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siontimescalgary.ca 聯繫電話:587-619-4229周四出版     卡爾加里版   

V I S I O N    T I M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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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2期     2020年11月12日—11月18日      庚子年九月廿七至十月初四

為何中國人高度關注美國大選？
Why Chinese Are Highly Concerned
About The US Election

A6好心人得善報
Compassionate Woman Receives
Miraculous Blessing

華為千億出售
旗下品牌榮耀B3A4 真正的收藏家

是精神貴族B5English or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這場塵埃尚未落定的大選，現

已在全美範圍曝出了各種系

統舞弊的事實，引發美國憲

政危機。

已 經 為 您
準備好了！

毗鄰公園地段可得 在線觀看樣板屋

在線觀看樣板屋
現已開通

趕快行動 — 最後一期正在發售 !

鎮  屋
起   價

雙拼屋
起   價

前置車庫獨立屋

起   價

� ONLINE VIRTUAL TOURS 
� � AVAILABLE NOW

EVANSTON 
IS READY 
FOR YOU! 

• MOVE-IN-READY HOMES • PARK LOTS AVAILABLE • ONLINE VIRTUAL SHOWHOME TOURS

Located in northwest Calgary, Evanston 
offers the opportunity to live with open 
spaces, open doors, and open hearts. And 
right now, you can get a new home that's 
close to schools, shopping, and tons of 
amenities. Explore Evanston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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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置車庫獨立屋

起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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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 the election, President 
Trump repeatedly warned that mass 
mail-in voting would lead to election 
fraud. Now more than a week after 
the election, evidence of fraud is sur-
facing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On Nov. 7, as many media enti-
ties proclaimed Joe Biden to be the 
president-elect, Black Lives Mat-
ter co-founder Patrisse Cullors re-
quested a meeting with Biden and 
demanded in her letter: “We want 
something for our vote.”
  According to the director of Big 
Data Poll, Richard Baris, in Michi-
gan more than 10,000 dead resi-
dents are suspected to have voted in 
this year’s general election. About 
9,500 confirmed dead voters were 
marked as having returned ballots 
after the state’s mail voting database 
was compared with the Social Se-
curity Death Index (SSDI). Another 
2,000 or so voters were shown to be 
older than 100 years but were not 
listed as known living centenarians.
 Conservative media site Big 
League Politics made a secret vid-
eo recording of poll worker train-
ing in Detroit, where the instructor 
was shown training workers to 
treat challenged ballots like regular 
ballots, and to deny access to poll 
challengers wanting to observe 
vote counting. She told the trainees 
to call 911 on any challengers and 
to use COVID as an excuse keep 
the observers away from the ballot 
handlers.
  The video was ordered taken down 
by Michigan Attorney General Dana 
Nessel due to its contents being 
“taken out of context or deceptively 
edited.” She threatened to prosecute 
the site’s owner if they did not re-
move all content related to the tag 
#DetroitLeaks. 
  A vote tabulation software used in 
30 states, including all of the swing 
states, was suspected to have as-
signed Republican votes to Demo-
crats.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11 月 6 日，美國聯邦選舉

委員會（FEC）主席特雷．特瑞

納（Trey Trainor）認為，仍在

計票的各州中，正在發生選舉欺

詐行為；若未能遵守法律，這次

大選就是「非法的」。但特瑞納

的聲音被美國眾多媒體所屏蔽。

11 月 7 日 中 午，CNN、

美聯社、NBC 等媒體宣布：美

國總統候選人喬．拜登（Joe 
Biden）以 273 票突破門檻，「當

選美國第 46 屆總統」。之後拜

登將自己的推特認證信息改為

「當選總統」。美國總統川普稱

拜登正急於「假裝」成為贏家，

他在聲明中寫道，「合法選票決

定誰是總統，而不是新聞媒體。」

11 月 9 日，美國司法部長

巴爾（William Barr）發出一份

備忘錄表示，在 2020 年總統大

選結果被正式認證前，授權聯邦

檢查官對大量的投票違規指控進

行調查。通常司法部的政策是直

到證明選舉結果受到欺詐影響才

進行公開調查。

同 一 天， 美 國 總 務 署

（GSA）發言人表示，署長墨菲

（Emily Murphy）僅在「根據憲

法規定的程序明確勝選人時」才

啟動過渡。根據1963年的法律，

GSA 管理部門將決定何時確定

美國總統大選贏家，屆時將為新

政府打開通往美國聯邦機構的大

門，並為他們提供運營資金。

11 月 10 日美國國家情報

總監（DNI）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 證 實， 在 總 務 署

（GSA）確認這次大選結果之前，

拜登將不會獲得最高級別國家安

全信息。

這意味著拜登競選團隊推動

美國總務署（GSA）批准總統權

力移交的行動目前受挫。

三大媒體切斷總統講話

11 月 5 日 晚 上 6 時 30
分，川普在白宮舉行了一個新

聞發布會，發表了重要講話。

美國三家大媒體 ABC、CBS、

MSNBC 不約而同迅速切斷了

川普總統講話。

11 月 9 日，白宮新聞發言

人凱利．麥肯納尼（Kayleigh 
McEnanny）在新聞發布會上繼

續推動選舉存在欺詐指控，福克

斯新聞掐斷了直播。福克斯新聞

曾在 11 月 3 日晚，率先聲稱拜

登拿下亞利桑那州，被川普支持

者認為這家「保守派」大型媒體

已經變臉。

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則繼

續選擇性屏蔽川普總統的推文。

眾多媒體評論員認為，美國大型

電視臺在直播中掐斷白宮發言人

和總統的講話，在世界亦屬罕

見，除非媒體政變發生之時。

                   （下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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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投票、逝者投票亂象

（接 A1）在民主黨主政多

年的加州，一名女選民承認，家

中一隻兩歲半大的母狗，和家庭

成員一樣收到了郵寄選票，並已

被註冊為選民，郵寄選票上顯示

狗的名字。她證實，狗狗投票成

功，選舉記錄已經公布。

在密西根州，有一萬多已經

死亡或懷疑死亡的密西根居民進

行了「郵寄投票」。該州的郵寄

投票資料庫中，通過社會保障死

亡指數確認死亡的約 9,500 名居

民已投票。此外還有將近 2,000
名百歲老人投票，可是他們卻不

在已知的在世百歲老人名單上。

投票站進行作弊培訓

保守派媒體網站「大聯盟政

治」（Big League Politics）獨家

披露了一系列底特律泄密視頻，

密歇根州總檢察長內塞爾（Dana 
Nessel）威脅記者刪除該視頻。

該視頻顯示底特律投票站，

為工作人員進行各種各樣的作弊

和欺詐選民培訓。計票員被告知

如何將有疑問的選票計算為合法

選票，如何應對來自川普支持者

的質疑，以及如何以 COVID 病

毒為藉口拒絕監票員監督計票。

問題計票系統

Dominion
這 次 被 發 現 有 問 題 的

Dominion 計票系統，被使用在

全美30個州，包括每個搖擺州。

在本次大選中，這個系統被發現

錯誤頻出。如在密歇根州的安特

里姆縣（Antrim County），這個

投票系統把 6000 多張投給川普

的票記給了拜登。解決錯誤後，

川普勝出。

民主黨大佬佩洛西多年的幕

僚長，是 Dominion 公司的重要

高管。加州民主黨參議員範士丹

（Dianne Feinstein）的丈夫布魯

姆（Richard Bloom）是該公司

的重要股東。而該公司的技術和

關鍵零部件是來自中國。

電子「偷票」玩弄選情

聯合安全運營集團（Allied 
Security Operations Group，
ASOG） 的 拉 姆 斯 蘭（Russ 
Ramsland）揭示了電子投票機的

安全漏洞，尤其是電子投票「偷

票」背後的操作機制。他表示，

有些州不肯安裝電子投票機，就

是因為擔心它在安全性能方面存

在問題，安全專家們可以輕易進

入觸摸式投票器的電子中心系

統，並刪除全部的投票記錄。拉

姆斯蘭說，他確實發現了這些數

據流受到操縱，將選情擺弄於股

掌之間。

將軍爆料CIA非法濫權
11 月 8 日， 川 普 律 師 團

隊成員之一，著名律師鮑爾

（Sydney Powell）指控民主黨利

用稱作「錘子計分卡」（Hammer 
Scorecard）的超級電腦和應用程

式組合，實時更改計票結果，將

川普的選票改到民主黨候選人拜

登名下。

以 空 軍 總 部 第 三 號 人

物身份退役的將軍麥金奈尼

（ThomasMcInerney） 證 實，

錘子是信號情報系統（Signal 
Intelligence）源起國家安全局，

歐巴馬政府時期，CIA 接手了這

套系統，在其中加入了一個叫計

分卡 Scorecard 的應用程式，這

個計分卡可在投票過程中瞬間改

變候選人的選票數。麥金奈尼表

示，歐巴馬在 2012 年選舉中，

在佛羅里達州使用了該系統，今

年民主黨初選中拜登也是用這個

系統打敗了麥金奈尼，而 CIA 把

它應用於美國人民是非法的。

麥金奈尼還提到計分卡

的 開 發 人 蒙 哥 馬 利（Dennis 
Montgomery）冒著巨大的風險

踢爆了這一陰謀。鮑爾說蒙哥馬

利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記錄了所

有的數據流向，這些都將成為呈

堂證供。

特工威脅郵局證人

11 月 10 日，「真相工程」

（Project Veritas） 報 導， 美 國

郵局檢舉人理查德．霍普金斯

（Richard Hopkins）受到威脅。

霍普金斯此前爆料說，賓州的郵

局局長要求員工將 4 日收集到的

郵寄選票全部蓋上 3 日的郵戳，

讓這些遲到的選票被有效計入。

特 工 拉 塞 爾． 斯 特 拉 瑟

（Russell Strasser）的威脅錄音

說：「我想讓你稍微聽話點。」

「我們喜歡控制我們自己的思

想。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可以

說服自己的記憶。但是，我會特

意為你做點事，當你開始承受壓

力，那樣你的腦子會更清晰。」

上千人願意作證

11 月 10 日晚，白宮發言人

麥肯納尼宣布了長達 234 頁的宣

誓陳述書：「我們一直聽到『證

據在哪裡』的鼓譟聲，就在這

裡。 234 頁的宣誓陳述書，這些

都是真實的人、真實的指控，簽

名是經公證人認證的。」川普律

師朱利安尼同日透露，已有上千

名證人願意出庭作證，以及大量

證據證明大選存在舞弊。

頂尖律師助陣川普

美國法律界知名維權大律師

林 肯 ‧ 伍 德（Lucian Lincoln 
Wood）日前也宣布加入川普陣

營。伍德說，本來川普已接近大

獲全勝，「然後，所有的主要電

視臺，包括福克斯，不約而同

用慣用套路向美國人民撒謊。他

們把川普總統的勝利說成謊言，

把拜登落敗謊稱為得勝，他們先

是停止計票，等我們第二天醒來

時，都驚訝的說昨晚究竟發生了

什麼 ?」他認為美國正面臨憲政

危機，這就是他加入川普團隊的

原因。

    The software was provided by Do-
minion Voting Systems and was 
discovered to have given more than 
6,000 votes for Trump to Biden in 
Antrim County, Michigan. After the 
“glitch” was corrected, Trump won 
the vote in that county.
  As it turned out, Dominion has deep 
ties to senior Democratic Party of-
ficials. Its CEO, John Poulos, was a 
former chief of staff to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Richard Bloom, hus-
band of California Democrat Senator 
Dianne Feinstein, is a major share-
holder of the company.
  In addition, Poulos confirmed at a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in January 
that key components of Dominion’s 
machines came from China.
  On Nov. 8, Sidney Powell, a mem-
ber of Trump’s legal team, accused 
the Democrats of using a pair of pro-
grams named “Hammer” and “Score-
card” to change the vote tallies in real 
time in favor of Biden.
  Lt. Gen. Thomas McInerney, former 
third-in-command of the Air Force, 
described these programs as having 
come from the CIA and privatized 
by Obama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They could change votes during the 
data transfer process between voting 
stations and data storage hubs. McIn-
erney stated that Obama used the sys-
tem in Florida in 2012, and Biden also 
used this system to defeat Sanders in 
the Democratic primary this year. 
He stated that the original developer, 
Dennis Montgomery, had taken a 
great risk to become a whistleblower 
to expose these plots.
  On Nov. 5, postal worker Richard 
Hopkins told Project Veritas that his 
supervisor at a Pennsylvania post of-
fice had instructed employees to post-
mark all ballots as Nov. 3 even if they 
were received after this date so that 
those ballots could still be counted. 
While Hopkins agreed he may have 
heard the conversation out of context 
after speaking with agents from the 
USPS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Project Veritas is promising another 
postal worker to have step forward 
with a similar claim. 
  On the evening of Nov. 10,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Kayleigh 
McEnany spoke to Sean Hannity of 
Fox News: “We keep hearing the 
drum beat of ‘Where is the evidence?’ 
Right here Sean, 234 pages of sworn 
affidavit. These are real people, real al-
legation, signed with notaries...anyone 
who cares about transparency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system should want this 
to proceed to the discovery phase.”

美面臨憲政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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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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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於 4 � 2 � � 1 浴 廁 柏 文 � � , 770
呎 , 較��合�� , 開放式設計 , 面對寧
��街 , 包一停車位 , �� Kensington
購 物 � 段� � � � 西 北 14 街�學 校�
����車站 � $159,900

西北 Hillhurst   �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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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向西
獨立�層屋 2311 呎 , W/O 土庫�部完成 , 較
���屋頂 , 家庭���高�層 , 主層�層鋪
實木�� , 2 ����� , 大量升�裝� , ��
油漆,2 台較�中�暖�爐��水爐�4+1 �
� 3.5 �廁 , ��學校�
����車站� $615,000

西北 Edgemont �校� �院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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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較� 2 �� 2 浴廁柏文�� , 建於 2014
年 , 1000 呎 , ��一� , ���合�� , 
大 理 石 檯 面 , 開 放 式 設 計 , 包 一 � 下 停
車位 , ����,中� 街� #3 �車站可
直�市中心� $298,000

東北 Highland Pa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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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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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開放

�碼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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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11 月 14 日 ) 1 - 3 PM
79 Edendale Way NW1 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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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左）密歇根州總檢察長內塞爾威脅記者刪除底特律洩密視頻的律師信。

（右上）這名女選民家的兩歲半母狗投票成功。

（右下）郵局檢舉人霍普金斯受到威脅。(網絡圖片)

www.jessicach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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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InHarmony.ca

2019
W I N N E R

獨立家庭屋現在

鎮屋

獨立家庭屋

平房別墅

豪華獨立屋

起價

起價

起價

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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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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HOMES from the $470s
>SINGLE FAMILY HOMES from the $580s
>BUNGALOW VILLAS from the high $700s
>ESTATE HOMES from the $930s

C A L G A R Y  R E G I O N

COMMUNITY
OF THE YEAR3X

Lake Access lots now 
available from the $680s

Springbank

dock away
Lake Life is just a

湖畔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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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添「冒險」再添「冒險」享受美食享受美食
湖畔生活湖畔生活HarmonyHarmony

◎文：林璇  圖：Bordeaux Developments

居住在卡城西部的湖泊 Harmony 社

區，就像居住在童話之中。這裡風景如

畫、充滿活力，各類休閒設施豐富，距離

洛磯山班夫國家公園只有不到一小時的車

程。現在社區的設施包括 40 英畝的淡水

湖、沙灘、Mickelson 國家高爾夫球場、

步行徑和遊樂場；在未來，這裡還將會有

另一個面積為 100 英畝的湖泊。

今 年 8 月， 社 區 內 的 南 灘 大 樓

（South Beach Building） 和 Harmony
冒險樂園（Adventure Park）已經開始

建造。

計畫中，南灘大樓將在 12 月完工。

它位於南灘（South Beach）東入口處，

內設更衣室、洗手間、室外淋浴區、客人

入口亭和自行車停車欄。

「南海灘大樓是 Harmony 社區建造

的第一個業主協會設施」，Harmony 社

區業主協會的管理員 Vanessa Jollimore
說，「到明年夏天，這裡將為居民及訪客

帶來令人驚嘆的沙灘體驗。」

此外，Harmony 的開發團隊一直在

努力建設 Harmony 的冒險公園。該公園

將與日後的沙灘俱樂部相輔相成。冒險樂

園將在三年內建設。樂園的一期工程預計

將在今年冬天建成，屆時將向居民開放。

「Harmony 的冒險樂園能在一年

四季中都為居民提供戶外活動場所，」

Bordeaux Developments 的 營 銷 經 理

Laurel Lapointe 說。「在 溫 暖 的 春 夏

季節，居民可以享受沙灘排球、越野單

車訓練場（pump track）和滑板公園

（wheel flow plaza）。到了冬天，居民們

可以享用滑冰道和雪橇山。另外，寵物

公園在所有季節裡開放。因此，冒險樂

園為社區既增加了活動範疇，又讓居民

之間增進了聯繫」。

最 近 的 好 消 息 是， 在 本 月 5 日

Launch Pad 在 Harmony 社 區 內

Mickelson 的國家高爾夫俱樂部開業了。

作為 Harmony 第一個帶有消費者服

務的商業建築，Launch Pad 為俱樂部會

員、Harmony 社區居民和公眾提供了在

餐廳用餐、在專業商店購物的機會，不久

的將來，這裡還會提供外賣食品（Grab 
and Go）。

Windmill 高爾夫集團執行合夥人

Barry Ehlert 說，「居民們已經等待了

很久，在社區內擁有有一個集社交、餐

飲和活動於一身的空間，這是一個重要

的時刻，讓我們打開餐廳和專業店的大

門吧。」

「Launch Pad 是 對 Harmony 社

區 的 非 常 棒 的 補 充，」Bordeaux 
Developments 市 場 推 廣 經 理 Laurel 
Lapointe 表示，「這是社區規劃中眾多商

業設施中第一個開業的商業大樓，為社區

翻開了激動人心的新篇章。」

在今年秋天，Harmony 社區推出了

新價位的各種類型房屋，包括 Birch 系列

的多戶聯排別墅，起價為 46 萬元；Poplar
系列前置或後置車房獨立屋，起價為 55
萬元；Willow 優雅平房系列，起價為

76 萬元；還有 93 萬元起價的 Tamarack 
Estate 高級豪宅和湖畔莊園系列。

Harmony 社 區 由 Qua l i co 
C o m m u n i t i e s 與 B o r d e a u x 
Developments 聯合打造。

Qualico Communities 從事住宅建

設和土地開發行業已有 65 年以上的歷

史，總部設在溫尼伯。Qualico 在卡爾

加里也有辦公室。其已經打造的社區，

除了 Springbank 的 Harmony 之外，還

包 括 Evanston、Redstone、Crestmont 
West、Crestmont View、Cochrane 的

Rivercrest、Airdrie 的 Ravenswood 和

Chestermere 的 Dawson's Landing 社區

等。即將推出的社區包括 Ambleton、
Langdon 的 Painted Sky 和 Vermilion 
Hill。

Bordeaux Developments 成 立 於

2001 年，是一家綜合性土地和房屋開發

公司。Bordeaux 擁有數十年本地和國際

的住宅、商業和休閒用地等項目開發經

驗，採用富有活力的方案，推陳出新，滿

足不同住戶的需求。

對 Harmony 社區感興趣的讀者，可

瀏覽網站 liveinharmony.ca，或前來參觀

展示屋。展示屋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三下

午 2 時至 8 時；週六、週日及假日為正

午 12 時至下午 5 時；週四的開放時間，

因各個建築商不同。

（資料由商家提供）

滑冰道

湖畔地段-共享碼頭 散步小徑

滑板公園

Launch Pad

https://liveinharmon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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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疫情下，入境加拿大近

期又有了新規定。根據當局週一（11 月

9 日）發布的消息，加拿大政府對任何

進入加拿大的人都提出了新的強制性的

要求——從 11 月 21 日開始，從其他

國家飛往加拿大的旅客，必須在抵達加

拿大之前（包括已抵達），下載並使用

ArriveCAN 應用程序。違者最高可面臨

1000 加元的罰款。

加媒體報導稱，從 2020 年 11 月 4
日開始，航空公司可能會提醒旅客在登機

飛往加拿大之前，需要通過 ArriveCAN
提交信息。同時，加拿大政府也強烈鼓

勵通過陸路或水路進入加拿大的人，通

過下載 ArriveCAN 移動應用程序或在

線登錄，以提供必填信息，包括旅行和

聯繫方式，隔離計畫（除非獲得豁免）

和 COVID-19 症狀自我評估。提交信息

後，旅客將收到 ArriveCAN 列印紙。進

入加拿大後，他們必須將此紙出示給邊境

服務官員，後者將驗證他們是否已提交所

有信息。

那些未在登機前在線提交所需信息的

旅行者，可能會收到口頭警告甚至最高會

被罰款 1000 加元。對於那些由於個人情

況（例如殘疾或當地缺乏網路）而無法以

電子方式提交文件的人，將作例外處理。

聯邦政府稱，ArriveCAN 將尊重任

何使用者的隱私，不會使用 GPS 等方式

追蹤旅客的活動。在加拿大的幾個主要城

市機場：溫哥華、卡爾加里、多倫多皮爾

遜等機場，都設有 ArriveCAN 程序使用

者快速通道。

當局還表示，實施這一新規，旨

在控制中共病毒 ( 又稱新冠狀病毒，

COVID-19) 的傳播。

【看中國訊】與歐盟協調，加拿大政

府 11 月 6 日把 13 名白俄羅斯官員增列

到予以制裁名單上。這促使一些加拿大

人再次向聯邦政府呼籲，反人權的中共

官員應受到同樣的制裁。加拿大政府表

示：「自 2020 年 8 月欺詐的總統選舉之

後，白俄羅斯政府發起了一場有組織的

鎮壓運動，動用國家機器對公眾抗議和

反對派團體暴力相向。對持續的有關侵

犯人權的有據可查的報導，加拿大深為

關切，包括侵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和平集會。」

據《路透社》報導，加拿大香港聯盟

（Alliance Canada Hong Kong）執行總

監王卓妍（Cherie Wong）表示，她支持

加拿大政府擴大制裁白俄羅斯官員，而北

京在香港與新疆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中

共反人權官員應該受到同樣的制裁。

王卓妍擔心加拿大政府對白俄羅斯與

中共採取雙重標準。她說，這確實使加拿

大香港人和社區成員「感到心如刀絞」，

數月來他們一直在呼籲加拿大對中共官員

實施制裁。今年 7 月加拿大香港聯盟致

信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要求加拿大制裁中

共反人權官員，信函獲得近 70 名議員簽

名支持。

加拿大的《外國腐敗官員受害者保

護 法》（Justice for Victims of Corrupt 
Foreign Officials Act），亦稱《馬格尼茨

基法》，與美國和英國制裁侵犯人權者的

立法類似。美國 8 月已宣布，對香港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及其他中共與香港官員共

計 11 人實施制裁，制裁他們破壞香港自

治及限制香港公民的言論及結社自由。但

加拿大至今沒有下文。

大赦國際和其他人權組織的記錄顯

示，香港警察在 2019 年中期的「反送中」

大規模抗議活動中，對抗議者任意逮捕、

殘酷毆打和酷刑。

加拿大香港之友（Canadian Friends 
of Hong Kong）召集人 Natalie Hui 說，

對香港或新疆正在發生的事情保持沉默和

無所作為，是對北京的默認。

加拿大前司法部長歐文．科特勒

（Irwin Cotler）指出，加拿大已對俄羅

斯、委內瑞拉、沙烏地阿拉伯、緬甸和南

蘇丹的官員予以制裁，之所以沒對中共官

員實施，估計是擔心中共凌霸並以拘押在

北京的加拿大人進行報復。他希望歐盟很

快能夠對中共官員實施制裁。

加拿大外交部發言人回應：「我們認

為，實施制裁的明智方法是與一個核心

國家集團一起發揮最大影響，而不是單

獨行動。」

入境加國新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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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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The U.S. election is attracting global atten-
tion, and the counting is at a standstill. 

Compared to the indifference and quietness 
of the Chinese media, Chinese citizen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U.S. election than 
ever before.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Douban, one user 
posted: “400 million (Americans) are pitch-
ing, 1.4 billion (Chinese) are watching.”

  Another Chinese netizen wrote: “The news 
of the suspension of Ant group’s IPO has 
only been hot for half a night. The headlines 
are still firmly in the hands of Trump and 
Bide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so much 
political enthusiasm from the Chinese. Even 
when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elec-
tion, we can’t influence it in the slightest, and 
all of us can’t even cast a single vote.” 

  On Nov. 4, an American named Heide re-
portedly posted a bizarre graph of Wisconsin 
vote counts to the Wisconsin Election Com-
mission’s (WEC) Twitter account, asking for 
an explanation. The WEC never responded. 
But the graph has been quickly printed as a 
new product on Taobao in China, the largest 
e-commerce site in the world, and it’s con-
sidered an icon of the race’s historic signifi-
cance. 

  On Nov. 7, former U.S.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claimed to have won the election. Bu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legal challenges are still ongoing. 
He stated the winner will be determined by 
legitimate votes, not the news media. Since 
the night of Nov. 3, the election has gone 
from a mere election battle to a massive legal 
assault as rumors of suspected vote fraud 
spread around the country. 

  Also on Nov. 7, nearly 40 Republican mem-
bers of Congress signed a letter to US Attor-

ney General William Barr asking him to open 
a form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lection fraud 
allegations to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the U.S. 
election. 

  The respons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odd. On one hand, th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Ministry issued a long state-
ment On Nov. 5, appearing as though they are 
congratulating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on its arrival. The Vic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Le Yucheng said at a media confer-
ence that “we are very concerned - we hope 
this election will be smooth and smoothly 
conducted”, which hinted that Beijing hopes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will move in the 
same direction with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On Nov. 7, leaders of 
several nations did not wait for the official 
decision by the electors or a final U.S. court 
ruling, they congratulated Biden, including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However, 
not any words from CCP leader Xi Jinping 
yet. 

  Since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
paign has reached a fever pitch, observers 
have noted the scarcity of official Chinese 
media coverage and commentary on U.S. 
election news. Radio Free Asia reports that 
a directive, allegedly from the Central Com-
mitte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Com-
munist Party of China , was recently issued 
to Chinese media outlets. The content of the 
directive requires that news about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our 
spokesperson’s position on the situation,” and 
that it should “not inflame emotions, prevent 
public speculation from going sideways,” 
and “strictly guard against anti-American 
and U.S. boycott and other inflammatory 
messages.

