24, noon and 3 p.m.

mru.ca/OpenHouse

10 月 20 日，IMF（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在一份報告中稱，

CBDC 和大型科技公司所發行穩

定幣的經濟和政策影響取決於實

施情況，這一點仍難以預測，大

型經濟體中 CBDC 仍遠未成為現

實，Libra 的命運也不明確。

過去一年 CBDC 項目進度加

快，但大多數仍處於初步階段在

數字貨幣試驗方面，中國一直走

在其它主要經濟體的前面。IMF
稱，若沒有足夠的保障，CBDC
和穩定幣也可能加劇非法流動。

獨立智庫天鈞政經分析認

為，由於大量發行人民幣造成通貨

膨脹，百姓怨聲載道，同時貪腐、

洗錢等問題讓北京當局感到極為

棘手。如果直接廢除現在流通中

的人民幣，處理不好的後果是中

國金融系統的崩潰，最終導致中

共政權的垮臺。用數字人民幣替

換紙幣風險就小得多了。同時，

這也是一次對全民財富的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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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洪濤溺亡後 新上任書記與校長是校友兼同事
【記者苗薇綜合報導】在微

信朋友圈留下絕筆信的成都大學

黨委書記毛洪濤溺亡 3 天後，

成都大學宣布由成都市教育局長

劉強接任黨委書記一職。這是

2015 年 3 月至今 5 年多以來，

成大第四任黨委書記走馬上任。

毛洪濤那封「絕命書」，也掀起

了人們對中國高校腐敗的關注。

據陸媒報導，10 月 19 日上

午，成都大學召開幹部大會，宣

布由市委教育工委書記、市教育

局黨組書記、局長劉強任該大學

黨委書記。

值得關注的是，劉強與成都

大學校長王清遠均曾在成都科

技大學就讀，分別於 1989 年和

1991 年畢業。且兩人畢業後均

留校工作。劉強畢業後在 1989
年至 1999 年間先後擔任水利系

政治輔導員、校團委書記、四川

大學（原成都科技大學與原四

川大學合併）校團委副書記、

黨支部書記，王清遠畢業後留校

任教至 1995 年。

成大原黨委書記毛洪濤 15
日發布一封言辭激烈的絕筆信

後，以慘烈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

命。 10 月 16 日，毛洪濤遺體

在家附近的河道中被找到，證實

是溺水身亡。

毛洪濤的死引發輿論嘩然，

也將校長與書記之爭這個話題帶

上了熱搜。相關話題閱讀量接近

10 億，大量網友要求成都大學

徹底調查此事。

毛洪濤在朋友圈曝光的成

都大學校長王清遠，指其是個

小人、偽君子、「披著學者的外

衣，滿心名利追逐；在成都大學

建立起利益集團和獨立王國」，

還稱王清遠「連續擠壓三任黨委

書記，而我是被害最深當然也是

最強烈的。一年多來，本人受到

的傷害和不公，今生極致」。

據瞭解，2015 年至今，成

都大學經歷了三任黨委書記，而

2014 年擔任校長的王清遠，就

是毛洪濤在絕筆信中所說的上任

趕走了三任書記。

近期多名高校書記校長被

查，據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10 月 19 日發布，今年內已有

28 名高校（大專院校）廳局級

以上官員被查處，其中校長、院

長與黨委書記超過 7 成，包括

北方工業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

丁輝，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校長夏

建國，廣西中醫藥大學黨委副書

記、校長唐農等。

宋祖英、夢鴿和彭麗媛的故事兩大黨媒同時換社長
【看中國訊】中共第十九屆

五中全會，即將在 10 月 26 日

於北京召開，北京政壇風聲鶴

唳，權鬥動作頻頻，為持續把持

黨政權位，習近平連續發布人事

令，官場調動頻繁，最新人事調

整是中國平面媒體的兩大黨媒，

新華社、人民日報社長同時異

動。

10 月 20 日，人民日報社、

新華社官網上的「領導介紹」一

欄，同時更新了領導人名單。庹

震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總編輯，

何平出任新華社社長、黨組書記

兼總編輯。

庹震被指是中共當局打壓

媒體新聞自由的標竿人物。庹

震任廣東省宣傳部部長期間，

2013 年 1 月曾把自由派媒體《南

方周末》的新年獻詞〈中國夢、

憲政夢〉，篡改為〈我們比任何

時候都更接近夢想〉，並強製出

版。 50 餘名編輯記者聯署發表

公開信進行抗議，引發海內外密

切關注。香港《南華早報》稱之

為「2013 年第一起重大政治醜

聞」。

但《南方周末》事件後，廣

東進一步收緊輿論自由，並對

「南方系」進行改組，管理層多

人被更換。庹震仕途還直線上

升。 2015 年 6 月他升任中宣部

副部長，2018 年 4 月改任人民

日報社總編輯。英國 BBC 等多

家外媒指，庹震是因為整肅大膽

敢言的南方報系而獲重用。

現年 63 歲的何平，一直在

新華社工作，2020 年 10 月任

新華社社長、黨組書記兼總編

輯。

65 歲的蔡名照，一直以來

被貪腐等醜聞纏身。有海外媒體

披露，蔡名照本是宣傳系統中的

令計劃朋黨大員。蔡名照還被指

涉嫌參與周永康、薄熙來等「新

四人幫」的政變。外傳他將前往

全國政協擔任專委會副主任委

員。

目前，官方並未提到更換社

長的理由。但外界認為，兩大黨

媒突然更換社長，釋放出五中全

會人事卡位戰已經開始的信號。

【看中國記者朱莉、林中宇

採訪報導】有熟悉中共軍隊高層

的知情人 Z 先生，近日向《看中

國》證實江澤民與宋祖英之間淫

亂關係。並爆料中共軍中三個最

為知名的女人，宋祖英、夢鴿和

彭麗媛之間的微妙關係。

據 Z 先生說，江澤民和宋

祖英的關係是真的，江澤民多次

視察海政歌舞團，作為一個國家

領導人，經常去一個這樣的單

位，當時就被認為反常。

Z 先生透露，宋祖英雖然在

海政歌舞團上班，但人住在總政

大院，宋祖英在歌舞團生活比較

單調，原本經常到單位食堂打

飯。但她和江澤民有了關係後，

在食堂就看不見她了。等江澤民

退下來之後，發現宋祖英又開始

去食堂打飯。

當時彭麗媛、夢鴿和宋祖英

一起住。宋祖英得勢之後，就能

經常看到宋祖英非常囂張跋扈，

因為宋祖英的弟弟有智力方面的

疾病，在整個大院裡面，人們經

常會看到她帶著她弟弟去食堂打

飯。因為她弟弟有殘疾，所以會

有一些風言風語，宋祖英知道這

些流言之後都會大為光火。她處

事比較高調，因為有強勢的背景

為她撐腰，她會刻意的帶她弟弟

出來，有點像是宣示主權，這樣

其實就是引起更多人的不滿，包

括她當時的同事，比如夢鴿、彭

麗媛，都是不滿的。

風水輪流轉，等到江澤民跟

胡錦濤政權移交之後，就能明顯

地看到宋祖英沒有之前那麼跋扈

了。然後為人處事方面也非常的

低調。因為這個原因，很多人，

大院裡的子弟，認為江澤民跟宋

祖英的關係應該是存在的。

談到夢鴿、宋祖英、彭麗

媛，Z 先生說，她們互相有競爭

關係，三個人都是草根出身，都

是自己一點一點爬上去的。她們

之間第一是競爭，第二就是互相

之間都看不上。

夢鴿作為總政的當紅明星，

在軍隊也有一定的地位。她比較

瞧不上攀附領導上位的人。當

然，她也是這樣上位的，她本是

李雙江的學生，後來成了夫妻。

夢鴿和李雙江是江派，江澤

民非常喜歡李雙江，李雙江真正

得勢就是在江澤民執政時期。

Z 先生說，彭麗媛跟夢鴿是

有仇怨的，2008 年左右，央視

搞「改革開放 30 週年」、活動

期間，這是中共非常重視的央

視晚會，有一首歌本來是彭麗

媛主唱的，就是〈在希望的田野

上〉，當時彭麗媛也是很有勢力

的，在軍中，她的勢力在地方。

在北京呢，她的影響力不是那麼

的大。這個源於她跟習近平的關

係。但到後來，在這個晚會上，

並不是彭麗媛演唱，是夢鴿，因

為這個，她們倆結下梁子了。

〈在希望的田野上〉本來是彭麗

媛的主打歌，彭麗媛對此不服

氣。

港媒《爭鳴》雜誌曾披露彭

麗媛早年拒向江澤民「獻藝」的

內幕。 2000 年春天，軍方藝術

學院四十院慶時，計畫搞一個

非公開的向江「獻藝」演唱會。

學院領導委託李雙江請彭麗媛

到場，彭以「不是那裡畢業出來

的」為由拒絕。此舉讓李十分尷

尬，也讓江大為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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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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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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出鏡的中共高層名單，

包含中共全部七名常委以及中共

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等高層官員。

有分析者認為，王岐山與習近平

同框亮相，呈現了習近平的澄清

之意，預示著王岐山暫時安全。

但也有媒體注意到，官媒新

華社報導該事件中刊登了三張照

片，均顯示七常委的視線不是看

著習近平，就是往習近平指著的

方向看。唯獨王岐山的視線，是

在看別的地方。

作為最高一級黨媒新華社的

重磅報導，大版面配圖非常講

究，通常是精心安排、充滿政治

考量的。三張照片，習王的視線

都不一致，允許這樣的圖片出

爐，是否暗含批判王岐山跟黨中

央「不一致」的寓意？

王岐山在習近平的第一任期

幫助習近平打虎，掃清政敵，差

點逼近江澤民和曾慶紅這兩個江

派總後臺，但在十九大上卻突然

收兵退位，之後擔任中共國家副

主席，號稱「第八常委」，但並

無實權。

在將於 10 月 26 日至 29 日

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

會之前，中南海氣氛明顯弔詭。

有海外黨媒之稱的《多維新

聞》日前刊發題為「在五中全會

上崛起與隕落的眾多中共大佬」

一文，盤點中共內鬥中，在五中

全會上下臺的大佬級人物，稱五

中全會一向是人事安排的一個重

要窗口，歷史上至少有 8 次涉

及人事調整，改變了許多中共大

佬的命運。比如毛澤東首次成為

政治局委員，華國鋒失勢，鄧小

平退休，江澤民接班，陳希同下

臺，和習近平成為接班人等都發

生在五中全會。

時評人士陳破空分析說，

《多維》的文章可能暗指五中全

會有人落馬，可能是指向王岐

山。任志強被重判後又被官媒揪

出來反覆抹黑痛批，比如有王岐

山大管家之稱的董宏突然落馬，

王岐山在金融領域的親信、前湖

北省委書記蔣超良被撤職後至今

下落不明，而與王岐山關係密切

的《財新》雜誌創辦人胡舒立，

也因揭露疫情真相被審查、警告

等，都可視為王岐山瀕危的信

號。

不過，也有海外華文媒體分

析，中南海內部的形勢也在急劇

變化。此次美國大選中，江澤

民、曾慶紅集團出手，提供拜登

醜聞的實據以及習王海外資產清

單等系列行動，或會令深陷離間

計中的習近平驚醒。

另外，據官媒報導，此系列

照片的背景是，在北京的中國人

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習近平再

次高調提所謂抗美援朝精神。

習稱，抗美援朝「為世界和平和

人類進步事業作出巨大貢獻」，

「是正義的勝利、和平的勝利、

人民的勝利」，云云。

但法廣刊文指出，朝鮮戰爭

不是「美帝國主義發動的」，而

是金正恩的爺爺金日成精心策劃

的，因此，朝鮮戰爭不是中朝人

民的「反侵略戰爭」，而是在斯

大林指揮下，北京全面參與的金

日成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共一直

宣稱，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偉

大勝利，但實際上，戰爭的結果

是恢復到戰前的狀態，而中國卻

為此付出了慘重的傷亡代價。

與習同框亮相 王岐山前景撲朔迷離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與另外 6名政治常委和號
稱「第八常委」的國家副

主席王岐山等人，10月
19日共同參觀了「抗美援
朝」70週年特展。王岐
山近期被傳境況不妙，五

中全會可能下臺，此次與

習近平同時現身，疑有對

外表態之意，但照片角度

蹊蹺，顯得習王關係更加

撲朔迷離。

王岐山與習近平同框亮相。（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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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蘋果日報》報導，譚

文豪在接受訪問時指，港龍為

國泰的全資附屬公司，按國際

慣例，停運後航權理應可以交

給母公司或姐妹公司，但現時

港龍的航權需交還給政府，不

符合國際慣例。他又指，數月

前港龍有意將航權交給國泰或

香港快運，惟遭中國民航局阻

撓，不知目前問題有無解決。

早前一直有傳國泰航空擬

將旗下三間航空公司（國泰、

港龍、香港快運）合併，並且

看中國記者李松兒綜合報導

國泰航空今日（21日）
落實大裁員，旗下全資附屬的

港龍航空即時停運，由香港

快運營運港龍大部份航線。

港龍牌照取消後，航權需交

還給港府，被指不符合國際

慣例。

國泰大裁員 港龍牌照交還港府

取消港龍。 5 月路透社曾引述

消息指，中國民航局把合併行

為視為航點、航班擴張，又指

由於去年的反送中運動，或會

阻撓相關合併計劃。

譚批評中國民航局以航空

安全為理由限制國泰航權。他

說，反送中運動時大陸方面做

了很多頻密的突擊檢查，有些

檢查甚至不合理。至於港府會

否將航權分發出去，他預計或

有機會分配予最近新成立的公

司，如深圳東海航空董事長黃

楚標旗下的「大灣區航空」或會

分一杯羹。他補充說，是否會

這樣，很快就見分曉。

譚文豪又指，去年國泰航

空決定購買廉航香港快運時，

已經令港龍處於十分尷尬的位

置，當時已預計國泰要廉航不

要港龍。

香港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

究中心高級顧問羅祥國表示，

航空公司覺得結束營運時，航

權一般來說會交還給民航處及

運輸及房屋局，再於適當時機

開放給本地註冊的航空公司申

請航權，即使為母公司全資擁

有，結束營運後子公司的航權

申請亦須得到政府批准。但現

在交還港府，屆時得到牌照的

深圳大灣區航空亦可申請。

國泰除了停運港龍外，亦

中國外交官毆打台灣駐斐濟人員
【看中國記者盧乙新

綜合報導】台灣駐斐濟代

表處日前舉行雙十國慶活

動時，兩名中國駐斐濟外交

官竟闖入並動手打人。台灣

外交部已向警方立案，考慮

提告。

《亞太報告》（Asia Pacific 
Report）19 日 報 導 稱，10 月

8 日晚上，在斐濟首都蘇瓦

（Suva）太平洋酒店慶祝國慶日

會場上，2 名中國駐蘇瓦大使

館的外交官闖入會場針對外交

使團、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

和斐濟華人社區成員等人拍照。

台方人員請他們離開後，

2 人又回來故意推擠、衝撞、挑

釁，隨後兩方人員發生嚴重的

肢體衝突，其中一名台方人員

更被中方人員毆打致腦震盪。

該事件曝光後，中華民國

外交部 19 日向外界披露，陸方

人員後來遭斐濟警方強制帶離

現場，但反向警方誣賴謊稱是

陸方人員遭台方人員攻擊，企

圖顛倒是非，混淆視聽。

中央社引述台灣外交部發

言人歐江安表示，「外交部對中

國駐斐濟大使館人員嚴重違反

法治與文明規範的行為，予以

強烈譴責。」

外交部強調，事情發生

後，已在第一時間慰問受傷的

台灣駐處人員，並請駐處立即

向斐濟外交部及警政署提具人

證及物證，釐清事實。台方並

即向斐濟外交部表達對大陸大

使館最嚴正的抗議。

外交部 20 日下午針對斐濟

案件後續處理發布說明表示，

本案自始，我（台灣）方即向

斐濟警政署完整說明案發經過

並且要求處理，同時向斐濟外

交部提出了節略，對中方的舉

港金管局要求銀行
舉報涉國安法客戶

【看中國訊】《港區國安法》

實施後，香港金融管理局（金

管局）9 月更新了銀行公會撰寫

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指引，指銀行在「知道」或「懷

疑」客戶涉違反國安法時，都必

須即時向警方及海關組成的「聯

合財富情報組」（JFIU）報告。

綜合《信報》、《明報》報

導，金管局更新由當局提供意

見、銀行公會撰寫的《反洗錢與

恐佈主義指引》常見問答，加入

國安法相關的內容。文件指，如

果銀行「知道或懷疑」（knows 
or suspects）客戶違反國安法，

要即時向「聯合財富情報組」上

報，做法與過往提交客戶涉嫌洗

黑錢、可疑交易或與恐怖主義有

關的報告相同。

此外，國安法賦權警方在特

殊情況下要求銀行凍結涉嫌犯例

人士戶口。文件指，《港區國安

法》條文表明，警方毋須搜查令

也可向銀行索取涉嫌違反國安法

的客戶資料，只需由警務處助理

處長或更高職級人士授權即可。

《信報》引述銀行界反映，根本

沒有足夠資料追查客戶是否違反

國安法，未來有可能在未有足夠

證據下仍先提交報告，最終造成

濫報。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銀

行為符合最新規定和免於被起

訴，會以最寬鬆的定義來決定是

否需要匯報。報導引述一名香港

國際銀行的合規部主管表示，一

旦客戶被親北京人士高調指控違

反《港區國安法》，銀行將有義

務作基本調查，即使未能確認客

戶是否有問題，「舉報總比不舉

報安全」。

台灣中天新聞台執照將到期
【看中國訊】被外界

譽為是親共「紅媒」的台灣

中天新聞台執照 1 2月中到
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將於26日召開換
照聽證會，外界關注中天能

否被換照。

中央社報導，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NCC）預計在 10 月

26 日召開中天新聞台換照案聽

證會，由於是首次舉行聽證會，

備受外界關注，聽證會主持人

公告由 NCC 委員林麗雲、王維

菁、蕭祈宏擔任。

另外，NCC 也將邀請神旺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蔡衍明

親自出席聽證會。

上週前總統馬英九以「政府

打壓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出面呼籲不要將中天撤照。但

知名律師黃帝穎 20 日直言，

「如果一個新聞台以高達近九成

的新聞比例，吹捧特定政治人

物，這種新聞台絕對無法在任

何民主國家存在。」

他引用 2019 年 NCC 觀測

報告顯示，中天出現韓國瑜的時

間比例，將近九成。「這種用近

九成比例新聞吹捧特定政治人物

的行徑，毫無最基本的平衡報導

與新聞專業倫理，最多放在宗教

頻道，而沒資格稱為『新聞』！」

黃帝穎直言，若有某新聞

台已高達九成的新聞比例吹捧

蔡英文，國際會如何評價台

灣？「不論以九成新聞吹捧的

是蔡英文或韓國瑜，都沒資格

稱為新聞台。」

行政院長蘇貞昌 20 日上午

赴立法院進行施政總質詢，被媒

體問及中天換照一事時說，十年

前馬政府執政時，曾撤照、停播

年代綜合台，「當時不知道他們

有沒有干預 NCC，是不是有干

預、有經驗，以為現在我也會干

措表達嚴正抗議，同時要求斐

方秉公處理。

外交部說，中方滋擾引發

了國際爭議，斐濟外交部積極

地介入處理，針對斐國外交部

公正處理本次爭議事件，以確

保台灣駐館的權益，外交部

則表示尊重。外交部還提到，

斐濟政府已承諾將派員協助我

（台灣）國駐館後續公開活動，

避免再次發生滋擾。外交部對

此表示感謝。

斐濟是台灣駐外重要辦事

處之一、漁業資源豐富，很多

漁民都會前往相關海域，雖然

在中國當局的壓力下，去年斐

濟降低台灣外館層級，但近來

新任代表黎倩儀努力地經營，

雙方關係有所改善，再加上外

交事件本就應該優先以外交方

式解決，才會沒有在第一時間

公開此案。

國泰旗下港航宣布停運。（Getty Images）

取消 8,500 個職位，包括裁員

本 港 的 5,300 名 員 工， 當 中

2,000 人來自空中服務員。在

機場出入的國泰空姐對於大裁

員，均搖頭不語，拒絕回應或

表態。

中午，國泰空中服務員工

會主席王思敏在國泰城外表

示，國泰管理層交代有 2,000
位機艙服務員離開；工會對此

決定表示相當失望，因為公司

並未採納工會早前提出的節流

計劃。

有傳言指未被裁員的員工

須簽署新合約，或要減薪，工

會指將再約見管理層商討留任

員工新合約的事宜。她說，目

前須視乎同事意願才決定下一

步行動，相信大家這一刻都很

傷感，熟悉的同事離開，首要

的是妥善安撫他們，「員工士氣

低落了一段日子，目前情況相

當差」。

 雙十國慶現場。（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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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也有辦法干預？」

