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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中共威脅 白宮宣布緊急狀態
Responding to CCP Threats, 
US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3百里奚認妻
The Reunion of a Prime Minister and 
His Ragged Wife

鼓勵港青移民
加國政策出台B3A4 令人歎為觀止的

中國古代人工智慧（上）B4雙語報導

English or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美國大選舞弊內幕越揭越深。

11月13日，前聯邦檢察官、

川普的法律團隊成員鮑威爾

（Sidney Powell）向福克斯

新聞透露：「這是一個非常骯

髒的爛攤子，範圍比我們想像

的更遠、更廣、更深，但是我

們不會放過他們，一定會徹

底揭露黑幕，把他們一個一個

揪出來。」當前，投票機公司

Dominion計票系統成為了大

選舞弊的風暴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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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偷報 違者送官究治
No Theft or Vandalism
Offenders Will Be 
Brought To Justice

  On Nov. 13, former federal prose-
cutor and member of Pres. Trump’s 
legal team Sidney Powell described 
the scale of the 2020 General Elec-
tion fraud to Lou Dobbs of Fox 
News: “It is indeed a very foul mess 
and it’s farther and wider and deep-
er than we ever thought. But we’re 
going to go after it and I’m going to 
expose every one of them.”
  Days earlier, Texas Congressman 
Louis Gohmert revealed in a web 
conference that the US military had 
seized a server belonging to elec-
tronic voting firm Scytl in a raid in 
Frankfurt, Germany. The content 
of the server provided “strong evi-
dence” of fraud in the US election.
  Gohmert’s assertion was soon chal-
lenged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and 
German media, contending the US 
military had no authority to conduct 
such a raid on foreign soil. They also 
noted that neither Scytl nor Domin-
ion had operations in Germany.
  Subsequently on Nov. 17, reporter 
Larry Johnson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Gateway Pundit stating a raid 
was indeed carried out by the US 
European Command (USEUCOM) 
against a CIA facility in Germany. 
As a former counter terror official, 
Johnson had sources inside the US 
military. Citing reliable sources, 
Johnson wrote: “USEUCOM did 
in fact conduct an operation to take 
control of computer servers. But 
these servers belong to the CIA, 
not Dominion or Scytl. The U.S. 
military has full authority to do this 
because any CIA activity in the Eu-
ropean theater is being conducted 
using military cover.”
  He further reported that CIA Di-
rector Gina Haspel and FBI Direc-
tor Christopher Wray were both ex-
cluded from this operation, because 
he believed they have been working 
to “undermine and sabotage Donald 
Trump”.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美軍突襲謎團新消息 
法蘭克福伺服器屬CIA

11 月 16 日，共和黨海外事

務組織副主席俞懷松 (Solomon 
Yue) 在其推文中稱：隸屬於美

國歐洲司令部 (EUCOM) 的軍

事部門迫使駐紮在德國的 CIA
移交了連接 Dominion 的伺服

器， 而 沒 有 通 知 CIA 和 FBI
主管哈斯佩爾（Haspel）和雷

（Wray）。

之 前， 德 州

議 員 路 易 斯．

戈 默 特（Louis 
Gohmert） 在 參

加一個網路視頻會

議時表示，美軍在

德國法蘭克福截獲

了選舉計票器公司

Scytl 的伺服器和數

據，美軍突襲繳獲該伺

服器，是因為得知其將是提

供給法律系統關於美國大選舞弊

的「強有力的證據」。

但其後美聯社和德國媒體

指，美軍沒有對在德國的 Scytl
或 Dominion 辦公室或伺服器進

行突襲。因為這是外國領土，美

國陸軍對此類公司沒有執法權。

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

11 月 17，GP 的 一 篇 署 名

為 L a r r y 
Johnson 的

文章，稱其

已可靠地獲

悉，美國歐洲

司令部指揮的部

隊，實際上已經進行了控制電腦

伺服器的行動。雖然美國的執法

部門如果沒有得到其它國家的許

可，就不能在這些國家開展任

何行動，但這批伺服器不屬於

Scytl 或其它的什麼公司，而是

屬於 CIA。美國軍方擁有這樣做

的全部許可權，因為在歐洲戰區

中的 CIA 活動都是在軍方掩護

下進行的。

安全部門兩高官遭解雇

11 月 12 日川普在推特上發

聲，稱計票軟體公司 Dominion
「刪除」全美 270 萬張投給他的

選票，有數十萬張投給他的選票

被轉移給民主黨候選人拜登。

同一日，美國國土安全部

網路安全局（CISA）則回應：

「沒有證據顯示任何投票系統

刪除或遺失選票、篡改選票，

或以任何方式遭破解」。這

則聲明成為了美國主流媒體及

Dominion 公司反駁「大選舞

弊」最重要的依據。

但 事 實 上，Dominion 公

司 和 投 票 機 公 司 Smartmatic
都 是 CISA 的「 選 舉 基

礎 設 施 部 門 協 調 委 員 會」

（Election Infrastructure Sector 
Coordinating Council， 簡

稱 SCC） 的 成 員， 它 們 也

都 是 SCC 的「召 集 委 員」

（Organizing Members）。
      （下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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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CISA 網站上還寫

道，他們沒有直接監督或負責管

理美國的選舉，這個責任在於州

和地方政府。

繼 11 月 9 日， 川 普 解 雇

原國防部長埃斯珀，由國家反

恐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米勒

（Christopher Miller）接任代理

國防部長後，11 月 17 日川普解

雇了 CISA 局長克雷布斯。

11 月 15 日 , 鮑威爾律師在

接受 FOX 電視臺記者瑪麗亞．

巴 托 羅 莫（Maria Bartoromo）
採訪時曾表示：此次大選舞弊，

中情局和相關政府官員不可能不

知情。這是全國範圍的大規模腐

敗，CIA 局長哈斯佩爾應馬上引

咎辭職。

委內瑞拉舞弊系統 
延伸美國

11 月 17 日 , 鮑 威 爾 律 師

在接受 Newsmax 電視臺採訪

時表示，一位委內瑞拉前高級

軍官的宣誓證詞稱，委國前總

統查韋斯為了選舉舞弊而設計

了 Smartmatics 投票軟體，現在

美國大選普遍採用的 Dominion
投 票 機 上 運 行 的 軟 體 就 是

Smartmatics。這個龐大的舞弊鏈

條從十幾年前的委內瑞拉，延伸

到了現在的美國選舉。

證 詞 指 控，Smartmatics
「能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改變每

個選民的投票。他（查韋斯）

想讓軟體這樣運行，如果選民

掃瞄他們的拇指指紋，那麼該

指紋就會與某選民的名字和身

份關聯起來；如果投票被竄改，

也查不出投票人的選票被篡改

的記錄。」

Smartmatic的複雜背景
公 開 資 料 顯 示，

Smartmatic 的創始人是三名委

內瑞拉工程師，2000 年美國大

選出現爭議後，該公司開始投入

電子投票領域，目前這家公司的

全球總部在英國倫敦，業務遍

佈全球。拜登過渡團隊的成員

彼得 . 內芬津 (Peter Neffenger)
是 Smartmatic 公司美國董事會

主席。

Smartmat ic 公 司 是

Dominion 的控股公司。另外，

美國另一家重要的投票系統公

司 Sequoia， 也 被 Smartmatic
收購。後來 Sequoia 被美國當

局強制分拆，轉賣給 Dominion
公 司， 但 其 知 識 產 權 仍 被

Smartmatic 控制。

今年大選前，一度傳出金

融巨鱷索羅斯（George Soros）
實際控制了 Smartmatic 公司。

Smartmatic 官 方 網 站 信 息 顯

示，其主席馬洛克 - 布朗勛爵

（Lord Mark Malloch-Brown）
是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的

全球董事會成員。自稱當選的前

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
已組成了過渡團隊，其成員彼

得 . 內芬津 (Peter Neffenger) 是
Smartmatic 公司董事會主席。

民主黨大佬佩洛西、歐巴馬和克

林頓都與該公司存在利益關係。

Dominion發明人 
支持ANTIFA

今年大選，全美 30 州 2000
個地區使用了 Dominion 投票系

統。該投票系統被曝出有大量篡

改選票事實，Dominion 公司與

民主黨大佬有關，覆蓋人數超過

美國選民的 40％。

Dominion 的副總裁和系統

發明者庫默（Eric Coomer）曾

告訴伊利諾伊州的選舉官員，只

要有許可權，就可以繞過系統

軟體，直接進入計票系統的資

料庫。一名企業家歐特曼（Joe 
Oltmann）從庫默的社交網站上

調查發現，庫默是極端組織安提

法（Antifa）的支持者，並且仇

恨川普，在臉書上曾經發文提到

「警察去死」、「總統去死」。被

曝光後，庫默已刪除了自己的社

交媒體。

在去年底，呼聲很高的桑德

斯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中落

敗後， 12 月 6 日沃倫（Elizabeth 
Warren）等三位民主黨參議員

致信控制美國三大選舉技術公司

的私募股權公司，質疑選舉技術

行業存在「漏洞」並「缺乏透明

度」，並指出投票機和其他選舉

技術設備情況堪憂。

其他投票機器也有問題

鮑 威 爾 律 師 還 指 出，

「令我特別擔心的是，不僅是

Smartmatic 和 Dominion 軟體參

與了舞弊，其他投票機器的軟體

也存在問題，它們的使用手冊上

就寫著如何刪除選票，只需把川

普的票拖拽到另一個文件夾，然

後刪除即可。」

多個州官員收取回扣

川普律師朱利安尼曾告

訴福克斯新聞，喬治亞州購買

Dominion系統，是因為該州州長

的前首席幕僚長充當了Dominion
的說客。鮑威爾受訪時表示，正

在蒐集多個州的州長和州務卿購

入 Dominion 股份的證據。她認

為，應對購入 Dominion 系統的

州的相關官員展開刑事或嚴肅調

查，川普團隊已經掌握了有人收

受回扣的證據。

    Following the dismissal of former 
Secretary of Defense Mark Esper on 
Nov. 9, Pres. Trump moved Christo-
pher Miller from his post as director 
of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to be the acting secretary. On Nov. 17, 
Pres. Trump fired the director of Cy-
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
rity Agency (CISA) Chris Krebs after 
Krebs’ office released a statement as-
serting the 2020 elections were “the 
most secure in American history.”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Maria Bar-
tiromo of Fox News on Nov. 15, Sid-
ney Powell expressed incredulity that 
CIA and relevant officials were un-
aware of the election fraud. For such 
a massive corruption on a national 
scale, Powell said CIA director Has-
pel “should be fired immediately.”
  Powell then went on Newsmax TV 
on Nov. 17 to discuss Smartmatic, 
the software that runs on the Domin-
ion voting machines. She cited a for-
mer high-ranking Venezuelan mili-
tary officer, who testified that former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designed Smartmatic to rig elections.
  The affidavit alleged the ability to 
change vote tallies was a “feature” of 
the devices.
  According to public records, Smart-
matic was founded by three Venezue-
lan engineers. It got into the electronic 
voting business after the 2000 US 
election controversy. Headquartered 
in London, Smartmatic’s chairman 
Lord Mark Malloch-Brown is known 
to be a top lieutenant of George Soros. 
  Smartmatic is the holding company 
of Dominion. It also owns another 
major US voting system, Sequoia. 
The chairman of its US subsidiary, 
Peter Neffenger, was recently named 
a member of Biden’s transition team.
  Dominion’s voting system, used in 
more than 2,000 districts in 30 states 
in this year’s election, processed 
more than 40% of the votes in this 
year’s election. It has been reported 
to contain “glitches” that assigned 
votes for Trump to Biden.  In addi-
tion to being financially backed by 
senior Democratic Party officials, it 
is staffed with known partisans.
  In her interview with Bartiromo, 
Powell stated her concern that the 
problem went beyond Dominion: 
“I’m very concerned that it not only 
involved Dominion and Smartmatic 
software, but the software was es-
sentially used by other election 
machines also. It’s the software that 
was the problem. Even their own 
manual explains how votes can be 
wiped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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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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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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層屋 1746 呎 , 土庫�部完成 , 建於 1998 年 , 
�屋一樣 , �屋大量翻� , 50 年��屋頂 (2014), ��
三層�户 , 中�高效率暖�爐�中��� (2016), 主
層鋪實木�� , 家庭���高 2 層�3+1 �� 3.5 浴廁 , 
�院向西南 , �大��,
����場� $439,900$49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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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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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土庫完成

東北 Thorncliff e 合法出租土庫西北 Country Hills �屋大量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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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0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學校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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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北 Bridgeland ��市中心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較� 2 �� 2 浴廁柏文�� , 建於 2014 年 , 單位面
向�� , 1037 呎 , ��一� , 開放式設計 , ���
�合�� , ��高 9 呎 , ��廚��大理石檯面�
不�鋼家� , 主人�� 5 件裝套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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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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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週日開放

�碼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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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11 月 21 日 ) 1 - 3 PM
�日 ( 11 月 22 日 ) 2 - 4 PM

13 Country Hills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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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資料顯示的Dominion與多家關聯公司及金融大鱷索羅斯（George Soros）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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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港青移民 加國政策出台
【看中國訊】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

民部部長門迪奇諾（Marco Mendicino）
12 日宣布了數項應對香港局勢的移民計

劃，並明言這是為了回應北京在香港實施

的國家安全法。

聯邦政府當天發表的公告中說，該計

劃旨在鼓勵應屆香港畢業生和具有必需行

業工作經驗的香港人，選擇加拿大作為學

習、工作和定居的地方。「該計劃還支持

加拿大政府為維持加拿大與香港之間的許

多聯繫而作出的承諾，以回應中國（中

共）政府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香港實

施的國家安全法。」

成為臨時和永久居民的途徑

加國政府將加快有資格並想來加拿大

工作或學習的香港年輕人的簽證申請處

理。因《國安法》被捕將不會影響政治庇

護申請。政府稱，2020 年上半年已看到

香港人的學簽申請增加。包括：

（一）增加一個針對香港青年的新工

作許可證計劃，有效期為期三年，其資格

標準以在過去 5 年獲得加拿大或國外大

專教育為基準；合格的配偶或同居伴侶，

以及受撫養的子女，也可以酌情申請學習

或工作許可證；

（二）對於來加拿大學習或工作的香

港人，政府正在為他們創建 2 條移民之

路，具體計劃將於 2021 年推出：第一項

將針對在加拿大獲得至少 1 年合格工作

經驗，並符合其它標準（例如最低語言

和教育水平）的前香港居民；第二項是

針對那些從加拿大大專院校畢業的人，他

們可以直接申請永久居留權；

（三）對於上述 2 種移民途徑，主要

申請人將可以在申請時包括他們在加拿大

境內的配偶、伴侶和受撫養子女；

其它措施

對於正在申請延期逗留的香港居民，

聯邦政府將免收其申請處理費。

另外，移民部正在加大促銷和招聘力

度，吸引香港青年通過其它途徑來加拿大

學習，包括加拿大國際體驗計劃，政府

將重啟該計劃（因病毒大流行已被暫停）

的申請處理。

移民部也正在加大對超級簽證的宣

傳力度，該簽證允許父母和祖父母在長

達 10 年的時間內，一次入境可連續逗留

2 年。

政治庇護申請失敗者可優先申請「遣

返前風險評估」，豁免一年輪候期。

按政府的解釋，遣返前風險評估，是

要看申請人被遣返原居地是否有危險。通

常，難民申請被拒的人，12 個月內不能

申請驅逐前風險評估。有了這項豁免後，

一些以前被認為不符合資格的人，現在可

能有資格獲得另一項評估。

據《蘋果日報》報導，對於加拿

大專為港人推出移民計劃，環凱移民

顧問有限公司董事張家禧表示，消

息一公佈今早已接獲十多宗相關查

詢。加拿大本身是港人移民熱點，但

近年和澳洲一樣收緊移民門檻，他表

示以往學生或年輕人移民加國可通過

技術移民，但去當地前要通過移民評

估分數，競爭激烈並非人人可以獲得

批准，當中語言等相關要求其實非常

高，擁有大學學歷的申請者中，但十

個可能僅有一、二個達標。

不過，加拿大政府在 COVID-19 大

流行期間仍未開放邊境，在政府公告中也

提及，有關措施將等到邊境開放後進一步

落實。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在夏天似

乎有稍稍消減的跡象，但步入冬天，世

界各地的疫情又惡化起來。「斷流封城」

（circuit breaker lockdown）一詞在世界

多個國家使用，加拿大多倫多也正討論是

否需要實施「斷流封城」。

「斷流封城」是甚麼？

這是一個部分傳染病控制專家提出的

新概念，其實與今年年初各國都曾採取的

全面封鎖很相似，但這是針對小型範圍

的，例如封鎖一個社區、一個鎮、或城

市。在封鎖期間，所有公眾場所包括餐

廳、公共設施、辦公室等都會關閉，人們

將被要求待在家裡，由政府決定哪些必要

服務可以維持運作，例如超市等。

換句話說，這是嚴格的鎖定，這將導

致所有非必需的服務和業務在設定的結束

日期前，在短時間內會被關閉。這對於中

小型商戶來說，又是沉重的打擊。

加拿大媒體報導，據安大略省新民

主黨領導人安德裡亞．霍瓦斯（Andrea 
Horwath）人說，「斷流封城」是「針對

性的，資金充足的，為期 2 週的，經過

疫情第一階段完成防疫改裝，僅在熱點地

區進行。」然而這句話引起許多加拿大人

質疑，因為大部分有資金、完成防疫改裝

的商戶，都是一些大型或連鎖的商鋪，而

該地區民眾的生意卻要被要求關閉，而政

府卻未出台任何針對「斷流封城」的補助

措施。

正如霍瓦斯（Horwath）所言，該策

略可能只會在該省的 COVID-19 熱點地

區實施，包括多倫多、皮爾地區、霍爾頓地

區、約克地區和漢密爾頓。她還提到，「斷

流封城」所需的最短時間為兩週，但許多

人認為，該方法真正生效需要更長的時

間，但對經濟和整個社會的影響也越大。

上週渥太華大學的流行病學家

Raywat Deonandan 對「斷流封城」表示

支持，並說「斷流封城」可能是「強大的

工具」，但是效率仍然未知，「如果目標

是將病例數降低到 10%，這可能不會成

功。」

11 月 16 日，卡爾加里緊急事務管理

局局長 Tom Sampson 也一直呼籲，由於

病例數量激增，亞伯塔的「斷流封城」必

須鎖定 28 天。他說，亞省的第二次浪潮

是即將來臨的「海嘯」，「可能會席捲我

們的醫療保健系統，我們的經濟以及我們

的心理健康和健康」。

然而數據指出，今年疫情爆發至今，

亞省經歷了沉重的經濟打擊，10 月亞省

失業率達到 10.7%，卡爾加里 10 月失業

率達到 12.6%，9月一度超過 14%，是自

1982 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情況。再度

進行封鎖或對亞省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

【看中國訊】卑詩省的一名 37 歲準媽

媽在懷孕期間一直嚴格遵守公共衛生部門

的指導，每次出門都認真做好防護措施，

沒想到在生產前離奇感染了，需緊急剖腹

產子。剛出生的兒子目前健康，暫時沒有

測出 COVID-19，但是產婦吉爾卻因為

併發症在病房裡昏迷不醒。

據加媒報導，來自卑詩省的戴夫

（Dave McIntosh） 和 妻 子 吉 爾（Gill 
McIntosh）在相識 8 年後，於 2017 年結

婚，並在 2018 年迎來一個女兒。

2020 年，吉爾第二次懷孕。她一直

嚴守防疫措施，每次出門都做了充足的措

施。但是，吉爾在 11 月初開始感到身體

不適，她以為這是妊娠晚期的壓力導致

的，但後來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直到吉

爾日日感到噁心，甚至無法進食。於是，

在囑咐丈夫照看女兒之後，吉爾就獨自一

人到醫院進行檢查。

令全家人感到難以置信的是，吉爾在

11 月 6 日被確診了染疫。隨後，戴夫和

女兒被立即隔離並接受病毒檢測，所幸結

果都是陰性。

吉爾和家人根本不知道她是如何感染

上新冠病毒的，倆人一直嚴格遵守公共衛

生部門指導，每次出門都做好防護措施。

【看中國訊】自由亞洲電臺引述路透

社 11 月 18 日報導，加拿大政府當天確

認，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四國的政

府資助黑客項目構成主要網路安全威脅，

並首次提出對外國勢力襲擊電力供應設備

的擔憂。

加 拿 大 通 訊 安 全 機 構（The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Establishment）
當天在其第二份國家網路威脅評估報告中

向情報部門發出警告，上述四國官方資助

的黑客項目已對加拿大構成最嚴重和最複

雜的戰略威脅。

報告指出，伴隨新冠疫情迫使更多人

依賴網路信息和服務，外國政府資助的黑

客組織極可能為強化其攻擊能力而干擾電

力供應系統。

據悉，加拿大通訊安全機構是負責

審查華為能否向該國提供 5G 設備的主

要部門。該機構在 2018 年發布的首份

國家網路威脅評估報告中已關注到外國

勢力的角色，但並沒有點名確認中、俄

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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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000$639,000
448 Evanston View NW 三臥雙車庫獨立屋，
新屋頂，高天花，板地理位置絕佳
448 Evanston View NW 三臥雙車庫獨立屋，
新屋頂，高天花，板地理位置絕佳

陳慧琳 C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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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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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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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990$379,990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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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850

$699,000$6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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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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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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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athychen.cawww.cathychen.ca

新近建成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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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多倫多或率先實行「斷流封城」

2020年7月1日，數以萬計港人上街反對港版國安法。（看中國資料室）

加國確認中、俄等政府背景黑客項目
構成主要網路安全威脅

卑詩孕婦嚴守防疫措施仍染疫

多倫多街頭（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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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據英