  Why is the CCP so cautious this time? 
Some commentators think it is because they 
knew of the uncertainties even before the 

election night.

  On Nov. 4, the USA Today live broadcast 
of the vote counts showed that staff received 
mail in ballots from mainland China through 
SF express. Although many citizens, who 
do not return to the U.S., can have their bal-
lots mailed abroad, many Chinese people 
questioned the fact that China’s SF Express 
does not support mail-in ballots from within 
the U.S. 

  Chinese internet users have taken notice of 
an election software system called Domin-
ion, which has been used in 30 states, includ-
ing Wisconsin, Nevada, Pennsylvania, etc. 
including every single major swing state.

  The Michigan Republican Party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on the afternoon of Nov. 6, say-
ing that a large number of Republican votes 
were counted for Democrats after a “glitch” 
in the software. Although they did not men-
tion Dominion specifically, the software was 
reported by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com-
pany as with potential threat. On Dec. 16 of 
last year, supply chain monitoring company 
Interos Inc. released a report “Interos study 
of Widely-Used Voting Machine finds 1 in 
5 components from China-based compan-
ies” warning voting machine suppliers of 
the risks of using “unsafe” components from 
overseas suppliers, which are often difficult 
to review and monitor.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20 percent of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components in popu-
lar voting machines come from suppliers 
in China. In addition, nearly two-thirds (59 
percent) of the components in the machines 
were from companies with operations in both 
China and Russia.

  Unlike China’s official stance, Chinese cit-
izens have a complicated mindset about who 
will win the election, whether it’s Trump or 
Biden. The Chinese netizens’ Chinese name 
for Trump is “Truan Jian Guo”, which means 
that Trump will push China toward self-reli-
ance and that the Chinese need to build their 
own country. 

  Biden was called “Bi Jen Hua,” which 
means that Biden is friendly to China and 
can continue to support revitalization and 
strength. During the election, Free Asia 
correspondents observed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that most people, both inside and out-
side China, supported Trump’s re-election; 
some, of course, supported Biden for presi-
dent, including some dissidents.

  Meanwhile, one online article has become 
very popular among mainland Chinese net-
izens. It calls the election “a battle of values, 
a final contest between good and evil”. The 
article, written by an anonymous author, is 
entitled “The 2020 U.S. Election: Not a Pal-
ace Drama, but a Battle of Values, the Final 
Contest Between Good and Evil”, and begins 
with an accusation that U.S.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Twitter and Facebook, have com-
mitted serious misconduct in the U.S. elec-
tion, which is against the American value 
held by common American citizens regard-
less of their political opinion. 

  The article struck a chord with many Chi-
nese netizens, accumulating over 10,000 
likes and countless reposts, and still managed 
to reach various WeChat groups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despite China’s tight inter-
net surveillance. 

為何中國人高度關注美國大選？
Why Chinese Are Highly Concerned About The US Election

加拿大民眾敦促政府
制裁反人權中共官員

Trump Biden

（網絡圖片）

http://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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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大溫哥華房地產局（Real 
Estate Board of Greater Vancouver，
REBGV）最新公布報告顯示，溫哥華

的房屋銷售量與去年 10 月相比，同比增

長了 29%，是有史以來第二高的漲幅記

錄。 10 月份的房屋銷售達到 3,687 套房

產，比 2019 年 10 月出售的 2,858 套房

屋高 29%。

溫哥華樓價持續上升，溫哥華房屋的

基準價格達到 1,045,100 元，比去年 10
月上漲了 6%，比 9 月份上漲了 0.4%。

房屋基準價格上漲幅度最大的是博恩島

（Bowen Island），漲幅為 5.7%；其次

是陽光海岸（Sunshine Coast），漲幅為

3.2%。西溫哥華是最貴的社區，目前房

屋基準價為 2,266,000 元。

雖然今年受疫情影響，但此後房地產

市場一直在回升。同時，加拿大銀行業亦

將房貸利率下調，為樓市帶來利好刺激因

素。大溫地產局科萊特．格伯（Colette 
Gerber）表示，人們正在重新思考疫情

期間的住房狀況，因為今年呆在家裡的時

間多，包括白天和晚上，住房已經成為人

們的基本需求。

在各項房產中，獨立屋尤其受歡迎，

銷售量比 9 月份增長了 1.2%。 10 月

份，有 1,335 套獨立屋易手，比去年同

期增長了 42.3%。獨立式住宅在 10 月份

的價格也同比增長最大，上漲 8.5% 至

1,532,800 元。

聯排別墅和排屋等附屬房屋的市場雖

然較小，但銷售額也增長了 45.9%，達

到 782 套。基準價格同比上漲 5.4%，至

813,000 元。

但溫哥華最普通的住宅類型，公寓，

銷售增長略有放緩。 10 月公寓銷售達

到 1,570 套，與 2019 年 10 月相比增長

了 13.4%，基準價格上漲了 4.4%，達到

683,500 元。

加拿大 RBC 銀行經濟學家羅伯特．

霍格（Robert Hogue）指出：「農村地區

和郊區房產市場如今熱鬧非凡。購房者

因 COVID-19 所帶來的各種影響，目前

都傾向尋求更大的庭院和更大的居住空

間。」

10 月份在溫哥華上市的房屋中，有

2,891 套是公寓，有 948 套為聯排別墅 /
附屬房屋，有 1,732 套為獨立屋。

【看中國訊】10 月卡爾加里的公寓房

產價格持續下跌，價格看起來非常划算，

但在購買之前，你需要考慮保險費用，因

為這將是你往後住屋預算的重要部分。

以下將介紹公寓保險的組成成分：

單位置換成本

與房屋保險類似，你的公寓（內部）

的更換成本是決定你的保險費率的一個主

要因素。如果您的單位遭受火災或破壞，

潛在的維修包括牆壁及地板修復、櫥櫃重

建、電氣系統可能需要重新布線等，這還

不包括更換其他物品，這將由你的公寓保

險單的一個特定部分來覆蓋，並有自己的

限制。

如果你的公寓公司擁有一份主公

寓 保 險 單 （Master condo insurance 
policy），就可能可以幫你涵蓋更換或維

修你的單位部分回到其基本狀態的費用。

然而，不是所有的公寓單位都有這樣的保

險。如果你買的是全新公寓，就不必考慮

單位置換成本了。

裝修費用

每隔一段時間裝修你的公寓單位是

很常見的。這些升級，在保險業中被

稱 為「改 善 或 改 進（Betterments and 
Improvements）」，代表了你投入到公寓

房產的所有額外價值。你需要確保這些升

級的費用被計入您的保單中。因為每份保

單都有一個限額，機組升級、大理石台面

等豪華設備的保險費用都會比較高，而一

旦發生意外，納入保險單的物品才能得到

理賠。

與消防栓的距離

家庭火災並不常見，但也時有發生。

對於保險機構來說，決定保險費用時最重

要的是您的房屋與最近的消防栓的距離。

如果您的公寓距離消防栓在 300米以內，

那麼這方面保險費用就會最低。在距離消

防栓 13 公里以外的任何地方，都被認為

構成了最高級別的火災風險。急救人員需

要更長時間才能到達現場，這意味著火災

將有更多的時間對結構造成破壞。更多的

破壞意味著更多的維修成本，並且也會反

映在每年的保費中。

財物更換成本

在房屋保險政策下，財產保險的保額

通常為房屋本身費用的三分之一左右。但

這並不是任何一種房屋保險都能一成不變

的。你也可以在公寓保險單的內容部分設

置承保金額。現在的保單一般不會有低於

30,000 加元的保額。財物可包括傢俱、

衣服、廚具、電子產品等。

小戶型公寓保險費率因素

與其他類型的房屋保險類似，也有一

些較小的因素會對您的公寓保險費率產生

影響。如果有家庭警報系統，也可能減低

保費，但需要注意公寓社區可能對你在單

位額外添加的東西有嚴格的規定。

寵物或特定的狗品種

狗和貓通常不會對房屋保險費率產生

太大影響——不管是公寓還是其他，但也

有例外，包括特定動物如熱帶魚、爬蟲類

（尤其大型蛇）、鸚鵡等。特定犬隻品種

也會對保費帶來影響，尤其是飼養在缺乏

活動空間的公寓型房產。

注意很多保險公司不會特別詢問你所

飼養的動物品種，但一旦發生意外需要理

賠時，保險公司對此有最終決定權，而很

多公司不願意承擔這方面的理賠，例如狗

咬人事件相關的法律訴訟費用。

地點

地點對公寓保險有很大的影響力。其

中該地區的犯罪率及索賠率是最關鍵因

素。你可以在決定購買房屋的地點前，先

向保險公司查詢該地區的保費相關資料。

【看中國訊】在卡城以下是一些華人

居住比較集中的社區，供參考：

西 北 部：Edgemont，Hamptons，
Brentwood，Dalhousie，Hawkwood，
Varsity Acres。 南 部：Somerset，
Evergreen，Silverado，Sundance，
Cranston，Auburn Bay 等 等。 中 央 街

往北沿線及延伸：卡爾加里市中心、中

央街沿線的各個社區，Beddington，
Huntington Hills，Country Hills，
Harvest Hills，Panorama Hills。

為什麼會出現華人集中居住的幾個

大區域？或許可以從華人移民史中先來

探究。

在加拿大卡爾加里，早期華人以中

國城（China Town）為中心，多居住在

中央街北部和城市的東部區域，這些區

域的房價相對低廉。後來有大批香港移

民的湧入，帶來了大量資金，華人選擇

的社區逐漸向卡城市西北地區延伸。之

後，因為卡城興旺的就業市場，近十年

來有大陸技術移民到來，有很多技術移

民擁有石油行業的工作背景，他們的選

擇更趨多元化。因為卡城眾多石油公司

位於城市的南部，因此有些華人除了在

傳統的西北區置業以外，也有很多人選

擇了靠近公司的西南區。

也就是說工作地點是華人選擇住宅的

重要考慮因素之一，華人擅長的工作領域

多與專業技術相關，這些公司在哪裡集

中，附近通常有大量華人居住；另外，華

人普遍非常重視教育，好的學校周邊，是

華人熱愛的地段，有的學校華裔比例甚至

高達 30-40%。再有，華人有自身的飲食

習慣，同時或許因為語言溝通問題，華人

喜歡扎堆住在一起，家有年長者也不會因

為生活在西方社會而感到太過於孤單。在

有大量華人居住的區域，服務華人的各種

商業自然應運而生，包括醫生、餐館、超

市、購物、金融服務等，而這些華語服務

又會吸引更多的華人來這些區域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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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溫哥華住宅銷量增29%

美麗的溫哥華（Adobe Stock)

華人喜歡卡爾加里哪些區？

卡爾加里唐人街一角（Adobe Stock)

加國公寓保險費如何計算？

https://liveintrinityhill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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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楊帆綜合報導】

在中共網絡監控下，身處在中國

大陸的民眾，若想瀏覽海外知名

網站如臉書、谷歌等，則必須通

過 VPN 等翻牆軟體。有越來越

多的案例顯示，中國民眾翻牆在

海外社交網路平台如推特、臉書

等發表意見，也面臨罰款甚至是

牢獄之災。

《美國之音》報導，中共當

局除了對國內網站和社交媒體進

行嚴密監管，也對使用 VPN 翻

牆軟體登入推特、臉書或油管等

海外網路社交平台的網民進行監

管，採取上門警告、喝茶、約

談、強迫刪帖、封號等手段進行

打壓。部分海外中國留學生，也

因為相同的舉動而導致國內的親

人被警方騷擾。

以前安徽省檢察官、人權活

動人士沈良慶為例，自 2017 年

至 2019 年 5 月他被以「尋釁滋

事」被捕期間，在推特上發布被

中共當局定性為「不當內容」的

帖文共計 42 條，累計點閱 47
萬餘次；在臉書上發布 13 條，

轉發 16 次，被點讚 130 次，獲

關注粉絲 2 萬餘人。瀋良慶案

件於近日兩次退回補充偵察後，

被重新送報起訴，並有可能於近

期開庭。

此外，武漢一名 56 歲的王

姓男子在 2017 年 5 月至 2019
年 4 月間，在推特上發布或轉

發「攻擊、醜化黨和國家領導人

和國家政策」的言論 12 條，被

以尋釁滋事及誹謗罪判刑 1 年 3
個月，並被剝奪政治權利 3 年。

曾是騰訊財經頻道的編輯張賈

龍，也因為在推特上的言論被當

局刑拘，案件至今未宣判。

報導指出，一個叫「中國文

字獄事件盤點」的推特帳號，今

年 10 月在開推 1 週年紀念日，

將過去一年從中國裁判文書網等

公開渠道收集到的 418 份「因

言獲罪」的判決書分享出來。而

這些案件都跟在網路或社交媒體

平台上發言有關，最早可回溯

到 2013 年，其中還包括近年許

多在推特等海外社媒上發推、轉

推、點讚而被迫害的實例。

不僅如此，海外留學生也難

逃中國的「長臂管轄」。

一名 2018 年赴美留學的羅

姓中國學生，因為在推特上發文

諷刺習近平，在 2019 年回國時

被拘留，並依尋釁滋事罪判刑 6
個月，該事件一度引起美國參議

員的關注。

還有澳洲墨爾本的一名中國

女留學生，也只因在推特上用詼

諧言語和圖片諷刺中共當局，其

父親就被帶到派出所做筆錄，警

方還直接去電強令她交出推特密

碼；另一名在美的中國留學生，

也僅因為推特帳號上支持武漢肺

炎是「中國病毒」的說法後，其

在國內的母親就被警察帶到公安

局寫保證書。

而令外界和上述幾位留學

生不解的是，他們並非使用真

實姓名在推特發文，中共公安

是如何追查到他們的身份也啟

人疑竇。

此外，只是單純的使用「翻

牆」軟體瀏覽境外網站，也可能

被中共當局處罰甚至抓捕。今年

2 月，河南兩名男子因瀏覽境外

網站被抓捕，其中一人被警告不

准再看、更不准轉發及點讚。該

男在被罰款 500 元和寫下悔過

書後獲釋。另有陝西省安康市當

地一名楊姓男子因為翻牆上境外

網站，就被罰款人民幣 500元，

並行政警告。

【看中國記者蘇菲報導】儘管多家媒

體都報導了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在這次美

國總統大選中勝選，但美國總務管理局

(GSA)至今為止，尚未宣布確定拜登獲勝。

《華盛頓郵報》9 日披露，擁有正式

開啟總統權力交接程序的 GSA 局長穆

菲 (Emily W.Murphy)，仍未簽署確認信

函，這意味著美國政府的政權移交過渡程

序尚未正式開啟。

「總務管理局」負責管理聯邦大樓，

被戲稱為美國政府的「房東」，它是聯邦

政府中屬於「最低調」的機構。

有網民戲稱總務管理局是不顯眼的

「小衙門」，但擁有的權力卻不小。根據

美國法律，只有在「總務管理局」確認總

統候選人那一方勝選，並簽署信函、正式

移交數百萬美元用於過渡工作的經費後，

美國總統的權力移交程序才算正式開始。

過去歷年總統大選，「總務管理局」

的確認工作和交接序通常會在選舉日後第

二天早上即開始進行。

但今年在媒體宣布拜登當選後超過

36 小時，現任局長穆菲仍未簽署確認信

函。換言之，拜登還未獲得「官方的正式

認證」。

總務管理局發言人潘寧頓 (Pamela 
Pennington) 告訴媒體：「事情尚未確定，

總務管理局的管理者將繼續遵守並履行法

律規定的所有要求。」

根據美國法律，穆菲不必在規定的期

限作出決定。她可以等到 12 月 14 日選

舉人團會議確認當選人後，再作決定。

川普團隊表示，在法庭做出最終判決

前，媒體沒有資格宣布大選獲勝者。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11 月

11 日，河北省警方「異地執法」，對中

國大午集團創始人孫大午等人採取了刑事

強制措施。孫大午為民營企業發聲，多次

遭到官方打壓。

位於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區的知名民營

企業大午集團，在 1995 年就已名列民企

500 強榜單。其創始人孫大午及大批高級

管理人員 2020 年 11 月 11 日突然被大批

警察帶走。警方通報稱，他們涉嫌「尋釁

滋事」和「破壞生產經營罪」，已經被採

取「刑事強制措施」。

但據官媒《新京報》報導，大午集團

的工作人員回應稱，孫大午被抓與此前一

土地糾紛有關。大午集團秘書處馬先生

稱，大午集團所在的朗五莊村及周圍的村

莊與保定國營農場有 2000 畝土地糾紛。

8 月 4 日凌晨，保定國營農場人員開著鏟

車拆除擋板，現場有警方趕來處置。馬先

生還表示，目前企業正常運轉，子公司都

有工作人員入駐穩定企業。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一位知情人

謝先生稱，孫大午在員工中擁有很高的威

望，他們被警方帶走之後立即被刑拘了，

這表示官方早已有準備。

謝先生說：「孫大午的情況他應該是

今天被拘留的，應該是今天的凌晨開始行

動。他是一個農民企業家，人不錯，我也

就知道這麼多」。

另據一位要求匿名的職工透露，河北

方面出動了大批警察，在凌晨突然開始捉

人，孫大午當時正在集團副總家談事情，

但被警察破門入屋帶走。他而妻子，和他

的長子，同時也是大午集團董事長的孫萌

也被扣留。現在有 10 多個集團的高管被

帶走。一些中層管理人員和員工也被威脅。

目前當地官方正在全面接管大午集

團，並要求除了財務之外的所有分公司和

服務點照常營業。但大午集團的員工都很

擔憂孫大午的安危：「身體能不能承受這

種壓力呢？都快 70 的老人了！」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是支撐國民經濟

的兩大支柱，但佔中國企業總數九成以

上、總量突破千萬家的民營企業發展仍面

臨諸多障礙。民營企業家表示處境堪憂，

中國大陸媒體 2013 年 11 月 12 日報導，

孫大午稱，「對民營企業家是肯定的嗎？

在一些官員眼裡我們就是豬，可以隨時宰

殺，又是一頭待宰的羔羊，心裏有很多的

屈辱感。」

孫大午曾被譽為中國企業家的良心，

2003 年，大午集團網站因為發表了《小

康社會的建設及難點》、《悼念李慎之》、

《兩位民間商人關於中國的時局及歷史的

對話》三篇文章而被處罰，此後孫大午本

人被當局以「非法集資」罪名拘捕並判緩

刑 3 年，實際關押 6 個月。

當時此案件在全國引起很大轟動，金

融界對案件的定性爭論也相當激烈。

孫大午曾對集團資產和融資等問題回

覆媒體表示，公司發展一開始肯定是融資

難，從銀行也貸不了款，但大午集團沒有

借高利貸，而是「向農民借糧食」。

至於大午集團是否會上市的問題，孫

大午曾回應稱：「我的觀點是不上市，躲

遠點。」

【看中國記者王君綜合報導】日前中

國天津市新增一例武漢肺炎本土病例，官

方卻將源頭指向一批自德國進口的冷凍豬

腳。對此，德國農業部批指，過去從沒有

發現因為食用或接觸沾染武漢肺炎病毒的

肉類製品而被感染的案例，此說法直接推

翻了中方的說法。

根據《德國之聲》報導指出，有中國

媒體報導聲稱，有一名天津卸貨工人在 8
日被確診了感染武漢肺炎，而此前正好有

一批從德國進口到天津港的冷凍豬腳的包

裝上，檢驗出弱陽性病毒。因此，天津市

衛生健康委員會就懷疑這次次新增病例與

進口的冷凍豬腳有直接的關係。

對此，德國聯邦農業部反駁稱，截至

目前為止，學界還沒有發現因為接觸或食

用污染了武肺肺炎病毒的肉類或肉製品，

而被感染的案例。所以，斷定天津這次的

本土病例不太可能與德國豬腳有關聯。

德國農業部進一步表示，依照目前

學界的理解，活體豬隻和禽類皆不會感

染武漢肺炎，更遑論帶原病毒。因此，

人類不太可能會被肉製品內部污染的病

毒感染。

中國於近期屢爆出武漢肺炎本土病

例，繼天津在 8 日發現 1 名確診病例外，

10 月底網傳多人遭到感染，而被官方否

認的上海浦東新區，也在 9 日爆出本土

病例，甚至已經跨省傳播到安徽，使不少

人都懷疑當初官方的「闢謠」。

繼官方於 8 日宣布天津 1 名卸貨工

人疑因搬運「德國豬腳」，而被沾染武漢

肺炎病毒的冷凍食品感染；9 日又傳 1 名

51 歲男子也確診，他是在上海浦東機場

西區航司貨運站工作；同時 11 日據中國

國家衛健委通報，已經有 1 位居住在安

徽省的同事也遭感染了。

然而，非常離奇的是，上海的這名確

診病例，從 4 月 8 日起就未離開過上海，

而且在發病前 14 天內，也無高風險地區

的旅居史、沒有與病毒感染者接觸史，在

近 3 個月內，亦無其他醫療機構就診史，

更沒有搬運過「國外冷凍食品」。

但巧合的是，微博於 10 月底瘋傳了

1 張聊天對話的截圖，其內容指稱，在上

海的浦東新區 1 戶居家隔離者被確診，

但此人確曾請水電工上門維修，致使其服

務範圍內的 30 多戶人家，都已被集中隔

離。但至少已經發現了 5 例確診病例，

儘管官方早已經「闢謠澄清」無此事。可

是上海的確診病例，正好亦居住於浦東新

區，不免增加官方為了讓上海「進博會」

能夠順利舉辦，才不惜隱瞞疫情未報，致

使該疫情擴散的可能。

陸網民推特臉書發文 被中共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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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1 1月10日，有國資背
景的深圳星盟信息被曝接

盤華為榮耀的方案浮出水

面。此前華為消費者業務

CEO余承東表態，要把榮耀
（Honor）品牌排名做到中
國前二，全球前四。

據澎湃新聞 11 月 10 日報

導，華為出售榮耀方案基本敲

定，本月晚些時候將正式對外宣

布。由多家渠道商組成的合夥企

業，將是接盤方之一，可能還有

產業鏈企業，將會有多位華為管

理層空降至新公司，華為消費者

業務首席營運官萬飈、榮耀總裁

趙明、華為產品線副總裁方飛，

有很大可能出現在新公司的管理

團隊中。

由多家渠道商組成的合夥企

業，名稱為深圳市星盟信息技術

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以下稱

星盟信息），已經在 2020 年 10
月 26 日註冊成立，註冊資本為

13.7 億元（人民幣，下同）。

經營項目為信息技術諮詢服務、

技術服務、技術開發等。

星盟信息共有七家股東，

大股東為北京松聯科技有限公

司（松聯科技），認繳金額 5.2

傳有國資背景的深圳星盟信息接盤華為榮耀。（Getty Images）

億元，持股 37.77%；其次為

北京普天太力通信技術有限公

司（普天），認繳金額 5 億元，

持股 36.32%；中國郵電器材集

團有限公司（中郵器材）持股

21.79%，認繳金額 3 億元；共

青城酷桂投資合夥企業（有限

公司）持股 2.18%，認繳金額

3000 萬元；天音通信有限公司

持股 1.74%，認繳金額 2400 萬

元；深圳市鯤鵬展翼股權投資管

理有限公司持股 0.2%，認繳金

額 278 萬元。其中深圳市鯤鵬

展翼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擔任

執行事務合夥人。

普天、中郵器材等都是國資

背景的手機代理商分銷商。

北京普天太力通信科技有限

財經簡訊

公司成立於 1992 年，是中國普

天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所屬國

有控股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郵電器材集團有限公司

成立於 1964 年，先後歸屬郵電

部、信息產業部、中央企業工

委、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

員會管理，2009 年 12 月，中

郵重組並入中國通用技術（集

團）控股有限責任公司。

11 月 10 日，路透社報導

稱，華為計畫以 1000億元（152
億美元）的價格，將榮耀品牌

出售給由手機分銷商神州數碼和

深圳政府牽頭的財團。

不過，也有媒體報導稱，榮

耀此次的收購方為神州數碼、三

家國資機構，以及 TCL 等公司

華為千億出售旗下品牌榮耀

北京再出重手反壟斷 
電商巨頭或好景不再

【看中國訊】中共對科技業的

監管持續加劇，在喊停螞蟻集團

IPO 後，中國市場監管總局又在

11 月 10 日發布〈關於平臺經濟

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

稿）〉。其定義網絡平臺若有涉

壟斷，則可能遭剝離資產、知識

產權或技術等懲罰。這導致科技

巨頭的股價 11 月 11 日重挫。

阿里巴巴在港股股價下跌

5.1%，騰訊下跌 4.4%，美團

下跌 10.5%，京東下跌 8.8%。

中國房子夠34億人住

組成的小股東陣營，交易價格根

據去年榮耀 60 億元利潤，16 倍

PE來定，約為 1000億人民幣。

據悉，華為出售榮耀是為了

規避美國對華為的制裁措施，目

的是使榮耀手機業務能正常營

運。 2019 年 4 月 2 日，華為消

費者業務 CEO 余承東在微博上

發文透露目標：「華為消費者業

務已經發展到一個全新的歷史階

段，今年華為 + 榮耀很可能成

為全球第一手機廠商。未來，我

們必須堅定方向，擼起袖子，埋

頭苦幹：第一、華為單品牌未來

要做到全球第一。第二、榮耀品

牌做到中國前二，全球前四。」

不過，來自美國的禁令打亂了華

為的全球布局。

雖然在品牌方面無法和華為

相比，但榮耀也具有巨大的競爭

力和品牌價值。不過，榮耀之所

以崛起，與華為的支持密不可

分。榮耀與華為兩個品牌在芯

片、演算法、操作系統，甚至到

通信、材料及終端應用上，都能

共享華為集團的研究成果。

在今年 5 月 15 日，美國商

務部發布禁令，任何企業將含有

美國技術的半導體產品給華為，

必須先取得美國政府的出口許

可，禁令實施前有 120 天的緩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非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已經建成