蘇貞昌強調，行政院尊重

專業、獨立的 NCC，現在中天

執照不是撤照、是到期，是決

定是否延期，這是 NCC 職權、

審理，也是法令關定，現在也

在進行審查，行政院尊重、也

不會介入。

此外，去年發起「反紅媒大

遊行」的網路紅人「館長」陳之

漢，近日在臉書發起：「你如果

支持關中天，請給本文一個讚，

讓台灣的政治人物看看」。目

前該活動已獲得 18 萬多個讚，

5000 多條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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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 
停辦黃金護照

10 月 14 日上午 10 時，托

福官方開放了 2021 年的首波考

試報名，全年共開放了 53 個考

試日期。不料，考試名額剛剛開

放 5 分鐘後，北京和上海考區 1
月到 8 月的名額就被搶光，讓

許多人相當震驚。有媒體形容激

烈程度完全不輸「03 年中國大

媽瘋搶黃金」。

相關消息得到美國教育考試

中心（ETS）證實，ETS 中國公

關事務的一名工作人員表示，北

京、上海的考位現在已無法註冊。

有從事托福考試培訓的教師

表示，「5 分鐘內北上考位搶空」

的現象，往年並不常見：「通常情

況下，學生考出理想的托福成績

需要經歷 3-8 次考試。 2020 年

上半年，托福處於停考狀態，不

少學生錯過了 2020 年上半年考

試，因此可能想在 2021年多報

幾場。往年最多是在開放當天，

1、2月的名額會被『秒空』，這

種全年搶空的現象不常見。」

對於托福考試名額秒空的現

象，不少網友看後感嘆「國內媒

體把美國黑得體無完膚，托福考

位還是 5 分鐘就被搶光」、「身

體最誠實」、「出心似箭」、「再

不跑，來不及了」……

北京當局對疫情的隱瞞，以

及強推「港版國安法」、加強在

南海、臺海、東海的軍事挑釁等

一系列行徑，令美中關係急劇惡

化，西方民主國家也開始對北京

當局實行圍堵策略。

今年 5 月，美國總統川普

決定，為保障國家安全，美國從

6 月 1 日開始暫停和限制頒發跟

中共發展軍事相關的 F 和 J 簽

證。

隨後，不少在美就讀的中國

留學生簽證被取消。美國國務院

發言人 9 月 9 日表示，有 1000
多個中國公民的簽證被吊銷，根

據第 10043 號總統公告，這些

簽證被判定為不符合簽證條件。

與此同時，至少 50 名持有

留美學生簽證的中國大陸學生也

收到美國駐華大使館、領事館的

電子郵件通知，他們的簽證已被

取消。

另一方面，美國領事館批准

的中國學生簽證的數量也大幅下

減。今年 7 月，美國駐華大使

館、駐上海領事館、駐廣州領

事館，僅批准了 4 個學生簽證

（F-1 Visa）；而美國駐香港、臺

灣的外交機構，共計批准了近千

個學生簽證。

京滬托福考位瞬間搶光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

綜合報導】托福考試是赴美

留學的第一步。近日，美國

教育考試中心開放了2021
年的托福考試名額，北京和

上海考區的名額瞬間被搶

光，令外界震驚。網民紛紛

嘲諷：「反美是工作，留美

是生活。」

中國高中學生（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海外媒體報導，深圳市應急

管理局日前發布〈深圳市家庭應

急物資儲備建議清單〉，分為

「基礎版」以及「擴充版」，分

別從應急物品、應急工具、應急

藥具，食品和生活用品等。對常

見災害和適用所有災種列出所需

物品。對此，中國網民感到驚

訝，聯想會有戰爭發生。

北京當局近期加緊在臺灣周

邊的軍事活動。今年前 9 個月，

北京當局就對臺灣的防空識別

區出動戰機 1710 架次，進行空

中侵擾，並實施 1029 次海上侵

擾。 10 月 13 日上午，習近平

到潮汕地區的海軍陸戰隊某機關

視察，要求「把全部心思和精力

放在備戰打仗上，保持高度戒備

狀態」。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王軍濤表

示，習近平現在國內壓力比較

大，所以他有意轉移矛盾，讓焦

點轉向臺灣。

前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校參謀

姚誠，上月底在接受外媒採訪時

表示，中共喊著打臺灣是一個假

象，根本打不了臺灣。習近平一

個人在那裡走夜路吹口哨，自己

給自己壯膽。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合報導】

山東青島近期突爆武漢肺炎病例

後，當局緊急啟動全市核酸檢測

篩查，截至發稿，已完成 1089
萬 9145 份核酸樣本檢測，結果

均為陰性。專家質疑稱，這麼多

檢驗竟全是陰性，怎麼可能？

10 月 19 日下午，名為財經

冷眼的推特網友發文稱，青島情

況不簡單，投資 15.8 億元，開

建 180 畝的青島版「雷神山」醫

院，更加啟人疑竇。

對此，臺灣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17 日表

示，青島上千萬份檢測結果全是

陰性，是不可能的。檢測試劑一

定有「偽陰性和偽陽性」。

有陸續收到檢測結果的青島

市民表示，他們收到的檢測信息

對不上號，「13 號採的樣！為啥

顯示 12 號檢測的？」

熟悉北京政情的時政評論人

士鄭中原分析說，青島這次疫情

十一長假前已爆發，又公開提出

要保北京，還處理了青島衛健委

主任，明顯事情很大。但目前一

是全城普查皆陰性，這是政治性

清零；二是最新數據又顯示全國

新增病例均為境外輸入，符合北

京一貫的甩鍋手法。

美國主流媒體與北京有何利益關係？

深圳倡議民眾應急引猜測青島建「雷神山」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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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島國塞

浦路斯近日宣布，將從 11 月 1
日起停辦投資移民的「黃金護

照」，有人認為這是阻斷了中國

權貴的移民之路。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塞浦

路斯從 2013 年起推出以投資為

前提的「黃金護照」。近年來有

500 名中國富商以這種方式取得

塞浦路斯的護照，其中包括亞洲

女首富、碧桂園的楊惠妍等人。

從 2017 至 2019 年期間，

塞浦路斯向全球發放的 1400 本

「黃金護照」中，有一些是來自

俄羅斯、中國等國的高風險人

士，甚至有罪犯。塞浦路斯政府

近日在推特上也坦承，投資移民

的政策存在弱點，並有被濫用的

嫌疑。

【看中國訊】最近有資安公

司點名 7 款手机瀏覽器容易遭

遇「假網址」的攻擊，欠缺防衛

機制。「假網址」的攻擊手法，

一般是透過 JavaScript 趁虛而

入，在打亂瀏覽器讀取頁面、刷

新網址列的時間裡，藉此讓釣魚

網站出現合法網址。

例如用戶可能會在手機上收

到一則附有連結的簡訊，告知付

款有問題、請盡快查看。而用戶

在點擊後檢查網址，或許也覺得

跟知名付費平台 PayPal 相同，

也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英文字母

變形，混充在網址中，但卻可能

屬於釣魚網頁，想藉此騙取用戶

的帳號資料。

這幾款有漏洞的瀏覽器包

含 了 Safari、Opera Touch、
Opera Mini、Bolt、RITS、UC 
Browser、Yandex Browser。

目 前 Safari、Opera、Bolt
皆已推出版本更新修補檔案，建

議使用者盡快更新，確保安全。

其餘 App 則尚未推出更新檔，

仍存在被攻擊的風險。

7款易中 
「假網址」釣魚 
 的手機瀏覽器

【看中國記者陶子豐報導】

長期以來，美國幾家主流媒體集

團都不敢如實報導與北京有關

的新聞，這是為甚麼？美國媒

體 The Federalist 發表的一篇文

章，披露了數家主流媒體與中資

公司之間的利益關係。

1.《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墨西哥億萬富翁卡洛斯 · 斯
利姆（Carlos Slim）擁有《紐約

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17.4% 的股份。 2009 年，斯利

姆為《紐約時報》的母公司「紐

約時報公司」提供了 2.5 億美元

的貸款。

斯利姆與北京控制下的中

資公司保持著經常性的業務往

來。 2017 年，斯利姆的巨人汽

車（Giant Motors）與中國的江

淮汽車（JAC Motors）合資，

在墨西哥製造汽車，銷往拉丁美

洲市場。

2.《華 盛 頓 郵 報》（The 
Washington Post）

2013 年，亞馬遜首席執行

官億萬富翁貝佐斯，以 2.5 億美

元收購了《華盛頓郵報》。貝佐

斯與中國業務市場有直接聯繫。

亞馬遜包括 Amazon Echo 和

Kindle 電子閱讀器在內的最受

歡迎的產品，幾乎全部在中國工

廠生產。

3.CNN
CNN 由華納媒體擁有和營

運。 2013 年 6 月，華納媒體宣

布與一家中方投資基金建立了

5000 萬美元的合作夥伴關係。

這筆資金將直接投資於中國傳媒

資本有限公司（CMC）。這是

一家由北京當局直接監控的媒體

公司，這意味著華納媒體在中國

的投資將直接接受北京對媒體的

審查和管控，按其要求進行宣

傳。

4.MSNBC& 美國全國廣播

公司（NBC）

NBC 新聞均由 NBC 環球

經營。 2010 年 11 月，NBC 與

中國官媒新華社簽署了一項協

議，以建立國際廣播新聞業務合

作。

根據《好萊塢報導》，CMC 
Capital Partners，這家由中共

投資和監控的北京投資集團，獲

得了 NBC 環球東方夢工廠的全

部所有權。NBC 環球以高達 38
億美元的價格獲得了 45% 的股

份。

5. 美國廣播公司（ABC）

美國廣播公司與北京之間最

明顯的業務聯繫，是通過與迪士

尼和 ESPN 的合資。

2009 年 11 月，北京當局

批准了在上海建立迪士尼世界

主題公園的計畫。該項目耗資

約 3.6 萬億美元，項目完工後，

迪士尼僅保留了 43% 的股權，

而北京當局控制的上海申迪集團

則獲得了其餘的 57% 的股權。

ESPN 是美國廣播公司的另一實

體，於 2019 年 10 月被北京當

局競標獲得。 
6. 彭博社（Bloomberg）
前紐約市長邁克爾 · 彭博和

他的公司彭博社（Bloomberg 
LP），在中國進行了大量投資。

彭博社通過在美國債券市場融資

為中國公司送去大量的美元外

匯。彭博社為 364 家中國公司

提供支持，並幫助他們發行了大

約 1500 億美元的債券。這其中

的 159 個公司直接由北京當局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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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昭

作為在野的民主黨，10 月

未到，就先發制人，炮火連天。

先是策反被川普解職的博爾頓，

以及川普親侄女出書爆料，讓川

普後院起火。 9 月 28 日《紐約

時報》爆出猛料，川普在 2017
年前的 15 年之中，有 10 年根

本沒有繳納任何所得稅。 2016
與 2017 兩年，繳納的所得稅僅

有 750 美金。在 9 月 29 日，辯

論開始前幾個小時，拜登發布了

他的 2019 年納稅申報表，拜登

去年繳納了近 28.8 萬美元的聯

邦所得稅。民主黨如此激烈的跑

火，注定使十月驚奇更加不同尋

常。說曹操，曹操到。有利於川

普陣營的消息開始爆出。

一是川普在 10 月 1 日感染

新冠病毒，住院三天後，6 日康

復出院。川普成了支持者眼裡的

抗疫英雄。

二 是 10 月 6 日， 美 國 國

家情報總監拉特克利夫解密了

1000 頁關於「通俄門」相關秘

密文件。解密的記錄顯示，在

奧巴馬政府後期擔任中情局負

責人的布倫南曾經向奧巴馬匯

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的

「計畫」，即指責川普「勾結俄

羅斯」敗壞川普的聲譽，以便在

2016 年總統選舉前「轉移公眾

對她用私人電郵問題的關注」。

幾天後，聯邦調查局宣布展開所

謂的「交火颶風」調查，就是所

謂的川普「通俄門」調查。而時

任副總統拜登對「通俄門」是完

全知情的，他當時就在橢圓辦公

室會議現場。

三是，距離美國大選還有

24 天之際，國務卿蓬佩奧在川

普罕見批評和壓力下，公布了前

國務卿希拉里刪掉的三萬多份電

子郵件。川普陣營認為，這些在

2016 年大選時被曝光被希拉里

刪除的郵件將會把希拉里送上法

庭。

四是《紐約郵報》10 月 14
日爆出消息：從一個被送修的筆

記本電腦中獲得的郵件記錄顯

示，拜登的兒子亨特 2015 年邀

請烏克蘭天然氣公司布瑞斯瑪的

高管到華盛頓，認識了自己的父

親、當時擔任美國副總統的拜

登。亨特當時在布瑞斯瑪董事會

任職，據報薪水每月五萬美元。

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拜登就向

烏克蘭政府官員施壓，要求解雇

調查布瑞斯瑪的檢察官肖金。

2014年5月的另一封郵件顯示，

布瑞斯瑪的高官還要求拜登之子

亨特利用政治影響力來幫助公

司。

五是，10 月 16 日，拜登之

子亨特遭前合夥人揭露曾經利用

其父在美國政府的職務來為中共

政府客戶與投資者提供便利。

相關電子郵件由美國右翼媒體

《Breitbart》公開，在一份 2011
年 11 月 5 日的一封電子郵件

中，亨特與商業夥伴討論了與中

方政商代表發展關係的方式，並

利用亨特父親的副總統職務關係

展開交易，作為「推動中（共）

國軟外交的新舉措」的一部分。

無論支持還是反對川普，但

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川普是美國歷

史上一位特立獨行的總統。

我認為，他有十個令人想不

到的地方：

第一，川普上臺後，竟然逐

步兌現競選承諾，顛覆了人們對

美國政治人物、對美國大選的傳

統認知。

第二，川普收緊移民政策，

甚至建牆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

第三，川普不畏懼戴上種族

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的帽子，對

暴力活動毫不退讓。疫情之下，

非裔美國人弗洛伊德之死引發全

美示威抗議，發展成種族暴力衝

突，見證了美國「黑人的命也是

命」運動的全面回歸，並且這次

回歸夾雜著更多的暴力，波及面

更廣。川普威脅如果各州不能平

息示威，將動用軍隊「平暴」。

第四，川普把「美國第一」

發揮到極致，揮舞關稅大棒打向

中國、甚至盟友，絲毫不講情

面。

第五，川普上臺就把矛頭對

準經濟全球化（編註：其實是對

美國不公的「經濟全球化」），接

連退群，倒逼國際秩序重構。

第六，川普將中共看得一清

二楚，視中共為最大威脅、定位

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他對中共

的打擊可謂一刀緊似一刀，一刀

狠似一刀。

第七，川普這個被美國政治

精英所排擠的非傳統政治人物，

竟然在很短的時間裏成為共和黨

的共主，得到共和黨大佬和議員

一邊倒支持。

第八，川普能夠抗住美國

民主黨「精英」、主流媒體的一

次又一次聯合進攻，從「通俄

門」、「彈劾門」中脫身，面對

抗疫不力的批評聲浪也無所懼，

依然我行我素。

第九，川普口無遮攔在人們

眼中實為大逆不道，為美國精英

階層不能接受，為西方主流媒體

不能接受，但是民意支持率一直

居高不下。

第十，川普身體真的很好，

74 歲其精力超過年輕人，思維

敏捷，居然還跟新冠病毒過招，

戰而勝之。

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川

普？

造成美國社會分裂的種種

矛盾，看似孤立、偶然，實際

上是國際大環境和美國發展大

週期之末的必然。對於川普總

統的出現，經濟學家文貫中見

解獨到，洞若觀火。他認為，

「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

在過去的三年裡，川普本人扮

演了在世界經濟中重新洗牌者

的角色。當歷史洪流轉向時，

它是無情的。命運的安排，

使川普成了第一個戳破「皇帝

新衣」的總統。他攪亂了歲月

靜好，犯了眾怒，成了眾矢之

的。川普是在當前美國面臨轉

折這個非常時期的洗牌者。如

果繼續連任，他將繼續洗牌，

為即將到來的轉折鋪路。

十月驚奇 川普是洗牌者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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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騰訊網 10 月 10 日文章報導，前