國《金融時報》報導，在大約 30 位美國企

業的執行長的會議上，黑石創始人蘇世民

力挺川普。

史 蒂 夫． 施 瓦 茨 曼（Stephen 
Schwarzman，中文媒體譯作蘇世民）是

美國大亨與金融家，與前美國商務部部

長彼得．喬治．彼得森（Peter George 
Peterson）在 1985 年成立全球著名私募

股權與管理諮詢公司黑石集團。他被最新

一期《財富》雜誌譽為「華爾街新一代的

領軍人物」。

包括英國《金融時報》在內多家媒體

14 日報導說，在 11 月 6 日清晨 7 點，

來自大約 30 個美國企業的執行長曾緊急

參加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傑弗里．索南

菲爾德（Jeffrey Sonnenfeld）主持的一

次視頻會議，包括高盛、強生和沃爾瑪等

世界 500 強企業大型公司的行政總裁，

都參加了這次視頻連線，討論如何應對當

下美國面臨的憲政危機。

參加緊急會議的商界領袖們十分擔

心，這場由大選舞弊爭議引發的危機，

很有可能會導致美國發生嚴重的動盪與

分裂。

會上蘇世民為川普總統進行了辯

護，並預期美國的法律程序會發揮正常

作用。他直言，在當前的情況及下，總

統有權進行法律訴訟。他詢問其他與會

者，難道對賓夕法尼亞州的開票情況不

感到驚訝？

蘇世民指的是 11 月 3 日開票當天，

川普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得票數一直處於明

顯領先地位。但從第二天起，隨著大量郵

寄選票湧入該州，拜登的得票數量在短時

間內迅速飆升並獲得領先。

財經分析人士認為，從中長線來看，

川普的政策未必對華爾街的銀行家們不

利。尤其是四年來，美國股市大漲，華爾

街和矽谷都賺的盆滿缽滿。但是，對於川

普這樣一個幾乎沒有弱點，又特立獨行不

好預測無法控制的總統，華爾街和矽谷都

是不喜歡的。對他們來說，拜登這樣一個

老政客容易勾兌。但是，資本是逐利的，

資本也是善變的，資本更是善於背叛的。

當資本一旦發現之前的選擇是錯誤的，就

會迅速的分析判斷，然後馬上調整自己的

方向。

【看中國訊】11 月 17 日，美國參議

院司法委員會舉行聽證會，聽證會的主題

是「爆料新聞：審查制度、壓制和 2020
年大選」。參議員們對推特（Twitter）
和臉書（Facebook）的首席執行官提出

了質疑。

聯 邦 參 議 員 克 魯 茲（Sen.Ted 
Cruz,R-TX）認為推特目前對有關選舉舞

弊的推文進行警告表示（推特系統標識

為有爭議和潛在誤導性內容）的做法，

代表推特在這個有爭議性的話題上採取了

立場。

他對推特首席執行官多西（Jack 
Dorsey）說：「當你這樣做的時候，你

就是一個出版者了，」克魯茲繼續說道，

「你有權採取政策立場，但你不能假裝自

己不是一個出版者，並因此享有 230 條

款規定當中的特殊福利。」

多西稱推特不是出版者，「只負責發

布信息。」多西接著說，他認為「出版者

指的是在編輯指導和決定下進行出版的實

體。」

克魯茲說：「推特現在進行的正是出

版者對內容調整會執行的做法。」

「230 條款」指的是 1996 年美國網際

網路剛剛興起之時，當時的克林頓政府曾

經制定《通訊規範法案》試圖透過立法來

監管網路內容。不過，法案在隔年被美國

最高法院全票通過判處違憲，原因是法案

中反低俗條款與美國憲法的保障言論自由

的第一修正案相牴觸。

雖然最高法院廢除了《通訊規範法

案》的核心內容，但保留了其中的第 230
條，使得這一條款成為網際網路蓬勃發展

時代的一把「保護傘」。

第 230 條款的內容稱，網路社群平

臺無需為第三方使用者張貼的言論內容負

法律責任。但如今更重要且更受爭議的

是，該條款也允許網際網路平臺基於「善

意原因封鎖和屏蔽冒犯性內容」，這也因

此成為美國社交媒體平臺和網路論壇的護

航利器。

在現有的框架下，社交媒體平臺和網

路論壇試圖將自己定性為不具備出版性質

的公司，以享有保護傘的免責屏障。不

過，修改「230 條款」，使之符合目前網

路潮流已成為兩黨的共識。

臉書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推特首席執行官多西都

承諾將提高其業務透明度。

在長達近 5 小時的聽證會上，多位

共和黨議員紛紛對這兩大美國社交媒體巨

頭的員工意識形態傾向提出質疑。共和黨

聯邦參議員薩斯（Sen.Ben Sasse,R-NE）

詢問員工政治立場明顯偏向民主黨的社媒

公司如何以無黨派中立的方式實施內容審

查的政策，甚至批評這些社交平臺在對待

民主、共和兩黨的言論標準上有不平等的

差別待遇。

扎克伯格承認，臉書的許多員工的

立場都是支持民主黨的，在許多政策上

偏向左傾。但他強調，臉書公司一直很

注意，不會讓政治偏見滲透到決策中。

此外，他還提到，許多臉書的內容版主

遍及世界各地。「這些社群版主的地理

多樣性更能代表我們所服務的社區，而

不僅僅是我們舊金山灣區總部的全職員

工而已。」

多西則辯解稱，政治傾向和立場從來

就不是他們會過問的內容。他說，雖然目

前推特的決策和結果看來有些不透明，但

他們正努力改善透明度的問題。

【看中國訊】中國軍隊與印度於 5 月

間發生邊界爭議，並在拉達克北部的班公

錯湖南部高地爆發衝突之後，雙方因而陷

入對峙狀態。日前中國官方御用美國問題

學者的金燦榮披露，中國軍隊曾經在班公

錯湖南岸，動用了微波武器來攻擊印軍特

種兵，因而奪回了被佔領的山頭。

先前曾有軍事專家認為，由於微波武

器的爭議極大，中國軍隊可能僅會將其作

為威懾作用，並不會真正使用。

根據中媒報導稱，11 日，中國人民

大學教授、國際關係學院的副院長金燦榮

於講座中提及，印方於今年 8 月 29 日派

出大約 1,500 名的「西藏特種兵」，突襲

了班公錯湖南岸兩座山頭。由於該地點連

接中方於班公錯湖兩岸的陣地，因此中國

軍隊勢必奪回，只是其過程中不得開火。

使得中國軍方將微波武器放置於山頭下，

而讓山上駐紮的印軍部隊突然感到不適、

嘔吐，最後被迫撤離。

金燦榮宣稱，這次中國軍隊使用了大

功率微波武器，把印軍陣地變成一個「微

波爐」似的，而在不殺傷人員的情形下，

致使印軍不戰而逃離。

根據印媒報導指出，近日印軍也披露

了當日被疑似遭到聲波、微波武器攻擊的

相關細節：該特種部隊的所有士兵，當晚

都出現了噁心、嘔吐及無法入睡的症狀，

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潰，簡直喪失作戰能

力。最後印軍指揮官才決定放棄該處兩座

山頭，當士兵撤離高地之後，這些症狀就

隨即消失了。

其實，微波武器又稱為射頻武器，它

是利用高功率微波束造成脈衝，能夠遠距

離且定向將目標電子設備「燒」壞，或讓

敵人的身體造成傷害，被視為是一種「軟

殺傷」武器。

2014 年，中國在珠海航空展上，第

一次曝光了 WB-1 型「非致命定向能防暴

拒止系統」微波武器，有專業人士認為，

該種微波武器系統能夠隱秘地用在大規模

人群控制及海防，據信中國研製此種武器

的另一個目的，是為了「防暴維穩」，亦

即控制其國內民眾的大規模示威。

黑石創始人蘇世民力挺川普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On November 13,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ent an open letter to the Speak-

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acting president of the Senate, stating that 
he has issued an Executive Order decla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in response to threat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e White House published the Executive 
Order on its official website. 

  The Order was entitled: Executive Order 
on Addressing the Threat from Securities In-
vestments that Finance Communist Chinese 
Military Companies. 

  The order quoted President Trump as stat-
ing” the PRC’s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by directly supporting the efforts of the 
PRC’s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other sec-
urity apparatuses, constitutes an unusual and 
extraordinary threat, which has its source in 
substantial part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policy, and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tect the 
United States homeland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I hereby declare a national emer-
gency with respect to this threat.” 

   “Beginning 9:30 a.m. eastern standard 
time on January 11, 2021, any transaction 
in publicly traded securities, or any secur-
ities that are derivative of, or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investment exposure to such se-
curities, of any Communist Chinese military 
company as defined in section 4(a)(i) of this 
order, by any United States person,” The or-
der stated.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after con-
sultation wit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e Sec-
retary of Defense,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he heads of other execu-
tive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agencies) as 
deemed appropriate by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is hereby authorized to take such 
actions, including the promulgation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o employ all powers 
granted to the President by IEEPA, to carry 
out the purposes of this order.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may, consistent with applic-
able law, redelegate any of these functions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All 
agencies shall take all appropriate measures 
within their authority to carry out the provi-
sions of this order.”  

 Previousl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launched three major actions against Beijing:
On November 12, President Trump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prohibiting the US from in-
vesting in companies owned or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military from January 11, 2021; 
and ordered to finish the withdrawal of re-
lated investments before November 11 next 
yea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that 
US investment in Chinese companies wil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il-
itary. 

 On November 10th,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gave a speech at the 
Ronald Reagan Institute entitled “The prom-
ise of America”.  

 He said, “we’ve stated clearly and consistent-

ly that th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will 
not be dictated by exceptions carved out by 
the party, but by the simple and powerful 
standards expected of any nation with aspira-
tions to play a role on the global stage.” 
“That means what we’ve told our counter-
parts in China –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
cy, reciprocity from Beijing.  This is exactly 
what President Reagan demanded from Mos-
cow.”

  Pompeo also hin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elp the Chinese people tear down 
the Great Firewall, and will be considering 
the prevention of the CCP’s expansion in the 
world as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US’s diplo-
matic work. 

  He said, “ And for us to have the capacity 
to permit them to tear down this firewall that 
has been built around China would enable the 
people of China to make a much different set 
of decisions than the one that their current 
leadership has taken them down.”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since the promulga-
tion of the National Emergency Law, succes-
sive US presidents have declared 61 national 
emergencies, of which more than 30 are still 
in effect. For example, in 2001, after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President George Walker 
Bush declared that the country was in a na-
tional emergency and exercised a series of 
emergency powers. 

  Trump has declared a “national emergency” 
five times during his presidency. The fourth 

was in 2019 in response to the China-US 
trade conflict, and the fifth was this year to 
deal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Once a state of emergency is declar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 have at 
least 136 emergency powers, including con-
fiscating properties, controlling production, 
confiscation of goods, dispatching troops 
to foreign countries, implementing martial 
law, controlling transportation and telecom-
munications, controlling private enterprises 
operations and he is able to launch specific 
weapon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Some analysts believe that the latest execu-
tive order is directly targeting the CCP’s eco-
nomic and military lifeline, and is designed 
to eliminate the pathway for sanctioned enti-
ties to appeal through legal proceedings. 

  Since the sanctions targets are mainly the 
CCP’s military companies, state-owned 
and private companies with military back-
grounds, and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companies, it will restrict Americans, espe-
cially Wall Street, from investing in these 
companies and purchasing their stocks, and 
financial produc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has 
been blending with Wall Street and major 
American companies, will lose funds to fur-
ther promote its economic and military de-
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the high tariffs im-
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is order also calls 
for U.S. companies to withdraw from China. 

應對中共威脅 白宮宣布緊急狀態 
Responding to CCP threats, The White House Declared a National Emergency

美國參院舉行聽證會 推特和臉書執行長被質詢

黑石創始人蘇世民（FB）

北京御用學者披露：中國軍隊曾用微波武器攻擊印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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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

2020 年「生活質量最佳國家」排名數據

顯示，加拿大生活質量全球排名第一。緊

隨其後的是一向以高福利著稱的北歐國家

丹麥和瑞典。

據數據顯示，加拿大已經連續五年獲

得生活質量排名第一的殊榮。加拿大能夠

連續五年在生活質量方面排名第一，與其

穩定的政治環境、社會福利、教育和就業

等方面的優勢分不開。

2 萬名受訪者普遍認為，全世界只有

一小部分國家有能力給自己的公民提供足

夠的生活保障，而加拿大就是其中做的最

好的。

綜合來看，北美國家在公共教育體系

發達方面排名第四，在就業市場方面排名

第二，而加拿大在公共衛生保健方面被認

為最發達。

10 月 30 日，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

民部長在渥太華對媒體表示，加拿大計

畫在未來 3 年引入 120 萬移民（即 2021

年接納 401000 名，2022 年接納 411000
名，2023 年接納 421000 名），以填補勞

動力市場的空缺，促進經濟發展。

加拿大需要更多工作者，引入移民是

一種方法。事實上，COVID-19 疫情到

加拿大之前，移民一直是加拿大的巨大優

勢。但由於疫情影響，加拿大移民人數直

線下降。

今年 8 月，加拿大皇家銀行的一項

有關「疫情對加拿大移民影響」的報告顯

示：因封鎖政策和旅行限制，加拿大永居

人數將暴跌近 50%。未來 3 年移民 120
萬，將可能是挽救加拿大的最後一根救命

稻草。

遷徒而至的移民，往往會帶來各自所

在國的知識經驗和技能，可以創造出新的

就業機會，增加對各類商品的需求，從而

促進移民國工業的持續發展。

事實也證明，隨著移民數量的增長，

加拿大僅吸納的投資類移民，每年就可以

為加拿大帶來近20億元美元的經濟貢獻。

【看中國訊】疫情期間，不少人沒有

開車，保險公司在壓力下，向車主作出

保費現金折返。加拿大密西沙加華裔女

子密西沙加華裔婦女梁甜（Tian Liang，
音譯）誤以為保險公司要求補交的 77.02
加元汽車保險費不用繳納，結果保單被取

消，且新保單保費較舊保單高 1.5 倍。

據 CTV 報導，梁甜表示，受疫情影

響，今年她的福特 Escape 大多數時候都

是停在自家的車道上，因此她致電保險公

司希望獲得保費現金折返。保險經紀告知

她可以拿到 190 加元的折現。

梁甜在繳納續簽後的車保費時，計算

現金折返額後繳交新一期保費，但沒有意

識到汽車保費已經上升。之後的 1 個月，

她收到保險公司的信件，表示為避免汽車

保單被取消，必須支付 77.02 元。

梁甜以為，保險公司給的 190 加元

折現，足以抵扣 77.02 加元那筆錢，就沒

理這個賬單。但再過 1 個月，保險公司

表示已取消其汽車保單。

更糟糕的是，以前每年 1,627 加元的

車保費，在這次事故之後，猛漲至 4,000
加元左右。她表示，由於沒有保險，故突

然不能開車，需要丈夫開車送她上班。

為梁甜提供車保服務的 Economical
保險公司回應，未支付保費，可能會影響

日後的保險金額，故此，一般會給予客戶

補交保費的機會。

加拿大保險局的彼得．卡拉格戈斯

（Peter Karageorgos）提醒司機，保險公

司對顧客支付保費方面，所採取的政策有

所不同；但沒有繳交保費的車主，會被保

險公司視為高風險人士。如果車主無力支

付保費，應聯絡保險公司。

卡拉格戈斯表示，按時支付保費，沒

有發生事故，或收到告票是同樣重要的。

不能按時支付賬單，通常是在向許多保險

公司表明，自己可能也不是開車上路時最

認真的司機。

【看中國訊】11 月 12 日亞省省長傑

森 · 康尼（Jason Kenney）宣布了新的室

內社交聚會新規定，包括從 11 月 13 日

至 11 月 27 日的 2 週內，亞省將暫停室

內團體健身計劃，團體運動，團體表演活

動，並減少酒吧和酒館的營業時間。

這些措施將適用於：埃德蒙頓地區，

卡爾加里地區，大草原市，萊斯布里奇，

麥克默里堡和紅鹿。新規定要求在活躍狀

態區域（即每 100,000 人中有 50 例活躍

病例的區域），所有餐館、酒吧、休息室

和酒吧必須在晚上 10 點之前停止白酒銷

售。在晚上 11 點之前關閉。

從 13 日開始，上述地區的婚禮和葬

禮服務限制為 50 人。同時，該地區的基

於信仰的組織將參加禮拜或信仰服務的人

數限制為會議室容納人數的 1/3。
除了這些限制外，康尼還強烈敦促，

在採取增強措施地區的人不要在自己的家

中舉行社交聚會。因為，40% 的傳播可

追溯到家庭和社交聚會中。

近來亞省感染人數快速增長，11 月

17 日，新增病例 773 例。目前全省有

10,068 例活躍病例，其中卡城 4208 例。

【看中國訊】加拿大溫哥華有一所近

100 年歷史的獨立屋，曾被電視劇《閃電

俠》作為主要拍攝地使用過，小有名氣。

最近，該房子的房主正在大張旗鼓地

免費送房，條件只有一個，新主人必須自

付搬家費。不過，這個搬家指的是將房子

搬走，搬屋費用初步估計需要15萬加幣。

據 CTV 報導，這棟被免費送出的獨

立屋位於溫哥華 Cambie Village，它是

當地的歷史文化的「門面」。

屋主Katie Dunsworth-Reiach表示，

這個屋子給家人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憶。

但現在現實所迫，因為家庭成員需要更多

生活空間。如果只是對房子進行重新裝

修，最終價格和徹底翻新重蓋價格差不

多，考慮之後，屋主 Katie 決定將房子免

費送人。但有一個條件——新房主需要支

付搬遷房屋的費用。

報導稱，雖然房子年齡有點老，但是

無論從內裝外牆來看，保養的都很不錯。

屋主表示，本次送房採取先到先得的方

式，屋主不會挑選下一任屋主，誰先搬走

房子，房子就歸誰。

將房子搬走，之前已有成功先例。

外媒報導 2019 年 9 月 26 日，美國一幢

255 歲老宅被連根拔起後，經過 9 個多小

時的海上航行，成功從馬里蘭伊斯頓轉

移到皇后鎮。據悉，這幢全磚老宅建於

1764 年。現房主尼利花了 50 萬美元買

下它。

亞省房地產市場復甦緩慢

加國一獨立屋免費送 只需自付搬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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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couverVancouver CalgaryCalgary

加 西
地 產

Canada West Real Estate

Canada

加拿大蟬聯
全球最佳生活質量榜首

【看中國訊】今年以來，亞省持續的

經濟壓力導致人們的焦慮加劇，尤其是失

業人士擔心自己會失去房產。

事實上，亞省能源行業的危機可追溯

到 2014 年的油價大跌，已經令成千上萬

的亞伯塔省人飽受失業困境。今年 10 月

亞省失業率達到 10.7%，而全國平均水

平為 9%。

據加拿大按揭及住房公司（CMHC）

的數據，亞省的按揭貸款遞延率為

18.9%，居全國最高，比位居第二的薩省

的 13.9% 高出五個百分點，更超過安大

略省（8.9%）和魁北克省（8%）的兩倍

以上。

據財經郵報，CMHC 副首席經濟師

Aled ab Iorwerth 表示，現在還無法斷

言，隨著遞延期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結束

後，會有多少遞延的按揭貸款將轉為拖

欠。但他預計拖欠率會上升。

加拿大房地產協會（CREA）的數據

也顯示，卡爾加里和埃德蒙頓的房價今年

持平，這與房產供應量維持高位有關。而

整個加拿大的平均房價上漲了 17.5%。

在亞省主要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區，房價上

漲了 4.5%。儘管亞省大城市的房價比大

多數其他主要城市的房屋便宜，但本省人

民的負債仍高於國內其他省份。

加拿大工業部，與 2019 年相比，今

年同期亞省的破產率下降了 38%。但在

夏季有所回升，主要原因是消費者的償債

能力下降。

卡爾加里房地產局（CREB）首席

經濟學家勞瑞（Ann-Marie Lurie）說，

如果亞省人因經濟恐慌而出售房屋，那

麼早在今年初就會出現欠款。她表示，

很可能在 2021 年上半年會有欠款的情

況發生。

CBC 報導，隨著年底的逼近，人們

對能源部門重振的樂觀情緒在消退。卡城

的人力資源安置機構接待來求職的人數激

增。很多招聘人員和安置機構稱這些能源

部門的空缺職位為「彩票」，因為獲得就

業的機會微乎其微。能源行業低迷的情況

可能要持續到 2021 年上半年。

美麗的埃德蒙頓（Shutter Stock)

美麗的溫哥華（Adobe Stock)

華婦車保被取消 新保單漲一倍半

亞省制定聚會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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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報道】美國總

