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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集團被叫停上市的背後
What happened to Ant Group? A3中國寓言小故事二則

Chinese Fables With Moral Teachings
加拿大計劃明年接收
超過40萬移民

師楊 Yang Shi

微信：yangshi0323

從 心 出 發， 為 愛 築 家

403-390-7080

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yangshihomes.com

B3A4 神傳文字藏天機
算掛與測字B5雙語報導

English or

【看中國記者組報導】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與以往不

同，人們沒能在大選夜知道大選

結果，在一些川普選情領先的

關鍵州，計票突然停擺。當深夜

人們睡去時，這些州的計票發生

了奇異情況。川普團隊已在三州

提起法律訴訟，雙方律師團隊

已準備好在法院再戰。

Rundle Dental Dental
         牙醫診所牙醫診所

歡迎南部新症、急症

服務全家的牙齒護理美容服務全家的牙齒護理美容

兒童牙齒保健

拔牙及根管治療

牙冠牙橋修復

牙齒矯正及
隱形牙套

牙齒美白美容

種牙及活動型假牙

注射 Botox 除皺針

保險直接結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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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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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牙齒矯正諮詢免費牙齒矯正諮詢
歡迎來電諮詢詳情歡迎來電諮詢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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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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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RundleDental.co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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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忠豪醫生陳忠豪醫生
10 年經驗 

美國牙科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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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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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朗有耐心 熱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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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明娟醫生許明娟醫生許明娟醫生

✆ (587) 318-2759
107-7004 Macleod Trail SE, 
Calgary, AB, T2H 0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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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3份免費
超出每份$2

付款：(587)619-4229

Extra Each $2
3 Copies Free

To pay: (587)619-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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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rucial difference in the 
2020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mpared to past elections, is that 
people did not know the results on 
election night. Vote counting sud-
denly stopped in several key states 
where Trump was leading. When 
people woke up in the morning, 
situations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favor of Biden. The legal teams for 
both campaigns are taking the fight 
to the courts.
  The 20 electoral votes in Pennsyl-
vania are very important for both 
camps. Trump had amazing mo-
mentum after the polls closed on 
election day. At half past midnight 
on November 4, Trump led Biden 
by a 57.0% to 41.8% advantage 
with 64% of the votes counted. 
14 hours later, however, the track-
ing system remained at 64% while 
Trump’s lead had shrunk to 53.4% 
to 45.5% and continued shrinking.
  In the “Rust Belt” state of Michi-
gan, a sudden and dramatic influx of 
votes has reversed Biden’s fortunes. 
A video posted by the nonprofit 
Project Veritas, featured an anony-
mous tipster, who works at the Bar-
low Post Office in Traverse City, 
Michigan, says that on the morning 
of November 4, his supervisor told 
the staff to collect all of the ballots 
in mailboxes, collection boxes, and 
other mailboxes. The postal ballots 
are then separated from regular mail 
so that they can be uniformly post-
marked Nov. 3 and sent into the de-
livery system.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11 月 4 日下午，川普競選團

隊召開新聞發布會表示，多個州

有舞弊情況，將採取法律行動提

美大選陷美大選陷
法律戰法律戰

訟，要求暫停密歇根州和賓夕法

尼亞州的計票工作，並呼籲威斯

康星州重新計票。儘管川普團隊

需為重新計票付出 300 萬美元，

川普律師朱利安尼表示將展開更

多的法律訴訟，甚至是全國性的。

4 日晚間，川普總統宣布在

北卡羅來納州、賓夕法尼亞州和

喬治亞州獲勝。截至發稿時間，

川普競選團隊已經對喬治亞州、

密歇根州和賓州提起法律訴訟，

要求徹查選票舞弊情況。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4 日

下午也發表講話，表示雖然現在

還沒有正式宣告他獲勝，但他相

信，當所有票開出時，他是勝利

的一方。拜登團隊也發起了「戰

鬥基金」，作好法律戰的準備。

賓州計票匪夷所思

賓夕法尼亞州的 20 選舉人

票對於雙方陣營來說都非常重

要。在該州，川普起始勢頭驚

人。在 11 月 4 日 0 點 30 分，該

IRREGULATIONS IN VOTE COUNT,IRREGULATIONS IN VOTE COUNT,
 ELECTION HEADED TO COURT ELECTION HEADED TO COURT

州計票進度已達到 64%，彼時川

普以 57.0%：41.8% 領先拜登近

16 點。然而，14 個小時後，同

系統的追蹤數據顯示，計票進度

仍然是 64%，但川普的領先優勢

已經變成了 53.4%：45.5%，只

領先 7.9 點，被腰斬了一半，並

且雙方的差距還在不斷縮小。總

體進度保持不動，雙方的比分不

斷變化，這種統計數據是任何一

種數學方法都不可能給出的。 
        （下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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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 
陡然上升的曲線

（接 A1）在「鐵鏽帶」的

密西根州，出現突然而戲劇

性的大批選票，令拜登選情

逆襲。根據新聞非營利組織

「Veritas 項目」的視頻，匿名

舉報人（聲音變音）在密歇根

州特拉弗斯城（Traverse City）
的 Barlow 郵局工作，他說 11
月 4 日早上其主管告訴工作人

員，叫他們收集郵箱、收集箱

中的所有郵政選票，然後和普

通郵件分開，以便統一蓋上 11
月 3日的郵戳，送入快遞系統。

另外，蹊蹺也發生在該州共

和黨參議員候選人 John James
身上。大選夜開票計票到 60%、

James 以 55 比 42 領先時，計票

被叫停。一覺醒來，James 的領

先被逆轉了。川普對此發推說：

「密西根找出剛好可以讓 James
輸掉的那麼多選票，可怕的事情

正在發生。」

同樣在威斯康星州，拜登

在半夜奇蹟般地扭轉了川普總

統先前 4.1 百分點的領先優勢，

這也要歸功於他獲得了 100％
的選票；同一時刻川普竟然獲

得了零票。

亞利桑那州的蹊蹺事

11 月 4 日，AmGreatness.
com 編輯、發行人克里斯．布

斯克（Chris Buskirk）在推特發

文稱：「來自亞利桑那州的更新

消息，多個報導稱突增使用了很

多無效選票，Maricopa County
選務委員會記錄員阿德裡安．豐

特斯（Adrian Fontes，民主黨

籍）特別允許計算（這些無效

選票）。我的社區就出現了這種

情況。截至目前，在選務委員會

記錄網站上還沒有顯示我的投票

記錄。其他人也是一樣。」

除上述三個州外，北卡羅萊

納州、喬治亞州、威斯康星州的

計票在選舉之夜被叫停。這六個

民主黨州均在川普大幅領先的時

候，突然停止點票。

川普、彭斯大選夜講話

大選夜計票驟停後，川普總

統在白宮發表演講說，從實際意

義上，他已經贏得了 2020 年總

統大選。他譴責稱，民主黨的臨

時政策是導致結果延期出臺的原

因，「突然之間一切都停止了。

這是對美國公眾的一種欺詐。這

是我們國家的尷尬。我們正準備

贏得這次選舉。」

副總統彭斯表示，「我真的

全心全意的相信……我們正走在

勝選的路上，我們將會使得美國

再次偉大。」

推特、臉書審查川普

大選日的當夜和第二天，

川普總統連續遭到推特和臉書的

言論審查。例如川普的一則帖文

說：「我們票數大幅領先，但他

們卻想盜竊選舉成果。我們絕不

會讓他們得逞。投票所關閉後，

投下的選票不能算數！」這一帖

文，被兩個社交媒體限制。用戶

在獲許看川普的帖文前，首先

看到的是推特和臉書給其貼的

標籤，上面顯示該貼文存在「爭

議」、「誤導」，用戶因此不能

點讚或轉推川普的帖文。

同樣，在 11 月 4 日，所有

注意到密西根州拜登選票疑點的

人都受到了推特公司的審查。

選民曝舞弊現象

喬治亞州共和黨主席 David 
Shafer 推 文 說， 選 舉 之 夜 他

們監督選票的人被告知關門回

家，但其後選舉官員繼續偷偷計

票。美國亞利桑那州格倫代爾市

（Glendale）警察局官員透露說，

10 月下旬，一名農場工人在一

條公路上發現了多張被盜的選

票。據一份新聞聲明透露，「調

查人員發現這些選票是從 107 大

道和北大道以南的一個社區的一

些郵箱中被盜走的。信封還是密

封的。」還有網友傳，有亞利桑

那州的選民發現自己的選票被取

消了，因此呼籲選民盡快查詢自

己的選票狀態。

華盛頓特區的一名聯邦法官

4 日也表示，不滿意郵政總局未

在選舉日遵守法庭命令、清空關

鍵州的剩餘選票，可能要郵政總

局承擔責任。

選舉難產的後果

一些評論人員解析，美國大

選候選人可提出選舉無效之訴，

最高法院需受理，重新計票、或

者找出不合格的選票剔除。但如

果出現了訴訟，到 12 月 8 日選

舉人團還不能出結果，國會有權

拒絕接受這個州後面出的結果。

如果沒有一位候選人能獲得需要

的選舉人票數，就要在 1 月 6 日

由眾議院來選出總統人選。如果

由於某種原因直到 1 月 20 日還

沒有總統宣布就職，進入了總統

順位繼承的程序，由眾議院院長

暫時接替。

    Although it was later reported that 
number was a typo, it was unclear at 
press time whether the vote tallies had 
been corrected. A similar situation 
happened to Republican Senate can-
didate John James. He was leading 
55% to 42% when the vote counting 
was halted at 60%. That lead evapo-
rated the next morning. Trump tweet-
ed: “Wow! It looks like Michigan has 
now found the ballots necessary to 
keep a wonderful young man, John 
James, out of the U.S. Senate. What a 
terrible thing is happening!”
  On November 4, AmGreatness.com 
editor and publisher Chris Buskirk 
tweeted: “Multiple reports that sharp-
ies used are invalidating ballots. Mari-
copa County Recorder Adrian Fontes 
specifically authorized their use. My 
precinct *only* had sharpies. As of 
now there is no record of my ballot 
being counted on Recorder website. 
Same for others.”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 states, vote 
counting in North Carolina, Georgia, 
and Wisconsin was also suspended 
on election night. Five out of these six 
states have Democrat governors.
  After the vote count stopped abruptly 
on election night, President Trump de-
livered a remark at the White House 
saying that,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he had wo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He condemned Democrats’ 
delay tactics to postpone the results: 
“All of a sudden everything just 
stopped. This is a fraud on the Ameri-
can public... This is an embarrassment 
to our country. We were getting ready 
to win this election. Frankly, we did 
win this election.”
  On the day after the election, Presi-
dent Trump’s tweets were censored 
by Twitter and Facebook. 
  While the outcome of the presidency 
was uncertain,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remained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 hands respectively. Repub-
licans gained 4 seats in the House, but 
did not regain the majority.
  As of press time, both the Trump 
and Biden campaigns have as-
sembled their legal teams to litigate 
the results in court. A “Lawyers for 
Trump” coalition was formed to 
“protect the fairness and integrity of 
the election,” according to its web-
site. The coalition had been warning 
for months that “Democrats are try-
ing to use coronavirus and the courts 
to legalize ballot harvesting, imple-
ment a nationwide mail-in ballot 
system, and eliminate nearly every 
safeguard in our elections.”

美大選陷法律戰

被指違反國安法拘捕的香港年輕人。（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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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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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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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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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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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000

西北  Hamptons �校� 向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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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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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單車��
停車位� $364,900

東北 Huntington 步行 2 �鐘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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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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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二� 2 ��,2 浴廁栢文�� 953 呎 , �
�景 , 建於 2008 年,開放式設計,��
一�,包一�下停車位,��學校 , �� ,
� 場 (Tim Hortons,Save on Food 超
市 ) ��車站� $19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下停車位
頂�（四�）2 �� ,2 浴廁栢文�� 832 呎 , 建
於 2012 年�開放式設計 , ��高 9 呎 , �實木
�� , 中��� , 光猛大方 , ��一� , 包�下停
車位�儲物櫃 , ��學校 , �� ,Tim Hortons, 
Save on Foods, �車站
��場� $223,5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小學�初中

（左）亞利桑那州支持川普的民眾被給予油性墨水筆(Sharpie pen)填寫選票，因可能無法被電腦掃描，而淪為廢票。

（中）網傳電視台採訪某州票站時，意外拍攝到工作人員打開信封篩選選票後，將部分選票投入垃圾袋。

（右）威斯康星州在4日上午6時突然出現近14萬支持拜登的選票，被質疑選舉造假。（網絡圖片）

www.jessicach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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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11 月 1 日至 7 日是亞省

的一氧化碳（CO）安全意識強化周。隨

著冬季到來，供暖季節開始，現在是檢查

並確保您的居家環境免受一氧化碳影響的

時候了。

一氧化碳（CO）是一種看不見摸不

著的、無味的有毒氣體，很難被檢測到，

因此人們通常將其稱為「沉默的殺手」。

人吸入一氧化碳時沒有任何感覺，當

意識到它的存在時，可能你的手腳已經不

聽使喚了。一氧化碳會隨著人的呼吸進入

血液，迅速與血液中的血紅蛋白結合，使

其失去攜氧能力，致人缺氧，引起頭暈頭

痛、全身無力、噁心嘔吐、意識不清等中

毒症狀。若不及時脫離這個環境，症狀將

加重，出現昏迷、腦缺氧等，嚴重者可能

面臨致殘甚至死亡。

一氧化碳中毒后的症狀類似於流感，

但沒有發熱，包括：頭痛、意識模糊或頭

暈、感到非常疲倦、噁心等。

當發現有人一氧化碳中毒時，應立即

開門、開窗通風，並及時將中毒者搬離至

空氣流通的地方，呼吸新鮮空氣或吸氧，

解松衣領，保持呼吸道通暢，注意保暖並

立即呼叫救護車。輕度中毒者休息幾小時

後可好轉。中、重度中毒者必須留在醫院

接受高壓氧艙等綜合治療，以挽救生命，

防止併發症和後遺症出現。

汽油、天然氣、木材或木炭等燃料燃

燒時，會產生一氧化碳。汽車、卡車、火

爐、煤氣爐、發電機和加熱系統排放的廢

氣也含有一氧化碳。

每年 ATCO 公司都會對一氧化碳相

關的約 3,000 起緊急呼叫進行響應並提供

服務，這些多涉及天然氣設備（如取暖爐

或熱水爐）不當操作，車輛空轉導致車庫

中廢氣超標，以及燃木壁爐通風不暢等。

在封閉空間中，例如房屋或車庫，一

氧化碳暴露可造成中毒，導致頭痛和昏

倒，嚴重的可導致疾病甚至死亡。

您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來減少一氧化碳

暴露的風險，例如：

* 確保您的一氧化碳報警器工作正

常，已按照製造商提供的手冊進行安裝和

維護；

* 在一氧化碳報警器上用永久性記號

筆標記其到期日期，以便知道何時更換；

* 每月檢查一次取暖爐的過濾器，如

果髒了需進行更換；

* 定期請具資格的技術人員檢查您的

燃料消耗設施；

* 將車輛開出車庫預熱，確保車庫為

無怠速運轉區。

如想瞭解預防一氧化碳暴露的更多信

息，請訪問 ATCO.com/CO。建議您下

載並使用ATCO的一氧化碳安全檢查表。

【看中國訊】若按照加拿大政府 10 月

30 日宣布的未來接收移民計畫，明年接

受新移民的目標數量，將是 100 多年來

首超 40 萬人。

按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事務部

長 門 迪 奇 諾（Marco E.L.Mendicino）
提交的這份移民水平新計畫，加拿大在

2021 － 2023 年的移民水平都將超過 40
萬人。

2021 年：目標 40.1 萬名移民，最低

30 萬人，最高 41 萬人；

2022 年：目標 41.1 萬名移民，最低

32 萬人，最高 42 萬人；

2023 年：目標 42.1 萬名移民，最低

33 萬人，最高 43 萬人。

據 CIC News 報導的信息，在加拿

大歷史上，只有 1913 年接收的新移民人

數超過40萬，超過當時人口比例的5%。

根據聯邦政府的公告，政府的移民計

畫專注於幫助經濟增長，未來 3 年計畫

接收的移民中，約 60% 的人屬於經濟類

移民。這將包括通過快速通道及省提名計

畫申請移民的人。

政府稱，儘管加拿大移民、難民和

公民部在整個病毒大流行中繼續接受和

處理移民申請，但由於全球旅行限制及

處理能力的限制，過去幾個月接收的新

移民數量明顯下降。為彌補損失並確保

加拿大有所需的工人，新計畫增加了接

收新移民的數量。

2019 年，加拿大接收了 341,180 名

新移民，超過了當年接收移民的目標水平

（330,800）。 2020 年的目標是 341,000
名新移民，顯然是沒法達到了。

政府在公告中說，病毒大流行突出了

移民對加拿大社區及經濟各行業的貢獻。

「我們的醫療保健系統依靠移民來確保加

拿大人的安全和健康。其它行業，例如信

息技術公司、我們的農民和生產者，也依

靠新移民的才能來維持供應鏈、擴展業

務，並為加拿大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移民部長門迪奇諾說：「移民對於我

們擺脫病毒大流行至關重要，而且對我們

的短期經濟復甦和我們的長期經濟增長也

至關重要。」「我們的計畫將有助於解決

一些最急迫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並增加我

們的人口，以保持加拿大在世界舞台上的

競爭力。」

取暖季來臨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加拿大計劃明年接收超過40萬移民

（Adobe Stock）

（ATCO 提供） （ATCO 提供）

ATCO.COM/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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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據加拿大《環球郵報》本

週一（11 月 2 日）報導指，加拿大駐港

澳總領事 Jeff Nankivell 近日出席國會聽

證會時表示，「如果有必要，會從香港大

規模撤僑」，聯邦政府已制定了詳盡的計

畫，但是如果社會運動人士向領事館尋求

庇護，則無法幫助他們。

據悉，Nankivell 是在接受眾議院加

中關係特別委員會質詢時做出上述表示

的。他說，「我們確實有詳細的計畫，並

有可用的資源以應對一系列情況，包括大

量的加拿大公民需要緊急離境的情況。」

如果有需求，還「計畫引入其他資源」。

10 月 15 日，中國駐加拿大大使叢培

武曾公開威脅加拿大政府，並以 30 萬在

香港加拿大公民相要挾。他說：「如果加

方真正關心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真正關

心在港 30 萬加拿大護照持有者的健康與

安全以及大量在港經營的加拿大公司利

益，就應該支持為打擊暴力犯罪所做的

努力。」叢還警告渥太華不要接收香港難

民。他的發言隨後引發了加國政界的強烈

關注和不少批評聲音的出現。

今年 6 月 30 日生效的港版國安法，

將異議和反對派人士當作刑事犯對待。目

前加中關係因華為孟晚舟案等系列事件趨

於緊張。

Nankivell 指出，目前還沒有尋求庇

護者到當地的領事館向加方提出申請，

但如果有尋求庇護者提出申請，「我們

會向他們提供有關加拿大系統如何運作

的信息，但我們無法歡迎他們入內」。

Nankivell 稱，希望申請難民身份的人可

以在第三國提出申請。但他承認，香港

的出境管制可能會阻礙一些港人離境的

努力。

【看中國訊】卑詩省基洛納一家人四

週內因 TikTok 損失了近 1.2 萬元後，發

出警示，建議民眾小心 TikTok 信用卡購

買虛擬硬幣服務，並讓孩子們遠離它。

據 Glacier Media 報導，今年 3 月下

旬，因武漢肺炎，當事夫婦因從事「必須

行業」要上班，就把 12 歲的女兒一人留

在家中，還把手機留給了孩子。

三週後，母親發現自己的信用卡帳

單上出現近 1.2 萬元非正常支出。原來女

兒通過母親信用卡的一次性應用授權在

TikTok 上購買了虛擬硬幣，然後用它們

吸引 TikTok Stars 粉絲。

當事夫婦聯繫了信用卡公司、蘋果公

司和 TikTok，希望獲得退款，但三方都

推諉。

這對夫婦坦承沒監管好孩子使用手

機，但他們希望以自身經歷為其他父母提

供借鑒，並提醒不要忽視 TikTok 等社交

媒體存在的風險。

加國做好香港撤僑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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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900$339,900
40 Woodglen GV SW. 三 臥 室， 雙 車 庫 ,
靠近公園綠地和學校
40 Woodglen GV SW. 三 臥 室， 雙 車 庫 ,
靠近公園綠地和學校

陳慧琳 C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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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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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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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990$379,990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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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850

$699,000$6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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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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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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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athychen.ca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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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價！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In early November, Ant Group launched 
the world’s largest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 in history to list in China and Hong 
Kong, and gained subscriptions amounting 
to US$2.85 trillion in just a few days. This 
amount already exceeds the GDP of the UK, 
the world’s sixth-largest economy (US$2.83 
trillion)

  Soon after that, on November 2nd, the 
Group’s de facto controller Jack Ma, Chair-
man Jing Xian Dong, and President Hu Xiao-
ming were subjected to regulatory talks by 
the top manage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llowing this, on November 3rd, 
the listing of Ant Group in both China and 
Hong Kong was suspended, causing panic 
among investors.

  On the evening of November 2, the Ant 
Group’s Chinese website responded to the 
incident in a statement and stressed that 
the group would follow the guiding princi-
ples put forward by the co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ose are to “fa-
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 fact on October 23, 
at the Bund Summit in Shanghai, Jack Ma 
was very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s finan-
cial policy. 

   He said, “China is not experiencing sys-
temic financial risks, because there is not 
even a system.” He also attacked the “pawn-
shop mentality” of traditional banks, and 
criticized that the authority’s overly strict fi-
nancial regulations were stifling innovation, 
resulting in an environment of “no one can 
do anything” and “trouble could happen to 
anyone”.

  Although his words were praised by many 
Chinese netizens, saying that he was speak-
ing the truth, he seemed to have angered 
Beijing. An official public newspaper of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published an arti-
cle naming Ant Group saying, “Ant Group, 
which has obtained a number of financial li-
censes to conduct deposit and loan business 
similar to that of banks, needs to conduct 
Prudent Supervision”.

   What makes the top CCP officials and banks 
mad? Jack Ma’s Alibaba Group is one of the 
largest conglomerates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 success of Alibaba cannot be isolated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s policies and 
support, nor from the efforts of Jack Ma and 

his team. In the midst of China’s political tur-
moil, Jack Ma has made several statements in 
the past that challenged or criticized the cen-
tral government, which are seen “rebellious” 
to the Communist Party. 

  Moreover, an incident shocked netizens 
in August last year, which happened just a 
month before Ma announced he was step-
ping down as chairman of the board. The 
35-second video of Ma telling entrepreneur 
Liu Chuanzhi that he had been poisoned and 
almost died went viral on the internet. 

  Jack Ma announced his retirement, with 
tears on his face, in September last year. 
Chinese commentator Chen Pokong said 
the widespread use of trading platforms and 
electronic wallets such as Alipay, controlled 
by Jack Ma, has threatened the monopoly 
of state-owned banks and violated the Chi-
nese Communist Party’s taboo. On the day 
Ma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Alipay was 
“taken over” by China’s state-owned China 
UnionPay. 

   Every Chinese enterprise is required to set 
up a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which has 
even more influence over the company than 
the shareholders 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committee’s main purpose is to ensure 
the company follows the direction of the 
CCP and is aligned with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s. Alibaba set up such a committee a 
year after it was founded in 1999. However, 
Alibaba is a private enterprise by definition, 
and in 2017, according to an IPO prospectus 
filed with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libaba’s major shareholders 
were Yahoo, Softbank and other investors, 
with Jack Ma holding only about 8.9% and 
his business partner Cai Chongxinholding a 
3.6% stake. 

   As Ma stepped down, although he still 
holds shares in Alibaba, he is no longer the 
company’s decision-maker. Alibaba has be-
come another state-owned enterprise oper-
ating under the guise of a private enterpris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as reported that 
China’s banks are mostly state-owned, and 
that they not only enjoy an advantage in bank 
financing, but also use their dominant mar-
ket position to squeeze out private suppliers, 
which is “predatory”. 

  There are more reasons behind China’s 
state-owned asset expansion. On the surface, 

China’s economic figures still look good but 
most companies are now heavily indebted 
and there are many signs that China is plun-
ging into the biggest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in its history. 

  Meanwhile, many of these private en-
terprises have been forcibly taken over or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In 2019 the CCP 
pushed Xi Jinping’s policy of “Guo jin min 
tui”, which is an alleged phenomenon in the 
Chinese economy, meaning “the State enter-
prises advance, the private sectors retreat”. 

  By the end of 2019,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have acquired at least 
23 listed high-tech companies, while the 
founders of major tech giants Baidu, Alib-
aba, Tencent and Lenovo all announced their 
“retirement” after being interviewed by high-
level officials. The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also found that the operating rights of 165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changed hands, 
a 60% increase compared to 2018, in which 
44 of them were acquired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r government-owned invest-
ment companies with a total market value of 
$120.1 billion. 

   Among the new SOEs, five belong to “com-
puter applications or equipment”, eight to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our to “electron-
ic technology”, three to “chemical and fuel” 
and three to “medicine”.

  According to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
tor Liu Yui-Shiu, there used to be a say-
ing, “56789”, which means 50% of tax 
revenue, 60% of GDP, 70%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80% of urban labor and 
employment, and 90% of the number of 
enterprises to represent the private enter-
prises of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hina,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very wealthy, and in the eyes of the CCP, 
wealthiness means the ability to compete 
with the Party, so the Party has been tak-
ing over private enterprises to maintain 
stability, and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key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undermine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ong run. In addition, 
SOEs acquiring listed companies has also 
resulted in the public being burdened with 
huge debt.

  In fact, the CCP had been extensively ac-

quiring private enterprises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49, by implementing a nationwide pub-
lic-private partnership for all industries dur-
ing the wave of its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n early 1956, resulting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century-old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and 
brands. And the majority of famous national 
brands that survive to this day are now owned 
by various levels of the CCP party. 

   From the cre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o being ru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ing watched, being controlled and 
forced to retire, Jack Ma is a perfect ex-
ample of modern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Analysts point out that in China, SOEs are 
in fact Communist Party enterprises, and 
“the State enterprises advance, while the 
private sectors retreat” campaign is equiva-
lent to communizing private assets once 
again. In addition, Xi Jinping coined the term 
“double-cycle” this year, claiming that the 
domestic cycle is the main target of China’s 
econom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complementing it. For years, international 
capital has been pouring into China in search 
of opportunities to make money, but now 
the CCP is not letting them leave with their 
assets in hand. 

  In an interview on Sept. 17, Ming Juzheng,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Nation-
al Taiwan University, said Beijing’s original 
development impetu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real estate investment, is no 
longer enough to drive the economy. They 
originally planned to use Huawei’s 5G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a new de-
velopment impetus, but now they are also 
facing an international blockade. Coupled 
with the worsen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and Europe, the Hong Kong issue, and the 
cover-up of the pandemic, a wav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s withdrawing from China, an-
ger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leaving 
them in a tough position. 