的房屋可容納 34 億人居住，這

還不包括農村自建房、小產權房

等房源。而目前中國樓市房屋租

賃人數已超 2 億人，顯示中國

房地產市場的扭曲狀態。

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日前

公布《住房租賃條例（徵求意見

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據統計，目前中國房屋租賃人數

已超 2 億人。在這其中，外來

務工人員的租房需求尤為旺盛。

中國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行政管理系主任王子成表示，目

前舉家外出也已經成為勞動力遷

徙的一種重要形式，公租房拆套

顯然無法滿足外出務工者家庭的

居住需要。未來的政策方向，也

應該推出面向農民工群體長期居

住需求的小戶型公共租房。

官方公布的住房租賃條例明

確提出，廚房、衛生間、陽臺和

地下儲藏室等非居住空間不得出

租用於居住，違規者最高將處以

50 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一邊是超過 2 億人還需要

租房居住在廚房、衛生間、陽臺

和地下儲藏室等地方，另一邊是

大量的房屋處在空置狀態當中。

一項非官方數據顯示，中國

已經建成的房屋可容納 34 億人

居住，這還不包括農村自建房、

小產權房等房源。而目前中國只

有 14 億人口，房地產市場總體

情況是供大於求。同時，各大中

城市房子的空置率也居高不下，

多數在 20-30% 之間。中國房

地產的空置率已經遠超 10% 的

國際警戒線。

西南財經大學發布〈2019
中國家庭財富健康報告〉估算，

中國每個家庭住房資產占比高達

77.7%。由於房地產超強的造富

能力，投機炒房盛行，2017 年

空置房已高達 6500 萬套。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控制著

的螞蟻集團，原定 11 月 5 日在

上海證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兩

地上市。但是被官方叫停其上市

進程，並且公布文件直接限制螞

蟻集團旗下「花唄」、「借唄」

的業務。

中國銀保監會等多個部門起

草文件，要求未經批准的小額貸

款公司，不得跨省級行政區域開

展網絡小額貸款業務。而被暫停

上市的螞蟻集團，其經營的金融

業務可能被納入監管範圍。

中國央行 11 月 6 日發布了

〈中國金融穩定報告 2020〉，這

份報告說，中國經濟金融發展面

臨的困難和風險挑戰仍然較多，

雖然總體可控，但形勢依然嚴峻

複雜。這也為監管當局對螞蟻集

團的金融業務感到不安的原因提

供了註腳。

在 11 月 2 日，中國央行和

銀保監等部門公布的〈網絡小額

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

見稿）〉顯示，經營網絡小額貸款

業務的小額貸款公司註冊資本，

不低於 10 億元，且為一次性實

繳貨幣資本；跨省級行政區域經

營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的小額貸

款公司，註冊資本不低於 50 億

元，且為一次性實繳貨幣資本。

並且明確規定，網絡小貸通

過銀行等非標準化融資餘額，

不得超過淨資產的 1 倍。通過

發行債券、資產證券化（ABS）
等標準化融資餘額，不得超過淨

資產的 4 倍。

螞蟻集團旗下的「花唄」、

「借唄」成為用戶使用最多的消

費信貸產品，過去一年用戶超 5
過億人，官方新規直接打中螞蟻

集團「命門」。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 11 月 9
日報導，中國工商銀行廣州分行

分析師丁女士表示，螞蟻集團雖

然改名為螞蟻科技集團有限公

司，實際上是把金融體系網絡

化，必須要接受金融機構的監

管。「花唄」、「借唄」向以年

輕人為主發放的小額貸款的資金

來自銀行，將來發生金融風險，

最終要承擔責任的自然也是銀

行，因此當局需要制定規則。

「他放貸，錢從哪裡來，也是從

銀行貸款，他是一個網絡交易平

臺，最終持有債權的是銀行，螞

蟻金服並不負責壞帳，一旦放貸

出現風險，那麼最終負責的還是

銀行」。

官方新規直接打中螞蟻集團命門 

電商板塊市值蒸發掉 1000 億

美元。據 CNBC 統計，阿里巴

巴、騰訊、小米、美團和京東的

總市值，自 11 月 9 日收盤以來

已蒸發超過 2500 億美元。

中國紫光集團傳出 
首次出現貸款違約

【看中國訊】據彭博社報

導，中國半導體國家隊「紫光集

團」多檔境內外債券價格，11
月 10 日崩跌至創紀錄新低，主

因紫光一筆 10 億人民幣信託貸

款 11 月 9 日到期，但安徽一家

商銀截至當晚 7 點尚未批准展

期。香港經濟通通訊社報導，若

消息屬實，這將是紫光集團傳出

流動性危機以來首次出現貸款違

約，甚至觸發今年 12 月到期美

元債的交叉違約。

數據顯示，11 月 10 日下午

5 點 16 分，紫光 2021 年到期、

票息 4.75% 的美元債買價跌至

每 1 美元面值約 26.9 美分，創

歷史新低，本月已重挫逾50%。

中國年輕人成立 
「負債者聯盟」

【看中國訊】中國年輕人大

多超前消費，債務纏身。陸媒

《界面新聞》報導，11 月 10 日，

豆瓣小組「負債者聯盟」悄然登

上熱搜。

「負債者聯盟」創建於 2019
年 12 月，聚集了 16605 名債務

纏身的年輕人。據小組介紹，

「無節制消費」、「遭遇詐騙」、

「網貸」等都是小組成員或眾多

年輕人揹負債務的原因。目前，

花唄、蘇寧「任性付」、京東白

條、「微粒貸」等各類網際網路借

款業務層出不窮，年輕人們借款

的渠道被極大地拓寬，但被債務

裹住的人生也讓他們越繃越緊。

據 2019 年尼爾森市場研究

公司發布的《中國消費年輕人負

債狀況報告》顯示，在中國年輕

人中，總體信貸產品的滲透率

已經達到 86.6%。不過，這其

中有近一半人把信貸產品當作支

付工具使用，如信用卡在免息內

結清。扣除作為支付工具的部分

後，中國年輕人實質負債人群約

佔整體年輕人的 44.5%。

調研還發現，網際網路分期

消費產品憑藉靈活便利等優勢，

滲透率和好感率最高，其使用率

高達 60.9%。

近年來，中國興起各類網

際網路借貸平臺，有錢花、微

粒貸、放心借、卡卡貸等小額

信貸平臺都以年輕人為服務對

象，向各大視頻網站投放宣傳

廣告，不少平臺宣稱沒有借貸

門檻，只需要提供身份證和電

話號碼，就可以輕鬆借到一筆

額度不小的款項。

據界面職場梳理，「負債者

聯盟」裡不少小組成員都或多或

少使用過網貸平臺，滿足自己的

消費慾望，最終導致欠款越滾越

大，難以負擔。

*售價和促銷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錯漏除外（E.&O.E.）。

Rockland Park 展示中心

和
交叉口西南

周一至周五
周末及節假日

Tuscany Hill NW

4 - 9 pm
10 - 6pm

Nose Hill Drive NW

請聯係 或訪問展示中心獲取更多資訊。

二或三臥室兩層鎮屋及單層平房任選，以創新環保的
方式建造而成。

起價 。$170S豪宅生活 美景盡享
奧林匹克公園、弓河和市中心如畫的美
景盡收眼底，ZEN Rockland Park 是一個
被稱為家的完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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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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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在 ZEN Rockland Park 建設多種
戶型的房屋，主要特點包括：圍欄圈閉
的私有院落，房頂露臺以及三層的建築
結構。 起 價

GST含

Charlene

衝期，9 月 14 日為緩衝期的最

後一天。

8 月 17 日，禁令進一步升

級，美國政府在「實體清單」上

新添了 38 家華為子公司，擴充

後的實體清單上總共有 152 家

華為關聯公司。同時宣布，無論

在交易的哪一個階段，只要有華

為公司參與，那麼世界上任何公

司未經許可都不得出售用美國軟

件或設備製造的半導體。華為面

對此前的禁令，只要不是專門為

華為設計的芯片尚能採購現貨。

但禁令接連升級，各企業理論上

無法再向華為銷售，這條路也被

堵死。 9 月 15 日起，華為難以

再從商業途徑獲得芯片。

華為旗下的產品，從手機、

5G 基站，再到伺服器，甚至各

種物聯網設備，無不仰賴芯片。

對於一家硬件為主的科技企業而

言，沒有芯片就沒有產品，沒有

產品，企業也難以生存。

日前，日本科技實驗室

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
拆解華為 5G 基站中被稱為基

帶的核心裝置後發現，其仍有

27.2%的組件依賴美國供應商，

且主要的半導體器件是由台積電

（TSMC）提供，意味著華為正

使用該公司先前囤積的芯片。

（Getty Images）

https://avalonmasterbuilder.com/rockland-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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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華或許逃過一劫 五中全會後增添新頭銜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據新華社 11 月 3 日報導，

全國打擊走私綜合治理部際聯席

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 3 日在

北京召開。國務院副總理、聯席

會議召集人胡春華主持會議並講

話。全國打擊走私綜合治理部際

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參加會議。這

是五中全會後，胡春華首次獨自

主持全國性會議，並且以新頭銜

亮相。

胡春華本來在十九大前入常

呼聲極高，有所謂接班人之稱。

意外「失常」後，胡春華任中共

副總理，從汪洋手中接管扶貧等

工作。在中美貿易戰及經濟危機

背景之下，胡春華還兼任治理拖

欠農民工工資工作領導小組組

長、就業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等職

務，一直被稱為最苦命的副總

理。

時評人士高新近日在《自由

亞洲》發文稱，在孫政才倒臺

後，胡春華憑著習近平的一句

「識大體，顧大局」的「政治思

想鑑定」，雖然未能如此前 5 年

胡錦濤向習近平交班時所設計

的，十八大上進政治局，十九大

上進常委會，但畢竟還是在十九

大上留任了政治局委員，並出任

了原本為孫政才所規劃的國務院

副總理的行政職務。

早前也曾有相關分析認為胡

春華的仕途不妙。 2020 年 2 月

以來，內蒙古涉煤腐敗窩案被引

爆，習近平當局要求「倒查 20
年」也被指可能觸及曾在 2009-
2012 年任內蒙古黨委書記的胡

春華。

不過，今年疫情爆發以來，

胡春華卻格外活躍，屢見於官方

報導，引發外界關注。比如，從

4 月至 7 月間，胡春華先後到過

13 個省市區，涉及所謂「扶貧

攻堅」，到農業、就業、以及外

貿相關事務，成為政治局委員中

最為活躍的一個。

香港《明報》7 月有報導認

為，與 2018 年上任之初的內斂

表現迥然不同，近期胡春華在

電視中表現得落落大方，笑容

滿面，可能因為重獲習近平「重

視」。不過早有分析認為，目

前中共面臨內憂外患，加上習近

平正大舉開倒車「左轉」，加速

政權敗亡，那些試圖接班者還有

沒有機會，還是未知數。

大慈恩寺火了 
大和尚要求維護習核心

習近平再出書強推「習思想」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習近平的《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

一書，近日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

版，在全中國發行。據悉，這部

專題文集蒐錄了52 篇習近平針

對宣傳領域的所謂論述。外界認

為，這是習近平力推「習思想」，

為繼續掌權鋪路。

除了這本文集，新華社 6月

底也曾報導，《習近平談治國理

政》第三卷中英文版正式出版，

並向海內外發行。隨後中方教育

部於 7月宣布，9 月起，在北京

大學、清華大學等 37 所重點大

學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概論」課列為必修課。

在二十大前，習近平藉出版

著作宣示其對「筆桿子」的領導

權，被外界認為特具意義，除進

一步收緊當局對媒體的管控洗腦

外，也傳遞出習近平不打算交割

權力的信號。

彭博社 10 月底撰文稱，五

中全會沒有為中共領導人繼任一

事做準備，並隨「五年規劃」一

起首次推出一項旨在未來 15 年

的即「2035 年遠景目標」，則傳

遞出習近平會繼續掌權期限的最

新暗示。

文章還指，大力宣傳「習思

想」對於習近平讓反對者噤聲，

及到 2022 年以後仍謀求繼續掌

權極為重要，一旦「習近平思想」

確立，習近平將被提升到與毛澤

東一樣的政治地位，更令外界難

以懷疑他的指令。

中央社 10 月分曾針對將習

近平思想列入思政課的做法引述

觀察人士指，習近平緊抓全國意

識型態，鞏固個人地位，更被視

為直追毛澤東之舉。分析認為，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在 2017 年中共十九

大列入黨綱，被認為是習近平將

自己在黨史上的地位，拔高到直

逼毛澤東。遲早有一天，這 16 個

字終將簡化成「習近平思想」，

等同「毛澤東思想」。

文革期間中國隨處可見的高

音喇叭，成為了一些鄉村的新裝

備。社會科學院的歷史學者章立

凡說，高音喇叭的回歸「意味著

黨試圖將它自己的意願強加於民

眾，無論他們想不想聽」。

習近平上任後更加嚴格管控

新聞媒體輿論。自由亞洲電臺 11
月 9 日報導，中共官方在 2019
年底，要求記者需要通過以習近

平發言為主的「學習強國」考試。

據國家新聞出版署的數據統計，

截至今年 10月 30 日，共有 20.5
萬的中共記者通過「習思想」考

試，拿到一本護照大小的中國新

聞記者證。

曾參與創辦《南方都市報》

及《新京報》的資深媒體人程益

中也說，記者證是鉗制媒體的工

具，「而有記者證，控制起來更

簡單了」。按規定，中國記者

證限期 5 年，一年一審。記者

證需要有掛靠的、被政府認證的

新聞單位。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11 月 6 日，中國西安大慈

恩寺組織和尚學習中共五中全會

公報。大慈恩寺方丈增勤大和尚

在會上強調，要把思想和行動統

一到習近平的「重要講話精神」

上來，做到「兩個維護」，云

云。中共五中全會後，中組部下

令將「兩個維護」被作為評價官

員政績首條標準。

所謂「兩個維護」，是中共

總書記習近平執政後，當局提出

的口號：「維護習近平黨中央的

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黨

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據悉，大慈恩寺是世界聞名

的佛教寺院，是唐代長安的四大

譯經場之一，唐三藏玄奘曾在這

裡主持寺務。

中共建政後大力宣揚無神

論，不但大肆破壞中華傳統文

化，還從內部滲透中國傳統宗

教，宗教實際上已變成中共官

場，各級都有黨的「書記」，並

且由屬於直接是政府部門的宗教

局領導。近年中共政府利用官辦

宗教團體協助，進行嚴厲的社會

管控及鎮壓宗教信仰，官方則

默許這些團體利用宗教謀取巨

額利益。

美國天主教大學系主任聶森

教授曾在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時表

示，現在中國大陸的宗教亂象都

是因為共產黨逼迫有宗教信仰的

人首先聽它的話，共產黨才是他

們真正的教主。

習近平與拜登一些關係內

幕，如果拜登沒有參選，可能石

沉大海，但現在真相大白於天

下。拜登兒子亨特的「電腦門」

事件爆發已多時，拜登父子接受

包括中共賄賂的醜聞被揭而引起

轟動。

一篇幾年前的親共港媒《文

匯報》過往報導揭示，拜登與習

近平的「私人友誼」非同一般，

並透過拜登的言論佐證。

話說 2013 年 11月，中共在

東海單方面設立了防空識別區，

正引發日本抗議。時任美國副總

統的拜登 12月 2日到訪日本後，

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達成「不能

默認中國使用強力單方面改變現

狀的挑戰」等「共識」。

隨後 12 月 4 日，拜登訪問

中國，與時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會晤，拜登卻並未向中方提出任

何類似要求。

據日媒說，拜登 12 月 3 日

上午會見在野的日本民主黨主席

海江田萬里時透露心跡：「習近

平主席正處於事業起步的艱難時

期，我不能給他添麻煩。」

拜 登 是 美國 老 牌 政 客，

1979 年在擔任美國特拉華州

（Delaware）參議員期間首訪中

國，他就與中共最高實權人物鄧

小平會面。

1991年，美國老布希總統準

備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時任參

議員拜登表示反對，他說：「如

果中共繼續在武器擴散問題上像

流氓惡棍那樣行事，我們應當還

以毫不含糊的信息……拒絕給予

中共最惠國貿易地位」。這是年

輕且未受中共侵蝕的拜登。

2001 年 8 月拜登與江澤民

在北戴河會見後，當年中共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WTO）時，時任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拜登變

了，他沒有表示反對。

胡錦濤時代，拜登連任參議

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同時，其子

亨特‧拜登（Hunter Biden）開

始進入國際商界，以其身份創辦

的「Seneca Global Advisors」
諮詢公司大舉在中國獲利。隨後

時任美國副總統的拜登與中共主

席胡錦濤多次會面。

但拜登與後來登頂中共最高

層的習近平的關係最為緊密。

據美國媒體報導，僅自 2011
年年初開始的 18 個月裡，拜登

和習近平就在中美兩國之間至少

見過 8 次面，私下共同進餐時間

超過 25 個小時。

2012 年 2月，時任中共副主

席習近平率領多名省長回訪美國

時，拜登曾全程陪同。這期間，

拜登兒子亨特的公司為美國能源

新創公司 Great Point 拉到一筆

來自中國的 12.5 億美元的投資。

拜登此後再也沒有直接批評

中共在武器擴散和人權上的劣

跡。 2014 年，拜登非常明確的

表示，「我想要中國（中共）成

功，因為他們在經濟上的成功，

符合我們的利益。」

在中美關係惡化的近期，拜

登在競選總統時宣稱，他如果當

選，首先要取消對中國的關稅。

拜登與習已浮於表面的這種

「關係好」，一重是與錢相關的

利益關係，還有另一重關係則是

色。

今年 10 月份，一個包含拜

登之子亨特的大量敏感照片、錄

像、電郵以及通話記錄的電腦硬

碟，除了曝光拜登父子介入涉及

中企的賄賂計畫，還顯示亨特在

生活領域有吸毒、涉及與中國未

成年人亂性等嚴重問題。

有人爆料，亨特與前中國人

民銀行行長戴相龍的女婿車峰關

係密切。亨特每次去北京，都會

與車峰聯繫，住在盤古大觀 11
號的四合院內。硬碟中包括了亨

特在那裡的淫穢錄像和照片。

車峰與中共江派前高層曾

慶紅、劉雲山、賈慶林家族都密

切。海外媒體爆料稱，車峰在北

京有秘密會所，向政商巨頭特供

美女淫亂，並錄像為證。而在抓

獲車峰等人後，錄像應該在時任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手上。

天主教前任駐美國大主教維

格諾（Carlo Maria Viganò）日

前在向川普 ( 特朗普 ) 總統發出

今年的第二封公開信中說，喬‧

拜登有把柄被人捏在手裡，將讓

非法勢力既干涉國內政治，又干

涉國際事務。握有拜登把柄的非

法勢力，幕後可能指向中共。

 習近平與拜登的「雙重關係」
【看中國訊】儘管美國民

主黨候選人拜登自行宣布

勝選，但事實上美國大選

結果未定。而中共總書記

習近平至今未向拜登祝

賀，這與拜登與中共以及

習近平本人之間有不尋常

的雙重關係有關，習盡量

避免太高調，因為這種關

係看起來髒的很。

2015 年 9 月 25 日習近平訪問美國時與拜登會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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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慈恩寺學習近平講話。

（大慈恩寺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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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報導，人大審議通過

的《國務院關於提請就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

決定的議案》，授權港府取消議

員資格，毋須通過現行法庭程

序。同時香港政府發新聞稿，宣

佈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及梁

繼昌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

民主派日前表示，如果任何

一位民主派議員遭人大 DQ，19
名民主派議員將集體總辭抗議。

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

胡志偉表示，人大常委會決定

取消四位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做

法荒謬，放棄《基本法》和一國

看中國記者李懷橘綜合報導

中共人大常委會11日閉
幕，會議審議了因應特首林

鄭月娥請求而提出的議案，

授權港府取消議員資格，毋

須通過現行法庭程序。

港四立法會議員被剝奪資格

兩制。他批評，現在議員、公

職人士監察政府施政都會面臨

被 DQ（Disqualify 剝奪資格）

的危險，這種做法無疑破壞香

港的三權分立，和《基本法》初

衷背道而馳，令行政長官一人

大權在握。

他表示，民主派議員認為必

須和四位被 DQ 的議員「齊上齊

落」，因此決定集體總辭；亦明

白爭取民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情；即使大家離開議會，亦會在

各自崗位爭取民主，「在民主道

路上一直向前」。他強調，極

權政府善於分裂社會，但民主派

沒有分裂的本錢，故香港人要齊

心合力繼續抗爭。胡志偉補充

指，明天會遞交辭職信，正式為

民主派議會工作畫上句號。

公民黨法律界立法會議

員、大律師郭榮鏗表示，可以

和港人一起捍衛民主、法治、

人權及香港的核心價值，即使

最後被政權打壓，「只有光榮，

絕無後悔」，他表示這是心底裏

的話，並感謝香港人及自己所

代表的法律界，「一直在大是大

非的問題上團結、支持」，他亦

感謝家人和同事，在過去八年

中給予的支持。

對 於 記 者 提 問 今 次 DQ
（Disqualify，剝奪資格）議員

的請求是由特首林鄭月娥提出

的。郭榮鏗表示，市民對林鄭的

卑劣行為有目共睹，因此對她

提出這樣的要求不感驚訝。他

續指，「人治」的社會就是這樣

「朝令夕改」，「一時延任，一時

DQ，沒有適當程序，完全不需

要遵循法律」，將《基本法》所列

台美經濟對話將登場
【看中國訊】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1 0日宣布，國
務院次卿柯拉克（K e i t h 
Krach）20日將在美國舉行
「美台經濟對話」。

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表

示，屆時，經濟部次長陳正祺

將率團訪問華府，其他官員則

以視訊參與。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週二的新聞發布會

上宣告，美國國務次卿克拉奇

將主持 11 月 20 日與台灣的經

濟繁榮夥伴關係對話。「這些對

話將有助於加強合作，以確保

供應鏈和 5G 安全。」

蓬佩奧說：「這項對話彰

顯出，我們與台灣的經濟關係

生機勃勃，台灣是一個民主國

家，是一個可信賴的夥伴，美

台關係也將不斷發展。」

克拉奇是美國國務院主管

經濟成長、能源與環境的次

卿。他曾於今年9月訪問台灣，

成為首位來訪的美國國務次

卿，也是 1979 年以來訪台級別

最高的現任國務院官員。

據中央社稱，中華民國外

交部今天表示，這是重大里程

碑，彰顯台美在全球經濟戰略

夥伴關係下，將展開更緊密、

更廣泛的合作。

駐美代表蕭美琴也在推特

上表示，駐美代表處歡迎與美

方展開經濟繁榮夥伴關係對

話，這將有助於進一步強化台

灣與美國之間穩固的經濟關係。

自由時報報導稱，經濟部

次長陳正祺對此表示，這次台

美經濟會談，將讓全世界知道

台美雙方在經濟戰略上有夥伴

關係，我方目的是希望能跟美

香港中小學
現退學潮

【看中國訊】香港資助小學

校長會的名譽主席張勇邦 7 日

出席港台節目時指出，直資學

校出現退學潮的問題。他說社

會撕裂讓家長不安，可能出現

家長安排子女赴外國或內地讀

書的情況，認為若持續出現

「往外走」和「往內走」，再加

上內地跨境生不赴港讀書，最

壞情況會如 97 後，或者再出現

縮班潮。

灣仔區校長聯會主席戴德

正在同個節目稱，各區今年都

有退學潮出現，8 月至今已收到

10 多封的退學信，大多表示到

外國讀書或轉到國際學校，並

寄語教育局要注意趨勢。

戴德正也批評教育局處理

教師投訴以及懲處的過程不透

明，對教師帶來很大威脅。

早前香港九龍塘宣道小學

教師被教育局指控有計劃地散

播港獨，並取消該名教師的註

冊資額（俗稱釘牌）。

《蘋果日報》報導，香港教

育專業人員協會 10 日召開記

者，公佈針對事件進行的民調

結果，顯示逾七成受訪校長認

為，教育局在今次事件上所提

供的資料和理據沒有足夠的說

服力，更有近八成和超過七成

受訪校長分別認為，教育局以

監管不力為由譴責校長及副校

長，和書面警告其他老師的做

法不合理，教協表示將全力支

持該名被釘牌的老師上訴。

美再制裁港警兩高層
【看中國訊】針對中港

當局實施《港區國安法》鎮

壓香港異見者，美國財政部

1 1月9日宣佈制裁多4名中
港高官，包括香港警務處副

處長（國家安全）劉賜蕙及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

司李桂華、港澳辦副主任鄧

中華、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副

署長李江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該

4 名中港官員是因參與執行《國

安法》而被制裁，他們將不可到

美國旅遊，任何美國相關資產會

被凍結，「今次行動突顯了美國

決心追究有份積極破壞香港人

民自由、香港自治權的關鍵人

物。」上月，美國國務院也曾警

告國際金融機構，若它們與鎮壓

香港的人發展業務，將會很快面

臨嚴厲制裁。

劉賜蕙及李桂華是最新被制

裁的兩名港官是警隊高層。《立

場新聞》翻查土地註冊處資料發

現，劉賜蕙全資持有一個市值

港台簡訊

1,442 萬元的 865 呎西半山嘉富

台單位。她於 2003 年以 390 萬

元買入該單位，曾向中國銀行香

港及美資的花旗銀行承造按揭貸

款；2010 年再將物業轉按至創

興銀行，至今仍未還清貸款。

李桂華則個人全資持有一

個面積 639 平方呎的藍田麗港

城單位，市值 821 萬元。該單

位是於 2013 年以 480 萬元買

入，獲中銀香港提供 336 萬元

按揭貸款，餘下 144 萬元為政

府貸款。

《立場新聞》透過警察公共

關係科查詢他們的銀行服務是否

受影響，兩人未正面回應，僅回

覆稱對美國制裁毫不畏懼，其執

法決心不受動搖。

至於為他們提供樓按服務的

兩家銀行，也有機會要承受美國

二級制裁風險。創興銀行回覆

《立場》稱，按既定政策及程序

處理，不評論個別客戶事宜；中

銀香港至截稿前未回覆。兩家銀

行都屬中資，中銀香港除了本身

的美元業務，其母公司中銀在美

國也有業務。創興銀行 2013 年

被中資越秀集團收購，在美國加

州三藩市也設有代表處。

此前，美國已於 8 月率先

制裁特首林鄭月娥、警務處處

長鄧炳強等 11 名中港官員。據

報銀行業既憂慮遵從美國制裁

會違反《港區國安法》，又擔心

不遵從並與被制裁人士維持業

務往來，會被美國財政部施以

二級制裁。

左起郭榮鏗、楊岳橋、郭家麒、梁繼昌。（Getty Images） 明的內容一掃而空，「赤裸裸的

人治社會就是這樣」。

他認為今次決定明顯違反

《基本法》，至於會否採取法律行

動，具體細節就要待法律團隊再

做討論。

人大在議案中表明，這次

是應香港行政長官請求而提出

議案。林鄭月娥 11 日在記者會

上表示，特首要向特區負責，

包括立法機關，政府留意到立

法會有數位議員早前經選舉主

任依法認定，屬於「不擁護、

不效忠」，但又繼續坐在立法

會中，是「不合邏輯、自相矛

盾、不符合政治倫理」，所以

特首有責任處理這問題，但經

分析後，發現現時並無法例及

條件可自行處理，所以才提請

中央處理。她又透露，政府於

8 月 11 日開始已思考相關的法

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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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建立更深化、全面的經濟展