統川普 11 月 13 日給眾議院議長和參議

院議長發出一封公開信，宣布國家進入緊

急狀態（National Emergency），以應對

來自中共的威脅。白宮在其官方網站上公

布了這封信。

該信表明，中共為促進軍事、情報和

其他安全機構的發展和現代化，對美國資

本的攫取日益增長。繼續允許中國（中

共）通過包括發展和部署大規模殺傷性

武器、先進常規武器，以及針對美國及其

人民的惡意網路行動等途徑，直接威脅美

國本土和海外美國軍隊。」

信中指出，「這份行政命令禁止購買

任何涉及公開交易的，或任何衍生於或旨

在提供此類證券投資的中共軍工企業和公

司的證券。」

川普在信中表明：「我已授權財政部

長與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情報總監以

及其它行政部門和機構的負責人協商，酌

情採取行動，包括頒布適當的規則和條

例，並在必要時動用《國際緊急狀態經濟

權力法》授予總統的所有其它權力，以執

行該行政命令。」

此前，川普政府對北京發起了三大行

動：

11 月 12 日，川普總統簽署一項行政

令，從明年 1 月 11 日起禁止美國投資中

共軍方擁有或控制的公司；並限定在明年

11 月 11 日之前撤回相關投資。川普政府

認為，美國投資支持中共軍方發展的中國

企業，會支持中共軍隊的擴張。

11 月 12 日，川普團隊的大律師林

肯 ‧ 伍德連發 6 條推文，列數中共滲透

美國政府機關、學校，收買政府官員等行

為，直指現在美國正處於與中共的正邪大

戰之中，中共用 Dominion 投票系統操控

美國選舉。

11 月 10 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在美國里根研究所發表

演講時說，川普政府已改變了過去四十多

年對中共的錯誤做法，不再容忍中共的所

作所為——中共在南海提出非法要求，脅

迫和收買美國企業，將領事館作為間諜窩

點，竊取知識產權，在新疆、西藏和其它

地方的暴行。他說：「美國會幫助中國人

民推倒防火牆，把阻止中共的世界擴張，

放在美國外交工作中的首要位置。」

據統計，自《國家緊急狀態法》頒布

以來，美國歷屆總統共宣布了 61 次國

家緊急狀態，其中 30 多個國家緊急狀態

還有效。如 2001 年，在美國遭受「9．
11」恐怖襲擊後，小布希總統宣布全國

處於緊急狀態並行使了一系列緊急權

力，而川普此前已經宣布過五次「國家

緊急狀態」，第四次是 2019 年為了應對

中美貿易衝突，第五次是今年為了應對

疫情。

一旦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美國總

統可擁有至少 136 項緊急權力，包括沒

收財產、調控生產方式、沒收商品、向國

外派兵、實施戒嚴令、控制交通通訊、管

制私人企業運營等。

最新發布的這個行政令的重磅在於其

直指中共的經濟和軍事命脈，並且被制裁

實體無法通過法律訴訟予以申訴。該行政

令制裁目標直接指向中共軍方企業、有軍

方背景的國營和民營企業以及軍民融合企

業，並限制美國人、尤其是華爾街投資這

些企業，購買其股票、金融產品等。這也

呼應此前美國祭出的高額關稅、呼籲美企

撤離中國等舉措。

【看中國訊】伊朗遭武器禁運令已於

10 月到期，能夠開始對外購買武器，以

加強其國防力量，外傳伊朗政府對於中國

的「殲 -10」（J-10）戰機感到興趣，但因

無法對抗鄰國空軍，而將軍購的重心，放

在中短程飛彈方面。

根據《Defense News》報導指出，10
月 18 日，聯合國對於伊朗長達 13 年的

武器禁運已經結束了，因此伊朗可以開始

對外購買武器，其中包括了戰鬥機、攻擊

無人機、防空系統及戰車等武器裝備，都

是他們優先想要購買的選項。

巴林戰略專家與政治研究員朱奈德

（Abdullah Al Junaid）認為，伊朗的首

要部署，主要是提高中短程飛彈的性能，

而俄羅斯的 9K720「伊斯坎德爾」飛彈

（9K720 Iskander）可能是他們最想購買

的武器。雖然伊朗亦想擁有一支能夠與鄰

國競爭的空軍，不過伊朗已意識到，如果

引進了中國「殲 -10」戰機，還是無法彌

補他們與鄰國空軍之間的差距，更不用提

要對抗美國於該地區的海空軍力量了。

朱奈德指出，其實海灣國家一直都在

關注伊朗重整國防，使得一場區域性的軍

備競賽，已正在進行之中。當伊朗在擴張

軍事實力的同時，鄰國也已加強未來發生

衝突的應對能力，他認為即使伊朗獲得了

新武器，但作戰能力和人員的培訓，也將

要花上 20 年的時間。

2005 年，中國空軍的第四代戰機

「殲 -10」開始服役，當時巴基斯坦對於

款機型非常感興趣，甚至還一度傳出欲採

購當時單座量產機型「殲 -10A」，可是

最後卻不了了之。有一名軍事記者披露，

有一位原巴國空軍前軍官說，當時在評估

過程之中，竟然發現「殲 -10A」有 50 多

個問題有待改善。

中國官方命名為「猛龍」的殲 -10 戰

機，它是由成都飛機工業集團研製生產

的，自 2005 年起服役，迄今已經出廠

400 多架。最新的殲 -10C 也於 2015 年首

飛，在 2018 年 4月開始承擔戰鬥值班任

務。殲 -10 的戰鬥航程達 740 公里，已經

涵蓋了大部分南海海域及重要航運路線。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道】美國民

主黨候選人拜登在大選中舞弊行為曝光

之際，拜登與中共高層「交情」也受到矚

目。有港媒披露，拜登陣營積極與北京聯

絡，雙方秘密會面後，中美之間半官方交

流正在恢復。

香港《南華早報》11 月 15 日報導，

在各大媒體宣布拜登獲得總統大選勝利

後，中美兩國的半官方聯繫正在恢復。報

導指出，這種半官方交流主要是通過前官

員、智庫學者和商界領袖來實現的。

中共退役空軍大校、北京航空航天大

學教授王湘穗在閉門討論會上透露了這一

消息。

王湘穗表示，幾個月以來，因為中美

關係惡化，這些交流出現了中斷，目前正

逐步恢復，恢復聯繫的主要是民主黨這邊

的相關人士。他說，與拜登接近的人士最

近與中國智庫聯繫，商談如何重新恢復這

兩國之間的關係。

報導引述一位中國政府的顧問表

示，他曾與拜登陣營的坎貝爾（Kurt 
Campbell） 和 沙 利 文（Jake Sullivan）
會面，並且前民主黨的官員近年來多次訪

問北京。他們表達了改善兩國關係的願

望。

值得關注的是，拜登自行宣布勝選當

日，一直負面消息纏身的前中共國家副主

席李源潮高調露面。

據 港 媒 11 月 14 日 報 導，11 月 7
日，李源潮現身第三屆進博會上海綜合形

象展區參觀。上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

陳寅，市商務委副主任劉敏陪同。

有分析認為，李源潮高調露面且有上

海高層陪同，說明習近平可能需要他做什

麼事。

拜登在一些關鍵州的選舉舞弊行為被

不斷曝光之際，其與中共高層「交情」也

受到矚目。據報，2013 年 12 月 4 日，

應中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邀請，時任美國

副總統的拜登乘專機登抵達北京，對中國

進行為期兩天的正式訪問。

該次訪華，中共媒體形容拜登充分利

用與中共領導層結下的「老交情」推動兩

國發展。拜登的子女，包括亨特等隨行。

公開資訊顯示，拜登當時對訪華，與

其家族同中國的生意混攪在一起。在這次

出訪 10 天後，亨特敲定了與中共的第二

筆大生意——中方提供募資的 10 億美元

投資基金。

依據美國政府記錄，2013 年底拜

登訪華後，對中共的態度進一步軟化。

2014 年 10 月，拜登在哈佛肯尼迪學院

發表演講時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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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對中共的態度十分明確，

那就是發展同中共的關係。

【看中國訊】近日網傳廣州國安逮捕

了范一平等多位當地的民運人士，其中一

名人士賴見君的家屬收到了當局通知，聲

稱賴見君已被監視居住。另一名知情人士

向自由亞洲電臺證實了此項消息，但卻也

表示他不瞭解這些人近期被當局抓捕的具

體原因。

網傳當事人賴見君 
遭到「監視居住」

維權網資訊中心 16 日披露說，廣州

市國家安全局於 11 月 12 日至少抓捕了

四名當地民運人士，其中包括范一平、范

文成、賴見君及喬連紅。此外，報導引述

了一張 11 月 13 日所簽發的政府檔截圖

稱，賴見君的妻子鄧影娟近日則是收到了

由廣州市國家安全局寄來的通知書，說賴

見君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犯罪」，而被

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中國公民運動網 16 日則引述不具名

的知情人士表示，12日午間，有八名當地

執法人員對廣州資深民運人士范一平的住

所進行查抄，並將范一平帶走，第二天，

范被送進了醫院，目前具體原因仍不明。

此外，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廣州民運

人士范文成、喬連紅及珠海民運人士阿龍

亦陸續失聯。范一平、范文成目前疑似是

被監視居住，至於喬連紅與阿龍的情況仍

不明。外界現在仍不清楚他們是否涉及相

同案件，也不清楚這些人為何被逮捕。

依據部分國際人權組織與多名曾經遭

到監視居住的當事人曾經披露，當局在此

期間常常對他們使用多種酷刑，試圖逼迫

他們承認各項被捏造出來的罪行。

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週二聯繫三名廣州

維權人士，但他們都聲稱對當地近日的大

抓捕並不知情，但廣州維權律師隋牧青當

晚向自由亞洲電臺證實了此事。他說有兩

位參加維權工作的朋友近日曾對他透露，

當局近日已經逮捕上述的多位民運人士。

【看中國訊】11 月 15 日晚間，錢峰

雷發微博稱，11 月 14 日凌晨，他在香港

灣仔道皇朝會門口被四名中國籍凶徒襲

擊，得悉警方正在緝凶，現懸紅（懸賞）

最高 1000 萬港元協助警方緝凶及將凶徒

繩之以法。

錢峰雷還表示，若能夠提供可靠消息

及證據指證幕後指使人士，及在香港成功

定罪，可面議獲得更高賞金。

據港媒消息，11 月 4 日凌晨，錢峰

雷與其助理方姓男子在離開皇朝會時，被

3 至 4 名男子用刀追斬。錢峰雷大腿中

刀，方姓男子頭部中刀。錢峰雷返回港島

南區香島道的豪宅才報警。

外界熟知的是，錢峰雷是馬雲好友，

浙江富商，以及環球國際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因他出手闊綽被李亞

鵬稱為「錢多多」。

至於「錢多多」是如何成為億萬富豪

的，以及他六年前捲入的那場 7 億追債

風波，人們卻所知甚少。

此次錢峰雷在香港遇刺的消息傳出，

再一次引發外界對這位寧波富商神秘過往

的猜測。錢峰雷的人身安全已經不是第一

次受到威脅。

2014 年初，錢峰雷在香港豪擲近 7
億元購入山頂白加道 28 號 7 號屋，成為

轟動一時的香港十大最貴洋房。

白加道是象徵身份與地位的地段，住

的大都是超級富豪和政客。白加道 3 號

是美國駐港總領事官邸，離錢峰雷住宅不

遠處的 31 號的 A、D 號屋住的則是劉鑾

雄。令人意外的是，短短一年後，錢峰雷

便抵押該樓，套現達 4 億元按揭貸款。

1976 年出生的錢峰雷，家境普通，

據其微博透露，他曾在初中被學校勸退，

曾從事博彩中介工作人員，通俗來講就是

「疊碼仔」，主要靠拉賭客到賭場博彩、

而自己從中獲取佣金來賺錢。

白宮宣布緊急狀態 應對中共威脅

拜登團隊與北京閉門會議內容留出

大陸富商錢峰雷香港遇刺

 美國總統川普（合成圖）

廣州當局抓多名民運者

伊朗、巴基斯坦
曾欲購中國殲10

右者為范一平。（圖：自由亞洲電臺）

中國殲10戰機

錢峰雷（左）和馬雲（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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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中國總理李克強主持

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

家座談會，分析當前經濟形

勢，特別強調要保就業。但

是，很多學者對官方的就業

數據表示質疑，認為2.9億
農民工被排除在統計範圍

之外。

11 月 18 日，中國政府官方

網站發布的新聞稿顯示，李克強

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

座談會，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就

做好下一步經濟工作聽取意見建

議。「紮實做好『六穩』工作、

全面落實『六保』任務……」。

李克強說，「堅持保員工、

保就業，這有利於企業的人才

穩定，也有利於企業的未來發

展」；「保住就業就是對國家的

貢獻」。

李克強強調稱，「當前國內

外形勢仍然複雜嚴峻，既要堅定

信心，又要做好應對困難挑戰的

充分準備」。

穩就業和穩金融、穩外貿、

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被稱作

李克強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Getty Images）

「六穩」，是在 2018 年 7 月 30
日中共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

今年 4 月 17 日的中共政治局會

議首次提出「六保」指保居民就

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

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

鏈穩定、保基層運轉。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此前

表示，就業環境整個而言是穩定

的。自今年 1 月至 10 月總共創

造了 1009 萬個城市就業崗位。

《南華早報》11 月 16 日報

導，麥格理香港首席經濟師胡偉

俊表示，官方數據存疑，未能反

映真正狀況。真正的就業氛圍其

財經簡訊

實較數據所顯示的要灰暗，因為

有 2.9 億民工回到鄉間後已放棄

在城市找尋工作。

胡偉俊說：「如果一個民工

放棄城市的工作返回鄉間，他的

職位將不再包括在官方數據之

中。如果你查看很多民工就業的

餐飲業，你可以看到就業復甦其

實是非常微弱的，而且沒有返回

正常。」

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的數據

顯示，中國餐飲業 10 月的收入

較去年同期只上升了 0.8%。

《南華早報》的報導引述香

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盛柳剛

李克強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

美國創全球6G聯盟  
排除華為參與

【看中國訊】美國電信標準

組織（ATIS）近期聯合微軟、

諾基亞、三星等科技巨擘，宣

布成立 6G 通訊技術聯盟「次

世代行動通訊聯盟」（Next G 
Alliance），該組織將華為與中

興通訊排除在外。

報導說，微軟、諾基亞、高

北京加入全球最大自貿區RCEP

說，中國的經濟復甦主要是由出

口和政府投資所帶動，「消費和

零售板塊仍然持續疲弱，主要就

是因為工資和就業的前景」。

儘管官方數據描繪了一個充

滿樂觀的經濟前景，但城市失業

率一直被經濟學者視為不可靠，

因為它不能反映真正的職位增

加。舉例說，一名失業的員工經

過一段時間被重新錄用，都被計

入新增就業數據。

今年 5 月，獨立智庫天鈞

政經在《解密李克強工作報告中

暗藏的信息》中分析指出，在武

漢肺炎疫情仍肆虐的情況下，北

京當局雖然沒有提出 GDP 增長

目標，但是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了：城鎮新增就業 900 萬人以

上（2017-2019 年新增城鎮就

業目標是 1,100 萬人），城鎮調

查失業率 6% 左右。經濟增速與

就業息息相關，經濟學界的研究

表明，GDP 增速每增長 1 個百

分點，新增就業為 200 萬人，

但如果 GDP 增速每下降 1 個百

分點，則會減少就業 400萬人。

如果沒有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

就業無從談起。那麼新增就業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

導】北京當局 11 月 15 日簽署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這個由 15 個國家組

建的自由貿易區將削減關稅和非

關稅壁壘。這將為中國經濟帶

來什麼影響？美國學者分析，

RCEP 協議的經濟影響力被高

估，但有政治及戰略意涵。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 是 2012 年 由 東

盟 10 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

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文

萊、柬埔寨、寮國、緬甸、越

南）發起，邀請中國、日本、

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16 方共同制定的協定，通過削

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建立 16
國之間相互開放市場、實施區域

經濟一體化、統一市場的自由貿

易協定。但印度後來撤出了談

判，原因是來自中國的廉價產品

可以在印度市場傾銷，將導致印

度經濟受損。

11 月 15 日，中國和其它

14 個國家通過視頻會議的方式

簽署協議，組成全世界規模最大

的自由貿易區，該區域將囊括全

世界經濟的近三分之一的GDP。
據《華夏時報》報導，中國

國際關係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朱殷稱，「RCEP 談判無疑會在

降低關稅壁壘上邁出更大步伐，

未來不排除 95% 甚至更多稅目

產品被納入零關稅範圍。市場空

間也會更大，對於外貿企業而言

是一次重大政策利好。

但是一些美國的經貿專家分

析認為，這個協議的經濟意義被

高估。「RCEP 對中國經濟的影

響是非常有限的，這份協議真

正的意義不在經濟，而在政治

和戰略。」在小布希、歐巴馬時

代於國務院、白宮國安會負責

處理亞太經濟事務的前官員、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政治經濟項目主任古

德曼（Matthew Goodman）表

示，RCEP 因為囊括了數十億人

口及主要的幾個經濟體，乍看之

下龐大，但對拉動中國經濟只是

邊緣的角色。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金融學教授的邁克爾 • 佩蒂斯

(Michael Pettis) 撰 文 表 示，

RCEP 的作用被過度美化。他

形容，這跟 2016 年人們興奮喊

著「亞投行 (AIIB) 成立將改變

世界」的廢話很像。他分析，全

球貿易的結構性失衡是問題的根

本，而 RCEP 成員國若只是匯

聚了一個發展過剩的貿易集團，

最終仍無法實現集體貿易平衡。

「最後，當每個順差國家都試圖

以犧牲進口和貿易夥伴為代價，

來保護其所有重要出口商品時，

RCEP 終將崩潰。」

而且北京政府的政策不透

明，以及是否能按照協議信守承

諾，仍存在不少疑問。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之前媒體按照 68.8 元的發行價

計算出螞蟻集團上市可以造就眾

多富豪，但是，這一切都隨著螞

蟻集團被暫停上市而改變，甚至

杭州樓市的房價也跟著下降。

螞蟻集團原定 11 月 5 日在

上海證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同

步上市。按照 68.8 元的發行價

計算，螞蟻集團員工及顧問的獎

勵共計約 1377 億元（人民幣，

下同）。依據招股書中顯示，

螞蟻集團員工總數為 1 萬 6660
人，平均下來每名員工可以分到

大約 830 萬元。根據房屋中介

機構鏈家的數據，9 月分杭州二

手房均價約 2.9 萬元 / 平方米。

這意味著，螞蟻集團的員工每個

人都可以在杭州買一套超過 280

平方米的房子。

自從螞蟻集團上市的消息

一傳出來，杭州的樓市就蠢蠢

欲動。數據顯示，杭州之江板

塊的二手房不斷漲價，6 月分掛

牌 900 萬元的房子，到了 10 月

分價格直接上漲了 80 萬。當地

房產中介透露，對於杭州市民來

說，跟著阿里巴巴買房子，已經

是一條人盡皆知的致富路。

今年 7 月螞蟻集團啟動上

市程序；9 月螞蟻集團確定總部

落地杭州之江；10 月 21 日，

馬雲在之江板塊花 27 億元買土

地。之江馬上就成為杭州最受矚

目的地塊。數據顯示，之江 10
月分二手房掛牌均價較 9 月分

環比上漲了 12.4%，部分房源

掛牌價 6 萬～ 7 萬 / 平方米。

隨著這次螞蟻集團 IPO 的

推遲，不僅讓阿里巴巴股價遭遇

重挫，對於杭州之江板塊的房子

也是如此。據媒體報導，有不少

杭州投資客連夜取消意向金。

沒有了螞蟻集團上市造富的

動能，目前的杭州之江板塊高房

價失去了支撐。根據最新的數據

顯示，在剛剛過去的這一週，杭

州之江的二手房掛牌均價環比微

降了 0.1%，而成交均價則環比

前一週大降了 5.2%。

螞蟻造富計畫泡湯 杭州樓市降價

通、三星為初創成員，本月 12
日包括蘋果、思科、Google 與

英特爾成為新增成員，該組織旨

在奠定北美在 6G 市場的領導地

位，並聚焦研發、製造、標準化

與應用領域。美國南卡大學商務

教授謝田認為，美國不希望看到

華為利用其在 5G 市場的優勢控

制世界，因此跳過5G直奔6G。

紫光集團爆債券違約 
24.5億債暫停交易
【看中國訊】中國紫光集團

驚爆債券違約，引發債券價格暴

跌，紫光集團也在 11 月 18 日

在港交所公告，旗下 4 檔債券

從當天下午 1 點開始暫停交易，

理由是紫光未能贖回在 11 月 16
日到期的 13 億元人民幣私募債

「17 紫光 PPN005」，構成實質

債券違約。據路透社報導，暫停

交易的債券總計 4 檔，總規模

達 24.5 億美元，包含紫光芯盛

發行的 3 檔債券，規模達 20 億

美元，3 檔債券價格也跟隨紫光

債券價格同步大跌至 25 美元左

右；紫光國際發行的債券則約

4.5 億美元。

900 萬人以上，所對應的 GDP
增長要超過 4%。

9 月 18 日，十一屆全國人

大常委、財經委副主任賀鏗對媒

體表示，經濟恢復放緩，主要的

難點是就業的問題，中小企業的

恢復情況不是很好。小企業的情

況不好的話，顯然就業就不好，

因為 80% 以上的企業都是中小

企業。現在中型企業稍微恢復得

好一點，小企業數量最大，這個

問題比較嚴重的，需要重視。

賀鏗認為，前 8 個月城鎮

新增就業是 781 萬人，這比去

年的同期少增了 203 萬，那就

是說比去年少增了 20% 以上。

今年需要就業的新增就業人員

比去年更多，而實際新增的就

業數 781 萬比去年又少了超過

20%，那就說明城鎮就業的情

況不是想像的那麼好。

賀鏗強調，從失業的情況來

看，居民的收入增長肯定不是那

麼樂觀。所以要四季度的消費恢

復到去年的水平，就業和居民收

入應該恢復到去年的水平，如果

這兩個達不到，要想四季度消費

恢復到去年的水平就有難度。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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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馬貪官曝性價比最高職位 權錢兼顧又安全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大陸官場出現當官「性價比」

之說。涉貪被判刑 12 年的前重

慶市黔江區委書記楊宏偉說，

「廳局級」官員的性價比最高，

因為「最安全」，且「既有權

力，又能找錢」。

中共官媒報導，根據中共中

紀委公布，楊宏偉是在自己被查

落馬後寫下的懺悔書中，做出的

上述表示。楊宏偉落馬前擔任的

黔江區委書記職務，即屬黨政幹

部層級中的「廳局級」官員。

至於廳局級官員為何「最安

全」，楊宏偉直言，廳局級官員

「雖有壓力，但人數較多，層級

居中，監督有限，風險較小」。

楊宏偉在 2019 年 5 月被調

查；同年 10 月被開除中共黨職

及公職；今年 6 月被依受賄罪

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並處罰金

人民幣 200 萬元。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黨校

原副校長李君如在報告中提及，

近年來落馬的不少中共高級幹

部，問題大多發生在利用職務上

的便利大肆貪汙或受賄上。該報

導，沒有涉及近年落馬貪官涉案

怵目驚心數的金額細節。

李君如的說法只是觸及落馬

貪官，但更多的中共高官包括頂

層官員，他們的巨量資產已在海

外被曝光。

臺灣政界人士陳昭南 6 月

15 日發表署名文章稱，據國際

媒體報導瞭解到韓正隱匿在美國

的資產，高達 31 億美元，及另

外一向總被視為較「清廉」的團

派人物汪洋，在美國也都有幾

十億美元的存款和資產。據媒體

爆料，夏寶龍、駱惠寧、陳全

國、吳英傑、趙克志等人，在美

國均名列億元俱樂部成員名單。

文章稱，網絡上正在流傳一

份包括不少中共高官及其親屬在

美的名單，以及財產清單。單

只是這份被列為「黑資料」的清

單，所統計的高官在美資產總額

就高達 5000 億美元。

美媒披露，現任 3 名常委

的親戚在香港購買了總值 5100
萬美元（約 3.97 億港元）的豪

宅，包括汪洋之女、栗戰書之

女、習近平的姐姐，其中報導重

點是栗戰書。而據過往報導，中

共高層各派都在香港擁有鉅額物

業。

香港時評家劉銳紹，近日在

接受海外媒體希望之聲採訪時提

醒中共領導人，若在美國大選未

定局之際趁機加速集權和打壓香

港，只會提早引爆內部動盪。

劉銳紹說：「最近的高壓大

家看到了，突然間放出來，全國

人大剝奪 4 位香港泛民的立法

會議員的議席，按程序全國人大

沒有這樣的權力。這些做法反映

了共產黨現在已經覺得自己好

威，『無王管』。」他還認為反

習者也在加速與外部勾結，他

說：「有一些另類的皇親國戚，

不是習那邊的人，他們也希望透

過經濟，早一點鞏固自己的實

力。所以現在整個大陸的權力鬥

爭的進度，是比以前預期快了一

年。」

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旗

下刊物《中國媒體快報》編輯莎

拉．庫克，近日出具的報告顯

示，在習近平的鋼鐵外表背後，

中國正在醞釀一場領導危機。

陳全國再缺席 
中央級大會引猜測

習近平現身江澤民老家後 
南京富豪楊宗義被查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據陸媒報導，11 月 17 日，江蘇

省揚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發布警

方通告稱，江蘇福中集團旗下的

江蘇福信財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以高額收益為誘餌，向社會不特

定公眾吸收資金，涉嫌非法吸收

公眾存款犯罪。實控人楊宗義被

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楊宗義落馬時間點敏感，適

逢習近平剛剛考察江蘇。據大陸

自媒體消息稱，楊宗義被刑事拘

留後，政府有關部門已經控制了

福中集團總部，目前，集團所有

高管被要求不得離開公司。

福中集團創立於 1995 年，

是一家多元化的大型民營企業集

團，曾以 40 億元財富多次入圍

胡潤百富榜。

2018 年 9 月份開始，福中

內部出現了資金週轉問題，員工

工資延遲發放；2019 年成為老

賴，今年創始人楊宗義遭下發限

制消費令。2020 年 5 月 13 日，

大陸《新京報》報導，南京大型

民企福中集團實控人楊宗義日前

被法院下發限制消費令。

江蘇是江澤民、前政法委書

記周永康、前國家副主席李源潮

等人的老家。習近平上臺後，江

蘇官場持續被清洗。

李燕銘分析認為，福中集團

自去年以來就被列入失信名單，

並被下發限制消費令；福信公司

被立案偵查，被指涉嫌非法集

資；這表明習近平當局加強金融

監管及銀行系統整頓後，楊宗義

福中集團資金鏈很可能已斷裂。

另一方面，楊宗義本自江蘇官場

下海，至今官方頭銜與榮譽頗

多，過去 25 年福中集團的發展

壯大與江蘇官場及江蘇幫政商圈

密不可分；楊宗義及福中集團出

事，與江蘇官場被清洗之間的關

聯性，不難想像；後續政治效

應，值得進一步關注。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據陸媒報導，北京時間 11
月 16 日至 17 日召開的中共全