  Ming also reminded overseas investors 
that in times of serious economic cris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ll always resort 
to stealing people’s resources to extend its 
power. In fact, this year there have been fre-
quent incidents of foreign businessmen oper-
ating in China having their funds frozen and 
being investigated for no reason. It is in fact 
a very dangerous signal. 

螞蟻集團上市被叫停的背後
What happened to Ant Group? 

13歲女孩玩TikTok
四周花1.2萬

加拿大國會開會（網圖）

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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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A FINE HOMES  |  BAYWEST HOMES  |  BROADVIEW HOMES | CALBRIDGE HOMES    
NUVISTA HOMES  |  STERLING HOMES  |  STREETSIDE DEVELOPMENTS

>TOWNHOMES from the $460s
>SINGLE FAMILY HOMES from the $550s
>BUNGALOW VILLAS from the $760s
>ESTATE HOMES from the $900s

Single-Family Homes now 
from the $550s

Springbank’s Award Winning 
Lake Community
As three time Community of the Year in prestigious Springbank, 
Harmony offers an enriched urban-country experience only eight 
minutes west of Calgary.

Harmony balances wide open green spaces, direct access to — 
and views of — The Rockies, a highly rated school system, and an 
incomparable amenities package. Lake living, a pathway system, a 
social membership to Mickelson National Golf Course, Adventure 
Park, and a world class spa anchoring the future Village Centre. 
Discover why life is better when it is lived in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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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社區將諸多因素完美結合：廣闊的開放綠地，可直接通

往落基山， 秀麗的落基山美景， 優秀的學校，無與倫比的基礎設

施，湖畔生活，散步小徑，Mickelson 國家高爾夫球場會員，冒

險公園等，還有一家世界級的水療中心進駐未來的中心商業區。

住在 Harmony 的生活何以如此美好？快來一探究竟吧。

的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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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居者提供豐富的市區——鄉村體驗，距卡城西部僅 8 分鐘車程。

3次榮      獲
年度社區

卡 爾 加 里 地 區

湖畔生活距您只有
一條棧橋

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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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Access lots now 
available from the $680s

Springbank

dock away
Lake Life is jus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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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鐘靈綜合報導】卡爾加里 10
月份全市房產銷量達到 1764 套，比去年

增長了 23%，遠高於長期平均水平。全

市住宅銷售的增幅超過了新上市量的增

長，對市場來說是很好的消息，有利穩定

樓價。

CREB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Ann-Marie 
Lurie 說：「過去幾年，較高的貸款利率

和嚴苛的壓力測試將許多人擠出了獨立屋

市場。然而，最近利率下降，加上價格已

經比幾年前低，使需求回升。這有助於支

持市場上更平衡的交易條件和價格。然

而，價格的改善並沒有在所有房產類型和

價格範圍內出現，未來的條件仍然存在下

行風險。」

此外，報告顯示過去四個月的銷售改

善並不足以抵消第二季度的回落，使得

年初至今的銷售額比去年的水平低了近

6%。

價格方面也是如此。過去四個月，

基準價格呈上升趨勢，10 月價格略高於

2019 年。從年初至今，價格比去年的水

平低 1%，比以往的高點低近 10%。

獨立屋

10 月份獨立屋的銷售表現尤其抓

人眼球，共計銷售 1139 套，同比增長

35%。與今年年初不同的是，10 月份銷

量增幅最大的是價格在 60 萬以上的房

屋。反映高端獨立屋市場需求開始增加。

本月的新上市量比去年記錄的水平要

多，減少了過去幾個月積累的庫存，供應

月份降至三個月以下。這與過去幾年錄得

的同季度相比改善很大。

然而，不同地點和價格區間的差異很

大。價格在 50 萬美元以下的獨立式住宅

的供應量目前不足兩個月，這支持了這類

型房產的價格上漲。從各區的價格變動來

看，市中心是唯一一個價格進一步下降的

城區。南區和東南區則錄得約 4% 的同比

價格漲幅。儘管近期價格有所變動，但各

區的價格仍遠未恢復，遠低於歷史高位。

鎮屋銷售表現

鎮屋及聯排別墅上個月的銷售量呈上

升趨勢，新上市量有所減慢，庫存下降，

但供應月數仍然略高於三個月。

儘管價錢有一些漲幅，10 月份的基

準價格仍比去年水平低近 1%。然而，活

躍度因地點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市中心、

西北區和西區的同比價格有所回落，抵消

了其他地區的價格漲幅。

儘管過去幾個月銷售有所改善，但年

初至今的銷售量仍比去年水平低 6% 以

上，比長期平均水平低 7% 以上。銷售活

動放緩主要是受市中心、西北、南區、西

區和東區回落影響。城中區和西區同比下

降明顯，但全市排銷量較去年水平有所提

高，年初至今的活動量僅比去年低 2%。

10 月全市鎮屋及聯排別墅基準價為

27.44 萬元。比上月略有提高，但比去年

水平低了近六成。價格下降主要是由城西

區的排屋價格大幅下降造成的。

公寓銷售表現

與去年的水平相比，公寓式公寓的

銷售量連續第七個月放緩，年初至今的

銷售量僅為 1,999 套。這比去年下降了

15%，比長期平均水平低了近 30%。該

市場中唯一顯示出改善跡象的是 20 萬元

以下的細分市場。總體而言，公寓式公寓

的價格仍比歷史高點低 17% 以上。

【看中國訊】在加拿大人對房市未來

普遍信心高漲之際，帝銀（CIBC）專家

提示，房市放緩恐很快會到來。

Nanos 最新民調顯示，45%人認為未

來 6 個月自己所在小區房價會漲，有 13%
認為房價會跌。帝銀（CIBC）副首席經

濟師塔爾（Benjamin Tal）認為，目前經

濟衰退，但利率超低，是有史以來最利好

房市。也因此許多人充分利用這一點。但

實際上未來房市會隨著經濟放緩而放緩。

塔爾認為，加拿大央行行長也認為未來 6
個月房價不會漲，因為經濟增長為零情況

下，房市不能持續火爆。並且加拿大就業

市場元氣大傷，越來越多高薪工作消失，

至少人們不再有就業安全感，在這種情況

下，人們的房市信心不會持續太久。

但在加拿大，多數行業內專家的意

見並不統一。比如加拿大房貸與住房公

司（CMHC） 首 席 經 濟 師 杜 根（Bob 
Dugan）前不久表示，他仍堅持房價會

跌 9~18% 的預測。加拿大地產公司 RE/
MAX 認為 CMHC 是在「製造恐慌」；

Dominion Lending Centres 借貸中心首

席經濟師庫珀（Sherry Cooper）認為，

CMHC 是過度悲觀，事實上 8 月份加拿

大房價漲了 1.5%。地產公司 Central 1
經濟師帕斯特里克（Helmut Pastrick）
認為，房價實際一直在漲，超低利率會持

續推動房屋銷量和房價上漲。

也有專家同意 CMHC 觀點，他們

的理由與塔爾類似。Canada at Oxford 
Economics 加拿大經濟研究主管斯蒂羅

（Tony Stillo）認為，加拿大的房屋市場

雖一直比較平穩，但因大流行的疫情導致

家庭收入銳減，就業不穩定；房貸與住房

公司的借貸也因此收緊，政府的移民暫

擱，大城市人口持續外流，旅遊業低迷和

留學生租房需求銳減，以及銀行臨時斷供

優惠結束等眾多原因衝擊，許多負債沈重

的家庭或投資者可能被迫拋售，今年年底

到明年年中，加拿大房市會微幅放緩。

C.G.Consulting Group 首席經濟師

哥梅茲（Carl Gomez）也認為，夏季房

市的良好態勢是因為此前需求積壓和超低

利率的回彈，但如果支撐房屋市場的基本

要素，比如房屋貸款利率不進一步降低，

政府不加大支持，沒有增長流入人口等

等，這些不平衡都將導致房屋市場放緩。

塔爾則堅持說，現在隨便找個地產開

發商或投資者問一問，他們都會說，行情

其實並不火爆。

卡城獨立屋十月銷售額強勁

帝銀提示：加國房市將放緩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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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肖然編譯報導】就在大

選日前一天，拜登醜聞案又傳重磅消息。

前白宮首席戰略顧問班農透露，如果川普

贏得連任，將在大選夜投票結束後立即撤

換聯邦調查局 FBI 局長雷（Christopher 
Ray），並可能任命川普私人律師、前紐

約市長朱利安尼為拜登案的特別檢察官。

朱利安尼表示，他最快可在兩個月後起訴

拜登。

「福克斯新聞」的瑪麗亞在 11 月 3
日早間新聞節目中說，消息人士告訴她，

川普總統在大選之後的首選事項之一，就

是解雇 FBI 局長雷。

班農 11 月 2 日在「班農戰斗室」直

播中透露，鮑威爾（Sidney Powell）將

成為 FBI 新局長，臨時局長格瑞內爾

（Ric Grenell）將對拜登案嚴厲追究。他

採訪朱利安尼時說，「如果總統請您作為

特別檢查官，專門負責拜登家族犯罪集團

的案件，如果您 11 月 3 日晚就上任，可

否在 2021 年 1 月 20 日川普總統宣誓連

任時對此案有個了結？」

朱利安尼告訴班農，他大約需要一個

半月到兩個月，就能上庭向陪審團陳述案

情，因為拜登案的犯罪證據實在太多，可

能需要兩個月就能起訴他，3 個月可以就

「有組織犯罪」提起指控，可能會討論是

否要追溯到 30 年前，還是只集中在拜登

任副總統以後，後者可能性更大。

「估計他們大約從其他國家至少獲取

了 4000 萬美元，關於喬拜登為受賄為其

他政府或公司所為，有證人、電郵、簡

訊、音頻、視頻等，對於檢察官來說，這

些證據多的簡直令人尷尬，可謂鐵證如

山。」這位經驗豐富的資深刑事律師說，

「當然，這個案子不簡單，不過證據已經

太多太多。」

朱利安尼隨後談及他將如何從國家安

全程度追究拜登的責任。

「首先，可以用《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將拜登定罪。同時，根據最新發現的合

同，即葉簡明、何志平和董功文之間的合

同，這三人都是中共間諜，其中兩名是高

級間諜。」他說。

最近曝光的一段亨特拜登錄音中，亨

特稱何志平是「中共間諜頭子」。「亨特

和他的父親竟然和中共的間諜頭子是合夥

人，這就是間諜犯罪，而且拜登還收了

錢。」班農表示，他們已經掌握 100 萬美

元的匯款憑證，以及已簽名的合約。

朱利安尼接著說，「除了 100 萬美

元外，他們還簽了為期三年每年 1000 萬

美元引薦費的合同，另外還有 50% 的利

潤，其中包括由亨特代『大人物』喬 · 拜
登持有的股份。」

至於如何證明大人物就是喬拜登，

朱利安尼說，有 4-5 條信息可以證明，

還有亨特拜登前商業夥伴波布林斯基的

證詞，他還預測會有更多的合作人反水

做污點證人，「因為他們不想因為拜登而

坐牢。」

班農和朱利安尼都認為，亨特的前合

夥人、前國務卿克里繼子海因茨（Chris 
Heinz）也會出來指證拜登。朱認為，

FBI 竟然沒有去問海因茨退出烏克蘭和中

國生意的原由，證明他們太無能。

據美媒報導，亨特．拜登和海因茨合

夥創建了 Rosemont Seneca Partners 投

資公司等數家公司，與中共政府擁有的實

體進行數十億美元的私募股權交易。

2012 年拜登和亨特訪華 10 天後，

中方創建獨特類型的投資基金渤海華

美（BHR），承諾注資 10 億美元，而

Rosemont Seneca Partners 是創始合夥

人之一。

2013 年亨特．拜登加入烏克蘭布里

斯瑪公司董事會。 2014 年海因茨與亨

特．拜登分手。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大陸

官方 11 月 2 日宣布，取消舉辦一年一度

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改為「互聯網發

展論壇」，論壇的規模也將比「互聯網大

會」的規模縮小。

大陸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趙澤良

11 月 2 日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因疫情

原因，今年取消舉辦第 7 屆「世界互聯網

大會」，改為以世界互聯網大會組委會名

義舉辦「世界互聯網大會．互聯網發展論

壇」。該論壇將於 11 月 23 日至 24 日在

浙江烏鎮舉行。

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現場參會嘉

賓、分論壇數量和會期較往年均有調整，

論壇將以「線下 + 線上」的方式進行各

項活動，即在烏鎮設置實景會場，無法到

現場的嘉賓將通過網絡參會。

大陸從 2014 年開始在浙江烏鎮舉行

「世界互聯網大會」。過去六年來，會議

的時間都至少維持三天。但本屆論壇的日

程僅有短短兩天，論壇數量和規模都較往

年縮小許多。在 23 日的簡短開幕式後，

全天將舉行主論壇，24 日上午同時舉辦

5 個分論壇。

中央社的報導指出，大陸建立了全世

界最龐大、複雜的網絡審查機制，在「長

城防火墻」之內，民眾無法瀏覽許多境

外網站。因此，2014 年中國官方宣布舉

行世界互聯網大會後，「搶話語權」的意

圖，引發外界諸多批評和嘲諷。除了藉世

界互聯網大會討論網路技術和發展外，中

國還藉此推銷「網絡主權」等概念，強化

自身在網絡監管上的合理性。不過，世界

互聯網大會連辦 6 屆之後，形式和規模

都被迫調整。

事實上，回顧過去六屆互聯網大會即

可發現，互聯網大會的規模近兩年在不斷

降級。

2014 年首屆互聯網大會開幕式，與

會的中國最高級官員雖是副總理馬凱，習

近平致賀詞，李克強則在杭州會見出席大

會的中外代表。 2015 年第二屆大會，習

近平親自赴會。 2016 年第三屆則由時任

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出

席，習近平發表視頻講話。 2017 年第四

屆開幕式有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

王滬寧，並同樣由黃坤明宣讀習近平賀

信。

2018 年，不僅重量級中共官員沒有

出席，科技公司高管也幾乎全部缺席，只

有高通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史蒂夫．莫倫科

夫在開幕式上現身。

到了 2019 年，與會的外國嘉賓幾乎

都來自第三世界國家。

【看中國訊】被秘密判刑 6 年的央視

前主持人芮成鋼 12月 11日就要出獄了。

有消息稱，芮成鋼還在監獄裡服刑。他很

適應監獄生活，在裡面協助獄警做其他犯

人的所謂「思想教育」工作。

2014 年 7月，風光無限的芮成鋼因被

吉林省檢察院帶走調查而停止了一切主持

活動。 2015 年 2 月，官媒稱芮成鋼被查

的原因：心太大、急於成名、發財、陞官。

芮成鋼被捕以後，網路傳言芮成鋼

與 20 多名高官夫人有染，其中包括已被

判刑的前中共中央統戰部長令計畫的妻子

谷麗萍。有消息人士透露，芮成鋼被審訊

時，最初態度相當囂張，聲稱手上擁有跟

這些高官夫人的淫亂錄影帶。

有媒體報導稱，芮成鋼透過和中共高

官夫人接觸，獲取中共內部政治、經濟訊

息，提供給外國情報機構。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美國

國務院網站週一推出名為「中國（中共）

對人權的漠視」（China's Disregard for 
Human Rights）網頁，專門披露中共侵

害人權的種種劣跡。

在美國大選結果出爐前，川普政府一

改過去低調跟中共談人權的不成文規定，

以官方名義開設網頁。該網頁詳細列舉了

中共在香港、新疆、西藏的暴力鎮壓行

為，以及中共打壓言論自由與宗教自由、

肆意拘捕人民、設立集中營等等侵害人權

的事實。

該網頁指出，如《世界人權宣言》所

述，所有人都擁有人權和基本自由，作為

政府必須保護這些。但北京政府在中國共

產黨絕對統治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

下，大規模地剝奪公民的權利，並系統性

地限制自由，以此來維持權力。

網頁列舉了中共侵犯宗教自由的諸

多事實。「中國（中共）政府是世界上

最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國家之一，它公

開敵視所有宗教信仰的成員，包括維吾

爾族穆斯林、藏傳佛教徒、基督徒和法

輪功學員。」

網頁還指出，中共政府通過控制媒

體、控制電信基礎設施、封鎖網站、刪除

涉及「敏感」話題的微博和個人用戶等措

施，嚴格控制中國境內的信息傳播，致使

中國人民無法接觸到不同的觀點，對嚴刑

峻罰的恐懼也讓人不敢發表意見，從而在

中國形成了一種全國性的自我審查文化。

對於美國國務院推出的中國人權網

頁，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11 月 2 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說，在人權問題上，

美方沒有資格也沒有權力以「人權教師

爺」自居。但汪文斌卻無法提供一例對美

方事實陳述的有力反駁。

在美國政府推出該網頁的幾日前，美

國駐華大使館剛剛發表了《中國 2019 年

人權報告》。報告指出，中國大陸至少有

20 個重大的人權問題，其中包括：被政

府任意或非法殺害；被政府強迫失蹤；被

政府實施酷刑；被政府任意拘押；嚴酷並

且危及生命的監獄和拘留條件；政治犯；

任意干涉隱私；司法獨立方面的重大問

題；對記者、律師、作家、博客作者、異

見人士、上訪者、其他人員，以及對他們

的家人進行暴力攻擊和刑事起訴；信息審

查和屏蔽網站；干擾和平集會及結社自由

的權利，包括施加於外國和國內非政府組

織（NGO）的過度限制性的法律；對宗

教自由的嚴厲限制；對行動自由的嚴厲限

制（在國內和出國旅行）；遣返有充分理

由擔心會遭到迫害的尋求庇護的朝鮮人；

公民無權選擇自己的政府；腐敗；在某些

情況下包括強迫絕育或墮胎在內的強制生

育限制政策；人口販運；對勞工權利的嚴

厲限制，包括禁止工人自行組織或選擇參

加工會；以及濫用童工。

朱利安尼 （Aaron P. Bernstein/Getty Ima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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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取消世界互聯網大會

美國務院新設網頁 聚焦人權

（網頁截圖）

芮成鋼即將出獄 
稱適應監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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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訊

美中貿易戰開啟後，雙

方積極尋求博弈籌碼。作為

稀土生產大國的中國通過

配額及限製出口來制衡美

國。然而，中國的這張「王

牌」近期似乎面臨著困境。

中國自 2006 年開始，陸續

就稀土開採實施一系列政策，包

括進行總量控制管理；將生產納

入指令性生產計畫管理；對礦種

實行規劃調控、限制開採、嚴格

准入和綜合利用等。然而，這些

計畫經濟色彩濃厚的措施引發了

稀土產業界人士的不滿。

中國稀土供不應求 
是誰惹的禍？

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引

述中國最大稀土生產商北方稀土

集團一位高層人士的話說，開採

配額嚴重打擊生產商的商業利

潤，同時還造成稀土供應源的不

穩定。福建金龍稀土公司的一名

管理人員也抱怨，稀土產量配額

系統難以預測市場需求。

內蒙古包頭市一商會去年發

布的一項報告也顯示，當地的磁

鐵工廠的產能不足 50%，部分

原因是缺乏稀土。

報導提到，過去 6 年裡，

中國的稀土消量多於產量逾

30%。分析人士預計，這一差

距將在今年擴大。

一名曾在中國相關政府部門

任職、但不願公開身份的知情人

士向記者解釋了中國稀土需求大

增的原因：「前些年由於中國打

『稀土牌』，上馬了很多低級粗

加工企業，對稀土的需求自然是

增大的，但是他們粗加工後的產

作為稀土生產大國的中國通過配額及限製出口來制衡美國。（Getty Images）

品還是出口給日本、美國，因為

中國沒有高端利用技術，無法進

行高附加值生產，只能（對稀

土）進行粗加工。」

中國稀土進口額大增 
買入價高昂

在中國稀土供不應求的情況

下，中國的稀土相關產品商家必

須尋找海外貨源。《金融時報》

的報導提到，美國唯一的稀土開

採商 Mountain Pass 以及緬甸

的供應商分別佔中國去年稀土進

口的 38% 和 30%。

儘管中國去年 11 月將稀土

年度產量配額上調 10% 至歷史

高位，今年也繼續增加約 6.1%
的份額，不過，《金融時報》的

報導提到，中國今年上半年的稀

土進口較去年同期迅速上漲了

74%。

上述知情人士告訴記者，讓

中國稀土業者大吐苦水的，其實

是因為從他國進口（加工過的）

稀土價錢高昂。

「打個比方，直接賣稀土，

一噸 1 塊錢的話，粗加工後可

能能賣 3 到 5 塊錢。賣給日本、

財經簡訊

美國後，日本、美國賣回給中國

的稀土類產品，一噸可能就達到

800-1000 塊錢。」

全球稀土市場 
將迎來拐點？

中國多年來一直是全球最大

稀土生產國。 2019 年的公開數

據顯示，中國稀土開採量約佔

全球稀土開採總量的 60%。然

而，隨著中國稀土戰略引發的政

策、市場改變，全球最大的稀土

生產國中國從 2018 年變成最大

稀土進口國。

上述知情人士分析說，早年

全球市場依賴中國稀土出口是因

為初級開採和加工稀土對環境影

響大，西方國家對此有所顧慮。

「中國不顧環境，只顧眼前

利益。雖然有配額限制，但是每

年出口的稀土量以及國內的使用

量是配額的好幾倍，導致國家層

面的配額及限價全是虛的。」

他還補充說，在中國試圖使

用稀土製衡策略後，世界各國加

大了對稀土資源的勘探，例如澳

大利亞、日本近幾年都發現了儲

量可觀的稀土礦，相信各國對中

中國稀土策略面臨困境

網易嚴選退出雙11  
稱不做複雜購物玩法

【看中國訊】據中央社報導，在中國

電商全力備戰雙 11 購物狂歡節之際，中

國網購平台「網易嚴選」卻宣布退出今年

的雙 11 大戰，將自行推出「價保 1 整年」

的優惠商品，不做複雜的購物玩法。

網易嚴選是網易公司於 2016 年 4 月

推出的網購平台，主打自營生活居家產

品。中國雙 11 購物節銷售額度雖然年年

創新高，但各電商平台繁複的優惠規則，

一直為人詬病。中國消費者協會提出警告

說，雙 11 活動商品品質問題多，消費者

大學畢業生僅

25%找到工作

國的稀土依賴度會逐漸降低。

環境與經濟 
魚和熊掌能不能兼得？

據介紹，有「工業維他命」

之稱的稀土是 17 種金屬元素的

總稱，用途廣泛，從日常生活

用到的石油精煉用催化劑、玻

璃及陶瓷的染料等，到特殊領

域用途如電子、核能工業、超

導體等，是高科技產業中不可

或缺的添加劑，也是對誓要成

為工業和科技強國的中國極為

重要的戰略資源。

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而犧牲環

境對中國來說似乎也是「家常便

飯」，中國也正遭遇著罔顧環境

帶來的污染問題。美國《紐約時

報》2013 年就曾報導，中國北

部持續了 20 年的稀土精煉生產

所泄漏出來的放射性有毒物質，

一直緩慢地滲入地下，逼近黃

河。位於中國東南部的廣東省也

因露天稀土開採場的強酸等腐蝕

性物質流入地下，破壞附近的稻

田和溪流。

旅居德國的水利專家王維洛

博士接受本臺記者採訪時就批

評，中國從來不考慮提高資源的

使用效率，反而常常聚焦於資源

產出量的最大化。

「永遠要發展，但利用效率

很低。中國人的意識裡，環境是

以人為中心，但歐美國家則認

為，人只是自然界裡面的一部

分。這是一個本質的區別。」

王維洛還嚴厲指責中國政府

好大喜功，追求只利於大財團或

個別家族的經濟利益，執意發展

龐大工程項目，破壞環境後又浪

費資源啟動計畫試圖修復環境，

最後造成惡性循環。

【看中國訊】根據領英中國

（LinkedIn）和中國全球化智庫

（CCG）日前發布的「高校校友

觀察：中國高校畢業生職業發展

研究與展望 2020」報告，儘管

中國經濟逐漸擺脫疫情，開始回

溫，今年畢業的 874 萬名大學

生仍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據一

些大學學生就業服務中心數據，

僅 25% 應屆畢業生找到工作。

報告指出，受到武漢肺炎疫

情影響，消費品行業、製造業、

軟體業及資訊科技服務業的僱用

狀況明顯減少；健康照護、遠程

學習及法律行業受影響較少，僱

用人數相對穩定；運輸、後勤、

媒體及教育部門仍有缺工情況。

中國人社部就業促進司司長

張瑩表示：「有許多大學畢業生仍

在找工作，2021 年要畢業的也即

將投入職場，政府將繼續增加政

策協助，包括擴大國企的僱用。」

中國國家統計局上月指出，

20 至 24 歲擁有大專學歷的年輕

人，9 月的失業率比去年同期增

加 4 個百分點，且許多工人的

工資被砍或延發。對於今年畢業

的 874 萬大學生而言，就業市

場前景黯淡，一些大學生就業服

務中心數據顯示，僅 25% 應屆

畢業生找到工作。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於

華告訴自由亞洲電臺，因武漢肺

炎疫情影響，許多西方國家疫情

控制並無減緩，導致許多本科生

畢業後選擇「國內讀研」，而非

進入就業市場，避免求職困難的

窘境。英國《金融時報》日前報

導，中國國家公務員局表示，有

160 萬人通過了定於 11 月舉行

的國家公務員考試背景調查，比

2019 年的 140 萬人還多，錄取

率只有 1.6%。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在華美

企史丹利百得撤離深圳，給予高額補償受

到員工稱讚，但是，網傳文章指其給員工

的經濟賠付超過了中國勞動合同法的規

定，應責令其整改。

史丹利百得是美國史丹利百得集團

（Stanley Black & Decker）在深圳投資

的獨資公司，坐落在深圳市寶安區石岩街

道水田社區捷和工業城。是一家集設計、

研發和製造為一體的電動工具製造企業。

10 月 26 日，史丹利百得正式發布提

前解散公告稱，公司自即日起全面停止生

產經營活動。

史丹利百得這次到底遣散了多少

員工，說法不一。公司內部人士透露

員工數是 830 多人，具體補償方案為：

N+1+X+2000，其中 N 為法定標準補

償金，X 代表工齡獎勵補償，2000 為 10
月 26 日當天簽約的獎勵金。

《界面新聞》報導，員工透露，有個

工齡 20 多年的部門經理拿到了 64 萬。

「26 號上午幾乎全部簽完了，整個過程很

順利，賠得那麼高，沒有誰不願意簽」。 
史丹利百得在員工們心中是家好公司：

「從這個廠出去的，你隨便問哪個，沒有

多少人說不好。」

內部管理層人士透露，史丹利百得要

搬往蘇州和越南。據《證券時報》報導，

史丹利百得在深圳捷和工業城的租期明年

到期，由於租金漲得太高，難以承受，而

蘇州的地是史丹利百得自己的。

而史丹利百得這樣被員工稱讚的好公

司，卻成為一些中國大陸媒體攻擊的對

象，在網絡流傳的文章《美企史丹利違背

勞動合同法，超額支付經濟賠付，勞動監

察部門應責令其整改》中稱，史丹利百得

深圳公司關門時，給員工的經濟賠付超過

了中國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呼籲勞動監察

部門干涉。

從事人力資源行業的人士評論說，若

是企業在解除勞動合同時，願意支付更多

標準的經濟賠付，這只能說明企業有人

性、也有經濟實力承擔賠付，更說明這樣

的企業才是真正值得員工選擇與熱愛的。

美企撤離 員工讚補償高 

應提防商家促銷花招，避開消費陷阱。

北京當局下令停止進口 
澳洲7大類產品

【看中國訊】澳洲近年和北京交惡，

禁止華為公司參與該國 5G 網絡建設，並

表示北京應就疫情爆發接受國際調查，北

京則禁止進口多項澳洲產品。

據彭博社報導，有知情人士表示，目

前北京當局已下令中國貿易商，從 11 月

6 日起停止進口煤炭、大麥、銅礦石和精

礦、糖、木材、葡萄酒和龍蝦等至少 7
類澳洲商品。不過，澳洲對中國出口的最

大商品鐵礦石，不包括在中國禁止進口的

澳洲產品內。

還有消息傳出，澳洲小麥可能被北京

當局列入禁止進口的清單中。

加拿大奧林匹克公園
WINSPORT 滑雪場

15
分
鐘
抵
達
市
中
心

60
分鐘
到
CA
NM
OR
E鎮

卡爾加里
全新的都市村落
2021年初入住
零售商店、休閑娛樂中心和住宅建在一起，這裏擁有真正的集居住 / 購物 /

休閑娛樂于一體的村落生活方式，卡城前所未有。生活在這裏，你可以步

行購物，在工作之餘你可騎自行車拜訪朋友小酌一杯。另外，到Winsport

滑雪近在咫尺，這裏距市中心僅 15 分鐘車程。今天就聯係我們獲得更多購

房紅利信息吧。

起價 $479,900 +GST

盡享鄉村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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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近加拿大奧林匹克公園WinSport滑雪場
令人驚艷的美景