略夥伴關係。

陳正祺強調，這次會談不

限於過去單純的貿易談判或是

討論，「今次經濟對話非常有

意義，也對於國家整體經濟發

展跟經濟戰略都是非常大的幫

助，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至於這次台美經濟會談台

灣與會成員，陳正祺透露，主

要團員都是以經濟部為主、不

會超過 7 人，議題主要聚焦在

供應鏈、5G、學術合作、投資

合作、能源基礎建設合作等。

台灣不獲邀參與
WHA

世界衛生大會（WHA）開

議，「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參加

世衛大會」不列入議程。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9
日聲稱，第 73 屆世界衛生大會

續會再次作出了不將涉台提案列

入大會議程之決定，充分的說明

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普遍共

識及國際準則，在國際上搞「兩

個中國」及「一中一台」不得人

心，必然會失敗。

台灣大陸委員會於 10 日下

午以書面形式應詢表示，針對

中國當局再次阻撓台灣參與今

年 WHA 復會，表達嚴正抗議

及不滿。總統蔡英文 11 月 9 日

晚間發布推文強調，台灣有寶貴

的醫療經驗可以與世界共享，包

括對抗 COVID19 成功的「台灣

模式」，但是，台灣卻因政治阻

礙，被排除在 WHA 之外，「台

灣在 WHA 的缺席是全世界與

WHO 的重大損失」。

李桂華（左）及劉賜蕙（右）。

（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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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大選這幾天

無疑是熱議話題，有中國商家亦

看準這一商機，以「川普─拜登」

命名，搶先註冊。不過，其中最

好笑的是，有商家用「拜登」當

品牌名稱來賣漏尿墊，引來民間

關注。

據中國金融界網站報導，中

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中國商標網第

1717 期商標公告顯示，一家江

蘇拜登實業有現公司，將「拜登」

為品牌名稱，來販售成人尿失禁

用的漏尿墊、醫療用手套、手術

衣，以及醫用口罩等醫療用品，

且中國商標網顯示出來的「拜登」

商標，還不只一個。

根據中國商標網的數據，目

前以拜登為名申請註冊的商標有

99 個，申請時間多集中在 2019
年，大多商標註冊已審核通過。

有網友稱這些公司「打算

用拜登之名發大財」；也有網友

調侃「這個產品很合適老賊（拜

登）」。

至於川普的名字，申請註冊

的商標多達 154 個，註冊時間多

半集中在 2016 年，正是川普上

次競選美國總統之時。但這些註

冊申請如今多數處於「無效」或

「等待實質審查」階段。

而少數審查通過的「川普」

商標，根據資料，多屬「唐納德

特朗普公司商標經營有限責任公

司」所有。 

【看中國訊】今年傳出多起

研究生自殺事件後，中國教育

部 11 日發布「研究生導師指導

行為準則」，對研究生導師頒布

10 個「不得」，引發外界關注。

據中國教育部官網發布，導

師被定位為研究生培養的第一責

任人，這 10 個「不得」包括：

不得對研究生的學業進程及面臨

的學業問題疏於監督和指導；不

得要求研究生從事與學業、科

研、社會服務無關的事務；不得

違規隨意拖延研究生畢業時間；

不得有違反學術規範、損害研究

生學術科研權益等行為。

中央社報導，10 月 13 日，

大連理工大學一名研究生在實驗

室自縊身亡，這名研究生在遺書

中提及為了逃避找工作而考研究

生，卻遇到不負責任的導師，

自己的研究生生涯從而處於「浪

費時間」狀態，令他面臨身心壓

力。

5 月 1 日，中國傳媒大學藝

術學院黃姓女碩士生墜樓身亡。

自稱家屬的網友事後發文指控薛

姓導師多次刁難畢業論文，不讓

通過，導致黃女精神崩潰，墜樓

自殺。而黃姓女碩士生原本再過

一個月即可畢業。

2019 年 12 月 25 日，南京

郵電大學材料學院一名碩士研究

生，在實驗室用一把火結束了自

己的生命。

多名學生事後指控張姓導師

長期對這名研究生謾罵壓迫、人

格侮辱，還逼迫在承諾書簽字延

畢，同時要求賠償不合理的實驗

費用，導致該生罹患重度憂鬱，

選擇自殺。

輝瑞疫苗 
有效率逾九成

湖南省紀委省監委官網日前

發布消息稱，長沙市政府原常務

副市長陳澤琿被開除黨籍；取消

其享受的待遇；收繳其違紀違法

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

察機關審查起訴。

據官方通報，指陳澤琿首個

問題涉「違反政治紀律，私自從

國（境）外購買、攜帶有嚴重

政治問題的書刊入境，並長期閱

看、私藏」，然後還有其他貪腐

罪名。

對於當局高調通報長沙市副

市長帶「禁書」入境，自由亞洲

電臺引述學者認為，中國絕大部

分官員的貪腐問題，已是路人皆

知，一般不會被追究，唯獨觸犯

政治紀律，當局絕不會手軟。

成都維權人士黃曉敏則說，

當局近期以處罰高官的方式警告

體制內官員，當然是為恐嚇一些

開明派官員。他說：「目的肯定

還是為了防微杜漸，殺一儆百，

對黨內想傳播異端的人進行恫

嚇。為甚麼最近會這麼頻繁，我

認為是除了目前中國處於四面包

圍，大的國際環境，最主要的原

因還是體制內一些開明派官員，

越來越感覺到現在所處的社會模

式存在問題。」

今年涉及購閱和收藏、傳播

境外政治書刊被當局立案審查的

官員，還有淮南市副市長李忠，

重慶市綦江區公安局國內安全保

衛支隊原政委李斌。

對於中共官員為甚麼要冒險

從境外購買書刊，希望之聲引述

觀察者認為，中共政權目前面臨

內憂外患，信息又遭嚴密封鎖，

中共內部各級官員對於時局「一

團迷霧」，因此希望依靠境外書

刊瞭解更多。

法廣分析說，因為中共黨內

的官員，大都不相信中共官媒的

報導。他們或者出於好奇心，或

者想瞭解一點真實情況，便設法

從境外購買書籍。

廣東維權人士葉曉崢對自由

亞洲電臺表示，境外政治評論觀

點獨立，吸引不少內地讀者，其

中包括官員：「境外政治刊物文

章觀點新穎，有很多不為人知的

內幕消息，老百姓也喜歡閱讀境

外政治刊物。中共官員都愛閱讀

境外政治刊物，這個大家都能理

解。現在政治形勢越來越左，對

境外政治刊物流入的查處，也越

來越嚴厲，把政治刊物視為反動

刊物，以防止官員對這個體制產

生懷疑，對共產主義信念產生動

搖。」

中共嚴查官員私藏禁書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

綜合報導】湖南省長沙市

常務副市長陳澤琿，從境

外攜帶「有嚴重政治問題

的書刊」入境，日前被開

除公職。另外，安徽淮南

市副市長、政協主席和重

慶市一國保隊長，也因從

境外帶禁書入境被審查。

香港某書店（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東京於 11 月 8 日舉行疫情

爆發後的第一場國際體操賽事，

來自四個國家的 30 多名體操運

動員參加了這次比賽。中國體操

代表隊抵達東京時，所有人「全

副武裝」，引發網絡熱議。

原計畫 4 月舉辦的東京奧

運會體操測試賽，11 月 8 日重

啟。參加比賽的運動員分別來自

日本、美國、中國和俄羅斯。

由於本次比賽是疫情以來東

京奧運會場館承辦的第一次國際

性比賽，因此受到外界高度關

注。

中國隊前來參賽的有男、女

各 4 名運動員，以及 4 名教練

和 4 名裁判等。 11 月 5 日，中

國代表隊乘搭日本航空公司班

機，從大連抵達東京成田機場。

據日媒報導的圖片顯示，中

國代表隊走出機場時，所有人身

穿防護服、佩戴防護眼鏡，口

罩、手套。

中國代表團全員的「全副武

裝」，引發了日本媒體的關注和

中日網友的熱議，日媒主播在報

導相關消息時瞪大了眼睛。日本

網友看到相關畫面後則表示，

「很恐怖，這麼驚慌就不要來」。

中共國家體育總局體操運動

管理中心主任繆仲一事後對此回

應說，中國隊到日本是配合國際

體聯和組委會的工作，因此採取

非常嚴格的防護措施。

但熟知北京宣傳套路的華人

網友並不買帳。有網友諷刺，

「上場比賽時也這套行頭嗎？要

是不穿，這一路走來的罪不就白

受了？」「想起了當年北京奧運

會幾個美國運動員下飛機時帶了

口罩，被國人罵得狗血噴頭，最

後不得不向國人道歉。」

據悉，在本次比賽中，日本

與國際奧委會協商制定了非常嚴

格的防疫措施。包括運動員在抵

達日本前需隔離兩週，在住宿旅

館和運動場館之間移動必須使用

經過特殊消毒的公共汽車，工作

人員將接管運動員的購物要求，

酒店電梯處都會安置保安等。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第三屆進博會 4 日在上海開

幕。雖然官方宣稱本屆進博會與

往年相比更加火爆，但現場視頻

顯示，博覽會現場異常冷清。

11 月 5 日，第三屆中國進

博會正式開放進場，展會持續至

11 月 10 日結束。官方報導稱，

本屆進博會與往年相比，展覽規

模更大、參展企業質量和展品展

覽水平也更高。中國國際進口博

覽局副局長孫成海亦宣稱，雖然

今年情況特殊，但各地採購商

仍踴躍參加，共組建 39 個交易

團、近 600 個分團。

不過讓人尷尬的是，這個官

方投入巨資並籌備了大半年的進

博會，現場卻非常冷清，原定邀

請的多國國家元首和國際知名企

業皆沒有出席。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現場參展

商表示，在嚴密的封鎖和甚至類

似於關禁閉的隔離政策下，國外

的商家和客戶基本沒有前來，這

次進博會全靠國內透過行政命令

拉人頭捧場，場面非常冷清。有

的展位甚至是官方下令強行設

置。

網絡流出的展廳內部短片亦

顯示，多達 36 萬平米的展廳，

幾乎沒有人流，而一些展廳商家

或工作人員直接趴在桌上睡覺。

會展中心工作人員也證實，原計

畫的「國家展」，只有「中國展」

一個，別的都沒有參加。

另據中央社報導，進博會

是標榜擴大開放的高品質國際

展會，以廠商對廠商（B2B）為

主。而現場的很多中國展位是不

符合進博會定位的零售業。報導

稱，展會現場出現了許多販售牛

肉乾、核桃乾果、冬蟲夏草、甚

至補腎丸等的攤位，明顯不符合

進博會對參展商的定位。報導引

述連續 3 年參加進博會的展會

人士表示，這是第一次看到進博

會出現這類攤位。展會人士表

示，零售攤位的出現，代表著主

辦方招展壓力大，沒有嚴審。

中國體操隊全副武裝赴日滬進博會門可羅雀 【看 中 國 訊】根 據 美 國

輝 瑞（Pfizer） 和 德 國 生 技

（BioNTech）9 日宣布，它們聯

手研發的 COVID-19 疫苗第 3
期臨床試驗，對 COVID-19 的

預防效果超過 90%。

中央社報導，兩家公司表

示，迄今未發現任何嚴重安全疑

慮，預計本月會向美國監管當局

申請該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不

過，該疫苗能提供多久保護，仍

然是個問題。

【看中國訊】美國密歇根一

對夫妻連續生了 14 個兒子，近

日，在感恩節之前，他們終於盼

來了期待已久的女兒。

美媒報導，現年 45 歲的

施 瓦 施 萬 特（Jay Schwandt）
與同齡的妻子凱特里（Kateri 
Schwandt），在迎來他們的小女

兒之前，一共生了 14 個男孩，

最大的兒子 28 歲，最小的才 2
歲。他們也因此登上了各大媒體

的版面。

11 月 5 日， 這 個「只 生

男孩」的家庭迎來了第 15 個

孩 子 —— 女 兒 瑪 姬（Maggie 
Jayne Schwandt），家裡所有的

人都很高興。

報導稱，傑伊和凱特里在

念高中時相識，他們在 1993 年

結婚，大學畢業之前就已有了 3
個兒子。這麼多年，他們一直期

盼著能有一個女兒，如今終於

如願。

連生14個兒子後 
他們終喜獲千金

自殺頻傳 中國教育部 
頒布「十個不得」

拜登成了「漏尿墊」品牌

中國有商家用「拜登」當品牌名稱來
賣漏尿墊。(Getty Images)

上海第三屆進博會異常冷清。

（Getty Images）

(Adobe Stock)

（公有領域）

超級高鐵 
時速達1000公里

【看中國訊】美國運輸技術

公司「維珍超迴路列車」（Virgin 
Hyperloop），9 日開始載客測

試。這種超迴路列車時速最高可

達 1080 公里。「維珍超迴路列

車」是在真空管道中，用膠囊型

座艙搭載乘客。

（Z22/WIKI/CC BY-SA）

斯洛伐克立法 
清算共產黨

【看中國訊】美國之音報

導，東歐國家斯洛伐克議會日前

通過了一項法律修正案，宣布從

1948 年到 1990 期間執政的捷

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以及在斯洛

伐克的共產黨分部是犯罪組織，

因為共產黨執政期間曾鎮壓公民

社會和限制民眾自由。

這項法律還禁止在紀念碑和

紀念牌匾等地出現象徵共產主

義、納粹法西斯等專制政治體制

的標誌，並禁止用共產黨和納粹

法西斯人士的名字命名街道、廣

場以及其他公共場所。

曾經有過共產黨統治歷史的

烏克蘭、三個波羅的海國家、波

蘭等國，近些年來分別根據各自

國情和歷史，採取各種方式清除

共產主義汙垢，並以立法的形式

在公共場所禁止共產主義標誌，

同時把共產主義與納粹法西斯

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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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助人們對共產主義的本性有

一個比較深入的認識，我們進一步探索

其在人類社會中的來龍去脈。

大家知道，法國和世界共產主義運

動有很深的關係，巴黎公社就是廣為

人知的一個例子。位於法國斯特拉斯堡

的歐洲議會大樓外形奇怪，知情人都知

道，這是模仿古巴比倫通天塔而設計的。

這個巴比倫通天塔還出現在歐盟的

官方廣告標語中（下圖），因為很多基

督徒認為這些

倒立的五角星

代 表 魔 鬼 撒

旦，所以很多

人反對歐盟這

個廣告牌，這

個廣告標語最

後被迫取消。

這個巴比

倫通天塔有數

千年的歷史，它到底是怎麼回事？它和

共產主義有什麼關係呢？

為了看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來龍

去脈，我們需要瞭解古巴比倫的太陽

教。在西方，諾亞方舟和大洪水可以說

是家喻戶曉，就是說當時人類道德非常

敗壞，作為懲罰，神用大洪水把絕大部

分人淹死了。相傳大洪水之後，有個叫

寧錄（Nimrod）的人，建立了巴比倫國

（位於現在的伊拉克境內）。寧錄是個獵

人，力大無比。他四處征戰，征服了周

圍的部落，他的國土越來越大，他的野

心也越來越大，想要征服全世界，建立

一個全球政府來統治全世界。寧錄可能

是第一個想要統治全世界的野心家。

巴比倫國王寧錄道德敗壞，他和他

的信徒們淫亂，褻瀆神。他們崇拜撒

旦，甚至活祭嬰童。寧錄狂妄自大，他

建了一個高塔（Tower of Babel，這就

是巴比倫通天塔的來源），寧錄覺得在

高塔上就到了天堂，他就可以和神平

起平坐了，並且認為如果神再用洪水

懲罰人，他在高塔上就平安無事了。

寧錄被認為是大洪水後第一個反叛神的

人。通天塔共有七層，由於神的干預，

寧錄的通天塔沒有完成（見上面 Pieter 
Brueghel 在 1563 年畫的油畫）。後來人

用沒有完成的通天塔代表要完成寧錄要

統治全球的政治野心。

寧錄不讓人信神而信他，他神化自

己，把自己作為太陽神，所以他的信徒

和追隨者們就把他奉為太陽神。為了更

好地控制人，寧錄認識到需要實行專制

統治，他認識到集體形式可以更好地控

制人，能把人們更好地控制起來，讓人

們依賴政府聽從他，這樣就可以讓他們

遠離神，崇拜自己。

由於寧錄道德敗壞、淫亂，而且公

開反對神，結果一批部落長老們忍無

可忍，聯合起來把他殺了，並把他切成

碎塊，分給他的信徒們作為警告，他的

信徒們嚇壞了。寧錄被殺死後，他的妻

子控制了國家，帶領他的信徒轉入了地

下，形成了秘密的太陽教，繼續秘密地

搞道德敗壞和淫亂的活動。秘密太陽教

拜寧錄為太陽神，同時認為寧錄死後主

宰陰間，他是冥王，是黑太陽。在古代

的蘇美爾、巴比倫時代，土星（英文發

音為撒旦）代表黑太陽，黑太陽也就是

魔鬼撒旦，土星也就是魔鬼撒旦的代名

詞，所以太陽教崇拜太陽神寧錄，實際

上是崇拜魔鬼撒旦。這個王后被稱為「自

由女神」。巴比倫太陽教在秘密社團和

秘密宗教中流傳，它也稱為巴比倫的秘

密宗教。（未完待續，節選自《中共道路

是魔鬼的選擇》一文，本段落標題為編者

所擬。）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

（Mitch McConnell）昨天在參議院大選

之後的第一次院務會議上公開表態，支持

川普總統有 100% 的權利要求調查計票，

也拒絕承認拜登已經當選。

這是一個重要表態，代表了參議院目

前多數的共和黨議員們的態度。川普總統

已經獲得了黨內重量級人物的力挺，共和

黨的黨務系統會積極投身到蒐集證據、動

員社會、還有司法活動裡去。沒有全黨積

極份子的支持，沒有一個有組織的力量，

靠川普總統和他的家人單打獨鬥、還有社

會上零散的支持者，還真是和民主黨加上

傳媒和科技巨頭這個巨大同盟的力量不成

正比。說起來很無奈，本來川普總統應該

得到本黨的堅定支持，但事實並不是如

此。

他是一個政治局外人，意外殺出的黑

馬，在他上任之初本來共和黨在參眾兩院

都是多數，但是共和黨的建制派卻事實上

扮演了反對黨的角色；現在像前任眾議院

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參議員

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這些人還

是堅定地站在了川普總統這邊。拜登剛宣

布勝選的時候，出現了小布什和羅姆尼參

議員帶頭向拜登恭賀這種現象，消息出來

頭一兩天川普爭取內部支持很重要，爭取

黨內對他堅定支持維權，其重要性不說相

當於、也是僅次於再一次提名他。

另一個重要消息是上週五接近 40 位

共和黨的國會議員聯名敦促司法部長巴爾

動用一切可行的手段確保選舉的公正與合

法。於是在昨天，巴爾授權了聯邦檢查官

們著手調查關於選舉舞弊可信的指控，如

果被指控的事，會導致某些州選舉結果改

變，即使投票結果沒有得到核准（也就

是投票的法律結果還沒有出來）也可以

調查。否則的話可能就太晚了，木已成

舟。以前司法部一般是不在大選過程中介

入的。有司法部的官員透露，正在對內華

達州展開調查，內華達州活躍註冊選民

182 萬，6 張選舉人票，拖拖拉拉開票開

到現在都沒開完。它現在的一個主要問題

是：共和黨說有些不住在本州的人還在投

票。

美國司法部長兼任著美國聯邦總檢查

長，終於司法體系介入了，這又是一項重

大進展。當有可靠的證人證據進入這個程

序以後，聯邦檢查官日後就可以提出檢控

了。這和現在川普團隊提出的訴訟意義不

一樣，現在是川普的競選團隊在州和最高

法院兩個層面提出選舉程序的訴訟，不同

的州追求的具體目標不一樣。結果無非是

把不合規的選票排除在外、以及重新計

票。聯邦檢查官提起的訴訟就是公訴（不

是川普團隊）、很大機會就是關於舞弊的

刑事訴訟，就是另一個性質層面的事了。

這一步在搖擺州有很大震懾，內華達

州計票還沒有計完、亞利桑那州計票還沒

有計完、喬治亞州正重新計票（也相當

於還沒有計完）；賓州拜登領選僅 0.5%；

要視法律訴訟是把 11 月 3 號以後收到的

選票一刀切都排除出去，還是每一張重新

點算；威斯康星州拜登也僅勝出 0.7%，

只要進入重新計票，也算還沒有計完票。

司法調查有個很強的震懾作用，在這個過

程中如果有人還想玩貓膩，馬上面臨著很

大的法律風險。

為了不像「幸福」的天朝人民那樣被

代表，那些投川普票的選民真得站出來，

以一切合法的方式發出自己的聲音，不為

川普總統本人能不能連任，但要為了自己

投出的那一票被認真對待，沒有被人玩

弄，川普走人國家不會衰亡，但是一個值

得信任的選舉制度沒了國家真會衰亡了。

中文這個詞「大選」，選的是誰？你

以為這只是選川普或者拜登嗎？其實也是

對人心的一次大篩選。有不擇手段、鋌而

走險的、有背棄自己操守和原則的、有濫

用影響力想學中共只要宣傳給力謊話也能

成真的；事情出來以後有灰心失望的、有

幸災樂禍的、有牆頭草隨風倒的、有麻木

不仁的、有猶豫觀望明哲保身的、也有自

始至終懷抱信念不放棄的。（節選自《文

昭談古論今》Youtube 節目）

◎文：文昭

◎文：龍延

古巴比倫通天塔（Pieter Brueghel油

畫，1563年）

從巴比倫通天塔說起 一

美國大選全球矚目，目前開

票正陷入膠著，相對於中國官媒

的冷淡和安靜程度，中國國民關

心美國大選的程度卻超乎空前的

熱烈，大幅翻牆看選舉，在微博

的點閱率到 11 月 5 日上午的統

計，已達到 60 億次。在中國社

交媒體豆瓣上，一位用戶發帖

道：「四億在投，十四億在看。」

一位中國網民寫道：「螞蟻暫緩

上市的消息，僅有半個夜晚的熱

度。頭條，還牢牢地掌握在川普

和拜登手中。」「我第一次見中

國人有如此之大的政治熱情。雖

然這場選舉與我們無關，雖然我

們無法影響絲毫，雖然我們加起

來也無法投出一票。」

在 11 月 4 日美國一名叫

Heide 的人將威斯康星州的怪異

直角圖貼給威斯康星州選舉委員

會（WEC）的推特帳號，要求

解釋。WEC 一直沒有回應。但

是在中國的淘寶網上這張圖已經

被印製成了新的產品，因為中國

人認為這張圖是這場選舉具有歷

史意義的標緻。

11 月 7 日，美國前副總統

拜登自稱勝選。但美國總統川普

發表聲明表示，訴訟在進行中，

大選遠沒有結束，是合法選票決

定勝者，而不是新聞媒體。從

11 月 3 日晚間開始，由於各地

傳出疑似作票舞弊的亂象，讓大

選從單純的選戰，演變成大規模

的法律攻防。

中國政府的反應比較奇怪。

一方面，11 月 5 日，中共外交

部發出了比較長的官方聲明，似

乎在慶祝美國新政府的到來，外

交部副部長樂玉成說，美國新一

屆政府同中國相向而行，秉持不

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的

原則，推動兩國關係沿正確軌道

發展。

另一方面，在 11 月 7 日，

多國領導人並沒有等待現任美國

總統川普公開承認失敗或美國法

院的最後裁決結果，他們紛紛向

拜登表示祝賀，包括臺灣總統蔡

英文。但是截至今日，中共領導

人習近平並沒有說話。中國的官

方新聞社也沒有報導拜登當選下

任美國總統。並且使用了 4 張

大幅圖片報導，最後一張圖片

註明：「11 月 7 日，部分特朗普

（即川普）支持者在美國威斯康

星州麥迪遜示威」。報導還稱，

「特朗普則發表聲明說，這次選

舉還遠沒有結束，從週一開始，

其競選團隊將開啟訴訟程序。此

前，特朗普競選團隊已在多個州

就計票問題提起訴訟，指稱選舉

存在舞弊行為」，「針對選情最

新變化，美國多地有拜登的支持

者上街慶祝，也有特朗普的支持

者上街抗議」。這樣的報導，

等於變相否認拜登已經當選。中

共黨媒的立場如此「中立」，堪

稱罕見。這樣的立場，當然是中

共高層的立場。

美國總統選舉競選進入白熱

化階段以來，觀察家們普遍注意

到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的選舉消

息報導和評論稀少。自由亞洲電

臺報導，一份據稱是來自中共中

央宣傳部的指令日前向中國各媒

體下達。內容要求，有關美國總

統大選的新聞要求各媒體，按「我

（國）發言人就相關情況表態」，

且「不得激化過激情緒、防止輿

論炒熱走偏」、「嚴防反美、抵制

美國等煽動性、行動性信息」。

這次中共的態度為何如此謹

慎？是否中共高層比比美國媒體

知道更多的內幕和詳情？他們是

否在選舉之夜之前就知道了不確

定性？

現在，華人網民們又注意到

了一款名為 Dominion 的選舉軟

體系統。福克斯新聞製片人、資

深專欄作家凱爾．貝克（Kyle 
Becker）在推特上說：「它在

30 個州被使用，賓西法尼亞州

等」。密歇根州共和黨在 6 日

下午召開新聞發布會說，大量共

和黨選票在軟體「故障」後被計

算給了民主黨，全州幾十個縣都

使用了這款軟體。該軟體在一個

縣就導致 6000 張投給川普的票

給了拜登。共和黨批評的這款機

票軟體據報導是 Dominion。在

許多華人網民和一些中文網站，

也已經開始了對 Dominion 的追

蹤。他們挖掘出來，這款軟體採

用了中國的投票機技術。這讓人

聯想，在今年 4 月，韓國大選

採用了華為通信設備，出現疑似

非法操縱投票機、通訊投票和提

早投票的二維碼作弊行為。

相信真相會隨著時間逐步揭

示。

美司法部介入
選舉調查意義重大

中國民眾的熱與官方的冷
◎文：林佳

相對於大陸官方對美國大選的冷處理，大陸網民卻對有關資訊極度飢

渴，標注「美國大選」的話題閱讀量逾63億次，遠遠超出前日排行第

一的「螞蟻集團暫緩上市」約10.9億次的閱讀量。(Getty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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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繼完成印太和亞