鳳凰衛視記者張真瑜在接受《看中國》訪

問時，暢談他所認識的《環球時報》總編

輯胡錫進。筆者查看發現，騰訊網援引

的《看中國》報導內容，經過審稿人員過

濾，刪除了涉及中共體制的字句，但卻

通過改寫原文狠批了胡錫進，順便也捎

上了司馬南。

例如：騰訊文章說，張真瑜認為胡

錫進在體制中迷失了，人性變得扭曲：

「他一直在洗地，而且這種洗地有的時候

是要打臉的，它的變化性很大，根據需

要，一時反美一時挺美，猶如牆頭草，

今天說這一套話，明天又得反著說，作

為一個正常的媒體人來說，它的難度

肯定是比較大的。所以民間稱之為「叼

盤」。

《看中國》報導的原文則是：「他（胡

錫進）作為一個黨媒的記者，他一直是

為黨洗地，而且這種洗地有的時候是要打

臉的，因為共產黨的整個政策是前後不一

致的，它的變化性很大，這個對於胡錫進

來說就是很難。你想今天說這一套話，明

天又得反著說，作為一個正常的媒體人來

說，它的難度肯定是比較大的。」

雖然騰訊文章未敢直接批黨，但卻

指出：很多像胡錫進、司馬南這樣的

人表面上罵美國，不認可美國，但都是

為了國內的工作需要，演戲給韭菜們看

的，忽悠粉絲打賞賺流量。不過《看中

國》網站刊登的文章無此內容。

對於張真瑜認為胡錫進做過戰地記

者，「在專業技能方面是及格的」，騰訊

文章也不以為然，作者還找出胡錫進當

年淪為世界笑柄的報導。

文章寫道，很多網友翻閱資料找到

《人民網》2003 年 3 月 25 日的一篇報

導，胡錫進以《人民網》海灣特派記者

的身份報導海灣戰爭。胡錫進報導說，

戰爭爆發以來，伊拉克軍隊打得非常頑

強，震撼了美英聯軍，也震驚了整個世

界。戰爭爆發前被很多人預測為不堪一

擊這支軍隊竟在毫無屏障的大沙漠上與

美英軍隊殊死搏鬥，表現得很有尊嚴。

然而，胡錫進寫完這篇報導後，事實卻

正好與之相反，伊拉克慘敗，傻大木

（薩達姆）被絞死，胡錫進這篇戰地報導

淪為世界笑柄。

騰訊網刊登的這篇報導，很快引發

大陸網友熱議，還有網友驚訝地問：「風

向改啦？」

筆者看到這篇報導時也頗為吃驚，

雖未覺得風向有什麼大的改變，但第一

感覺卻是「老胡可能懸了」。引用張真

瑜的話說：「胡錫進遊走在中共媒體中，

說的很多東西都是比較聳動的，很難保

證自己不說錯話，不犯錯誤。」

筆者擔心，時下中共內部鬥爭愈發

激烈，老胡還是每天一如既往地在國際

平臺發言自嗨，踩紅線做預測，弄不好

哪天這張嘴就惹了禍，成為了黨又一塊

黏在鞋底下的口香糖。

◎文：付初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近兩個月在河北、浙江、深圳這些地

方開始實施大額現金取款的預約登記制

度，對公賬戶現金取款超過 50 萬元都要

預約，對私賬戶不同地方 10 萬 -30 萬元

不等。可能有這樣的用意，從整體上說是

當局要建立一套金融預警體制的一部分。

政府要知道全社會的資源在哪兒、處於什

麼狀態，避免出現信息盲點、緊急時刻沒

個抓拿。

比如避免某家城市銀行壞賬爆雷了，

出現現金擠兌潮。所以他就搞個大額取現

的預約登記制度，讓所有的事情發生之前

我就心裏有數、有緊急情況發生的時候我

有個從容的安排。網友提供的資料，加強

對九類交易的監控也是同樣的目的。

強化控制能不能解決危機呢？好像能

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會讓一些問題更

加固化，更無從解決。舉個例子：疫情期

間中小企業經營艱難，貸款紓困方面要照

顧他們。這事應該誰來做呢？從市場規律

出發，主要該由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

銀行，貼近社區的小金融機構來做。因為

他們熟悉所服務的社區，誰信用好、信用

不好，誰的生意做的怎麼樣他們離得最近

最清楚。就算做不到當地人人都混個臉

熟，聽閑言碎語也能瞭解個八九不離十。

所以他們做小微企業貸款能比較好地控制

風險，也瞭解貸款人的實際需要。

但政府不這麼看，因為小銀行山高皇

帝遠、散佈在各個角度，上級政府不好管

理，不好考核政策執行的效果。他們喜歡

大銀行，大銀行體系健全，和政府一樣

省、市、縣、鄉一級級分支下去。上級政

府只需要找幾個大銀行的頭腦來開會，

他們幾個人再給政府匯報政策執行效果

就行，政府省事啊。所以國有大銀行其實

算是金融行政部門的延伸，政府官員好控

制，一級一級的命令下去，又一級一級地

報告匯總上來。散成一堆渣的城商行、農

商行、社區金融機構，管起來多費事呀。

因為加強控制，政府就更依賴大銀行

當政策工具。問題就來了，大銀行平時是

看不上麵包渣式的小額貸款的，人家也沒

那精力，做的都是大客戶。任務壓下來

了，要幫助小微企業，還得控制壞賬率，

不能貸出的錢收不回。大銀行的工作人

員平時也不瞭解社區，怎麼知道誰靠得

住誰靠不住，於是衍生出種種應付任務的

辦法。人都喜歡找熟悉可靠的人，那就找

可靠的大客戶，你們去成立一些小企業、

符合貸款標準的，我把錢貸給你，你負責

幫我完成任務、準時歸還。我記得在《華

爾街日報》早幾個月已經看到了這樣的故

事。那真正有需要的小企業不是貸不著款

了嗎？

所以政府干預控制越強的經濟體，

錯配情況就越嚴重。錯配意味著：真正

有需求的人、也有好項目的人借不著

錢，因為掌握審批權的人不認識你。沒

有需求的人反而被逼著借錢，因為掌握

審批權的人認識你，覺得你安全。你

本來不想貸款，反而被找到說：你得幫

我完成幫助小微企業的任務，你來借錢

吧，裝也給我裝一回，你不幫我我以後

就不批你別的貸款。資源錯配在市場機

制不完善的社會是一定存在的，只是程

度不同，越是政府要加強控制，錯配就

會越嚴重，這是普遍經驗。錯配就造成

資源浪費，整個信息反饋機制被扭曲。

你看銀行給政府交的報告，我行本季度

新增貸款一半以上發放給了小微企業，

可是有多少錢發給了真正需要的人，又

解決了就業呢？在扭曲信息基礎上做的

判斷只會一錯再錯。控制不是出路。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中國銀行的錯配危機
風向改了？

騰訊借《看中國》報導狠批胡錫進

◎文：張傑

◎文：張傑

川普和拜登（圖片來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看中國合成）

騰訊文章稱，張真瑜認為胡錫進在體制中迷

失了，人性變得扭曲。（騰訊網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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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慎岩綜合報導

最近，因日本新任首

相菅義偉拒絕「日本學術

會議」所推薦的105名候補
會員中的6名，而引起軒然
大波。很多媒體都對此予以

報導，一時紛紛擾擾，莫衷

一是。

【看中國訊】據法廣 RFI 報
導，法國歷史教師塞繆爾 - 帕蒂

（Samuel Paty）因在課上展示查

理週刊伊斯蘭先知漫畫而在 10
月 16 日遭車臣伊斯蘭極端分子

砍頭殺害。此舉引起法國朝野震

怒。馬克龍政府這次可能會動真

格，整肅已在法國安營紮寨的伊

斯蘭極端系統。否則他面臨極右

翼的挑戰。

法國總統馬克龍之前曾經承

諾，他不會讓伊斯蘭極端分子在

法國睡安穩覺。他 19 日晚召集

總理和 5 名部長開會商討對策，

並向公眾承諾在未來幾天將出臺

一個行動計畫，拆毀伊斯蘭極端

主義在法國的系統。

法國內政部長達曼寧昨天承

諾，政府將驅逐 230 多名在押的

伊斯蘭極端分子。那名砍掉歷史

教師帕蒂頭顱的車臣裔凶手並沒

有在法國反恐敏感清單上。

同時，法國參議院今天開始

審議法國共和黨 LR 提出的一項

法案。該法案文本規定，任何人

和團體，都不得將個人與宗教置

於法蘭西共和國原則之上。雖然

沒有點名伊斯蘭教，但在法國，

常有伊斯蘭教移民強迫法國將其

宗教置於法蘭西共和國的原則之

上，特別是在學校、醫院、體育

設施等公共場所。

此外，據法廣綜合消息，法

國司法機構今天啟動了一項司法

程序，旨在針對那些曾要求處罰

遇難教師帕蒂的人。

法國歷史教師塞繆爾 - 帕
蒂（Samuel Paty）10 月 16 日

上週五，在巴黎北郊城市孔夫

朗 -聖奧諾裡訥（Conflans-Sainte-
Honorine）被一名原籍俄羅斯車臣

的伊斯蘭恐怖份子用刀在街頭殘

忍砍頭殺害。

日學會候補提名被拒絕

左翼媒體炒作 
狠批執政黨

不過其中的關鍵問題是菅義

偉被質疑，為何未對拒絕任命一

事作出解釋。許多媒體的說法

是，這 6 個人由於曾經反對過

安倍所提出的以自衛權為基礎的

安保法案等，因而被拒絕承認其

為「日本學術會議」的成員。不

過菅義偉對這一說法持否定態

度。而已被承認的會員中也有曾

經反對過安保法案的學者。因此

上述說法似乎無法自圓其說。

「日本學術會議」是日本的

國立科學學會，相當於國家科學

院之類的機構。是日本內閣府轄

下的一個特別機構。

學術會議」一方面阻礙日本為了

國家安全保障的研究，而另一方

面卻又配合中共的類似研究。而

在共產政權的中國，所有相關的

學術研究成果都會被輕易地用於

軍事研究。

日學會議強壓學術自由

據報導，2016 年北海道大

學應募了防衛省一項有關安全

保障技術的研究。然而「日本學

術會議」知悉後就派人直接跑進

北海道大學校長室粗暴地施加壓

力，要求將這一研究辭掉。有報

導指出，「日本學術會議」這一

機構不但不是學術自由的捍衛

著，反而變成了對實際的學術自

由施加壓力的團體。因此這對

於強調學術自由的「日本學術會

議」來說，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另外，「日本學術會議」經

常強調的一點是禁止與戰爭有關

的研究。但他們故意將為了制止

戰爭而加強國防安全的研究也納

入了這一範圍，從而在各個方面

阻止其所屬的科學工作者參與到

與日本國家安全相關的研究中，

「日本現代事務」網站刊文

指出，最先就此問題發難的原來

是日本共產黨的刊物。然後其他

各家左翼媒體都紛紛跟進，對此

進行了廣泛的報導。然後左翼在

野黨也開始在國會中將此作為對

執政黨的重要批判手段。而「日

本學術會議」在批判政府拒絕推

薦一事中也強調了所謂「學術自

由」的說法。在這些媒體的鼓譟

下，有 370 個團體表態抗議，

同時也在網絡上蒐集了 14 餘萬

份情願書。

菅義偉 16 日雖與日本學術

會議會長梶田隆章見面，梶田隆

章也親手遞交了希望儘速說明與

任命的請願書，但菅義偉對此沒

有任何回應。

不過據產經新聞的報導，在

政府沒有完全同意「日本學術會

議」所推薦的名單問題的背後，

有著自民黨對「日本學術會議」

的不信任因素在其中。自民黨的

山谷參議員就曾經指出，「日本

菅義偉 19日於越南出訪的神情。(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美國司法部聯手

11 個州的州司法部長 10 月 20
日對谷歌 (Google) 提起了大型

反托拉斯訴訟，指稱這家科技巨

頭對網際網路搜索和搜索廣告維

持非法壟斷地位。

這項普遍在預料之中的訴

訟案是美國司法部 1998 年起訴

微軟 (Microsoft) 壟斷軟體市場

以來最為重大的反壟斷案。這

起訴訟源自對谷歌和另外三家

科技巨頭蘋果 (Apple)、亞馬遜

（Amazon）和臉書 (Facebook)
歷時一年之久的調查。

聯邦司法部長威廉．巴爾

（William Barr）稱這起訴訟「對

司法部和美國人民來說」都是具

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案件。

巴爾說：「這起訴訟打擊的

是谷歌把持互聯網的核心所在，

為的是受制於非法壟斷者的千百

萬美國消費者、廣告商、小企業

和創業者。」

巴爾說，這起在華盛頓聯邦

法庭提交的訴訟與保守派擔心在

線平臺的內容管理和審查沒有關

聯。

最近幾年，川普總統和共和

黨人一直指責谷歌和其它在線

平臺壓制保守派的聲音。今年 5
月，川普簽署行政命令，把目標

對準一項保護社交媒體公司免受

責任賠償訴訟的法律。上個月，

司法部推出了修改這項法律的議

案。

谷歌首席法律事務官肯特．

沃爾克 (Kent Walker) 發表聲明

說，這起訴訟有「嚴重缺陷」。

沃爾克在一篇博文中說，

「人們使用谷歌是因為他們選擇

這樣做，而不是因為他們被迫這

樣做，或者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其

它替代選項。這起訴訟不會對消

◆以色列和巴林上個月由美

國居中斡旋達成兩國關係正常化

協議後，兩國 18 日在巴林首都

麥納瑪（Manama）一場儀式上

正式建交，雙方簽署「建立全面

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以色列

與巴林將得以在彼此國家境內自

由設立大使館。這是繼埃及與約

旦分別在 1979 年和 1994 年與

以色列簽訂和平協議後，阿拉伯

聯合酋長國和巴林成為第 3 與

美國司法部和11個州對谷歌提起反壟斷訴訟

費者有任何幫助。相反，這將人

為扶持較低質量的替代性的搜尋

選項，提高電話價格，並加大人

們獲取他們所希望使用的搜索服

務的難度。」

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公司

(Alphabet Inc) 的總部位於加利

福尼亞州，價值上萬億美元，

去年的收入為 1620 億美元。

谷歌佔美國所有搜索查詢的近

90%，遙居搜索引擎之首。剩

下的市場份額由微軟必應 (Bing)
和鴨鴨走 (DuckDuckGo) 等搜

索引擎分享。

64 頁長的訴訟狀指稱，多

年來，谷歌「利用反競爭手段維

持和擴展它在通用搜索服務、搜

索廣告和通用搜索文字廣告等市

場的壟斷，這些是其帝國的基

石。」

訴訟案特別指稱，谷歌每年

向蘋果公司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AT&T) 等美國無線通訊運營商

支付數以十億計的美元，來確保

其搜索引擎在全球數以十億計的

設備和電腦中具有默認設置地

位。訴訟案指稱，用戶很少改變

默認設置，這實際上等於是封殺

了競爭對手的搜索引擎。

根據訴訟案，谷歌利用其

搜索壟斷來出售「搜索廣告」和

「通用搜索文字廣告」。當用戶

搜索某項產品或服務時，搜索廣

告就會彈出。文字廣告出現在搜

索結果的上方或下面。

訴訟案說，廣告商每年向谷

歌支付 400 億美元，谷歌公司

然後與同意把谷歌設置為默認

搜索引擎的分銷商和運營商「分

享」部分收入。

原告們說：「谷歌排除了任

何有意義的搜索競爭者，使它們

無法獲取關鍵的分銷和規模，在

美國的多數搜索查詢中消除了競

爭。」

美國議員和消費者權益倡導

者長期以來都在指責谷歌利用其

市場力量來壓制競爭，增加利潤

並傷害消費者。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一個小

組委員會在對矽谷的市場支配地

位進行了一年的調查後，最近發

表報告並得出結論認為，谷歌壟

斷了搜索市場。這份報告說，谷

歌在幾個市場進行收購，購買了

其它公司在 20 年的時間裏打造

的大約 260 家公司，用這種方

式建立了市場支配地位。

參與訴狀的各州司法部長代

表阿肯色、佛羅里達、喬治亞、

印第安納、肯塔基、路易斯安

那、密西西比、密蘇里、蒙塔

納、南卡羅萊納和德克薩斯。這

些州司法部長都是共和黨人。預

計，另外一組州今年晚些時候也

將對谷歌提起訴訟。

最近幾年，谷歌因為其商業

做法在歐洲遭遇巨額罰款。根據

路透社的報導，2019 年，歐洲

聯盟對谷歌罰款 17 億美元，原

因是該公司制止網站使用谷歌

的競爭對手尋找廣告商。 2017
年，歐盟對谷歌罰款 26 億美

元，原因是谷歌在搜索中偏向自

己的購物業務。 2018 年，歐盟

對其罰款 49 億美元，原因是谷

歌在其安卓無線操作系統中封殺

競爭對手。

遇難教師上週一在課堂展示

伊斯蘭先知漫畫之前，告訴那些

不願意看到這個漫畫的學生暫離

教室，反被一些穆斯林學生和家

長投訴，指控他在課堂展示淫穢

照片，歧視穆斯林學生，製造民

族分裂等等。校方似乎沒有站在

教師帕蒂一方。

法輿論要求穆斯林表態

馬克龍 20 日在愛麗舍宮會

見遇難教師帕蒂的家人，向他們

表示哀悼和支持的同時，商討 21
日為帕蒂教師舉行全國悼念活

動。同時，馬克龍今天與法國穆

斯林宗教委員會的代表會面，他

可能希望穆斯林社團參與剪除盤

踞在法國的伊斯蘭極端宗教勢力。

法國多數政界人士在表態中

都表示，要與法國穆斯林社會保

持團結，不讓極端勢力分裂企圖

得逞。之前，法國穆斯林社會經

常對伊斯蘭極端勢力暴行保持沉

默。現在法國有輿論認為，他們

至少應該對伊斯蘭極端暴行表態

譴責。有人要求關閉那些不譴責

伊斯蘭極端暴行的清真寺，遣返

不承認法蘭西共和國的原則的穆

斯林。 20 日，波爾多市清真寺

的伊瑪目在法國古典音樂新聞臺

公開譴責上週五的車臣極端伊斯

蘭分子對教師的凶殺是中世紀的

野蠻行為。

反移民的法國極右政黨國民

聯盟（RN）主席馬琳 - 勒龐今

天表示，用法外處決，伊斯蘭分

子想在我們國家恢復褻瀆罪。她

說，由於恐懼產生的自我審查，

我們已經目睹了褻瀆罪悄無聲息

的恢復，這標誌著朦昧主義的第

一個勝利。」她稱，這場反伊斯蘭

主義戰爭，我們應該真打，團結

在我們的價值周圍，我們將取勝。

谷歌公司（ Shutter Stock）

這樣就給可能會對本國進行攻擊

的敵方造成了有力的條件。

據「日本現代事務」網站文

章介紹，有一個被拒絕推薦的學

者甚至在電視節目中公開宣稱，

「如果政府干涉任命事宜，就將

政權推倒。」本來政府是完全擁

有對政府出資的機構行使監督和

任命權利的。因此政府有權根據

審查結果來決定是否同意被推薦

人選。

日學會配合千人計畫

另一方面，據報導，「日本

學術會議」一方面以維護和平的

藉口禁止其科學工作者參與日本

國防安全的科學研究，與此同時

卻與從事軍事研究的中共科學研

究機關相互協作。他們與中共的

科技協會締結協定，而中共的科

技機構無一不是在所謂「黨」的

領導下，藉助日本的先進技術來

發展其尖端軍事科技。

同時有報導指出，「日本學

術會議」也在配合中共，旨在盜

竊海外的先進技術，而大肆招募

海外的中國以及外國專家的「千

人計畫」。也就是說他們一方

面以所謂維持世界和平的藉口抵

制日本為了保衛國防安全的相關

研究，卻同時積極協助中共政權

進行軍事擴張的科學研究。

法國歷史教師被砍頭

第 4 個同意與以色列關係正常

化的阿拉伯國家。

◆紐西蘭執政工黨（Labour 
Party）在國會選舉取得壓倒

性勝利，黨魁阿爾登（Jacinda 
Ardern）18 日 表 示 將 在 2、3
週內籌組政府。現任總理阿爾登

因武漢肺炎爆發時，以「緊跟台

灣模式」的防疫措施實施得當，

深得民眾信賴，讓其所率領的工

黨在昨天的國會選舉拿下過半席

次。這次大選中，工黨得票率

49.1%，為1946年來最佳表現；

最大反對派國家黨（National 
Party）得票率 26.8%，為 1936
年創黨以來次差結果。北京曾試

圖將抗疫物資和華為技術公司

5G 綑綁在一起，借由援助紐西

蘭抗疫，進而榨取龐大的政治資

本，最終為阿爾登所拒。

◆伊朗外交部 18 日表示，

依據多國於 2015 年簽訂的伊朗

核子協議內容，聯合國對伊朗施

行已久的武器禁運令已於 18 日

凌晨到期，伊朗即日起能夠完全

基於自身防禦需求，在不受任何

法律限制的情況下，向任何來源

取得任何必要武器和裝備。美國

今年 8 月尋求延長對伊朗的傳

統武器禁運，但遭到聯合國安理

會駁回。俄羅斯當局 9 月間表

示，已經準備好要促進與伊朗當

局間的軍事合作，中國方面也曾

提及想在 10 月 18 日過後販售

武器給伊朗的意願。

◆美國反毒專員一直以來都

想揪出墨西哥販毒集團神秘的幕

後大咖「教父」，如今確認這個

「教父」居然是 2012 到 2018 年

間擔任墨西哥國防部長的西恩福

戈斯。西恩福戈斯 15 日晚與家

人旅經洛杉磯機場時，遭美國

當局逮捕羈押。據紐約東區檢

方 16 日公布的起訴書，西恩福

戈斯被控洗錢，以及從 2015 年

底至 2017 年初販運海洛因、古

柯鹼、甲基安非他命與大麻。官

員指控西恩福戈斯協助犯下多起

髮指暴行兼海上走私毒品的 H-2
集團，西恩福戈斯為圖巨利，還

會下令軍方避開 H-2 集團，轉

而去對付 H-2 的競爭對手。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在俄

羅斯斡旋下於 17 日甫方發表聲

明說，兩國已同意，自 18 日凌

晨零時起「人道停火」。然而人

道停火協議生效不到 4 分鐘，亞

美尼亞指控阿塞拜疆在凌晨零時

4 分發動砲火攻擊，讓第 2 次停

火不到 4 分鐘即告吹。這是交戰

雙方第 2 度試圖宣布停火，以平

息因爭議地區納戈爾諾．卡拉巴

赫爆發的近 3 週激烈衝突；衝突

已造成 7 百餘人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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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根據「炸藥大王」