最新的鎮屋設計

朝南陽臺，配備 2停車位
靠近 160英畝的自然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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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中心：
展示中心

周二 ~ 周四：

周末和假期：

渲染圖基於設計師的理念。經紀人受保護。

價格、條款和規格可能調整。錯漏除外（E.&O.E.）。

403.455.4663

鎮屋終於上市FINAL RELEASE OF SILVERBERRY TOWNHOME

liveintrinityhill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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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超良五中亮相 王岐山穩了【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漢爆發

後，湖北省委原書記蔣超良以及

武漢市委原書記馬國強於 2 月

雙雙被免職。蔣超良是十九屆中

央委員，馬國強是中央候補委

員，有境外媒體猜測五中全會可

能處理兩人，甚至逐出中央委

員會。

不過，五中全會未見披露人

事變動，央視新聞聯播畫面顯

示，蔣超良以中央委員的身份參

加會議。有評論認為，這顯示蔣

超良的靠山王岐山站穩了腳跟。

蔣超良生於 1957 年 8 月，

曾長期在中國國有金融機構任

職，先後擔任交通銀行董事長、

國家開發銀行行長、中國農業

銀行董事長等職；2014 年 8 月

底，調任吉林省出任副書記，

同年 10 月，出任吉林省省長；

2016 年 10 月，蔣超良擔任湖

北省省委書記。 2020 年 2 月

13 日被免職湖北省委書記。蔣

超良雖然露面，暫時仍沒有其復

出的消息。

據「燕銘時評」分析，五中

全會未免去蔣超良與馬國強的中

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職位，突

顯政局詭異。

知名評論人士陳破空評論認

為，五中全會看似波瀾不驚，但

會議後三天懷疑經歷了一場暗

鬥，習近平與各派打成平手。

陳破空說，最終十九屆五中

全 會

有 沒

有任何人事變動，要看接下來要

開的中紀委五中全會，會不會處

理之前被免的湖北前高官蔣超良

和馬國強。兩人一個是中央委

員、一個是中央候補委員，如果

中紀委五中全會沒有宣布，間接

說明前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站穩了

腳跟，他的親信蔣超良依然在中

央當中。沒有被趕盡殺絕，仍然

有投票權。

另外，陳破空還說，五中全

會前有放風說習要重設黨主席，

但事實上沒有，顯示習陣營受

挫。另外有傳說五中全會要王岐

山下臺，但是這次會議顯示王岐

山平安無事。

今年 6 月，法國的亞洲報

導與評論網站 Asialyst 刊登了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佩

耶特的文章分析指出，蔣超良與

王岐山關係緊密而且還是一位金

融幹部，他或許可以因此而躲過

一劫，而馬國強同武鋼與上海幫

的關係或許將對他有害無益。

當局一「承諾」推後15年宋平露面 傳曾勸習近平懸崖勒馬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綜合報

導】2020 年以來，中共政權陷

入更為嚴峻的內外交困的危局，

習近平本身也在黨內受到非議。

近日，前政治局常委、103 歲

的宋平在媒體「露面」，引發猜

測。宋平向來被認為是習近平的

「恩師」，主政以來的站臺人，

但也有消息指，宋平近年曾出面

勸全面左轉的習近平懸崖勒馬，

但未獲成效，後直罵自己瞎了

眼，並被氣得住院。

據海外黨媒《多維》報導，

微信公眾號「區塊鏈專委會」

10 月 28 日發布了一則關於宋平

的消息，稱 10 月 24 日上午，

宋平在家會客。

報導披露兩張照片，一張是

宋平身穿褐色布衣，外面披著一

件藍色外套，端坐在沙發上。前

來拜訪的中國物鏈芯工程技術研

究院副院長劉海林坐在其身側，

面向鏡頭舉著一份文件。另一張

照片顯示，宋平手裡拿著那份文

件在閱讀。

宋平 1917 年生，是目前中

共黨內資格最老、退休時間最久

的常委。在 1989 年 6 月的十三

屆四中全會上，72 歲高齡的宋

平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綜合體媒報導，中共有幾任

領導人都是宋平提拔或支持的。

在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期間，宋

平曾提拔時任甘肅省建委副主任

的胡錦濤。胡於 1974 年調任甘

肅省建委秘書，隨後升任甘肅省

建委副主任，共青團甘肅省委書

記。宋平卸任政治局常委前，還

曾以中共十四大人事安排小組的

名義，向鄧小平提議提拔胡錦濤

為新一屆政治局常委。

宋平也是早年提拔溫家寶

的人。當時溫家寶與胡錦濤幾

乎同時期在甘肅工作。溫家寶

1979 年 9 月出任甘肅省地質局

擔任地礦處副處長。 1980 年溫

家寶升任甘肅省地質局副局長。

後來得到時任甘肅省省委書記

宋平的推薦，1980 年下半年溫

家寶被推薦到地礦部政策研究

室，1983 年 10 月升任副部長，

1985 年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辦公

廳第一副主任。

宋平還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

勛曾經共事過，二人在工作上早

有聯繫。

另據港媒披露，宋平還曾經

多次出面力助習近平。習上臺

後，宋平帶頭代表萬里、喬石對

習近平「無保留支持」，並要求

與會前常委們表態支持習近平。

並多次出手力阻江澤民干政。

有海外中文媒體披露，習近

平近年大步左轉。中共元老、高

層、太子黨群體驚訝、不滿，但

在習近平、王岐山的反腐打虎運

動中，人人自危，無人敢說話。

宋平 2018 年上半年曾苦口婆心

規勸習近平不要「左傾」，還是

要繼續改革開放。他希望習近平

能「懸崖勒馬」，不要把中國帶

入到文革和朝鮮模式的深淵。

【看中國訊】10 月 29 日已

落幕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仍

持續成為熱議話題。前中共總書

記趙紫陽秘書鮑彤近日在外媒撰

文，點破一個所謂法治政府的謊

言，竟然是 5 年前的承諾落空

後，又繼續定為15年後的目標。

鮑彤 11 月 2 日在給自由亞

洲電臺的撰文中分析說，本次中

央全會前一個月，發生了一件不

尋常的事——9 月 28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制定了《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兩天後

政治局就發布了這個條例，宣布

它立即生效施行。由此，黨媒的

口頭禪一經提升為中共中央條例

的明文規定，就決定了本次以及

今後一切中共中央全會的過程和

內容：一切都請核心說了算，全

部都歸核心說了算！

五中全會公報沒有具體提及

目前中共所面臨的內憂外患，特

別是沒有直接提及中美關係瀕於

崩盤的現實，也沒有提及疫情和

十三五「小康」目標未能按期實

現。沒提之前李克強總理透露

的月收入只有一千元的 6 億中

國人口。會議預計中國 2020 年

GDP 突破 100 萬億元人民幣，

且高度評價了所謂「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成就。同時也沒有提及

民營經濟。

鮑彤還指出在關於《十四五

規劃》的建議中有一句他看得懂

的要緊話：「到 2035 年基本建

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會」！鮑彤一言道破中共當局

在撒謊，搞瞞天過海。

他說，其實 2015年 12月，

中共中央就和國務院聯署公布

過一個《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

（2015-2020 年）》，承諾「2020
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如今

再出新文件，結論就是：第一，

這次五中全會認定，五年前的承

諾已經落空；第二，從現在起到

到 2035 年以前，中國仍將基本

上沒有建成法治政府，中國政府

基本上沒有能力實施憲法，做不

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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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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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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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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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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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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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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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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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陸媒報導，11 月 3 日，

螞蟻集團發布致投資者信稱，今

日接到上海證券交易所通知，暫

緩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A 股上市

計畫。受此影響，螞蟻決定於香

港聯交所 H 股同步上市的計畫

也將暫緩。

雙暫停訊息發布不久，持有

33% 螞蟻集團股權的阿里巴巴

集團股價暴跌 8%。

11 月 3 日，路透社的消息

來源說，四個政府監管部門在約

談中明確向螞蟻集團高層表示，

該公司利潤豐厚的移動支付業務

將會受到政府更為嚴格監管。

消息人士稱，監管部門對螞

蟻金服的業務、信貸業務規模和

盈利數據感到非常「意外」。監

管部門還在約談中要求螞蟻金服

切實遵守小額貸款規則。

據悉，螞蟻科技在上交所、

港交所的融資規模達到創記錄的

370 億美元，被稱為世界證券市

場規模最大的一次 IPO 發行活

動。螞蟻科技集團是從阿里巴巴

集團分離出來的移動支付業務。

目前該公司的市值大約為 3150
億美元。螞蟻是中國移動支付行

業的龍頭老大，其業務包括提供

貸款、保險、資產管理、為金融

實體提供技術等。

有分析認為，螞蟻集團被約

談和被暫停上市可能與 10 月 24
日上海外灘金融峰會上馬雲的發

言有關。馬雲在金融峰會上針對

傳統金融進行了批評，認為未來

是信用的時代，大陸的銀行必須

改掉「當舖思想」，並批評「巴

塞爾協議」是老人俱樂部。他

強調，「我們要建設金融健康系

統，（而）不是擔憂金融系統風

險。」

馬雲這一席演說，被解讀為

炮打金融監管系統，硬槓中共國

家副主席王岐山；且與習近平的

「金融安全」有衝突。

習近平近期多次強調：「金

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

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

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

重要的基礎性制度。」

在 10 月 24 日的外灘金融

峰會上，王岐山以視頻方式發表

了致辭。他表示，「中國金融不

能走投機賭博的歪路，不能走金

融泡沫自我循環的歧路，不能走

龐氏騙局的邪路。」他還強調，

要堅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有序

處置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

險的底線。

馬雲等人被約談後，中共官

媒《經濟日報》、人行屬下《金

融時報》未停止對螞蟻集團的批

評。《經濟日報》11 月 3 日發

表評論指：互聯網金融或金融科

技本質一是持牌金融企業，二是

違法違規的「偽金融業態」，認

為對近期要蹭數字科技的少數金

融公司，「都應停止對熱門新股

的盲目崇拜」。

外界認為，黨媒說話正是為

習近平的「金融安全」背書，變

相坐實馬雲是冒犯了習。

「財經冷眼」還表示，當年

朱元璋收拾瀋萬三，現在包帝要

打倒馬首富，殺雞儆猴。結局參

考任大炮！ 而習王分分鐘給他

上課：金融的基礎是尊重領導。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向《蘋果

日報》分析說，雖然無法證實事

件與中共權鬥有關，但可以肯

定，官方對大型集資非常恐懼。

他認為，中央擔心有人富可敵

國，甚或形成一個跨派系、跨界

別的利益集團，加上一旦該集團

在外國有聯繫渠道，中央會設想

對其政權穩定構成威脅。

劉銳紹說，中國已不是由第

一產業、第二產業支撐經濟，經

濟重心開始轉移到包括金融業的

第三產業。如果現在引爆金融風

暴，震動力會影響政權的穩定。

對於螞蟻集團何時能重新招

股，多名投行人士都向《蘋果日

報》表示，認為短期都難以重啟

招股。

冒犯習近平闖禍 螞蟻重啟上市無期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繼馬雲和螞蟻集團高

管被約談引爆輿論之後，

緊接著上交所、港交所 3
日晚間發布暫緩螞蟻集團

科創板上市的決定，隨後

螞蟻集團也宣告本次 IPO
暫停，引發阿里巴巴股價

暴跌。有時評人士表示，

無法證實事件與權鬥有

關，但可以肯定，官方對

大型集資非常恐懼。

  螞蟻集團實際控制人馬雲 (Getty Images）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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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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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央社》報導，這是川

普政府在今年 7 月將精密與嚴

防外洩的無人機技術出口政策放

寬以來，首項這樣的軍售案，金

額為 6 億美元（約折合新台幣

171 億元），內容包括地面站台

與人員訓練。

台灣 4 日上午發布新聞稿

指出，美國提供台灣重要的防衛

性武器，使台灣在捍衛台海和平

跟區域穩定上更具能力與信心。

看中國記者許天樂綜合報導

美國大選 11月3日當
天，白宮宣佈對台出售4架
M Q - 9B海上衛士無人機
（SeaGuardian），總額約6
億美元。這是美國政府兩週

內三度提供台灣重要防衛性

武器，也是美國總統川普任

內第十次對台軍售。

美國大選當天 白宮批准對台軍售

外交部對此表達歡迎，並感謝美

國政府持續以具體行動履行「台

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對台

灣的安全承諾。

外交部還指出，總統蔡英文

在 10 月國慶演說提及，維持和

平與促進繁榮發展，是中華民國

台灣在區域最重要的價值。在全

球高度關注印太以及兩岸局勢變

化之際，政府不只要保衛民眾安

全，也將會以堅實國防實力，對

區域長遠的和平、穩定跟繁榮作

出貢獻。

路透社 4 日稍早引述美國

國會助理的話報導，美國國務院

正式知會國會將出售台灣 4 架

MQ-9 無人機案，這是敲定軍售

的最後一步。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在美國國務院正式知會國會後，

國會有 30 天時間可提出反對；

不過因美國兩大黨目前都支持台

灣防務，所以國會不致於反對。

這 4 架 MQ-9 海 上 衛 士

（SeaGuardian）型無人機是由

通用原子航空系統公司（Gener
alAtomicsAeronauticalSystemsI
nc.）建造。消息人士說，儘管此

型無人機可裝配武器，不過對台

出售的 4 架 MQ-9 將裝置偵察

設備。

網軍攻台 學者籲修法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

合報導】中共資訊戰手法持

續進化，視頻迷每日必訪的

影音平台，已成為大陸網軍

散布假訊息的據點。學者建

議，除了跟平台協同打擊錯

假訊息之外，根本之道就是

台灣要透過修法，以遏止境

外勢力的攻擊及影響。

根據中央社報導，台灣社交

媒體近期再度大量出現諸如「蔡

英文做票 400 萬張以上」等假

新聞影片。雖然檢警已經介入調

查，相關案件也已進入司法程

序，但沉寂了一段時日之後，這

一類「舊的假消息」竟又死灰復

燃，試圖影響民眾認知及輿論。

據悉 Youtube 某頻道自 3
月 28 日起，就陸續發表自行

剪輯影片，平均每個月均會推

出 10 支影片，迄今仍然在進

行上述的做票造謠。如果非專

職 Youtuber 或是有製作團隊

支撐，是無法達到這樣的影片

上傳速度，相關單位日前已質

疑是中共網軍所為。資訊戰專

家沈伯洋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

示，類以的圖文與影片所設計

出的假新聞，最大特色之一就

是具有「睡眠效應」，即使已經

被澄清了，但只要來源沒有被

截斷，在過一段時間之後就會

重出江湖，同時會再度加深民

眾的印象。

沈伯洋分析，此類影片式

的錯假資訊，經過 Youtube 頻

道等社群平台上架，並在封閉的

Line 社群、臉書社團上轉傳，

的確會影響民眾對事件的認知，

特別是在封閉的場域內不斷接收

到這一類訊息，而且又沒有跟外

界交流，對訊息更是會深信不

疑。沈伯洋說明，謠言具備「睡

眠效應」，比較負面的訊息能夠

持續比較久，而且即使過了一段

時間後，只要再度接觸之後，情

緒仍是會被激起。

以 2020 年台灣總統大選為

例，沈伯洋指稱，雖然這些影片

均已是半年前就開始流傳的「舊

聞」，有許多相關單位在此過程

中出來澄清闢謠，但是澄清及闢

謠的文章大多為制式化的文宣，

不容易被記住的。沈伯洋還進一

步說明，假設接觸了這一類假新

聞的人，後續看過了闢謠的文章

並接受後，可能會在未來的 3 個

月之內，清楚認知這個影片或是

假新聞是謠言；但經過 3 個月之

後，他可能就會忘記了闢謠的內

容，但仍是會記得謠言的內容。

只要在這個時候，再一次傳遞這

類謠言，負面情緒將再次被喚

起，並對謠言內容深信不疑。

沈伯洋分析，在這樣的情形

陸女在港確診
曾接觸23警

【看 中 國 訊】11 月 1 日，

香港新增 7 例中共肺炎確診病

例，其中有一例是本土病例。香

港《蘋果日報》報導，香港衛生

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在

11 月 1 日的記者會上表示，該

42 歲大陸女子是 8 月中到達香

港，一直居住在旺角一間酒店，

她自稱無外出；10 月 28 日，警

方在一次行動中抓捕了她，並送

往旺角警署扣留；10 月 30 日，

該女子被轉到青山灣入境事務中

心，數小時後又被轉往馬頭角羈

留中心，當天該女子出現症狀，

喉痛疼痛，經檢測被確診。

調查7.21事件 港台名記者突被捕
【看中國訊】反送中

期間元朗白衣人721襲擊市
民，港警對此視而不見，廣

被批評警黑勾結。有份製作

香港電台《鏗鏘集》專題節

目的編導蔡玉玲，11月3日突
然遭港警上門拘捕，稱她透

過車牌追查車主資料時涉

嫌違反《道路交通條例》。

香港電台報導，蔡玉玲遭

扣查約 6 小時後，獲准以現金

一千元保釋。她已被暫控兩項

「為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的證明

書而作出虛假陳述」罪，案件將

於 10 日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

她向在警署外守候的傳媒表

示，拘捕事件不止涉及她個人，

也涉及香港電台作為新聞機構的

港台簡訊

角色，以及香港新聞工作者如何

從事新聞報道。

蔡玉玲強調，港警以 721
專題報道為理由拘捕記者，已造

成公眾憂慮警方是否藉此打壓新

聞自由，為業界帶來寒蟬效應。

她又強調自己作為新聞工作者，

多年來做所有事也恪守新聞工作

者原則。

《立場新聞》報導，蔡玉玲

任編導的港台時事節目《鏗鏘

集》，分別於去年 7 月和今年 7
月播出專題片《721 元朗黑夜》

和《721 誰主真相》。其中整理

了大量事發當日的閉路電視片

段，顯示警方在當日下午已多次

在白衣人聚集地巡視，並有多輛

警車經過，惟警員最終放任白衣

人襲擊市民。該節目獲得 2020
年紐約電視電影節「最佳新聞調

查報導優異獎」。

《721 誰主真相》則揭發有懷

疑手持委任證的便衣警員，在襲

擊發生前早已在鳳攸北街徘徊，

MQ-9B海上衛士無人機。（Wikipedia）

路透社近數週來報導，川普

政府正推動對台出售另 4 項精

密軍備，金額為50億美元上下。

軍事專家梅復興在臉書貼文

表示，此次軍售最受矚目的兩項

武器為隨著「海馬斯」機動火箭

系統（HIMARS）出售、射程

可達 300 公里的「陸軍戰術飛彈

系統」（ATACMS），和供空軍

戰機攜載發射的 AGM-84H「距

外陸攻飛彈」（SLAM-ER）。

其中，「海馬斯」機動火箭系統

能搭配各型火箭彈種或戰術地對

地飛彈，可對共軍登陸的灘岸，

迅速實施精準火力打擊，因應突

發狀況。

他 認 為， 若 ATACMS 只

部署在臺灣本島，打擊範圍就只

被侷限在福建沿海，但若「前進

部署至外島」，就可能可涵蓋浙

江部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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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十一：

【月經紊亂、停經】中年女性，近 1 年
來月經時常推遲，近 5 個月，未有月經 ,
且情緒緊張，易疲勞。來我中心就診，
經 5 次治療，月經複來，但量少；繼續
治療1個月，次月，月經如期而至，經量、
經色正常，且體質改善，不易疲勞。

           病人反饋之十二：

【蕁麻疹（風疹）】中年女性，近一年
來皮疹反復發作，累及全身 , 皮膚瘙癢
異常，時作時止，乾燥脫屑。經西醫診
為蕁麻疹，但治療無效。來我中心就診，
治療 2 次，瘙癢停止，治療 8 次後，全
身皮疹消退，膚質改善，隨訪未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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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爾加里僅此一家
接受各類保險公司
額外保險
65 歲以上半價65 歲以上半價

5809 Macleod Trail SW

403 636 1755

N.A. HEMORRHOIDS CENTRE 創於 1979
北美痔瘻治療中心 卡爾加里
N.A. HEMORRHOIDS CENTRE
北美痔瘻治療中心 卡爾加里

陳氏   代秘方治療5
痔瘡、肛裂、肛瘻、肛門濕疹、

肛周膿腫及疑難雜症

標本兼治，徹底除根
中西醫結合治療 
肛瘻治癒不復發
肛門贅皮微創
迅速止血止痛
即治即走，無需等待

info@canatcm.com
掃碼諮詢

黎智英等民主派
悼六四被控再提堂

【看中國訊】港府今年首次

禁止維多利亞公園六四燭光晚

會，支聯會當晚堅持進入維園悼

念死難者，事後一眾支聯會常委

及現身集會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

英、前香港眾志黃之鋒、羅冠聰

等 24 人遭起訴涉「參與」或「煽

惑」未經批准集結。他們於 11
月 3 日出席區域法院答辯程序，

案件將押後於明年 2 月 5 日再

訊，以等候被告申請法援及索取

法律意見，控方亦會申請將案件

合併審理。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強

調，《基本法》保障了遊行及集

會的權利，港人有悼念六四的自

由，亦有追究中共屠城責任，他

們面對政治檢控無畏無懼。

下，攻擊者不用更新影片或是文

章內容，只要在一定時間之後再

度投放這類訊息，在封閉性群體

中仍然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但他也坦言，很多都是長期

存在社群平台上的影片，平台真

正掌握了流量，「即便我們有標

示方案，但如果社群平台不願意

協助，就會有比較大的困難。」

台灣 AI 實驗室創始人杜奕

瑾也曾提及，目前假消息運用

技術上是處於「笨拙」的階段，

當前能夠運用 AI 輔助，協助

把影音平台 YouTube 等網站上

的文字轉作分析歸類，以讓假

消息在傳播期間無所遁形，被

快速的分析出來。不過，沈伯

洋認為，如要根本解決問題，

還是得透過修法（境外勢力影

響透明法案，俗稱代理人法案）

揭露，並且遏阻這一類來自於

境外的影響及攻擊。

目睹大批白衣人手持武器聚集，

卻沒有任何行動。節目透過香港

政府的網上系統查冊車主資料，

嘗試聯絡最少 3 輛當日接載白

衣人到現場、甚至在現場分發

竹枝的車輛登記車主，查問 721
當晚的情況，包括屏山鄉輞井圍

村代表鄧輝泰、新田鄉竹園村代

表黃廣寧等。

蔡玉玲是港台製作人員工會

前主席。港台報道，身兼港台總

編輯的廣播處長梁家榮回應事

件，關心同事被捕。他認為今次

事件少有，若控罪涉及採訪或搜

集資料，整個新聞界都應該認真

看待。梁家榮又強調港台不會暫

停調查報道。

蔡玉玲（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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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 2020 年 11 月 4 日