太布局應對中共，再與日本

聯手在南美洲布局遏制北

京在中南美洲擴張。美日巴

西高級官員在巴西首都巴

西利亞舉行創建三國交流

機制首屆會議，併發表聯

合聲明。強調共享人權、民

主和法治等價值觀國家合

作，創建共同繁榮的自由和

開放的國際秩序。

寰宇新聞

「美日巴西交流機制」遏制北京野心

創建「美日巴西 
交流機制」首屆會議

美國及日本和巴西 11 月 10
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亞召開創建

「美日巴西交流機制」（Japan-U.
S.-Brazil Exchange） 首 屆 會

議，美國副國務卿基思 • 克拉奇

(Keith Krach) 和日本外務省中

南美局局長林禎出席。會議由巴

西外交部負責亞太及俄羅斯雙邊

談判的副外長 Marcia Donner 
Abreu 大使主持，會後三國發表

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表示，美日和巴西

的高級官員共同發起建立「美日

三國家代表了各自地區的主要民

主國家和經濟體。作為擁有共同

價值觀的合作夥伴，他們將加強

現有合作以改善商業環境、擴大

外國投資、促進區域互聯互通、

支持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增長、加

強網路安全，以在開放、互操

作、可靠和安全的網際網路基礎

上促進充滿活力的數字經濟。

承諾開發部署透明 
和安全的通用5G網路

美日和巴西三國對確保安全

可信和充滿活力的通信網路生態

系統做出承諾，在自由和公平競

爭、透明和法治以及符合各自國

家立法、政策優先事項和國際義

務基礎上，開發部署透明和安全

的通用 5G 網路。

聯合聲明在最後著重強調民

主和善治在經濟發展和尊重人的

尊嚴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聯

合聲明說，民主和善治是經濟繁

榮增長和尊重人之尊嚴的重要基

礎，有助於確保在危機時期保護

最脆弱的人口。為此，三國將加

強對話與合作，從而加強本國和

國際上的民主治理，包括確保自

由公正的選舉，保障言論自由和

巴西交流機制」，在人權，民主

和法治等共同價值觀建立起的傳

統關係基礎上，三方都有意願以

主權國家的姿態創建共同繁榮的

自由和開放的國際秩序。

聯合聲明還表示，前所未有

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令人刻骨銘

心，需要更大的集體協調行動應

對，有鑒於此，三國一致堅定重

申致力於共同努力戰勝危機開創

「後新冠病毒時期」新局面。

美日巴西交流機制的三大基

石包括：就地區問題交換意見及

共享經濟繁榮和民主治理。

三國聯合聲明 
強調規則秩序和自由

聯合聲明強調，三國一致認

為，地區和平穩定是經濟繁榮和

民主治理的基礎。為此，作為擁

有民主和基本自由等共同價值

觀的國家，它們將繼續利用「美

日巴西交流機制」以及現有的雙

邊對話（機制）就地區局勢交

換意見，努力確保我們的地區在

基於規則的秩序下保持自由和開

放。

聯合聲明還強調，美日巴西

巴西首都巴西利亞（Shutterstock）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

報導】新冠病毒 ( 又稱 SARS-
CoV-2) 疫情自去年 12 月從中

國蔓延至全球之後，截至 9 日

為止，全球已經超過 5038 萬人

染疫，以及其逾 125.5 萬人死亡

了。英國國防參謀長卡特認為，

這次疫情大流行已釀經濟大危

機，甚至恐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

卡特在接受英國《天空新聞》

採訪之時指出，現今世界正處於

充滿不確定性及焦慮的時刻，在

肺炎疫情大流行之下，已經爆發

了區域衝突。而過去的兩次世界

◆亞美尼亞、阿塞拜疆與俄

羅斯 11 月 10 日達成協議，同

意終結爭議地區納戈爾諾．卡拉

巴赫（Nagorno-Karabakh）數

週以來的激烈戰火。這份宣告從

當地時間 10 日凌晨 1 時生效的

全面停火協議，引發亞美尼亞人

不滿，憤怒的抗議群眾闖入首都

葉裡凡（Yerevan）政府機關總

部翻箱倒櫃、砸窗泄憤。這份停

火協議將終結亞美尼亞與阿塞拜

疆 6 週以來為了納卡區而起的

激烈衝突。目前已證實逾 1300
人在這場戰事中喪命，其中包括

數十名平民，但據信確切死亡人

英參謀長：疫情恐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
大戰導火線，亦為區域衝突所引

發，而且態勢升級可能致使人們

做出不同的判斷。目前全球的區

域衝突，包括了烏克蘭與分離主

義分子、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

中國與印度於邊界地區保持緊張

情勢。他表示，歷史也許不會再

重演，但它卻具有相同的節奏。

雖然雙亞衝突看來是已告落

幕，但中印衝突，則是日趨嚴

峻。尤其是中共近期還進一步慫

恿巴基斯坦違反 1948 年印巴協

定，將克什米爾占領區劃為行省

後，更加擴大了該區域原本就已

緊繃的關係。

日前印度軍方高級領導人

對於印中邊界局勢的發展，發出

嚴重關切，指稱兩國軍隊於喜馬

拉雅山邊界地區的對峙狀況，有

可能會觸發成一場更大規模的衝

突。拉瓦特還特別提出警告稱，

中共與巴基斯坦之間正在合謀進

行某一種行動，這已經於印度構

成了新威脅。《印度時報》對此

指出，中共和巴基斯坦的聯手，

將會構成無處不在的區域戰略不

穩定危險，且可能引發對抗升級。

根據巴基斯坦《論壇快報》

(Express Tribune) 的報導，巴基

斯坦正準備將備受爭議的喀什米

爾所屬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升

格為巴國的一個省分。這似乎代

表著這塊土地正式納入了巴基斯

坦的領土中，而讓始終對該區擁

有主權聲明的印度十分不滿，並

懷疑其背後有中共教唆和支持。

《印度時報》指出，如果巴

基斯坦真的將吉爾吉特－巴爾蒂

斯劃為一個省，其背後應該是中

共基於地緣政治戰略和經濟方面

的考量之下，而予以支持的，其

實中共遊說巴基斯坦當局將此地

其他基本自由。

「美日巴西交流機制」

布局 遏制北京野心
據悉，美國政府向巴西電信

提供融資，鼓勵他們購買諾基亞

和愛立信等西方供應商提供的產

品，放棄購買華為 5G 設備。美

國倡導「清潔網路」計畫的目的

就是聯合民主國家拒絕使用中共

華為產品，以確保各自國家和盟

國 5G 網路安全。

據報導，北京近年在中南美

洲地區擴張其影響力，2018 年

多明尼加與薩爾瓦多相繼與臺灣

斷交，轉與中共政權建交；北京

瞄準中南美洲國家基礎建設進行

投資，藉助中共病毒大流行以財

政援助拉攏那一地區的一些國

家。

評論人士認為，上月下旬美

國務卿蓬佩奧印太和亞太之行完

成印太和亞太布局應對中共。美

國次國務卿這次巴西之行，美日

和巴西建立三國交流機制，加強

化經濟與安全保障合作，就是與

日本聯手展開在中南美地區布

局，著手遏制北京在中南美洲的

擴張野心。

數遠遠不止這個數字。

◆巴西在使用中國科興生物

技術公司研製的武肺疫苗進行臨

床試驗後，傳出巴西衛生監管部

門以嚴重不良事件為由暫停臨床

試驗。路透社報導，10 月 29 日

有志願者接種疫苗後死亡，巴

西衛生監管部門於 11 月 9 日以

「臨床實驗出現嚴重不良事件」

為由，勒令暫停這款疫苗的第三

期臨床試驗。目前尚不確定何時

會重啟臨床試驗。對此，科興緊

急在官網發布〈關於新冠滅活疫

苗巴西Ⅲ期臨床研究暫停的情況

說明〉一文做出回應。據德國之

聲報導，中國疫苗在巴西開展疫

苗實驗以來，巴西國內一直存在

爭議。

◆德國對中國在亞洲的軍事

擴張感到不安，德國國防部長卡

倫鮑爾，日前推出新的印太外交

方針，未來將強化與澳洲的軍事

合作，這是德國首度針對亞洲擬

定的完整外交方針。澳洲國防部

長雷諾茲表示，歡迎德國派軍艦

進駐印太海域。德國內閣 9 月

初通過「印太政策準則」，主要

內容包括與日本、澳洲等亞洲民

主國家結盟和加強軍事合作，確

保印度洋和南中國海的自由航

行，以及減少經濟對中國的過度

依賴，未來印太區域可望成為德

國外交的優先選項。德國打算一

改置身事外的作風，在亞洲發揮

更大的影響力。卡倫鮑爾本月初

接受《雪梨晨驅報》訪問時還對

中共喊話，「若用非和平方式解

決臺海問題，將是治國政策的重

大失敗，用戰爭邏輯來處理只會

有輸家」。

◆俄羅斯總統普京被披露健

康出了問題，將於明年 1 月辭

職。據莫斯科政治學家索洛維推

測稱，他可能罹患帕金森氏症。

但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出

面否認，批指對普京健康狀況的

報導完全錯誤。根據《太陽報》

報導指出，最近這位 68 歲的總

統，在影片出現了帕金森氏症的

症狀。從影片顯示，普京的腿會

不自覺地抖動，而且握筆的手指

也不斷抽動，還不時抓住椅子扶

手，看上去似乎非常痛苦的樣

子。他顫抖的手握著一個杯子，

據信裡面是放了雞尾酒止痛藥。

◆緬甸 11 月 8 日的立法選

舉投票活動已經結束，檢票工作

當晚已經開始。儘管最終結果需

要好幾天才會揭曉，但執政大

黨，昂山素季領導的全國民主聯

盟，9 日已經宣稱大獲全勝。所

得議席數字甚至可能超過上屆立

法選舉。這是軍政權 2011 年宣

布解散後，緬甸第二次組織全

國選舉。前反對派領袖人物、

1991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

素季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在上

次選舉中成為該國的實際最高領

導人。根據緬甸憲法，她無法出

任由國會選舉的總統一職，但由

總統任命，以國務資政的名義實

際掌管國家事務。

劃為一省，已經好多年了。

報導中說，在中共的「一帶

一路」倡議之下，投資了 600 億

美元於中巴經濟走廊，其自中國

新疆喀什，行經過吉爾吉特－巴

爾蒂斯，而通往阿拉伯海的俾路

支省瓜達爾港 (Gwadar Port)。該

項計畫投資了數百億美元，由於

經過有主權爭端的土地，所產生

風險，這是北京無法承擔的，因

此不斷遊說巴國當局，將吉爾吉

特－巴爾蒂斯納為該國第五省。

1948 年，聯合國協調了印

度和巴基斯坦停火，據印、巴之

間的協定，兩國需允許所占領的

喀什米爾土地要維持特殊的自主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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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稅早在 2015 年就

列入官方的立法規劃，由於房

地產稅將針對個人自有住房徵

稅，因此備受各界關注，目前

房地產稅的立法工作仍在全國

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會

同財政部研究起草中，尚未對

外公布徵求意見稿。

劉昆的文章在談房地產稅時

提到：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

權、分步推進」的原則，積極穩

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

11月 10日，據《第一財經》

報導，多位財稅專家表示，由

於房地產稅屬於地方稅種，因

此由地方政府在法律範圍內，

根據地方實際情況來決定具體

實施方案，包括房地產稅開徵

時間、具體稅率等。房地產稅

徵收，可能採取先城市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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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鑫

支了居民的消費能力，房地產業

產生的虹吸效應將全社會的財富

裹挾，抬高了實體經濟的成本。

房地產業的過度繁榮捆綁了政

府、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吹

大了房地產泡沫，積累了金融和

債務風險。

如今的房地產已經不能算是

實體經濟了。 95% 的人買房都

要向銀行貸款，現在的房地產都

已經披上了金融的外衣，被投機

者和開發商肆意炒作，本來只有

幾千元 / 平米的中小城市房價都

要被炒到二、三萬元 / 平米，遠

遠脫離了當地民眾的收入。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任重

道撰文指出，事實上，中國歷史

上早就有徵收房產稅的先例，並

鎮、先市民後農民、先企業後

個人策略逐步實施。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

心主任施正文表示，房地產稅有

望在「十四五」時期完成立法，

但會授權地方政府自主決定是否

實施，估計不會普遍開徵。

事實上，「穩妥推進房地產

稅立法」是官方近些年的標準

說法。

5 月 18 日，中國官媒《新

華社》發布《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

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的意見》。其中最令市

場關注的是財稅方面的表述，此

次文件著重提了三個稅種改革：

研究將部分品目消費稅徵收環節

後移，建立和完善綜合與分類相

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穩妥推

進房地產稅立法。

官方財稅法專家表示，房地

產稅立法較為複雜，需要考慮社

會共識、納稅人承受能力等多種

因素擇時推出。房地產稅如果開

徵，將被定為地方政府的稅種。

作為中央稅種的消費稅部分稅目

征管後移，在對存量部分核定基

數後，增量收入也被國務院明確

原則上歸屬地方政府。

儘管北京當局頻頻提出房住

不炒（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

用來炒的）的樓市定位，在中

國經濟下行、財政捉襟見肘的驅

使下，地方政府近年來仍然依靠

賣地填補財政短缺。

財經分析人士認為，房地產

稅早在幾年前就被列入了立法計

畫，但遲遲沒有進展。當局之所

以不斷提及這項立法工作，是因

為地方政府赤字已經幾近失控。

華盛頓信息與戰略研究所

所長李恆青此前對《自由亞洲》

電臺說，「中國房地產業按理說

根本不存在稅基。比如你收物

業稅的前提是什麼？前提是這

個物業是有主的。那麼中國房

地產的主人是誰？人們持有的

房產證不是永久性的，只有幾

十年的產權。」

房地產本身具有高風險、高

泡沫、去實體化，也阻礙了實體

經濟的發展。越來越高的房價透

中國財政部部長劉

昆撰寫《建立現代財稅體

制》一文，房地產稅立法

和改革在「十四五」時期

將繼續推進。不過徵收房

地產稅於情於理都不合

適，容易激起民憤，也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得

不憂慮的事情。

因此一代皇朝差點滅亡：唐朝

德宗李適即位後，主管賦稅的

戶部侍郎趙讚因朝廷財政的窘

迫局面，向德宗奏請實行「稅屋

間架、算除陌錢」的房產稅。但

是，這卻給貧窮人家和富家大戶

都造成了沈重的負擔。後發生兵

變，唐德宗倉皇出逃，房產稅實

際推行的時間只有半年。

現在中國的房價真降下

來，地方政府害怕釀成群體事

件，銀行害怕棄房斷供的人增

多，房地產商害怕高價拿地沒

辦法開發，買房的人也害怕，

相關部門也害怕，但房價真繼

續漲大家更害怕，這也成為習

近平不得不考慮、不得不面對

的問題。

中國適合開徵房產稅嗎？財經 
評析

成都。（Adobe Stock）

電話：403-285-1046
3575 20 Avenue NE（Superstore 彩票店內 )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
國家和地區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支票兌現

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35 149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看中國

發行點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DON’T MISS THIS EVENT – NO EXTENSIONS!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403.567.8888 11500-35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SOUTHPOINTETOYOTA.COM

2020 COROLLA LE
DEMO LOADED

0P01075

$$2222,99772222
$$24,46024,460**

NOW
$21,888*

2019 CAMRY LE
NEW

P902066

$$5,55855,,,5555888***$$30,44630,446**
NOW

$24,888*

2020 RAV4
AWD LE DEMO

0P00800

$$22,,,112211**$$34,009* $31,888*

2020 CAMRY SE
LOADED NEW

0P01937

$$33,,,1155888**
$$31,04631,046**

NOW
$27,888*

2020 HIGHLANDER
AWD V6 LOADED NEW

0P01375

FACTORY CASH BACK
INCENTIVES

UP TO $8,000 –
GUARANTEED $1000* 0%ON EVERY

TOYOTA* OAC

24 MONTH TO 84 MONTH TERMS OAC

IT’S TIME

TO TOYOTA

2020 SIENNA LE
8 PASS NEW

0P01929

$$2,57722,,,5577777***
$$41,46541,465** $38,888*44 00009944 000099 $31 888$$46,06646,066**

NOW
$42,888*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英）

Tel：403-365-4532
Cell：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廠家現金返贈
優惠高達 $8,000
—確保 $1000* 24 ~ 84 個月貸款期限OAC

每   輛
豐田車 *OAC

24 小時一天特價活動
週 六11月14   早9 -晚6

SOUTHPOINTETOYOTA.COM
不要錯過這次活動 - 不再延期！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403.567.8888 11500-35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403.567.8888 11500-35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403.567.8888 11500-35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403.567.8888 11500-35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403.567.8888 11500-35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term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are OAC. All payments quoted are on a 60 month lease term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plus options and 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原價

節 省

現價

原價

節 省

現價

原價

節 省

現價

原價

節 省

現價

原價

節 省

現價

原價 現價

廠家現金返贈
優惠高達 $8,000
—確保 $1000* 24 ~ 84 個月貸款期限OAC

每   輛
豐田車 *0%

超過
300 輛
豐田車

特價清倉

節省高達
20% 較

工廠建議價
  選定車款*

廠家
現金返贈
優惠高達
$8,000*

    首付
無需付款

直到2021年
3月OAC*

每輛售出車
贈送雪胎或
$1,000

免費汽油！*

0%

OAC* $8000*

$0 

 OAC*

SOUTHPOINTETOYOTA.COM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offer applies to every 2020 Toyota in stock but terms and down payment required vary by model. The payment deferral offer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in which
payments are deferred to February 2021 but interest accru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Cash back offers are a combination of dealer discounts and factory rebate incentives and vary by model. All payment offers quoted are 64
month lease terms, taxes and options extra, 24000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OAC. Only one offer per transaction, conditions apply,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403.567.8888 11500-35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2020 COROLLA LE LOADED DEMO

2020 HIGHLANDER NEW AWD LE V6

WAS $24,933WAS $24,933 NOWNOW $$21,88821,888**

Stock# 0P01075

Stock# 0P01325

$3,045*
SAVE

2019 CAMRY LE2019 CAMRY LE NEWNEW

2020 RAV42020 RAV4 AWD LE DEMOAWD LE DEMO 2020 SIENNA V6 LOADED

WAS $30,446

WAS $34,279WAS $34,279

NOWNOW $25,888**

NOWNOW $29,888**

Stock# P902066

Stock# 0P00800 Stock# 0P01874

$4,558*
SAVE

$4,391*
SAVE

2020 NEW RAV42020 NEW RAV4 AWD LOADEDAWD LOADED

Stock# 0P01859

$$$$$$$4,888
DOWNDOWN

AND LEASEAND LEASE
FOR ONLYFOR ONLY$$$$$$$228 BIWEEKLYBIWEEKLY**

ATAT 5.99%5.5.5.999999%%%
OACOAC 0%%%%%%AND NO PAYMENTSANDANDAND NONONO PAYMEYMEYMENTSNTS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

DOWNDOWN

AND LEASE
FOR ONLYFOR ONLY$$$$$$184 BIWEEKLY*

ATAT 3.49%3.3.3.494949%%%%
OACOAC 0%%%%%%% ANDANDAND NONONO PAYMEYMEYMENTSNTS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2,888
DOWNDOWN

AND LEASEAND LEASE
FOR ONLYFOR ONLY$$$$$$$163 BIWEEKLYBIWEEKLY**

ATAT 3.99%3.3.3.999999%%%
OACOAC 0%%%%%%% AND NO PAYMENTSANDANDAND NONONO PAYMEYMENTSNTSNTSNTS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0P01

$
Stock# 0P01

INCLUDES 3M PACKAGEAND REMOTE STARTERINCLUDES 3M PACKAGEAND REMOTE STARTER

Stock#

$0

https://www.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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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
 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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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

人。因為有詩詞方面的天賦，

十三歲時，就到長安深造，頗

有幾分神童風采。時值劉秀也

在長安太學讀書，鄧禹雖然年

幼，但是有識人之能，「見光武

知非常人，遂相親附」（《後漢

書 ‧ 鄧禹列傳》）。

後來劉玄被立為更始帝，很

多人舉薦鄧禹為官，鄧禹都拒絕

了。直到劉秀持節巡查河北，鄧

禹從南陽一路趕到鄴城（今河

北省臨漳縣西南），追上劉秀一

行。二人相見，劉秀也很開心，

他逗自己這位小「老同學」：「我

現在有封官的權力，你來找我，

是不是想當官啊？」鄧禹一聽，

不，不，不是這麼回事，他說：

「我只想助你威德加於四海，名

留青史。」劉秀一笑，小老弟這

嘴可真甜，好久沒見了，咱們秉

燭夜談吧。

當晚，鄧禹為劉秀分析天

下形勢：「更始帝劉玄雖然在關

西定都了，但是函谷關東並沒安

定，赤眉軍、青犢軍的小股部

隊，動輒就是上萬人。劉玄沒有

當皇帝的素質，他手下都是一幫

飯桶，只顧撈錢、爭權，自己享

受，沒一個想著安撫百姓。四方

分崩離析，就在眼前。您雖有輔

佐皇室的功勞，恐怕也是白費。

您不如招攬四方英雄，解救天下

萬民。以您的德才，平定天下完

全是小事一樁。」——「更始雖

都關西…不足定也」（《後漢書‧

鄧禹列傳》），這便是鄧禹的「圖

天下策」，也讓劉秀開始思考，

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想到這

裡，劉秀差人去請鄧禹。

兵士在城樓上展開地圖，

劉秀指著圖問鄧禹：「天下這麼

多郡國，我們現在只得到其中一

個，你之前為甚麼說我能平定天

下呢？」鄧禹答道：「當今天下混

亂，百姓渴望明君，如同嬰兒思

念慈母。自古能成就大業的人，

在於德行是否深厚，而不在勢力

大小。」——「禹曰：『方今海

內淆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

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

以大小』」（《後漢書 ‧ 鄧禹列

傳》）。

王可以說佔據了兵力上的絕對優

勢，《詩經 ‧ 大雅 ‧ 大明》中

記載： 「殷商之旅， 其會如林」， 
卻仍以商敗周興而告終；楚攻暴

秦的巨鹿之戰，秦軍以四十萬對

楚軍六萬的軍力優勢竟致全軍覆

沒，昭示了大秦帝國的氣數已

盡；讓苻堅自信滿滿，可以「投

鞭斷流」的八十餘萬前秦軍，在

淝水之戰中，亦是莫名其妙的被

八萬東晉軍打得「風聲鶴唳」，

「草木皆兵」。

至於前文提到的昆陽之戰，

更是在由人看來似乎勝負早分的

境況下，由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形

勢逆轉；大明帝國對火器的認

知度和開發力很高 , 稱為火器世

界第一亦不為過，二十餘萬京城

常備軍的戰力，在當時，即使放

眼全球，也不可小覷，卻因為一

場瘟疫，幾乎頃刻間化為烏有，

竟被一個「失業工人」李自成帶

著一班農民佔了龍廷……翻開史

冊，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古人

遵循重德敬天的原則，絕非憑空

臆想，正如姜尚所言：「天命有

常，惟有德者居之」。

鄧禹這一番「在德薄厚，

不以大小」的分析，可謂一語

中的，讓劉秀如撥雲見日般豁

然開朗。

蕭王劉秀

犒賞各路援兵之後，劉秀繼

續揮師南下，於更始二年（公

元 24 年）四月包圍邯鄲，連戰

連勝。同年五月，漢軍攻克邯

鄲，在王郎的公文裡，搜出數千

封劉秀部下與王郎的通信，劉秀

看都沒看，當眾把這些信燒燬，

看到眾將疑惑的目光，劉秀說：

「這是為了讓那些曾想叛逃的人

可以安下心來。」——「光武

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

反側子自安』」（《後漢書 ‧ 光

武帝紀》）。

邯鄲告捷，更始帝劉玄派來

使臣，封劉秀為蕭王，但是，要

劉秀交出兵權，去長安跟隨劉玄

左右。——「更始遣侍御史持節

立光武為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

所」（《後漢書‧光武帝紀》）。

這一次，劉秀對更始帝徹

底失望了。回想與大哥劉伯升舂

陵起兵，為復興漢室，與綠林軍

合兵抗擊王莽，因綠林眾將的私

心，一定要立劉玄為帝，那時，

兄弟二人想，既然劉玄也是漢室

宗親，就這樣吧。孰料，不久大

哥遇害，自己也身處險境，後

來，自己來河北，幾乎自「零起

點」始，組建軍隊、清除邯鄲王

郎。如今，一份「調令」讓自己

去長安？難道要自己步大哥的後

塵？這可不行。

劉秀以河北尚未平定為理

由，將使臣打發回去。想起之

前鄧禹的一番高論，劉秀不想

再給更始帝「打工」了。——

「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征。

自是始貳於更始」（《後漢書 ‧

光武帝紀》）。

王孫滿微微冷笑：「哎呀 !
大王難道忘了嗎？當年夏興盛

時，遠方各國都來朝貢，夏桀亂

德，九鼎這才遷往殷商，六百年

後，商紂暴虐，九鼎又遷到周。

天子有德，鼎雖小也重不可移；

天子如果無德昏亂，鼎即使大也

沒甚麼份量。當年周成王在郟鄏

（今河南洛陽西北）安置九鼎之

後，在神前占卜的結果是，周將

傳國三十代，享祚七百年，這

是天命。」最後王孫滿警告楚王

道：「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

之輕重，未可問也」（《史記 ‧

楚世家》）。

楚莊王雖然擁有絕對軍事

優勢，卻不敢造次，只能班師

回國。因為他雖然一時得意忘

形，但是他的理智，除了對天

命的畏懼之外，還有一點也非

常清楚，那就是，單純憑藉武

力強大而篡奪天子之位 , 將被

視為流氓行徑，而不見容於天

下，即使能依恃暴力得逞於一

時，也將時時面對生存危機，

最終難逃敗亡的結局。

三皇五帝之後，中國歷史上

的朝代更迭，多數以武力征伐的

方式完成，這很容易讓人產生一

種錯覺，似乎只要誰擁有了「槍

桿子」，誰就敢、也就能篡奪政

權。然而，若是靜心回顧歷史，

細細思量，我們就會發現，「兵

征天下」不過是表面的一種表現

形式而已。

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商紂

（十五）

這番話絕非鄧禹信口開

河，也不是他給劉秀吃的「寬心

丸」。欲得天下，「在德薄厚，

不以大小」，這並非鄧禹的發明

創造，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觀

點，「問鼎中原」的典故，便是一

個典型的例證。

周室東遷之後，因周平王有

弒父之嫌，周王室在諸侯中威望

大跌。天下諸侯間互相攻伐，加

之外族入侵時，周天子不能擔負

天下共主的責任，於是，一些強

大的諸侯便自居霸主，周王朝漸

漸名存實亡。「問鼎中原」的故

事，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發生的。

自公元前 611 年起，楚國

先後攻伐庸、麇、宋、舒、陳、

鄭等國，連戰連捷。公元前 606
年，楚莊王伐陸渾戎，行軍至洛

水，兵臨周都雒邑（今日洛陽王

城公園附近）城下，有耀武揚威

之意。周定王以天子的名義派王

孫滿出城犒軍，楚莊王卻居心不

良的「問鼎小大輕重」（《史記‧

楚世家》）。

楚莊王所問的，正是雒邑城

中當年由大禹所鑄，代表天子權

威的九鼎。問鼎之意其實是覬覦

天子之位。王孫滿聞聽，四兩撥

千斤的回答楚莊王，擁有天下所

依仗的「在德不在鼎」（《史記‧

楚世家》），楚莊王大概因為楚軍

兵勢正盛，頗有些忘乎所以的傲

然道：「你休想阻止我鑄鼎！我

們楚國只要把鉤子（一種兵器）

尖折斷，就足夠造九鼎了。」

讀懂中庸之道 人生通達不惑

《中庸》是儒家經典的《四

書》之一。提起《中庸》，大家

一定會覺得太難了，學來何用

呢？其實一點也不難，非但不

難，還與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

關，不自覺的都在運用。

中庸之道 不走極端

孔子有一句話叫做「過猶

不及」，我們是不是經常用到

它呢？

這句話就是最好理解中庸

之道的角度和現象。讓人做事

不要走極端，走極端就會失

敗，就會出問題，從而走向反

面。物極必反，它是一個不變

的尺度和原則，人做任何事情

都要注意持中，守正，保持一

個平衡的度。

比如船的重量偏向一邊就

會翻船，因此這個中就可以看

成是一個合理的、不走極端、

保持在中間的無形軌道。儒家

處事的最高智慧，就是讓人的

境界能夠理解，和容易掌握最

高的道，因此叫做中庸之道。

孔子學問通達，就是因為

他深諳此道。不懂此道，就不

能真正理解儒家講的仁義之

理，甚至會走向教條和迂腐。

因此，中庸之道非常重要，有

意識的運用就會讓人處於不敗

之地。 

教子有方 尤重中庸

生活中我們處處也會運用

它。比如父母教育孩子，如果孩

子犯錯了，不忍懲罰，一味的愛

護，反倒害了孩子，變成不肖子

孫。也就是說本來是愛孩子，結

果過度放縱，遠離了仁愛之理。

孩子長大後不但不懂感恩，反倒

對父母一味的索求，稍有不如

意，便會埋怨父母。因此而有人

否定仁道。

其實，當父母仁愛過度

時，就已經偏離了中正的軌

道，會出現過猶不及的結果。

過仁猶如不仁，只有居中，才

是真的仁，偏離一點就是走向

不仁的開始。所以不懂中庸，

便無法駕馭仁道。同樣教育太

過嚴苛，也許出發點是為孩子

好，但過度嚴厲，也會讓孩子

心生怨懟，走向叛逆性格或者

變成膽小懦弱的人。走極端就

會出現這樣的敗局。

這個中庸之道，可以運用

在夫妻、父子、婆媳、朋友、

同僚等一切人倫關係的處理。

守著善念，不偏不倚，就能公

正無私，處世心中有度，通達

不惑。

那麼有人會問了，「庸」是

何意呢？「庸」就是不變的意

思，守著中正之道，不要改變

的意思。一變就偏離軌道，或

偏左，或偏右，失去平衡，就

要倒了，立不住了。因此這就

是個不變的原則。

倭寇圖卷 · 仇英(約1494-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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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省的夷道縣，有一座句將山，