阿爾弗雷德 · 諾貝爾的遺囑所設

立，最初的獎金池也全部來源於

他的遺產，總共 3100 萬瑞典克

朗。而諾貝爾獎自 1901 年第一

次頒發至今，已經連續頒發了

119 年，發出去的獎金早就超過

了諾貝爾留下的遺產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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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項難以完成的任務？

成立之初，瑞典國王就按照

遺囑，親自為基金會制定了《諾

貝爾基金會章程》，這相當於還

沒開始大展身手，一副重重的枷

鎖就架在了基金會身上。

諾貝爾本人是實幹家，非常

不喜歡利用金融手段攬財，為此

他在遺囑中特地囑咐，基金會只

為什麼諾貝爾獎能保證高額

獎金一直發下去？

1896 年 12 月 10 日，諾貝

爾病逝於義大利，根據他在前一

年定下的遺囑，他的絕大部分財

產（3100 萬瑞典克朗）都將被

交給信託人，用來成立一個基金

會，只有 100 萬瑞典克朗留給

家人。諾貝爾一生未婚，無兒無

女，但他留下的巨額遺產讓親戚

們動心不已。他們堅稱，諾貝爾

和親戚的關係很好，絕對不會只

留這麼一點錢給親戚們，而那些

他們連面都沒見過的信託人，一

定是串通律師，篡改了遺囑。

事情越鬧越大，最終，這筆

遺產爭奪案被送上瑞典國王的案

頭。諾貝爾生前名氣很大，一代

文豪雨果甚至稱他為「歐洲最富

有的人」，許多歐洲大報都在關

注他的遺願能否被忠實執行。瑞

典國王權衡再三，最終還是相信

諾貝爾的遺囑是真實有效的，並

親自主持，於 1900 年成立了諾

貝爾基金會，用來管理這筆龐大

的遺產，支持諾貝爾獎的運轉。

可以說，諾貝爾獎的地基，

正是諾貝爾基金會，而百年來諾

貝爾獎能堅持發放高額獎金，最

大的功勞，也在於這個神秘低調

的基金會。

諾貝爾基金會從誕生開始，

就接下了來自委託人諾貝爾的艱

難任務：做一個永續型基金會。

諾貝爾是一個天性悲觀的

人，他不相信會有人願意為自己

的基金會注資，所以他在遺囑中

寫得明明白白，每年發出去的獎

金，只能來自於遺產本金投資所

得的利潤，不得動用本金。換言

之，他想設立一個永續型基金，

讓諾貝爾獎成為一個永恆的偉大

事業。

諾貝爾基金會該怎麼完成這

一年一度的諾貝爾

獎獲獎名單，已於日前全

部公布。除了獲獎者的成

就，他們即將獲得的豐厚

獎金也引起不少人注意：

每個獎項獎金高達1000
萬瑞典克朗（約合112萬
美元），比去年的900萬
瑞典克朗增加了不少。

能投資一些「安全項目」，不能

主動投資股票等中高風險項目。

於是在長達五十多年的時間，

基金會一直按照《章程》行事，

像一家古老死板的公司，只願

守成，不敢創新。在瑞典人眼

中，「安全項目」就意味著銀行

存款、國債等旱澇保收的固定收

益投資，然而諾貝爾獎誕生的年

代，並不是一個可以安心吃利息

的年代。

1914 年， 一 戰 爆 發， 雖

然早就宣布自己是「永久中立

國」，但瑞典全國上下還是萬分

緊張。作為一個黃金年代早就過

去幾百年的小國，面對歐洲大陸

的強國爭霸，瑞典只能一邊忍

讓，一邊做好戰爭準備。市場更

糟，各項投資基本賺不到錢了，

銀行存款利率一次又一次下調，

國債延期兌付，政府還在加征

「臨時國防稅」。

諾貝爾基金會屬於私人基

金會，不僅要交國防稅，還得

交繳納高額投資稅，加上長期

以來的「安全項目」投資收益不

多，跑不贏通貨膨脹，儘管已

經大幅削減了獎金，諾貝爾留

下的本金還是越來越少。 1922  
年，諾貝爾基金會交給瑞典政

府的稅款，比 1923 年發出去的

獎金還多。

類似的事情，在二戰期間又

發生了一遍。 1953 年，諾貝爾

獎只給每個獎項發出 17.5 萬瑞

典克朗的獎金，按照通貨膨脹率

換算之後，僅僅相當於 1901 年

首次獎金 15 萬瑞典克朗的 30% 
（就購買力而言，當年的 15 萬

瑞典克朗，和如今的 1000 萬瑞

典克朗獎金也差不多），而諾貝

爾留下的資產，只剩下三分之

一。諾貝爾基金會瀕臨破產，諾

貝爾想做一個永恆的偉大事業的

願望，也即將破滅。

就在這時，諾貝爾基金會竭

力向瑞典政府證明，一個面向全

世界、長期存在的高標準獎項，

能成為瑞典的重要名片。如果瑞

典想在戰後背景下，打造些許影

響力，諾貝爾獎是最佳選項。

瑞典政府動心了，雖然是

中立國，但瑞典向來不掩飾自

己渴望發展的雄心，與美國交

好，主動參與歐洲自貿區建

設，成為與歐洲共同體「內六

國」對應的「外六國」之一，

這些都是瑞典為增強影響力做

出的嘗試。如果諾貝爾獎有益

於此，那為何不幫一把呢？於

是，瑞典政府同意諾貝爾基金

會打破《章程》，獨立投資全球

股票、房地產等高風險高收益

項目，還說服美國政府一起為

基金會免除了高額投資稅。而

諾貝爾基金會也抓住時機，在

全球戰後經濟復甦的檔口，果

斷押注美股，終於避免了破產

的命運，諾貝爾獎也有驚無險

地進行了下去。（下轉 B2）

諾貝爾獎獎金的故事財經 
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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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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命難違

歷史沒讓劉秀等待太久，

很快，昆陽大捷的後效應彰顯

出來了。

王莽幾十年來的做為，正像

孔子說的——「巧言令色，鮮

矣仁」（《論語．學而》），全國

民眾早被「折騰」苦了，這種狀

況能夠出現，也是因為多數人對

這種「巧言令色」聽之任之，而

造成的，正如後世愛因斯坦名

言：「毀滅世界的不是壞人，而

是那些靜靜看著壞人幹壞事的大

多數沉默者」。

多數人是因為沒了最低生活

保障，終於開始抗爭了（直到

吃不上飯了，才明白應該反，未

免晚了點），青、徐一帶的赤眉

軍、早期的綠林軍都是如此，而

且，之前的反抗，大多是為了解

決生存問題，並沒有明確的把矛

頭指向莽新政權，地理範圍也多

侷限在山東（函谷關以東）。但

是，對莽新政權這條行將沉沒的

破船而言，劉秀「主演」的昆陽

之戰揮出了最直接也是決定性的

一擊，徹底消除了民眾的恐懼，

這個貌似強大的「非法政權」原

來不過如此，王莽的狀態迅速的

變成了「破鼓萬人錘」——「莽

軍師外破，大臣內畔 ( 叛 )，左

右亡 ( 無 ) 所信」(《漢書 ‧ 王

莽傳》)。
面對如此窘境，王莽想起只

有自己的堂弟王邑還可依靠了，

於是，想召回他商討對策。王莽

的心腹崔發提醒他：「王邑一向

謹小慎微，現在在昆陽損折了大

軍，這當口上您把他調回，恐怕

他會為保自己的名節而自殺，您

得先讓他能寬寬心才行啊。」王

莽聽罷，點頭稱是，便派崔發去

安撫王邑，說王莽自己年紀已經

老了，又沒有嫡傳的兒子，所以

想把皇位傳給王邑，並命令王邑

不要為昆陽之戰而自責。

王邑回到京城，被任命為大

司馬，崔發被封為大司空。但

是，這並沒讓王莽心裏踏實多

少。他整日寢食難安，甚麼招數

都想到了，他甚至派人去拆毀了

渭陵（漢元帝及皇后王政君的

合葬陵園）和延陵（漢成帝陵）

園門的屏風，而且把兩處皇陵的

圍牆用墨塗黑，這番折騰又是為

啥呢？「曰：『毋使民復思也』」

（《漢書 ‧ 王莽傳》），他以為這

非的人一樣，做壞事的時候，

早把「神目如電」拋諸腦後；貪

圖利益或遇到危險時，則無論

眼前是真神假神，倒頭便拜。

此前各地烽煙未起之時，

因為聽人說黃帝當年由於建造

了華蓋而登仙（成為神仙），

所以王莽召集工匠，為他自己

造了個九層的華蓋，高八丈一

尺，車蓋弓頭由黃金打造，蓋

頂用羽毛裝飾，由一個四輪機

械大車裝載，車上套六匹馬，

三百個大力士，戴著黃頭巾，

穿著黃衣服，負責護衛，車上

有人敲鼓，拉車的人齊喊「登

仙」、「登仙」。王莽每次外

出，都安排這輛大車在前邊開

道，或許他自以為如此便可像

黃帝一樣登仙。可是事與願

違，百官們看到這場面，竊竊

私語：「這不是神仙用的，倒像

是靈車啊」。

他錯把上蒼當成了人間的

某些官員——送點賄賂、拍拍馬

屁，就能被提拔。於是，王莽配

合崔發上演了這出鬧劇，他帶著

眾大臣來到京城南郊，仰首問

天：「上天既然把社稷交給我，

為甚麼不消滅那些逆賊？如果是

我錯了，您就打雷劈死我吧！」

然後又寫了一篇一千餘字的告

天策文，把自己狠狠的表彰了一

番。另外，還準備了很多粥，無

論儒生百姓，來陪他哭的，都

有份，也不知這算不算莽新朝的

「五毛」。

事實證明，崔大司空指導

的這出「戲」，沒有任何效

果。這下王莽可抓瞎

了，他連忙攢雞毛

湊撣子，找來九

員武將，號稱「九虎」。

其實莽新政府這時候至少

還算個財主，「時省中黃金萬

斤者為一櫃，尚有六十櫃，黃

門、鉤盾、臧 ( 藏 ) 府、中尚

方處處各有數櫃。長樂御府、

中御府及都內、平准帑藏錢帛

珠玉財物甚眾」（《漢書 ‧ 王

莽傳》），也就是說，儲存的

黃金至少還有六十幾萬兩，外

加數額巨大的綢緞、珠寶、玉

器，是實實在在的價值不菲。

如果王莽能把這些錢拿出來分

給將士，眾人感念他這一點恩

惠，也許會為他盡盡力，使他

能夠再苟延殘喘一段時日。

可是，王莽有點要錢不要

命的特性，他僅僅「賜九虎士

人四千錢」，使得「眾重怨，

無鬥意」（《漢書‧王莽傳》）。

錢財，王莽是不捨得出

的，但是他也知道眾人對他離

心離德，所以他把「九虎」的

妻子兒女留在皇宮做人質，

以防他們臨陣脫逃甚至陣前

倒戈。九人領命帶著幾萬北

軍（京城衛戍部隊）精銳，東

進去抵擋漢軍的攻勢。眾將士

都不願給王莽賣命，在華陰與

鄧曄、於匡交戰，一觸即潰。

「四虎」腳底抹油——溜了，

「二虎」逃回長安，被王莽派

使者逼迫自殺，其餘「三虎」

郭欽、陳鞏和成重收拾殘兵，

退守京師倉（遺址位於陝西省

華陰市磑峪鄉西泉店村南）。

（未完待續）

命，旬月之間，遍於天下」（《後

漢書 ‧ 劉玄劉盆子列傳》）。天

要變，誰也擋不住，兩個月前還

氣勢洶洶的「非法政權」，幾乎

於頃刻間分崩離析了。

王莽的下場

其他的反政府軍與長安尚有

距離，可是鄧曄、於匡這一支兵

馬近在肘腋之間，這已經是火燒

眉毛了，「莽愈憂，不知所出」

（《漢書 ‧ 王莽傳》），只得召集

群臣商議對策。

新任大司空崔發出了一個

主意，他說：「我查了《周禮》和 
《春秋左氏》，按照我的研究，

國家有大難的時候，可以用哭的

辦法來消災。所以《周易》上寫

著『先號啕而後笑』，我們現在

應該嚎啕大哭，求上天來解救我

們。」在場的大臣都是讀過些書

的，聽了這番「引經據典」，盡

皆哭笑不得。

「先號啕而後笑」的確是

《周易》上的文字，是天火同人

（六十四卦之一）卦第五爻的爻

訣，原文是「九五，同人先號

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因

為「九五」剛健中正，與柔和中

正的陰爻「六二」相應，但是

「九三」、「九四」在中間阻隔，

「九五」必須用大軍擊敗強敵，

才能與「六二」相遇，簡單的

說，占卜者若得此卦，則預示著

要先苦而後能甘。如今崔大司空

斷章取義，不過是給王莽悲催的

現狀增加了一番鬧劇色彩而已。

如果換成是一個理智的正常

人，脾氣好的，會把崔發這番話

當成耳旁風，脾氣壞的，會當場

暴怒。但是，王莽和某些口是心

（十二）

樣做就可以讓百姓不再思念漢

朝，從而使莽新政權得以穩定，

豈非癡人說夢？

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七

月，成紀（今甘肅省靜寧縣）

隗崔兄弟起兵，立侄子隗囂為上

將軍。隗囂採納軍師方望的建

議，立漢家宗廟，與眾將歃血為

盟，誓言興輔漢室。發檄文，指

斥王莽逆天叛道、弒君篡位，

比夏桀商紂罪過萬倍——「移

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

（《漢書 ‧ 王莽傳》），並「攻殺

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

（《漢書 ‧ 王莽傳》），隴西、武

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

敦煌等郡縣，望風歸順。

與此同時，時任導江卒正

（蜀郡太守）的公孫述（字子

陽）起兵成都，自立為輔漢將

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

同月，析縣（今河南西峽

縣東）人鄧曄、於匡在南鄉（今

河南省淅川縣西南）聚集百餘

人，起兵應漢。析縣縣宰（縣

長）當時正領著幾千軍隊駐守

在本縣的鄡亭，為武關屏障，

鄧、於二人當面向他陳明利害：

「當今漢帝已經登位了，您怎麼

不懂天命呢？」縣宰又不是王莽

的鐵桿兒粉絲，也看到王莽就要

倒台了，當即向義軍舉了白旗

兒。於是，鄧曄自稱輔漢左將

軍，於匡為輔漢右將軍，攻下析

和丹水二縣並進攻武關，武關都

尉朱萌毫不猶豫的就投降了。

全國各地，殺死莽新政權地

方官，恢復漢朝年號的，在旬月

之間遍地開花。——「是時海

內豪桀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

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

諾貝爾獎獎金的故事
（接 B1）在諾貝爾基金會

的投資歷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1980 年代基金會對斯德哥爾摩

房產的投資。當時全球股市牛市

盛行，熱錢四處流動，瑞典房價

應聲而漲。基金會看準時機，在

首都投資了大量房地產，僅僅幾

年時間，手頭的房產市值就漲了

4 倍多。雖然雇了專業投資人

士，但基金會對「熱錢變快錢」

的遊戲並不熱衷。 1987 年房價

再創新高時，基金會果斷全拋了

出去。 4 年後，瑞典房地產泡

沫破裂，基金會全身而退。

炒房、炒股、買債券、做對

沖基金……衝破《章程》的束縛

後，諾貝爾基金會仍然是個私人

基金會，卻以專業投資公司的邏

輯運行著。只不過因為追求「安

全」，基金會沒有常規投資公司

對利潤的貪婪，反而更加清醒，

追求有限的增長，諾貝爾獎能發

出的獎金也因此一年比一年高。

2001 年，諾貝爾獎頒發

整整 100 週年，獎金首次達到

1000 萬瑞典克朗，諾貝爾基金

總額則增至 46.3 億瑞典克朗。

這個渴望創造永恆事業的基金

會，完成了它的第一個百年計

畫，正向第二個百年出發。

正如諾貝爾基金會說服瑞典

政府的那樣，因為有了一年一度

的諾貝爾獎，瑞典從歐洲的邊緣

小國，成為全球每年都必須關注

的國家。也正是因為諾貝爾獎設

立了嚴格的評選機制，才讓瑞典

皇家科學院、瑞典卡洛琳醫學

院、瑞典學院成為科學界頂尖人

才匯聚的地方。

這一切的源頭都是阿爾弗雷

德 · 諾貝爾。受教科書影響，人

們往往被他一次又一次嘗試炸藥

實驗的勇敢所震撼，叫他發明

家、化學家、工程師，但事實

上，這個身世複雜的瑞典人是商

人。諾貝爾獎和諾貝爾基金會的

存在，不僅證明了他生前從商是

多麼成功，更加證明了他對「財

富傳承」的認識有多麼深刻。

由 於 發 明 炸 藥、 鍛 造 鋼

鐵、販賣軍火，諾貝爾生前腰

纏萬貫，卻一直被認為「發戰爭

財」，名聲不好。儘管他生活簡

樸低調，從不與人交惡，但在一

次事故之後，

還是被一家報紙

惡意造謠，發布他的

訃告，稱他為「該死的商

人」。諾貝爾氣得跺腳，卻對

這種惡意毫無辦法。最終，他決

定把大部分遺產用作基金，支持

「對人類作出卓越貢獻的人」。

今年是諾貝爾基金會成立

第 120 週年，年復一年，支持

諾貝爾獎發出高額獎金的，其

實是熱錢湧動的投資市場，以

及一群為了踐行諾貝爾心願努

力著的金融專業人士。面對疫

情衝擊，即使是家大業大的諾

貝爾基金會也必須謹慎行事，

原本就不足 50 人的團隊，又縮

減到了 30 多人，連頒獎典禮後

的 晚

宴 預 算

也 縮 減 了

20% 。儘管如

此，諾貝爾獎的獎金仍

然較去年上漲了 100 萬瑞典克

朗。

縱觀諾貝爾基金會的投資

脈絡，從固守諾貝爾的遺囑，

到勇敢自薦、打破枷鎖，其投

資理念不見得比其它投資公

司更加高明，但卻始終恪守信

念，謹慎節制，追求安全而有

限的利潤。

如果非要說諾貝爾基金會

有什麼更勝一籌，那就是它發

揮了財富最寶貴的作用：為人

類真正的進步而喝采。

倭寇圖卷 · 仇英(約1494-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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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一個名叫羅迪克英國戰

俘，被押送到了一座德國集中營，這裡

關押著近千名英國士兵。他們被迫忍受

著非人的折磨，天天像牲口似的，從事

著沉重的勞動。

一天，納粹發布通告，在戰俘中招募

汽車司機。幾乎沒有一個英國汽車兵願意

承擔這項工作，原因很簡單，開車的任務

是，專門運送死去戰友的遺體。

出人意料的，羅迪克站了出來。被俘

前，羅迪克是英軍一名汽車兵，他對納粹

說，他很樂意幹好這件事。

羅迪克如願以償地在集中營裡做了一

名司機，像那些敵人一樣，他開始變得粗

暴殘忍。不僅對戰俘們吆五喝六，拳打腳

踢。甚至，有的戰俘明明還沒死，他也會

把他們扔上車。

漸漸地，戰友們厭惡、憎恨他。他們

私下裡以各種方式警告羅迪克。在戰友們

的心目中，羅迪克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賊。

納粹卻越來越喜歡羅迪克，他在集中

營裡獲得了高度的信任。一開始，納粹兵

一定會押車，後來索性由他一個人出入集

中營了。羅迪克的戰友在暗地裡襲擊他，

好幾次他險些被昔日戰友打死。

在一次被戰俘們無情的報復毆打之

後，一個雨天，他在孤獨悽慘的境況下，

死在了集中營一個陰溼的牆角裡。

六十年過去了，忽然一天，英國一家

報紙，登載了一篇題為〈救我的人，是我

最恨的人〉的文章，作者寫道：

「集中營裡有一個叫羅迪克的叛徒，

甘願為納粹賣命。那天，生病的我並沒有

死，他卻強行把我扔上卡車，對納粹說準

備把我埋掉。

可是，令我震驚的是，車到半路，羅

迪克停了車，扛起奄奄一息的我，放到一

棵大樹的隱蔽處，並留下了幾塊黑麵包和

一壺水，急促地對我說，如果你能活著，

請來看這棵樹。然後，他就急匆匆開車走

了……」

登載這則篇幅很短的故事不久，報社

陸續接到十二通電話。十二個打來電話

的，無一例外，都是曾經成為戰俘的二戰

老兵，他們來自同一座集中營，就是羅迪

克所在的那座集中營。

十二個老兵敘述的故事，幾乎和報上

登載的那個故事一模一樣：他們都因為被

羅迪克放在一棵大樹下，從而死裡逃生。

老兵們都回憶說，每當羅迪克駕車離

開時，對每一個戰友說的都是，如果你活

著，請來看這棵樹。

編輯憑職業嗅覺，敏感的他判定，

這棵被羅迪克反覆提到的樹，一定大有

內容。

老編輯立即組織了十三位老兵，去尋

找那棵大樹。當一行人來到目的地，山谷

依舊，大樹依舊。一個老兵率先撲進大樹

的懷抱，啜泣中，他在樹洞裡找到只早已

鏽蝕了的鐵盒子。

打開盒子，一本破損的日記本和很多

張泛黃、發霉的照片赫然呈現在眼前。

他們小心翼翼地翻開了日記本：「今

天我又救出了一位戰友這已經是第 28 個

了……但願他能活下去……今天又有 20
位戰友死去……昨天深夜，戰友們又一次

狠狠地打了我……可我一定要堅持下去，

無論如何也不說出真相，那樣，我還能救

出更多的人……親愛的戰友們，我只有一

個唯一的希望，如果你活著，請來看看這

棵樹。」

老編輯的聲音早已哽噎，老兵們的淚

流早已滿面。站在樹下的每一個頭發花白

的人，直到此時才完全清楚，羅迪克一共

救了三十六名英國戰俘。

◎文：白雲飛

During World War II, a German concen-
tration camp held nearly 1,000 British 

prisoners of war, and Roddick was among 
them. They had to endure inhumane torture 
and heavy labor every day and were treated 
like animals.