訊】美國總統大選現正緊張進行

計票。而在國會議員的部分，

傳出一勵志消息。因為車禍導

致下半身癱瘓的北卡羅萊納州

共和黨籍眾議員候選人考托恩

（Madison Cawthorn）， 擊 敗

民主黨對手莫．戴維斯（Moe 
Davis）成功勝選。剛滿 25 歲

的他，成為美國 200 年來最年

輕的眾議員。

根據美國《CNN》報導，考

托恩 2014 年不幸遭遇一場車

禍，導致下半身癱瘓。不過他並

沒有因此消沉下去。

報導稱，考托恩是一家房地

產投資公司老闆，也是一位勵志

演講者，在這次競選中，他擊敗

民主黨對手莫．戴維斯（Moe 
Davis），成為 19 世紀以來最年

輕的國會議員。當選後，考托恩

表示自己打從心裏感謝選民、已

迫不及待要為民眾服務。考托恩

立場為保守派，他反對墮胎。

根據美國眾議院的記錄，美

國史上最年輕眾議院議員是田納

西州的威廉．查爾斯．科爾．

克萊本（William Charles Cole 
Claiborne）， 他 於 1797 年 以

22 歲當選聯邦眾議員，1801
年，26 歲出任密西西比領地

（Mississippi Territory）總督。

【看中國記者劉翔報導】澳

洲一個學院開設了修車技能課

程。面對汽車這樣的大傢伙，一

群經過培訓的女學生抄起扳手和

千斤頂，也照樣能擺弄自如。

據 Boredpanda 網站報導，

對澳洲悉尼的斯特拉馬里斯學院

（Stella Maris College）的女生

們來說，修車可不是甚麼問題。

因為學院早就為她們請來了女

性汽車維修學校 Galmatic 的老

師，手把手教她們修車。

在 學 校 的 facebook 上 還

有上課的照片，一群身穿裙裝

校服的女生，圍坐在老師周圍

聽課，一位手扶在車胎上的女

老師認真的講解如何換輪胎。

facebook 的貼文中寫道：「今

天，Galmatic 教我們的女孩們

汽車維修的相關知識，包括如何

換輪胎、檢查胎壓、檢查機油量

及冷卻液液位，以及遇到車禍時

該如何處理。這也鼓勵女孩們成

為更堅強、獨立、有智慧的年輕

女性！」

汽車維修學校 Galmatic 由

女性組成，以網絡課程和實際教

學方式培訓青少年和女性汽車維

修技術。今年年初，它與斯特拉

馬里斯學院合作，推出了汽車維

修課程。目的就是為了讓學生們

更瞭解自己的車，知道如何應對

緊急情況。女生都喜歡這門課。

申請澳洲簽證 
需認同澳價值觀

繼 10 月中旬之後，再次有

兩名新疆哈薩克族逃亡者獲得了

哈國政府所提供的難民證。創辦

阿塔珠爾特志願者組織的賽爾克

堅，本週二告訴自由亞洲電臺，

從新疆逃亡至哈薩克的巴哈沙

爾、喀衣夏，在上週領到了難民

證，有效期均為一年。 10 月 16
日，哈國當局給哈斯鐵爾 · 木沙

汗和木拉格爾 · 阿里木，也發放

了有效期一年的難民身份。

目前在阿塔珠爾特志願者組

織的協助之下，哈國政府已向多

名來自新疆的哈薩克族人提供了

難民身份。如今還有一人尚未獲

得哈國提供的難民保護。

賽爾克堅表示，哈薩克政府

改變了一貫做法，忽然發出難民

證，是因該組織近期前往土耳其

註冊，並要求土耳其政府收容來

自新疆的穆斯林逃亡者。

四名新疆哈薩克人 
已獲難民證

哈薩克學者熱依斯汗對自由

亞州電臺表示：「到今天為止，

哈薩克政府已經給東突厥斯坦

（新疆）逃難到哈薩克的 4 名哈

薩克人給予難民身份，正式承認

中國新疆存在人權危機，中國在

新疆實行種族滅絕政策。」

自由亞州電臺 2019 年 9 月

曾報導，新疆伊犁鞏留縣鞏留鎮

的一名哈薩克女商人喀衣夏 · 阿
汗，在 2018 年 5 月 7 日逃亡至

哈薩克。喀衣夏表示，2018 年

5 月 4 日，當地員警竟在她住院

期間，將她傳喚至公安局，還對

她採取不人道的舉動。

喀衣夏在週二時告訴自由亞

洲電臺，在七個多小時的審問期

間，員警要她脫下棉襖，並將她

鎖在「老虎凳」，使用電警棍電

她的身體至少三次：「七個半小

時，讓我坐老虎凳，把我的棉衣

脫下來，我不承認，不想簽他們

給我定下的罪名。他們還用電

棒，打了我三次電棒，兩棍在胸

部，其他的打在後背，挨了幾棍

子後，我感覺刺痛。他說你簽字

不簽，我無法不簽，我就簽字

了。」

女孩集中營內 
懷孕後失蹤

喀衣夏表示，她有一位美麗

的鄰居，被送入集中營後，被

管教人員淩辱：「就是那個小姑

娘，我的鄰居，她在集中營兩個

月以後出來了，懷孕了。她出來

以後把孩子打掉（流產），沒有

多久，又把她送到集中營。她到

底現在在哪裡，她會出什麼事，

我不知道，我打聽了很多次，誰

也不知道。小姑娘把經歷跟我講

了一下，集中營裡面就是羞辱、

壓迫。」

哈薩克人遭派出所抓捕 
被判15年有期徒刑
新疆的少數民族除了被送入

集中營之外，也有人遭到判刑入

獄。哈薩克人艾麗亞 · 別克蘇力

旦說，她的哥哥迦納提別克 · 別
克蘇力旦自 2018 年 2 月 6 日遭

派出所抓走後，在沒有律師的情

況下，遭重判 15 年有期徒刑，

目前在奎屯市監獄中。

對此，艾麗亞的親友努爾蘭

兌記者表示：「這是我們親戚家

的人，迦納提別克的妹妹在我們

哈國，我們都是察布查爾縣的

人，他的妹妹艾麗亞天天跟我

說，她哥哥沒有什麼事情，被當

地派出所抓走，判刑 15 年。」

迦納提別克的年邁雙親，不

只身體欠佳，還無人照料。他希

望外界能夠關注迦納提別克的處

境。

「國際記者調查同盟」於

2019 年底，發布了題名為「中

國電文」的報道，透過了一份

24 頁的中國政府秘密文件，披

露中國政權在新疆是如何系統性

策劃及執行「再教育集中營」計

劃。吹哨人是荷蘭的一名維吾爾

人阿斯雅。

阿斯雅向自由亞洲電臺表

示，中國政府在新疆大肆建立集

中營，但卻向國際社會公開表

示，「維吾爾人宗教極端主義非

常嚴重」，至於中國政府在新疆

啟動了「再教育集中營」計劃；

學習阿拉伯語、穿長袍及蓄鬚等

文化習俗均被禁止。阿斯雅則駁

斥中國當局的報告為完全的謊

言。

此外，海外媒体大紀元 10
月 10 日報導，網絡日前爆出了

中國當局文件宣稱：「目前，中

共對全網、全時段、全手段、全

平臺開展涉疆各類信息監控，日

均巡查 100萬餘次。累計研判、

報處『涉黨政軍、涉暴涉恐、宗

教極端』等各類信息 107 萬餘

條，關停網站 4800 餘家、註銷

新媒體帳號 4440 餘個、禁言網

站 760 餘個，約談網站負責人

690 餘人次，累計報處落查問題

網民 6.3 萬餘人。」

自此可見，中國當局亟欲封

鎖真相，漠視民意的罪惡行徑。

新疆逃亡者曝公安施暴 電棍電擊胸部
【看中國記者盧乙 欣

綜合報導】哈薩克政府 上
周再度向兩名從中國新 疆
逃 亡 至 哈 國 的 哈 薩 克 族 
人，發放為期一年的難民 
證。哈薩克穆斯林喀衣夏 
對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描述 
了遭遇當地公安迫害她的 
過程。 

中國哈薩克族女商人喀衣夏.阿汗，獲得哈國政府移民廳難民證，有效

期一年。（圖片來源：自由亞洲電臺）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日前中共多個駐外使館發布通

知，11 月 6 日開始要求所有赴

華人員，不分國籍，必須持兩天

內的核酸檢測和血清抗體檢測的

雙陰性證明，方可登機。令海外

華人歸國難度倍增。

據大陸官媒報導，自 10 月

29 日起，中共駐美國、法國、

英國、愛爾蘭、意大利、波蘭等

多個國家的大使館網站，陸續發

布了《關於搭乘航班赴華人員，

須憑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和血清

抗體檢測雙陰性證明登機的通

知》。

對於從使館所在國出發、經

第三國中轉乘機赴華人員，則須

在中轉國進行第二次核酸檢測和

血清抗體檢測，並設有檢測時間

限制。

通知表示，由於各國機場的

檢驗能力與相關規定各有不同，

因此這次在通報中均建議時間較

為急迫的乘客，盡量選擇直飛班

機，避免轉機時因為檢測而拖

延，無法銜接上轉乘班機。

不論是從哪個國家入境，兩

項陰性證明的有效期限只有 48
小時，換句話說，有搭機需求的

乘客必須在取得證明後的兩天內

登機，否則將會被拒絕登機。

根據德國之聲報導，中共駐

德國大使館 10 月 30 日稱，上

述措施將於 2020 年 11 月 6 日

起生效，且自 11 月 6 日起，原

則上不再受理經第三國中轉赴華

乘客的健康碼或健康狀況聲明書

申請。

該使館建議，德國乘客在德

國檢測後乘直航航班赴華，其他

國家赴華乘客不要在德國轉機。

對歐洲的中國留學生及華人

來說，這一規定等於斷了他們回

國的念頭。

在各大華人論壇和相關文章

上，到處可見心灰意冷的評論，

特別是已經花高價買好近期回國

機票的華人。正在慕尼黑讀大學

的小劉（化名）對德國之聲說：

「新的規定就是在告訴我們，這

些在國外的人千萬別回來，哎，

我也死心了，不用每天盯著機票

看了。」

一名微博用戶寫道：「唉，

太寒心了，留學生同樣是中國人

為什麼要被如此對待？歐洲一些

小國家根本沒有直飛的航班，

如果加上第三中轉國的雙陰性

證明，基本等於告訴你不要回

國！」

【看中國記者黎紫曦綜合報

導】三峽庫區的洩洪功能及大壩

的安全性能一直受到外界廣泛質

疑。北京官方 1 日突然宣布，

開工至今 26 年的三峽工程完成

整體竣工驗收，但詭異的是未提

及何人負責驗收，這讓民間不禁

認為官方又想甩鍋了。

中國水利部刊登報導，中國

水利部、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 1
日公布，三峽工程日前才完成整

體竣工驗收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新華社 1
日報導三峽工程完成整體竣工驗

收全部程序時，只提及中國水利

部、中國國家發改委公布此消

息，卻未提及何人負責驗收。

對此，法國廣播電臺評論文

章質疑，這一涉及水庫、發電站

多項建設的三峽大壩，為何在開

工 26 年後的今天才宣布「三峽

工程建設任務全部完成」？文

章也指出，三峽大壩在 1994 年

高調開工、高調截流，如今這一

「世紀工程」卻靜悄悄「通過驗

收」，甚至不見「領導人」蹤影。

文章引述旅居德國的水利專

家王維洛文章的話說，現任中共

政治局常委、時任國務院副總理

兼任國務院長江三峽工程整體

竣工驗收委員會主任的汪洋，

2014 年就主持了三峽整體竣工

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但一直

拖到 2018 年，汪洋主持的驗收

委員會都未拿出驗收報告，顯示

「汪洋不願意在三峽工程整體竣

工驗收報告上簽字，因為汪洋擔

任重慶市委書記時瞭解到『三峽

水庫是一個斜湖，有水利坡度，

而且這個水利坡度隨著長江水流

的大小而變化』，一旦三峽庫區

遭遇特大洪水，重慶就會冒著被

淹沒的危險。」因此「汪洋對三

峽工程整體竣工驗收報告的簽字

是遲疑的」。

署名「財經評論」的觀察人

士則批評，當年把三峽工程作

為「最大政治工程」來抓，開工

還是截流，江澤民、李鵬親自出

席，但到了 2006 年大壩到頂不

見胡、溫，「建成後驗收單位只

是水利部、發改委，不見習、李

等國家領導人參加，人人都在當

甩鍋俠！」

「雙陰證明」令華人有家難回三峽工程悄悄驗收

（Adobe Stock）

【看中國訊】據悉，澳洲頒

布最新版本的《澳洲價值觀聲

明》，10 月 30 日起，申請澳洲

簽證者都需認同澳洲價值觀。

澳洲移民代理部長 Alan 
Tudge 日前稱，簽證申請者都

需簽署最新版本的《澳洲價值觀

聲明》。

澳大利亞的價值觀包括：尊

重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宗教自

由（包括不信仰特定宗教的自

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堅

守法治，即所有人都受法律約，

束並應遵守法律；議會民主，即

澳大利亞法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

議會決定；所有人機會均等；所

有人「機會公平」，認同相互尊

重，寬容待人，熱心助人，機會

均等；英語被定為澳大利亞國

語，並且是澳大利亞社會的重要

統一元素。

如果簽證、移民申請者違反

澳洲價值觀，有可能被取消簽

證。

【看中國訊】科學家首次

在月球表面偵測到水分子。

他們用同溫層紅外線天文臺

（Stratospheric Observatory 
For Infrared Astronomy，
SOFIA），在月球有陽光照射的

表面發現了水分子。同溫層紅外

線天文臺是一架波音（Boeing）
747SP 飛機，經改裝後用來架

設望遠鏡。

中央社報導，位於馬里蘭

州的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

署（NASA），哥達德太空飛行

中 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研究員霍尼博爾（Casey 
Honniball）領導的團隊，在月

球南半球的 Clavius 火山口表面

上偵測到水分子。這些水分子隱

藏在礦物粒子中。這一發現顯示

水可能分布於整個月球表面。

月球上發現有水

同溫層紅外線天文臺SOFIA（公

有領域）

澳洲學校教女生修車技能25歲男子當選美眾議員

北卡共和黨籍眾議員候選人考托 
恩。（Photo Courtesy of the 
Committee on Arrangements 
for the 2020 Republican 
National）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Forum A11看論壇2020年 11月 5日—11月11日    第131期

時事熱議時事熱議

◎文：文昭

法國的南特市博物館取消了蒙古歷史

展覽，因為中國內蒙古方面不准使用成吉思

汗這個名稱，甚至不准使用蒙古帝國這個名

詞。

一幫文人和御用學者出面辯解，說這叫

作民族融合。這就讓我們不得不說道說道，

什麼叫民族融合，怎樣才能融合，民族平等

和人人平等是什麼關係。

現代成功的民族融合，可以說以美國、

歐洲和日本為代表。美國文化是英國文化

嗎？街道名稱很多不是英語，明眼人都知來

自拉丁語、德語和法語等。飲食文化就更複

雜了，反倒沒什麼英國特色。這是強制使用

英語的結果嗎？好像沒什麼關係。

日本是另一個成功的例證。一千多年來

他們先是學習中國文化，後來又學習西方文

化，但始終都使用日語，甚至把漢字變換成

日語讀音。這妨礙了他們吸收先進文化，融

合成現代日本文明嗎？沒有。

任何大的民族都是文化融合的結果，

就連現在所說的少數民族也不例外。但這種

融合併非強制的結果，而是在自願和有利的

前提下，互相融合的結果。這種互利自願的

結果才是最能被接受的結果，才能夠繼續下

去。反之，強迫向一種語言文化融合的結

果，大多數情況下不但不完美，而且往往不

被接受。因為損害了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和

尊嚴，牛不喝水強按頭，多半不會成功。

所謂的中華民族本身就是不斷融合的結

果。三千年前所謂的華夏民族，從種族和民

族來說，就是戎狄蠻夷文化的大融合。區別

僅僅是他們實行了不同的政治體制，這才是

所謂的華夷之別。漢語是秦國的語言還是楚

國的語言呢？都不是。是各國語言文化的融

合，所以才有那麼多的同音字，需要用聲調

來區分。古代的聲調比現在多得多。

中國古代的融合方法比較合理。它把文

字和語言分離開來，語言至今也不統一，大

家保留了自己的方言，但並不妨礙文化的融

合。在一個迅速統一的大國裡，這是最能被

接受因此最有效的融合，當然也是最合理的

融合。這說明強制語言融合根本就不重要，

反而經常是引起反感和不成功的。

最不成功的要算日本佔領中國時，強制

同化的政策 – 強制學日語，吃日餐，使用日

本禮節。結果日本戰敗就什麼也沒剩下。倒

是中國開始開放政策學習各國先進文化，讓

日餐、西餐和英語開始成為時髦。甚至中國

的小青年們學著日本人的崇洋媚外，也把頭

髮染成黃色，假裝白種人。這是強制能做到

的嗎？

其實現代的歐洲一改古代的征服和強制

政策，和睦相處，互相學習。他們各自保留

自己的語言文字，正在形成大歐洲文化和統

一的共同體，順其自然但並不緩慢，大家都

不反感才是最好的方式。而中國共產黨卻學

習西方不成功的殖民主義文化，實行霸道的

民族吞併政策。

我既支持獨立也支持統一。獨立是在被

壓迫和被損害的情況下的自然反應，這是美

國獨立的理由。統一是在互相尊重和利益最

大化的前提下的反應，歐洲正在逐步走向統

一。蘇聯人把哈薩克人的名字都改成俄語，

強迫他們數典忘祖，但是阻止了分裂嗎？美

國說著變了味兒的英語，但保留了所有種族

和民族的優秀文化，別人還哭著喊著要加入

美國呢。孰優孰劣不是一目瞭然嗎？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這一年來，我爸媽死活不出門，就在

家裡憋著。我覺得這樣不對，但又無計可

施。我擔心他們一直這麼下去，身體沒出

問題，精神先垮了。

他們為什麼不出門？主要原因是害

怕——害怕疫情反覆，也害怕不會預約、

掃碼。

為防控疫情，人們走到哪裡都要掃健

康碼。起初他們完全不會，後來被逼得也

多少會些了，但操作得很慢。進個超市、

逛個公園，都要站在門口摁半天手機，有

時還要讓人幫著摁，又怕人家把手機拿走

不安全。

我爸媽同齡，都是 1953 年出生，今

年 67。他倆曾是北大荒知青，恢復高考

後考的大學，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了還不錯

的工作，十幾年前先後從企業退休。倆人

都是要強的人，也是體面的人。用我媽的

話說：「沒想到活了一輩子，老了老了，

被社會拋棄了。寒心！」

她指的「拋棄」，就是現在幾乎幹什

麼都要用手機預約，走到哪兒都要用手機

掃碼，只要不會，就寸步難行。

有一次我和我媽帶孩子出門遛彎，孩

子說想吃炸薯條，回家路上正好有個麥當

勞，我媽興沖沖地要進去買，還跟我說

好：她買，別跟她搶。結果進門發現，這

家麥當勞已經取消人工點餐窗口，全部手

機或者機器點單了。她不會，還是只能我

來。

其實我媽手機玩得挺溜的，常沉迷玩

手機到忘了自己頸椎病不該長時間低頭。

早在 2014 年，她就開創了自己的微

信公眾號，圖文並茂地發表他們知青時代

的回憶故事。平日裡她愛在逛公園時用手

機拍照，她也很會網購，在網上跟鄰居拼

團買水果，給外孫網購日用品，幾乎每天

都會接到快遞。　

我爸更是無

時無刻不盯著手

機在玩。我每天

都會收到他微信

群發過來的大小

新 聞 和 養 生 知

識。我爸在科技

時尚方面一直是

「弄潮兒」。上

世紀 90 年代中

旬，我家就有了

386 電腦。後來

隨著科技進步，

我家電腦也跟著

不停更新換代。等到各家親友都有電腦

了，我爸還經常去別人家幫忙修電腦。

QQ、MSN、Yahoo Messenger 我

爸都有賬號，他還曾和我的好朋友用

MSN 聊天。我爸比我更早開始用微信。

對於他們來說，自己摸索著玩手機是

一碼事，按人家的要求操作手機則是另一

碼事了。要註冊、要登錄，要左一遍右一

遍地輸入驗證碼、密碼，他們跟不上、記

不住，超過三步就想要放棄。更別提很多

操作過程中都存在著陷阱，一不小心，就

開始下載來路不明的應用程序，甚至吞掉

你的餘額。

我爸也早就不是那個可以幫人修電腦

的我爸了。但似乎為了維持自己「科技弄

潮兒」的人設，我爸並不肯張嘴問，他本

就是個寡言的人。有時有的東西實在不會

弄，讓我幫他鼓搗一下，我看到他手機滿

屏都是來路不明的垃圾應用程序，肯定都

是之前他無意間下載的，就默默幫他刪一

刪。

最近我採訪，每天泡在醫院裡，看那

些不會網路預約的老年人怎麼掛號。他們

通常像沒頭蒼蠅一樣地在各個窗口亂竄著

問這個問那個，緊緊張張地排一個小時隊

在窗口被人用「現場沒號，網上預約」這

麼兩句話就打發走。他們大多是我父母的

同齡人。

我問我爸媽：你們會網上預約掛號

嗎？原來他們也不會，只會打 114 電話

掛號。可是 114 的號源太少了，動不動

就要兩三個月以後才有號，萬一真生病，

也等不及。所以他們才更不敢出門，因為

他們太害怕生病了。以前生病還能進醫

院，現在生病連醫院都進不去了。

我下定決心：以後他們看病，無論如

何都要陪他們一起！但我仍然很擔心，他

們想去醫院看病卻不告訴我，依舊跟我

說：「還行。挺好。不用。」

不敢出門的 
我爸我媽

成吉思汗雕像（圖源：Adobe Stock)

保持歷史尊嚴
法國取消與內蒙古合作展覽

拜登贏了會怎麼樣，有朋

友說，美國的體制是如果拜登落

選了，他和他兒子的醜聞反而不

了了之了，因為美國的民情很反

感對競選失敗者的秋後算賬、追

殺；反而拜登贏了，他就成了被

監督的對象，他的醜聞會被國會

和輿論追著不放了。我認為這個

看法是不對的，拜登家族的醜聞

怎麼發展，本質上是個政治較量

的問題。司法正義能不能促張、

真相能不能揭曉，到了國家頂

層，還是個政治問題。

請問拜登醜聞能像 1972 年

尼克森的水門事件那樣，被輿論

追著不放嗎？是不會的，因為媒

體資源都在親拜登的人手裡，當

年推動水門事件大熱的三大媒體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

《時代》雜誌現在沒一家對拜登家

族的醜聞有興趣。

請問國會會啟動調查和彈

劾嗎，如果民主黨在眾議院佔據

多數當然也不會。在彈劾總統案

件上，眾議院相當於公訴人、參

議院相當於陪審團。連公訴人都

不提出公訴，怎麼能把總統罷免

呢？本來在官僚體系就是建制派

佔優勢的，現在的司法部長、聯

邦調查局長都對調查拜登的醜聞

不怎麼熱心呢。拜登再當總統換

上了自己人就更沒希望了。

這樣一來，在輿論界、在

國會、在政府都失去了推動了力

量，這起醜聞也就漸漸被人淡忘

了，幾年以後就會被固定地貼上

陰謀論標籤被人嘲笑。所謂拜登

當選，醜聞反而會受到關注的論

調，其實真是天真得可愛。

華人觀眾更關心的是對中政

策會有哪些方面的改變。我認為

最有可能積極推進的就是開放接

納香港的難民，除此之外都相當

的不確定。本來對難民友好就是

民主黨的風格，更多地對香港人

展示這方面的胸懷對民主黨沒什

麼心理障礙。但會不會啟動非常

嚴厲的金融二級制裁，給港元、

和香港金融體系以沈重打擊這就

不好說了，我比較悲觀。

在中美目前尖銳對立的領

域，拜登上臺我把它區分為會推

進的、凍結的（一段時間內保

持在現在的狀態）、和倒退的三

個範疇。能主動推進的，是對香

港、新疆人權問題有進一步譴

責；譴責之後具體能怎麼做就不

好說了。

凍結的有：在高技術領域對

中國出口的限制、對來自中國大

陸投資的審查、和盟友組成反中

共聯盟；軍事上在南海一帶展示

武力。大概維持在現在的狀態，

雖然不至於馬上扭轉回去，但是

拜登也沒什麼動力主動推進。

倒退的就是關稅，拜登說

過他上臺會取消對中國商品加征

關稅，再有就是回到國際組織裡

去。拜登的觀點是對付中共要走

多邊主義路線，聯合盟友發揮作

用。這是一條會失敗的道路，盟

友也是要看美國有行動的決心才

會歸隊的，他們力量弱，指著美

國，結果你還指望著他，他就更

騎牆觀望。美國的優勢在於它的

硬實力：左邊拳頭是軍事、右邊

拳頭是金融（美元的全球貨幣地

位）。放著自己優勢不用，跟中

共玩國際組織是授人以柄。

在國際機構里拉票那是中

共的長處，它可以不計成本給小

國窮國們撒幣，以舉國之力支持

要多少錢出多少錢。美國受自己

國內體制的制約不可能同樣幹。

多邊主義在中共那邊就是統一戰

線，中共從來都是只在自己實力

不夠的情況下才需要拉朋友、孤

立敵人，它實力夠的時候從來不

和你廢話，直接上硬實力碾壓。

而拜登是要做謙謙君子，要文鬥

不要武鬥，我肌肉發達便把兩隻

手捆起來不用，就和你翻嘴皮

子。那習近平肯定很樂意。

現在在世貿組織，中共支持

奈及利亞前財政部長當世貿的總

幹事。它之前也支持了衣索比亞

的前外長譚德塞當了世衛組織的

總幹事，在這次疫情裡世衛表現

得什麼樣，和誰站在一起還不清

楚。拜登還想通過世貿組織這個

平臺和中共鬥爭，這不是傻白甜

嗎？

你可以說他很白很甜、但我

不相信他傻。他很聰明，打著多

邊主義的大旗可以推掉自己的全

部責任，面對和中共的爭議，再

沒有行動、再效率低下，拜登都

可以推給國際協商、推給國際組

織，他都沒有責任，話可以說得

很漂亮，實際可以什麼也不做。

拜登這種幾十年的老政客這點手

腕太駕輕就熟了。這一幕到來

的話，我覺得可以和公元 5 世

紀初西哥特人攻陷羅馬相提並

論，這將是整個自由世界的一大 
悲哀。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拜登奪位後會發生什麼？
◎文：文昭

◎文：Colincreevery

◎文：魏京生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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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歐洲新冠病毒疫情正