山下有三眼泉水汩汩不斷地湧出水來，住

在山上的人們，每天都來這裡打水。

據傳說，句將山下本來沒有這三眼

泉，當時飲用水得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汲。許多人吃不了這個苦，只好花錢買

水。有個孤老奶奶，家裡很窮，吃穿都成

問題，哪來錢買水，只好三天兩頭走遠路

去打水。

有一天，老奶奶看見一個乞丐來山村

討飯。這個乞丐瘦得皮包骨，臉上是塌鼻

梁、大耳朵、小眼睛和歪嘴的五官。渾身

又生滿了膿瘡，膿血從粗布衣服裡滲出

來，還散發著噁心的臭味。

這乞丐來到張家，張家頓時把門關

上；來到李家，又被「去去去」地趕走；

遇見他的人，都捂著鼻子躲開，誰都不理

睬他。老奶奶看到這種情景，二話沒說，

就把乞丐領進自己的家。

她先讓乞丐坐下，然後把自己準備吃

的飯端過來，說：「嗨，吃吧！」

乞丐接過碗，狼吞虎嚥，幾口就吃光

了，他抹了一下嘴巴，說：「老人家，你

心地這麼好，應該得到好報。」

老奶奶微笑說：「這點事有甚麼呀？

還圖甚麼好報！」

乞丐回答：「不不不，你是應該得到

好報的！」

老奶奶用憐憫的目光，把對方上上下

下地打量一番。只見這人除了腰上彆著一

把刀，真是一無所有。老奶奶苦笑著說：

「你看你比我還可憐，你能有甚麼可以報

答我呢？」

乞丐聽了也不生氣，他拍拍自己的胸

脯說：「你講吧 ! 是要金呢？還是要銀？

只要你開口，我一定說到做到！」

老奶奶一聽「噗哧」笑了：「你這人

可真是的！我需要的東西，你是無論如何

也辦不到的。」

乞丐鼓勵她：「你老說嘛！」

老奶奶緩緩地說：「我一不要金，二

不要銀，只是連在夢中都想著山下要有

水，免得大家……」

老奶奶的話還沒說完，就被乞丐打

斷。乞丐說：「這算甚麼難事！等會你去

看好啦！」

他向老奶奶施個禮，就出門逕向山下

走去。

老奶奶偷偷地跟在他後面，到了山

腳，只見他停下了腳步。老奶奶躲在

樹後面偷看。只見乞丐在那裡觀察了

一陣子，然後從腰上拔出刀來，往地

上「哧」地一刺，地上立刻出現一眼泉

水，他一連刺了三個地方，就出現了三

眼泉水。

老奶奶一下子驚呆了，等她回過神

來，已經沒了乞丐的蹤影。從此以後，

她家的山下就多了這三眼井，一直流傳

到後代。

◎文：白雲飛

In China, at the foot of a mountain in 
Yidao County, Hubei Province, there are 

three mountain springs that gush out con-
tinuously. People living on the mountain 
visit the springs regularly to fetch fresh 
water. According to legend, at one time 
there were no springs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At that time, people had to carry 
their water from very far away. Many peo-
ple could not bear this hardship and paid 
others to bring them water. A lonely older 
woman, who could barely afford food and 
clothing, had no money to pay for water. 
Every few days she walked a long distance 
for her water.

 One day, the old woman watched as a 
beggar visited the mountain village to beg. 
The beggar was skinny with a flat nose, big 
ears, small eyes, and a crooked mouth. He 
was very sickly and was wearing old and 
dirty clothes. He also gave off a very pu-
trid odor. When the beggar visited Zhang’s 
house, Zhang slammed the door in his face; 

when he came to Li’s house, Li shooed him 
away. Everyone who came into contact with 
him held their noses and ran away. Nobody 
treated him kindly.

 Seeing all this happen, the old woman 
brought the beggar into her home without 
hesitation. She let the beggar have a seat 
and brought him the food she was going to 
eat. She told him: “Help yourself, please!” 
The beggar took the bowl and quickly gob-
bled it all up. He wiped his mouth and said: 
“Old woman, you have such a compassion-
ate heart, you deserve a just reward.”

 The old lady smiled and replied: “It’s noth-
ing, don’t mention it!”

 The beggar answered: “No, no, no, you de-
serve a reward!”

 The old lady looked the beggar up and 
down with pity. She saw he had nothing 
except a knife at his waist. She smiled and 

said: “You are even more miserable than I 
am. How could you ever repay me?”

 The beggar did not get upset upon hearing 
this. He only patted his chest and told her: 
“Speak up! Do you want gold or silver? 
Whatever you ask, I will promise it!”

 Upon hearing this the old lady laughed and 
asked: “Really? I do not believe you can 
make what I need.”

 The beggar encouraged her: “Just say it!”

 The old woman slow-ly uttered: “Even in 
my wildest dreams I want neither gold nor 
silver. I just want to have water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so that everyone…”

 The beggar interrupted the old lady before 
she finished her words and pronounced: 
“Consider it done.” He bowed to the old 
woman, left her house, and walked down 
the mountain.

 The woman secretly followed the beggar. 
She saw him stop when he reached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She hid behind a tree and 
watched from a distance. As she watched 
him, the beggar sat there for a while, drew 
the knife from his waist, and stabbed at the 
ground. Immediately a spring erupted from 
the ground. He stabbed the ground two 
more times with his supernatural powers 
leaving three springs behind in his wake.

 The old lady was over-come with shock. 
When she recovered from her surprise, 
there was no sign of the beggar.

 Ever since then, the mountain springs have 
served as a local water source for genera-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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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著名的大醫學華佗

人的思想
存在於哪裡？

近期一份研究揭示，人的

一些思想真實地存在於大腦的

某個區域。

研究人員讓 15 名志願

者，先想像一個紅蘋果或一棵

綠色的花椰菜，再讓他們抑制

這些想像的畫面維持 12 秒，

研究人員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

監控他們的大腦在這個過程中

的活動。

雖然參與者表示，他們成

功抑制了對這兩種水果和蔬菜

想像的畫面，但實驗顯示，情

況並非如此。研究人員用一種

計算機演算法識別當人們腦中

想像水果或蔬菜時候的大腦活

動，這種演算法可以看到人們

正在想像的內容。

合作研究員澳大利亞新南

威爾士大學（UNSW）的皮

爾森（Joel Pearson）說：「即

使參與者認為他們成功地抑制

了想像畫面的情況下，我們仍

然能看到這些想法。大腦中負

責想像畫面功能的區域——視

覺皮層上，似乎在人們不知道

的情況下，仍然在產生這些想

法。這表明，即使我們要抑制

某些想法，大腦仍然會產生這

些畫面。」

這項研究，對幫助科學家

進一步瞭解人類的思想，邁出

了一小步。

◎文：紫雲

◎文：藍月

喜馬拉雅山脈，位於青藏高

原南巔邊緣，是世界海拔最高的

山脈，藏語意爲「雪的故鄉」。

在藏傳佛教中一直有一個

傳說，西藏聖地──極樂之地

Shambala（香巴拉，或稱香格

里拉）是在遙遠的喜馬拉雅山

地底，西藏的大德喇嘛們世代看

護著那極隱祕的入口。

1994 年，科學家們震驚的

發現，擁有世界最高峰的喜馬

拉雅山底部，竟然沒有山根，

這就好比一座房子沒有地基一

樣，整座山是浮在青藏高原上

的。不僅如此，青藏高原的多

個高大山脈都沒有山根，比如

岡底斯山、崑崙山等。 1995 年

始，一個國際科學小組在喜馬

拉雅山地區沿東西方向布置了 4
條超寬頻帶大地電磁深探測剖

面，對青藏高原的地殼結構進

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在青藏

高原阿尼瑪卿山之下，存在一

個面積約 10 ～ 15 萬平方公里

的巨大地下空間。

山根，在地質學上是指山脈

在重力作用下穿透地殼，深入地

球內部的根基，也是地球地幔的

組成部分。據一般的力學原理，

山脈的體積越大、越重，山根就

會越大越深，這樣才能保證山脈

的穩定性，實現受力的平衡。

喜馬拉雅山上有多座海拔超

過 8000 米，如此巨大的山脈，

其重力完全可以穿透地幔，在地

球深處埋入巨大山根，但令科學

家費解的是，事實並非如此。

近年來，科學家對喜馬拉雅

山沒有山根的原因也進行了考

證，有觀點認為，這是青藏高原

形成的造陸運動。

在距今 4 ～ 5 億年前，青

藏高原所屬的拉薩陸塊與其他陸

地拼合，成為了原始的古岡瓦納

大陸的一部分。數億年後，在上

新世和第四紀接替的時代，青藏

高原發生了劇烈的造山運動，開

始大幅抬升。這一抬升過程到現

在仍在繼續。或許因此青藏高原

上的巨大山脈才無法形成自己的

山根。那麼，在沒有山根的情況

下，青藏高原上漂浮著的巨大山

脈是如何保持平衡的？科學家至

今沒有找到答案。

喜馬拉雅山 
是「無根之山」 

◎文：青蓮

王元甫，一位從事醫師職業

的醫學博士，1986 年中山醫學

大學醫學系畢業，在故鄉臺灣善

化開業 7 年後，1997 年移居加

拿大。因緣際會，王醫師接觸了

氣功，煉功中產生了許多神奇的

現象，這些神奇改變了他固有的

觀念。

他決心返回學校，學習中

醫。 2006 年，王元甫取得南京

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M.D.〉學

位，同時擁有醫師、內科專科醫

師、中醫師執照。歷任臺南市立

醫院內科部、中醫部主治醫師。

同時跨越中西醫兩門學科，王醫

師於其中領略到了中西方對醫學

的不同詮釋，尤其是在關於「生

命」內涵的理解上，有了更加深

刻的領悟。

他表示，雖然當今科技進

步、醫學發達，面對很多現代

病，西醫束手無策。中醫與西醫

兩者的本質差異非常大，西醫是

「實證醫學」，而中醫是「神傳

醫學」。

在對生命來源的理解上，王

元甫表示，現代西方醫學認為

人是來源於父親的精子與母親

的卵子，經過受精過程結合成

受精卵，再分化成胚胎，進而

發育成人體。人體有 23 對（46

個）染色體，每一對染色體都

分別來自於父親與母親，所以每

個人都同時帶有父親與母親的 
特性。

西醫理論認為，生命的組成

即是：分子—細胞—組織—器

官—系統—人體。細胞是人體構

造上與功能上的基本單位。組織

是由相同的細胞構成特定的組

織，例如上皮組織、結締組織、

肌肉組織和神經組織。不同的組

織組成特定功能的器官，多個器

官共同執行某種特定的生理功

能，而集合成一個系統。近幾十

年來，「分子生物學」的進展已

將西醫從細胞帶進分子的領域。

人的遺傳基因就存在染色體的去

氧核醣核酸（DNA）。

而中醫的生命理論與西醫則

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中醫認為，

人是「天地合氣」形成的。

中醫聖經《黃帝內經》說：

「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

合氣，命之曰人。」意思是說，

人雖然出生於「地」，但是人的

生命從何而來？在

遠古，東方有女媧造人

的傳說，西方有上帝造

人的記載。醫學上對生

命的內涵也各有見解。

現代人認為，西醫的解

釋更為科學。那麼，「生

命」的內涵到底是甚

麼？

生命來源於「天」，而且人是經

由「天地合氣」的作用形成的；

也就是說，人是「天」與「地」

共同作用下的產物。

《黃帝內經》還說到，人是

以父精與母血為基礎；而要成為

一個完整的人，除了血氣和順、

營衛通暢、五臟生成，還必須要

有「神」藏於心，「魂」與「魄」

皆要齊全。

王醫師表示，中醫認為生命

由「有形」的人體與「無形」的

生命兩部分組成。

人是「天地合氣」產生的，

所以人的組成就包含兩大部分：

「天的成分」與「地的成分」。

「天」屬於無形，「地」屬於有

形；所以人的生命不僅具有「有

形」的人體，還蘊涵「無形」的

生命成分（神、魂、魄等）。

中醫與道家都認為「精」、

「氣」、「神」是人的生命「三

寶」；其中，「元神」最為重要，

是人真正的主宰。

《黃帝內經》說：「失神者

中醫博士對生命的領悟 

死，得神者生也。」元神是構成

完整的人所必須具備的。另外值

得注意的，「元神」護衛生命的

能力最強，是人體抵抗疾病最好

的「法寶」。

王醫師說，現代醫學總喜歡

用實證科學的角度來檢視古代的

中醫，認為中醫所講「無形」的

生命成分沒有科學根據。事實

上，中醫所講「無形」的部分已

超出西方科學目前的能力範圍，

所以還認識不到。雖然有些儀器

已可探測「無形」的部份，但還

是很有限。

而中醫屬於「神傳醫學」，

黃帝、岐伯與「神醫」扁鵲、華

佗等「醫道」的傳人都有神通

「天目」的功能，具備透視人體

的能力，所以能看到一般平常

人所不能看到人體「無形」的部

份，例如氣的走向、經絡的存

在、神、魂、魄、命門等。這也

就是為甚麼西方醫學怎麼研究也

研究不清楚，還把中醫視為迷

信、不科學的原因。

科學家將細胞在顯微鏡下

放大十億倍後，震驚地發現，

他們眼前看到的不是細胞，而

是一個完整的宇宙。這個微觀

下的宇宙與我們生活的宏觀宇

宙基本結構幾乎是一致的。、

在細胞中發現的宇宙景象

還似乎存在著許多微小的生

物，或許在這些生物的眼裡，

這個細胞就是他們的宇宙。就

像我們人類對於宇宙的態度和

認知一樣？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都由細胞組成，那麼細胞和宇

宙之間，存在著甚麼神奇的聯

繫？

道家學說把人體看成一個

小宇宙。反過來看，宇宙就是

一個巨大的生命體，它自有著

一套完善的運轉系統，地球、

太陽系，甚至是銀河系等，

一切的運轉都是按部就班非常

的有規律，就像人體的各個系

統一樣。如果有病毒等出現，

人體免疫系統就會開啟防護模

式。宇宙也是一樣，當規律遭

到破壞，就會啟動自我防護系

統，進入「大清洗」模式。

愛因斯坦曾經預言，人類

是永遠沒有辦法實現光速的，

因為宇宙本身的設定就是這樣

的。所以人類在太空的探索

上，始終處於最淺顯的表面，

無法得到真正的突破。

◎文：天羽

一個細胞就是一個宇宙  

細胞、喜馬拉雅山：Pixabay，其他圖片來源：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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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現

科學家研究

表明，其實

一個細胞就

是一個宇宙

(示意圖：

Pixabay)

1 9 9 4 年 ，

科學家們發

現，擁有世

界最高峰的

喜 馬 拉 雅

山 底 部 沒

有 山 根 。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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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收藏的歷程，是星火

傳遞的過程，是崇尚精神生活的

延續。一個人不論你有多少金

錢、不論你有多高的爵位，如果

你是個庸碌之輩，就不會被人喜

歡，有品位、有格調才會受到他

人的尊重和愛戴。那麼，你會問

甚麼樣的人才是有品位、有格調

的人 ? 品位和格調是抽象的，是

基於一個人的內在綜合素質，涉

及道德的、倫理的、藝術的多方

面的外在表現，所以無法以一概

全。但肯定的一點：一個有造詣

的收藏家必然就是一位有品位、

有格調的紳士或淑女。

所有的藏家，收藏到一定

境界，都是癡的，看的喜歡的、

中意的東西，不到手那是絕對都

睡不安穩。有一朋友，一次在逛

地攤的時候，看見一物件，喜歡

上了，於是跟攤主談價，嫌貴了

沒買走了。騎著車在路上，心裡

老惦記著看的玩意，回到家後，

怎麼也安靜不下來，於是又冒著

風雨騎車回去，把東西給買了，

心裡終於踏實了。這種快樂會陪

伴他很久，不僅精神得到了極大

的滿足，同時在無形中為自己累

計了財富。如此的例子，遠的不

說，就拿民國四公子張伯駒為例。

收藏鑑賞家—— 

張伯駒先生

這是一位才氣橫溢的民國

奇人，集鑑賞、中國詩詞、京劇

研究等諸藝於一身，一生收藏的

書畫、精品都是驚世之作，如：

晉陸機的《平復帖》、隋展子虔

的《遊春圈》、杜牧的《張好好

詩》、范仲淹的《道服贊》、黃庭

堅的草書等等。為得到以上的傳

世國寶，他不惜投入重金，雖然

以後的日子裡，生活沒有富裕到

讓他隨手揮霍，但是他卻成為了

真正意義上的精神貴族，享有巨

大精神財富。

1949 年後，張伯駒先生將

這些國寶全部捐給了故宮博物

院，成為故宮的鎮館之寶。當時

國家要獎勵他二十萬元，但被他

和夫人潘素婉拒了。到了晚年，

因病入院，卻因其級別不夠之

由，只能擠住在七、八個人的病

房裡，當女兒四方努力好不容易

得到院方同意，準備給他換個人

少的病房時，他已溘然離開了人

世。雖然賢人已逝，但他所捐贈

書畫等藝術品卻承載着他的心

血，被安穩的陳列在博物館中。

對於這樣一個熱愛收藏的人來

說，他的精神得到了傳承。

收藏的最高境界是甚麼？

人生在世，要活得其所。其

實，人生就是一段精彩的過程，

如果在這過程中能讓自己喜愛的

寶物帶來心靈深處不同尋常的愉

悅，應該也足矣。所以，對於收

藏家而言，有錢難買心頭好。在

享受物質生活的同時，也讓精神

獲得了極度的豐滿。

我常常思考著這樣一個問

題，收藏的最高境界是甚麼？是

獲得與日俱增的各式古物藏品，

在齋室燈光下獨自把玩，從中領

馬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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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鑑賞的愉悅？是坐擁奇珍，秘

不示人，享受獨有的自我陶醉？

亦或是期待成為聲名遠播的大鑒

賞家，獲取藏家眾星捧月般尊敬

的榮耀？也許是，也許都不是。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收藏之路其

實是充滿苦澀的，只要你一不留

神踏上了收藏這條不歸之路，你

便註定從此心靈備受歡樂與痛

苦、興奮與焦慮、得意與懊惱的

無盡煎熬。

收藏是一座永不枯竭而又充

滿誘惑的寶藏，又是一道布滿棘

刺和陷阱的深淵。在收藏圈中，

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只有「眼力」是最受尊重的，沒

有身分、地位高低貴賤之分。那

些平日傲慢的達官顯貴、腰纏萬

貫的大款、經綸滿腹的文人墨

客，只要一腳邁進這嘈雜紛亂的

「鬼市」地攤、古玩店鋪，昔日

的孤傲、清高、自矜、權勢、驕

橫，都被這滿世界的古董舊貨新

品贗物所洗滌、融合，變成了地

道的「淘寶者」、普通人。像常

人一樣亢奮、激動、懊惱、悔恨

不已，亦為幾個銅板斤斤計較，

爭得面紅耳赤。有位記者這樣描

述在北京潘家園「淘寶」的眾生

之相：「一網撒下去，一定能夠

網住一、二個部省級官員，三、

四個教授，七、八個大款，還有

一個小偷或盜墓者。」

每每在博物館的玻璃櫃前，

欣賞商周古銅器的凝重雄渾、漢

唐古玉的鬼斧神工、宋明古瓷的

拙樸典雅，心中便會由傾情艷羨

進而產生一種不安分的躁動；我

也要收藏和擁有古物。最初進入

收藏時，總是陷入一種莫名的焦

慮、浮躁、「撿漏」「淘寶」的慾

望之中。因一件心儀的古物而牽

掛不已，為失去一件寶物的機會

懊悔萬分。

我至今仍然記得，一幅黃秋

圓的四尺山水圖 700 元嫌貴放

手；一品有一流釉色、器形規整

的南宋粉青龍泉爐，要價 3000
元，卻只留下張照片就放棄；一

面銘有「東王公」的東漢神人車

馬鏡，逕 20 厘米，紋飾精美，

鈕大緣厚，黑漆古包漿，已經拿

下卻因賣主要搭賣一個影青碗賭

氣放棄，這類當斷不斷而失去機

會的例子，在我十幾年的收藏生

涯中不勝枚舉。至於因固執已見

而誤入「套局」，「撿漏」心切而

購得贗品，就更是家常便飯了。

當然，也有過恃眼力撿漏的愉

悅、憑機緣得「寶」之驚喜。正

是在這種跌跌撞撞、坎坎坷坷的

收藏過程中，感受著收藏者的樂

趣，從而不斷領悟收藏的本質和

內在之美。

我曾親眼目睹一位事業有

成的朋友，過度地偏執和貪婪，

終因愚昧無知，將百萬傢俬打了

水漂；我亦見過一位退休老幹部

以平生積蓄購得一塊漢玉贗品，

從此一病不起；一位老撿漏淘得

一部元代版古籍善本顛狂失態乃

至當場中風倒地。我以為，這都

是偏離了收藏的本義，而陷入了

「物役」、「物累」的怪圈。

融入歷史文化和 

自然的尋根過程

收藏是一種心靈感受並融入

歷史文化和自然的尋根過程。一

件古物，無論其保存完整亦或殘

缺破碎，它那深厚的歷史文化積

澱、沉穆樸拙的藝術風貌，都會

給我們傳遞遠古先人的非凡的創

造力和活動軌跡，因而令人心靈

怦動。

我的案几上擺放著幾片漢代

瓦當，普通、灰色、胎質粗鬆、

略有殘缺，但瓦當上的圖案——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總

令我感到驚訝不已。《三輔黃

圖》曰：「青龍、白虎、朱雀、玄

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遠

古匠人正是帶著一種宗教般的篤

信虔誠，一種與天地神靈所交流

而發生的靈性與激情，一種似有

神性啟發才具有的想像智慧，將

深厚廣大的精神力量注入這小小

的瓦當圖。

我始終認為，浮躁是收藏之

大忌。一個真正的收藏鑑賞家，

審視古物的眼神是清澈的，心態

是極為平和的。有人曾作過一個

統計，大收藏家、文博專家平均

壽命要比常人高出 10 至 20 歲。

這恐怕是得益於他們與世無爭的

超脫心態、甘心恬淡、棲志浮雲

的境界，以及接受古物鑑賞中那

種常人很難領略的審美情趣，心

靈愉悅的原因吧。

任何一件古物 

都是具有靈性的

鑑賞古物的最高境界，是

人與之進行超越時間的情感交流

和對話。我常常在夜深人靜之

時，以極其虔誠的心態，觀賞一

尊我非常喜愛的北魏佛像。佛像

很小，半殘，灰石質，高 18 厘

米，但被塑造得寬額長耳，面容

安詳，氣質脫凡，尤其是那雙充

滿智慧、堅定而又安然從容、超

脫、深靜入定的眼神，會令你感

受到一種心靈的震撼。

我在這尊神像面前，我也

能體會到為何人類對神佛有敬畏

之心。我想，佛教從西域傳入中

土，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感召

力，是天地互融、神人合一的期

盼和象徵。在佛的金剛之軀，更

多地融入了人類成熟的智慧，使

之以空為旨，包容萬物，蘊涵大

千。在這尊佛像面前，我開始對

收藏、對物慾乃至人生開始全新

的思考，漸悟出佛心自明永恆、

向善向美的超脫與釋然。我終於

發現，在古物面前，我們每個人

只不過是歷史的匆匆過客。我凝

視著這尊半殘的佛，面對這沉穆

無言的古物，我突然生出一種奇

怪的想法：究竟是我在審視石佛

呢？還是石佛在審視我？我確切

地相信，其實這尊無言的古佛，

在我之前，已經默默地審視了無

數我等芸芸眾生！這種想法，令

我感到了一種擁有和被擁有的錯

位，感受到一種出自內心的虔誠

的羞愧。在歷經千百年滄桑的古

物面前，人是多麼地渺小，脆弱

和無奈的短暫生靈！

於是，我開始尋求一種收藏

的新的境界。我終於感悟到了莊

子倡導對「物役」「物累」的超

越，老子「清淨、無為、柔弱、

不爭」以及「抱一、寡慾、自然、

玄妙」之要旨。我將以平淡、自

然、本真的心態重新思考收藏、

洗滌「物慾」對心靈的污垢，拋

棄功名的重枷，走入收藏的化境。

     和無數初入

藏界的朋友一樣，開

始我只是帶著一種對

古物朦朧的企盼以及

骨子裡對傳統古代文

化的追崇走上了收藏

之路。

古物表現美的特

徵，最吸引著我

們的往往是那種

恬澹、自然、古

樸。一切古物都

可以從中泛射出

樸拙自然之美，

人們在把玩、欣

賞和摩挲之中，

與遠古先人進行

著跨越時光的交

流、對話，從而

領略一種無盡的

遐思和陶醉。

張伯駒

收藏愛好者收藏愛好者

北魏石窟佛像北魏石窟佛像

青瓷珍珠梅瓶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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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歲在龍蛇」這一成語，是用來指壽