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值得注意

的是，全體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唯

有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缺

席，這是他繼上月尾的十九屆五

中全會後，再度缺席北京的中央

級大會。

於 2020 年 10 月 26 至 29
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共

十九屆五中全會，有 6 名中央

委員缺席，其中包括新疆自治區

黨委書記陳全國。

65 歲的陳全國，河南平輿

人，曾任河南副省長、省長，

2011 年陳全國調任西藏黨委書

記，2016 年 8 月，陳全國從西

藏調任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並

在 2017 年 10 月的中共十九大

上躋身中共政治局。

陳全國 2016 年主政新疆以

來，強化對新疆的高壓和控制，

其搞出的關押百萬新疆維族和其

他民眾的「集中營」備受國際譴

責，因此陳被指為中共酷吏的代

表人物之一。

有海外中文媒體披露，陳全

國大力推行網格化治理新疆，其

實就把新疆從大到地、州、市，

小到鄉、街道、社區劃分成一個

個監區和監室進行監獄化管理，

令每個網格轄區內的民眾喪失人

身自由和尊嚴權力，就像囚犯一

樣被監控和管控，如有反對和微

詞者，即刻抓捕入集中營不說，

還要株連九族，並把他們的老

人、妻子、孩子一併入獄。

今年 7 月，美國下令對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 4 名官員實施

制裁，凍結資產並禁止入境。制

裁對象包括陳全國，以及新疆負

責政法及公安的其他高官。美國

國務卿蓬佩奧曾表示，中共侵犯

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及其他族

群人權，美國不會袖手旁觀。

《華爾街日報》13 日報導

稱，是習近平親自叫停螞蟻集團

公開上市案。馬雲 10 月 24 日

在上海外灘金融高峰會上長達

20 分鐘的演講則是導火線。

馬雲當時重批中國銀行界對

貸款要抵押的「當鋪思維」。

他還說「中國金融沒有系統，也

沒有系統性風險」。他又批評

巴塞爾協議是過時的「老人俱樂

部」所制定的風險標準，打臉以

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為首的金融

幫。

《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人

士說，習近平閱讀了有關馬雲這

次講話的政府報告，他和其他一

些高層領導人都非常憤怒。

報導還稱，螞蟻集團上市被

叫停是馬雲與中共政府多年來緊

張關係的一次總爆發。習近平已

越來越不能容忍資本和影響力不

斷壯大的大型民營企業，這些民

營企業被認為是對習近平統治地

位的威脅。

但監管機構對螞蟻集團的約

束，曾遭遇該公司投資者的強烈

抵制，這反映出馬雲得到過中方

政界和商界一些高層人士的支

持。

報導特別提及，螞蟻集團的

股東包括博裕資本，這家私募基

金的合夥人，包括中共前黨魁江

澤民之孫江志成。

美國之音此前報導稱，馬雲

據傳屬江派勢力、與中共前總書

記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交情匪

淺，而江志成也是螞蟻的原始

股東之一博裕資本 ( 約持有螞蟻

3% 股份 ) 背後的管理人，其他

股東還包括，復星系創辦人郭廣

昌、巨人集團的史玉柱，以及通

海控股的盧志強等親江派的企業

人士。另外，如同明天集團創辦

人肖建華，馬雲據傳也是中共權

貴紅二代的洗錢工具。

報導還援引一位不願透露姓

名的前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表

示，在中國，一般生意人不能挑

戰當權者或監管單位是常理。但

馬雲不是普通人，說話有一定的

影響力，而且螞蟻股東中江派人

馬、紅二代都有，勢力也不小，

這些都讓人對螞蟻真正被封殺的

原因難以看透。

臺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接

受海外媒體專訪時表示，仔細看

螞蟻集團所服務的業務內容範

圍，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偷吃

了國有銀行的乳酪」。螞蟻集

團不僅包含所有中國國有銀行業

務內容，若將螞蟻集團，跟過去

阿里巴巴集團兩者連起來看，螞

蟻集團在未來的發展，就足以媲

美一個政府的規模。

董立文說：「它其實就是一

個政府了。包含日常生活用品流

通、每人的金融交易，加上螞蟻

金服，已經變成一個龐大的帝

國，又掌握這麼多人，將不在中

共控制之下，這是中共所不能容

忍的。」

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秘書

長王智盛也表示，螞蟻集團「等

於是對金融政權最直接的挑戰，

尤其當螞蟻所合流的，倘若是

反習派勢力，將會帶來巨大威

脅。」

王智盛解析，原先中共高層

想讓螞蟻做大後，再收歸國有。

但馬雲妄議中央的言論一出，讓

中共認為，馬雲這次是吃了秤砣

鐵了心。因此，必須在螞蟻集團

壯大前一刻，緊急出手。

臺北的資深媒體人、財信傳

媒董事長謝金河早前也在臉書

認為，「螞蟻上市市值可能竄升

至 4000 億美元以上，但如果螞

蟻潛藏著反習派的股東？這個力

量非同小可，也許這是一個線

索。」

海外媒體曾報導，2015 年

中國股災就是江派發起的一次金

融政變。之後，習近平開始收緊

金融監管，大舉清洗金融界。

習近平再撲滅一場金融政變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
報導】中國金融科技巨頭
螞蟻集團實際控制人馬
雲，在上海外灘說了一番
話，之後立馬遭約談，該
集團上市也被叫停，隨後
官媒連續追打，官員出來
放風，馬雲瞬間成了中共
當局的棄兒。已有消息
說，馬雲觸怒了習近平，
習近平親自剎停螞蟻上
市，而事件背後，被分析
為形同摧毀一場「金融政
變」。 消息指馬雲觸怒了習近平，習近平親自叫停螞蟻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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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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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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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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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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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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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習近平加速集權 
提早引爆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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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央社》報導，18 日陳

耀祥親自出席記者會說明，經過

了充分討論，因為中天有違規紀

錄嚴重、內控機制失靈等理由，

所以決議駁回。

有媒體詢問，中天遭撤照，

是否有影響到新聞自由的疑慮。

陳耀祥對此表示，他今天親

自主持記者會，就是抱著「向人

民負責、向歷史負責」的心態來

的，換照絕對不僅是形式審查，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NCC）委員會議18日決
議駁回中天新聞台換照案，7
名委員一致決議不予通過。

台灣民間宣布，這是「反紅媒

活動的大勝利」。

台灣中天新聞台牌照被否決

定期換照有其意義，而新聞自由

包括對公共利益的保護。NCC
也藉此告訴全部要買媒體的財團

大老闆：要維持新聞自主。

陳耀祥表示，面對未來可能

的訴訟，「我們做好準備」，這

些都是可受公評的事。他還強

調，NCC 並非對中天新聞台撤

照，而是駁回換照，所以中天新

聞台在執照期限（即 12 月 11
日）屆滿前當然可以繼續營運。

媒體詢問，中天新聞台無法

通過換照，關於中天新聞部員工

處置有何想法；陳耀祥則坦言，

「這是做決定最困難部分」，勞

動權益是最難處理的一塊，但是

新聞台執照非萬年執照，而是定

期換照的問題。

由蔡衍明掌控的旺旺中時

媒體集團、及其旗下的《中國時

報》報系、中視與中天電視，報

導立場經常出現偏頗與誇大，

並被發現涉及參與中共「統一戰

線」工作。

台灣中天新聞新聞台過去留

下許多被開罰記錄，例如 2019
年 4 月中天新聞台播出「扁錄影

罵韓，小韓粉邊罵邊哭為什麼要

罵韓國瑜」新聞，經民眾反映利

用兒童突顯特定人物，以及「卡

救命錢養蚊滅韓」、「蔡救印越

羅冠聰獲頒授馬格尼茨基人權獎
【看中國訊】近日，

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眾志常

委羅冠聰獲頒授馬格尼

茨基人權獎（Magn itsky 
H u m a n  R i g h t s 
Awards），表揚其為香港
民主運動做出的貢獻。

據《蘋果日報》報導，頒獎

禮在 16 日於網上舉行。羅冠聰

在致辭時說，對於獲此殊榮表

示榮幸，這是對自己推動民主

運動的充份肯定，此獎項屬於

所有為民主自由奮鬥的港人。

他表示，自己成長在一個

貧窮的家庭，父親是地盤工

人，母親是清潔工人，童年時

家境貧困，因此一心想長大後

找份好工賺大錢。但看到香港

社會存在很多問題，政制崩

壞，他選擇投身社會運動，在

2014 年雨傘革命期間擔任學生

領袖之一，2016 年更成為香港

歷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

但翌年即被港府剝奪資格。

今年七月香港實施國安

法，他表示，北京可動輒以國

家安全為由，羅織罪名打壓

異見，無奈之下他決定出走英

國，繼續在國際上為香港發

聲，推動香港的民主自由。

羅冠聰認為，西方民主國

家應團結對抗中共極權，除了

抗爭者自身的努力，還要依賴

各國政要的共同推動；歐盟《馬

格尼茨基法案》立法工作進入尾

聲，而近期中共進一步打壓香

港民主派，剝奪四位立法會議

員資格，各國須正視立法制裁

中共的必要性。

今次獲獎的還有「白羅

斯 自 由 劇 團」（Belarus Free 

民研：港政府
支持率為負數
【看中國訊】18 日，香港民

意研究所（簡稱民研）發表最

新民調數據，特首林鄭月娥和一

眾高官的支持率淨值均為負數。

林 鄭 的 最 新 評 分 為 30.8
分，較上月調查微升 3.6 分，是

自 2019 年 7 月以來的新高，其

中 45% 受訪者給林鄭 0 分。高

達 69% 受訪者反對林鄭繼續出

任特首。司長方面，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被外界批評以政治檢控打

壓民主派，但對警方和建制派惡

行則不予檢控，她獲得的評分只

有 21.7 分。而政務司長張建宗

得分為 30.7，財政司長陳茂波

的得分是 39.5，特首和上述三

司長的評分全部在及格線以下。

局長方面，無一局長的支持率淨

值是正數。

應對RCEP 台強化與美合作
【看中國訊】亞太15國

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CEP），台灣
經濟部昨日在臉書發布5點
分析，並強調RCEP成形，
範圍涵蓋東協10國、中國大
陸、日本、韓國、紐西蘭、澳

洲等5國。

台灣經濟部 16 日在臉書上

發布分析指出，跟現狀相比，

RCEP 自由化的程度並沒有增加

很多。東協跟中國、韓國、日

本、紐西蘭、澳洲，原先就已有

自由貿易協定（FTA）優惠關

稅，觀看已公布的資料，RCEP
進一步開放關稅優惠的程度不

大，降稅期程則是在 10 年至 25
年較久時間，對改變現況仍有限。

其次，由台灣製造的商品，

在東協的主要國家的市占率持續

成長。若以東協 6 國（泰國、印

尼、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

新加坡）為例，台灣產品的占有

率已經是由 2016 年的 5.7%，成

港台簡訊

長至今年 6 月的 6.6%。

此外，台灣針對 RCEP 的

出口額，原本就超過 7 成是零

關稅。除了 WTO 資訊科技協定

所包括的電子產品之外，還有鋼

材、部分化學品等非電子產品處

在自主降稅的範疇。

台灣外交部 11 日對外說

明，台美對話將在華府、台北兩

地同時舉辦，美方將由國務院次

卿柯拉克主談，台方將由經濟部

政務次長陳正祺率小型代表團前

往華府來跟美方進行實體會議。

至於經濟部長王美花、行政院政

務委員鄧振中，以及相關部會官

員，均會在台北透過視訊同步參

加討論。

據悉，台美有五場對談，並

分別討論全球健康安全、供應鏈

合作、5G 乾淨網路、科學與技

術、投資審查基礎建設與能源。

每一場次均有美方相關的行政單

位官員出席對談，原則上在各場

次中均會簽署 MOU。

圖為2019年

中天新聞台對

高雄市市長

候選人韓國瑜

的報導。

(視頻截圖)

登革熱年逾 8 百萬，韓嘆高雄

人命不值錢」、「綠色執政一千

零一招：撒錢」等假新聞，被以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罰款。

此外，該台因報導偏頗，遭

台灣人選為最討厭媒體之一。

2019 年 6 月 23 日超過 10 萬人

響應「拒絕紅色媒體、守護台灣

民主」遊行，要求台灣政府加速

修法取締紅色媒體。

2019 年 3 月，何清漣出版

了《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

張的真相》，書中指出中國共產

黨政府長期以來對島內媒體進行

收買與滲透，此後眾多媒體學者

也對「紅色滲透」、「紅色媒體」

等進行報導和研究，隨著揭露的

證據增加，引發了台灣人普遍的

的不滿與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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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atre）、沙特女權分子哈特

羅 爾（Loujain al-Hathloul）、
荷蘭眾議員 Pieter Omtzigt 及
Sjoerd Sjoerdsma。

馬格尼茨基人權獎衍生自

《馬格尼茨基人權法案》，表揚

推動及捍衛人權的人士。馬格

尼茨基是俄羅斯稅務會計員，

他在 2008 年因揭發政府貪腐，

被當局拘捕及折磨致死。美國

眾議院為制裁腐敗及違反人權

的俄羅斯官員，提交了《馬格尼

茨基人權法案》並獲通過；2015
年該法案更擴大至全球適用，

也成為大部份人權制裁法案的

參考，包括去年通過的《香港人

權民主法案》。

【看中國訊】瑞士洛桑

管理學院（IMD）近日發布
「2020年IMD世界人才排名
報告」，在63個受評比國家，
台灣排名第20名。在亞洲地
區，台灣排名第3名，優於韓
國、日本及中國。

此外，「生活品質」、「企業

員工士氣」等 2 項，分別進步了

8名及4名，反映台灣防疫成效。

「投資與發展人才」主要評

比國家對於人才的投資程度，共

分 8 細項指標。其中「衛生與健

康環境」為台灣優勢項目，排名

全球第 5 名，顯示台灣醫療及公

共環境衛生水準極佳，也體現疫

情防制的表現亮眼。

台灣各項數據排名

1. 經濟力量排名全世界第

20 名，排名與瑞典相近

2. 土地大小排名全世界第

140 名，排名與荷蘭相近

3. 人口數量排名全世界第

台灣人才排名亞洲第三

56 名，排名與澳洲相近

4. 軍事評比排名全世界第

26 名、排名與加拿大相近

5. 世界競爭力排名全世界第

11 名，排名與美國相近

6. 出口金額排名全世界第

14 名，排名與俄羅斯相近

7. 進口金額排名全世界第

17 名，排名與瑞士相近

8. 人均 GDP 排名全世界第

28 名，排名與西班牙相近

有台灣網友指出，「有一種

統戰手法就是貶低台灣，將台灣

自身的價值降低，洗腦台灣人需

要依賴中國」，但綜上述可見，

台灣不論是軍事國防還是經濟實

力，與世界各國相比毫不遜色。

香港兩名男警
涉強姦被捕

【看中國訊】香港警方證

實，兩名 22 歲男警員涉嫌強姦

一名 20 歲的女子被捕，案件則

交由西九龍總區刑事部跟進。

16 日多間傳媒引述消息

指，兩位警務人員涉嫌強姦被

捕。該女子事後報案，此案件交

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調查。

據報導，當日是數名男女警員前

往酒吧消遣；而一些港媒則指，

兩名男警相約兩名女子赴酒吧，

沒有交代兩名女子是否同為警

員。兩名男警的身份亦有不同說

法，有報導指出二人均隸屬機

動部隊 X 連，且二人年約 20 多

歲，目前擔任防暴警工作。

羅冠聰 (VOA)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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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日前，法國國際廣播電臺（RFI）
攤上大事了，他們竟意外把多則名

人訃聞公開發送，訃聞名單包括英

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知名影星克

林伊斯威特等。其實英女王已經不

是第一次被誤傳「駕崩」。

其實，預先準備好名人訃聞以

求第一時間發布在媒體界是常態。

這次誤發英女王「駕崩」訃聞，法

廣表達深深歉意，並指網站當時正

在替換管理系統，因「技術問題」

才意外將訃聞對外發布。

「我們對牽涉其中者及相信我

們的人表示抱歉」，強調會盡快修

復漏洞。

法廣出包名單除了英國女王伊

莉莎白二世、知名影星克林伊斯威

兩人外，還有巴西球王貝利、古巴

領導人勞爾卡斯楚、美國前總統吉

米卡特等約 100 篇「訃聞」草稿，

他們不僅在法廣主站上架，還同時

發布在谷歌、雅虎等合作網站。

2019 年 12 月，網路曾熱傳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駕崩」的

消息。據《每日郵報》報導，最初

傳出「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駕

崩」謠言的是一個 Whatsapp 聊天

室。

從網路流傳的截圖可以看到，

聊天室成員之一吉彭（Gibbo) 告
訴聊天室的其他成員，稱女王已

經過世，死因是心臟病發……

該謠傳遭到瞭解「倫敦橋行動」

（Operation London Bridge）的網

民嘲笑。

12 月 2 日，白金漢宮也出面

澄清，表示王室一切行事如常。而

女王也被拍到從溫莎城堡前往白金

漢宮。

所謂「倫敦橋行動」，是指英

國女王駕崩後的相關行事代號。

當年她的父親喬治六世去世時，

暗號是「海德公園角（Hyde Park 
Corner）」。

已經 90 多歲的伊麗莎白二世

隨著年齡的增加，她的身後事也成

為英國政府和王室不得不考慮的

問題。

相關部門為防止接線員泄密，

決定一旦女王駕崩，將會以「倫敦

橋已經塌了」為暗號，傳遞給英國

首相。

另外，英國政府和王室也會定

期舉行女王駕崩後相關行事的演

習。

據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

20149 年 12 月 1 日報導，此次演

習的代號為「鴿子堡」，內容包括

女王逝世翌日的各項安排，以及

英國首相公布女王駕崩消息的講

話等等。

報導還稱，而演練當天，伊麗

莎白二世取消了原定出席的一個行

程，而王室發言人稱這是因為女王

「身體不適」。想到，那一次的演

習，被一些不瞭解內情的網民誤

以為真，以為英女王真的已經駕

崩了。 

【看中國訊】11 月 7 日

是美國全國共產主義受害者

紀念日。白宮網站發表了總

統致辭。

川普總統說：在共產主

義受害者紀念日，我們鄭重

地記得，20 世紀共產主義

奪走了 1 億多人的生命。

我們承諾制止這種壓迫性意

識形態的傳播，它無休止地

造成苦難、破壞和死亡。作

為有幸享受自由和民主的自

豪的美國人，我們承諾，支

持目前在共產主義政權統治

下不自由的 10 多億人民，

他們被剝奪了本不應該被剝

奪的生命和自由權。

川普總統指出，蘇聯將

共產主義傳播到鄰國和世界

各地。美國和自由世界見證

了共產主義的恐怖，包括中

國的監獄營和蘇聯的古拉

格。上個世紀以來，從柬埔

寨的紅色高棉，到埃塞俄比

亞的德爾格的共產主義政

權，都證實了卡爾 · 馬克思

哲學固有的壓抑靈魂的特

性。

川普總統表示，我們仍

在觀察「人民共和國」的諷

刺意味，這些共和國不屬於

人民，而是屬於一黨制，只

為少數人的利益而存在。事

實證明，共產主義和社會主

義與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的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是不

可調和的。馬克思主義雖承

諾平等、和平與幸福，但實

際上只會導致不平等、暴力

和絕望。

川普總統說，在這個共

產主義受害者紀念日，我

們承諾反對這種陰險的意

識形態，並自豪地承諾美

國將永遠不會成為社會主

義國家。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北京

市友邦律師事務所主任趙光證

實，警方在 11日抓捕了 28人，

其中包括孫大午夫婦、孫大午的

兩個兒子、兩個兒媳等家人，以

及一些公司高管等，至 11 日下

午，上述28人已經釋放了4人。

大午集團管理人員張先生

告訴自由亞洲電臺，現在該集

團 28 家子公司都已經被官方接

管。看來此前官方已經醞釀了很

長時間，是各系統的統一行動，

因為派來接管大午集團的一些

人，具有企業背景。張先生表

示，當局只是說企業維穩，其他

的不談。

而徐水區委在回應採訪時證

實，大午集團是直接被保定市接

管了，徐水區除了參與維穩和做

一些後勤，沒有別的權限。該官

員還強調，他們都不清楚接管大

午集團的工作組的信息。

據知情人透露，河北當局擬

以涉黑罪名檢控孫大午。

近日關於大午集團為員工和

村民提供免費醫療等事跡，在網

絡熱傳。有評論認為，大午醫院

的做法斷了公立醫院的財路，觸

動了相關利益集團，或許也成為

大午被當局逮捕的導火索。

大午集團員工鄧先生對大午

醫院為員工和村民提供近乎免費

的醫療服務讚譽有加。他對自由

亞洲電臺說，網上關於大午先生

禁止大午醫院賺患者的錢，醫生

只管救人的說法是真的。他透

露，每月只扣 10 來塊錢，就可

以用集團的醫療卡看病。並且這

種醫療福利，連周邊的村民和職

工家人都可以享受。

據報導，孫大午提供免費醫

療，讓當地政府和官辦醫院非常

難堪。另一個讓他們尷尬的情況

是，來自北京一些著名醫院的專

家被孫大午的人格魅力感動，退

休後自願來大午醫院做醫生。

《南方週末》曾在 2003 年報

導過農民企業家孫大午。報導

說，孫大午有億萬家產，卻沒有

別墅，沒有專車，住在集體宿舍

裡。生活極其簡單，愛吃玉米餅

子、大蔥蘸醬，在外辦事往往在

路邊小攤填飽肚子了事。不趕名

牌，不上娛樂場所。一個月只拿

2000 元的工資。出差去寧夏，

他坐硬座。他辦免費的農民技

校、賠錢的中學，賠多少都不在

乎。他深知商場官場潛規則，手

中毫無政治資源可依仗，卻不肯

和光同塵，梗直倔強。

農民企業家孫大午被捕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

合報導】中國知名企業家

孫大午及近20名集團高管

11日被當局抓捕後，真正的

被捕原因外界一直不得而

知。近日，有關孫大午為

員工和村民提供免費醫療

等事跡，也在網絡熱傳，

網民持續發聲，譴責中共

打壓良心企業家。

知名企業家孫大午（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近日，一名女遊客在重

慶中山古鎮遊玩時不慎落入水

中，危機時刻，行經此地的英國

駐重慶總領事館總領事史雲森

（Stephen Ellison）跳入水中將

人救起。有遊客拍下現場畫面，

引發民間熱烈討論。

網傳視頻顯示，當時一名年

輕女子在中山古鎮拍照時，不慎

腳下一滑，掉入水中。該女落水

後拚命掙扎，但由於水流湍急，

女子被沖到落水處的斜對側，幾

乎失去知覺。這時，一名白髮男

子見狀，立即跳入水中將女子托

起，送到岸上。

這一救人畫面被現場遊客記

錄下，並製作成視頻上傳網絡。

網友們看後紛紛表示，「作為重

慶人，我真心感激您！感恩那些

在危難時刻幫助過我、我們、我

族的所有人。」「感謝英國大叔

的義舉」，「給這位外國友人點

讚。」也有網友留言說，「中國人

去哪裡了」、「那麼多人只有一個

會游泳的外國人」、「大堆國人

只是圍觀，拍攝，看熱鬧！」

事後有市民發現，救人的外

國人竟然是英國駐重慶總領事館

總領事史雲森，於是不少人在英

國駐重慶總領事館微博下方留

言說，「按讚」、「鼓掌」、「好

人一生平安」、「可愛又可敬的

人」。

截至 17 日，關於「英國駐

重慶領事館救落水女大學生」的

話題，吸引了 1.2 萬人圍觀，

8333 人留言。

隨著事件在網絡發酵，澎湃

新聞報導稱，事發當日是週末，

新任英國駐重慶總領事館總領事

的史雲森，獨自一人前往中山古

鎮遊玩，這是他第一次到重慶周

邊遊玩。

據史雲森事後表示，事情發

生得突然，但他覺得這是應該做

的事情，因此沒有多想，就跳下

水救人，上岸後看到女孩逐漸恢

復意識，他心中一顆石頭終於落

地。

公開資料顯示，史雲森今年

61 歲，已在中國生活和工作 9
年，近日史雲森正式擔任英國駐

重慶總領事館總領事。他曾是一

名具有 30 年豐富經驗的土木工

程師，閒暇時喜歡藝術創作，熱

愛滑雪和騎行，還獲得去年北京

國際鐵人 3 項賽的年齡組冠軍。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美國大選投票結束後，美國左派