迅速惡化，多個國家與地區

的情況均陷入危急狀態，

英、法因此重啟封城，部分

國家也再度執行宵禁措施；

各地病床等醫療資源也多

告急；丹麥國會甚至因此陷

入癱瘓。

寰宇新聞

二次疫情壓境  全歐再度封城

歐洲疫情第二波高峰正快速

壓境，世界衛生組織統計顯示，

10 月最後一週每日病死人數比

一週前增 40%。據 BBC 報導，

法國每日 SARS-CoV-2 病死人

數達到 4 月分以來最高峰，超

過 240 人，每日新增確診病例

超過 3.6 萬；德國每日 SARS-
CoV-2 死亡人數也在逼近三位

數，確診新增病例接近 1.7 萬；

英國每日病死人數超過 300，新

增病例接近 2.5 萬。

法國巴黎：                     
每30秒1人染疫
法國 10 月 30 日起再次全

面執行封城宵禁，在近幾週實施

的宵禁下仍然被允許營業，酒店

餐飲業自 10 月 29 日凌晨起也

全部關閉。新的禁足措施將至少

維持到 12 月 1 日，法國人外出

必須攜帶外出證明，且限制在上

班、看病、探視生活需要幫助的

親人、不可或缺的購物或在居住

地附近活動。

法國衛生部長 11 月 3 日指

出，估計目前攜帶病毒的法國人

營業外，其餘均禁止營業；居民

亦只被允許有特殊目的的外出，

其中包含上學、無法在家進行作

業的工作、就醫、購買食物與民

生用品等方面。不過因英國防疫

各自為政，蘇格蘭、威爾斯與北

愛爾蘭仍在考慮是否跟進。

英國當局為最大限度維持經

濟活動，曾於 10 月 12 日公布

「三級封鎖制」法案，將疫情分

為低、中、高三個風險等級執行

個別地區的風險管制，以「維持

社交距離」，進一步至「無論是

戶外或私人花園內均禁止不同家

庭成員聚會」，再推進到「禁止

任何家庭混和的會面」，且後者

須承襲前者的禁止作為。

波俄醫療資源行將用罄

波蘭目前每日死亡人數已

超過 300 例，新增感染超過 2
萬例，疫情已嚴重衝擊當地的

醫療資源，病床與呼吸器已極

度短缺，使得醫療機構在某些

狀況下不得不拒絕病人就診；

當地政府也已在全國範圍實行

局部地區封鎖，執行所謂的「紅

區」隔離，包括小學和餐館部分

關閉。俄羅斯境內有 16 個地區

情況危急，醫院病床的使用已

超過 90% 容量。

意大利、西班牙、捷克、荷

蘭、比利時、愛爾蘭等國也都因

為疫情的再度崛起，實施了程度

不等的封鎖措施，其中愛爾蘭

10 月稍早就實施了為期 6 週的

全國性封鎖。

數在一百萬人左右，首都巴黎每

過 30 秒就有 1 人感染，每 15
分鐘就有 1 人因為染疫而住院

治療；科委會主席也提出警告，

第二波疫情將導致醫院系統面臨

15 天至 21 天的極度緊繃期，

目前全國 5800 張重症病床中，

已有超過一半以上為疫情患者 
所據。

根據 11 月 2 日的最新通

報，當日新增 5 萬 2518 起確診

病例、416 人病亡，全國累計確

診總數超過 146 萬例，染疫死

亡總數增至 3 萬 7435 人。

德國部分封鎖                      
補償夠誠意

德國每日 SARS-CoV-2 死

亡人數也在逼近三位數，10 月

29 日單日新感染病例達到了近

17000 的新紀錄，但在防疫措

施上，相較法國則是相對寬鬆。

默克爾與 16 個州達成協議，從

11 月 2 日起在全國範圍實施部

分封鎖隔離，直至月底，以避免

太過地影響經濟。但默克爾警告

說，今年冬季將是「漫長、煎熬

的四個月」。

不過資本雄厚的德國，對於

中小企業和自僱職業者因此所造

成的損失補償，則是誠意十足，

補償金額以不超過去年 11 月收

入的 75% 核計。

英國下禁足令

英國 11 月 1 日的確診人數

已突破百萬，10 月 31 日單日

就有高達 21915 人確診，326
人死亡病例，累計死亡人數為

46555 人。首相約翰遜 1 日晚

間宣布英格蘭地區在「三級封鎖

制」原則下，從 11 月 5 日開始

實施禁足令，非必要商店將全數

關閉，預計為期約 1 個月，直

到 12 月 2 日解禁；除民生必要

商家與教育和育兒機構仍可保持

歐洲疫情迅速惡化，多國情況陷入危急狀態。圖為巴黎中央醫院醫護

人員照護疫情患者。（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繼俄羅斯與美國歷經 3 次調

停失敗後，由歐安組織進行的南

高加索區雙亞納卡第 4 次停火

協議，仍無法有效遏止戰火，阿

塞拜疆軍隊仍以勢在必得的態

勢，持續向納卡首府斯蒂芬納克

特（Stepanakert）推進。

10 月 25 日，美國國務院方

才宣布，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都

同意在納卡地區衝突中遵守「人

道停火」，協議在當地時間 10
月 26 日上午時 8 起生效，但與

前兩次由俄羅斯出面斡旋的結果

相同，才剛開始實施停火後，兩

國又指控對方違反了停火協議，

且堅稱自己是在努力實踐停火協

議，使得人道停火面臨嚴重挑戰。

隨後，雙方在歐安組織介入

下，兩國外長在日內瓦協商長達

6 個小時，於 10 月 30 日接受

調停達成第 4 次停火協議，達

成「不攻擊平民、非軍事設施」

等共識。但筆墨未乾，位於阿塞

拜疆境內的亞美尼亞裔納卡區即

傳出平民區遭到砲擊。始終未

◆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

印度的軍艦、軍機和軍人 11 月

3 日，開始在孟加拉灣展開了

2020 年馬拉巴爾（Malabar) 年
度軍演，以展示四國共同支持一

個開放繁榮的印太地區的決心。

美國太平洋艦隊發表的一份聲明

說，印度海軍是第 24 屆馬拉巴

爾軍演的東道主，聯合軍演的目

的是推進四國軍隊策劃、整合和

實施高端作戰策略的能力。美國

國務卿蓬佩奧表示，中共在該地

區行事日益強硬，使得四國聯手

保護自己的盟友和人民不受中共

的「剝削、腐蝕和脅迫」變得比

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韓國前總統李明博在貪汙

受賄案終審中被判刑 17 年，於

11 月 2 日下午抵達首爾東部看

守所正式服刑。據韓聯社報導，

韓國檢方於 2018 年 4 月以貪汙

受賄、濫用職權、逃稅等 16 項

罪名起訴李明博，其貪汙和涉賄

金額分別為 247 億韓元和 111
億韓元。韓國最高法院 10 月 29
日對李明博貪汙受賄案進行終

雙亞納卡區戰火仍酣  土國在側俄投鼠忌器

被國際承認的納卡當局「阿爾察

赫共和國」表示，目前納卡已有

1177 名軍人戰死，45 名平民遇

害。納卡當局也指控阿塞拜疆使

用軍用航空器與飛彈，攻擊亞美

尼亞邊境城鎮。

在土耳其積極的軍事援助

下，阿塞拜疆正逐漸切斷納卡區

與亞美尼亞的聯繫通道，阿塞拜

疆總統阿利耶夫重申，若談判無

法確保亞美尼亞從納卡撤軍，

「那阿塞拜疆絕對會繼續以任何

方法收回（納卡區），直到終結

納卡問題為止」。

雙亞在納卡區的激戰，因土

耳其的軍事介入，已然讓亞美尼

亞屈居下風。戰鬥人員的快速損

失，讓該國國防部不得不號召全

國人民不分男女，共同加入軍隊

作戰，並將最高年齡限制放寬到

70 歲，即便是總統夫人，更是

以身作則地投入軍事訓練，隨時

待命上線。

戰事的吃緊與戰火的逐漸逼

近邊境，亞美尼亞總理已致信普

京，要求俄方依據兩國之間的防

禦條約，對亞美尼亞提供國防安

全上的支持。不過土俄雙方在敘

利亞問題上的尷尬對峙，則是讓

普京在處理雙亞問題上有所顧

忌。為穩定其在中東外交利益，

以及抗衡美歐，普京也不得不對

土國強人埃爾多安有所讓步。

對於亞美尼亞問題，即便雙

方是密切的盟友關係，俄羅斯外

交部也僅能聲明，「倘若衝突發

生在亞美尼亞境內，俄羅斯會給

予所有必要的援助」。也重申，

與亞美尼亞的防禦協定並不適用

於陷入衝突的納哥諾卡拉巴克地

區（納卡區）。這也無異於為阿

塞拜疆「收復失土」開了綠燈，

納卡區的「淪陷」恐只是時間早

晚的問題！

雙方交火畫面。（亞美尼亞

MODTeam推特）

丹麥國會癱瘓

此外，這第二波的疫情，

於 11 月 3 日在毫無預警的情況

下，癱瘓了整個丹麥國會。當天

上午，丹麥國會議員像平常一樣

開始了一天繁忙的工作，所有表

訂議程均依序開展，但在短短幾

小時之內，許多議員與官員陸續

宣布他們要麼被感染了中共病毒

（SARS-CoV-2），要麼是與被

感染者近距離接觸後自願隔離。

當天有 6 名議員被證實呈陽性，

6 名大臣與 4 名議員宣布自主隔

離，議會議程全數被迫中止，也

因為所有會議都被取消，丹麥首

相和其他幾位大臣一樣，全部陷

入一種自我孤立的狀態。

英相：第二波來勢凶

媒體分析指出，歐洲在首波

疫情下的嚴格封鎖，造成各國經

濟的嚴重衰退，人民的苦悶指數

更是爆表；今年夏季疫情稍緩，

封鎖令逐一鬆綁，也大幅降低了

人們的戒心；再加上病毒的變種

與無症狀患者的四處遊走，終在

8 月分讓感染和死亡病例數重新

上升，中秋過後升勢更是明顯加

快。英相約翰遜 11 月 1 日上午

於下議院警告眾議員稱，科學家

已經警告，如果現今不採取行

動，在即將到來的冬季，人們將

會面臨比現在還嚴重 2 倍的狀

況，一旦第二波疫情大爆發，其

死亡人數將會比現今高出 2 倍

之多。

審，維持二審判決，判處李明博

有期徒刑 17 年，罰金 130 億韓

元，追徵犯罪所得57.8億韓元。

◆阿富汗雖已與當地塔利班

組織簽訂和平協議，但攻擊事件

仍時有所聞。 11 月 2 日中午，

一些恐怖分子進入喀布爾大學的

訓練中心，與安全部隊發生衝

突。其中一名自殺攻擊者在校園

內引爆炸彈身亡。恐怖組織伊斯

蘭國對此次恐怖襲擊表示承責。

目前為止，至少有 19 人在衝突

中喪生， 22 人受傷。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上臺之

後就動員大批人力，在平壤進行

興建 70 層樓高的摩天大廈及超

過60棟國民住宅。根據英國《每

日電訊報》報導，有消息人士透

露，為了能夠加快工程進度，現

場監工人員竟然提供「冰毒」給

建築工人來吸食，使工人在保持

亢奮的狀態下進行趕工，可是工

人們身體卻遭受到毒品傷害，因

而痛苦不堪。毒品除了成為金正

恩製造販售世界各地圖利的「熱

銷商品」外，還成為金正恩控制

人民的一種手段。一名曾經做過

毒品生意的脫北者聲稱，金正恩

統治下的朝鮮，吸毒已成風氣。



廣告洽詢專線：1-403-988-1836  Email: sales@visiontimescalgary.ca 投稿與反饋：editor@visiontimescalgary.ca

Business, Culture & Education
博文廣識 

2020年11月5日—11月11日第131期  B版卡爾加里版

在馬雲被約談的 11 月 2 日

晚上，螞蟻集團中文網站在聲

明中回應事件，並強調該集團

會沿著中共核心提出的指導方

針，「助力經濟和民生發展」。

這引起了中國網民的猜測。事

實上在 10 月 23 日上海舉辦的

外灘金融峰會上，馬雲對官方

的金融政策提出了較犀利的批

評。他炮轟傳統銀行的「當鋪思

想」，批評中國過分嚴苛的金融

監管在扼殺創新，導致「誰都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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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政經觀察

部，黨支部要確保公司服從共產

黨的政治方向，對公司的影響力

甚至高於股東和董事局，阿里巴

巴在 1999 年成立後第二年就成

立了黨支部。但是，阿里巴巴

又是定義上的民營企業，2017
年，根據阿里巴巴集團向美國證

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 IPO 招股

書顯示，雅虎持有阿里巴巴集

團 22.6% 股權、軟銀持阿里集

團 34.4% 股份，另管理層、僱

員及其他投資者持股比例合共

約為 43%，當中馬雲持阿里巴

巴集團約 8.9%、蔡崇信持股為

3.6%。

阿里巴巴的成功不能撇除中

共政策及資金支持的因素，也不

能撇除馬雲及他的團隊的努力，

不了什麼事」、「誰都可能出事

情」；他認為中國金融不存在系

統性風險，而是缺乏健康的金

融生態系統。

雖然得到很多中國網民的點

讚，卻似乎激怒了中共官方。中

共央行旗下金融時報官方公眾號

10 月 31 日發表文章點名螞蟻集

團，說：「有些 BigTech 公司設

立之初不需要接受審慎監管，但

後來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比如螞

蟻 集 團 688688.SS6688.HK，

拿到了很多的金融業務牌照，可

以進行與銀行類似的存貸款業

務，就需要進行審慎監管。」

阿里巴巴集團是世界上最龐

大的集團之一，產品涵蓋電子商

務、雲端計算、娛樂、網絡零

售、通訊、第三方支付等。在中

國 14 億人中，幾乎沒有人從沒

用過阿里巴巴的產品。 2019 年

阿里巴巴旗下網絡商品交易平台

創下 3 萬億人民幣的交易量，

營業額達到 5097 億人民幣，是

全世界最大的網絡零售商。阿里

巴巴 2014 年宣布在美國上市，

IPO 規模達到 250 億美元，超

過中國農業銀行在 2010 年創下

的 221 億美元的全球最大 IPO
記錄。

同樣由馬雲及阿里巴巴集

團控制的螞蟻集團，主要業務

包括微金融服務及個人小型信

貸等，並自 2015 年起收購及注

資多家印度、韓國、挪威、英

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2017 年

1 月 26 日，螞蟻金服斥資 8.8
億美元收購總部設在德克薩斯

州的美國匯款服務公司速匯金

（MoneyGram），但此交易遭

美國外資審議委員會（CFIUS）
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

馬雲對很多人來說是中國成

功的民營企業老闆，中國人普遍

把他視為平民奮鬥到上流社會的

榜樣，直到 2018 年，一份中共

中央表彰 100 名對改革開放作出

傑出貢獻人士候選名單中，首次

披露馬雲是中共黨員的身分。值

得留意的是，創辦騰訊的馬化藤

在名單上被列為「無黨派人士」。

中國所有企業都要設立黨支

11月初被冠以全球
史上最大IPO的螞蟻集
團在中國及香港上市，僅

數天認購金額已經達到

2.85萬億美元。如果按
照世界銀行數據，這一數

字已經超過世界第六大經

濟體──英國的GDP總
值2.83萬億美元。不過，
就在螞蟻集團IPO之時，
11月2日集團實際控制人
馬雲、董事長井賢棟、總

裁胡曉明被中共高層進行

了監管約談。11月3日，
螞蟻集團在中國及香港的

上市都被暫緩，引發投資

者恐慌。

在中國暗湧不斷的政治環境中，

馬雲過去曾數次發表挑戰或批評

中央的言論，這對中共來說都是

「叛逆」的表現。去年 8 月，就

在馬雲宣布卸任董事會主席前一

個月，一段大約 35 秒的視頻開

始在大陸網絡傳播，片中馬雲向

企業家柳傳志說自己中毒，差點

死掉。

馬雲 9 月宣布退休，會上

他淚流滿面。中國評論家陳破

空指出，馬雲掌控的支付寶等

交易平台及電子錢包因廣泛使

用，威脅了國有銀行的壟斷地

位，觸碰了中共的禁忌。在馬

雲宣布辭職當天，旗下的支付

寶也被中國國企銀聯「收編」。

        （下轉 B2）

螞蟻集團風波與「國進民退」財經 
評析

馬雲在外灘金融峰會上批評中央金融政策。（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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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曰：

一土臨朝更不祥，

改年換國篡平床。

泉中湧出光華主，

興復江山又久長。

——摘自姜子牙預言

《乾坤萬年歌》

歷史原來這樣 之 兩漢之間

這一來，東部又不平靜了，

河北傳來消息，一些郡縣對更始

帝派去的地方官也不太買帳。於

是，當年十月，更始帝一面安排

再次遷都長安，一面命劉秀持符

節，到河北「鎮慰州郡」（《後漢

書 ‧ 光武帝紀》），但是卻沒撥

給他兵馬同去，劉秀幾乎是光桿

兒「特派員」一個，只帶著自己

門下幾十個親信將士出發了。但

是，這沒關係，重要的是，自大

哥劉伯升遇害之後，劉秀終於又

自由了，這正是——「打破樊

牢飛綵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千里逃亡

劉秀一路東去巡視各地，考

核官員，平反冤案，廢除王莽時

期的苛政，恢復漢朝舊制，民心

大順，紛紛獻上牛肉美酒慰勞劉

秀。隨著劉秀持節河北的消息傳

出，很多豪傑也先後來投奔他 ,
他漸漸有了自己的「粉絲」。

不過，因為劉秀有分封官吏

之權，來巴結的人也不少。他們

一行人到達邯鄲時，前漢趙繆王

的兒子劉林前來拜見，他給劉秀

出了個餿主意，他說：「赤眉軍

現在河東（今山西省一部），只

要決開黃河水掩赤眉，他們百萬

人馬都變成魚了。」

表面上，他似乎在為劉秀獻

計，可他真正的目的，一則，可

以從玄漢政府這邊撈點好處，二

則，他可以亂中取利。劉秀心中

暗想，用你這點子，赤眉軍是變

成魚了，可河東的百姓不是也得

在水裡泡著？他知道劉林不懷好

意，理都沒理，帶著「劉秀粉絲

團」北上真定（今河北省正定

縣）——「光武不答，去之真

定」（《後漢書‧光武帝紀》）。

劉林一看，這招不靈，得，

乾脆自己玩兒。他找來一個算命

先生王郎，對外詐稱此人是漢

成帝的兒子劉子輿。於更始元

年（公元 23 年）十二月，立王

郎為天子，定都邯鄲，派人招

降周圍的郡國，而且發出「通緝

令」，許下重諾——如有人抓住

劉秀，可以封侯十萬戶。

此時，劉秀一行因王郎勢

起，已離開真定北上薊縣。到了

城外，劉秀派人進城打探情況，

回報說，原漢廣陽王的兒子劉接

兩難的抉擇

他們在這裡受到的待遇，和

在饒陽城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信都太守任光大開城門，親自迎

接劉秀一行進城。自從離開邯

鄲，兩個月來，眾人東躲西藏，

如今可以鬆口氣了。劉秀調撥周

邊各縣的兵馬，終於有了自己的

部隊，他用這四千人馬攻下周邊

幾個縣。昌城縣劉植、宋子縣耿

純等人，率領宗族佔據各自的縣

城，也來投奔。

劉秀陣營迅速壯大到幾萬

人，繼續攻打投靠王郎的郡縣，

同時發檄文指王郎冒充漢成帝

子，並號召河北各地一起攻打邯

鄲，大軍很快就到了真定 ( 今河

北正定 )。此時王郎勢頭正盛，

河北不少勢力歸附於他，其中包

括真定王劉楊的十萬兵馬，這是

一支不小的力量。劉秀派劉植去

遊說劉楊，讓他不要襄助王郎。

這個真定王是個投機高手，他同

意倒向劉秀陣營，但是他怕劉秀

成就功業後，把他丟在腦後，於

是提出一個條件，要劉秀娶自己

的外甥女郭聖通為妻。

劉植一驚，我家將軍已經有

了家室，難道你要郭姑娘做妾？

劉楊哪肯答應，不行不行，我的

外甥女只能做正妻，劉秀必須以

娶正妻之禮來迎親。劉植為難

了，這事我做不了主啊，得回去

問問我家將軍。

聽到這個消息，劉秀在營帳

中眉頭深鎖，陷入沉思…昆陽城

下面對百萬敵軍，長兄遇害後忍

辱負重，遭王郎通緝幾乎無處容

身…這些事都沒有如此困難，可

是，現在真定王提出的條件，真

是一道難關。若不答應，劉楊不

肯倒戈，不要說消滅邯鄲勢力，

恐怕連追隨自己的人都難保全；

可如果答應，怎麼對得起愛妻陰

麗華的真情厚義？如此兩難的抉

擇，究竟該怎麼辦啊？

他舉步來到帳外，將校們

在等候他的決定。看著一張張熟

悉的臉，劉秀暗暗一咬牙，愛妻

啊，對不起，不能為了我們兩

個，讓追隨我的將士們寒心，更

不能讓他們因此妄送性命。

劉秀最終艱難的答應了真定

王的條件，眾人都鬆了一口氣。

一場惡戰消弭於無形，皆大歡

喜。在外甥女郭聖通和劉秀的婚

禮上，真定王劉楊高興的擊筑助

興。真定軍隊的倒戈，也給了邯

鄲沉重的一擊，為劉秀平定河北

增添了助力——「乃與楊及諸將

置酒郭氏漆裡舍，楊擊筑為歡，

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

（《後漢書‧劉植列傳》）。

圖天下策

漢軍繼續向邯鄲進軍，攻下

廣阿 ( 今河北省隆堯縣東 )。此

時，上谷太守耿況在兒子耿弇的

勸說下，約漁陽太守彭寵，各遣

將軍吳漢、寇恂，率騎兵到廣阿

城支援劉秀，更始帝也派出謝躬

領兵討伐王郎。戰報不斷傳來，

劉秀心頭閃過一念，他想到了自

己的一位將軍——鄧禹。

     （未完待續）

他們。眾人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草草吃了幾口，立即出城。傳舍

官員給守門軍兵報信，讓他們截

住劉秀一行，好在守門官有些頭

腦，他對手下說：「天下屬誰還

未可知，現在怎能攔截貴人？」

劉秀等人順利出了饒陽城，

他們不敢停留，日夜兼程，冒雪

疾奔。負責探路的前哨暗叫一

聲「苦」，前有呼（滹）沱河攔

路，河上又沒有渡船，這如何是

好？他掉轉馬頭報信，可情勢緊

急，劉秀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前進沿河邊跑吧，沒想到，到

了河邊發現，就這一袋煙的功

夫，水面竟然已經封凍，眾人

急忙過河，有幾輛車因為冰凍

得不實，還被卡在河心——

「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

得過，未畢數車而陷」（《後漢

書 ‧ 光武帝紀》）。

過了河，一行人不敢鬆懈，

一路前行。到了下博（今河北

省深州市下博鎮）城西，眾人

犯難了，如今天下形勢複雜，不

知哪邊是王郎的勢力範圍，這可

咋辦呢？劉秀等人正在彷徨，卻

發生了一幕通常在神話兒裡才會

出現的場景——路邊突然出現一

位身著白衣的老爺子，向南一

指：「打起精神！八十里外的信

都郡（今河北省冀州市）還是

你們的地盤。」——「有白衣

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

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 』」
（《後漢書 ‧ 光武帝紀》）。眾人

雖有些驚詫，卻也顧不得太多，

順著老爺子的指向，奔赴信都。

（十四）

在城內，他已經歸順了王郎，正

滿世界抓劉秀呢，又風傳王郎的

使者從邯鄲來了，城裡中下級官

員都出城來迎接，薊縣上下都亂

了套了。劉秀急忙駕車帶人南

奔，一路上遇城池也不敢進，只

能在大路邊宿營造飯。

眼看到了饒陽縣，劉秀一行

帶的糧食已經吃光了。人是鐵、

飯是鋼，一頓不吃餓的慌，身邊

的百十號人，有幾個已經餓的打

晃兒了。劉秀情急無奈，只好

謊稱自己是邯鄲方面派來的使

者，帶著眾人混進饒陽縣「接待

處」——「至饒陽，官屬皆乏

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

捨」（《後漢書‧光武帝紀》）。

「接待處」的官員端來飯

菜，招待劉秀一行。隨行眾人已

經好幾頓沒吃了，這會兒見了飯

菜，真是比甚麼都親，哪裏顧的

了那麼多，一下子就撲上去了。

招待的人一看，這哪像邯鄲使

者？不會是哪個地方遭了災逃出

來的難民吧？因此懷疑劉秀等人

是假使者，可是，又不能直接上

前去問：「唉，你們是假的吧？」

劉秀一行在屋內吃的正香

呢，忽然聽到外面鼓聲陣陣，接

著有人喊：「邯鄲將軍來了！！」

眾人差點噎著，劉秀一個箭步竄

出去，上車要逃，可轉念一想，

如果邯鄲真的來人了，我們這樣

也逃不掉啊。他又慢慢坐回原

位，裝模做樣的咳嗽一聲，「曰：

『請邯鄲將軍入』」（《後漢書 ‧

光武帝紀》）。其實，哪有甚麼

將軍，這是傳舍官員在試探劉秀

螞蟻集團風波與「國進民退」
（接 B1）如今馬雲仍持有

阿里巴巴股份，但可以肯定的

是，他已經不再是公司的決策人

了，阿里巴巴已經國企化，成為

又一個披著私企表皮的企業。

《華爾街日報》曾報導，中國國

有企業不僅在獲得銀行融資上享

有優勢，還憑藉支配性的市場地

位擠壓民企供貨商，國企雖然效

率低下，卻表現出掠奪行為。

事實上，中國今年雖然表面

經濟數字仍然良好，但不少企業

債台高築，許多跡象顯示中國正

陷入有史以來最大的次貸危機，

加上人民幣超發及通漲嚴重，官

方一年內已經頒布至少 6 項重

大經濟改革政策，包括推出人民

幣數字化、設定新借貸紅線、對

金融系統增加新規定等，增加了

民營企業融資借貸的難度。

與此同時，許多中國民企被

國家強制收購或控制。 2019 年

中共全力推動習近平提出的「國

進民退」政策。中國國企低調併

購了最少 23 間在內地上市的高

科技公司，三大科技巨企百度、

阿里巴巴及騰訊及聯想的創辦人

均被約談後宣布「被退休」。

《中國證券報》更發現，全國有

165 家上市公司的經營權轉手，

比例較 2018 年多 60%，其中

44 家被國企或政府旗下的投資

公司收購，市值合共約 1,201
億。這批新國企，有 5 間屬於

「計算機應用或設備 」、8 間屬

於「機械工程」、4 間屬於「電

子技術」、3 間屬於「化工及燃

料」及 3 間屬於「醫藥」。

2020 年中共再加大力度控

制和收購民企，9 月 15 日中共

《新華社》報導對中國民營企業

的統戰文件，要求所有民營經

濟業者必須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應與「黨」保持高度一

致。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出，

以往內地民企有「56789（五成

稅收、六成 GDP、七成技術創

新、八成城鎮勞動就業及九成企

業數量）之說，自從改革開放

以來，民企已非常富有，而富有

在中共眼裡意味著有與黨競爭的

能力，故中共收編民企維穩，亦

順帶確保敏感技術發展，集中火

力長遠對抗美國。另外國企大規

模上市化的情況，變相造成全民

承受中國債務。

事實上中共 1949 年建政後

就曾大規模國有化私人財產。

1956 年初，中共在社會主義改

造高潮中，實現了全國範圍全行

業公私合營，令百年傳統企業、

品牌消失，大部分存活至今的民

族品牌，已經由中共各級政府持

有，例如王老吉涼茶，李眾勝

堂，吳良材眼鏡等。

從創造民營企業到被中共統

管、被退休、被約談，馬雲正是

中國當代民企創業者的寫照。

分析指出，在中國，國企

其實就是黨企，「國進民退」相

當於共產化私有資產。大量的

上市民企被收購，變相國企金

蟬脫殼上市集資，令財富更加

集中，中國國企的隱密財報表

現也為投資者帶來極大風險。

此外，習近平今年提出經濟「雙

循環」一詞，聲稱以國內循環為

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輔助，

專家指出，多年來國際資金湧

入中國尋求發財機會，但如今

中共讓他們帶著資金離開。

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明居

正早前接受節目訪問表示，中

共原來基建投資、房地產投資

等發展動力已經不足以再繼續

推動經濟，中共本想以華為

5G、一帶一路等作為發展動

力，但現在面臨國際封殺，外

資正在撤離大陸，美歐與中共

關係緊張，香港問題衝擊全球

金融，中共隱瞞疫情等行為也

激怒了全球。

他提醒海外投資者，中共

在嚴重經濟危機之時，都會採

取搶奪人民的資源延續權力的

方法，今年以來在大陸經營的

外資商人已經頻頻傳出資金被

凍結、無故被調查的事件，「國

進民退」仍在高速進行，這是非

常危險的警號。

倭寇圖卷 · 仇英(約1494-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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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許多道德教化的故事。這些故