 One day, the Nazis issued a notice to re-
cruit drivers from among the prisoners of 
war. Almost no British soldier was willing 
to take on this task because they would be 
transporting the remains of their fellow sol-
diers.

 Unexpectedly, Roddick stood up. Before 
being captured, Roddick served as a driver 
in the British Army. He told the Nazis that 
he would do it well and happily.

Roddick got his wish and became a driver in 
the camp. Like those in charge, he became 
rude and cruel. He not only yelled, punched, 
and kicked the prisoners of war, but also 
threw them into the truck even if they were 
still alive.

 Gradually, his fellow soldiers became dis-

gusted and began to hate him. They warned 
Roddick in various ways in private. In their 
eyes, Roddick was 100 percent a traitor.

 The Nazis liked Roddick more and more 
and he gained a high degree of trust in the 
camp. At first, the Nazi soldiers would es-
cort the truck, but later, they allowed him to 
leave and enter the camp freely. Roddick’s 
former comrades attacked him in secret and 
nearly killed him several times.

 One rainy day, after being beaten relentless-
ly by the prisoners of war who were seeking 
revenge, he died miserably in a damp corner 
of the camp.

 Sixty years later, a British newspaper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The one 
who saved me is the one I hate the most. 
The author wrote: “There was a traitor 
named Roddick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who was willing to work for the 
Nazis. That day, I did not die when I was 
sick, but he forcibly threw me into the 
truck and told the Nazis that he would 
bury me.

 However, what shocked me was that when 
the truck was halfway to its destination, 
Roddick stopped the vehicle, carried me 
out, and put me under the shelter of a big 
tree. Leaving me a few pieces of brown 
bread and a pot of water, he hurriedly said 
to me: ‘Please come to see this tree if you 
survive.’ Then, he drove away in a hurry…”

 Soon after publishing this short story, the 
newspaper received 12 calls one after anoth-
er. The 12 callers, without exception, were 
all World War II veterans who had become 
prisoners of war. They came from the same 
concentration camp where Roddick served.

 The stories told by the 12 veterans were 
almost the same as the story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 they all escaped and were 
placed under a big tree thanks to Roddick.

 The veterans all recalled that whenever 
Roddick drove away, he asked every soldier 
to please come to see this tree if they sur-
vived. The editor of the newspaper judged 
that this tree repeatedly mentioned by Rod-
dick must hold some secret, so he immedi-

ately organized the 13 veterans to go look 
for it.

 When they arrived at the location, the val-
ley and the giant tree remained the same. A 
veteran rushed to hug the tree with his arms 
outstretched. While weeping, he found a 
rusty iron box in a hole in the tree. Open-
ing the box, they found a tattered diary and 
many yellowed and moldy photos.

 They opened the diary carefully and read: 
“Today I rescued another fellow soldier. He 
was the 28th one. I hope he can survive. 
Today, another 20 soldiers died. Late last 
night, my fellow soldiers beat me again. 
But I must stick to it and never tell the truth. 
In this way, I can rescue more people. Dear 
friends, I have only one hope. If you sur-
vive, please come to see this tree.”

 The old editor’s voice choked with emo-
tion, and the eyes of the veterans were al-
ready full of tears. No one standing under 
the tree had any clue. They came to realize 
that Roddick had saved 36 British prisoners 
of war.

我最恨的人竟是救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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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蓮

  
美洲遠古  佛文化遺跡

美國的普韋布洛人（居住

在美國西南部）所在地，擁有

一種類似於印度宗教包括佛教在

內的拱門，當地人叫彩虹橋。

這種在印度古寺廟入口的神聖

拱門，被稱之為 Torana（托拉

納），是保護拱門下方或拱門後

面的莊嚴神像（如佛陀）的。

全世界各地分布著 16 個彩

虹橋，其中中國與美國四個原住

民角落區域擁有 14 個，另外兩

個一個在阿富汗，曾經古老的佛

教王國 Gandhara（健馱邏國）

所在地，此國位於連接中國與希

臘、羅馬和地中海的絲綢之路

上。還有一個叫阿羅巴（Aloba 
Arch），位於非洲的查德。

類似佛教拱門的彩虹橋，

除了 16 個大型遺跡，還有一

些較小的拱門。在猶他州拱門

國家公園內，有 2000 多個拱

門，最著名的是猶他州拱門國家

公園的「精緻拱門」（Delicate 
Arch），它是猶他州的象徵符

號。此前，「精緻拱門」被認為

是岩石受到侵蝕所形成。但「精

緻拱門」的底部有著明確的切割

痕跡，並且形狀與北美其他拱門

相同。新墨西哥州的阿納薩茲岩

（Anasazi Rock），也有一個精

緻拱門（Delicate Arch），在其

兩個拱柱的底座有著完全橫切的

痕跡。

在古代佛教徒中，有手藝非

常高超的石雕師。因此人們相

信，「精緻拱門」是古代佛教徒

創造的。這些遺跡也是古時候的

中國（或亞洲）佛教徒曾到過

北美，留下的又一個重要證據。

記述南朝蕭齊末年的政

治和蕭梁皇朝（502 年～ 557
年）史事的《梁書》中記載，惠

深和尚在西元 458 年前曾往 Fu 
Sang（扶桑）傳教。 1763 年，

法國一位研究東方的學者約瑟

夫 · 谷音（Joseph de Guignes）
翻譯《梁書》時，認為扶桑實際

上是古代北美。

1974 年，維也納人類學家

庫喏．克躇伯爾等 8 人為驗證

慧深和尚是否可能橫渡太平洋從

中國到達美洲，特地仿照廣州出

土的一世紀陶船模型，建造了

一艘中國式的木船——「太極

號」。它長 12 米多，張掛一幅

一直以來，人們都認

為首先發現美洲大陸的

是哥倫布。但分布於美

洲及歐洲的眾多佛教遺

跡表明，在1492年哥倫布

從西班牙抵達美洲之前，

亞洲的佛教徒很可能已

經造訪過歐美大陸了。

用燈芯草織成的大帆，晝夜可行

100 海里。它由香港起航，沿著

日本海岸向東北漂去。在茫茫的

太平洋上，「太極號」一度被鑿

船蛤咬穿，但幸運的是仍順流漂

到了美洲的阿拉斯加。

雖然模擬航行的成功，為

研究帶來了曙光，但還得有權

威性的史料和物證來證實。研

究者認為，美洲的龍舌蘭，就

是描述中的扶桑。被稱為扶桑

國的物產和風土人情，與今天

的墨西哥十分相似。而墨西哥

的一些神話人物，也有中國神

話人物的影子。

在墨西哥、秘魯的遺址發掘

中，還發現許多佛像同中國畫中

的佛像相似度極高。墨西哥的塑

像和古代建築，在藝術風格上也

帶有亞洲色彩。秘魯發現的一

塊漢文石碑上，刻有「太歲」字

樣。玻利維亞發掘的原始人遺

址，也有漢文字樣的雕刻。厄瓜

多爾境內，曾經發掘到王莽時代

所造的貨幣。在巴拿馬的一塊古

老紀念碑上，科學家發現「薩基

摩爾」的名字，同佛教創始人釋

迦牟尼是諧音。 1930 年，在加

拿大東海岸發掘出的石柱上，刻

有中國的篆文。

目前，一些研究人員認為，

從這些陸橋和周圍的岩石，還有

它們在古代貿易路線上的位置，

都和早期佛教傳教士的記載相

似。有觀點認為，它們是由同一

種宗教團體雕刻的，這些宗教團

體在世界各地也雕刻了許多其他

美麗的岩體。

在古希臘，那些後來被基督

徒做為修道院的建築，造型看起

來就像在遠東和東南亞地區所發

現的佛教寺院一樣。考古證據顯

示，希臘佛教產生於佛教建立後

的西元前 6 至 4 世紀之間。在

基督教來到希臘之前，佛教文化

就已在此地廣泛傳播。

◎文：天羽

通信塔、風力發電機以

及太陽能板等人造物體，已

經成為鳥類殺手，每年有幾

十億隻鳥撞死在這些物體

上。由於這些人造物體反射

出來的畫面是天空的鏡像，

但鳥類卻以為是暢通無阻的

通道，所以不停的撞上去。

隨著太陽能板數量的不

斷增多，在美國每年多達

13.8 萬隻鳥在上面撞死。

美國能源部向阿貢國家

實驗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撥 款 130 萬

美元開發了一套自動監控

太陽能板上方鳥類活動的

系統。阿貢實驗室的軟件

工程師席曼斯基（Adam 
Szymanski）和同事開發了

一套系統，以攝像頭瞄準太

陽能板蒐集視覺信息，然後

使用機器學習系統自動識別

移動的物體是不是鳥類，是

否與任何物體相撞。

現在，這個研究組正在

研發一個能從畫面中自動檢

測出鳥類出現的軟件系統。

而之前追蹤在太陽能板上撞

死鳥隻數量的辦法，是靠人

工清點鳥類的屍體。

研究者表示，這套系統

將來要整合到相機內部，才

能做出實時高效的判斷，而

不會採用下載數據後期分析

的方式。

鳥類殺手
太陽能板

拱門：Tatibitati//wiki/cc by-sa;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東漢末年著名的大醫學華佗

喬治湖，被稱為「會隱身的湖」。它每

40年週期變化，其中 20年湖泊乾涸，另

外 20年湖泊水滿。

◎文：紫雲

澳洲怪湖之謎  

澳洲堪培拉北邊的喬

治湖（Lake George），被稱

為「會隱身的湖」，湖水時

而滿盈，時而乾涸。

據《世界神秘現象》一書中記載：

喬治湖平均每過大約 40 年就會進入

一個週期：其中 20 年湖泊乾涸，另

外 20 年湖泊水滿。

湖泊乾涸的時候就是一片草原，

成群的牛羊在那裡享受嫩草。水滿

的時候，就是個長約2.6萬米、寬約

1.1萬米的淡水湖泊，最大深度為4.5

米，平均深度 2米左右，可以裝下 5

億立方米（1.8×1010 立方英尺）的

水。湖水每次來去都很突然，來的時

候，野鴨、天鵝、魚兒會跟著一起出

現；湖水消失時，生物也一同離去。

喬治湖是內流湖，沒有河流或是冰川

為其供水，它的水到底從何而來，目

前依然是迷。從 1820 年至今，喬治

湖已經消失和復現過 5 次。

科學家們曾使用一種可懸浮於水

面的發光介質，進行水流跟蹤。結果

令人目瞪口呆，帶有介質的湖水消失

後，竟然出現在南美洲國家智利。科

學家們無法解釋喬治湖的神秘現象。

◎文：藍月

間歇性斷食改善健康
9 月 16 日發表在《自然 - 通

訊》（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的一項研究表明，間歇性

斷食對代謝物和基因表徵的改

變，是改善健康的關鍵所在。

間歇性斷食模式因人而異，

可以一天之中只在 8 小時內進

食，其餘 16 小時斷食；也可以

一週之中選擇兩天吃得很少；還

可以是每週或每個月之中選擇一

天完全不攝入卡路里等各種方

法。科學家研究了每一種進食方

式下肌肉的基因表徵、血液和肌

肉內代謝物的濃度。

他們發現，間歇性斷食改變

了血液和肌肉內代謝物濃度變化

的節奏，以及肌肉內有助於運輸

氨基酸的基因表徵，這些基因表

徵是構成蛋白質的基礎。重要的

是，研究顯示間歇性斷食沒有改

變肌肉的生物鐘。

研究者之一瑞典卡羅林斯

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t）
的齊拉斯（Juleen Zierath）說：

「我們的研究為科學家瞭解間歇

性斷食，和改善代謝健康之間因

果關係提出了新的見解。這些觀

點有助於開發新的療法改善肥胖

者的生活質量。」

超級酶可清除聚酯塑膠

聚酯是生活中最

常見的塑膠成分，各

種飲料瓶、化纖布，甚

至地毯都是由聚酯製

成。

耐腐蝕的特性，使聚酯塑

膠在大自然中能存留幾百年，

造成嚴重的環境汙染。

英國朴茨茅斯大學的科學

家發明了一種新式的分解塑膠

方法，由兩種酶類物質混合而

成的「超強分解酶」，在幾天

之內即可將飲料瓶等日常生活

中的聚酯塑膠分解，速度比以

前快了六倍。

研究負責人約翰 ‧ 麥克

吉安（John McGeehan）說，

這是他第一次注意到酶類物質

之間的聯合作用將塑膠分解。

這種超級酶有望促進回收處理

塑膠，但目前僅僅是試驗品，

尚不足以製成可供日常使用的

產品。

◎文：紫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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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陰曹也有外國人嗎？

如果有外國人，那怎麼通曉彼

此的語言呢？如果沒有外國

人，那麼外國人死後歸什麼地

方審判呢？

答：我作陰曹判官正值庚

子年，八國聯軍攻破北京之

後，中外軍民死的非常多，陰

曹曾看到少數的外國人到案。

陰曹中也有能夠通達他們語言

的，也曾經受理過一個死難的

提督名叫 XXX，也有忠誠保衛

國家慷慨捐軀的，我親眼見到

他們都直接升天界，沒有經過

提審。中國陰曹地府況且不止

一處，那歐美各國也可推知另

外有陰曹地府才合乎情理啊！

問：陰曹地府為什麼經常

用陽世的人作陰間差役呢？

答：因為富貴的人，他們

家宅常有眾多神靈守護，他們

身邊供差遣的侍者又多是年輕

力壯，陽氣旺盛，因此鬼使不

能靠近他們的病床。比如部隊

將領病死軍營之中，他的四周

警衛森嚴，槍炮林立，軍營中

士兵，又都是少年，陽氣旺盛

如同蒸烤，鬼使不能夠靠近，

就必須用生者的魂魄作差役拘

捕他，才能夠到案。

問：被刀殺害和其他慘死

的鬼魂，身首不全，他們的靈

魂和平常病死的鬼有什麼差別

嗎？

答：他們的靈魂身首是完

整的，和普通的鬼沒有差別，

只是臉面讓人感覺稍微模糊，

並且受傷的部位帶有血跡，而

且容貌悲傷淒慘，像是很痛苦

的模樣。

問：鬼也有滅亡消失的時

候嗎？

答：有。我所見過年代最

久的鬼，大概遠至宋、元朝為

止，至於唐代以前的鬼絕對沒

有見過。可能是因為年代太過

久遠，早就消失滅絕了；除非

成佛，否則不能夠萬古長存

啊！

問：人從年幼到年老容貌

是逐漸變化的，鬼的容貌是否

也逐年衰老呢？

答：鬼的容貌和他病死的

時候一樣，好像不會因為年歲

漸長而衰老。

問：陰間也有白晝黑夜和

日月星辰嗎？

答：陰間也有白天晚上，

和陽世間相同，只不過絕對看

不到日月星辰，陰間的情形和

四川的大霧和華北的沙塵暴天

氣差不多，不像陽世這樣的明

亮。還有每天早上八點以後到

中午十一點止，鬼畏懼陽氣瀰

漫灼熱，都躲藏到陰暗的地

方，午後外出的才逐漸增多。

問：陰間也有春夏秋冬四

季嗎？

答：有的。只是夏天沒有

陽世間這樣的熱，冬天則比陽

世間還要冷。

問：陰間是不是同樣有飲

食呢？陽間人們所化的紙錢，

陰間能夠受用嗎？

答：陰間也有飲食的，他

們所食用的蔬菜也有很多種。

陽間人們所化的紙錢，他們也

可以用來購買物品。

問：陰間也是一日三餐嗎？

答：每吃一餐，可以飽很

多天，並不一定要一日三餐。

問：在陰間同樣也有睡眠

嗎？

答：也有床榻被褥之類的

東西。但是並不曾見到有睡眠

的情形，只是到處徘徊，閉目

稍微休息一下，就等於是睡眠

了，不同於陽間的人，每天必

須要睡夠七、八個小時。

問：陰間也有街道商店門

市嗎？

答：有的，只不過規模非

常小，與人世間的小商店差不

多。所販賣的東西大多是飲食

雜貨之類，但沒有像人間那樣

富麗堂皇的大公司和洋行。

問：陽世人們祭祀所供養

的飲食，鬼神能不能夠受用

呢？

答：可以的。但只不過是

聞一聞它的氣味，不是真的把

東西吃了。例如在夏天的時

候，同樣的兩碗食物，一碗用

來供鬼神，一碗沒有供鬼神，

已經供過鬼神的，一定比沒有

供過的要先腐壞，就是因為供

過鬼神的那一碗的氣，已經被

鬼神攝走了。

問：陰間的飲食和陽世的

飲食，哪個味道比較好呢？

答：陰間的飲食恐怕是比

不上陽世的。

問：陰間也有家庭眷屬親

友嗎？

答：有的，但是不一定都

是陽世原來的家庭成員，因為

陰間也有婚娶和生育的事情。

問：鬼是以自己的墳墓作

為居住休息的地方嗎？

答：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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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鬼懲貪官  
◎文：曉淨