主流媒體的報導嚴重偏頗，甚至

一些社交媒體也封殺挺川普的

言論。有網民留意到，川普似

乎有意「移駕」至其他言論自由

政策較寬鬆的社交平臺，例如

Gab、Parler 等。

據布萊巴特網站報導，大選

投票結束後，臉書和推特在一天

內，至少 25 次以各種理由給川

普總統的帖子貼上標籤。

幾乎所有的標籤都是對川普

總統有關美國大選的言論提出質

疑，但對有利拜登的言論即開放

「綠色通道」。

由於發言屢次被臉書、推

特等平臺審核、甚至被標注「不

實消息」，有網民發現，川普似

乎有意「移駕」至其他言論自由

政策較寬鬆的社交平臺，例如

Gab、Parler 等，這兩個平臺也

成為川粉和支持公平、正義之士

的聚集地。

包括 TechCrunch 在內的多

家外媒表示，Parler 和 Gab 等

這些原本知名度低的 APP，在

美國大選後下載量暴增。

以 Parler 為 例， 在 11 月

3 日（美國大選投票日）至 11
月 8 日，一週內其下載量橫掃

了 蘋 果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商店的排行榜，用戶量從

450 萬激增至 760 萬，其中有

27%、約 98 萬次下載量是來自

美國。

由於上述平臺對言論管制寬

鬆，很多川普的支持者，以及大

量希望知道選票舞弊真相的民

眾也在此聚集，呼喊「Stop the 
Steal」。而這些言論若放在臉

書或推特，很多會被打上「事實

待查」或「不實消息」的標識，

甚至直接被封殺。

10 月 14 日，《紐約郵報》

披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兒子

亨特（Hunter Biden）的硬盤門

醜聞，當天臉書、推特卻以各種

理由壓制傳播此信息。

英國駐渝總領事救人獲讚川普「移駕」新社群

【看中國訊】美國移民局日

前公布新版入籍考試題，題目增

多，難度提高。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申請入籍者將使用新

考題。

11 月 13 日，美國公民及移

民服務局（USICS）公布新版

公民入籍考試題，從以前的 100
題增加至 128 題，增加了有關

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方面的內

容。此外，還增加了和共產主義

有關的題目。

如第 109 題：在冷戰期間，

美國的主要關注點是甚麼？答案

是：共產主義和核戰爭。第 110
題：美國為甚麼參加朝鮮戰爭？

答案是：阻止共產主義的傳播。

第 111 題：美國為甚麼要參加

越南戰爭？答案是：阻止共產主

義的傳播。

參加公民考試時，移民官將

口頭提問申請者 20 道題，必須

至少答對 12 個問題（60%）才

能通過考試。

美國移民局 
新增入籍考試題

美總統致詞譴責共產主義誤發英女王「駕崩」訃聞 法媒道歉

社交平臺Parler

（Getty Images）

印度男童 
6歲就會寫程序
【看中國訊】印度一名 7 歲

男童阿爾哈姆 · 塔爾薩尼亞

（Arkham Talsania），因為會寫

計算機程序，日前獲吉尼斯世界

紀錄認證，成為全球年齡最小的

計算機程序員。

根據印度新德里電視臺

（NDTV）報導，就讀小學二年

級的阿爾哈姆 ‧ 塔爾薩尼亞，

在父親的影響下，很小就熟悉各

項電子產品。父親是一名軟件工

程師，經常教他有關知識。他 3
歲時，父親就讓他學習 Python
電腦程序語言。他 6 歲參加了

Pearson VUE 測驗，通過了微

軟公司的認證考試，被吉尼斯

世界紀錄評為「最小電腦工程

師」。

阿爾哈姆的父親說，孩子

從小愛玩電腦，他就教孩子寫

程序的基礎知識，孩子還獲得

Microsoft 技術合作夥伴的認

證。塔爾薩尼亞的理想是未來成

為一名企業家。

（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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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昭

日前中國知名企業家、河北大午農

牧集團創辦人孫大午被警方帶走，罪名

是涉嫌「尋釁滋事、破壞生產經營」；有

美媒指敢言的孫大午疑似因言獲罪，港

媒則說事涉與當地國營農場土地糾紛。

這是被稱為「儒商」的孫大午人生中第二

次被拘，上一次是「非法集資罪」。

大午集團是中國五百大民營企業之

一，有員工 9000 多人，固定資產 20 億

元，年產值超過 30 億元。

此前，孫大午有過幾次捲入法律官

司的記錄。其中有兩起事件格外引人注

目。一次是 2003 年 4 月，大午集團公司

因在其網站上發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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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受到警方的警告。警方稱這些文章「嚴

重損害了國家機關的形象」，並下令整

頓網站，停業 6 個月，罰款 15000 元。

另外，孫大午還對幫助過他的維權律師

許志永多加讚揚。

早幾天前，螞蟻集團在上海和香港

同步上市被突然叫停，引起的國內外輿

論更是如暴風驟雨，被稱為「原本全球

最大規模的 IPO 演變成全球最大規模的

IPO 災難」。

內循環起步，民營巨型企業已經失

去在國際市場上為中共競爭的利用價

值，在國內，巨型企業已經影響了國企

和銀行的壟斷地位。中國政府面臨巨大

金融困境，故開始系統性收拾民營企

業，特別是金融企業。

所謂違規和保護投資人的藉口是站

不住腳的。史上「最大 IPO」被突然叫

停，讓市場和投資者措手不及。投資人

抱怨：「中國官媒說暫緩上市是為了了要

保護像我們這樣的投資人，但如他們真

的想要保保護我們，應該要在公司遞交

審查時就拒絕公開招股。」

「自己看到新聞時第一個想法是中國

政府真的很不可靠。「我從來想不到公

開招股會淪落到這樣。」

中共政府的目的是提醒螞蟻集團弄清

金融系統誰說了算，而不是讓其業務經營

不下去，但必須是在層層關卡之下，大大

縮水之後。但中共的如此突然失信，對於

它所稱的開放金融大門，必然是一個沈重

打擊。本來躍躍欲試想進入中國金融市場

分一杯羹的華爾街金融大鱷，恐怕要三思

而行，甚至止步不前了。

人們注意到，這兩件事，有某些共

同特點：都是民營企業，而且是相當大

的有名氣的企業；孫大午第一次獲罪「非

法集資罪」也涉金融，因絕大部分民營

企業極難從國家銀行融資。 2003 年 5
月，孫大午因集資 1.8 余億元而被捕，

當地法院之後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罪

名判處孫大午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

在某種程度上二人也是「因言獲

罪」，孫大午是一以貫之，帶有某種異議

人士的特點；馬雲則是從乖巧商人一飛

衝天，得意忘形口無遮攔，而撞上早已

埋伏好的官式槍口。二人雖然與當局的

關係不同，然其言論卻也都涉及體制，

前者涉及經濟政治體制，後者涉及金融

體制。何故？與中國經濟內循環轉向的

關聯與中國經濟內循環轉向有關嗎？

這次對螞蟻金服的突然下殺手，是

否與中共遭遇圍堵後，經濟運行模式轉

向內循環有關？

在國際大循環時，北京對這些巨型

民企還能容忍，甚至扶持補貼，它們

可以去與西方企業競爭，為中共爭得財

富、科技與話語權。但現在出不去了，

在國內，他們就成了對壟斷性國企的威

脅。他們掌握的財富與客戶信息資料，

甚至是中共政權的潛在威脅。他們必須

被嚴加管束，縮小規模，甚至消亡。

對於巨型私營企業的國家邏輯，政

府的邏輯是：太大所以必須倒（這是的

典型共產黨國家邏輯）。 11 月 11 日，

阿里、騰訊、京東、美團、拼多多，五

大巨頭股票大跌。據上述的所有的情

況，基本可以斷言，在共產中國，其他

的巨型民營企業家，將一個個逐步喪失

存身之地，更不可能再出現馬雲這樣的

通天巨富了。那是一個短暫時代的特殊

產物。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孫大午再被抓企業正被官方接管（圖源：自由亞

洲電臺）

◎文：陳奎德、夏業良

中國民營企業前路艱險

（接上期）寧錄（Nimrod：
古巴比倫國創辦人）生前就有

建立一個世界政府來統治全球的

政治野心，他想要建立一個奴役

人、控制人類的極權社會，要發

展一套相應的控制人的系統。

這個巴比倫秘密宗教（太陽教）

要實現寧錄的遺願：一、讓人遠

離神，讓人不信神，這是無神論

的起源，因為對信神的人，神

的權威高於政府（或統治者），

所以統治者難以控制信神的人；

二、讓人道德無底線的敗壞、墮

落，從而遠離神，因為道德越敗

壞離神越遠；三、建立一個絕

對獨裁專制的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對人類實現全

方位的絕對控制，這也稱為無神

的世界新秩序。

歷史上，這個太陽教和其意

識形態主要是通過秘密社團、秘

密宗教的形式流傳，不同時期的

一些政治野心家們就利用太陽

教來謀取世間的權力和財富。

著名的歷史學家、美國現任國

會圖書館館長詹姆斯．畢靈頓

（James H.Billington,Librarian 
of Congress）非常罕見地指出

了太陽教崇拜和共產主義之間的

關係，共產主義的思想來自秘密

社團。因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

起源一直在秘密社團中流傳，在

秘密社團之外很少有人知道，而

畢靈頓博士也是秘密社團的成

員，換句話說，他屬於秘密社團

的內部人士，知道這個秘密，並

且把這個秘密公布於世，只是他

沒有公布具體細節，沒有足夠背

景知識的人其實並不太清楚他說

什麼。

太陽教和相關的秘密組織

（宗教）在長期的秘密流傳和探

索研究中，越來越認識到集體形

式對控制人的價值，即集體主義

可以是控制人的非常有效的手

段，集體主義程度越高，控制力

和控制效果就越好。集體主義可

以用來奪取政權，也可以用來控

制人，例如軍隊：軍隊是一種集

體形式，軍隊是奪取政權的一個

有效手段，同時又能嚴密地控制

軍人。社會主義是集體主義的一

種形式，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

段；集體主義的極端（最高形

式）就是共產主義，即最理想

的集體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個人

都失去了財產，失去自由，就完

全依賴政府（即人完全被政府

控制），政府通過控制人的生計

而控制人；除了經濟上的集體主

義之外，政治上的集體主義就是

思想被政府（統治者）控制。

因此，共產主義不僅是經濟上的

共產（經濟控制），而且是全方

位的控制，換句話說，當權者可

以用共產主義的形式實現絕對的

控制，讓人沒有信仰，沒有道德

規範，完全失去自由，完全聽命

於當權者，從而把老百姓牢牢地

控制在手中。當然，歷史上有自

願和被強迫的不同程度的共產主

義，本文主要是指強制性的共產

主義。

人們不難看出，共產主義是

全方位的絕對控制和絕對的壟

斷，最高統治者（或統治集團）

具有絕對的權力，壟斷一切（包

括自然資源），人民都是奴隸。

共產主義控制財富，又控制思

想，控制言論，它是私慾強大的

權力野心家們（統治者）的理

想社會形式，但它是老百姓的地

獄。

這個秘密太陽教後來傳到了

希臘和羅馬。西方學者指出，希

臘哲學家柏拉圖本人去過埃及等

地區，他也是秘密社團的人，他

在《理想國》中把共產主義的思

想寫了出來，公開提出「共產共

妻」。

太陽教最關鍵和核心的東西

就是共產主義，最終在全世界推

行共產主義來統治世界，對人類

實行絕對控制。為了欺騙人、迷

惑人，反而把這個共產主義稱為

「人間天堂」。它是權欲熏心的

統治者的天堂，老百姓的地獄。

共產主義背後的深層原因

在共產主義的背後有深層的

原因。在世界許多地方都有神佛

回來救人的傳說，就是在末法時

期人類面臨危難之時，神佛回來

救人，並且將開創一個黃金時

代。中國自古稱為神州，因為中

國是神佛回來救人的大舞臺，中

國的歷史和文化都是為了這一切

而準備的。中國是五千年來唯

一一個連續不斷的文明，直到

1949 年共產黨奪取了政權。

由於相生相剋的理，在神佛

回來救人的時候，魔鬼也出來毀

人，阻止人們得救。魔鬼利用人

的慾望，讓人們按照魔鬼的指使

來破壞人類。在歷史上，一些政

治野心家們利用太陽教來獲取世

間權力和物質財富，而魔鬼又在

背後利用這些政治野心家們創造

了一套毀滅人類的系統——共產

主義，並且混淆視聽，把共產主

義稱為「人間天堂」，太陽教和

秘密組織一直以來要創造一個

「黃金時代」——共產主義，讓

人遠離神，讓人道德墮落，把人

變成鬼，從而最終毀掉人類，所

以共產主義是魔鬼的黃金時代。

因此，從表面上看，共產主

義是一套絕對控制系統，從經濟

上、思想上等方面對人實行全方

位和絕對的控制；從深層角度

講，共產主義是一個毀滅人類的

邪惡系統。共產主義是魔鬼摧毀

人類的陰謀。

在《聖經》中也有暗示，例

如在《新約》馬太福音第四章

中，魔鬼撒旦試探耶穌，帶耶穌

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

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耶穌

看。魔鬼對耶穌說，你若俯伏拜

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一

些政治野心家們為了獲得世上的

權力和榮華富貴，就俯伏拜了撒

旦，成為魔鬼在人間的代理，害

人害己。

而在東方，中共就是魔鬼在

人間的代理。由於中國人被共產

黨的無神論、唯物論等歪理邪說

的長期洗腦，很多人已經很難認

識歷史和真正的現實，因此對中

共本性認識不清，正處在非常危

險之中了。（節選自《中共道路

是魔鬼的選擇》，未完待續）

保守主義的基本精神是保障私權、限

制公權，特別主張公權力應當分散。最近

有個事情給我感觸很深，就是我們常講三

權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由國

會、政府、法院掌握，似乎就是政治文明

的最高形態，是百世不易之經了。就連中

國這樣的實際黨國體制（以黨代國，取

代了皇朝的「家國」體制，把古代皇權專

制和近代政黨嫁接）其實也模仿這個結

構，政協、人大相當於議會兩院，全國人

大是立法機構，號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然後有國務院和各級政府；然後有最高檢

查院和最高法院。好像這些權力也是分散

在不同機構手裡，人大沒有既立法又判

案，只是把黨置於所有這些機構之上。但

形式上也是模仿了三權分立。

不過我在想三權分立還真不一定是

終極形態，啟蒙時代的法學家孟德斯鳩

在 18 世紀提出這個概念是依據他那個歷

史時代面臨的問題，他的貢獻是把司法獨

立出來，成為獨立的一權。因為他之前的

時代的主要問題是，審判要不然依附於宗

教（宗教法庭）；要不然依附於行政（國

王的法庭、領主自己當領地的法官，既

管、又判），造成司法的蠻橫武斷、或者

腐敗。所以得把司法單獨出來，不被主教

干涉、也不被國王領主干涉，守住社會公

正的底線。現在的問題又超出他那個時代

了，就是媒體成了第四權，成了一種強大

的有體制的力量。在孟德斯鳩那個時代，

印刷術剛普及，還不存在強大的輿論機器

這回事，主要是街談巷議這種自發的輿論

力量，是很草根的。也很難人為操縱，沒

這樣的工具手段。現在電視和網際網路傳

播，當龐大的金錢和政治勢力控制媒體機

器就很可怕，這次美國總統大選就看得出

這種力量的可怕，媒體可以宣布誰勝選，

可以對真正的主權者——人民搞逼宮，強

迫人們接受。他們可以聯合起來給合法在

任的總統搞禁言，直播給你掐斷，你的聲

音都不讓人民聽到，就這麼牛。

那些壟斷了傳播資源、又有明確政治

目的的媒體就是今天美國的曹操、董卓，

可言「廢立」，他們立誰為王誰就是。有

人說川普是獨裁者，你見過這麼窩囊的獨

裁者嗎，直播都給你掐斷。也有人看到媒

體這麼修理總統很高興，覺得民主社會就

該這樣。其實不是，當年美國國父把議會

設參眾兩院、彼此牽制就是為了避免議會

專制，哪怕是民意機構也不可讓它獨大、

讓社會失去平衡。

因為傳媒是一種技術，所以它現在和

科技產業勾在一起，成為一種特殊的利益

集團，他們侵奪了人民的主權，什麼叫真

相、什麼叫民意他們說了算，這國家就成

了他們當家了。這是當前美國的一個很大

挑戰，傳統的三權分立思想都不靈了，這

個結構都不足以保障社會的公正了。

(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節目 )

◎文：文昭

「三權分立」
為何今天不靈了

◎文：龍延
位於法國斯特

拉斯堡的歐洲

議會大樓（右

圖 ） 外 形 奇

怪，知情人都

知道，這是模

仿古巴比倫通

天塔（左圖）

而設計的。

太陽教和共產主義的關係 二

自稱「天選之人」的美國總統川普面對龐大媒體的狂攻，應對鎮定自若。（繪畫：大雄）

繪畫：天選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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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由於與確診武漢肺炎