事一代代流傳下來，教導人們一些生活的

真諦，和做人應遵循的道德標準。

癡迷金子的人

在齊國，有一個人對金子非常著迷，

但是他家境貧寒，沒有足夠的錢來滿足他

收藏金子的願望。但他依然不願克制自己

的欲望。他知道有些店鋪出售黃金雕像，

城裡的富人都會到那去買。雖然此人本性

不壞，但他最終還是決定去偷一個雕像。

這個齊人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來

到了鬨鬧喧囂市場，左看右看，忽然，他

拿起一個非常美麗的金雕像，轉身就跑。

但衙役馬上發現了並很快抓住了他。當被

問到為甚麼他敢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下

偷東西時，這個人只是簡單地回答，他沒

有注意到這些，只是被金子吸引了。

這個故事的寓意是，貪婪會矇蔽你，

使你鑄成大錯。這個齊人對黃金如此著

迷，以致於他沒有考慮到他盜竊之後將面

臨的嚴厲處罰。許多人都是這樣的，對財

富、美貌、權力等的渴望矇蔽了他們的雙

眼，以至於錯過了生活中其他可以讓他們

獲得快樂的東西。

杯弓蛇影

在晉朝，有個叫樂廣的人，常常請朋

友到家裡清談。但是，一天樂廣發現他有

一個好朋友已經很久沒有來了，他覺得很

納悶，就叫僕人把那朋友請來。樂廣問

他，為甚麼這麼久沒來？朋友答道：「上

次到你這裡來聊天喝酒時，忽然看到杯子

裡面有條小蛇在晃動。當時覺得很噁心，

可是酒己經喝下了，也沒有辦法，回到家

我越想越不對勁，結果就生病了。」

樂廣聽了覺得很奇怪，把上次沒喝完

的酒拿出來，倒了一杯仔細觀察，卻連一

隻螞蟻也沒看到。突然他看到牆壁上掛有

一張弓，於是靈機一動，把酒杯移到那天

朋友坐的位子上，然後問他說：「現在你

是看到杯裡有蛇嗎？」 朋友一看，發現了

一條小蛇在杯中蠕動，驚道：「是啊！是

啊！就跟上回的情形一樣啊！」樂廣抬頭

一看，果然是牆上那把弓的倒影映在酒杯

裡，於是大笑著移開了那把弓，朋友在知

道真相後，豁然開朗，他的疾病也不治而

癒了。

這個故事告誡我們不要對不必要的事

情過於懷疑。在得出結論之前，需要理性

地思考和檢查我們的假設。否則，我們會

因為根本不存在的問題而白白苦惱。

北宋大臣呂蒙正呂蒙正 ( 公元 944
年 - 公元 1011 年 )，字聖功，河南洛

陽人，曾三次登上相位。呂蒙正寬厚正

直，對上遇禮敢言，對下則寬容有雅

度。他是一個寬厚仁慈之人，從不計較

別人的過錯。在他剛做宰相時，一個官

員在上朝時隔著簾子指著他，非常鄙夷

地說：「這種貨色的人也能做宰相嗎？」

顯然，這個官員對於呂蒙正的成見、誤

解很深。

可是呂蒙正卻裝作沒有聽見就走過

去了。他的同僚很生氣，要追問那個官

員的姓名，被呂蒙正制止了。到了下朝

的時候，這位同僚仍然為他鳴不平，

後悔沒有問出說話人的姓名。呂蒙正

說：「癒要知道呢？一旦知道了這人的

姓名，就不容易忘記，不知道不是更好

嗎？」人們都很佩服他的器量。

◎文：白雲飛

◎文：李光明

China is replete with numerous stories 
that propagate strong ethics. These sto-

ries have been passed down from one gen-
eration to another with the aim of teaching 
people some of the truths of life, as well as 
showing them the proper moral standards 
to live by. Here are two Chinese fables that 
contain some excellent ethical teachings.

The man obsessed with gold
  In the Qi Kingdom, there once lived a man 
obsessed with gold. But since he was ex-
tremely poor, the man could not collect as 
much gold as he wanted. Even in such pov-
erty, the idea of possessing gold took hold 
of his mind singularly. He knew that there 
were shops selling gold figurines and that 
the rich people of the city would visit these 
stalls to buy the objects. Unable to contain 
his desire, the man decided to steal one of 
the figurines.

  So he dressed himself up in the best possi-
ble way and went to the market to check the 
stalls. After pretending to look at the various 
items on display, he took a gold figurine and 
immediately ran away. However, the guards 

noticed the theft and caught him quickly. 
When asked why he dared to steal in broad 
daylight when so many people were around, 
the man simply replied that he didn’t notice 
any of these things.

  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 that greed can 
blind you and block your common sense. 
The man was so fascinated with gold that 
he failed to notice the danger awaiting him 
if he attempted the theft. Many people live 
their lives in such a manner, so blinded by 
their desire for wealth, beauty, appreciation, 
etc., that they miss out on other things in 
their lives that could have made them hap-
py.

Sickness from a paint-ed snake
  During the Jin Dynasty, there lived a man 
named Le Guang. One day, he invited his 
friend to come to his home. When the friend 
arrived, Guang noticed that he seemed to be 
disturbed in his mind. When questioned, the 
friend replied that he had been unwell since 
the last time he visited Guang’s home for 
a banquet. At that time, Guang’s friend had 
drunk some wine from a glass that appar-

ently had a little snake in it. Due to this, he 
ended up sick and was in bed, unable to do 
anything.

  Guang was confused. He looked around in 
the room and found a bow that had a paint-
ing of a snake hung on the wall. He invited 
his friend for a drink at the exact same spot 
as the banquet and poured some wine into 
a glass. Guang then instructed his friend to 
look at the glass, pointing to the reflection 
of the bow in the glass and asked whether 
he saw any snake. The friend nervously re-
plied in the affirmative. Guang laughed and 
removed the bow from the wall.

  The friend was surprised since the snake 
suddenly disappeared from the glass. He re-
alized that there was no snake in the wine 
glass even the last time. As such, Guang’s 
friend quickly recovered from his illness. 
The story warns us not to be too suspicious 
of things unnecessarily. We need to rational-
ly think and double-check our assumptions 
before reaching conclusions. Otherwise, we 
might suffer from problems that do not even 
exist.

Chinese Fables With Moral Teachings

開
卷
有
益

VisionTimesCalgary.ca  

中國寓言小故事二則

What to Do 
When Face Misunderstanding 

Mengzheng Lu, a mini-ster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s a 

generous and kind man who never cared 
about the faults of others. When he just 
became the Prime Minister, an official 
pointed at him and said with disdain: "A 
man like this could also be a prime min-
ister?" Obviously, the offi-cial had a lot of 
stereotyp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Mengzheng.

  Mengzheng pretended not to hear it. 
However, his colleague was very angry 
about it and asked the official's name, but 
Mengzheng stopped him. The colleague 
felt very sorry for Mengzheng and regret-
ted not asking the gossiper's name after-
ward. Yet, Mengzheng said, "Why do I 
need to know? Once I know the person's 
name, I will not forget it easily. Wouldn't 
it be better to just let it go?" Mengzhang’s 
magnanimous character was greatly ap-
preciated by everyone who knows him.

面對誤解時怎麼辦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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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著名的大醫學華佗

減計數可有效鎮痛 

慕尼黑大學（LMU）與

牛津大學近期合作的一份研

究，考察了不同的忍痛策略對

抑制疼痛起到怎樣不同的效

果。研究人員對 20 名參與者

施以低溫痛感刺激，並讓他

們從三種忍痛方法中選擇一

種。第一種，從 1000 開始倒

計數，每次減去 7；第二種，

想像愉快的事情或是美好的畫

面；第三種，自我暗示法，告

訴自己這並不痛。

作為減痛效果評估，研究

人員讓參與者自己給痛感在

0 ～ 100 的範圍內打分。結果

顯示減計數的方法對抑制疼痛

最有效。在這個過程中研究

人員用核磁共振成像（MRI）
監控參與者大腦的神經活動。

分析顯示，使用想像的方法，

只有當較強的信息流通過額葉

區域的時候，這個方法才有

效。而減數法是不同部位的島

狀皮層緊密合作。研究者表

示，減數法，特別是用這樣奇

怪的間隔進行減數，是一個強

迫性更強的任務。

該研究組計畫下一步檢驗

這些結果，是否適用於慢性疼

痛患者。

◎文：藍月

◎文：青蓮

1929 年，四川一位農民偶

然發現了一坑精美的玉器，因旁

邊有三座黃土堆，故名為三星

堆。 1986 年，考古學家在三星

堆發現了兩個商代大型祭祀坑，

裡面出土的上千個稀世珍寶轟

動全球，被譽為全球「第九大奇

蹟」。 據考古學家鑒定，三星

堆文明距今 4000 多年，遠遠早

於傳說中的夏朝。

令人奇怪的是，這裡數量龐

大的青銅人像、動物不歸屬於中

原青銅器的任何一類。青銅器上

沒有留下一個文字，而這些青銅

器人物，卻長得一點也不像中國

人，這讓中華文明的起源之說又

多了一個謎團。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銅器

中，基本上沒有生活用品，絕大

多數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國的

原始宗教體系已比較完整，這些

祭祀用品帶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

點，且年代相差數百年。出土的

青銅雕像、金杖等，又與世界上

著名的瑪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

常接近。

三星堆文明中出土的最為耀

眼的是一根金杖，這柄金杖是用

較厚的純金皮包捲成的金皮木

芯杖，杖長 142 釐米，直徑 23
釐米，淨重 500 克。杖的上端

有一段長 46 釐米的平雕紋飾圖

案，分為 3 組：最下一組線刻

兩個前後對稱、頭戴五齒高冠、

耳垂繫三角形耳墜的人頭。上面

兩組圖案相同，下方為兩背相對

的鳥，上方為兩背相對的魚，鳥

的頸部和魚的頭部壓有一支羽

箭。

金杖上的人頭圖案，與二號

祭祀坑所出蜀王形象造型――青

銅大立人相同，表明杖身所刻人

頭代表著蜀王及其權力。

魚、鳥圖案的意義在於，魚

能潛淵，鳥能登天，人、魚、鳥

圖案的組合，寓意金杖既被賦予

著人世間的王權，又被賦予著宗

教的神權，不僅僅是王杖，同時

也是神杖，是用以溝通天地人神

的工具和法器。而金杖用純金皮

包捲，其價值遠在青銅、玉石之

時隔34年之後，考

古人員在三星堆遺址區

域內，又發現了6個「祭

祀坑」。此前兩個「祭祀

坑」發掘出的大量文物，

已經給人類留下太多謎

團 ，而這一次，又會帶

來怎樣的發現？ 

上，也表明蜀王在經濟上的壟斷

權力。王權、神權、財富壟斷權

集中賦予一杖，既象徵著蜀王所

居的最高統治地位，也說明商代

的古蜀王國，是一個徹頭徹尾的

神權政體。

最引人注目的是，三星堆出

土文物中表現人「眼睛」的文物

不僅數量眾多，而且非常奇特，

如一件大面具，眼球極度誇張，

瞳孔部分呈圓柱狀向前突出，長

達 16.5 釐米。還有一件突目銅

面具，雙目突出的圓柱長 9 釐

米。此外，還有數十對「眼形銅

飾件」，包括菱形、勾雲形、圓

泡形等十多種形式。

《華陽國志》記載：「蜀侯蠶

叢，其目縱，始稱王。」其墓葬

稱為「縱目人塚」。據學者研

究，所謂「縱目」，即是指這種

銅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圓柱，三星

堆出土的突目銅面具等，正是古

三星堆  來自另外時空的文明？

◎文：秀秀

古埃及是人類歷史上最神

祕的文明之一。古埃及所遺留

下來的文明，現代科學至今仍

無法解釋。建造完美結構的金

字塔就是其中之一。

古埃及人對神的信仰十分

虔誠，也相信「來世觀念」，

認為爲「人生只不過是一個短

暫的居留，而死後才是永久的

享 受」， 所 以 埃 及 國 王（法

老）都會修建規模巨大的豪華

陵墓。而金字塔作為法老的陵

寢，也被賦予了許多神秘的傳

說。

1922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在埃及「國王山谷」一座金字塔

腳下陡峭的地下通道裡，英國

考古學家霍華德．卡特小心翼

翼地鑿開一座封閉了三千餘年

的古代埃及法老墓門的一角，

古埃及法老圖坦卡蒙的陵墓被

發現了。

探險隊員在進入圖坦卡蒙

陵墓前，看到了刻在牆壁上的

咒語，「誰擾亂了這位法老的

安寧，展翅的死神將降臨他頭

上」、「我是圖坦卡蒙的保衛

者，是我用沙漠之火驅趕那些

盜墓賊。」看到滿地的珍寶，探

險隊員們不由得欣喜若狂，或

許是因為太興奮把恐懼拋在腦

後，或許是根本不相信世界上

有甚麼咒語，唯有卡特，感到

一股不祥的寒氣從腳心升起。

幾個月後，在墓室中被蚊

子叮了左頰的卡納馮勳爵，因

在早上刮鬍子時不小心刮傷了

左頰的疙瘩，後因感染而死。

他兒子說，當聽到護士的叫喊

走進父親病房時，醫院的所有

燈光都熄滅了；他的女兒也說

父親臨死前嚷道：「我聽見了

他呼喚的聲音，我要隨他而去

了！」更令人恐懼的是，檢驗圖

坦卡蒙木乃伊的醫生說，木乃

伊左頰上也有一處疤痕，與卡

納馮被蚊子叮咬的位置完全相

同。

在此後的三年零三個月

裡，先後有 22 名參與圖坦卡蒙

陵墓發掘的人員意外死去，恐

怖的詛咒似乎一一應驗。

圖坦卡蒙的千年咒語

圖坦卡蒙面具，為埃及博物

館的古埃及標誌。

青銅立人像.青銅神樹： momowiki/CC BY-SA 2.0;圖坦卡蒙面具：Carsten Frenzl/wiki/CC BY 2.0：青銅面具：Nishanshaman//wiki/CC BY-SA 3.0;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文：紫雲

八國簽署月球移民協定

美國宇航局10月13日宣布，八

個國家已經簽署了一項名為《阿提

密斯協定》的國際公約，制訂在月

球表面建立長期居住點的標準。

經過幾個月的談判，美國、

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盧森

堡、意大利、英國和阿拉伯聯合

酋長國在 10 月 13 日的年度太空

會議上簽署了這項雙邊協定。該

協議以美國宇航局的阿提密斯月

球計畫命名，旨在通過構築於現

有的國際太空法的基礎上建立未

來月球基地四周的「安全區」，

用以防止在此作業的國家之間的衝

突，並允許私人公司擁有他們在月

球開採的資源。

美國宇航局計畫耗資數百億美

元，先將機器人漫遊車送到月球

表面，建造繞月飛行的太空站，

最終達成將人類送往月球的目

的。該計畫要求由美國宇航局承

包商和國際合作夥伴共同建造。

《阿提密斯協定》遵循 1967 年的

一項條約規定，月球和其他天體

不受任何國家提出的主權要求。

美國計畫在 2024 年之前將人類

送回月球，並要在月球表面建立

人類可以長期停留的居所。

青銅神樹 青銅立人像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縱目面具

代蜀王蠶叢的神像。甚麼樣的人

種，會長著一雙「縱目」？

在三星堆二號器物坑，還發

現了 6 件由青銅製造的樹木。

其中，一號青銅神樹上棲息

著 9 隻神鳥，顯然是「九日居下

枝」的寫照。

傳說遠古本來有 10 個太

陽，他們棲息在神樹扶桑上，每

日一換。推測青銅神樹上還應有

象徵「一日居上枝」的第 10 隻

神鳥，只是被毀壞了。

一號大銅樹上還有龍盤繞，

也說明它們應當不是普通的樹

木，而是具有某種神性的神樹。

神樹在中國的古代神話傳說

中不止一種，例如建木、扶桑、

若木、三桑、桃都等。青銅樹表

現的又是哪一種呢？《淮南子 •
地形》說：「建木在都廣，眾帝

所自上下。」

都廣即是《山海經 • 海內經》

中的「都廣之野」，指成都平

原；而所謂「建木」，或許就是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三星堆

大銅樹以樹的軀幹、鳥、花和神

樹之上的太陽，展示了一個通天

的主題，也驗證了古代文獻中對

古蜀國記載的真實性，並非所謂

的神話故事。

英國學者羅森在《古中國的

秘密》一書中寫到，三星堆的青

銅樹使用了貴重材料，即用青

銅來鑄造，也許是暗示了它所

表現的是人世以外的一個非物

質的世界。三星堆出土的青銅

器人像，都是高鼻深目、顴面

突出、闊嘴大耳，耳朵上還有

穿孔，與中國人種沒有相似之

處。

專家表示，三星堆人有可

能來自其他大陸，目前的科學

條件，根本無法解釋，三星堆

文化究竟來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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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人在斷氣的時候，靈

魂脫離肉體，這時有沒有痛苦

呢？

答：人在死的時候，大多

都有疾病，靈魂離開身體，就

像是開門出了房子外面一樣，

本來沒有什麼困難，回想以前

在病床上的痛苦，反而現在感

覺得到解脫。

有的人因為牽掛自己的妻

子兒女，或者是留戀自己生前

的財產，心中執著不舍，氣息

殘存不斷絕，靈魂因此不容易

脫離身體，這個時候是最痛苦

的了。如果一個人在生時，養

成對世間一切看得淡泊，對於

妻子兒女、錢財名利，沒有貪

戀的心念，這樣的人，他的靈

魂離開身體，就像是脫衣服一

樣輕鬆，絲毫不用費力。

問：僧、道誦經禮懺，超

度幽冥亡靈，對於亡人究竟有

沒有利益呢？

答：僧、道誦經禮懺，對

於亡人有沒有利益，斷然不能

一概而論。打個比方說，這個

人生前是個大善之人，死後立

刻上生天界，他自然就不需要

這種功德的協助了；如果這個

人生前是個大惡之人，死後立

刻墮入地獄，就不容易得到這

種功德的利益了；對於平庸普

通的人，在生的時候沒有什麼

大的善行，也沒有什麼大的惡

行，能夠得到誦經超度，這時

候幽冥界增加了光明，亡靈的

罪業就能減輕，利益非常之大。

另外，誦經的人修行功夫

的高低，也有著很大的關係。

如果誦經的人是一位高僧或者

是孝子賢孫，誦經一卷，就能

抵得上普通僧人的十倍；或者

雖說是普通僧人，至誠恭敬地

讀誦，同樣有相當大的利益；

如果是沒有品行的僧道，在誦

經時，心不恭敬，意不專一，

則所能得到的利益實在是很微

小，或者說是毫無利益，但也

不至於有什麼過錯。

但 誦 經 最 好 在 亡 人

七七四十九日之內，如果過了

這段時間，恐怕亡人早已經流

轉到其他世界去了，所做的功

德要經過多處轉移注記，亡者

不能立即得到利益。

問：鬼的數量與人的數量

比較，哪邊多哪邊少？一般人

都害怕鬼，鬼怕不怕人呢？

答：陰間鬼的數量要比人

的數量多得多，來來往往、靠

著牆壁的，到處都是。人在道

路中央行走，而鬼大多走在道

路兩旁；人行走的是明處，鬼

大多喜歡走暗處。人害怕鬼，

鬼也害怕人。鬼要是見到人來

了，也會趕緊避開。如果是一

位正人君子，鬼一定是非常的

尊敬；鬼所欺負玩弄的，都

是那些心術不正、時運衰弱

的人。所以，我們從午後到

晚上，不要走道路的兩邊或是

陰暗的地方。晚上出門辦事，

走路要慢一點，或者稍微發出

點咳嗽聲響，讓他們聽到後避

開，要不然的話，一不小心撞

上了鬼，人的身體就會突然像

受寒發抖一樣。這就是因為陰

陽互相碰撞，自己和對方都會

感覺到不舒適。

問：鬼的行走與在世的人

行走有沒有不同呢？

答：鬼的足部模糊不清，

就像走在煙霧當中一樣，行走

起來速度非常快，不像人那樣

遲緩。

問：鬼害怕雞鳴，這是什

麼原因呢？

答：陽光即將到來，鬼會

感覺不安，所以不得不躲避起

來；這就像我們人害怕鍋爐間

的熱氣一樣。但是，有操守德

行的鬼是不會害怕雞鳴的。

問：先生您這樣的宿世根

基，完全不同於平常的人，不

知道來世是不是能免除輪迴的

果報呢？

答：想要超出六道輪迴不

是那樣容易的事情，即使是

我，來生也不能夠免除。我曾

經托同事幫我調查，據說，我

的來生應該是投生在河南的南

陽一帶。但是，數十年來人世

間的事情已經變化了許多，也

不知陰府中原來的批注有沒有

更改。

問：幽冥的的官吏也有投

生轉世的嗎？

答：有的，就像現在的公

務員，他想另外換個比較好的

工作，比普通的人當然要容易

的多了。

問：鬼魂投胎，是母親受孕

的時候就已經去了，還是等到生

產出世的時候才去呢？

答：兩種情況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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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其實這些都是對「象」與

「易」理的運用，因為宇宙萬物

的過去、現在、未來都包羅其

中。下面舉例對比一下，這樣可

能更直觀。

梁武帝射覆

唐代張說的《梁四公記》中

記載了「梁武帝射覆」的故事。

「射」是猜度之意，「覆」是覆蓋

之意。「射覆」就是隨便將一物

體掩藏起來，然後讓人通過易經

占卦，占出所藏的是甚麼東西。

在梁武帝天監年間，有一

次，梁武帝令人做一個「覆」，

與百官一起「射覆」。

當時，太史剛剛捉了一隻老

鼠，便偷偷將這隻老鼠裝在匣

子裡封好，當作「覆」呈給了武

帝。武帝占卦，起得本卦為水山

蹇卦（艮下，坎上），除第二爻

外，其餘五爻皆動，所以變為火

雷噬嗑卦（震下，離上）。武帝

占成後，又命令群臣占。

武帝與其他八位大臣將各自

寫好的占辭放在蒲墊上，令罣

闖也參與占卜。罣闖對武帝說：

「聖人占卦，是利用象來辨別事

物，皇上已占了一卦，就不用另

外再占，請求依從皇上所占之卦

進行預測。」

武帝應允了他，罣闖便根據

武帝所占之卦撰寫占辭，寫完後

也放在蒲墊上退回一邊。

全 部 占 完 後， 便 開 啟

「覆」，宣讀大家的占辭，看誰

的占辭最準確。

武帝占辭說：「先得蹇卦後

得噬嗑卦，這說的是它的時辰。

蹇卦下是艮卦，上是坎卦，這就

是它的卦象。坎卦的卦象中包含

有陰暗、隱伏、偷盜，與其相應

的生肖是老鼠，所以裡面是隻老

鼠。它在蹇卦所表示的時間裡出

來活動，偷吃東西，因其動而變

為噬嗑卦之象，噬嗑卦的卦象包

含有刑罰、懲惡，所以被捉住。

在噬嗑卦中有四爻為無咎，

一爻為利艱貞，這五爻都與偷盜

沒甚麼關係；只有第六爻占斷為

凶，爻辭是『荷校滅耳』，意思

是戴上枷鎖、割掉耳朵。這是因

為偷盜而遭到災殃，所以這隻老

鼠是死的。」

念完武帝的占辭後，群臣高

呼萬歲，武帝也因自己占中了而

洋洋得意。接著又開啟其他八位

大臣的占辭，說得五花八門，沒

有一個占中的。

最後開啟罣闖的占辭，也占

中了，但與武帝占辭不相同，罣

闖的占辭裡說：「現在這個時間

剛好屬王相吉日，所以一定是

活老鼠。卦象由蹇卦（坎上，

艮下）變為噬嗑卦（離上，震

下），即上卦坎變為離，下卦艮

變為震。坎有陰晦之像，離有光

明之像；艮含靜止之像，震含動

之像；即由陰暗到光明，靜止變

為動。

老鼠本應在陰暗處活動，白

天靜止，現在變為大白天活動，

因失其屬性，所以必然被抓。這

說明了事件與其背後的道理。

八月為金，是金盛之月，金

生子，而鼠為子，金代表的數為

四，所以這老鼠必定四隻。離為

日，太陽過了中午就會偏西。離

卦第三爻的象辭說，太陽偏西，

不會長久啊；第四爻爻辭說，死

了後扔棄。所以太陽偏西後，老

鼠就會死掉。」

看到罣闖占出是活老鼠，比

武帝占得更準，文武百官大驚失

色，於是刁難罣闖說：「你的占

辭說有四隻老鼠，現在匣子裡裝

的只有一隻，這是怎麼回事？」

罣闖說：「請把這隻老鼠剖開。」

武帝信佛，不願殺生，但遺

憾自己沒能占準。到了太陽偏西

時，那隻老鼠果真死了，這才令

人將牠剖開，果然發現大老鼠肚

子裡還懷著三隻小老鼠。

從這故事，可以看出古人是

怎樣運用象與易之理來預測的。

另外，還可以知道，從一個簡單

的卦象中竟能讀出這麼多的信息

與道理！這也說明卦象是可以用

來記事的，是有很大內涵的，只

是所運用的象太大，所以太隱

晦，一般智慧的人根本讀不明

白。因此後來創造了文字，文字

在世間展現得更具象，與世間萬

物對應，所以能清楚表達萬事萬

物，同時又保留了象，能運用象

表達出更高更大的內涵和意境。

賈寶玉丟玉

接著我們再列舉一個測字的

事例對比一下，在《紅樓夢》中

講述過一個有意思的測字故事：

因為賈寶玉的玉丟了，賈府

管家林之孝去大街上找擺攤測字

的劉鐵嘴，結果拈出一個「賞」

字。劉鐵嘴說：「丟了東西不

是？『賞』字上頭一個『小』

字，下面是一個『口』字，說明

這件東西嘴裡放得，必是珠子、

寶玉之類。並且『賞』字下面是

一個『貝』字，拆開成不了一個

『見』字，這不就是東西不見了

◎文：李道真
 神傳文字藏天機

嘛！因為上頭有個『當』字，快

到當鋪裡去找。『賞』字加『人』

字，就成了『償（償）』字，只

要找到當鋪就有了人，有了人便

贖了來，可不是償還了嗎？」

崇禎皇帝測字

再舉一個民間傳說的故事：

相傳大明末年，甲申之變前

昔，司禮監太監王德化曾帶著崇

禎帝喬裝出城，讓人測字，評

定禍福。崇禎隨口說了個「有」

字，讓測字先生測大明國運。

測字先生大驚說：「『有』字，

上為『大』字少了一捺，下為

『明』字去一半，大明江山已失

半壁啊！」崇禎帝忙改口說是

『友』字，而非『有』，測字先

生又說：「『友』為『反』字出了

頭，反軍要打進來了。」崇禎帝

大怒，又說是申酉之「酉」。

測字先生更驚駭，說：「此為

『尊』者上無頭，下無足，尊者

為帝王，危險啊！」崇禎帝心驚

而去，不久後闖王李自成攻入燕

京，崇禎帝自縊而亡。

對比以上占卦與測字的事

例，會發現它們的機理是一樣

的，只是一個用字象，一個用卦

象。中華文字與周易八卦都是用

象的，這是神傳給人的智慧，與

神靈的境界是對應相感的，所以

能夠通神。而象與象之間的相互

變化、推演、循環，這個過程

就是「易」，它是一個周天大循

環，包含了過去、現在與未來的

一切信息，所以能預測未來。

但這些信息都是隱藏在象中

的，得有這個智慧才能讓其「顯

形」，才能讀出它。如果沒有這

個智慧，達不到這個境界，是讀

不出這個境界信息的，這些就成

了「天機」。

正如歷史上流傳下來的許多

預言一樣，比如中國歷史上留

傳下來的十大預言：《乾坤萬年

歌》、《馬前課》、《藏頭詩》、

《推背圖》、《黃櫱禪師詩》、《梅

花詩》、《燒餅歌》、《金陵塔碑

文》、《步虛大師預言》等，以

及西方著名的《諸世紀》、《聖經

啟示錄》等等，都準確預言了幾

百，甚至上千年後人類發生的大

事，基本都能應驗。

但這些預言都是以謎語形式

寫成的，在事情發生之前，幾乎

誰也讀不懂，事情發生後，人們

對照去解才能解開。

這是因為天機不可洩露，沒

有這個智慧與層次絕不允許知道

高層次中的事。

人類的歷史都是安排好的，

人間這裡不過是宇宙的舞臺，為

最終宇宙大戲的上演做著鋪墊，

你我都在戲中，每個人都必須為

自己選擇未來。

唐代《梁四公記》中記載了「梁
武帝射覆」的故事。

相傳明朝崇禎帝曾喬裝出
城，讓人測字，評定禍福。

《紅樓夢》中有寶玉測字找到失
玉的故事。

 算卦與測字
周易的內涵很大，

包羅了人世間萬事萬物

的發展變化，可知過去

與未來，所以可用來預

測。文字與周易的機理

相通，文字也可用來預

測，自古都有測字這個

行當。

傳統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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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家庭可說是孩子待的最