數到了。

【出處】

「歲在龍蛇」這一成語，源出於《後

漢書‧鄭玄傳》。

鄭玄是東漢時期的經學大師，他自幼

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十二、三歲就能背

誦和講述一些儒家經典。他還喜歡天文、

曆算，能根據氣象、風向的變化，推測吉

凶；他通曉讖緯方術，又能寫一手好文

章，當時的人認為他是少有的奇才，所以

稱他為「神童」。

鄭玄曾投學馬融門下，馬融是當

時著名的古文經學家，門徒雖有 400
人，但是能登堂入室聆聽他講授的卻

只有 50 餘人。鄭玄來了之後，竟然

三年沒見到馬融的面，雖然只是由馬

融的高材弟子傳授學業而已，但是鄭

玄並沒有因此鬆懈，仍然日夜勤奮 
誦讀。

一次，馬融和弟子討論讖緯方術的時

候，遇到了疑難問題，聽說鄭玄擅長此

術，於是馬融就召見了他。當時馬融的高

足弟子盧植也在，馬融提出了八個難題，

鄭玄當場就解答了五個，盧植解答了三

個，馬融驚歎不已，自嘆不如。

鄭玄學成之後，回到了家鄉，一方面

收徒講學，一方面對諸經作注。當時，古

文經學派和今文經學派的爭論非常激烈，

兩派互相攻擊。鄭玄則兼收並蓄，將它們

融為一體，自成一家之言；並對當時經學

家們所講的天人感應、譴告、災異、符瑞

等觀點，也一併收入到他的諸經注釋中。

當時燕齊一帶，正是神仙傳說和方士

產生的故鄉，鄭玄從小就受到其影響，篤

信天命。他相信人的生死、富貴、禍福都

是由天命決定的，自然界的萬物是由陽氣

和陰氣造成的。當時正是小人當道，陰氣

極盛，所以君子一定要小心處事，他自己

就不願出來做官，而且他平時每做一事，

都要仔細推算一番，看看吉凶如何。

漢獻帝建安五年 ( 公元 200 年 )，鄭

玄已經七十四歲了。這年春天，他做了一

個夢，在夢裡，儒學的老祖宗孔子對他

說：「起來，起來，今年是庚辰年，明年

是辛巳年。」從夢中驚醒後，鄭玄便用讖

語來解這個夢。建安五年正好是庚辰年，

也就是龍年，第二年是辛巳年，就是蛇

年。據說，每逢龍、蛇之年，對聖賢人物

不利。這麼一推算，鄭玄知道自己的壽限

快到了，不久他就病倒了。

當時，袁紹與曹操的大軍，正在官渡

對峙。袁紹派人讓鄭玄跟隨他的軍隊前

進，不得已，鄭玄只好帶病前往元城 ( 今
河北大名 )，但是終因病重無法前行，這

年六月死於元城，正好應驗了「歲在龍

蛇」而去世的說法。

【原文】

凡訓蒙，須講究。
詳訓詁，明句讀。
為學者，必有初。
小學終，至四書。

【字詞義解釋】

（1）訓：教導。（2）蒙：啟 
蒙，這裡指初入學讀書，接受最初啟蒙教

育的幼童。（3）講究：講解、探究其中

的道理。此指注重教學方法。（4）詳：

仔細詳盡。（5）訓詁（與古同音）：解

釋字義。指教導讀懂古代典籍的字詞之

意。詁，本身就由「言」和「古」字組

成，用語言道出古代的字詞之意。（6）
句讀（與豆同音）：斷句。古書中沒有標

點符號，讀書時，文句停頓的地方，句意

完整的叫「句」；不完整而稍做停頓的叫

「讀」。（7）為學：做學問。「為」，做

也。（8）者：此指求學的人。（9）初：

開始，引申為基礎的意思。（10）小學：

基礎之學，指研究字形、字音、字義的學

問。為的是懂得現代人說的古人的語言與

語法，以便將來能讀懂各種文字和書籍，

當然主要指古代典籍。（11）四書：指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南

宋時，朱熹將《禮記》中的《大學》、《中

庸》拿出來單獨成書，與《論語》、《孟子》

合為四書。

【譯文參考】

凡是教導初入學的幼童，必須特別注

重教學的方法。老師要仔細明白地把每一

個字的含意講解清楚，並且教導學童讀書

時斷句的技巧。因為讀書研究學問的人，

將來必要研讀聖賢古書和各種典籍，所以

必須要具備良好的能讀懂古語文句和文章

的基礎，先把有關字形、字音、字義，以

及斷句方面的基礎學好了，才有能力進一

步去研讀四書。

【讀書筆談】

《三字經》直到這一課才進入我們現

代人理解的讀書，因為之前是講人性本

善、學習目的是為了維護人的善良本性不

被蒙蔽。為學者接受教育，首先要知道自

己為何要讀書受教育，讀書就是為了本性

不被後天環境所蒙蔽，永遠以善良之心、

以正理活在世間。

父母的教育責任和子女讀書學習的本

分，以及接受教育的目的，要學習人與自

然的關係，認知天地五行，認知家庭與社

會的關係，最為基礎的是家中的孝悌，與

社會人人必須恪守的仁、義、禮、智、信

五常，將來無論讀了多少書，最終都是為

了從各個角度懂得這些道理。這都是為了

長大後，能善良、理性地進出社會，處理

好各種關係與事物，或者獨善其身，或者

為國民奉獻。

很多人只把掌握各種典籍的多少當成

驕傲的資本，忘記了讀書的根本目的，忘

記了按照聖賢講的道理去實踐和做人，所

以一生僅僅只是知而不識，無法做到博古

通今，古為今用。也有一生守住良善的

人，雖然未曾上過學，或者上學不多，卻

能悟到很多人生處世的道理，一生非常成

功，原因就在這裡。

中國宋朝宰相趙普，僅僅讀過一本孔

子的《論語》，被很多官員看不起，卻能

治理天下。日本被譽為經營之神的松下幸

之助，也因深諳孔子的學問，憑著小學的

低學歷成就了成功的人生，這都值得我們

深思。

譯文

江樓上醉飲話別橘柚正飄香，江風吹

灑細雨帶給小船淒涼。

想像你獨自遠在瀟湘明月下，滿懷愁

緒夢裡靜聽猿啼悠長。

註釋

⑴ 魏二：作者友人。排行第二，名

字及生平均不詳。

⑵瀟湘月：一作「湘江上」。瀟湘：

瀟水在零陵縣與湘水會合，稱瀟湘。泛指

今湖南一帶。

⑶清猿：即猿。因為其啼聲淒清，

故稱。

學期中，王老師因即將轉換跑道，晉

陞高職，學校為他辦了慶祝離別會。他離

情依依，一再細心叮嚀班上幾位活潑跳脫

的學生，期盼他們不會給未來接班的老師

帶來煩惱。在學校的職場中，半途接班的

老師被戲稱後娘、後爹，實不討巧，有時

師生彼此需要較長時間的適應期。

我踏入新班級，一眼望去，一半的學

生尚在夢鄉，其他學生則嘻鬧著。只見一

名學生靜靜的坐在第一排第一位，他的眼

光澄亮，臉上帶著笑意，心想這孩子的風

采神韻很特別，看看名字叫沈浩天。

幾天後，早修見浩天的衣服有汙漬、

裂口，問他原因時，他微笑地說：「沒

事。」過幾天，見他拇指在流血，包紮後

問他原因時，他還是微笑地說：「沒事。」

浩天下課時，常在我身邊轉悠，每問他原

因時，他卻微笑地說：「沒事。」他靜靜

地坐在我身邊看書，久了也就習慣了。只

是浩天常受些小傷，問其原因卻總回說：

「沒事！」

某天自修時，浩天突然跟大家說：

「等等，大家出門不要帶東西。」只見學

生們自動的將手機放到櫃子裡，課外書放

進書櫃後去參加升旗。升旗時，學校突然

宣布要安全檢查。檢查後，班上被列為優

秀，組長對我笑笑說：「陳老師，您的班

上最乖，都沒有違禁品。」

我謝謝組長後，心裡納悶，於是私

下叫來有菸癮的阿豪、阿杰，詢問他們：

「安檢時，菸藏哪去了？」他們說：「升旗

時，帶在身上。」我疑惑地問：「你們怎

會知道今天學校要檢查？」「咦！老師您

不是有聽到嗎？有人事先通知了。」他們

的表情寫著古怪。

我更加不解詢問道：「誰這麼厲害？

全校老師都不知道的事，咱們班誰會事先

就知道？是誰透露的呀？」「老師您不知

道嗎？這是默契、默契啦！」從阿豪、阿

杰的表情來看，我正問著最蠢的問題。再

試探問問：「是浩天，對嗎？」學生的臉

上寫著：「賓果。」

剛說完，只見浩天又來我這裡了，他

了然直問地說：「老師找我嗎？」我直截

了當地問他：「是，老師有一些事想問問

你，可以嗎？」浩天看著我說：「老師，

您想問安檢的事，對嗎？」我目不轉睛地

看著他：「對，因為安檢的事，校長不會

告訴任何人的，你是如何得知呢？」「我

可以事先看到。」浩天低下了頭，輕聲地

說著。

我驚訝地看著浩天，問道：「你能事

先看到？那還能看到甚麼？」他仍然低著

頭，輕聲地說著：「我還會看到鬼、去世

的爺爺、即將發生的災難……在小學時，

我還可以看到天氣，或今年會豐收的農產

品……」

我按下強烈的好奇心，感同身受地回

他：「和別人不一樣，你很辛苦吧！」浩

天用很委屈的語調說：「是，小時候以為

大家都一樣，但爸媽卻認為我有精神病，

帶我去看心理醫生，要送我去住院。我後

來才知道，不是每個人都看得到，便不再

跟別人說了。老師，您是第一個沒說我精

神有問題的人。」

被好奇心萌發的我，繼續問他：「那

你現在跟同學說，他們的反應是甚麼

呢？」浩天說：「同學有信的、有半信半

疑的，同學一般比較能接受，和大人反應

不一樣喔！」

我再追問他：「所以長大了後，你看

到的卻比較有侷限了嗎？」「對啊！以前

可以看到何時下雨，現在看不到了，但

還是可以看到鬼。」浩天接著神秘的說：

「老師，鬼有不同顏色喔！我遇到最恐怖

的是青色的鬼，遇到了就要避開，否則會

受傷。」

我瞠目結舌的問他：「那你幾次受

傷，是因遇到青鬼嗎？」「老師，別擔心

啦！只要不做虧心事，心是善良的，誰也

不能傷害別人 ‚ 這是我長期看到鬼，明白

的道理。我是因看到青鬼要害人，去幫人

才會受傷的。」

我繼續問他：「你是說，只要善良、

品行好的人，青鬼也不能害你，那有沒有

可能青鬼想去害的那人，和他有某種因緣

的糾葛呢？而這些錯綜複雜的因素，咱們

不清楚，貿然去幫忙未必是正確的呢？而

且，你所預先看到的事，也未必是全部，

也可能存在著變化，說多了，別人反而

會覺得你神神叨叨的。」浩天沮喪的說：

「老師您也不相信這些嗎？」

我笑著看著他，說：「老師相信你說

的，這在修煉界中叫做開『天目』，能預

先知道叫『宿命通』。因每個人的因緣不

同，德性不同，看到的也會不同，有人能

看到點、有的人能看到線、有的人能看到

面。但除非他是一個得道之人，否則看到

的未必是全部，就好比是以管窺天，所以

咱們又怎能隨意的去說、去做呢？咱們在

人世間中，見別人有難，可以去幫他，但

其他的空間的運作，咱們不處於其中並不

明白，搞不好是做錯了啊！」

浩天似有所悟地說：「老師我明白

了，就像我奶奶常說：『善惡是有報的，

拿別人的，將來都要還。』也許時間到

了，有人來要債了，只是我們不清楚他們

的債務關係，所以最好不該去管，也不該

隨意去說。」我笑著點頭讚許他。

浩天看著我靦腆地問：「老師，您桌

上有一本書會發光，看您常常閱讀它，請

問可以借我嗎？」心想這孩子常在我身邊

轉悠，原來是為此而來。我開心地回他

說：「老師看不到書會發光，也許你和它

有緣，拿去吧！」浩天拿著書，高興地上

課去了。

現代人以「眼見為憑」論看重物質，

但實證科學所探求的世界是有侷限的，各

個學科領域都是從實驗現象中推測物質內

在的規律，卻離微觀世界差之千里。科學

告訴我們：人類肉眼所能看見的是紅、

橙、黃、綠、藍、靛、紫，這七種光譜；

紅外線、紫外線以外的東西，我們肉眼是

看不見的。但肉眼看不見就不存在嗎？我

們看不見空氣，卻可以感受到空氣真實的

存在。那麼，三尺頭上有神靈，「善惡有

報」的天理，也不會因為人們不相信，就

不存在了。

校 園 風 情

文 |齊整升整理
古 詞 賞 析

送魏二
唐代/王昌齡

醉別江樓橘柚香，

江風引雨入舟涼。

憶君遙在瀟湘月，

愁聽清猿夢里長。

歲在龍蛇

      您相信嗎？
文 |賀實

13《三字經》讀書筆談

( ADOBE STOCK )

成 語 故 事

文 |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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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大約兩年前，

當新一代豐田 RAV4（Toyota 
RAV4）投放市場時，其混合動

力車型（Hybrid）的訂單迅速

超過了市場供給，備受青睞。下

了訂單的客戶必須等待數月才能

提車。

如今，如果你認為市場上對

豐田 RAV4 混合動力車的需求

會萎縮，不會那麼暢旺，那就大

錯特錯了。例如，十月分在美國

的 RAV4 混合動力車的銷量首

次超過了傳統的 RAV4，甚為

亮眼。

可以預見的是，即將出世

的最新款 2021 款豐田 RAV4 
Prime 也會有巨大的潛在需求。

2021 RAV4 Prime 是 插 電 式

混合動力車型（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常 縮 寫 為

PHEV）。PHEV 與一般混合動

力車相比較，PHEV 的特徵在

於其充電電池除了可由車輛上的

內燃機所驅動的發電機充電外，

也可以使用外部電源充電。一般

而言，PHEV 的電池容量比電

動車小，但大多大於普通油電混

合動力車的電池容量。

而 2021 款 豐 田 RAV4 
Prime 擁有令人咂舌的 302 馬

力的超強功率和超過 60 公里

的零排放駕駛里程（即由電池

驅動，無任何廢氣排出，無污

染）。預計其在加拿大的銷售從

下訂單到車真正交付仍需要耐心 
等待。

再看看日本火爆的銷售情

況：豐田 RAV4 Prime 於 6 月

8 日發布，但僅在三週後就脫

銷，豐田不得不暫停接受新訂

單。為什麼呢？由於電池供應有

限，該汽車製造商最初只計畫每

月生產 300 輛 RAV4 Prime。
同時，該公司透露，將向

美國市場投放約 5,000 輛新款

RAV4 Prime 車。顯然，這只

是杯水車薪，遠遠滿足不了客戶

需求。

豐 田 Venza 呢？ 在 2015
年，豐田宣布第一代 Venza 的

2015 款車型停產，供出口的型

號也於 2017 年停產。令人振奮

的消息是豐田 Venza 車型於今

年早些時候獲得重生，新一代

Venza車只提供混合動力車款，

並將於下個月在加拿大上市。客

戶們在翹首以盼，耐心也會受到

很大的考驗。

在日本，根據當地媒體《朝

日新聞》的報導，全新外觀的

新 型 Venza（在 日 本 被 稱 為

「Harrier」）立即受到火熱追捧，

第一個月就收到了約 45,000 份

客戶訂單。問題在於豐田將每月

量產目標僅定為 3,100 輛。換句

話說，需求比預期高出 15 倍，

消費者趨之若鶩。

【看中國訊】冬天開車都會

遇到的一個問題，那就是車內起

水霧的問題。因為車內外溫度

差，車內產生水霧，使駕駛員看

不清路面，影響行車安全。有些

新車車主沒有去霧經驗，車輛行

進中看見前擋風玻璃起霧了直接

用毛巾擦，這種做法很不安全，

在雙手脫離方向盤的情況下分心

去擦車窗，來不及觀察路面的情

況，很有可能會導致事故。

這裡介紹三種方法去除車窗

玻璃的水霧。

第一種方法就是開冷氣，打

開冷氣後，車內溫度會急劇下

降，調到大風的話也就幾十秒就

能輕鬆去除車窗上的霧氣。

第二種方法是可以用汽車專

用的車窗除霧劑，把除霧劑噴在

擋風玻璃上，就會形成一層保護

膜，可以避免蒸氣在玻璃上起

霧。還是很簡單方便的，既省時

又省力。

第三種方法，其實現在的車

裏都有一個除霧鍵，這是專門為

了冬天車內起水霧而設置的一個

裝置，這個裝置一般都在中控台

那裏，很好找的一個鍵，但是還

是有很多的車主不知道在哪，就

算看到那個鍵也不知道它是幹什

麼用的，就讓一它直閒置著。那

個鍵有著曲線的標誌在上邊，那

個就是除霧鍵了。按下此鍵，出

風就會換到擋風玻璃下面的出氣

口，幾分鐘水霧就消除了。視野

變得非常清晰起來。

有的車輛的除霧鍵稍有不

同，可能與其他出風口如腳部出

風口組合在一起。

Toyota

Life Guide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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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誠聘華語銷售誠聘華語銷售
要 求要 求

熟練國、粵、英語熟練國、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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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聯係請聯係 Howard LumHoward Lum

冬天擋風玻璃起霧危險 一鍵消除！

十月分在美國的RAV4混合動力車的銷量首次超過了傳統的RAV4

買 車 賣 車 豐田混合動力車

2021 Toyota Venza Hybrid

2021 Toyota RAV4 Prime插電式混合動力車（PHEV)。

https://www.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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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勝選不合法，多個州的開票

結果被控非法計票，下屆誰將

入主白宮還難分高下。

好萊塢影星凱文．索博

（Kevin Sorbo） 要 求 重 新 計

票，他在推特帳戶上抨擊民主

黨人虛偽。索博在推特上寫

道：「扣除所有非法選票並重新

計算。確實沒有那麼困難。」

好萊塢女演員柯爾斯蒂．

艾利（Kirstie Alley）對推特有

針對性的推文審查表達不滿，

她也對投票結果持懷疑態度，

發了一張圖片稱拜登不是總

統，她說「官方消息稱這次選

舉的結果不一樣」。

在選舉前的幾個月裡，

演員和電視導演斯科特．貝奧

（Scott Baio）就對川普總統讚

不絕口。他分享了川普週六發

表的一份聲明，該聲明指責拜

登「急於假扮成獲勝者」，並

稱「這次選舉還沒有結束」。

與此同時，好萊塢男星小

安東尼奧．薩巴托（Antonio 
Sabato Jr.）也拒絕拜登勝選總

統。

鄉村歌手兼女演員邦妮．

保 羅（Bonnie Paul） 轉 推 了

川普總統上週六發表的聲明，

表示「選舉尚未結束」。在投

票日結束後不久，饒舌歌手利

爾．龐普（Lil Pump）告訴川

普的支持者「保持冷靜」，並

宣稱「我們的人會再次當選。」

喜劇演員特倫斯．威廉姆

斯（Terrence K.Williams） 告

訴美國人不要慶祝得那麼快。

威廉姆斯說：「喬．拜登不是贏

家，這隻狡猾的兔子，選舉還

沒完呢，總統及其團隊有選舉

欺詐的證據！」
好萊塢男星小安東尼奧．薩巴托（Antonio Sabato Jr.）拒

絕拜登勝選總統。（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儘管美國主流媒體急於宣布拜登勝選，

但隨著選票統計的繼續，川普總統正在針對大選欺詐推

動更多的法律挑戰。支持川普的好萊塢名流紛紛譴責拜

【看中國訊】第 57 屆金馬獎 11
月 10 日除了公布 126 名入圍者參與

「金馬 57 入圍榮耀」拍攝計畫照片，

也宣布金馬主席李安及日本導演是枝

裕和、搖滾天王伍佰、影后李心潔、

楊雁雁、桂綸鎂等將擔任頒獎人。

這次的入圍者橫跨新加坡、馬來

西亞、美國、韓國等地，臺灣則是有

79 名入圍者現身合照。拍攝日當天

宛如電影同學會，入圍者彼此問候。

負責拍攝的攝影師林炳存則拍下大家

最輕鬆的模樣，留下難得的合影。

今年除了金馬主席李安特別飛

回臺灣響應盛會，日本名導是枝裕

和、影后楊雁雁、李心潔也將現身

擔任頒獎人。今年頒獎人還有影后

謝盈萱及徐若瑄、邱澤、林柏宏、

郭書瑤、陳柏霖、陳竹升、蔡振

南、吳慷仁、納豆、林暐恆（阿

KEN）、林美秀、劉冠廷、範少

勳、王淨、湯湘竹及伍佰。曾敬

驊、黑嘉嘉、白潤音、施名帥、陳

健朗則將為參與電影擔任引言人。

另外，以「男兒王」入圍影帝的

新加坡演員李國煌、以「墮胎師」問

鼎影后的白靈則從美國啟程，「手捲

煙」導演陳建朗、「南巫」張吉安也

分別由香港、馬來西亞抵臺。

第 57 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將於 11
月 21 日在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行。

【看中國訊】大陸女星趙麗穎

2015 年憑藉與霍建華合演電視劇

《花千骨》獲得超高人氣，紅遍兩岸

三地。 11 月 2 日，她受邀與 2 位

網紅主播一同參加某品牌的直播活

動，然而在公布中獎名單時，她卻

因為看不懂一個正體字「蘭」，使

得場面氣氛超尷尬，引發爭議。

據瞭解，這次的事件是發生在

11 月 2 日晚間的一場直播活動，趙

麗穎以藍色套裝現身，氣質出眾，

但當主播截圖中獎名單並遞給她公

布時，她側身看著手機停頓許久，

表情些許呆滯，原因是，中獎網友

的名字中有個正體字「蘭」，她因

看不懂整個人卡住了。

一旁主播見狀連忙出來打圓

場，笑說網友的名字太難念、太冷

門，並表示雖然名單不認識，但他

們都是文化水平高的人。而一旁的

趙麗穎也笑著頻頻點頭，表示網友

的名字都是生僻字，場面顯得有些

尷尬。

有網友忍不住吐槽趙麗穎：「沒

文化」、「曾經飾演過盛明蘭（電

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

的女主角），竟然自己不認識這個

字」、「『蘭』並不是生僻字，不認

識大方承認就好。」

不過也有粉絲出來為趙麗穎緩

頰，表示是中共的政策，強行廢除

正統的正體字，推廣殘廢的「簡體

字」造成的。

趙麗穎在公布中獎名單時，因不認識正

體「蘭」字，使得場面氣氛超尷尬，引

發爭議。（維基百科/CC BY-SA 4.0)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復出復出

好萊塢名流吁「捍衛正義」

趙麗穎不識「正體字」惹議金馬公布126名入圍者合照

主席李安將出席頒獎

林書豪遭 CBA 重罰 237 萬
【看中國訊】　大陸男子籃球職業聯

賽（CBA）11 月 8 日以未穿著官方贊

助商產品為由，對臺裔球星林書豪開出

3 張罰單，共計人民幣 55 萬元，要求

他限期繳納，否則將遭到停賽等處罰。

原本效力於北京首鋼（CBA）的

林書豪，已於 9 月宣布終止與首鋼

（CBA）續約，決定返回美國爭取重回

NBA。大多數的球迷都認為，林書豪

已離開 CBA，根本沒有必要繳納這 3
張具有爭議的罰單。

據《中央社》報導，中國大陸籃球

記者賈磊 11 月 8 日在微博表示，CBA
對球員未穿著聯賽官方贊助商產品的行

為開出了重磅罰單，共有教練、球員

11 人被開出 15 張罰單，其中就包含球

星林書豪。聯盟要求被處罰球員在 12
月 14 日上午 10 時前如期繳納罰款，否

則將遭到停賽等處罰。

根據賈磊公布的 CBA 官方文件顯

示，林書豪因為未按規定穿著官方贊助

商的指定裝備，而被開 3 張罰單。

第 1 張是在 6 月 19 日賽前訓練時

未穿著，被罰款 10 萬元。

第 2 張是 6 月 20 日隨隊統一乘坐

交通工具往返賽場和住所的過程中未穿

著，被罰款 3 萬元。

第 3 張是 8 月 4 日半準決賽第一

場，林書豪隨隊統一乘坐交通工具往返

賽場和住所的過程中，再次未穿著官方

贊助商的指定裝備，因而被罰42萬元。

林書豪並未在正式比賽中違規，仍

被開出總計 55 萬元的罰單。但他還不

是被罰款最多的球員，第一名是遼寧飛

豹隊的郭艾倫，4 次違規合計被罰 115
萬元。

CBA 對此祭出前所未有的重罰，

已引發大陸輿論熱議。許多球迷批評

CBA 此舉形同「釣魚執法」，事先不

警告球員，開出第一張罰單也不知會球

員，卻持續蒐證連續開罰。

多家陸媒也稱，林書豪沒有跟北京

首鋼隊續約，已經不屬於 CBA 球員，

CBA 卻還對他開罰，令人匪夷所思。

拜登 
非贏家

CBA以未穿著官方贊助商產品為由，對林書

豪開出共計人民幣55萬元的罰單。（Getty 

Images）

第57屆金馬獎宣布金馬主席李安（上排

左1）、日本導演是枝裕和（上排左3）

等將擔任頒獎人。（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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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11月18日