中國獻縣（今河北省中南

部）某官吏姓王，長於書寫訴

訟文案，精通以此筆刀巧取他

人財物，偏門斂財，豐厚可觀。

某夜，城隍廟一道童走經

廟殿側廊，無意間，道童聽聞

兩位冥間官吏正拿著功過簿對

算著，其中一位冥官說：「他

今年積攢的錢財較多，當以何

法抵銷？」審思片刻後，另一

冥官答：「一翠雲足矣，不需

煩惱該怎麼迂迴處置。」

道童常在廟中撞見鬼，早

就習以為常，沒放在心上，也

不感到害怕，只是不知道翠雲

是誰，也不知道二位冥官是為

誰在銷算罪業。

不久，有一位名叫翠雲

的小妓來到了獻縣，王某非常

寵愛翠雲，貪汙而來的錢財

有八、九成都花在翠雲身上，

後來又染上惡瘡，花費醫藥治

病，王某終究散盡積蓄。旁人

計算王某貪汙的錢財總額應有

三、四萬兩銀子。最後王某發了

瘋病，暴斃而亡，竟然連買一口

棺木下殮安葬的錢財都沒有了。

（出自《閱微草堂筆記》）

官書》載：「五星（金、木、水、

火、土）聚於東方，利於中原

之國。」此象是帝王的死劫，但

在劫難之後會有盛世出現。

撥亂反正興佛法

宋太祖趙匡胤本應死於五星

聚會那年，死於弟弟太宗趙光

義之手，但歷史記載太祖在 976
年駕崩，比原定的年限多出 9
年！是甚麼因素改變了命運的安

排？

太祖即位之初做了一件超乎

定數之外的事，即大力弘揚佛

法，重建廟宇佛寺，並首創由官

方製版的佛經印刷本……

原來天定由太祖得天下，並

且廢止前朝滅佛國策，但也只是

「撥亂」不「反正」，為著弟弟

趙光義日後大興佛法做準備。也

就是說，弘揚佛法之舉本應是由

太宗來做；太宗初名叫趙匡義，

有「匡扶正義」之意，太祖即位

後，為避皇帝名諱而改名為趙光

義，依然有著「光復正義」的意

思。

命定由趙光義大興佛教，本

著這天大的功德，後頭有碩大的

輝煌在等著他，比如：971 年平

定五代十國後期的南漢，975 年

平滅南唐，太宗都將展現他先天

的軍事才華。

沒想到這些事竟都讓太祖做

了，「五星連珠」預告的盛世之

門也提前被趙匡胤開啟。

話說「佛性一出，震動十方

世界」，趙匡胤出乎定數之外的

興佛之舉，震動寰宇，天地都為

他賜福，天象都為他開路，天數

都重新安排。

太祖本應在 967 年駕崩，

卻因「撥亂」延壽 3 年；大興佛

◎文：聖緣

宋太祖趙匡胤佛性

一出，廢止前朝滅佛國

策，大興佛法，改變他既

定的命運，開創出原不

屬於他的輝煌，並提前

迎來北宋的盛世繁華。

有句話說：「假作真時真亦

假。」意思是當我們把假的當成

真的，真實卻像假的一般。以下

的一段歷史敘述，如您不認同就

當作故事看一看，若能從中明瞭

信佛是命運轉折的因素，也是一

件好事。

話說五代時期，後周皇帝柴

榮下令滅佛，造下巨大罪業，招

來天滅而斷送自家帝命。宋太祖

趙匡胤順天應人，和平改朝換

代，沒有產生罪業，乃因後周天

命終止於滅佛之策是天定之數，

是上天留給世人的深刻警示。

北宋建國後，按照上天原

來的安排是宋太祖趙匡胤在位

8 年，即 960 ～ 967 年，繼位

的宋太宗趙光義在位 31 年，即

967 ～ 997 年。兩者以 967 年

（乾德五年三月）出現的「五星

連珠」為分界點。《史記 ‧ 天

法延壽 3 年；開創命中沒有之

輝煌再延壽 3 年；總計延壽 9
年，成就北宋盛世——咸平之治

的根本福源所在。

盛世背後有根源

德是福之根本，小到一人之

福分，大到一國之興衰。

千百年來歷史學界都視明君

賢臣為盛世的根源，那都是表

象，在修心向善的時代，大興

佛、道法造下的功德才是盛世的

根本，比如：西漢文景之治，以

道治國；東漢光武中興，以道治

國；隋朝開皇之治乃大興佛法之

果；唐朝貞觀之治乃因唐太宗廢

止李淵滅佛聖旨；唐朝大中之治

乃大興佛法之果；大遼景宗中興

是蕭太后大興佛法之果；明朝永

樂盛世乃明成祖朱棣大興道教之

果……
唐太宗廢止李淵滅佛聖旨

明成祖朱棣大興道教

香港天壇大佛像

宋太祖趙匡胤弘揚佛法

後周世宗柴榮下令滅佛

唐太宗.明成祖.宋太祖：公有領域;其他圖片：adobe stock

興佛是盛世根源

人心易昧 天理難欺    
◎編輯整理：黃麗娟

   清代，浙江湖州人姚文田先

生與曼雲公 ( 梁運昌 ) 同為嘉慶

四年進士。當年元旦，與他同郡

的某人在夢中來到一所官府，聽

到喧傳：「狀元榜出來了。」隨

之朱門大開，兩位身穿紅衣的官

吏手持黃旗走出，旗尾各綴有四

字，「人心易昧，天理難欺」，

夢醒後不解其意。

    當姚文田被欽點為狀元，

有人把這個夢告訴他，姚文田想

了很久才驚喜道：「這是我某位

先祖說的話啊！先祖在皖江擔任

提刑官時，監獄中有二人被仇家

誣陷為死罪，經先祖查明無罪後

準備將人釋放。

消息一出，仇家行賄二千

金，請先祖務必判他倆死罪。 
先祖道：『人心易昧，天理難

欺。為了銀兩而枉殺無辜，天理

不容啊！』遂斥退仇家的賄賂，

還將那兩人無罪釋放。黃旗尾端

所書的四字難道是指這件事？」

嗚呼！先祖的話上達天聽，

百年後福蔭後代子孫。後來姚文

田被授為國史館、唐文館纂修，

累遷內閣學士，戶、禮、兵諸部

侍郎，禮部尚書。謚文僖。

( 參閱《北東園筆錄初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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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西村中，流傳著這麼一則駭人

聽聞的傳說：自從有一個老婆婆到過東村

後，東村的人竟然在短短幾天內不是急速

的老死掉，就是發瘋自殺死掉了！東村沒

有人能夠留存下來，所以變成一座布滿詭

譎氣氛的廢墟了。

西村的人都在猜測那位老婆婆一定

是惡靈的化身，是來吸取人的生命。也

因此，西村的耆老們總是告誡著下一代：

「千萬不要跑去已荒廢多年的東村去。」

就這樣，西村的人們從不敢越過山頭到東

村去，西村的人也經常嚇唬調皮的孩子們

說：「如果不乖就要把你們送到東村去。」

調皮的孩子馬上就會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變得比誰都還乖。東村的傳說雖然一直這

麼流傳著，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但

是漸漸的，這個傳說在人們的心目中不再

那麼恐怖了，竟然變成只是嚇唬小孩的玩

笑而已。

有一次，西村的人聚在一起開村民大

會，大家都覺得西村物資不足，應該出去

擴展擴展。村子裡面最勇敢的大毛馬上提

議說：「不如我們到東村吧！說不定東村

的物資相當豐富，夠讓我們的子孫用好幾

輩子呢！」村子裡較青壯的少年們也紛紛

附議：「是呀！是呀！早就該去了！」「這

樣我們的土地就更多了！放在那邊多浪費

呀！」

但是，村子裡較年長的耆老們面有

難色的說：「我們不能違背老祖宗的遺訓

呀！再找其他地方看看好啦！」大毛卻義

正嚴詞的說：「有誰真正到過東村？說不

定老祖宗的觀念是錯的，只是道聽途說而

已！難道我們要繼續錯下去嗎？」老人們

根本壓不住已經充滿鬥志與興奮狀態下的

青年們，最後終於協議說：「先派大毛、

二毛、三毛三兄弟去探勘，然後再決定怎

麼樣？」

就這樣，大毛、二毛、三毛三兄弟懷

著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踏上了探訪東村的

路途，他們花了整個白天的時間越過了山

坡，到了東村的時候，天色已暗。東村果

然就像傳說中的一片漆黑死寂，偌大的空

間中只留存三兄弟沙沙的走路聲，他們戰

戰兢兢的觀察著身邊的任何風吹草動。

「啊！」忽然聽見三毛驚慌的大叫一

聲，「發生甚麼事？」大毛、二毛迅疾地

回過頭緊張的問道。三毛眼睛直直的盯著

旁邊的草叢說：「我剛剛好像看到一隻狐

狸一閃而過！」大毛、二毛鬆了口氣說：

「只是一隻狐狸，怕甚麼怕？早知道就不

要帶你出門啦！」說完自顧自的又往前

走。

可是不一會兒，又聽到了三毛的慘叫

聲，兩兄弟回過頭剛要笑三毛時，卻看到

三毛臉色慘白的指著地上一堆堆散亂的骨

頭，這下三兄弟果然都毛了起來，不知要

不要繼續往前走？

正當猶豫中，二毛示意兩兄弟讓他

們看前方不遠處一叢叢的亮光，透過皎

潔的月光照射下，那個金光更顯得誘人

了。好奇心驅使著他們繼續前進，當越

走越近的時候，三兄弟忍不住興奮的加

快腳步，他們想要證實自己看到的到底

是不是真的？終於他們已經印證了自己

心中的答案，原來那些亮光是月光照射

黃金時反射所造成的，雖然多年的灰塵

已經覆蓋了黃金，但仍掩蓋不住黃金的

光芒，東村一幢幢的房子竟然都是黃金

蓋的。

大毛、二毛高興的手舞足蹈，喊著：

「我們發財啦！」但只有三毛擔憂的說：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為甚麼東村一個人

都沒有，只有這些到處都是黃金鑄成的東

西？」大毛、二毛不以為意的說：「管他

這麼多！說不定是強盜把東村的人殺死

了，強盜又互相殘殺，所以一個人都沒有

呀！反正現在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的了，西

村的人看到我們沒回去，以為我們被鬼怪

吃掉了，就更不敢來了！」

善良的三毛不禁提醒大毛：「是你建

議全村的人來探索東村，現在又要獨占這

些寶物，這樣不會很對不起村子裡的人

嗎？」已被利慾薰心的大毛，根本聽不進

去三毛的話，加上二毛在旁邊添油加醋的

說：「以前我們在西村貢獻這麼多，西村

的人會感謝我們嗎？只有這種危險的任務

才叫我們來？你就是這麼笨，難怪老是被

人欺負！」大毛、二毛不理會三毛的話，

決定巡視整個東村，想看看是否有更珍貴

的寶貝？三毛在這陰森森的氣氛環繞下，

不禁也加快腳步跟著他們。

當他們走到村子的尾端時，聽到一陣

清脆亮耳的音樂聲，原來這個音樂聲是從

一間毫不起眼的小木屋所傳出來的，三兄

弟納悶的想：「為甚麼全村只有這間房子

不是黃金鑄成的呢？」三毛說：「大哥、

二哥，我看我們還是別進去好了！你們

看這個村子已經荒廢這麼久，為甚麼還

會有音樂聲呢？讓我感覺非常詭異！」大

毛、二毛嗤之以鼻的笑說：「你這隻縮頭

烏龜，不進去，怎麼知道裡面會有甚麼寶

物？」說完大毛、二毛就邁著大腳步走進

去了小木屋，三毛膽膽怯怯的走到木屋的

門邊，一點都不想踏進去。（未完待續）

【看中國訊】在人際交往中，情商高

的人通常因為處事圓融，往往受到大家的

喜愛，和這些情商高的人相處時，也會讓

人覺得很舒服。

也因為現在的社會除了強調智商，還

重視情商，所以很多父母開始培養孩子的

情商。當孩子表現乖巧、懂事時，父母就

會表揚孩子的高「情商」，但事實真的是

這樣嗎？

有個人就曾分享過自己的親身體會，

她覺得自己的孩子從小就乖巧聽話，親朋

好友也認為孩子懂事。就在前陣子，因為

孩子生日近了，周遭的朋友想送小孩生日

禮物，問小孩想要甚麼時，沒想到小孩很

有禮貌的直接拒絕了。

朋友以為她的孩子是不好意思，就讓

她回家再問一下，但沒想到答案還是一樣

的，她只得告訴朋友，或許自己小孩情商

高，不需要生日禮物，所以不用買了。

但朋友這時提醒她，哪有小孩不喜

歡生日禮物的，或許她應該要關心一下

自己小孩，看看是不是有甚麼異常的地

方，想想孩子平常是否會向她提出自己

的需求。

聽到朋友這樣說，她才驚覺，孩子

很少跟自己提出甚麼需求，而且行為舉

止都是配合自己的喜好來的，就連吃的

東西也一樣，這讓她頓時發現自己一點

都不瞭解孩子。

最後在小孩過生日的時候，朋友們還

是準備了禮物，只見孩子表面上很禮貌的

收下並道謝，但是過程中卻一直在偷瞄

她，看她的臉色。也就在這個時候，她才

發現自己的教育方式出了問題。

我們大家總會覺得孩子懂事，就是

高情商的表現，並會為此感到驕傲。但

我們不知道的是，當一個孩子過分懂事

時，很可能代表缺乏父母的愛，沒有安

全感，只能不斷通過討好父母，來滿足

自己的需求。

例如孩子有以下幾種行為時，父母

就要注意了，這很可能是孩子缺「愛」的

表現。

1、下意識討好父母
缺乏愛和安全感的孩子，通常會很執

著父母的表揚，她們會下意識放棄自己的

想法需要，盡量滿足父母所要的，做什麼

事也都習慣看父母的臉色。一旦發現父母

臉色不悅，就會停止自己的行為，直到父

母臉色變好為止。

2、過分懂事
孩子在成長時，難免會以自我為中

心，控制不住情緒，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若父母發現孩子對自己言聽計從，那麼很

可能代表孩子缺乏愛，想要通過討好父

母，來獲得關心和認同。這時父母更應該

反思自己，是不是平時工作太忙，所以沒

時間陪伴孩子？

3、不提要求
小孩子個性都是天真純樸的，對世界

上所有事都會感到好奇，看到什麼大多會

想要擁有。如果一個孩子從來不主動提要

求，就算別人送東西給自己，也會看父母

的眼色時，那就證明，這孩子已經很缺乏

愛了。

若發現自己的小孩有這樣的傾向，父

母除了要做出改變，多關懷孩子以外，也

不要吝於表達自己對孩子的愛。即使小孩

做錯事，要批評時，語氣也要和善，讓孩

子知道父母的批評是為了自己好。也切忌

不要帶著情緒，拿別人的小孩來做比較，

這只會讓孩子的挫折感更重。

而且在表達自己想法前，不妨靜下心

來聽聽孩子的想法，在不一味否定的前提

下，提出自己的想法，供孩子參考。這樣

彼此在更了解對方之餘，也能因為良性的

互動，讓雙方有反思的空間，避免代溝越

來越深。

文 |彤心

古文賞析

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

少時，且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

久未果，遂訟於官。惠遣爭者出，顧州紀

綱曰：「以此羊皮可拷知主乎 ?」群下咸

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

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

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

譯文

有背著鹽的和背著柴的人，兩個人同

時放下重擔在樹陰下休息。一會兒，將要

走了，爭一張羊皮，都說是自己墊肩的東

西。久久沒得出結果，就去報了官。李惠

讓他們出去，回頭看州府的主簿說：「憑

藉這張羊皮能夠查出它的主人嗎 ?」下屬

官吏都不能回答。李惠叫人把羊皮放在坐

席上面，用棒子敲打，看見（發現）有

少許鹽末，就說：「得到實情了 !」再讓爭

吵的雙方進來看，背柴的人於是伏在地上

承認了罪過。

注釋

1.負：背。

2.薪：柴。

3.同釋重擔：（兩人）同時放下重

擔。同，同時一起；釋，放下。

4.藉：墊、襯

5.惠：李惠，北魏時任雍州刺史。

6.州紀綱：州府的主簿。

兒子上了國中，開學後，學校提供社

團選課，總共有 8個社團可以選。兒子

由於對跳舞最沒興趣，所以原本只填了七

個社團的順序，然後把熱舞社排除不填，

但後來負責社團事務的老師說不行，一定

要把所有社團都填完，所以他只好把熱舞

社填在第八個志願。

結果，社團選課結果公告後，他很訝

異的發現，他竟然還是被選到熱舞社。於

是他去找社團負責老師，問說為何他會被

選到熱舞社，結果社團負責老師跟他說他

們也不知道，因為就都輸入電腦，由電腦

系統自己排序來安排的。兒子很訝異，也

詢問能否轉社、調社團，但初步的答案是

不可以，所以回家後心情很鬱悶。

我跟他溝通，說既然已經選上了，要

不要試著去瞭解熱舞社到底在學什麼，以

及試試看體驗看看跳舞，說不定以後還真

的就喜歡上跳舞呢。為此，我也寫聯絡簿

跟他的導師溝通，希望導師也能開導他一

下。導師確實也很有心，特別舉了以前她

帶過的學生例子，說有個女生很不喜歡跆

拳道，結果也是不小心被選到跆拳道社

團，結果後來國中畢業時，是全校的跆拳

道冠軍。不過兒子對這些故事好像接受度

不高，心中仍充滿鬱悶與忿忿不平。

後來，學校開家長會，我也當面跟導

師反映，導師說她也試著去跟學校負責的

老師溝通，但那個老師一樣說是電腦系統

安排的，也不能調整。

後來，我想了一個辦法，就寫了一封

電子郵件寄給他們學校校長的電子信箱，

原本以為應該要等幾天，結果想不到當天

下午校長就親自回信了，說他原本也不清

楚社團的安排方式，後來為此去跟負責的

老師瞭解後，才知道確實是有跟外面廠商

購買系統軟件來協助安排社團，所以才導

致老師自己都不知道系統是如何安排的，

校長也承諾說會請軟件的供應商來說明，

也看看日後能否調整的更好。而針對轉社

問題，也確認如果還有社團有空缺，只要

該社團老師同意，就可以去調整。校長還

鼓勵讓孩子自己去跟社團老師諮詢，培養

一下小孩處理事務的能力。

我收到回信很開心，也把信息分享

給兒子跟他的導師，導師也很訝異我如

此熱心寫信給校長，以及校長很負責的

回覆內容。她說我是個很積極的家長，

連她都不知道原來可以找校長處理這樣

的事務，而且她也可以跟有同樣困擾的

學生說明了。

兒子雖然也很開心有調整的機會，但

過了幾天我問他，他卻說沒關係，他其實

也跟熱舞社老師溝通過了，如果他不想跳

或不會跳，可以讓他在旁邊負責控制音

樂，以後也可以幫忙選歌。所以兒子認為

有沒有調整應該沒有關係了。

看來，我的一小步，影響了三個人。

校長因此多瞭解了學校的一些可能問題，

以及可以來改善的辦法；導師也知道了有

些事務可以直接請求校長幫忙，以及選社

團的彈性；兒子也在這樣的經驗中，體現

了最初我們希望他能嘗試與接受的新事

物。一舉三得，確實很值得。

神祕的音樂盒寓 言 故 事

從前，有一座小村莊叫作西

村，而在西村的另一頭則是

東村。西村和東村僅隔一座

山，但西村的人卻從未到過

東村，為甚麼呢？

上

( ADOBE STOCK )

孩子「缺愛」的三種行為
父母別誤當高情商

親 子 之 間 社團選課的啟發

 Jeswin Thomas/Unsplash

唐代/李延壽

人有負鹽負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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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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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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中 國 訊】BMW
（寶馬）在今年 6 月發表代