早也是最久的成長環境，因此父母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師。一個孩子未來是否

有成就，家庭也成了最重要的因素。而

長大後有成就的孩子，大多來自以下 4
種家庭：

1、有愛的家庭
在一個充滿愛的家庭裡，夫妻有

愛、親子有愛、兄弟姐妹也都有愛。在

這樣的環境裡，孩子成長的過程自然也

會充滿了愛。

一行禪師曾說：我們有必要學習創造

幸福的技術。若小時候受到了父母在家創

造幸福的影響，那我們自然就會知道如何

做了。對孩子而言，成長最好的養分就是

愛，在有愛的家庭中成長的孩子，自然而

然就學會了愛，知道怎麼去愛。

2、重視夫妻互動
很多家庭在有了孩子後，孩子就變成

一個家的中心。時間一久，就開始疏忽對

另一半的關心。但家庭最好的狀態，其實

就是夫妻互敬互愛，如此一來，孩子在耳

濡目染之下，就會學習效法。

一對恩愛的夫妻，必定會成為孩子過

程中的參照，基本上也就是孩子學習的模

板。

3、懂得尊重的家庭
尊重的前提是信任。每個人的人生都

有千百種可能，而人生的選擇權在自己手

上。父母應該信任孩子，相信他們能處理

好自己的人生。同時父母在孩子的成長過

程中，應該是一個提供意見的角色，而不

是幫他們下決定的人。

因為讓孩子在選擇中成長、並學習承

擔選擇後的各種結果，會比事先規劃好他

們的人生計畫，逼著他們去執行要來得更

有意義。當父母懂得尊重孩子時，就會從

孩子的角度出發，去理解他們的感受，尊

重孩子的隱私、情緒及自尊心，這些都是

父母應該做的。

此外，父母更要以身作則，身教重於

言教，在為人處世上面尊重他人。如此一

來，在這樣環境中成長的孩子，才會懂得

尊重別人！

4、充滿正面思維
一對樂觀的父母，整個家庭的幸福指

數也會提高。而家庭的氛圍，對孩子以後

的性格影響非常大，在充滿抱怨的家庭中

成長的孩子，往往不善於解決問題，只會

一味的抱怨，而且他們對人生充滿了悲

觀，遇到事情時，總是只會看到不好的一

面。

在充滿負能量的家庭中成長的孩子，

性格多多少少會有一些缺陷，並且會影響

孩子的一生。他們可能會表現出兩種極

端：要麼是怯懦的，膽小怕事，不敢有自

己的意見的觀點；要麼是暴躁的，習慣用

暴力解決問題。

所以父母應該讓家庭充滿正面思維，

在孩子面前多用肯定的話語，讓孩子用美

好的眼光看這個世界，這樣孩子才能在陽

光下成長。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一舉一動都會

深深地烙印在孩子的心底。孩子出現的所

有問題，也都能夠從父母身上找到原因。

因此想要培養一個優秀的孩子，父母就要

懂得改變觀念，做孩子的榜樣，這樣才能

陪孩子快樂地長大！

《三字經》是我國著名的儒家經典之

一，最早是宋朝的私塾教本，相當於現在

的小學教科書，由宋朝大儒王應麟先生所

寫。

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將儒學的根本

內涵和文學、歷史、哲學、天文、地理濃

縮在此，如同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被

古人推崇為「經書」。「經」是不變的道

理，是古人認為值得所有人遵從和學習的

典範。

【原文】
高曾祖，父而身。
身而子，子而孫。
自子孫，至玄曾。
乃九族，人之倫。
父子恩，夫婦從。
兄則友，弟則恭。
長幼序，友與朋。
君則敬，臣則忠。
此十義，人所同。

【字詞義解釋】

（1）高曾祖：高，高祖，祖父的祖

父；曾，曾祖，祖父的父親；祖，祖父，

父親的父親。（2）父而身：父，父親；

身，自己。父親之後就是自己。（3）子：

兒子。（4）孫：孫子，兒子的兒子。（5）
玄：玄孫，曾孫的子女。（6）曾：曾孫，

孫子的兒子。（7）乃：是。（8）九族：

九代的直系親屬，包括：高祖、曾祖、祖

父、父親、自己、兒子、孫子、曾孫、玄

孫。（9）人之倫：人類輩分的次序倫常。

（10）恩：恩情。（11）從：跟隨，不

棄。（12）則：應該、必須。（13）義：

做人的正理。

【譯文參考】

由高祖父生曾祖父，曾祖父生父親，

父親生我本身，我生兒子，兒子再生孫

子，就這樣一代一代的延續下去。從自己

的兒子、孫子一直傳到曾孫和玄孫，就是

古人所說的九族，包含自身的上四代及下

四代，是我們的直系血親，和自己關係最

為密切。九族代表著人類長幼尊卑的關係

和次序。

父子之間要有恩情，父對子要慈愛，

子對父要孝順；夫妻之間應該互相尊重、

體諒，和睦相處，不離不棄，緊緊相隨。

至於兄弟姊妹之間，當兄姊的應該友愛弟

妹，做弟妹的也應該恭敬的對待兄姊。長

輩和晚輩之間要有倫理次序。朋友相處也

要誠實互信，真心的交往。君王對臣子應

該要待之以禮，給予尊重，自然地臣子對

君王也會一心一意，忠心不二。這是十條

做人的義理，每一個人都要遵守奉行。

【讀書筆談】

這一課從九族講到了十義。九族是以

自己本人為核心，論述的上下八代血親，

加上自己這一代，就是九代人的直系親

族，所以叫做九族。古人傳授孩子這九族

的關係，就是要孩子從小懂得尊敬祖輩、

愛護子孫的道理，所以尊老愛幼，是從小

必懂的做人基本道理。

九族之後，講了十個做人的道義，分

別以父子、夫妻、兄弟、長幼、朋友、君

臣等關係，論述十種不同身分應該遵從的

做人的道理，長幼朋友，是主要針對社會

而言。

父親有父親的本分和義務，兒子有兒

子侍奉父親的恩義，夫妻、兄弟也是如

此。在家裡，知道如何按自己的身分做自

己該做的；出門在外，知道對待長輩、晚

輩、朋友和君臣的關係，也就懂得如何待

人處世了。長幼尊卑，指的是按不同的輩

分和上下職位的關係，各自遵從自己的本

分和義務，來彼此善待對方的道理。「卑」

並非卑賤的意思，而是遵從晚輩和下屬該

盡到的職責和禮數來做人的意思。

譯文

我獨自一人來到這江邊的高樓，我思

緒紛然好像有滿腹的憂愁。

我看見月光就像是水一般流淌，流淌

的水又像是天空茫茫悠悠。

我還記得我們曾經一同來望月，而如

今同來的你們又在哪勾留？

要知道這江樓水光相接的風景，和去

年所見一樣幽美一樣輕柔。

註釋

⑴江樓：江邊的小樓。感舊：感念

舊友舊事。

⑵思渺然：思緒悵惘。渺（miǎo）
然：悠遠的樣子。

⑶依稀：彷彿；好像。

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們常會覺得「解

決這個問題」就好啦！對於教育孩子，我

們也經常用相似的邏輯：「如果孩子不專

心、叫他專心就好啦！」、「如果孩子成

績不好，去補習就好啦！」、「如果人家

欺負你，不要理他就好啦！」

如果以上這些你都覺得順理成章，

我來說一個成年人的痛：「如果買不起房

子，下班多兼幾份工作，多賺點錢就好

啦！」我們不是笨蛋，孩子也不是笨蛋，

如果真是舉手之勞，很容易就做到的，他

沒有理由不做，所以分析想法才顯得這麼

重要。

對於家長來說，處理自己充滿負面與

挫折的想法才是重要的。你有發現嗎？我

們在想法產生的時候，非常急著找出對

錯、找出誰該負責、給予改善的指令，但

在事情發生的當下，先體諒你所產生的負

向想法，才能換得一些情緒的穩定，進而

說出更有效的話。或者有時候根本不用什

麼有效的話，僅僅是不破壞親子關係，就

已經是成功了一半。

不得不說，很多教養的規則根本就是

在飲鴆止渴。畢竟我們是父母，孩子比較

弱小，形勢比人強，他們忍著忍著也就過

去了，但只要他們有機會反抗，不管是明

裡暗裡，他們都會反抗。甚至我們這一

代受傳統教育的人，也未必這麼甘於「受

教」，只是當時的環境讓我們比較不敢反

抗而已。許多人對於學習、對於工作，甚

至教養，想到的是責任並不快樂，只是當

時的我們還可以勉為其難，當下的孩子不

行，如此而已。

孩子不喜歡太難的作業，也不喜歡簡

單過頭的作業，如何給出一個適當的難度

與份量，有賴於平常的觀察。在此提醒家

長，我們必須一直思考一個問題「孩子真

正的能力到底為何」，避免在下指令時摻

雜了自己的期待，下了過難的指令。美國

的精神醫學教授 Russell Barkley 認為，

只要給一個「有效的指令」，孩子配合的

程度就會有所進步，回到家長身上請檢視

日常指令，用 8 個練習提升孩子專注力：

⑴確認家長是認真的

先想好再說！與其一下子給了一堆要

求，倒不如從當中挑選幾樣你真正在意

的，堅持讓孩子做完。

⑵不要大呼小叫

簡單直接是第一要務。如果這件事是

非做不可，下一個清楚的指令就好，例

如：「現在把玩具收好」，你不必大呼小

叫，但語氣要溫和而肯定。在臨床經驗

中，如果孩子出現抗拒，家長可以給予部

分的協助，也避免孩子反抗而一直僵在原

地，家長可以先釋出一點善意，等待孩子

的回應。

⑶不要一下子給太多指令

大部分的孩子一次只能接受一個到兩

個的指令，如果你的要求很複雜，請先把

它拆分成幾個步驟。

⑷確認你的孩子專心在聽

你曾經在孩子看電視或打電玩時，在

背後跟他說話嗎？大多數時候，你會聽到

孩子說「喔！」、「好！」然後繼續玩。此

時你的指令根本沒進到他的思考歷程，他

只聽到一串聲音，彷彿你在說什麼，生存

的本能告訴他，一定要說「好」，不然爸

媽會繼續念，但他其實沒聽進去你說什

麼。所以，走到他面前，看著他的眼睛，

確認他真的聽到了，再繼續下一步。

⑸減少讓孩子分心的刺激

延續上一點，先關掉電視或手機，再

下指令，如果很困難，那我們的任務可能

要先調整為「等他看完電視後再下指令」

或者「建立合適的電視或手機時間」。同

樣的，我們在下指令的時候，也記得要先

放下手邊的手機與工作喔！

⑹讓孩子重複你的話

除了重述一遍，確認孩子有聽進去之

外，也要再詢問一下孩子知不知道該怎麼

做。

⑺製作卡片

有點像闖關任務卡，請孩子解鎖一個

任務之後，再來拿一個。

⑻訂下期限

提醒孩子還剩多少時間，要明確到分

鐘的程度。如果孩子對時間比較沒感覺，

設定一個可以看得到或會發出聲音的計時

器是重要的，如果孩子還是拖拖拉拉，家

長可以跳下去跟他一起做。

本文整理、節錄自李介文《你的孩子

不奇怪》一書，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

和觀點。由時報文化授權轉載，欲閱讀完

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文 |劉如

古 詞 賞 析

江樓舊感
唐代/趙嘏

獨上江樓思渺然，

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來望月人何處？

風景依稀似去年。

個方法提升孩子專注力8

（圖片來源：Adobestock）

12《三字經》讀書筆談

長大後有成就的孩子多來自四種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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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配備適當的冬

季輪胎，你可在冰雪凜冽的冬

季駕駛高性能汽車，我們推薦

這樣做，因為它其實也充滿了

樂趣。下面便是在寒風刺骨、

冰天雪地中我們喜歡駕駛馳騁

的一些高性能汽車。

寶馬BMW M5
如今 M5通過 M 調校的

xDrive 系統為全部 4個車輪

輸送動力，這意味著暴風雪來

臨之際你可勇敢面對。如果無

需全驅時，該車配備了兩驅模

式，可只為後輪輸送動力。

日產Nissan GT-R
GT-R 可謂本領高強，既

可稱霸賽道，也能夠征服崎嶇

小道。由於搭載了卓越的全驅

裝置，惡劣氣候對它而言不過

是小菜一碟。變速箱安裝在車

尾部以有助於重量平衡。一根

驅動軸將引擎與變速箱連接在

一起，而第二根將動力輸送至

前差速器。聽起來這似乎複

雜，但實際上它工作起來行雲

流水。

斯巴魯Subaru  
WRX STI

Subaru WRX STI 配 備

了一款卓越的全驅系統，以

305匹渦輪增壓

馬力挑戰各種

路面。拉力賽

車手和冰上運

動車手喜歡這

些玩意不無道

理 —— 它們就

是為冬季量身

定制的。

保時捷

Porsche 
911

由於具有抓

地力優勢，Porsche 911自始

至終都是一輛出色的冬季汽

車，它在後軸背面安裝了一

台引擎。再加以全驅系統，

簡直是所向披靡。

奧迪Audi R8
沒有多少真正的超跑能

應對冬季天氣，但 Audi R8
卻不在此列。它配置了全驅

系統，與該品牌的傳統一

致，但又不像大多數超級跑

車那樣低矮或嬌嫩，底盤高

動力大，對於應對冬季大雪

路面游刃有餘。

特斯拉Tesla 
Model S

Tesla Model S（ 以 及

Model X 和 Model 3，作為

選配）配備了全驅，由於每

個車軸都配備了電動馬達，因

而成就了非常精確的防滑控

制。此外，空氣懸吊有助於通

過提升車身清除積雪，使你擺

脫困境。

梅賽德斯Mercedes 
AMG E63 S

E63面面俱到：豪華、科

技、迅捷（歸功於 603匹馬

力的雙渦輪增壓 V8引擎）, 
以及實用的旅行車造型。

AMG 給予 E63完全可變的全

驅系統，性能極為優異，所以

它可輕鬆應對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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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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駕車

的朋友可能發現，冬天開車

比夏季開車更費油。原因是

什麼呢？　

與夏季正好相反，冬

季行車，發動機需要保溫，

發動機為了達到工作溫度，

只能採取加大噴油量，因此

需要消耗更多汽油。冬季的

機油由於氣溫較低，粘稠度

會增高，這樣勢必造成發動

機負荷的增加，所以耗油會

增加。同時，冬季車內開暖

風，會比較費油。冬天的胎

壓會稍低一些，接觸面積增

加，油耗也會相應上升。

那麼這個冬季，怎樣才

能讓愛車省油呢？下面的幾

個建議供參考：

首先，冬季要及時保

養汽車。注意檢查汽車防

凍液。每一千公里清理一

下空氣濾清器，讓發動機

燃油更充分。

此外，暖風不要一路

開到底。剛啟動汽車或者還

在溫車時，不要開暖風，因

為發動機還沒有熱，吹進來

的也是冷風，還白白耗電，

增加發動機負荷。車輛開著

暖風運行一段時間後，車內

溫度升上來，完全可以關掉

暖風。而在高速公路行駛

下，即使不開暖風，車內的

溫度也是比較高的。而少用

暖風甚至不用暖風的情況

下，可以很好的節省燃油。

怠速停車時最好也不要開 
暖風。

盡量不要短途行駛。冬

季，水溫上升的非常緩慢，

早上打火後，最好原地熱車

2 ～ 3 分鐘，再緩慢起步。

在剛剛上路的前 2 ～ 3 公

里內，不要全速行駛，應該

採取慢速行駛，待水溫達到

標準水溫後，再提速。建議

5 公里以內不要或少開車，

因為汽車在起初的 3 ～ 5
公里內，油耗是最高的。

不要超速駕駛。對一般

車子而言，80 公里的時速

是最省油的速度，每增加 1
公里的時速，就使你的耗油

量增加 0.5%。

建議養成良好的駕駛

習慣，盡量避免急加速和

急剎車，這些動作都會增

加油耗。經常檢查胎壓：

要讓胎壓保持在標準值範

圍內，胎壓過低會增加車

輛油耗。

冬季行車話省油適於冬季駕駛的7款高性能車

2020 Camry Hybrid SE Sedan

加稅$32,499$32,499$36,986

以店内實物為準，價格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節
省$4,487$4,487

2020 Highlander XLE SUV

加稅

節
省

$21.61/ 天 , 84 月
3.49%

$44,999$44,999
$4,629$4,629

$49,628

2020 RAV4 LE SUV

加稅

節
省

$14.17/ 天 , 84 月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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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41
2020 Prius Prime Standard Package

加稅

節
省

（含 $2,500 政府補貼）

$31,499$31,499
$4,338

$35,837

2020 Sienna 7-Passenger V6 FWD2020 Sienna 7-Passenger V6 FWD

加稅

節
省

$13.85/ 天 , 84 月 
1.99%

$32,999$32,999
$5,397$5,397

$38,396

Stock: 180932Stock: 180932

Stock: 180649

Stock: 179491

（含 $2,500 政府補貼）

Stock: 180869
2020 Venza Hybrid LE SUV

加稅$41,480$41,480 重新登場重新登場
歡迎試車歡迎試車

2020 RAV4 Hybrid LE SUV

加稅$35,411$35,411 $1,888$1,888 車底防鏽 + 水晶蠟 +車底防鏽 + 水晶蠟 +
座椅布料保護 + 車身防鏽座椅布料保護 + 車身防鏽

送

Stock: 180536Stock: 180274

2020 Camry LE V Package

加稅$27,499$27,499$29,401
節
省$1,902$1,902

Stock: 180692

$12.66/ 天 , 84 月
4.69%

2020 Prius AWD Technology Package

加稅$31,999$31,999$36,306
節
省$4,307

Stock: 179734

$14.82/ 天 , 84 月
4.89%

$15.1/ 天 , 84 月
4.99%

2020豐田豐田
可供選擇可供選擇

終身免費換油 發動機、變速箱終身保修

4 年 /6.4 萬公里免費保養 0% 貸款利率

1 2
3 4

Stock: 180274

Stock: 179739
2020 Camry Hybrid SE Sedan

Stock: 179739Stock: 180692

$14.06/ 天 , 84 月
3.79%

大清貨大清貨

heningertoyota.com   (403) 243 - 8000   3640 Macleod Trail SE

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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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11 月 3 日，

當全世界都在關注美國大選

開票結果的同時，有眼尖的

網友竟發現美國國際媒體

CNN(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
的首頁，竟出現了美國總統川

普 (Donald Trump) 和歌手王

力宏的「同框」照。

網頁上可見，歌手王力宏

斗大的獨照下，標題居然寫著

聳動的英文標題「想愛了嗎？

單身熟男就在這」。臺灣歌

手兼影星王力宏看見自己的照

片出現在 CNN 首頁上，連他

本人都感到納悶又錯愕，讓正

在用餐的他，差點噴飯。

王力宏後來詳細看清楚

後，才發現自己的照片遭到

廣告商非法「盜圖」。原來

是自己的照片遭到交友網偷

拿去當廣告，而且該廣告還

買 在 CNN.com 首 頁 上，

還跟美國總統川普共享一、

二樓。王力宏對於遭交友網

站冒用照片一事啼笑皆非，

因 為 他 早 有 妻 小。 不 過 廣

大的粉絲們卻紛紛上網發表

評論，一面倒的點讚：「二

哥 顏 值 在 線， 被 CNN 拿

來攬客」、「這麼多年還是

相 親 市 場 的 搶 手 貨」。 也

有網友點出一個重要的真相，

「其 實 這 個 廣 告 跟 CNN 一

點 關 係 都 沒 有， 很 多 都 是

google 或 yahoo 自己按照你

常瀏覽的類型去投放廣告」。

王力宏登CNN「同框川普」背後真相曝光，網友全笑翻。(圖片來

源： Getty Images ）

近日大陸綜藝節目《演員請就

位 2》在熱播，其中演員李誠儒的點

評引發了大眾的關注，被稱為最敢

說真心話的評委。年輕演員演員孫

千、劉芮麟、陳宥為在此節目中表

演了《甄嬛傳》中果郡王被賜毒酒以

及與甄嬛生死離別的片段，對此李

誠儒大發感嘆。

李誠儒並未對演員的演技做出

點評，而是針對這部劇的劇情批評

了一番。他指責這部劇

在誤導年輕人混淆歷

史，還稱 " 佩服《甄嬛

傳》的導演和編劇，如

果這種劇要自己來編根

本編不出。"「非常可

笑的一個片段，引起了

陣陣笑聲，難為你們

了，多麼離奇的片段，

歷史上沒有，生活中也

不會有，還必須得相

信。」

其實這並不是李誠儒第一次批

評《甄嬛傳》，早在 2016 年的某次

專訪中，他直接以《甄嬛傳》為例，

「會導致我們很多年輕人，認為這就

是歷史，認為我們的清史裡邊、皇

宮裡邊，就是王爺可以進宮，隨便

和妃子一塊兒泛舟湖上……」

李誠儒的這些言論引起了不少

網友的熱議，有網友表示，不尊重

歷史已是當今影視圈的常態。

【看中國訊】根據《太陽報》報

導，美國 6100 多名女巫正在集

結串聯，加入「束縛川普（Bind 
Trump）」的臉書社團，策劃利用今

年罕見「雙滿月日」帶來的額外法

力，在本月 31 日萬聖節當天以及

11 月 2 日集體作法，藉此讓川普

在 11 月的大選中落敗。新聞傳出，

外界一片嘩然！對將到的萬聖節活

動，美麻州沙林市（Salem）女巫

鎮，再掀起熱議，倍受矚目。

據報導，女巫們透過主題標籤

串聯活動，預計將發動至今規模最

大的「藍色浪潮（Blue Wave）」咒

語攻勢，試圖將川普趕出白宮。女

巫們同時在臉書上宣稱，川普之前

確診武漢肺炎就是她們施法的結

果，只不過川普很快就康復了。其

中還有一位女巫說，她在最終辯論

前一天向川普下咒，讓川普在最後

一次辯論當天摔跤，但後來什麼事

都沒有發生。女巫干政，醜聞一

起，無不令人感到意外與失望。

隨著「女巫事件」報導，美國

著名的觀光地沙林女巫鎮（Salem 
city），再成萬聖節應景遊客熱點。

沙林市是美麻州一個港口城市，在

美國波士頓東北大約半個小時的車

程。這個城市因「沙林女巫審判」

而著名。每年吸引成千上萬觀光客

到此游覧，其中更有一些訪客穿著

復古裝，穿梭各景點搜尋古老故事

及刺激驚奇。

美國有一群「女巫」在臉書社團號召集

結，密謀準備在萬聖節當天對川普再施

魔法。(Adobe stock)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復出復出

「同框川普」背後真相曝光

萬聖節女巫鎮倍受矚目

《演員請就位2》熱播

李誠儒痛批《甄嬛傳》

女巫魔法干政

肖恩·康納利享耆壽90歲007第一代 
邦德逝世

【看中國訊】　007 邦德的第一任

扮演者，曾被封為史上最性感男人、

還獲英國女王親自封爵的好萊塢男星

肖恩 · 康納利（Sean Connery），10
月 31 日驚傳逝世，享耆壽 90 歲。據

外媒報導，康納利在睡夢中離世，並

未提及死因。

康納利以其標誌性的蘇格蘭口音

和英俊的外表出名，是一位獲得過奧

斯卡金像獎的蘇格蘭演員，以出演經

典電影 007 中的主角詹姆士．邦德而

著名，被全球知名雜誌評為最性感的

男人。也有不少粉絲認為年老的康納

利比年輕時更為英俊。

康納利出生於蘇格蘭首府愛丁堡

的一個工人家庭，父親當工人，母親

當幫佣，小時候他的家庭生活十分貧

困。清貧的家境使得康納利早早就出

社會打拼，在參與演藝工作前，他還

曾做過泥瓦匠、貨車司機、棺木磨光

工人、私人保鏢、美術用模特兒及救

生員等工作。 1961 年，英國影界計

畫將弗萊明小說改編為電影系列的龐

大計畫，劇情是有關情報員 007 詹姆

士．邦德。身材高大，體質健壯，且

外型出色的康納利很快被確定為邦德

的扮演者。 1962 年，007 第一部《第

七號情報員》（Dr.No）完工上映，

收到了空前的成功和票房。康納利也

因此而一舉成名，受到好萊塢的極大

重視。

在 60 － 70 年代，康納利成為

007 的第一任扮演者，後來一共主演

了六部正式 007 系列片。雖然康納利

早年因 007 角色走紅全球，且此詹姆

士．邦德的角色也讓他名利雙收，但

也因此給人的印象總難擺脫「風流情

報員」的刻板印象。幸好，康納利後

來接演《玫瑰的名字》，不僅成功擺

脫花花公子與動作明星形象，還拿下

奪下英國影藝學院影帝獎座，演技重

新受到肯定，後來他又以 1987 年的

《鐵面無私》榮獲奧斯卡最佳男配角

獎，成為歷屆邦德卸任後，人氣不降

反升的特例。

王力宏 
登CNN

007邦德的第一任扮演者康納利逝世，享

年90歲。（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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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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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特價
2020年11月5日∼11月11日