國會議員接觸不超過1公尺
距離，英國首相約翰遜再

次於15日開始自主隔離。烏
克蘭政府也面臨本次疫情

再度爆發所造成運作停擺

的危機，而即便是WHO總
部，也難逃群聚感染的結

果；不過捷報頻傳的美國

疫苗發展，則為世人帶來一

束曙光。

寰宇新聞

疫情衝擊歐政壇   美疫苗救急

與染疫議員過近                      
英相再次隔離

英國首相約翰遜 11 月 12
日和保守黨議員安德森進行約半

小時的會議會談，後來安德森確

診肺炎，英國國民保健署檢測追

蹤部門（NHS Test&Trace）通

知首相，必須自主居家隔離兩

週。首相因此展開自我隔離。

英國《衛報》指出，安德森 11 月

12 日曾在臉書上傳他和約翰遜

的合照，照片中顯示兩人距離不

到 1 公尺，且兩人都沒戴口罩。

雖然約翰遜的自主隔離引發

不少民眾對英國政治運作上的憂

心，不過約翰遜 11 月 16 日表

示，他目前非常健康，沒出現不

適症狀，並笑著稱「體內仍充滿

著抗體」。約翰遜於今年 3 月

底曾確診該肺炎，4 月底痊癒重

返工作崗位。

英國於 11 月 5 日起至 12
月 2 日止，再度於英格蘭地區

實行全面封鎖措施。封鎖期間，

所有餐館、酒吧、健身房、非必

需品商店將一律關閉，但學校、

大學，超市等場所仍然繼續開

放。至於英國的蘇格蘭，威爾士

同時也顯示，WHO 至少發生了

一起的群聚感染事件。也就是指

同一個地區有 2 個或 2 個以上

的人遭到感染。

據一名 WHO 員工透露，

在群聚感染確診的病例中，還包

括了 WHO 秘書長譚德塞領導

團隊的成員，而且還是一名感染

控制專家。

但讓人驚訝的是，染疫員工

之中，竟然有 49 人是在過去 8
週感染病毒的，但是在 10 月 16
日前，WHO 還聲稱在其總部並

沒有發現群聚感染的案例。此前

WHO 亦曾經聲稱在日內瓦總部

沒有人感染該病毒。這讓人十分

無法理解，為何一向要求會員國

對所屬境內各項疫情必須透明化

的世界衛生組織，竟公然隱瞞組

織內的疫情。

在美聯社的揭露下，世衛

中共肺炎小組負責人范科霍芙

（Maria Van Kerkhove）不得不於

16 日例行記者會上，承認了上述

電子郵件的說法，並說 WHO 的

日內瓦總部確實有相關的案例。

有效性94.5%                         
美疫苗報捷曙光乍現

值此疫情嚴峻當下，美國在

疫苗發展上傳出了讓國際振奮的

好消息。莫德納（Moderna）生

技公司 16 日表示，根據一項後

期試驗的初步數據，其實驗性疫

苗在預防病毒方面的有效性達到

94.5%，成為第二家報告結果遠

好於預期的美國製藥商。第一家

為輝瑞公司，其有效性為90%。

美 國 傳 染 病 權 威 佛 奇

（Anthony Fauci）17 日也稱讚

莫德納生技公司的病毒疾病疫苗

試驗初步結果「令人驚歎」，認

和北愛爾蘭則各有不同時間和規

定不同的地區防疫和封鎖措施。

英國內閣宣稱，如果情況沒

有得到控制，不排除延長封鎖日

期，目的是為了保護全民健康醫

療系統（NHS），使不至於全面

癱瘓。根據統計，11 月 16 日，

英國新增感染 2 萬 1363 病例；

累計確診已破 139 萬；新增病亡

213例，累計病亡5萬2147例。

高層多染疫                                
重創烏克蘭當局

除英國外，烏克蘭當局也因

再度爆發的疫情而遭到重創，政

府高層慘遭病毒攻陷，繼 9 日

總統澤倫斯基確診住院治療後，

烏克蘭其他高階官員也紛紛傳出

病例，包含總統辦公室主任、財

政部長、國防部長、國會議長、

副議長，以及副總理等人紛紛染

疫。而今就連現任衛生部長也

難以倖免。衛生部長史提帕諾

夫 14 日在宣布烏克蘭單日新增

1 萬 2524 個確診病例，創疫情

爆發來單日新高後，隨後自己在

社交平臺上表示：「即使小心翼

翼，並遵守了所有防疫規範，但

遺憾的是，我今天得知自己的病

毒檢測呈陽性。我現在正在家自

我隔離，將會進行遠程辦公。」

目前烏克蘭累計確診已超過

57萬例，已有 1萬 112人不治，

現烏克蘭政府決定重新實施全國

封鎖，14 日起至 30 日，除雜貨

店、藥房、醫院和運輸業外，其

他產業必須關閉或限制活動。

WHO總部淪陷                    
隱瞞長達8週

這波疫情也同時擊垮了世衛

組織 (WHO) 總部的防疫措施。

即便 WHO 之前公開宣稱日內

瓦總部並沒有疫情傳播的情形，

但據美聯社取得的內部電子郵件

顯示，WHO 總部已經有 65 人

感染了該肺炎，且還包括至少一

起的群聚感染案例。報導指稱，

這已經表明該機構所採取的嚴格

篩查，以及預防措施，並不足以

來保護其員工免受病毒的感染。

這封美聯社於 13 日取得由

WHO 發送給內部員工的電子

郵件內容顯示，染疫的 65 位工

作人員之中，大約有 32 人是在

WHO 的瑞士日內瓦總部工作；

美國莫德納（Moderna）生技公司 16日宣布，已開發出有效性達

94.5%的 SARS-CoV-2疫苗。（Getty Images）

1 1月 1 8日，巴林外長扎亞尼

（右）、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中）和美國務卿蓬佩奧在耶路撒

冷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前接受媒體

拍照。（視頻截圖）

為這樣的結果對於懷疑 mRNA
實驗性技術的一些人來說是有力

驗證。

佛奇告訴法新社：「我必須

承認，我對 70% 或最多 75%
的效力感到滿意，達到 50% 以
上，政府就願意批准。」「我們

擁有防護力高達 94.5% 疫苗的

這個概念令人驚歎。這真了不

起，我認為沒有人會料想到有這

麼好的結果。」

佛奇領導的國家過敏與傳染

病研究院，從今年 1 月就開始

和美國生技公司莫德納合作開發

疫苗。

這項成果也讓歐盟為之雀

躍。一份歐盟內部文件顯示，歐

盟至少自 7 月以來就一直在與

Moderna 就實驗性新冠疫苗進

行談判。歐盟執委會希望與莫德

納達成協議，該公司將以低於每

劑 25 美元的價格向歐盟提供數

百萬劑新冠候選疫苗。

據中央社報導，莫德納

的疫苗使用一種名為「信使核

糖 核 酸」（messenger RNA，

mRNA）新技術，能有效地將

人體細胞轉變成疫苗製造工廠。

莫德納與輝瑞的疫苗均有別於傳

統的「稀釋病毒令免疫系統自動

產生抗體」的模式，而是採用基

因疫苗，利用病毒獨特的刺突蛋

白遺傳基因密碼片段，讓宿主細

胞產生免疫抗體。而相較輝瑞疫

苗，莫德納疫苗的最大優勢為，

可在一般冰箱中儲存近 1 個月，

若在攝氏零下 20 度更可保存近

半年，這對於普及疫苗是真正的

好消息。

莫德納預期可以在未來一週

左右提供出美國當局要求的安全

性數據。

◆澳大利亞總理莫裡森 11
月 17 日抵達東京，對日本進行

24 小時的訪問。莫裡森就兩國

雙邊防務協定與日本首相菅義偉

達成廣泛協議。莫裡森稱讚該

協定是「日澳關係史上的關鍵時

刻」。雙邊防務協議正式名稱是

「相互准入協議」，或稱「互惠准

入協定」（the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RAA）， 原 來 的 名

稱為「軍隊互訪協議」(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VFA)。英 國

衛報澳大利亞版稱，這份防務協

定預計將在菅義偉明年訪問澳大

利亞時敲定。

◆英國政府計畫提高其阻

止外國投資者收購戰略資產的

能力，於 11 月 11 日公布一項

立法議案，要求企業向當局通

報在國防、交通、通信和技術等

敏感行業的外國投資。一個新的

監管機構將有 30 天的時間對潛

在交易進行審查，對那些被認為

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交易，要

麼阻止、要麼附加條件。法案

適用於讓外國投資者獲得英國技

術和知識產權的交易以及企業收

購。違反新規定的處罰包括最高

1000 萬英鎊（1330 萬美元）的

罰款，或者是相當於公司全球收

入的 5%，以金額更高的為準。

目前，人們越來越擔心中共和俄

羅斯等潛在敵對國家對英國國家

安全構成的威脅。

◆法國 13 日宣布，該國部

隊於非洲馬利東北部的一次任務

之中，將蓋達組織北非領導人穆

薩（Bah ag Moussa）擊斃了，

而且穆薩被認為是這個組織中的

「歷史級人物」，甚至還是多起

攻擊事件的罪魁禍首，造成相當

嚴重的死傷，他已經在 2019 年

被聯合國列入制裁名單中。法國

稱，這在打擊恐怖主義中，堪稱

是一次重大的勝利。

【看中國訊】巴林外交部長

阿卜杜拉蒂夫．本．拉希德．

扎亞尼 (Abdullatif bin Rashid 
Al Zayani)11 月 18 日抵達以色

列，這是兩國 9 月關係正常化

以來扎亞尼對以色列的首次正式

訪問。

11 月 8 日 晚 間， 巴 林 外

長、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到

訪的美國務卿蓬佩奧在耶路撒冷

舉行會談，之後以巴美三方發表

聯合聲明。在聯合新聞發布會上

以色列外長德什肯納齊稱巴林外

長扎亞尼的這次訪問是「中東又

一個歷史性的日子」。

德什肯納齊表示：「以色

列已經同意在巴林首都麥納麥

(Manama) 開設大使館，巴林也

將很快在以色列開設大使館。巴

林公民從 12 月 1 日起可申請入

境以色列簽證，兩國之間很快將

開通直飛航線。」

據巴林官方通訊社報導，扎

亞尼說在聯合新聞會上表示，這

次訪問是兩國「加強共同合作的

戰略開端」。他還表示：「相信

這次歷史性的訪問對於建設更美

好、更和平、更安全、更繁榮中

東而言向前又邁出了一步。」扎

亞尼指出：中東「在過去數十來

經歷了衝突和不穩定，現在是我

巴林外長首訪以色列 雙方互設使館
們尋求其他策略找到全面解決方

案的時候了。」

據悉，川普政府中東問

題特使阿維．伯科維茨 (Avi 
Berkowitz) 隨同巴林官員一起

乘坐巴林到以色列的首次商業直

航。經過沙特允許他們的航班飛

越沙特領空飛抵以色列。目前美

國在努力斡旋沙特與以色列達成

和解。

美國與巴林的關係也非常

密切。巴林雖是彈丸小國，但極

具戰略意義，它東與伊朗隔海相

望，美國第五艦隊就駐紮在這裡。

預計扎亞尼訪問以色列

後，阿聯酋首腦也將到訪。以

色列總統魯文．裡夫林 (Reuven 
Rivlin)11 月 17 日向阿勒納哈

揚殿下發出正式邀請，很多人認

為阿勒納哈揚殿下是阿聯酋實際

意義上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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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看上去好像沒什麼問

題，可若是仔細推敲，你會發現

情況遠沒有那麼簡單。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高房

價對於消費的確存在「擠出

效應」。

相信很多人對此都深有體

會，尤其是那些在北上廣深等大

城市奮鬥的人，收入可能並不算

低，但他們每個月拿到薪水後的

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房貸和房租交

掉，有些年輕人不僅要還月供，

還得時刻想著什麼時候能把欠親

戚朋友的錢也還上。當老百姓的

可支配收入中，有相當數量的錢

用於按揭或者交房租，可以用來

消費的錢自然就少了，甚至不得

不節衣縮食、省吃儉用。

這便是「擠出效應」的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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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一夫

能從根本上得到兌現。可即便如

此，房價的上漲依然會讓房產所

有者對於家庭未來財富的持續增

值充滿期待，即所謂的「財富幻

覺」，同樣會讓有房的人消費熱

情高漲，敢於花銷。

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大概

只有投資多套房產的人才有資

格享受這種財富效應帶來的紅

利，那些只有一套剛性自住房

或者沒有房產的人卻很可能與

此無緣。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財富

效應」雖然會利好房產所有者的

消費擴大，但卻不利於那些沒有

房產的人。原因在於，「財富效

應」放大了有房者的身家財富，

卻也導致無房者財富縮水，相當

邏輯，它將至少從以下三個方面

擠佔人們的消費空間：

其一，絕大多數想要購房的

年輕人都得動用父母的積蓄，甚

至要依靠「六個錢包」才能將首

付款湊齊，等於購房者自己消費

被抑制的同時，還讓參與出資的

老人們被迫減少日常開支；

其二，高房價往往伴隨著高

房租，無形中也加重了租房者的

壓力；

其三，對於沒有房產的人來

說，房價若是持續上漲，勢必會

加劇他們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

性，為了對抗這種不確定性，他

們很可能會將購房計畫提前，減

少當期消費，把更多的錢存起來

用於買房，這相當於一種「預防

性儲蓄」。

然而換個角度看，房子並非

只是一個居住的場所，它更是複

雜的各種社會、經濟乃至政治關

係的交織點，因此除了商品屬性

之外，還具有財產、投資等一系

列屬性，是一個集多種功能於一

身的「綜合體」。

既然具有投資屬性，那麼資

產價格的上漲勢必會增加房產所

有者的身家財富，這便是房價波

動帶來的「財富效應」。

事實上，自 1998 年樓市政

策鬆動以來，隨著住房制度改革

的日益深入與城鎮化的狂飆猛

進，中國商品房時代正式開啟，

房地產的「黃金十年」降臨；而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後，接二

連三的政策利好再度將房地產帶

入「白銀十年」。在此期間，無

數人因房價的瘋漲而改變了財富

地位——甭管是不是炒房，但凡

在 1998~2014 年間購買了多套

房的人，都收穫了極為可觀的財

富，甚至實現了階層的躍遷。

財富增加，對於消費當然是

正向刺激。例如，房產所有者可

以通過出租或售賣房屋，抑或是

將升值的住房抵押給機構來換取

更多的流動性資金，從而增加自

身的消費能力。考慮到住房流動

性較差，財富增量往往難以短期

內迅速變現，在沒見到「活錢」

之前，「財富效應」的紅利並不

眼下，中國眼下，中國

上下都在想辦法促消費。

從目前來看，很多人

似乎並不如想像中那般願

意花錢，只因每個月的房

貸和房租是一筆不小的開

支。也正因如此，中國的專

家們一直在說：要想居民

消費，先死死摁住房價。

於財富的重新分配，不僅會讓更

多的人成為「房奴」，還會顯著

拉大居民收入差距。按照經濟學

原理，高收入人群的日常消費水

平已經基本得到滿足，邊際消費

傾向會趨於減少，此時他們的財

富雖然有大幅度增值，但體現在

消費上的可能並不明顯；而中低

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理應更

強，但卻因為財富縮水而在花錢

時瞻前顧後。

以上便是高房價對居民消費

的影響機理，既有正向的，也有

負向的。而最終房價上漲影響居

民消費的效果如何，關鍵還是在

於「擠出效應」和「財富效應」

兩股力量的比較。

           （下轉 B2）

房子降價就能促消費嗎?財經 
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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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早9 -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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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匪劉玄

八個月前，莽新政權滅亡，

各路反王莽軍的領袖們也都先後

去拜見更始帝，歸順玄漢政權。

對劉玄而言，沒費半分力氣就可

以君臨天下，這等於天上掉下個

金元寶，無奈，他不是真命天

子，不僅無福消受，而且被砸

「暈」了。

王莽敗亡時，只有未央宮被

火焚燬，其他的宮殿都是完好

的，宮中的鐘鼓、帷帳、器具，

包括國家的糧倉、兵器庫，都是

完好的，連長安的街道都保持原

樣。劉玄於更始二年二月，從洛

陽再次遷都至長安後，直接住進

了長樂宮。

上殿時，劉玄不敢看大臣

們，腦袋都快挨到椅子了，後

來，有幾個將軍遲到，劉玄卻

突然精神了，沒想到，一句話

出口，把眾人嚇了一跳，他問

遲到的人：「你們搶來多少東西

啊？」——「諸將後至者，更

始問虜掠得幾何」（《後漢書 ‧

劉玄列傳》）。殿上的侍衛都是

宮裡的「資深人士」了，聽了這

話，面面相覷，甚麼情況？這是

皇帝還是土匪啊？啥素質啊？

既然當初是綠林眾將把劉

玄推上了寶座，他當然要投桃

報李。他也不管甚麼德行能

力，把一幫草莽出身的前綠

林軍首領都封了高官。中國

自古被稱為「衣冠上國，禮儀

之邦」，可劉玄的部下哪懂這

些，他們穿著的亂七八糟，其

中不少甚至穿女式上衣，在長

安大街上旁若無人的高聲叫罵。

長安城裡的百姓編了一段

順口溜：「灶下養，中郎將。爛

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

侯 」（《後漢書‧劉玄列傳》），

意思是，阿貓阿狗竟然都當官

了。

幾個月的功夫，本以為漢室

復興的豪傑和天下百姓，都失望

了。此刻的天下形勢，確實像

鄧禹分析的那樣，「四方分崩離

析」。一時間，「梁王劉永擅命

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

立為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

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

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

帥，侵略郡縣」（《後漢書 ‧ 光

武帝紀》）。

「銅馬帝」劉秀

各地成伙的盜匪就更多了，

子系，十二為期。』」（《後漢

書 ‧ 公孫述列傳》）。他醒來想

了想，「八厶」就是「公」字，

「子系」就是「孫（孫）」字，這

是不是說我可以做十二年的皇

帝啊？他把這個夢告訴自己的

太太：「雖然地位尊貴，但是時

間很短，咋處理呢？」太太回答

他：「當一天皇帝也值了，何況

十二年呢！」

偏巧，那幾天又有人看到公

孫述家的大廳裡，有龍出沒，

夜裡還放著光。公孫述認為這

是「符瑞」，因此造了個玉璽，

上刻「公孫帝」三字——「會有

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

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

孫帝』」（《後漢書 ‧ 公孫述列

傳》）。並於建武元年（公元 25
年）四月，自立為天子，國號

「成家」，年號龍興。

光武稱帝

這個消息傳出，劉秀的將軍

們更急了，那傢伙都能稱帝，我

們的頭兒怎麼總是往回縮啊。在

大軍北歸的路上，眾將又兩次勸

劉秀稱帝，劉秀依然不答應，最

後耿純急了：「大家拋家離鄉的

跟著您，是希望能成就一番功

業。現在，大功即將告成，您卻

遲遲不肯稱帝，大伙希望落空，

可就不想繼續幹了。

眾人一旦散伙兒，就很難再

聚合了。時間拖不起，眾人的意

願也不能違背啊。」耿純說的非

常誠懇，劉秀被打動了，答道：

「我會考慮這件事。」——「光

武深感，曰：『吾將思之』」（《後

漢書‧光武帝紀》）。

耿純說的都是大實話，如果

繼續拖延下去，大家恐怕真的要

散伙了，剩下劉秀一個「光桿兒

司令」，還如何「興復江山又久

長」啊。正在此時，劉秀的另一

個「老同學」彊華出現了，他是

劉秀在長安太學時的「室友」。

彊華從關中給劉秀帶來了「正

版」的讖語《赤伏符》,「曰『劉

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

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後漢書‧光武帝紀》）。

這條讖語，有些人早有耳

聞，今天終於看到「正版」的

了。眾將都很高興，對劉秀說：

「這回可是天命了，如今天下混

亂，上天降下這個符瑞的徵兆，

您應該回應上天，不要讓眾人失

望。」這次劉秀不再推辭，他讓

官員們設立天壇，祭祀上蒼。公

元二十五年六月己未日，劉秀在

鄗城（今河北省柏鄉縣北）南

郊，即天子位，年號建武，繼承

漢統，是為漢光武帝。後因劉秀

定都洛陽，故史稱東漢。

赤眉亂長安

與此同時，赤眉軍也立了一

個皇帝。原來從樊崇反出長安

後，有人勸他，都怪更始無道，

才讓你流落到這個地步。赤眉有

百萬之眾，可是，沒有如果稱

號，始終被稱為賊，為甚麼不立

一個漢室宗親為帝，打正旗號，

誰敢不服啊？

樊崇一聽，有道理啊，我們

怎麼沒想過呢？那就快在赤眉軍

裡找吧，最後用抓鬮的方式，選

中了一個十五歲的小朋友，名字

也很好玩，叫劉盆子。大夥一

看，這孩子抓到鬮了，「呼啦」

一下全跪下了，劉盆子嚇壞了，

眼淚含在眼裡也不敢流——「見

眾拜，恐畏欲啼」（《後漢書 ‧

劉盆子列傳》）。

     （未完待續）

伙都這麼說。」劉秀沒接這話茬

兒，他只讓馬武出去通知眾人，

全軍返回薊城。

劉秀為甚麼不肯稱帝呢？提

起這件事，有些現代人會說，這

是韜光養晦，時機不成熟，等

等，其實不然。在中國傳統社會

裏，有些見識的人都知道，不少

人敢為一鎮諸侯，可是，君臨萬

方，登天子之位，那不是有「槍

桿子」就可以的，正如前文提到

的，如果沒有天命，即使一時耍

手段、或靠武力篡奪天子之位，

最後的下場都會很慘，王莽便是

明證。眾將此時力勸劉秀登基，

確實使劉秀為難。

公孫述的夢

和劉秀面臨相似處境的還

有一個人，就是在巴蜀稱王的

公孫述。

公孫述自莽新末年起兵割

據，更始二年（公元 24 年），

他在「秘書長」李熊的參謀下，

自立為蜀王，如今，「蜀地肥

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

之」（《後漢書‧公孫述列傳》）。

「秘書長」李熊又來勸公孫

述稱帝了，他把蜀地的資源、

地理優勢詳細的陳述了一遍，

結束語是，公孫述「宜即大位」

（《後漢書 ‧ 公孫述列傳》）。公

孫述有著和劉秀同樣的疑惑：

「皇帝都是有天命的，我能隨便

當嗎？」——「述曰：『帝王有

命，吾何足以當之？』」（《後漢

書 ‧ 公孫述列傳》）。李熊說：

「天命無常，大王不要猶豫了。」

這個回答說服不了公孫

述，他讓李熊先回去，此事須

從長計議。

過了幾天，公孫述做了個

夢，「述夢有人語之曰：『八�

（十六）

其中，在河北一帶聲勢最大的，

號為「銅馬軍」。劉秀派苗漢北

上調來幽州騎兵，一個月之間，

大敗銅馬軍、高湖軍和重連軍，

並把他們中來投降的將帥都封為

列侯，這些人心裏還是惴惴不

安，總覺的劉秀對他們有戒心。

於是，劉秀讓這些降將回

營，各自統領自己的部隊，然

後，他獨自一人騎馬去降軍的

兵營巡視。這份膽氣和胸懷使

眾人無不折服，降將們互相

感歎：「蕭王待人如此推心置

腹，我們怎麼能不為他賣命

啊！」此一舉，使劉秀兵馬驟達

數十萬，關西稱劉秀為「銅馬

帝」——「眾遂數十萬，故關

西號光武為『銅馬帝』」（《後漢

書 ‧ 光武帝紀》）。

建 武 元 年（公 元 25 年）

春，劉秀擊敗了尤來、大搶、五

幡三支亂兵，河北、遼東等地已

經都在劉秀治下了。眾將開始議

論，應該讓劉秀登基稱帝了。

其實，一年多之前，身為護

軍的朱佑就曾提過此事，他當時

正陪劉秀吃飯，說了一句：「長

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

也」（《後漢書 ‧ 朱佑列傳》），

意思是更始政權政治混亂，而劉

秀有帝王之相，這是天命啊。劉

秀卻回應道：「召刺奸收護軍！」

（《後漢書 ‧ 朱佑列傳》）——

「軍法處長來把朱佑抓起來」。

朱佑這才不敢再說了。

而今，天下形勢又有了很大

變化，於是，馬武被推為代表，

來找劉秀抱怨：「您應該先稱

帝，然後再討論打仗的事。現在

天下無主，誰是反賊啊？現在我

們馳騁疆場又是為誰討賊啊？」

劉秀一驚：「這話是誰說的？這

是要殺頭的啊！」馬武說：「大

房子降價就能促進消費嗎?
兩股力量的比較

回溯歷史不難發現，中國

整體房價走勢與消費的關係，

在 2008 年前後發生了明顯的改

變——2008 年剛好是國際金融

危機過後樓市「白銀十年」的起

始時間。

不妨從數據中尋找答案。

總 的 來 說，2008 年 以 前

居民消費支出與平均房價同比

變化方向整體表現一致，而在

2008 年以後，消費支出同比開

始表現出與房價的負相關關係

（下圖）。其中，2008-2009 年

房價快速上漲，在此期間消費

被抑制；2009-2010 年房價上

漲放緩，消費有復甦跡象；此

後多年，二者走勢依舊呈相反

態勢。這便意味著，2008 年以

前的房價上漲主要表現為「財

富效應」，而 2008 年以後則是

「擠出效應」日漸超過「財富效

應」，並佔據主導。

至此可能有人會問：如果

讓房子降價，是不是就能釋放

居民的消費潛力了呢？

恐怕未必！表面上看，房

價降下來了，老百姓用於購房

的支出縮減了，自然就能在其

他方面多花銷，然而，實際情

況很可能是房價的下跌反倒抑

制了消費。

對民眾消費能力造成直接

擠壓的並非房價本身，而是長

期高額的負債。在中國，房

產按揭還款的期限往往長達

10~30 年，每個月都要定期償

還幾千甚至數萬元不等，而這

些並不會因為房價下跌就有所

改變。

不僅如此，一旦房價大幅

度下跌，導致房子本身的價值

不足以抵扣銀行貸款，後續很

可能還會涉及到補差價甚至回

收、拍賣等一系列繁瑣流程，

在讓購房者蒙受損失的同時，

還牽扯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提高消費意願就無從談起。

除了上述種種之外，中國

現行的土地財政與銀行信貸體

系都很難承受房價的大幅度下

跌，如果貿然壓低房價，甚至

有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危

機，屆時整個國民經濟都將遭

受波及，後果不堪設想。

正因如此，房價的大漲與

大跌都算不得是最佳態勢。學

界有不少學者曾建議，房價應

該像物價指數（CPI）一樣平穩

增長才是比較健康的狀況。而

中國房價的漲幅往往比 CPI 的
漲幅高出許多。

（Adobe Stock）

倭寇圖卷 · 仇英(約1494-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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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奚，亦稱百里溪、百里子。春秋

時秦國大夫。他原是虞國大夫，晉獻公滅

亡虞國，他當了俘虜，並被當作陪嫁之臣

送到秦國，途中他逃到楚國，又被楚人扣

留起來。秦國大臣公孫枝知道百里奚很有

才能，因怕楚人起疑，就用五張黑公羊皮

的價錢將他換回來，並把他推薦給了秦穆

公，對他委以重任。

秦穆公向百里奚請教富國強兵的方

法，於是百里奚詳盡地闡述了治國的良

策、對外的方針、稱霸的部署。君臣一連

談了三天三夜，十分投機。

幾天以後，秦穆公與上卿公孫枝商議

朝政。談吐間，公孫枝感到秦穆公大異往

昔，顯得高興激動，問道：「君王您現在

耳目聰慧，思維縝密，觀察細微，仁德

大雅。莫非是得到哪位聖賢的幫助了？」

秦穆公講：「是的，我跟百裡奚談過幾

次話，深受教益。他距離聖賢差不太遠

了。」

公孫枝於是向秦穆公表示祝賀。他

說：「君王得到了治國安邦的賢臣，請讓

我為國家的福祉敬賀！」第二天，公孫枝

請求辭去上卿的職位──讓給百裡奚，他

講：「秦國處地偏僻，百姓教化不足，見

識不廣，國家因此難以富強。我自知不如

百裡奚，請求把我的職位讓給他。」秦穆

公不同意。公孫枝又講：「我不如百裡奚

而居高位，是君王您在用人方面的失誤。

我不賢，又加上使君王用人不當，這更使

我錯上加錯。如果讓百裡奚任正卿，我任

次卿以佐之，是君王英明的表現。否則，

既敗壞了君王的美德，也違背了我做人的

準則。那麼，我只好逃走了。」

秦穆公當即封百里奚為上卿，委

以國政。因此，秦人稱奚「舉於牛口之

下」，稱之為「五羖大夫」。後來，百

里奚與蹇叔、由余等大臣，一起輔佐秦

穆公建成大業。

有一天，百里奚家裡請客，相府內觥

籌交錯，賓主笑語頻頻，熱鬧非凡。百里

奚吩咐奏樂款待客人。府中新近僱來一位

洗衣的女傭，自稱懂得音樂，主動要求為

百里奚演奏一曲，百里奚欣然同意。

只見那老婦人走到大庭廣眾之下，落

落大方地援琴撫弦，自彈自唱道：「百里

奚呀，百里奚，身價只值五羊皮。可曾記

得離家時，殺了抱窩老母雞。柴禾不夠拆

門閂。今日大富大貴了，忘卻家中的老

妻！……」

聽著這委婉、幽怨、耐人尋味、字字

真切的歌聲，百里奚大為驚訝。他走下大

堂來，細看那洗衣婦，並詢問，竟是失散

幾十年的結髮妻子尋夫到此。

原來百里奚的妻子杜氏自丈夫離別

後，幾十年來杳無音訊，家境十分貧困，

又逢災年，不得不帶上兒子外出逃荒。

杜氏討飯到秦國，打聽到百里奚已經

在秦國當了大夫。為了能接近百里奚，她

設法到百里奚府中當了洗衣的傭人。相堂

上相認之後，夫妻倆抱頭痛哭。秦國人都

為百里奚的真情所感動。秦穆公還派人饋

贈許多財寶，以示祝賀！百里奚富貴不忘

結髮妻，是他道德高尚的體現，至今仍被

人們傳為佳話。

◎文：白雲飛

Bai Lixi,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ma-
jor state of Qin during China’s War-

ring States period, was very poor in his 
youth. Despite this, he was very intelligent 
and extremely well liked. He eventually 
married and had a son. However, living 
conditions were so dire for this family that 
his wife suggested that he seek a new life 
in another state as a civil servant.