號 G22 的新一代 4 Series 
Coupe 後，後續除了以其

為基礎的 M4 現身，時隔約

3 個月，原廠再追加每個男

人都想擁有的全新 4 Series 
Convertible。

這 次 全 新 的 4 Series 
Convertible 不同以往硬頂

敞篷，改用軟頂配置讓整體

浪漫氣息、視覺與氛圍更鮮

明，而車重也較前世代車型

減輕 40%，同時也能於時

速 50km/h、18 秒內完成開

關篷動作。

與 4 系列轎跑車不同之

處在於敞篷車型，全車標配

M Sport 套件，包括 18 吋

鋁合金、升級的懸吊、LED
車頭燈組和更具侵略性的 
M-Sport 車身套件。同樣的

主題也延伸到車內，座艙配

備 M-Sport 方向盤和一對有

M 徽飾的 M 款皮

質跑車化座椅。

車內也有多項科技化配

備，包括三區自動恆溫空

調、倒車顯影系統、電動

可調座椅、環艙氣氛照明、

12.3 吋數位化儀表和 10.25
吋中控娛樂資訊系統主機，

同時支持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手機連結。

另有頂規性能版M Sport 
Pro Edition，追加了一些性

能化升級配備，如 19吋鋁合

金輪圈和主動式 M-Sport 懸
吊繫統，另有一些視覺化套

件，內含暗黑的車頭燈、變

型的尾燈、有M徽飾的安全

帶和可將聲浪傳導到車內的

引擎聲浪合成系統。

B M W  4  S e r i e s 
Convertible 於操控方面皆

配置 19吋輪圈與運動化懸

吊的 M Sport 套件，另外

也可選配電子式 M Sport
懸吊、M Sport 煞車與差

速器。而日常用車部份虛

擬座艙與 Apple CarPlay/
A n d r o i d 
Auto 連 接

提 供 一 切

所需功能，

置 物 空 間

開關篷也分別有

300/385公升。

【看中國訊】大學生活對

於新生們來說充滿了挑戰和迷

惑。這段生活將塑造您自己。

這也是一段非常特別的時期，

您將經歷許多人生的第一次，

包括選擇您的第一輛車。每個

人都想要最好的車，然而對於

大學生來說，還有許多因素需

要考量。並且很有可能您的父

母將會決定您買哪款車。

選 擇 有 很 多， 馬 自 達

3(Mazda3, 馬 3) 是其中的佼佼

者，名列青年人感覺最可靠的

車型之一。選擇汽車不像選自

行車那麼容易，有許多因素要

考慮。價錢、里程數、安全係

數非常重要。父母已經負擔了

您的學費生活費，在選車時，

最好選擇省油、可靠、價格合

適的車。而且要選擇一款不會

需要太多維修的車，因為您既

沒時間也沒金錢一次次的把車

送去維修。

省油和附加功能

如果您需要每天駕車通

勤，一定不希望隔天就得給車

加油。您需要一款油耗低的

車，就算不能一週加一次油，

至少能夠做到三四天才加一次

油。馬自達 3是您的完美選擇，

他在城市交通的油耗低至 8.7 升

/ 百公里。這意味著即使你天天

通勤，它也不會讓你荷包大出

血。如果您在週末或假期要出

遊，也不會讓您破費太多。

馬自達 3 還自帶一些其它

車需要額外添加的功能，如 16
英吋合金車輪、日燈、8.8 英吋

觸摸屏顯示器、後視攝像頭和

按鈕啟動等。

安全功能

對於任何人來說，最重要

的都是安全，選車尤其如此。

一款舒適又安全的車是所有人

的選擇，無論學生還是其他成

年人。馬自達 3自帶安全功能，

智能監控車輛周圍的情況。如

果前方有情況發生，車上的智

能剎車系統會自動啟動剎車。

如果其它車輛靠的太近，警報

機制會自動啟動。這款車是學

生們的最佳選擇，使您駕駛的

流暢又容易，輕鬆通勤。

這款車不僅安全可靠，而

且外形內部都十分美觀，現代

感十足。外形雖然不大，但車

內不僅寬敞而且舒適美觀。許

多人都相信他們的車代表了他

們的形象，馬自達 3 是每一位

青年人的好選擇。它的五門掀

背車型使您能夠更好的清理規

整車內的東西。

BMW 4 Series Convertible

回歸軟頂敞篷
馬自達
Mazda

【看中國訊】據加拿大

電動車非營利組織 Plug'n 
Drive，加拿大電動車市場上

現在有 26種純插電式電動汽

車（BEV）和 23種插電式混

合動力電動車（PHEV），此

外還有許多非插電混合動力

車（HEV）。在這樣一個令

人眼花繚亂的電動車市場，

哪個最適合你？

首先，當然要考慮你的

錢包。電動車價格可以從低

至 2萬元到超過 20萬元。取

決於電池容量等因素，現在

聯邦的最高補貼為 5千元，

六座或以下的車輛，限價格

在 4.5萬元（市場指導價）

以下、加完各種升級包後最

終價不超過 5.5萬；七座或以

上，限價為 5.5萬，加上包裝

後最終價 6萬以內。各省還

有不同的補貼，如卑詩省最

高 6千元，魁省 8千元。

無論哪種電動車，其運

行成本都低於純汽油車。以

雪佛蘭 Bolt 為例，每個月

跑 1,000公里，電費均價在

0.23元，充一次電大概 15元
左右，需要 8-10小時。一個

月總共充 3次就足夠了，電

費不到 50元。如果是普通汽

車，一個月油費大約為 150-
200元。

家庭充電設備也需要一

定開支，價格從幾百到上萬

元不等。當然，價格越貴，

充電速度越快。在外面充

電，如機場或大型購物中心

都會有充電站。但是收費標

準不確定，大多數會比在家

充電貴一些，充電越快價格

可能越高。此外，電動車的

保險跟普通汽車相比區別不

大。

再需要考慮的是你的需

要。BEV 的滿充電行程多數

在 200 到 400 公里之間，如

現代 Kona 滿充里程為 415
公里；有的可超過 600公里，

如特斯拉 Model X 跨界車，

可滿足一般上下班的需要。

如要經常遠距離行駛，鑑於

目前充電站還不夠普及，可

以 考 慮 PHEV（純 電 行 程

20-100 公里）或 HEV，如

克萊斯勒 Pacifica PHEV，

僅靠電力可行駛 51 公里，或

豐田 Prius C。

嚮往高端車的可以考

慮：寶馬 530e xDrive、奔馳

GLC 350e、奧迪 Q、雷克薩

斯 LS 500h、Jaguar I-Pace
等。明年奧迪將推出其 e-tron 
crossover，保時捷將首次推

出其 Taycan 全電動轎車。

還需要考慮的是，寒冷

天氣或極端天氣對電池肯定

有影響，最好諮詢一下本地

車行銷售人員。另外，車廠

對電池的保修一般為 8 年

/16 萬公里。如果在保修期

外電池壞了，換新的可能會

很貴。

什么樣的電動車最適合你?

各種電動車的運

行成本都低於

純汽油車。以

雪佛蘭B o l t為

例，每個月跑

1,000公里，電

費均價在0 .23

元，充一次電

大概15元左右。

（Fotolia）

為何是大學生的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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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泰國曼谷於

7 月起爆發了近年來最大規模

的反政府示威活動。面對大批

民眾上街，泰國政府下令曼谷

進入緊急狀態，禁止集會，而

且對於提出異議的人士進行拘

捕，甚至出動水砲車驅離示威

者，使得民眾更加不滿。連向

來避談敏感議題的藝人明星也

不再噤聲，紛紛在網絡上發聲

表態力挺學運，並強力譴責政

府利用暴力對付人民。

韓國超人氣男團 2PM 成員

的尼坤（Nichkhun）告訴他的

690 萬名推特（Twitter）追蹤

者，出現這樣的場面後，自己不

能再「袖手旁觀」，這段訊息數

小時內就獲得數以萬計次轉推。

電影《模範生》的主要男

演員 James 及奪下泰國環球

小姐后冠的亞曼達（Amanda 
Obdam）、 泰 國 女 星 Pantipa 
Arunwattanachai（Pumpui）、

2017 年的泰國環球小姐蓬勒拉

（Maria Poonlertlarp）也在社交

媒體上聲援學運。泰國環球小

姐（Miss Universe Thailand）
亞曼達在 IG 上轉發了學運現場

的照片，並寫下「一張照片勝

過千言萬語，真的夠了！暴力

『從來不是』解答，你們的工作

是要保護人民，而不是傷害他

們。# 拯救泰國。」

主演了《愛超越天際》和

《一 夜 暴 福》的 Krist， 由 於

Krist 的外祖父是中國潮汕人，

因此他有一個中文名叫王慧

偵，他在社群媒體上表示自己：

「跟被威脅的人群站在一起。」

演藝人員對敏感議題發

聲，很容易讓工作受到影響，

看看香港反送中的事件，中共

當局也是不斷的打壓與封殺，

但這些敢於為正義發聲的明星

們的道德勇氣確實很值得敬佩。

【看中國訊】　近期，趙薇和

黃奕同臺，「兩個小燕子」的合

影再次喚醒大家的回憶。此時的

趙薇已經成為台下點評的導師。

而一旁的黃奕，多年陷於和前夫

黃毅清的口水戰，如今只能放低

姿態上臺挑戰，重新尋找機會。

黃奕以一部《上錯花轎嫁對

郎》紅得發紫，出道就是巔峰。

之後再沒有那樣驚艷過觀眾，黃

奕的人生也不如同時期的其他女

星順暢，歷經磨難。　

她和圈外男友談了 5 年戀

愛，卻在結婚前夕被自己的一個

閨蜜插足，憔悴分手。後來，她

為了填補自己感情上的空白，賭

氣般地選擇和剛認識 41 天的姜

凱結婚。這段兒戲般的婚姻，不

到一年就結束了。

離婚一年後，黃奕又宣布和

黃毅清戀愛。在 2013 年，黃奕

和黃毅清成婚。那時候的黃奕，

被很多電影界的導演看好，許多

人都希望她能參演自己的影片，

黃奕卻毅然決然地選擇回歸家庭。

這段眾人不看好的婚姻，後

續的畫風變得極其狗血。一次，

港媒拍到黃奕和一名富商在街上

同行，立刻炒作黃奕出軌「傍大

款」。還沒等黃奕回應，黃毅

清立刻轉發了這條娛樂新聞，表

示要和黃奕離婚。經過協商，兩

人離婚，黃奕不要一分財產，只

要女兒的撫養權。

兩次離婚後的黃奕，因為

負面纏身，被無數廣告商追著解

約和索賠，據說欠下 7000 萬外

債。在離婚後的 3 年時間裏，

她幾乎停下了一切演藝工作，不

再出現在觀眾面前。

在今年 7 月，黃毅清因為

吸毒販毒被判刑 15 年，黃奕終

於慢慢從前一段婚姻的陰影裡走

出來。

【看中國訊】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

登（Joe Biden）計畫若當選要調高美國

企業及富人稅，此舉引起不少人不滿，

10 月 19 日晚間，現年 45 歲的美國非

裔饒舌歌手柯蒂斯．詹姆斯．傑克遜

三 世（Curtis James Jackson III）「50 
cent」，在社群平台上直接宣布準備投票

給川普，並稱迫使他改選的是因為拜登

準備對紐約市加的稅太重了。

美國非裔饒舌歌手「50 cent」在社

群媒體上貼出拜登增稅計畫下的各州最

高稅率，其中紐約州的稅務計畫最高達

到 58％，而紐約市的稅率恐高達 62％。

「50 cent」當晚在推特分享了一張來自

CNBC 節目「Power Lunch」的新聞截

圖，並忍不住針對拜登政見大爆粗口「這

62％是發瘋了嗎？」並直呼「（看）這＊

＊怎麼回事！我要改挺川普了」，更表

示「我不在乎川普不喜歡黑人」！

據瞭解，這是「50 cent」首次在 IG
上透露自己的投票意向，此前他曾被指

是民主黨的長期支持者，並多次發布譴

責川普的言論。

雖然「50 cent」先前對川普總統有

諸多負面評論，但在選前兩週的這一消

息，確實令粉絲感到相當驚訝。他坦言：

儘管他對川普總統向來有微詞，但他相

信，與其讓拜登擔任總統職位相比，川

普似乎更適合再任四年總統。

「50 cent」出生於紐約皇后區，由單

親母親撫養至 12 歲，少年時曾誤入歧途

以販毒維生，被捕後在被囚期間獲得學

位，而後走上正途投入說唱行業而成名。

奪下泰國環球小姐后冠的亞曼達（Amanda Obdam）在IG上

發文譴責暴力。(圖源：Getty Images)

美國非裔饒舌歌手「50 cent」。（網圖）

不爽拜登要加稅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復出復出

非裔歌手50cent改挺川普

兩度閃婚閃離

黃奕如今怎樣了？

【看中國訊】因應武漢肺炎

疫情，NBA 自 3 月起停賽 4 個

月的時間，聯盟 7 月底在佛羅

里達州奧蘭多的迪士尼世界規劃

「泡泡」隔離園區讓NBA複賽，

因閉門開打，熱度不如以往，總

冠軍賽收視率更創歷史新低。

2019-2020 賽季從 2019 年

10 月 23 日開打，到 2020 年 10
月 12 日總冠軍賽結束，期間歷

經 4 個多月停賽，隨著美國職籃

NBA 洛杉磯湖人拿下隊史第 17
座總冠軍，NBA 結束了史上最

漫長的賽季。

今年 NBA 美國職籃總冠軍

賽前 4 戰的全美收視率屢創新

低，從首役的 741 萬人觀看，到

第 3 戰僅剩 594 萬人收看，前 4
戰總收視人口也寫下史上新低。

據《體育商業日報》（Sports 
Business Daily）報導，聯盟針

對複賽約投入 1.8 億美元（約

新台幣 52 億元），儘管少了重

要的門票收入，但聯盟靠著複

賽挽回 15 億美元的損失，多

數與電視臺轉播收入、贊助有

關，然而聯盟最終仍因疫情損

失 15 億美元。

據《中央社》報導，NBA 早

已將選秀會從 10 月 16 日順延

到 11 月 18 日，2020-21 球 季

預定 12 月開打，但聯盟仍須敲

定財務方面的協議，因此少有

人預期新賽季能如期在 12 月展

開。NBA 聯盟總裁席佛（Adam 
Silver）也表示，新球季在明年

1 月或 2 月開打或許是比較可

行的目標。

席佛表示，儘管武漢肺炎

疫情仍未停歇，他仍希望新球

季能讓每隊打滿 82 場例行賽，

且要開放球迷進場觀賽。

美媒：NBA複賽料少損失15億美元

NBA今年3月停賽後，直到7月底才重啟賽季,但因閉門開

打，熱度不如以往。(圖源： Getty Images)

泰國明星齊聲挺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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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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0月28日

蜜脆蘋果

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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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eapples 菠蘿 Honeycrisp ApplesXL Avocadoes 超大牛油果Red Seedless grapes 無仔紅葡萄

KaleMini Watermelons 迷你西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羽衣甘藍 3 pack peppers 甜椒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free 3 lb onion.and get  free 3 lb onion.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3 磅洋蔥。

$0989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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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eapples

購物滿       即可

$24848
ea

$16868
lb

$0686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0 9898
ea

$$119898 ea$ 19898
ea

$14848 lb

Red Seedless grapes

Mini Watermelons

各國婚禮食物
美 食 不 缺 席

◎ 文 :斯玟   圖：ADOBE STOCK

結婚是人生大事，儘管各地人們有不同的婚禮食俗，但祈願

婚禮順利，婚姻長長久久、幸福美滿的心意卻是一致的。

麵條在東方文化中，

是長久、長壽的象徵，在

韓國也是，一句：「何時

請吃麵？」就是問「何時

請喝喜酒？」韓國人在生

日和結婚必備宴會麵條，

雖然相較於濃郁豐富的韓

國菜，宴會麵條顯得清淡

平凡，卻是韓國人心中最

有節慶氣氛的食物。

吃喜酒叫做「吃麵條」

中國經典文學《紅樓

夢》裡，王熙鳳打趣黛玉

時說：「你既吃了我們家

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

做媳婦？」中國傳統婚俗

有奉茶儀式，是晚輩對長

輩表敬意的一種儀式，就

是希望新娘透過奉茶，讓

男方長輩認識，並留下好

印象，受夫家疼愛。

新娘奉甜茶得人疼

麵包在保加利亞人飲

食中舉足輕重，保加利

亞人平時以麵包為主食。

生活中許多特別的場合，

也會端出麵包來慶祝、歡

迎，當然，婚禮上也少不

了麵包。在婚禮之前，新

娘的母親會著手做結婚麵

包，在結婚當天送給新

人，祝福他們婚姻圓滿。

自古以來，泰國果雕

藝術很受推崇，皇室一直

保存這項傳統。據傳是一

位宮中僕人為了在水燈節

製作精緻美麗的小船 , 而

使用水果雕刻，從此傳承

下來。過往果雕只在皇宮

中使用展示，現代婚禮

上也會出現果雕，象徵新

郎、新娘心靈純潔。

結婚麵包融和二家人

現今，結婚蛋糕的文

化盛行於許多國家，其

實結婚蛋糕歷史悠久，古

羅馬時期就有大麥、小麥

做成的婚禮糕餅，象徵延

續香火、生生不息。泡芙

塔成為法國婚禮蛋糕的主

流，是 1950年以後的事，
發展至今，也用馬卡龍、

蛋白糖霜堆疊布置。

泡芙塔愈高愈幸福

婚禮水果雕刻很隆重

意大利婚禮湯並不是

在婚禮時喝的湯，而是這

道湯融合了肉與菜等所有

食材，成為一鍋好湯，如

同兩個人結婚，共同經歷

喜怒哀樂，成就美好的婚

姻，因而得名。婚禮湯的

食材有肉丸子和各種繽紛

的蔬菜，依序下鍋，時間

到了，自得好湯。

婚禮湯象徵圓滿婚姻

華人
文定

保加
利亞

法國

泰國

韓國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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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想邁向醫學碩士、博士