基拿蘋果

Cilantro 香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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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jou Pears 安茹梨 Gala ApplesNavel Oranges 臍橙Jumbo Caulifl ower 大花椰菜

Russet PotatoesGreen Onions 青蔥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褐皮土豆 Hot House Tomatoes 溫室番茄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and get a free
 Honeydew melon. Honeydew melon.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 個白蘭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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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8
lb

$24848
ea

$3989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1 個白蘭瓜。

$1 2828
lb

$009898 lb$ 09898
2

$09898 2

$

$$

Gala Apples

$

Cilantro

$

Anjou PearsNavel Oranges

10 磅裝

作法

蔬菜清洗、瀝乾備用。
辣蘿蔔切片，再改刀切絲備用。
豆芽菜汆燙熟，加鹽、香油，拌
均勻；小黃瓜切片，再改刀切絲。

海帶芽用滾水燙 2分鐘膨脹後，
撈起瀝乾，加調料攪拌均勻備用。

麵條煮熟，撈起放在碗裡，均
勻鋪放辣蘿蔔絲及其他食材，最

後撒上芝麻。

辣蘿蔔泡菜 1小碗、海帶芽 10g、
豆芽菜 1小碗、白煮蛋 1個、新鮮
生菜、小黃瓜、白芝麻適量。

調料：醬油 2小匙、檸檬汁 2小匙、
糖 1小匙。

食材

辣蘿蔔風味拌麵

醃菜香
◎ 文 :斯玟

蔬菜醃漬隨各地不同的氣候、位置，各

有特色，單獨品嘗或做醃菜料理都美味。

中國傳統酸菜

冬季是大芥菜盛產的季節，

當季蔬菜便宜又美味，所以一般

醃芥菜都在冬天。醃法很簡單，

只靠陽光和鹽水就能製作，而酸

香風味則是醃漬過程中，天然發

酵而成。 
老祖先的智慧令人佩服，他

們懂得利用發酵帶出截然不同的

風味，明明只有加鹽，卻沒有死

鹹的味道。

芥菜有多種醃菜風貌，變化

出的料理更是不勝枚舉。酸菜料

理集鹹、香、酸、甘，滋味豐

富，除了做下飯料理，某些食材

還要酸菜的「酸」來襯托才夠味。

香料醃漬的酸黃瓜

酸黃瓜常見於西式料理，例如：

漢堡或熱狗，大部分人都要拿些酸黃

瓜來搭配，既可去油解膩，也能增加

風味。

有別於中式醃漬黃瓜的調味，西

式醃漬黃瓜是利用香草，最主要的一

味就是蒔蘿子。歐洲料理時興在油醋

小黃瓜中，加入蒔蘿的花和種子，不

僅風味絕佳，看起來也賞心悅目。

酸黃瓜也可以做醬料，瀝乾酸黃

瓜的水分，然後攪碎即可。如想要

辣味，可加些辣椒末，或是添加蜂

蜜，可使醬料的口感更加滑順。

韓國冬季辣蘿蔔泡菜

韓國人餐桌上的醃漬小菜，五花八

門，且各有特色，最常見的韓式醃漬料

理，除了泡菜以外，應該就屬辣蘿蔔。

天氣愈冷，蘿蔔又甜又爽口，特別適合

做辣蘿蔔泡菜。

韓式辣蘿蔔泡菜屬輕醃菜，醃製

的時間很短。同時，調味和發酵同時進

行，蘿蔔發酵完成也吸取了調料的風味。

辣蘿蔔可當小菜吃，或為菜餚添加

風味，例如：搭配麵糊做成泡菜煎餅，

或是發酵時間較長、酸味較重的辣蘿蔔

可當泡菜湯的湯底。

作法

酸菜清洗過後，只用酸菜梗，斜切成粗條。
牛肉切片，再改刀切粗條，加醃料抓均勻。
熱油鍋，先下牛肉，中火加熱至肉熟變
色，稍微翻炒，起鍋備用。

原鍋下辛香料，煸出香氣，再加酸菜，中
大火快炒，加2大匙水，稍微收乾，下牛肉，
翻炒均勻，起鍋前加點兒香油，風味更佳。

牛肉 300g、酸菜 250g、蒜粒 1/2大匙、
辣椒段和青蔥段各 2大匙。
醃料：蒜末和糖各 1/2大匙 ；醬油、酒各 1
大匙 ；太白粉 1小匙。

食材

酸菜炒牛肉

作法

麵包切片，約 1公分厚，再切適
口大小；香草清洗、瀝乾後切碎。

酸黃瓜切片，約 0.5公分厚。
麵包烤酥脆，抹上一層雞肝醬，
再鋪上酸黃瓜片及香草。在盤子上

加些小蕃茄配色，即可上菜。

美味秘訣

雞肝搭配不同風味食材，可提升口

感，而好口感則來自脂肪成分。酸

黃瓜的酸香滋味搭配濃郁滑口的雞

肝醬，可去油解膩，又增添美味。

酸黃瓜、現成雞肝醬、全麥麵包、

蕃茄、新鮮百里香和蒔蘿適量。

食材

酸黃瓜雞肝醬三明治

難 忘 的 好 味 道

節氣飲食冬季養生食物
◎ 文 :山平

冬天只要吃對食物，就能達到養生的效果，善用營養，由

內而外打造健康好氣色。

腎和黑色的食物最相宜

中醫認為，冬天腎氣旺，必須養腎防

寒。中醫五行學以五色食物補養五臟，

其中「黑色入腎」，指的是多吃黑色或紫

色、深褐色的天然動植物，包括：黑豆、

黑米、黑木耳、黑芝麻和紫菜等。此外，

核桃、板栗和桂圓也有助於補腎益氣。

冬天活動力普遍降低，不易出汗，飲

水量也跟著減少，不利排出體內毒素和廢

物，造成結石，甚至影響腎功能減退。健

康人一天大約需要攝取2000c.c.的水分，

因此，定時飲水很重要。同時，及時如廁

排出身體有害物質，有益腎臟健康。

熱量較高的食物可產生熱

吃對食物就如同選對材質、穿對衣

服，可以在冬天更加溫暖。正確的食物可

以讓身體由內而外暖和起來，富含醣類、

蛋白質、脂肪營養素的食物是首選。生物

本能會驅使我們去吃熱量較高的食物來幫

忙身體產生熱，冬天多吃些油脂是可以的。

冬天氣候乾燥，好發便秘與痔瘡，此

時補充蔬果不能少。三餐飲食應多吃當季

蔬果，例如：菠菜、南瓜、茼蒿、白蘿蔔

等，都是營養高纖的蔬菜。為了增加蔬果

攝取，可將蔬果做成醬汁搭配熱量高的肉

食，不僅營養均衡，也提升了風味。

攝取足夠的碘好保暖

醫學界認為，甲狀腺分泌的甲狀腺

素可促進身體代謝及組織生長，只要一缺

乏，身體整個都會出問題。例如：一變天

就怕冷、身體感覺容易疲倦、頻繁掉髮、

甲狀腺腫大，或因為代謝變慢，容易發

胖。適量攝取碘，能讓甲狀腺素正常分泌。

目前一般精鹽裡都已經加入碘，但是

有些人使用岩鹽或其他鹽取代精鹽，碘的

攝取量就有可能不足。冬天可以多吃海

帶、紫菜，即可補充碘，像海帶排骨湯、

紫菜蛋花湯等，還有海魚、蝦、牛奶、蛋

等，都是很好的含碘食物。

 冬季天冷氣燥，用海帶燉肉湯，
不僅補充碘，也是暖心暖胃的好湯。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4 看養生 Health 第131期  2020年 11月 5日—11月11日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小妙招

◎  文：小萍

香甜可口、營養豐富的柿

子，是秋天時令水果，古希臘

人譽為「神仙的果實」，富含纖

維、礦物質、多酚類物質和微量

營養素等，每天只要吃上半顆，

就有很好的預防動脈硬化、心血

管疾病的養生功效。

柿子味甘，性寒，入肺、

胃、大腸經，能潤肺止渴、緩解

咳嗽、清熱解毒，還能緩解便

秘、腹瀉、痔瘡等症狀。

柿子三寶

除了柿果以外，中醫認為，

柿葉、柿蒂、柿霜均有治病功

效，堪稱「柿子三寶」，可別錯

過了。

❶ 柿葉

柿葉含膽鹼、蘆丁、蛋白

質、礦物質等，以及和茶葉類似

的單寧物質，又富含維生素 C，
多達檸檬的 20倍。以柿葉煎服或

沖開水飲用，有補虛、除熱、止

血、鎮咳、化痰、利尿、通便、

解酒等功效，還能降低血壓、促

進新陳代謝、增加冠狀動脈血流

量。日本民間素來有喝柿葉茶的

習慣，養生效果很好。以新鮮柿

葉泡澡，能促進血液循環。

❷ 柿蒂

柿蒂是柿子的乾燥宿萼，味

營養豐富的柿

子，每天只要吃上

半顆，就有很好的

預防動脈硬化、心

血管疾病的養生功

效。

秋天一起來吃柿子吧時令
水果

飲食
健康

苦，性平，歸胃經。於冬季果實

成熟時加以採摘，洗淨、晒乾

後可用，是降逆氣、止嘔吐的

常用中藥。取柿蒂 30 克、丁香

15 克和生薑 10 克，共同煎湯送

服，每日 2 次，有迅速降氣止

呃的效果。

❸ 柿霜

柿霜就是柿餅表面附著的許

多白色粉末，具清熱、潤燥、消

炎、化痰等功效，可治療咽乾喉

痛、口舌生瘡、肺熱燥咳等症。

慢性氣管炎患者可以用柿霜 6 ～

10 克，以溫開水化服，每日 2
次，收效頗佳。

「柿子三問」有解

剛採摘的柿子比較硬，怎麼

才能盡快成熟呢？

吃柿子有哪些功效？哪些食

物不能和柿子一起吃呢？

1.柿子軟化
最簡單的方法，放在太陽底

下晒。通常選擇靠東、靠南的窗

戶，在太陽光經常照射的地方，

擺放柿子，晒上三天以上，就有

些軟化了，等到全部軟化，就可

以吃了。

2.柿子功效
① 秋季比較乾燥，氣溫時

冷時熱，吃應季的柿子能提高免

疫力，防止細菌侵襲。

② 吃柿子還能軟化血管，

促進血液循環，這樣就降低了血

液黏稠度。

③ 現代人看手機、電視的

時間較多，柿子含有胡蘿蔔素，

可以保護眼睛。

④ 柿子裡面還含有果膠，

可以起到潤腸通便的作用。

3.吃柿子的禁忌
吃柿子好處多多，但不是人

人都適合吃。

① 腸胃不好的人，吃柿子

會出現拉肚子或者消化不良的症

狀。

② 空腹時，不宜吃柿子，

腸胃也會有不適感。

③ 柿子會阻礙人體對鐵質

的吸收，所以缺血的人不適宜吃

柿子。

④ 另外，柿子也不適合與

海鮮、肉類一起食用。柿子含有

鞣酸，會使蛋白質凝固，這樣就

不太容易消化了。

瞭解柿子的功效和禁忌，才

能快樂的享用美味的柿子！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蒸煮水果有
食療功效
水果性寒涼，不適合

脾胃虛寒、體質較弱者食

用。有一些水果可以加熱

食用，以蒸或隔水燉煮的

方法為主，煮熟了來吃，

將其寒性減弱，且食療效

果加倍。若要水煮，為防

止燉後的湯比較酸，應減

少加水的量。如果加糖，

也應控制分量。

1. 蘋果蒸著吃：止
瀉、降「三高」。

2.紅棗蒸雞蛋：健脾
胃、養肝腎。

3.熱燉柚子：化痰、
降火、助消化。

4.冰糖山楂：健脾開
胃、活血化痰。

5.川貝冰糖蒸梨：有
止咳化痰、潤肺的功效。

潤肺補氣方
藥材：等分量的枸

杞、菊花、紅棗、黃耆、

麥門冬，再加上 1/10的

山茱萸、五味子。

功效：補元氣，兼顧

肺管，增強抵抗力。不會

太燥或太涼，一般人都可

以服用。

緒，也跟人體生理有關。

大腦中的松果體會分泌「褪

黑激素」，這種激素能誘導人進

入睡眠。

春夏時，由於陽光充足，這

種「褪黑激素」分泌較少；入秋

以後，由於日照時間減少，強度

減弱，這種激素會有較多的分

泌，使人意志消沉，提不起勁。

中醫認為，五行生剋中，秋

屬金，金剋木，而木在五臟之中

又代表排解情緒的抒發之臟——

「肝」，控管情緒的肝被克制，

無法發揮正常功能，自然容易產

生憂愁、煩惱。

因此臨床上會針對個人症狀

開方，常使用方劑，如：逍遙

散、柴胡疏肝湯、歸脾湯等。

另外，也可以準備沖泡中藥

茶包，方便在家使用。

中藥茶飲 疏肝解鬱
疏肝解鬱茶包：柴胡 3 錢、

香附 3 錢、當歸 2 錢、芍藥 2
錢、白朮和甘草各 1 錢，其中

以柴胡疏肝解鬱作為主方；而香

附同樣能疏肝解鬱外，還能行氣

散結；當歸和芍藥搭配，養血平

肝，使肝氣流暢；白朮、甘草能

健脾胃，補元氣，使人精神飽

滿，身心舒暢。

按摩穴位 養心安神
除了中藥之外，還可以搭配

簡易的穴道按摩，例如：手少陰

心經的神門穴，具有養心安神的

效果，神門穴位於掌側，腕關節

橫紋處，靠小指端的凹陷之處；

足厥陰肝經的太衝穴，能疏肝理

氣，清肝火，緩和情緒，太衝穴

位於腳拇趾和第二趾的趾縫間，

向上約 3 指幅處。

擺脫「悲秋」情緒 中醫對症調理

（轉載自自由時報）

來到了秋季，萬物開始準備

迎接即將到來的寒冬，植物枯

萎、凋零，常讓人觸景生情，容

易給人悲傷、負面的感覺。根據

現代醫學研究，其實悲秋的情

秋季的肅殺、悲
涼之氣，總使古代
詩人在秋天，抒發
著悲歡離合等「悲

秋」的情緒。

秋季
養生

平時有空可以按摩穴道，對

於情緒平穩和提振精神有一定的

效果。

生活習慣方面，每日應當

晒 15 分鐘的陽光，三餐均衡飲

食，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能使

身體順應季節的交替變化調整，

而達到養生的目的。

喘的夙根。

小兒的體質跟大人還不一

樣，肺臟嬌嫩，脾常不足，腎常

虛，肺、脾、腎三臟掌管體內水

液之代謝，若此三臟功能失調，

水液代謝失常，痰濁內生，氣喘

反覆發作。哮喘小兒常有家族

史，體質遺傳，若肺、脾、腎三

臟失調，即釀成哮喘伏痰的基

礎，若又感受外邪，風痰不化，

讓病情更是膠著不去。

哮喘的發作，病情是內外夾

攻，內有痰飲伏留，外有邪氣引

動誘發。外邪以風寒為主，風熱

間有；邪入肺經，肺失宣肅，引

動伏痰交阻於氣道，氣機升降不

利，喉間痰鳴哮吼。但不論如

何，發作時就是要平喘止咳，治

療黃金期在緩解期，發作時不論

治多久，都只是在讓氣喘緩和下

來，因為氣喘病程反反覆覆，緩

解期的保養，讓氣喘不發作，最

為重要。

中醫治哮喘  
首先應辨明寒熱

哮喘發作時，首先應辨明寒

熱，熱者痰黃、身熱面赤、口乾

舌紅；寒者怕冷、痰清、苔白

滑。若在緩解期，分清陰陽，調

補為上，讓體質增強，不要輕易

犯哮喘。

寒性哮喘表現一派寒象，藥

用小青龍湯（麻黃、桂枝、白

芍、甘草、乾薑、細辛、半夏、

五味子）溫肺散寒，再加上三

子養親湯（紫蘇子、萊菔子、

白芥子）加強除痰。寒性哮喘

可說是藥入口，立刻見效，因為

症狀單一，但病久很少見到這麼

單一的症狀，大都是寒熱、虛實

夾雜。這種比較好治的症型在大

人比較多，小孩不容易看到。

熱性哮喘是聲高息湧，喉間

哮吼痰鳴，痰黃黏稠、胸膈滿

悶、身熱面赤，此時似乎來勢

洶洶，痰塞欲窒的感覺，但中

醫有句話，「實症易治，虛症難

醫」，只要清肺、滌痰、平喘就

可緩解。但病程日久，大部分都

已症狀錯綜複雜，有生命危險

時，非類固醇不能挽急症於萬

一，因此多待症狀穩定後，再行

中醫調理。

在緩解期，可趕緊補養，可

用健脾補肺益氣、固腎鈉氣等方

法增強體質。

哮喘者要小心感冒，氣候變

化要注意保暖，絕對不可以吃

冰，日常細心保養，不讓發作為

上。一旦哮喘痰鳴，要積極治

療，盡快緩解，讓傷害減到最

低。

小兒氣喘能完全治好嗎？
洶，也有轉圜餘地。

西醫治療哮喘，藥物分二大

類：一類是急性發作時的控制藥

品（支氣管擴張劑），另一類是

慢性緩解時的維持性藥品（抗

發炎藥物）。二大類同有口服及

吸入兩種劑型，吸入型最主要是

可在呼吸道達到較高的濃度，減

少全身性的副作用。近來還有

白三烯素拮抗劑（Leukotriene 
modifier）在市面上上市，研究

也陸續發表其對氣喘及過敏性鼻

炎的療效，且表明了明顯減少了

對類固醇的依賴。

哮喘治療黃金期在
緩解期

中醫認為哮喘虛症是主導，

肺、脾、腎三臟不足導致氣喘的

發作。直接原因是外有邪氣入

侵，內有痰飲留伏於肺，成為哮

小兒為純陽之體，

易虛、易實，病情變化

迅速，好的時候好得很

快，病情惡化也在瞬息

之間。

小兒氣喘在中醫的眼光來

看，完全治好不是難事，因為小

孩恢復能力強，即使病情來勢洶

 醫 師 講 堂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文：吳正一

◎  文：彭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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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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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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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文：Judy Huang

洗衣機是現代家庭中必備的電器設備之一，讓生活更便捷。然而，它有個缺點，當使

用時間越久，洗衣槽越容易累積髒汙與皂垢；又加上洗衣機是潮濕的環境，更加速了

細菌、黴菌在裡頭滋生。有研究指出，長期不清洗的洗衣機含有大量的大腸桿菌，比

馬桶上的還要多；另外滋生的黴菌也高達60%左右，對人體健康有害。

如何正確清洗洗衣機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發霉的內壁

 清潔濾網

  適量的洗衣液

洗衣槽的髒汙通常是由洗衣精

( 粉 ) 殘留、柔軟精殘留，棉絮殘留

等造成的。洗衣精中的油脂將衣服

上的髒汙帶出後，附著在洗衣槽內

壁，時間一久就成了洗衣機內槽的

髒汙。

建議以一個月的時間為單位來

固定清洗洗衣機，避免讓藏在洗衣

機中的細菌與黴菌造成家人的健康

危害。

清洗洗衣機的妙招:
將漂白水 150cc 至 200cc 倒入

洗衣機中，將水加滿到最高位置。

清洗洗衣機

2. 洗衣機應放置在通風處，若

是放在潮濕、不通風處易導致滋生

細菌與黴菌。

3. 衣服清洗完畢，應立即將

衣物拿去晾乾，避免放置洗衣槽過

久，增加濕悶的狀態。

  及時取出衣服晾乾

4. 每次清洗完衣物，要順便將

濾網洗淨，將裡面棉絮清乾淨。

5. 洗衣時，倒入的洗衣精避免

過多，以防洗不乾淨，而殘留在洗

衣機或衣物上。

6. 長期沒有固定清洗洗衣機的

讀者們，建議找專業清潔人員來拆

裝清洗，才能確保洗衣機的清潔。

  請專業人員清洗 打開洗衣機蓋

將面板設定為洗衣 15 分鐘，清洗

設定為 2 分鐘，注水清洗，脫水設

為 1 分鐘，讓洗衣機跑完行程就可

以了。

正確使用洗衣機:
1. 洗完衣服後，不要隨手把洗

衣機的門關上，這樣洗衣機中殘留

的水不易乾。應將洗衣機上蓋打開

通風約 1 小時，再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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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中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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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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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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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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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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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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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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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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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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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255-5288
403-255-6009

電

話

弓河康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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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968-8989

5809 Macleod Trail SW

403 636 1755

N.A. HEMORRHOIDS CENTRE 創於 1979
北美痔瘻治療中心 卡爾加里
N.A. HEMORRHOIDS CENTRE
北美痔瘻治療中心 卡爾加里

陳氏   代秘方治療5
痔瘡、肛裂、肛瘻、肛門濕疹、

肛周膿腫及疑難雜症
標本兼治，徹底除根
中西醫結合治療 
肛瘻治癒不復發
肛門贅皮微創
迅速止血止痛
即治即走，無需等待

info@canatcm.com

卡爾加里僅此一家
接受各類保險公司
額外保險
65 歲以上半價

N.A. HEMORRHOIDS CENTRE
北美痔瘻治療中心 卡爾加里

5809 Macleod Trail SW

403 636 1755
info@canatcm.com

創於 1979
北美痔瘻治療中心 卡爾加里

65 歲以上半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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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新的研究表明，O
型血的人感染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

的風險比其他血型的人低。

研究人員還指出，O 型血的人如果

真的感染了這種病毒，那麼患嚴重疾病的

可能性相對較小。

今年 6 月也有研究表明，A 型血

的人有比其他人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高

45%。

這些研究人員研究了 1900 例在西班

牙和義大利的 COVID-19 重病患者，並

將其結果與 2000 個沒有生病的人進行比

較。

今年 3 月，中國的一項研究表明，A
型血的人可能更容易感染病毒，O 型血

的人可能對病毒有更多保護。

這些報導讓一些專家擔心，A 型血

的人可能會恐慌或擔心，而 O 型血的人

可能會放鬆警惕或過於自滿。

「這些結果不能用來減少每個人需要

認真採取的預防措施，無論他們的血型如

何，」佛蒙特大學拉納醫學院的血液學家

和教授瑪麗 · 庫什曼博士說。

她告誡人們：「比如，有人在社交媒

體上問，O 型血的家人是否應該被派出

去購物。我們絕對不希望人們認為他們可

以不必受到保護，僅僅因為他們是 O 型

血的人。」

中國在 3 月份的研究中發現，正常

人群的血型分佈是：A 型佔 31%，B 型

佔 24%，AB 型佔 9%，O 型佔 34%。

在 感 染 病 毒 的 人 群 中，A 型 為

38%，B 型 為 26%，AB 型 為 10%，O
型為 25%。

研究人員據此認為，與其他血型相

比，A 型血患 COVID-19 的風險明顯較

高。而 O 型血與非 A 型血相比，感染疾

病的風險顯著降低。

專家們在最近的研究發表後表示擔

心，非 A 型血的人可能會「放鬆警惕」。

印第安納大學的微生物學家和生物學

名譽教授福斯特博士表示，這個結論需要

驗證，需要拿出更多堅實的數字和更大範

圍的研究。

庫什曼博士認為，這個研究從方法上

總體是合適的，但仍需要同行的全面評

審。她表示，她對這個研究結果不感到驚

訝，因為我們知道在其他環境和病毒中很

重要。

專家表示很多疾病都和血型有關。庫

什曼博士說：「我們發現 AB 型與中風風

險有關，而且通常與認知障礙風險有關，

儘管並非所有的醫學研究都這麼認為」。

「與其他類型相比，O 型也可以防止

心臟病發作和靜脈血栓，」她補充道。

福斯特博士舉例說明她研究的諾如病

毒等腸道疾病與血型之間的聯繫。她說，

諾如病毒有一個明確的生物學原因，導致

血型會有所區別。諾如病毒實際上是利用

細胞表面的糖類將自己附著在細胞上。

一般來說，不製造 H1 抗原的人和

B 型血的人會傾向於抵抗，而 A 型、AB
型或 O 型血的人則會傾向於生病。

「歸根結底，我們不知道如何處理這

些信息來預防或治療感染，」庫什曼博士

說。「例如，我不會放鬆對 O 型血醫護

人員的預防措施，這一發現並不意味著他

們可以免疫。」

「每個人都需要繼續洗手，與他人保

持物理距離，並遵循公共衛生專家的建

議」她說。

O血型不能對COVID-19新冠病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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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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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一副免費
i99 藍牙耳機

只需

新開通 月

。

$50 /

$50 
8 GB盡情享用 數據、

通話及短信，每月僅需

或更高計劃。

全加拿大範圍内

獨家優惠在以下商店可獲得：

chatr - Savanna Bazaar 
3190 - 5850 88 AVE NE 
Calgary, AB 
403-830-3800 

限時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僅適用於以上商店。* 藍牙耳機僅為新開通 $50/ 月或更高的數據、通話和短信計劃，且設置自動付款的用戶提供，數量有限，送完即止。以 3G 速度
獲得 8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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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金另計。更多信息請訪問 chatrmobile.com/plans。TM 商標使用許可 © 2020

Limited time offer,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Valid at praticipating location(s) above. *Bluetooth Headphones only available with new activation on a $50/mo or higher Data, Talk & Text plan on auto-pay. While quantities last. Get 8GB at 3G speed. 
Once you reach your 3G speed data allotment, your data speed will be reduced until your next anniversary date. Taxes extra. Visit chatrmobile.com/plans for more details. TM Trademarks used under license ©2020

（Storyblocks）

電話：403-768-2765  地址：757 57 Ave NE

施嘉強 醫師
註冊針灸師

Body Therapy Wellness Centre

具香港十年臨床經驗具香港十年臨床經驗

配合骨傷推拿整復手法配合骨傷推拿整復手法

曾參與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研究

擅長治療痛症、婦產科、兒科、
腫瘤科及神經系統疾病

通過針灸治病及增強體質通過針灸治病及增強體質

曾參與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研究

擅長治療痛症、婦產科、兒科、

bodytherapycalgary.com
在綫預約
bodytherapycalgary.com
在綫預約

Chatrmobi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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