西芹

10lb Yellow Potatoes 黃皮土豆

*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Rutabagas 蕪菁甘藍 CeleryGreen Cabbage 捲心菜5lb Carrots 胡蘿蔔

3lb OnionsGreen Peppers 青椒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洋蔥 Jumbo Eggplant 大茄子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and get a free
10lb red or russet potato.10lb red or russet po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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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磅土豆。

$15858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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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58
lb

$1484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0 4848
lb

$$009999 ea

Rutabagas

$ 13838
lb

5 磅裝

$44848 ea

Green Cabbage

3 磅裝 10 磅裝

$29898
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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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磅土豆。

4 種排骨作法
◎ 文 :米娜

豬排骨是家常又美味的食材，如何煮出排骨的美味？不妨蒐集一些家常排骨的食譜。

梅花排 （豬頸骨）500g、太白粉適
量、蒜末 1大匙。
醃料：醬油 1大匙、米酒 1大匙、太白
粉 1大匙。
糖醋醬料：番茄醬、砂糖、白醋各 4
大匙；醬油、酒各 1大匙；清水5大匙。

食材

排骨去腥洗淨，擦乾備用。
醃料攪拌均勻；排骨加醃料，醃漬
30分鐘入味。
燒熱 3大匙油，作法沾滿太白粉
下油鍋，煎至金黃，盛起瀝油備用。

醬料拌均勻；原鍋放蒜末，小火炒
香，加醬料煮滾，加排骨拌炒均勻。

作法

這是經典排骨菜，也是糖醋料理

的代表菜色。無論冷冬或炎夏，

都適合這道菜上場，非常開胃下

飯，男女老少都愛吃。

糖醋排骨4

如何選購排骨

挑選食材最重要的原則始終是

鮮度，只看排骨的肉色，就能大概

瞭解其鮮度。新鮮的排骨，肉質顏

色會比較紅潤鮮活。

肉少的排骨，吃起來有豬骨髓

的香氣，多使用在調味鹹香的排骨

料理；油脂較豐富的排骨，則適合

烹調醬汁較濃的菜餚。

燒排骨美味秘訣

排骨適合用於蒸、煮、炸等料

理手法，可變化的料理菜式很多。

同時，也有很多做菜的技巧，可讓

排骨料理美味更加分。

為排骨去腥、增加風味可採用

醃製方法。常用的基礎調料，簡單

的就是鹽和黑胡椒，加些酸香的果

汁，肉吃起來更嫩滑。

排骨500g、白芝麻少許。
醃料：醬油4大匙、蒜頭4瓣。
調料：蜂蜜2大匙。

食材

備料：蒜頭拍破切末，加醬油，攪
拌均勻備用。

排骨加醃料，抓均勻，醃20分鐘。
熱油鍋，放排骨，用中小火慢煎排
骨至表面金黃。

續倒入半杯水，加1大匙醃料。蓋
上鍋蓋，小火燜煮20分鐘。
排骨煮熟透，鍋中剩下湯汁加蜂
蜜，用中小火慢慢翻炒、收汁，依個

人喜好決定湯汁收稠程度。

食用前撒上白芝麻，風味更佳。

作法

蜜汁調味甜蜜又鹹香，大人、小

孩都喜歡。蜜汁醬汁淋在白飯

上，非常開胃，讓人忍不住多吃

一碗飯，回味無窮。

蜜汁排骨3

豬小排 500g、檸檬半個。
醃料：醬油 1大匙、蒜末 1大匙、橄
欖油 1大匙、蜂蜜 1大匙。

食材

排骨去腥洗淨，擦乾備用。
混合醃料，攪拌均勻；排骨加醃
料，抓醃均勻，冷藏一晚入味。

排骨先回溫；然後設置烤箱預熱
200℃ （392℉）。
烘焙紙放在烤盤上，排骨放在烘
焙紙上，烘焙紙摺起來密封排骨，送

烤箱烤半熟，約 20分鐘。
取出排骨刷醃料，再以 150℃
（302℉）再烤 20分鐘上色。
食用前淋上檸檬汁，風味更佳。

作法

烤排骨不難，只要有耐心，完成

的作品肉嫩多汁，絕對令人滿

意。聚會宴客的餐桌上，這道菜

也必能收服大家的胃。

蒜香烤排骨2

家 常 菜

豬小排 500g。
醃料：鹽 1/2小匙、生抽 2 小匙、紹
興酒 1大匙、太白粉 2 小匙、1/2大
匙、胡椒粉少量。

豆豉醬料︰豆豉 1大匙、蒜末 1 大
匙、糖 1/2 大匙、鹽 1 小匙、太白粉
1大匙、老抽 1小匙。

食材

排骨去腥洗淨，擦乾備用。
混合醃料材料，拌勻；排骨加醃
料，抓醃均勻，醃漬至少 3小時。
蒸盤放進蒸鍋，加水煮滾。
混合醬料材料；排骨加醬料，拌均
勻，均勻鋪放在蒸盤中。蒸鍋以沸

水、大火蒸 8分鐘即可。

作法

飲茶名點 ── 豉汁蒸排骨，其特
色在於口味鹹香，肉質滑嫩。媽

媽們學會這一道菜，就可以高貴

不貴、輕鬆上菜。

豆豉蒸排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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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  文：小萍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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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天然的荷爾蒙。

女性荷爾蒙——雌激素

過去研究發現，雖然女性補

充非天然的荷爾蒙對預防骨折及

降低大腸癌的發生有益，但長期

使用後，發生血管疾病血栓和栓

塞、膽囊炎、乳癌的風險皆高於

未使用者。而攝取天然的荷爾

蒙，目前幾乎沒有明顯副作用的

報告。異黃酮便是一種植物性雌

激素（phytoestrogen），研究顯

示，植物雌激素可以減少對人體

有害的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降

低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另外尚

可抑制破骨細胞，增加骨密度，

進而改善骨質疏鬆症。

女性如果想從食物中補充植

物性荷爾蒙，可以多攝取各種豆

類或豆製品，如：黃豆、紅豆、

綠豆、味噌、豆腐及豆漿等，如

果不適合吃豆類，可以選擇含雌

激素前驅物質的山藥、亞麻仁或

黑芝麻等。

男性荷爾蒙——睪固酮

睪固酮是男性最重要的荷爾

蒙，體內的睪丸酮含量如過低，

容易造成情緒不穩、體力衰退、

骨質疏鬆和行房障礙等問題，如

能多吃富含鋅、蛋白質及維生素

E 等成分，與睪固酮製造有關的

食物，便可助於人體製造睪丸

酮。

鋅：牡蠣、海鮮、蛋、肉

類、全穀類、堅果類、南瓜子

等。

蛋白質：牛奶、雞蛋、黃

豆、肉類等。

維生素 E：堅果、胚芽、花

生等。

天然的食物是最佳的荷爾蒙

補充來源，但過與不及都無益於

人體，切莫為了留住青春的容貌

而過量食用，同時也要搭配良好

的生活作息與運動，歲月才不會

深刻地在臉上留下痕跡。

逆齡回春關鍵 補充天然荷爾蒙
人體內的荷爾蒙分泌量便逐漸

下降，到了更年期時就更為明

顯。如果荷爾蒙不足，容易加

速老化，若能夠適當補充，不

僅可以減緩更年期症狀，更可

以促進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

的發生。

黃鼎殷醫師在《宅自醫，在

家練好免疫力：排四毒、補四

缺，一生無病！！》一書中分

享，其實所有的疾病都是廣義

的老化，因此補充荷爾蒙，在

治療各種疑難雜症上變得非常

重要。黃醫師指出，「老了就會

病，病了就又老得更快」。在

治病上，除了癌症病人以外，

舉凡出現肥胖、睡眠、痠痛等

等問題，他都會使用天然的荷

爾蒙治療患者，但不建議補充

經常看到有人用

「凍齡」、「逆齡回

春」等詞語來形容保養

得宜的明星。古往今

來，人們追求青春永駐

的夢想可說是沒停過。

療養

保健

抗老的關鍵因素之一為「荷

爾蒙」。若能在每日的飲食中

適當的攝取天然的荷爾蒙食物，

可有助於延緩老化。

荷爾蒙的重要性

荷爾蒙可幫助肌膚減少細

紋，有益血液循環與燃燒多餘

體脂肪，但隨著年紀的增長，

定有障礙？隨著科技發達，消費

經濟高漲，女性停經問題似乎被

冠上魔咒——更年期障礙。這個

魔咒扭曲了大部分的健康人，成

功的攻占 40 歲以上的女性吃一

些不必要的健康食品，說是預防

更年期障礙。

月經即將停止的前後的過渡

期，稱為更年期。老天體恤婦女

生育之苦，更年期只是讓女性卸

下生育的任務，此時卵巢功能逐

漸退化，至完全喪失，停止排

卵，卵巢分泌的荷爾蒙減少。

更年期症狀有：月經不規

則、熱潮紅從胸部至頭、盜汗、

胸悶、心悸、更年期性高血壓、

假性心絞痛、心律不整、頭暈、

失眠、易緊張、易怒、多疑、煩

躁、沮喪、情緒低落、眼乾澀、

記憶減退、愛哭、恐慌、焦慮不

安、乳房下垂、頻尿、漏尿、腰

痠背痛、子宮陰道脫垂、皮膚萎

縮、皮膚乾燥、易色素沉著長老

人斑和出現皺紋、皮膚過度敏感

有麻木刺癢或蟻走感、陰道萎

縮、性交疼痛、性慾改變、膽固

醇、三酸甘油脂增高、動脈硬

化。更年期障礙的魔咒記載著許

多身體不適的症狀。

許多女性受一些觀念誤導，

認為停經後就必須使用女性荷爾

蒙，可以讓自己保有青春，並能

維持健康。然而臨床上卻發現，

長期服用荷爾蒙有罹癌的風險，

尤其是乳癌，這些違反自然的做

法，須要付出代價的。

《內經》說：「七七（四十九

歲）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

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

子也。」也就是先天精微物質耗

損，腎氣漸衰，衝任二脈漸虛，

精血日益不足，陰陽失和，演變

為臟腑功能的失調。從腦中樞，

調節全身血管和內臟的自主神經

功能紊亂，卵巢、腎上腺、甲狀

腺、腦下垂體，一系列器官的內

分泌失調。症狀從半年持續到

10 年，年齡分布 45 至 55 歲，

當今臨床上常見 40 歲左右就停

經，平均停經年齡 50至 51歲。

每位女性都會有更年期障礙

嗎？並非如此，症狀輕、重則是

取決於個性、情緒管理、壓力、

生活習慣和體質。

有人確實很嚴重，而有人卻

沒有任何不舒服。其實，更年期

為女性極陰期，調養得好，可由

陰轉陽，轉過之後又活蹦亂跳

的，運動場上跳舞很帶勁、到處

旅行的，就是這類快樂女人。因

此平日的養生與生活習慣顯得相

當重要。

更年期腎虛是致病的根本原

因，累及心、肝、脾經。以下介

紹基本保養穴：

內關穴：仰掌，手腕往手肘

的方向約三橫指二寸的距離，在

中間二骨兩筋之間。只要內臟的

問題，心血管的症狀都可緩解，

例如：胸悶、心悸、失眠、頭

暈。

三陰交穴：在小腿內側，內

踝上三寸，約四橫指的距離，是

治療內分泌失調、神經衰弱、婦

科病的主穴，是肝、脾、腎三經

的交會處。強腎的部分可配合太

谿穴、關元穴、命門穴；腸胃部

更年期障礙

（轉載自《按開人體的竅》）

最好的醫生是自

己，最聰明的醫生是

預防疾病。忙碌的現

代人學得簡易按穴法，

許多初發的疾病即可

自行調癒，享受中醫

的生活化、簡單性、

即時性，以及便宜性。

誰說更年期一定有症狀？一

分可配合足三里穴；皮膚的問題

可加按血海穴、曲池穴。

太衝穴：在足大趾和足第二

趾中間往上約一寸半的凹陷處，

是肝經臟腑原氣所留止的穴位。

女子以肝為先天，與肝有關的都

可按。眼睛問題配合睛明穴；情

緒問題配合神門穴；筋骨問題配

合陽陵泉穴；房事問題配合三陰

交穴和太谿穴；生殖問題配合氣

海穴和關元穴。

太衝

內關

三陰交

隨著荷爾蒙的變化，出現生

理與心理上的症狀，其實透過飲

食與調整生活習慣，也能夠幫助

女性從容渡過更年期。

更年期到了嗎

更年期通常發生在 45 歲到

55 歲間，醫學上認為，女性若

在一年內沒有任何月經來潮，便

是進入更年期。更年期常見的症

狀為熱潮紅、盜汗、心悸、健

忘、疲倦、皮膚乾燥或皺紋增

加，以及失眠、沮喪或情緒起伏

等。除了上述更年期症狀，日常

生活更須注意預防骨質疏鬆及心

血管疾病的問題。

女性停經後，因為荷爾蒙變

化，骨質流失的速度也會加快，

而骨質疏鬆症在早期症狀並不明

顯，多在發生骨折後，才知道有

骨質疏鬆症。年紀越長者，骨質

疏鬆的狀況也就更為嚴重。

在停經年齡後，女性心臟

病、糖尿病、腦血管疾病及高血

壓等疾病死亡率，以每 5 歲近

乎 1 倍的速度上升，顯見三高

更年期

保健

更年期雖然不

是女性才特有的現

象，不過更年期症

狀在女性的身上，

感受往往特別明

顯。

3招從容渡過更年期

疾病、心臟病及腦血管疾病對更

年期後女性的威脅。

防治3招渡過更年期
❶避免不良生活習慣及 

   定期量血壓
抽菸和肥胖不僅是心血管疾

病、癌症及許多慢性病的危險因

子，亦會造成骨質流失，因此應

及早戒菸、不酗酒，避免飲用過

多咖啡及熬夜等不健康生活形

態。建議 1 年應至少量 1 次血

壓，血壓異常者則應每天早、晚

各量 1 次，掌握自己的血壓變

化。

❷規律運動及控制體重

養成規律運動及控制體重，

每週最好有 150 分鐘以上中等

強度身體活動。另外，可選擇荷

重運動，如：健走、慢跑、爬樓

梯、舞蹈、登山、跳繩等，增加

骨質密度和強健肌肉，降低跌倒

的發生。

❸健康飲食及 
   增加鈣質食物攝取
飲食均衡，掌握三少、二多

原則——少調味品、少油脂、少

加工食品；多蔬果、多高纖。平

時多攝取骨骼健康所需的鈣質、

維生素 D 及蛋白質等，如：牛

奶、豆製品、深綠色蔬菜等。補

充足夠營養素時，也別忘了晒晒

太陽，身體也需要透過適當日晒

來活化維生素D，幫助鈣質吸收。

此外，過去研究發現，維生

素 B6 及維生素 B12 缺乏，容

易出現興奮不安、頭痛、脾氣暴

躁和易激動的行為。為補充足夠

的維生素，可以選擇全麥麵包、

麥片粥、柳橙、蘋果、菠菜、白

菜及番茄等果蔬，助於情緒平

穩。

更年期的來臨，是每一位女

性都會面對的正常生理性退化，

並非疾病，大多不需要進行治

療，不過若更年期間在生理、心

理或情緒上的變化太大，嚴重影

響日常生活時，便應盡速就醫治

療檢查。

在中醫學上，烏骨雞性味平
甘，入肺經、肝、腎。

秋天養肺藥膳
1.山藥沙參烏骨雞

湯：取山藥半斤、沙參 5

錢、烏骨雞半隻，一起燉

煮。

2.蓮藕銀耳紫米粥：
蓮藕 100克、銀耳乾品 1

大片、紫米 1杯。

銀耳先煮爛，紫米煮

成粥，二者再與蓮藕同

煮，最後以蜂蜜或冰糖

適量調味即可。

◎  文：蕭羽若

 按 穴 療 法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  綜合編寫：林孟欣

穴位圖：溫嬪容醫師提供；其他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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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您好。

我結婚 8 年了，是一家公

司的業務員，我的先生是軍人，

在外島服役多年，近日調回與我

團聚。為了彌補長年在外對我的

虧欠，他總是開著車來接我下

班。長久以來已經習慣將工作放

在第一位的我，每次先生要來接

我時，總覺得壓力很大。往往回

到家已經是深夜 11 點鐘的我，

真的累到什麼都不想說，怎麼

辦？

小嵐

小嵐你好：

習慣可以穩定生活的節奏，

習慣也容易變成生活情趣的殺

手。八年來的生活，你習慣將專

注力放在工作上，生活雖繁忙，

即使先生不在身邊，你也能在緊

湊忙碌中將日子安排的很有序，

讓先生可以毫無掛慮的在外島服

役，這真的很不容易。因此，先

生的虧欠之心與實際彌補的行動

是可以理解的。

雖然人的一生短短數十載，

卻同時包涵著很多面向，譬如學

業、事業、婚姻、家庭等等。有

時候是同一時間你必須面對多項

的課題，譬如有人衝刺事業的同

時，家中的老人生病了；或者工

作遇到瓶頸時，孩子在學校的學

習也亮起紅燈等等，不一而足。

而當你無法拒絕回答這份人生答

卷時，最好的辦法便是找出問題

的根源，勇敢地面對與解決。

也許，有人挺羨慕你下班還

有先生的溫馨接送情，但是你的

內心充滿壓力，因為先生給予的

也許不是你實際需要的。其實，

這時候，溝通便是暢通情緒的好

辦法。約個下午茶的時間，和先

生來個溫馨的約會。把彼此的感

受坦承表達出來。

對於先生的體貼，我們要心

領並心懷感謝；和先生談談這八

年來你的生活點滴與步調，先生

也許會感受到你的獨立與自主，

你對工作的盡心及生活的安排。

也許他會明白：接你下班不是你

最需要協助的選項。話題談開

了，或許你能從先生接送的壓迫

感中跳脫出來，然而，你真正該

面對的，是如何在工作與婚姻的

品質中找到平衡點。

請記得：不要埋怨先生回家

團圓改變你的生活節奏，因為結

婚共組家庭即是兩人共同的決

定，我們的確有責任用心來經

營。很多習慣都是在環境使然下

養成的，試著轉換心情和想法，

告訴自己單人舞有單人舞的自在

與隨心所欲；雙人舞有雙人舞的

和諧與韻律等變化之美。當你不

再堅持以單人舞的步調來跳雙人

舞時，對方的右腳往前，絕對不

會踩到你的左腳。這一切的變化

與美好，唯有在彼此願意包容、

配合及改變的前提下才能體現。

也許，先生可以節省接你下

班的時間幫你料理家務；也許，

你可以空出彈性的業務時間來經

營家庭的生活，只要你「願意」

從以前的生活模式中走出來，你

會習慣兩人世界，也會有智慧處

理好工作與婚姻生活的。加油！

曼麗相信 You can do it ！

末祝小嵐 工作婚姻兩如意

曼麗筆

工作和婚姻品質很難兼顧
◎ 文：曼麗夫人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中

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情的

到來，婚姻的締結，與婚後

的柴米油鹽時，總有說不

完的橋段。如何在其中愛得

自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圓

滿，讓曼麗夫人陪您一同探

討現代男女情感世界中的

難題，讓愛的世界增添更多

美麗的傳奇！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曼麗小語 ：當
你不再堅持以單人
舞的步調來跳雙人
舞時，對方的右腳
往前，絕對不會踩
到你的左腳。這一
切的變化與美好，
唯有在彼此願意包
容、配合及改變的
前提下才能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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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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許多講求實用的

人來說，衣帽架是一種

可有可無的收納設計，

但是對懂得家居氣質的

人來說，它是不可或缺

的傢俱。使用衣帽架可

以避免一些衣服或外套

亂放，此外衣服也不會

有褶紋，看起來更整潔

大方。

小家庭可以使用衣帽架

來收納衣帽，讓房間不再凌

亂，還可以節省空間，並有

效利用家裡的角落位置。這

裡為大家介紹一些好用的衣

帽架。

推薦一 
壁掛式掛衣架

我們回家後進入的空間

便是玄關，這時我們會把外

套、帽子、圍巾或包包脫

下，如果有個衣帽架，便可

以順便把它們掛上去。這樣

可以避免這些東西堆放在沙

發，使客廳顯得凌亂不整

潔。玄關處的門邊可以安裝

壁掛式掛衣架，不僅不佔空

間，而且還美觀實用。

圖 1-1—這款設計獨特

的壁掛式衣帽架，原木製讓

空間增添自然氣息，安裝在

臥室或玄關，衣服、帽子方

便掛，既好看又好用。

圖 1-2—這款壁掛式掛

衣架設計簡約，風格百搭。

堅固耐用的原木設計，掛鉤

能承受大部分衣服包包的重

量，衣物包包隨心掛，頂部

的置物架還可以擺上花花草

草、小飾品和放鑰匙等物

品，高顏值與實用兼具。

推薦二 
鐵藝傘形衣帽架

圖 2—這款雨傘形衣帽

架，上面的傘形掛鉤可以掛

衣服、帽子；下面則是雨傘

架，可以放雨傘或長形物

件。很多時候，這種長形的

雨傘不知要擱哪兒，有了這

款衣帽架，雨傘就有家了。

推薦三 
創意木質掛衣架

圖 3—這款臥室的掛衣

架非常有創意，原木打造，

為家居增添自然氣息。多層

設計不僅可以掛衣服還可以

放置鞋子和包包等東西。

推薦四 
北歐風創意衣帽架

圖 4—喜歡北歐風的

朋友們可以選擇這款衣帽

架，它採用仿鋼琴鍵設計，

加厚的掛鉤採用環保塑膠

+ 纖 維 板 合 成 製 作， 配

合裡面的不鏽鋼鋼條，除

了能掛物件，更是一件藝 
術品。

推薦五 
普通落地掛衣架

圖 5—這種掛衣架比較

常見，是人們的普遍選擇，

因為可以掛很多衣物。這類

衣架有金屬或木質的，都非

常美觀、實用。

衣帽架的種類很多，在

選擇的時候還是要根據臥室

的風格來進行搭配，這樣整

體看起來會比較協調，效果

也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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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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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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機構

Country Hills Blvd.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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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新冠病毒並不在意天氣

溫暖還是寒冷。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

的研究人員表示，無論空氣溫度和濕度如

何，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效率都差不多。

「天氣的影響很小，其他特徵如空氣

流通性比天氣的影響更大，」領導這項研

究的猶他州傑克遜地球科學學院和科克雷

爾工程學院教授尼奧吉博士說。「就相對

重要性而言，天氣因素位列末班。」

研究人員表示，人類行為仍然是

COVID-19 傳播的最大因素。簡單來

說，當外面暖和的時候，人們會花更多的

時間在室外，疾病的傳播受到限制。

當外面變冷的時候，人們留在室內的

時間更長，COVID-19 的傳播風險更高。

紐約西奈山南拿撒烏醫院醫學系主

任、該醫院首席流行病學家和傳染病主任

艾倫 · 格拉特博士表示，「這不是氣溫導

致的，而是氣溫使人們的行為發生變化導

致的。」

「關鍵因素是，當人們處於一個通風

不良的室內空間時，會有更高的感染風

險。任何呼吸道疾病都是如此，不僅僅是

COVID。」他說。

格拉特指出，天氣有時會在疾病流行

中發揮作用。例如，在夏天當人們更多的

去游泳，水傳播的疾病往往更為常見。同

樣，像西尼羅病毒這樣由蚊子傳播的疾病

也在溫暖的月份達到高峰。

然而，至於 COVID-19，溫度似乎

並不重要。

「天氣本身與傳播並沒有關聯性，我

們看到這種病毒在冬季和夏季都一樣肆

虐，不僅在美國，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是如

此，」德克薩斯州錫達帕克市內科專家亞

加瓦爾博士表示。

最近發表在《國際環境研究和公共衛

生雜誌》上的研究綜合利用天氣信息和人

類運動和行為（包括戴口罩）的數據來

估計溫度和濕度對 COVID-19 傳播的影

響程度。

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天氣對疾病傳播

的相對重要性僅為 3%，相比之下，外出

旅行的相對重要性為 34%，外出時間的

相對重要性為 26%，人口的相對重要性

為 23%，城市人口密度的相對重要性為

13%。

「雖然可能存在一些由於天氣造成的

影響，但我們發現在分析中可能存在誤解

和偏差，只單獨考慮氣象變數的影響，而

沒有考慮到城市氛圍和環境的影響。」作

者總結道。

「我們不應該認為這個問題是由天氣

和氣候造成的，」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

生、研究報告合著者班尼阿薩德說。「我

們應該採取個人預防措施，意識到城市暴

露的因素。」

格拉特表示，物理距離和戴口罩不僅

可以預防 COVID-19，還可以預防其他

疾病的傳播，他指出，由於澳大利亞嚴格

的冠狀病毒協議，今年的流感病例有所

減少。

隨著節日季的到來，格拉特建議人們

在戶外吃晚餐，或者以小團體吃飯，然後

邀請家人過來，戴著口罩進行更短暫的社

交——或者直接通過視訊應用進行家庭

聚會。

尼奧吉說，「在夏季行之有效的行為

和做法也應該在冬季有效地發揮作用」。

在城市密集地區，社會交往頻繁，缺乏對

社交距離規定的遵守，風險更高。」

天氣不重要：新冠病毒在任何氣溫都可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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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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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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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atrwirel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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