  Because they were too poor to afford a de-
cent meal, his wife killed their only hen and 
chopped up their door to use as firewood 
to cook his farewell meal. When Bai Lixi 
arrived in the major state of Qi, he f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riddled with cor-
ruption, and he had no money to bribe the 
officials.

  Before long, he had used up all his money 
and was forced to beg in the street. He next 
moved to the minor state of Yu, and even-
tually became a junior minister. However, 
when Yu was annexed by the minor state 
of Jin, he went south to the major state of 

Chu. The king of Chu did not know about 
his talents and abilities as a junior minister, 
and sent him to care for the animals instead.

  When Duke Mu of Qin heard of Bai Lixi’s 
intelligence and talents, he wanted to offer 
him a civil post. However, in order to dis-
guise his real intention, he brought Bai Lixi 
for the ransom of five pieces of black sheep-
skin. He eventually gave Bai Lixi the title of 
Prime Minister.

  It took Bai 30 years to realize success, so 
when he came to be the Prime Minister of 
Qin, he was already in his seventies. When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Prime Minister of 
Qin, the story of him being bought for five 
pieces of black sheepskin spread far and 
wide. Even his wife, who had lost all con-
tact with him, heard the story.

  She wandered to Qin where she heard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was named Bai Lixi. 
However, she was not sure whether he in-
deed was her husband. Even though she had 

seen Bai Lixi’s carriage pass, she could not 
see him clearly. In the end, she found a job 
as the laundrywoman in Bai Lixi’s mansion. 
Bai Lixi’s wife used the name Du and was 
humorous and a very diligent lady.

  She was a talented singer and made friends 
with the servants of the mansion. One day, 
Bai Lixi held a banquet and invited many 
distinguished guests to his home. Du intro-
duced herself to the musician and asked if 
she could sing for the Prime Minister at the 
banquet.

  The musician gave her his stringed instru-
ments and she began to play. Her song was 
very plaintive and full of sadness. Upon 
hearing it, the musician felt that he himself 
could not play or sing as well as her. The 
song was about a prime minister who was 
worth five pieces of sheepskin: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tears that I 
shed when you left home? Do you remem-
ber that we were so poor that I chopped the 

latch of our door and cooked the only hen 
of our family? Do you know that you are 
now the prime minister of Qin and dressed 
in brocade, while I am doing the laundry for 
others? Do you still remember your poor 
wife now that you are wealthy?” 

  Bai Lixi was shocked when he heard this 
woman’s heartfelt song during the banquet. 
No one except his own wife would know 
the details of how he left home. He called 
the old lady over when she finished and re-
alised that she was his wife.
They had not seen each other in 30 years, 
and both shed tears as they embraced. Bai 
Lixi asked about his son and his wife said 
that he was there, and they were all soon 
united and remained together as a family.

  Once Duke Mu heard this story, he was 
so moved that he rewarded Bai Lixi and his 
family with money, and appointed his son 
as a minister of Qin. This is a famous story 
in Chinese history, known as “The reunion 
of a prime minister and his ragged wife.”

The Reunion of a Prime Minister and His Ragged Wife

百里奚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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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著名的大醫學華佗

周穆王便讓自己的妃嬪一起來觀看

機器人的表演，在表演快要結束的時候，

機器人突然眨著眼睛，做出挑逗妃嬪的舉

動，令周穆王非常憤怒，他以為偃師用真

人假裝成機器人來欺騙他，便下令要殺掉

偃師。偃師非常害怕，就當周穆王的面，

把機器人給拆散了，展示給周穆王看。原

來這機器人真的是用木頭、皮甲、膠漆等

材料製作成的，但它肝膽、心肺、脾腎、

腸胃等五臟六腑齊全，筋骨、齒、髮、肢

節、五官等樣樣具備，其結構精細得讓人

讚歎。周穆王試著拿掉它的心臟，它的嘴

巴立即就不會說話了；拿掉它的肝臟，它

眼睛就看不見了；拿掉腎臟，它雙腳就不

能行走……周穆王讚歎道：「難道人的機巧

可以趕上天地的造化嗎？」

「俑」是古代的智能機器人

如果大家認為以上只是虛構的故事，

那我們再看看以下嚴肅的學術文獻記載：

中國有一個成語叫「始作俑者」，出

自於《孟子》。《孟子‧梁惠王》記載：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其像人而

用之也。」春秋戰國時期，有一種給死人

殉葬用的「俑」，「俑」是一種製作得非常

像真人的人偶，因為太像活人，所以孔子

認為，用「俑」殉葬是不仁義的行為，便

大罵發明「俑」來殉葬的人，說這樣的人

會斷子絕孫。

商朝時，用活人殉葬。春秋戰國時，

改用人偶殉葬，這已經是非常仁慈、合乎

情理了，那麼孔子為甚麼還大罵用「俑」

殉葬的行為呢？而且還罵得這麼嚴重，說

發明「俑」的人斷子絕孫？這是因為「俑」

製作得實在太像活人了，所以看起來像是

用活人殉葬一樣。

試想一下：如果「俑」只是用木頭雕

刻的不會動的人偶，那不管雕刻得怎麼栩

栩如生，也不能說它像活人，頂多只能說

它是一個像真人的塑像。所以最關鍵的地

方是，「俑」是會動的，內部安裝了機關，

能夠像活人一樣自主的活動。所以可以說

「俑」是古代超科技製造的智能機器人。我

們來看看古文獻的記載：

《禮記‧檀弓》記載，孔子謂「為俑

者不仁」。鄭玄注釋說：「俑，偶人也，

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意思是說，

「俑」是一種人偶，五官俱全，身上安裝著

機關，啟動它身上的機關，它就像活人一

樣活動。

皇侃疏：「機械發動踴躍，故謂之俑

也。」

孔穎達正義：「刻木為人，而自發動，

與生人無異，但無性靈知識。」意思是說，

「俑」是用木頭製造的機關人偶，由體內的

機關驅動，能夠自主活動，與活著的人沒

有兩樣，只差沒有靈魂和知識。

根據以上古文獻記載可以知道，春秋

戰國時期的貴族流行用「俑」殉葬，「俑」

是一種人偶，五官、四肢俱全，身上安裝

著各種奇妙的機關，啟動機關後，它就能

夠像活人一樣自主活動，但只是沒有人的

思想認知等。

周朝時中國就已經擁有了製造智能機

器人的機關之術，並在當時的一些能工巧

匠間秘密傳承著。我們接著看後世的記載：

魏晉時期著名匠人馬鈞，是繼魯班、

墨子、張衡後的又一位機關大匠。《馬鈞

傳》記載，有人進貢了一套雜耍木偶人給魏

明帝，有上百種不同的人物造型，各不相

同，栩栩如生，但是不會自己動。魏明帝

就問馬鈞，能不能做一套能自己活動的全

自動智能木偶戲？馬鈞說能。

於是馬鈞接受皇帝的詔令，設計製

作全自動智能木偶戲。他以木頭為主要原

料，給人偶裝上各種巧妙的機關，以水力

驅動木偶人活動。完成後，有自己唱歌跳

舞的女樂人偶；有打鼓、吹簫的器樂人偶；

還有丟球、擲劍、走繩索、翻觔斗等各種

動作的雜耍人偶，它們出入自由，活靈活

現；有各色官員在官署中行政辦公；還有

各種不同的人在舂米、磨麵、鬥雞……各

種不同人偶千變萬化，自主活動，看得人

眼花撩亂，彷彿都是活的一樣，真是神奇。

隋煬帝著迷於機關器械

與「水轉百戲」類似的，還有隋煬帝

的「水飾」。黃衮、黃亘兄弟是隋朝著名

的巧匠，也是像馬鈞一樣的高人。

《大業拾遺》記載，隋煬帝令學士杜寶

◎文:李道真

《列子》中記載著這麼一件

事：近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周

穆王駕車西遊，過了崑崙山後

返還。返回途中碰到了一位身

懷絕技的匠人，名叫偃師。偃

師與墨子、魯班一樣，工於機

巧，擅於製造各種機關器械。

他製造了一個機器人獻給周穆

王，這個機器人能歌擅舞，它

唱起歌來完全合乎音律，跳起

舞來完全合乎節拍，千變萬化，

簡直與真人一樣。

撰寫《水飾圖經》十五卷，蒐集古代七十二

個關於水的歷史故事；讓朝散大夫黃衮依

故事，用木頭製成自動智能人偶，間雜著

樂妓的船隻、酒船，所有人偶都能自主活

動，栩栩如生，樂偶演奏著鐘磬箏瑟，都

能發出音樂曲調……

有大禹治水、姜嫄履跡、武王渡孟

津、王子晉吹笙、漢桓帝遊河、魏文帝興

師、晉武帝臨會、呂望釣磻溪、劉備渡檀

溪、周處斬蛟、秋胡妻赴水、屈原沉汨羅

江、巨靈開山、長鯨吞舟等，七十二個不

同場景的人偶造型，稱為「七十二勢」，

都在自動的演繹著七十二個不同的歷史故

事。人偶都有二尺左右高，有的在山島

上、有的在乘船、有的在宮殿裡，它們穿

著絲綢衣服，戴著金釵、碧玉等首飾。人

偶中還有各類蟲魚鳥獸，都像真的一樣，

能夠自己活動。

黃衮還製造了七艘「斟酒船」，每艘

船上都有二尺高的人偶，為前來觀看的王

公大臣們斟酒。每艘船的船頭站著一個拿

酒杯的人偶，另一個人偶捧著酒缽，船後

還有撐篙的人偶，船的中間另有兩個划槳

的人偶。斟酒船隨著曲水航行，每到有賓

客的岸邊，就會自動停靠。船頭的人偶，

就會伸手將倒滿酒的酒杯遞給賓客。客人

飲乾之後，再將空杯遞給人偶，人偶彷彿

有靈性一樣，它靈活地接過空杯後，便轉

身從身後那個捧酒缽的人偶那兒拿過木

杓，從酒缽中舀酒，將空杯斟滿。然後按

照順序自動航行、停靠。

隋煬帝對機關器械很著迷，他重用當

時的巧匠黃衮、黃亘兄弟，還令人建造了

觀文殿。觀文殿是隋唐洛陽紫微城內的宮

殿建築，在仁壽殿之北。殿前有書室，設

有機關，門、窗等都可以自動開合，是史

上獨一無二的全自動智能圖書館。殿內貯

藏著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古跡名畫。

觀文殿前造了二十四間奢華的圖書

室，房門口垂著錦幔，上方有二個飛仙人

偶，設有機關。每當隋煬帝進圖書館時，

都有宮人舉著香爐在前面開路，在離門口

一丈遠的時候，腳步就會觸動地上的機

關，二個飛仙人偶就會降落下來，將錦幔

捲上去，圖書室的窗戶和書櫃門也都會自

動開啟。等離開圖書室時，則一切又都會

自動關閉，恢復原樣。

唐代製造出「語音機器人」

到了唐朝，機關器械之術仍然比較流

行。唐朝的《朝野僉載》中，就記載了不少

奇妙的機關器械。

據記載，當時的將作大匠楊務廉喜歡

喝酒，他設計製造了一個行乞僧人機關人

偶，僧人手中捧著一個木碗，能夠自動行

乞。當碗中的錢裝滿後，人偶僧人就會自

動發出聲音說：「布施。」當時市民競相圍

觀，都想聽人偶說話，所以競相布施，一

日便得到數千錢。這是有關「語音機器人」

的真切記載，古代機關人偶不但能自主活

動，還能唱歌、說話。

唐朝洛州縣令殷文亮，也是一位機

巧的匠人。因喜歡喝酒，他設計製造了一

個勸酒機關人偶，能夠自動給人斟酒、敬

酒。又製造了一個藝妓人偶，能夠唱歌、

吹笙，而且合乎節拍。如果酒杯裡的酒沒

有喝乾，勸酒人偶就不給你斟酒；如果飲

酒沒有結束，藝妓人偶就會不停的唱歌、

吹笙，催促繼續喝。

郴州刺史王琚，也是一位巧匠。他用

木頭製造了一隻機關木獺，能夠自己潛進

水中捕魚，捕到魚後，便會伸著頭頸浮出

水面，非常奇妙。

唐朝的《紀聞》記載，唐朝開元年間，

江蘇東海縣有一個名叫馬待封的人，也是

一位精通機關器械的大匠。開元末年，他

為霍縣縣令李勁製造了酒山等機關。酒山

位於一個木盤中，木盤直徑有四尺五寸，

盤下面有一隻大烏龜駝著盤子，烏龜的腹

中安裝著各種機關。盤中酒山有三尺高，

酒山內部是空的，可以盛三斗酒。有酒池

圍繞著酒山，酒池外面又有山圍著。酒池

中有荷花、荷葉，都是用鍛鐵製造的，用

來代替盤子，裡面裝著肉乾、肉醬、水

果，以及下酒菜。酒山上有龍，一半隱藏

在山中，龍張著口，從嘴裡吐出酒來，龍

下面的大荷葉上有杯子接酒，當杯中的酒

裝到八分滿時，龍就停止吐酒。如果喝酒

的人喝慢了，山頂樓閣的門就會自動打

開，有催酒的偶人從裡面出來催酒。酒喝

完後，再把杯子放回荷葉上，龍又會重新

吐酒裝到八分滿，催酒偶人便回到閣樓

中，閣樓門重新關上。酒山的四面都有龍

吐酒。酒池中有洞穴，將酒引入酒山中，

再從龍嘴中吐出來。（未完待續）

中國古代 
人工智慧

玄 術 奇 器

上

令人歎為觀止的

 馬鈞接受皇帝的詔令，設計製作全自動智能木偶戲 「水轉百戲」，有自己唱歌跳舞的女樂人偶，有打鼓、吹簫的器樂人偶。（示意圖）

 孔子認為用「俑」殉葬是不仁義
的行為，因為「俑」太像活人了。

 隋煬帝讓黃衮依照歷史故事，
用木頭製成自動智能人偶。

 馬待封為唐玄宗製造了一個供
皇后梳洗打扮的梳妝機關。

孔
子

隋
煬
帝

唐
玄
宗

ί 捫 ൩ 楲 ❠ ≯ 륥 빼 ΄      捰 حمل ₐ   콫 퉶 㔀 　 最  把ڳ熊㨀  㐀　㌀ⴀ㈀㔀㈀ⴀ㈀㔀㠀㘀

 慓㹲ꁒ첑桳뙛ٴ   

㈀　㈀㈀　　 䈀愀爀挀氀愀礀 倀愀爀愀搀攀 匀圀⠀䔀愀甀 䌀氀愀椀爀攀 䴀愀爀欀攀琀⤀ ⼀ 唀渀椀琀 䨀㈀Ⰰ ㈀㘀　㌀　　 圀爀椀琀椀渀最 䌀爀攀攀欀 䌀爀攀猀挀攀渀琀Ⰰ 䈀愀氀稀愀挀 ⠀ 一攀眀 䠀漀爀椀稀漀渀 䴀愀氀氀 ⤀

뭓撖奲첃酥İꉗİ陔慕İ㚃İ
鑩犂⁽İ쒞톞罧奲İŭ奲
蹿絶ᾐ䡥⥮豔ൎ큳մ⢍ʐࡔ
羕ὧ罏⡵

娀攀渀 ☀ 䄀挀挀攀猀猀漀爀椀攀猀꩹

䠀攀愀氀琀栀 䌀愀渀愀搀愀 䌀漀猀洀椀挀 一甀洀戀攀爀  ⌀　㈀㔀㌀　㐀㈀  ⌀　㈀㔀㈀㐀㘀㔀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5看命理 Fortune2020 年 11月19 日—11月 25 日     第 133 期    

( 上接 131 期）

問：眾多的鬼魂，長久地

沉淪於幽冥世界，為什麼不早

點求得出離呢？

答：人少鬼多，實在不夠

分配，並且，鬼魂所要投生的

人家，要與自己有宿世因緣，

這才能前去投胎，如果這個人

生前交際比較廣泛，所認識的

人眾多，這樣的人投胎就比較

容易了；如果是貧窮的人，老

死也不離開家鄉，平常與別人

又很少交往，這樣的人一旦沉

淪鬼道，機緣難以聚合，所以

就必須長時間等待，遇到有緣

的人才能去投生。

問：佛儒道三教並立，信

仰有很大的不同，冥界最尊重

的是哪一教呢？

答：對三教都非常尊重，

但是最尊重佛教。

問：學佛的人死後生西方

極樂世界，學道的人死後生洞

天福地，學儒教的人死後會生

到什麼地方呢？

答：也會生到天界，所修

積的功德肯定不會消滅的。

問：先生後來為什麼不再

做冥官呢？

答：我因為不願意長久擔

任這個職務，多次請求辭職，

都沒有得到允許。後來同事們

教我多誦《金剛經》，我就按他

們所說的，誦了兩千部以上，

這種現象就不再發生了。

問：先生在平常的時候也

能夠見到鬼嗎？

答：我在做陰間判官的時

候，不論神魂有沒有出離身

體，都能夠看到鬼。民國初年

之後，所見到的鬼就少了，民

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之後，

就完全見不到了。

問：在第一次入陰間的時

候是怎樣通知您的呢？

答：一天晚上在睡夢中，

看到一位穿戴著古裝衣帽的

人，來到我的家裡拜訪，說有

事相求，希望能夠幫忙。我就

問：「有什麼事情要委託我辦

理呢？只怕我沒有那麼大的

能力。」那個人說：「只要您

答應了，不會辦不到的。」我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來意，

只是覺得這個人非常的禮貌恭

敬，態度誠懇，實在是不好

意思推辭，就這樣含含糊糊

的答應了。這個人看起來很

高興，約定好幾天之後就來 
迎接。

從夢中醒來後，自以為是

做夢罷了，沒把這事情放在心

上。過了四五天，夢中見到的

那個人又來了，告訴我說：「前

幾天承蒙你答應，今天特地準

備了車馬，專誠誠懇的來迎接

你。」我這時看到有一馬車，停

在門外，就跟著他一起上車。

沒多久，就到了個官署，

下了車走進去，那個人引我到

了旁邊的一間房裡，坐了一會

兒，就請我升堂審案。提了一

個罪犯進來，左右的陪審人員

有條有理地說出這個人一生所

做罪惡的經過，說完後請我來

做出判決。

我說：「我從來就不知道這

裡的法律條文，怎麼敢隨便做

判決呢？」左右的人告訴我說：

「先生只要誠心的推斷估量，覺

得怎麼樣判比較妥當，我們就

全部按照你說的辦。」我稍微思

考了一下，就說：「應該這樣處

理。」左右的人就說：「好的」，

於是就請我簽署判決詞，判完

後把罪犯押了出去。也還是用

馬車送我回家。

問：先生的父母也知道這

件事情嗎？

答：我在剛開始的時候還

保持秘密，不敢聲張宣揚，後

來父母看我一個人在書房裡，

卻偶有與人談話的聲音，漸漸

也就知道了這件事情。我自從

做了冥判之後，經常有幽冥中

的朋友往來，只有我能夠看得

到聽得到，別人是不能的，只

能聽到我所說的。

問：鬼中朋友來的時候也

需要用飲食來招待嗎？

答：用一杯清茶來招待，

已經是非常盡情了。

問：幽冥間也有年節假期

嗎？

答：與陽世間沒有什麼兩

樣，遇到陰曆新年，以及清

明、寒食、中元、中秋、冬至

等節日，也要放假數天，但是

沒有星期天。

問：鬼為什麼能夠變幻身

形？

答：所有的鬼都能夠變幻，

但必須要經過冥司許可。

（未完待續）

曾於地府做冥判 清末民初奇人著述幽冥見聞

《幽冥問答錄》
◎黎澍口述 林黝襄手錄 王敏白話譯

五

蘇州女

蘇州信都的富翁蘇某，準備

為女兒挑選良婿。

張文成前去求婚，蘇某道：

「此人雖有才，但不能富貴，

有幸能得五品官，之後就會死

去。」    魏知古也前去求婚，當

時科舉中試為及第，還未有官

職。蘇某道：「此人外形矮小，

膚黑，但必當富貴。」於是把長

女嫁給他。

    長女有著七尺、黑光如漆

的長髮，有位相士道：「此女是

富貴相，將來不吃隔夜飯。」

所有妹妹取笑魏知古，「因

為丈夫窮，得了米就立即煮，才

沒有隔夜飯。」後來，魏知古做

了宰相，每頓飯皆由官府提供。

楊貴妃

    楊貴妃住在蜀地時，隱居

◎編輯整理：黃麗娟

看相
人張某見後說：「應是富貴之

人，怎麼在這裡？」楊家有人

問，「是三品夫人嗎？」張某答

「不是」。又問「是一品夫人

嗎？」張某答「不是」。又問

「難道是皇后？」張某答「也不

是，但地位跟皇后一樣。」  
  張某看見楊國忠之後，說：

「您也是富貴相，當掌握天下權

勢有數年之久。」後來，張某說

的都應驗了。

( 參閱《太平廣記》)