深造，去請教一位博士老中醫師

指點迷津，他給我誠懇的忠告：

「學術和救人有很大的差別。要

想懸壺濟世，就要走臨床實務，

病人就是你的老師，療效就是你

的醫術、學術。」

從此，我選擇臨床，虛心的

面對每一位病人老師，患者有時

就是激發靈感的觸媒。

一位 59 歲女士，長年服高

血壓藥，裝有心律調解器。一年

前，有一陣子只要吃東西就吐，

吐到後來無法進食，住進醫院

檢查，10 天後，檢驗出腎功能

衰竭，於是開始洗腎，一週洗 2
次。她一直無法理解，怎麼生活

起居簡樸，飲食清淡，醫生開的

洗腎可逆嗎？

飲食
健康

嗝，甚至致命。

在門診衛教時，腎臟病患

者常因腎臟代謝功能差，飲食

必須注意攝取量，特別是蛋白

質類食物，因會產生含氮代謝

產物，須靠腎臟排泄，如食用

過量，就會造成腎臟負擔，進

而影響腎臟功能。

遵照營養師飲食計畫

食用

蛋白質類食物來源，以高生

理價值蛋白質為首選，如：魚、

蛋、奶、肉和豆類製品；某些蔬

菜類屬低生理價值蛋白質，如：

菇類、豆莢類，則為次選。

每人每日所需蛋白質量，會

因每個人的體型和腎臟功能不同

而有所不同，須遵照營養師的飲

食計畫食用。

腎臟病患者因尿液減少，較

易有高血鉀問題，血鉀過高則會

引發心臟傳導異常，嚴重造成心

臟停止、猝死風險，故須注意鉀

的攝取量。

高鉀食物，如：蔬菜類（莧

菜、菠菜、空心菜、莞荽、番茄

等），食用前須以水汆燙過，以

減少鉀的含量；水果類（香蕉、

木瓜、釋迦、番石榴等），還有

濃縮高湯類、生菜、乾燥蔬果類

和低鈉食品（通常以鉀取代鈉

來增加風味）。

另外磷的攝取量也必須注

意，因長期血磷過高則會引起皮

膚搔癢、骨骼病變、血管鈣化

等，高磷食物存在於一些加工食

品（罐頭、飲料、香腸、丸類、

餃類等）、內臟類、五穀堅果

類、豆奶製品（乳酪、養樂多、

酸奶等）。

當腎臟病患者尿液減少時，

水分的攝取量就要特別注意，過

多的水會引起呼吸急喘、水腫等

症狀，每人每日水分的攝取量則

是以前一天的尿量加上 500 ～

700 毫升為原則，或是每日體重

變化不超過 0.5 公斤；減少水分

的攝取方法有避免食用湯品飲

料、盡量以固體食物取代流質食

物（如：乾飯比稀飯適合）、口

渴時可含冰塊或漱口潤溼口腔，

或將每日可飲用水分瓶裝，以有

效控制水分飲用量。

腎友別碰楊桃 其他食不過量就好

（轉載自自由時報）

萬病由心造，

心也能治萬病。人

會生病，一般是情

感的牽引，倘若能

夠把一個人的心結

調解、疏通之後，

這個人就會豁然開

朗，疾病也會不藥

而癒，此關鍵就在

於用「順其自然」

來安置，舒緩病人

情緒，恢復健康。

湧泉穴位於

腳底中間凹

陷處，在足

掌的前三分

之一處。

溫補腎經敲湧泉穴
「腎出於湧泉」，有

「健身之穴」美稱的湧泉

穴，是腎經上最重要的穴

位，它是足少陰腎經的首

穴，在腳掌的前掌彎曲的

足心凹陷處即是湧泉穴。

每天晚上堅持用熱水

泡腳，並拍打湧泉穴，能

滋補腎陰、滋生腎水、溫

補腎經、益精填髓，還有

抑制腎臟虛火的效果也非

常好。

療 養 保 健

現疼痛感。感冒發燒或急性吐

瀉，尿液濃縮，也會變黃；黃疸

病患，尿液也是深黃色；還有嚴

重肝病的人，也會如此。

如果泌尿道嚴重感染化膿，

顏色不但很黃，還會有混濁的膿

尿。

除了維他命之外，有些藥物

也會造成尿液變黃，如：抗生素

利福平（Rifampicin）、痢特靈

（Furazolidone）；中藥大黃也會

使尿液變黃，停用後，顏色就回

歸正常。

若平時尿液特別清，沒有味

道，又特別的虛寒怕冷，這是腎

氣虛衰，腎臟濃縮尿液的能力不

足，需要溫腎補氣，常用藥物有

黃耆、沙苑子、杜仲等。若是尿

液平時就很黃，甚至是茶褐色，

又口乾舌燥，睡眠很差，需要養

陰退火，常用中藥有地骨皮、白

茅根、麥門冬等。

留意尿液中出現的泡沫

關於尿泡沫問題，腎絲球腎

炎尿蛋白越多，下肢腫得越嚴

重，尿液泡泡很多，但也有人平

時小便泡泡多，但驗尿一看，完

全正常。

同樣是小便泡沫多，為甚麼

有人是嚴重的腎臟病，而有人是

正常呢？

尿液中出現泡泡，與液體的

表面張力有關，表面張力越高，

越易形成泡泡，若尿液中的成分

發生變化，如：尿蛋白、黏液與

有機物質越多，尿液的表面張力

就越高，就容易出現泡沫。

若飲水過少、出汗過多，突

發性的腹瀉脫水，人體因水分不

足，尿液濃縮，也容易造成尿中

泡沫增加。最常見的病理性尿泡

沫多，就是尿中含有異常升高的

尿蛋白，如：各類腎臟疾病；能

夠導致腎絲球發炎的，都會造成

此現象，如：腎絲球腎炎、高血

壓性腎病、糖尿病腎病變，甚至

痛風、肝炎，能直接、間接導致

腎臟損傷的，尿蛋白都會增加，

尿泡泡增多。而有些非腎臟問

題，如：急性溶血、白血病、多

發性骨髓瘤，這些是血液中出現

大量異常蛋白，尿中有蛋白漏

出，形成蛋白尿。蛋白尿的尿泡

沫，表面浮著一層細小泡沫，經

久不消失。

糖尿病患者尿糖增多，小便

泡沫也會增加，但這種泡沫一般

較大，且很快消失。早期的腎絲

球腎炎，血尿與蛋白尿同時出

現，這時腎臟發炎正明顯，中藥

可用清熱涼血的方法遏止腎臟發

炎，緩解蛋白尿，常用的藥物，

如：小薊、滑石、淡竹葉、藕

節、梔子等。腎臟發炎好了，蛋

白尿也會隨之改善。

由尿液看健康
多種尿液顏色較深的成因

關於尿液的顏色，水喝得

多，尿就較清。早上的第一泡

尿比較黃，因夜間的尿液比較

少。早晨的尿液顏色較深，氣味

較重，這都是正常的，在喝過

水後，尿液的顏色與氣味都會 
好轉。

有些蔬果也會深染尿液的顏

色，如：甜菜根、胡蘿蔔與莓

子，讓顏色較紅，但這都是暫時

的。

尿液顏色常是琥珀色，若顏

色太黃，首先考慮的是水喝太

少。身體有所不適，尿液也會變

黃，如：膀胱炎與泌尿道感染，

還有厚重的氣味，小便時也會出

藥都準時服用，為何還落到洗腎

的下場？這是不是醫界也要探討

的問題？

當她來診時，一臉銅灰色，

臉上皺紋很多，滿臉倦容，四肢

冰冷，左手上動、靜脈接管處又

腫又硬，手腕、手掌都腫，一開

口就散發出一股洗腎者特殊的

氣味，眼神堅毅，一看診就問：

「醫生，我可不可以不洗腎？」

這簡直是天大的問題，多數

的洗腎病人都認了，準備接受無

期徒刑，洗一輩子。已洗腎了，

腎都無能力工作了，有可能改變

嗎？值得深思熟慮的搏一搏。

我問她：「妳要吃中藥嗎？

針灸配合服中藥效果比較快！」

她像受到魔咒般驚嚇的說：「西

醫說不能吃中藥！」心想要請人

殺敵，又限制人用武器，要怎麼

作戰？但也要給病人一點認識中

腎臟病患除了楊桃不能吃之

外，沒有甚麼食物是腎臟病患者

絕對不能吃的。

楊桃會產生不明神經

毒素 
腎友不能吃楊桃，主要是因

為楊桃對腎臟病患者會產生不明

的神經毒素，會導致患者嚴重打

醫的時間。

她拿來的檢驗指數只有 2
項：尿素氮 81，肌酸酐 9.9。她

還會頭暈、心悸、易疲倦、腰酸

背痛，內心有說不出的鬱卒。

針灸處理：見她一派陽虛，

先補諸陽氣上升，針百會穴；解

腎毒，針築賓、太谿、內關穴；

補腎氣，針氣海、關元、湧泉

穴；心律不整，針內關、間使、

郄門穴輪用；心情鬱卒，針太

衝、合谷穴；易抽筋，針承山

穴；頭暈、貧血，針內關、血

海、三陰交穴；手腫脹，針八邪

穴；調節全身免疫系統，針合

谷、足三里、三陰交穴。

針灸 1 週 2 次，針 1 個月

後，銅灰色的臉轉為蠟黃色，精

神改善很多，自己會尿尿，尿量

也有增加，也許對治療有了信

心，主動說要吃中藥水煎劑。但

尿液反映一個人

的健康問題，首先要

注意顏色與起泡問

題。

腎臟病患者飲食控制，看

似複雜，其實只要把握住大原

則，食不過量就好，再配合定

期追蹤，依據抽血報告，加強

衛教須調整的部分即可，以維

持基本的生理需求，及避免加

重腎臟負擔。

「 腎 不 好 怎 麼

辦？甚麼都不能吃，

怎麼辦？」這是患者

來到診間最常說的

話。

手腫脹的療效短暫，我勸她回西

醫去處理，可能要重新接過管。

她非常排斥再手術，一拖再拖！

西醫也說除了重新手術外，別無

他法，她不得已，最後還是去做

手術。

手術後，我看手掌和接管處

還是腫，只是沒那麼硬了，皮膚

顏色變暗，我請她常做伸掌、握

拳動作來緩解不適。

針灸 3 個月、19 次後，她

的檢查指數：血色素 10.3、尿

素氮 40、肌酸酐 6.69、腎絲球

過濾率 6.75。西醫同意她，一

週洗腎 2 次改為 1 次，她歡天

喜地的說她減刑了。洗腎的種種

不適，隨著針藥次數的增加，都

一一減到最低，口中已無特殊氣

味，生活質量大大提高。但脫離

洗腎困境的願望一直沒達成，她

仍繼續努力來治療。

穴位圖：溫嬪容醫師提供；其他圖片：ADOBE STOCK

腎臟病患不能吃楊桃。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 師 講 堂 

◎  文：蔡艷微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

遇到一些小問題、小

狀況，如果知道如何處

理，您就會覺得得心

應手，輕鬆許多。以

下介紹一些生活養生

小妙招，提供您參考。

◎  文：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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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您好

我結束了和他長達十年的

感情，因為，他對我不忠，愛

上了別人， 他說對我已經沒有感

覺！！本來預定和他在今年步入

婚姻，沒想到卻讓我面對這令人

難堪的事實！我一直小心翼翼維

護這份情感，他為什麼要這麼殘

酷地對我呢？！事情已經過了一

陣子了，可是我還是走不出來，

我好痛、好苦，十年的感情竟然

就這樣結束了，他在一旁快活，

而我的淚要流到什麼時候……

程涓敬上

程涓：妳好

當十年的感情走到盡頭，妳

感到人生似乎陷入黑暗，再也沒

有希望，那種被欺騙與背叛的傷

痛，要怎麼才能放得下？！曼麗

夫人能瞭解妳心中的傷，但是，

即使如此，難道我們只能不停的

哭泣跟悲痛，虛擲所有的人生時

光嗎？

事情發生時，痛苦是一定有

的，那種失去所愛的錐心之苦，

真的很難受，但是曼麗夫人要告

訴妳，「即使很痛，妳也必須走

出來！！」人總要努力從泥淖中

爬起，認清現實，繼續往前走。

他傷害了妳，但妳卻不能用內心

的執著、不甘與憤怒繼續懲罰自

己。

當妳擦乾眼淚、邁開步伐，

妳會發現除了愛情，原來天地如

此遼闊，雖然妳們結束了長達十

年的感情，但妳卻也有機會更深

刻地探索自我，變得更成熟、知

足，更懂得惜福、感恩，更能珍

惜身邊愛妳的親人與朋友！

我不想說什麼他怎麼辜負了

妳、欺騙了妳，因為他不值得妳

再去緬懷。但我想對妳說恭喜：

恭喜妳畢竟認清了他是什麼樣的

人品，妳還是有著大好的青春！

恭喜妳還沒走進婚姻，妳依然擁

有完整、自由的生命！恭喜妳還

有機會遇見待妳更好的人，揮別

錯的也才能和對的相逢！

人世間，我們都無法保證人

心能否天長地久，但是我們可以

決定自己每天要帶著什麼樣的情

緒過活，幸與不幸只在一念之

間，陣痛過後也就領悟愛情無法

強留。人，沒有愛情，生活，依

舊轉動，而每個人都要學習如何

讓自己不靠任何人皆健康、快

樂、充實、自在！

因為，不管分不分手、結不

結婚、有沒有人愛妳，我們一生

最重要的功課，就是學會好好愛

自己、愛生命，並培養良好對待

生活態度的方式。人生的路無限

寬廣，生命有太多的彈性、變化

和可能性，如果一直陷在過去淒

美的幻境中，反而會錯失許多良

辰美景。

當然，說得很容易，做到很

難，不管怎麼樣，希望妳都瞭

解，不要讓他把妳對生命的熱愛

與快樂帶走，即使遭逢如此逆

境，曼麗夫人希望妳仍能保持心

中的愛與善，讓浴火重生的妳，

再度開展嶄新的人生！！

十年的感情結束了
◎ 文：曼麗夫人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中

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情的

到來，婚姻的締結，與婚後

的柴米油鹽時，總有說不

完的橋段。如何在其中愛得

自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圓

滿，讓曼麗夫人陪您一同探

討現代男女情感世界中的

難題，讓愛的世界增添更多

美麗的傳奇！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曼 麗 小 語 ：
人，沒有愛情，生
活依舊轉動，而每
個人都要學習如何
讓自己不靠任何人
皆健康、快樂、充
實、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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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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利用不同方向拼接

上下分布式雙拼

拼色做法可以採用兩種視

覺衝擊力的撞色混搭或是相同

的色系拼接，營造出搶眼的牆面

層次。你可以把牆面刷一半顏

色，一半留白，以避免沙發背景

牆不知怎麼裝飾的煩惱。把上半

部牆面刷上白色可以營造乾淨、

明亮的視覺效果，而且對整體家

居風格的包容性強。下半部牆搭

什麼色都可以，解決了純色牆面

過於普通和乏味的問題。

雙拼色牆面，可以搭配裝飾

來錦上添花，讓空間更有生趣。

左右分布式拼接

除了上下拼接，你還可以嘗

試換個方向，以豎向做色彩拼

接，利用色彩來劃分區域，增加

空間的層次感。不過重要的是，

牆面主色要與空間主色調維持一

致性，盡量與同區域裡的家居單

品呼應，以製造向下延展感，可

以避免色彩過於強烈或過於飽和

所造成的凌亂感。

幾何式拼接

使用多種色彩交替呈現，或

使用深淺色差製造陰影效果，有

趣的幾何線條會讓你平凡的家居

更加顯得富有藝術感。

二、利用不同材料拼接

除了採用塗料，也可以採用

不同的材料進行拼接，把牆面

進行區域分割，以達到強烈的

裝飾效果。

石膏線

使用石膏線做牆面腰線可

以營造出歐式風，讓層次更加

分明。

壁紙

使用壁紙做拼接也能取得

不錯的效果，可以直接用整塊

壁紙、在中間用石膏線條做銜

接或用一兩幅畫裝飾，都可以

將牆面分割得很藝術。

護牆板

護牆板是指護牆裝飾板，

又稱壁板，它的作用是保護牆

壁和裝飾牆壁，起源於古代以

色列皇宮，並非是現代的產

物。護牆板近來在中國逐漸風

行了，全牆的護牆板裝飾更容

易營造大氣、奢華的質感，不過

成本卻很貴。半牆的護牆板成本

小，出來的效果也是不錯哦。

水磨石

這種常用於 70、80 年代的

低廉建築材料，如今已成為時尚

圈的流行元素，成為復古裝修不

可缺少的裝飾材料。

瓷磚

用瓷磚做半牆分割也很受歡

迎，把瓷磚用在客廳、陽台、廚

房和衛浴間，營造個性和時尚的

感覺。

三、色彩搭配建議

相比之下，拼色牆肯定比純

大白牆或純大黑牆更加時尚、藝

術。例如半面藍色和半面復古黃

色的牆，可以給人安寧感，同時

也讓家居有了高級感。

黑白相間牆壁予人特別酷的

感覺，而且藝術感十足。此外，

刷上半面低調的灰色，再用綠植

做點綴，也能讓家居更有品味和

充滿活力。

如果採用粉色刷半邊牆，一

定要選低飽和度、高純度的粉

色，這樣才會搭配出高級感，否

則效果難以想像。

半牆顏色的選擇很重要，如

果室內採光不足，還可以應用適

當的色彩來提升空間的明亮度。

例如你可以使用淺色系，用飽和

度低和高純度的馬卡龍色，讓房

間清新透亮。

你還可以在拼接牆面上的顏

色分界點耍點小心機，不需要很

整齊或很對稱的分界線，隨意一

些反而更有個性。

四、刷色常識

通常刷出來的顏色太深或太

淺是正常的。不過，你可以使用

電腦進行調色，這樣比人工調色

更準，但也不是百分百一致。因

為色卡和屏幕本身材質不同，無

法完全相同。而且，肉眼看到的

顏色與空間環境、光源、面積等

因素息息相關，稍微有偏差也是

正常的。

同樣的顏色在大面積牆面上

看起來會比小面積色卡顯得要

深，所以顏色不宜選太深或太艷

麗的。此外，剛刷刷好的顏色會

比較深，乾透後顏色會變淺一

點，整體感覺也會不一樣。

拼接元素的牆面不僅簡約，

還帶有新鮮的視覺衝擊力。

告別單調大白牆
拼色牆時髦有格調！

◎文：肖笑

UNSPLASH

UNSPLASH

PXFUEL

近年來，拼色牆深

受時尚的高端人士追捧，

在Ins和Facebook上可以
看到這類牆面已成為一種

新流行趨勢。最常見的拼

接方式是上下拼接、左右

拼接、不規則分割；不同

方向、不同比例、不同顏

色，效果也不同。對求新

一族來說，拼接色可以玩

出很多創意，效果也非常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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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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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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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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感染新冠病毒之後

何時傳染性才能消失？這個問題的答案並

非黑白分明。

我們沒有一個測試來確定一個人的傳

染性有多強，所以醫生必須根據一個人的

症狀來判斷他的水平。

聚合酶鏈反應 (PCR) 檢測，通過咽

喉或鼻子的取樣拭子來診斷新冠病毒，可

以幫助確定一個人是否還攜帶病毒，但它

並不能充分說明人們是否還具有傳染性。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的傳

染病醫生和高級學者阿達爾賈博士說，有

兩種方法可以確定新冠病毒患者什麼時候

可以安全地再次與他人相處。

第一個也是首選的方法是評估你的症

狀。「最簡單的方法是，在輕度到中度患

者從症狀初發起等待 10 天的時間（嚴重

患者多達 20 天），然後你可以讓這個人

停止自我隔離，」阿達爾賈說。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準則是，新冠病

毒感染者滿足以下條件可以開始與人接

觸：

• 自症狀首次出現已經 10 天了

• 在 24 小時內沒有發燒（無退燒藥）

• 其他症狀（咳嗽或疲勞）正在改善

免疫力低下或患新冠病毒重症者，應

在症狀發生後至少隔離 20 天。

「我認為要根據病人的臨床狀況進行

判斷——他們感覺如何，症狀如何？」亞

利桑那州圖森市醫院醫生海因茨說。

「如果他們發燒，說明還有某種程度

的活躍感染，需要繼續自我隔離，」海因

茨補充說。

第二種方法是進行 PCR 檢測，直到

患者至少兩次 COVID-19 檢測呈陰性。

「我們認為，PCR 呈陰性或陽性率很

低的患者可能不具有傳染性，」耶魯大學

醫學實驗室醫學系的病理學家坎貝爾博士

說。

但是阿達爾賈指出，他更喜歡基於時

間的症狀檢測方法，而不是 PCR 測試。

坎貝爾也稱，PCR 檢測還沒有被食

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批准用於定量

報告，或者報告一個人的檢測結果是高還

是低。

雖然看起來 COVID-19 已經出現了

一段時間，但事實上，它仍然是一種新的

疾病，科學家們正在努力瞭解。

海因茨說，測量一個人傳播病毒的能

力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這不是最容易

確定的事情，」海因茨說。

因為有這麼多未知數，海因茨建議，

如果你最近被診斷出患有 COVID-19，
那麼就不能冒險。

如果自症狀發生以來已經 14 天了，

而且測試仍是陽性，那麼基本上可以假設

他們仍然有可能傳播病毒，至少在某種程

度上。

「我還是會說不要冒這個險。至少，

儘管疾控中心建議 10 天，但我仍然對我

的大多數病人說 14 天，要特別小心，」

海因茨說。

同時，每個人，包括那些最近恢復的

人，應繼續與他人保持續物理距離並戴口

罩，因為這是我們力圖阻止社區傳播的最

佳選擇。

有些患者在疾控中心建議的 10 天之

後測試仍呈陽性，這可能表明他們仍然能

夠傳播病毒。在我們有更多的數據之前，

健康專家建議在診斷後至少 10 到 14 天

內保持安全措施。

感染新冠病毒多長時間傳染性才會消失

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以 3G 速度獲取 4.5GB 數據。如果數據用量達到 3G 速度數據配額，您的數據速度將降低，直到您下一個年度續約日。TM 商標使用許可 © 2020

4.5GB
$40/

Offer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Get 4.5GB at 3G speed. Once you reach your 3G speed data allotment, your data speed will be reduced until your next anniversary date. Taxes extra. ™ Trademarks used under license ©2020

全 加 拿 大 境 內

通話、短信和
數據計劃

4.5GB
$40/

Offer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Get 4.5GB at 3G speed. Once you reach your 3G speed data allotment, your data speed will be reduced until your next anniversary date. Taxes extra. ™ Trademarks used under license ©2020

月

chatr Mobile Kiosk / 店址
Savanna Bazaar 
3190 - 5850 88 AVE NE 
Calgary, AB | 403-830-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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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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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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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y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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