楊貴妃畫像： 公有領域;天壇大佛：網絡

唐紹，京兆長安人，吏部

尚書唐臨之孫，博學多才，在朝

擔任給事中一職。他的鄰居對門

住著一個叫李邈的人。他經常找

李邈談笑，有時還請李邈到家裡

來吃吃喝喝。他妻子很不理解：

「你位高權重，為什麼老去討好

一個品級比你低的人呢？」唐紹

笑了笑說：「以後我會告訴你因

由的。」

先天二年（公元 713 年）

十月十二日，唐紹鄭重地對妻子

說：「賢妻啊，我今天可以告訴

你緣由了。我自幼就有一種能

力，能知道自己前世的事，但我

一直不對任何人講。

我前世是一個女子，十六

歲時嫁給灞陵的一個王姓家的兒

子為妻。婆婆對我極其嚴厲，我

很懼怕她。十七歲那年冬至的前

一天，我做完飯食，已經很疲倦

了，婆婆又叫我縫製羅裙，說第

二天要穿它招待客人。我只好在

油燈下熬夜趕製。

忽然衝進來一隻狗，碰倒

了油燈，燈油灑到裙子上面。我

氣極了，大聲呵叱那隻狗。它躲

到床底下去了。我點亮蠟燭，清

理裙子上的油污，怎麼也清不乾

淨。我又怕又恨，就拿起剪刀向

狗刺去，第一下刺中了狗的脖

子，剪刀的一股折斷了；我又用

另一股狠狠的刺它，不一會狗就

死了。

也許長期壓抑吧，我十九歲

那年就死了，之後轉生為現在的

我，當年被我殺死的那隻狗轉世

為今生的李邈。我平日請他吃喝

是為了紓解我奪其性命的歉疚。

我明天就要死了，殺我者必定是

李邈。這些事，我直到臨死的前

一天才能告訴你。因果報應的天

理是誰也逃脫不了的。賢妻呀，

你就不必傷心了。」

第二天（先天二年十月十三

日），唐玄宗在驪山腳下舉行大

閱兵，二十萬將士雲集驪山，旌

旗綿延數十里。意氣風發的玄宗

親自擂鼓。兵部尚書郭元振卻突

然出班奏事，致使演練中止、軍

容不整。玄宗大怒，下旨拉郭元

振到大旗下問斬。宰相張說等人

急忙跪地求情，說郭元振是國家

的大功臣，應當赦免死刑。玄宗

就將郭元振流放新州（今廣東

新興）。玄宗餘怒未消，又以制

軍禮不嚴之罪下令斬首給事中唐

紹。群臣還沒來得及勸諫，此時

已身為金吾將軍的李邈立即動手

行刑。奇怪的是，第一刀下去，

刀竟然被砍折了，他換了一把刀

才砍死唐紹。也是殺了兩下才殺

死，真的是報應不爽啊！

過後，唐玄宗後悔殺了唐

紹，怪李邈行刑太快，就把他開

除了，永不錄用。

——事據《太平廣記》

◎文：華春明

唐紹償還宿債

「燭影斧聲」是歷史的

千古疑案，然事件背後有定

數，恩怨之下是因果。

話說宋太祖趙匡胤前

世是位修道高人，但沒成正

果，所以轉生成帝王享受福

分。《宋史》記載太祖出生

時，「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

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

其弟宋太宗趙光義則

是三世修佛高僧，同樣沒得

正果，也轉生成帝王享受福

分。《宋史》記載：「杜太

后夢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

娠。生下太宗當晚，赤光上

騰如火，閭巷聞有異香。」

為了保證新的王朝能廢

除前朝（後周）的滅佛國

策，並大興佛、道教，上天

安排了兩個大德之士轉生作

了宋朝的帝王，因此他們降

生時皆有瑞兆。

某世，趙匡胤欠過趙光

義一命，在「燭影斧聲」的

疑案中，太祖把命償還了，

所以太宗是否弒君篡位？答

案是肯定的。

北宋僧人文瑩在《續湘

山野錄》記載，太祖生前最

後一年遇到混沌道士，詢問

自己壽數如何？道士說：「今

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

延一紀（12 年），否則，從

速安排後事。」

到了十月二十日當夜，

太祖夜觀天象，起初星斗明

燦，驟然卻陰雲布合，風雪

大作。趙匡胤名中有「月」

字，明月被陰雲遮掩，天象

預示天子的劫數到了。

太祖急召晉王趙光義

入寢室，屏退左右，試探

道：「我百年之後位傳給

你如何？」趙光義連忙起

身推卻，「使不得，使不

得……」，燭光之下，身影

落在窗紙上，這就是「燭影

斧聲」中的「燭影」。

太祖又道：「你即位了

要善待我的家人啊！」趙光

義在慌亂中失口道：「那自

然！」隨後又改口：「不不

不……我何德何能……」太

祖淒涼一笑，隨手用玉斧咚

咚地敲擊，這就是「燭影斧

聲」中的「斧聲」。

之後趙光義藉機告退，

匆忙離開皇宮。天將亮時，

太祖便去世了。其實太祖早

在幾天前已被下毒，又在召

見趙光義時被極力勸酒，加

速毒性作用，在劫難逃。

燭影斧聲
◎編輯整理：穆臻

香港天壇佛像

千古疑案

清朝大學士紀曉嵐小時候除

了有「神童」之稱外，還有「特

異功能」，能在夜晚看見東西。

直到成年後，還偶爾有這種「天

眼」的本事。在古今中外這並

不是甚麼罕見現象。紀曉嵐晚

年著有《閱微草堂筆記》二十五

卷，享有與《聊齋誌異》齊名的

盛譽。在《閱微草堂筆記》中，

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位讀書人，夜裡經過岳帝

廟，只見廟宇的兩扇紅漆大門緊

閉，但卻見到一個人從廟中走出

來。他知道遇見神靈了，趕快上

前躬身下拜，口稱「上聖」。那

神靈伸出手扶起他說：「我不是

高貴的神靈，只是『右鏡臺』的

司鏡吏，因送文簿，偶然來到這

裡。」讀書人問道：「你司的是

甚麼鏡，莫非是人們常說的『業

鏡』嗎？」

司鏡吏說：「近似業鏡，但

卻是另一種鏡，叫『心鏡』。

『業鏡所照的，只是人的一生中

所做的善事、惡事而已；至於人

內心的細微感觸、感情真偽的微

妙變化，是瞬息萬端、起滅無時

的。其中包藏著許多幽深詭秘，

不可推測的意圖，那是很難窺見

的。所以有些人，若單從外表上

看，往往能給人以麒麟般的慈

祥、鳳凰般美麗的印象，而他的

內在，卻掩藏著魔鬼般的用心。

這些隱匿在內心深處而沒有表現

出來的罪惡，一般的業鏡是照不

透的。

自從宋朝之後，社會道德更

趨低下，這種偽裝粉飾，隱匿欺

騙的巧術更是掩飾得天衣無縫，

更趨精熟，有的人竟然一生幹壞

事，都被他蒙混過去，最終也沒

有被揭露。所以上天諸神合議，

決定將『業鏡』移到左臺，專門

照那夥真正的小人，而在右臺

增設『心鏡』，專門照那些偽君

子，在左、右兩臺圓光鏡的相對

照映之下，人的內心世界便都淋

漓盡致地顯現出來了。而在許多

人之中，那心地圓潤晶瑩如明

珠、清明透澈如水晶的人，千百

人中也難挑出一、二個。

這些情況，我負責站在心鏡

旁邊，仔細觀察並記錄下這些人

內心的種種現象，每三個月來這

裡向東嶽神君彙報一次，以此為

依據，定下他們的罪福。大抵對

那些有名望地位的人，要求也更

嚴格，而對那些機心暗算愈巧妙

的人，懲處也更嚴重。《春秋》

一書記載了魯國二百四十年的歷

史，其中可憎惡的人物不少，上

天卻雷轟伯夷的廟，特別體現對

展禽的懲罰，就是由於他隱匿了

罪惡的緣故。你要記住：人應誠

實厚樸。任何陰惡，都掩蓋不

住，只會招致更大的懲罰！」

那位讀書人，聽了右臺司鏡

吏的話後，恭敬地向他下拜，

說：「謹記教誨，謝謝！」

人心難藏 善惡有報
◎文：青桐

《閱微草堂筆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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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風景，是「人」。這句話，近

年來在臺灣很流行。一開始是由於中國大

陸遊客來臺灣旅行之後，感受到臺灣人情

的美好，而有感而發寫下的文章，後來陸

續被引用、推廣，最後就連主流的媒體、

雜誌都紛紛以這樣的主題來描繪臺灣。

今天，我開車載兒子去市區買些東

西，遇上一個路口紅燈停下來等待。左邊

車道前方也停了一部小轎車，後面跟著一

輛重型摩托車。結果，我眼角餘光一撇，

看到這臺重型摩托緩慢朝小轎車後方靠

近，然後，摩托車司機竟然往小轎車的後

車窗伸出手來。

我原本以為摩托車司機可能是跟小轎

車車主認識，想要拍拍車窗打招呼，結果

其實不是。是因為小轎車是後車窗有雨刷

的車型，然後可能因為洗車的關係，雨刷

忘了收回去，所以還是立起來往後的狀

態。一方面這樣是無法使用的狀態，另一

方面也可能會因為倒車不小心撞到後面的

人或牆壁導致傷害或損壞。

而這位摩托車司機看到了之後，不但

主動伸手把雨刷放回去收好，而且還很細

心輕放，所以小轎車的車主一點都沒有感

覺。所以綠燈亮了之後，小轎車也就往前

開走，後面的摩托車司機也騎著車上路，

一切彷彿啥事都沒有發生。

結果我剛好停在他們旁邊，清楚目

睹了這一刻，當下我趕快拿出手機拍了

下來，而心中則立刻浮現了這句話：「最

美的風景，是人。」這位摩托車司機的舉

動，看起來是很小的舉手之勞，但是其實

他也可以不這樣做，因為畢竟該負責任的

人是小車的車主，他不過就是路過的陌生

人罷了。而且他騎著重型摩托車，要緩慢

靠近小轎車還得花一番功夫。而他選擇輕

輕把雨刷放回，一點都不驚擾到小轎車的

車主，也就表示他為善不欲人知，之所以

做出這樣的事情，純粹來自他內心的良

善，而非要給外人看到或獲取啥好處。

「最美的風景，是人。」我一邊想著，

一邊也跟兒子分享了這件事。他聽了也很

開心，我也期勉他要內心常存良善之心，

這樣，我們每天的生活，就會是一幅幅的

美麗風景。

華而不實

「華而不實」這一成語用來比喻外表

好看，卻沒有實際內涵或用處。出自於春

秋左丘明的《左傳‧文公五年》。

春秋時，晉國的大夫陽處父出使衛

國，回來路過寧邑，住在一家客店裡。店

主姓贏，看見陽處父相貌堂堂，舉止不

凡，十分欽佩，悄悄對妻子說：「我早想

投奔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可是多少年來，

一直都沒有找到。今天我看陽處父這個人

不錯，我決心跟隨他。」

店主得到陽處父的同意，離別妻子，

跟著他走了。一路上，陽處父同店主東拉

西扯，口若懸河，無話不談，店主一邊

走，一邊聽。剛剛出寧邑縣境，店主改變

了主意，就和陽處父分手了。

店主的妻子見丈夫突然折回，很是納

悶，問道：「你好不容易遇到這麼個人，

怎麼不跟他去呢？你不是決心很大嗎？家

裡的事你儘管放心好了。」

「我看到他長得一表人才，以為他可

以信賴，誰知聽了他的言論，卻覺得他非

常討厭。我怕跟隨他以後，沒有好日子

過，所以就回來了。」店主說。

因為在店主的眼裡，陽處父是一個

「華而不實」的人。

肉食者鄙

「肉食者鄙」這一成語用來指居高

位、享厚祿的人見識淺陋。出自於《左

傳‧莊公十年》。

春秋時，齊桓公派大軍攻打魯國，

魯莊公準備出兵迎戰。魯莊公手下有一

個武士叫曹劌（guì），這個人有勇、有

謀，很有膽識。幾年前，他跟隨魯莊公在

「柯」這個地方與齊桓公相會，當時齊桓

公對魯莊公非常傲慢無禮，他就仗劍挾持

齊桓公立下盟約，使齊國歸還了侵占魯國

的土地。現在曹劌聽說齊國又大兵來犯，

立刻要求魯莊公接見，想對莊公獻計如何

打敗齊兵。

「你何必去操這個心呢？讓那些吃

肉的大官們去考慮吧！」曹劌的同鄉勸

他說。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你們為甚麼

要阻攔我呢？」曹劌說：「那些吃肉的大

官，個個目光短淺，沒有多大的本事。現

在國家有難，我怎能甩手不管呢？！」

在曹劌的要求下，魯莊公接見了他。

曹劌對魯莊公說，要打贏這場戰爭，必須

首先取信於民，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他要

求魯莊公關心人民的疾苦。於是，魯莊公

採納了他的建議，為老百姓辦了許多實

事、好事。

後 來 齊、 魯 兩 軍 在 長 勺 對 陣， 
魯莊公想要馬上出擊，卻被曹劌阻止，等

到齊軍三次進攻失敗後，士氣低落，他這

才叫魯莊公下令反擊，最後齊軍大敗而去。

【原文】

論語者，二十篇。
群弟子，記善言。
孟子者，七篇止。
講道德，說仁義。

【字詞義解釋】

（1）論語：書名。《論語》這部書，

共分為二十篇，是孔子的弟子們把孔子

的格言警句記錄下來而編成的；（2）者：

指《論語》這本書；（3）群弟子：眾多學

生；（4）孟子：這裡指的是《孟子》一書，

孟軻著；（5）止：為止，只有；（6）道

德：此詞來源於老子的《道德經》。「道」

是神的理，是人走回神的路，是宇宙的真

實。「德」是人的心念符合「神的旨意」、

遵循「道的特性」的行為，體現在世間就

是人的真誠品性與善良的行為；（7）仁

義：仁愛正義，寬厚正直。

【譯文參考】

《論 語》這 部 書， 共 有 二 十 篇，

是孔子的弟子們記錄下來的孔子的善

言。《孟子》這本書是孟軻所著，共有

七篇。整本書主要是在談道德、仁義的 
道理。

【讀書筆談】

《論語》被視為儒學典籍之首，雖然

只有二十篇，記錄孔子教導弟子們的言

論，卻成為儒學的基本綱領，後世弟子們

無論出了多少典籍，涉及的根本思想都來

自孔子的《論語》。

《論語》其實是非常通俗易懂的書，

今天的人說看不懂，主要是因為沒讀過，

想到是兩千多年前的古典，都誤解為高不

可攀的書籍。

其實人與人的交往，生活中、工作中

碰到的問題和煩惱大致都一樣，哪個國家

和哪個時代，問題出現時，大同小異，何

況這些言語，都是孔子與弟子們在日常生

活中的問答，跟現代人並無太大區別，都

是人人能遇到的問題。

而且，孔子宣揚有教無類，因材施

教，不就是希望教育所有的百姓嗎？當然

也包括為政者，他絕對不會傳授聽不懂的

東西。無論是誰，無論甚麼身分，也無論

是日常生活，還是為官為政，你只要去

讀，都能用於實踐，馬上就能得到非常實

用的指導。

甚至後世的人，因偏離了孔子根本的

思想而進行各個流派的學術上的爭論時，

大家也都會回到《論語》，重新體會儒家

思想的根本所在。

別看《論語》只有短短的二十篇，從

做學問的意義、方法，如「學而篇」，到

人在世上涉及的各個領域包括為政，如

「為政篇」，只要是做人方面的教導，都

幾乎涉及到了。

在日本的百年近代資本主義經濟中，

講究信義的職業倫理價值觀，也都是在儒

學的指導下完成的。

尤其是《論語》，被「日本資本主義

之父」澀澤榮一，這位建立了 500 家會

社的資本家巨人畢生運用，《論語》的一

言一語都直接用於指導他的經營和人生。

很多人因為黨文化的教育，認為儒學

就是所謂封建禮教，甚至連讀都未曾讀過

《論語》，那是非常可悲的。丟棄了中國

的傳統，等於丟掉自己的靈魂和傲人的智

慧一樣。

儒學又被說成孔孟之道，孟子把孔子

強調的仁義之本，進行更加詳盡集中的論

述，也可視作儒學綱領之一。

譯文

這樣寂寞還等待著什麼？天天都是懷

著失望而歸。

我想尋找幽靜山林隱去，又可惜要與

老朋友分離。

當權者有誰肯能援引我，知音人在世

間實在稀微。

只應該守寂寞了此一生，關閉上柴門

與人世隔離。

註釋

⑴寂寂：落寞。竟何待：要等什麼。

⑵空自：獨自。

⑶欲尋芳草去：意思是想歸隱。芳

草：香草，常用來比喻有美德的人。

⑷違：分離。

⑸當路：當權者。假：提攜。

⑹扉：門扇。

童年的安全感是今生幸福的寳藏，如

果想讓你的孩子真正幸福，讓他在成長的

每一步都有取之不盡的寳藏，請給他一個

溫暖自由的童年。這種安全感是否在童年

被滿足將決定著孩子一生關於幸福的潛意

識趨向，將為他今後人格的形成造成不可

磨滅的影響。

請一定不要當著他的面和你的伴侶吵

鬧，請千萬不要問他，如果我跟爸爸（媽

媽）離婚了，你想跟誰過？對他來說最

大的安全就是家庭的和諧，父母的恩愛，

輕鬆溫馨的家庭氛圍才是陽光品質形成的

樂土。

請不要對他動輒大聲斥責，不要不假

思索地就去打罵孩子，他雖然年紀小，但

是他有感覺和感情，他不是木偶。不要讓

他在夢裡都充滿了恐懼和憂愁。

請不要把自己的辛苦和委屈發泄到孩

子身上，寬容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才更容

易懂得感恩，他的天真給你帶來的快樂會

撫平你作為成人的辛酸。

請不要挖苦諷刺自己的孩子，儘管他

有自己的缺點，他自己也不願意這樣，請

不要讓他稚嫩的心背上沈重的壓力。請讓

他懂得愛和寬容是無價的寳貝。你對別人

的言行，他會不自覺的模仿。不要讓他小

小的心裏裝滿了敵意和反抗。

請不要在別人面前故意強調他的不

足，請相信古訓「人前教子」恰恰是錯誤

的，他也有深深的自尊，即使全世界都

拋棄了他，至少你的肯定就是他最溫暖

的陽光。

請愛惜自己的身體，給孩子做一個

保護自己完善自己的榜樣，要讓他知道

只有好身體才會有幸福的生活。如果你

不幸生病，一定不要讓孩子感到缺少了

安全，至少你的態度要樂觀，要讓他知

道樂觀的人生態度可以抵消疾病和痛苦

帶給生命的創傷。

請讓孩子知道除了健康的體魄，還要

擁有健康的靈魂，請交給孩子積極調節自

己的方法，請不要讓他小小年紀就皺著眉

頭品嚐沉默和憂傷。

請不要限制了孩子溝通的慾望，讓孩

子學會和別人溝通來快樂成長，不要讓他

封閉了自己，躲在自卑和自閉的矮牆邊默

默流淚。請不要讓他習慣孤獨。請讓他學

會與人相處是一件多麼輕鬆的事情。

請不要在孩子得意時打擊他的創造，

儘管有時這種「得意的創造」給成人帶來

了麻煩，不要讓他覺得自己一無是處，無

所適從，請讓他感到自己的力量，給他一

個正確的展示能力的方向。

請學會欣賞孩子，請學會給孩子最大

的疼愛——靈魂平等地與孩子對話。不要

讓他覺得你是獄警，他是囚犯，請讓他覺

得父母首先是他最信任的朋友。

你做的這一切，都會讓孩子給自己

的童年描繪一幅畫面，然後深深烙印在

他的心靈深處，成為他自己都意識不

到的潛在信號，或好或壞都影響他的一

生。而這幅畫面的基調是你不經意間替

他完成了。

即使你不能一一做到，但至少請你這

樣去想，至少請你為了孩子真正的快樂來

思考一下，請在他童年時給他最需要的禮

物——安全感。

詩 詞 賞 析最美的風景是「人」

文 |芳華

14《三字經》讀書筆談 文 |劉如

孩子一生的幸福 「安全感」很重要

( ADOBE STOCK )

成語故事兩則 文 |齊整升整理

文 |張季民

留別王侍御維
唐代/孟浩然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

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

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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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r

 G
ui

de

Life Guide
生活指南

2020年11月19日—11月25日第133期 C版卡爾加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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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寶 馬 X2 標 配 動 力

總成繼承自 X1，即 228 馬力

渦輪增壓四缸發動機搭配八

速自動變速器及前輪驅動系

統，寶馬將此配置型號稱為

sDrive28i。該發動機啟動有

力、運行順暢且動力強勁。在

測試道路上，X2 xDrive28i 以

6.4 秒完成了 0至 60英里 /小

時加速。更高性能的 M35i 車

型，發動機配置為 302 馬力，

在測試中以 4.6秒完成 0至 60

英里 /小時加速。在同類車型

中，均屬於不錯的成績。

寶馬 X2 在行駛性能上稍

有遜色，尤其是在運動性懸掛

方面。當行駛於崎嶇不平的道

路上時，乘車者會感到明顯的

顛簸，這是該車型駕駛體驗中

最顯著的瑕疵。但是，在彎道

表現上，2021 寶馬 X2 體現出

了優異的敏捷性，這使得 X2

可以更快、更穩定的在曲折蜿

蜒的道路上行駛，進而提升該

車型的駕駛趣味性。

燃油經濟性方面，X2雖然

不是同類型中最省油的，但它

依然是一款足夠高效的車型。

前輪驅動 X2 在高速公路上油

耗為 32 英里 / 加侖，全輪驅

動車型為 31 英里 / 加侖。此

外，在 200 英里的高速公路測

試中，X2的燃油經濟性達到了

36 英里 / 加侖。遠超 X1 以及

許多競爭對手。

【看中國訊】寶馬2021 X2是

X1-SUV的升級版，這款小型跨

界車動力更為強勁。它已經成為

奧迪（Audi）以及梅賽德斯-奔馳

（Mercedes-Benz）的最新款跨界

SUV的強勁對手。

雖然標配發動機與X1相同，依

然選擇了228馬力渦輪增壓四缸發

動機。但X2的控制性更強，在曲

折道路上的駕駛體驗顯著提升。

此外，與X1不同的事，寶馬為X2提

供了302馬力四缸發動機的配置選

項，使X2成為了一台動力更強的車

型。

2021 寶馬 X2 的內飾設計較

為含蓄內斂，比起富於表現力

的外觀，其內部設計更多著墨

於精緻的細節與精良的結構。

精心設計的駕駛座位置於設備

排布使得各類按鍵、旋鈕、手

柄均在駕駛員觸手可及的範圍

內。後排座位的頭頂空間有

限，但對於大多數乘客來說都

在可接受的舒適度內。

由於 X2 的車尾設計，其行

李空間不及前輩 X1。X2 後備箱

空間可容納 5 個隨身行李箱，

放倒後排椅背後可容納 15 個，

然而前代車型 X1 的後備箱在放

倒後排椅背前後則分別可容納 7

個和 19 個。即便如此，X2 的行

李空間依然處於同類車型前列。

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尚未對 2021 寶馬 X2 進

行測試，但公路安全保險協會

（IIHS）在去年將其評定為「最佳

安全選擇」。

2021 寶馬 X2 的主要安全與

駕駛員輔助功能包括行人檢測、

自動緊急制動、車道偏離警告、

自適應巡航控制等。

X2的保修服務中規中矩，雖

然其整整 3年的免費定期維護令

人心動，但其動力總成保養時間

僅 2年，短於許多競爭品牌。

2021 寶馬 X2 配備帶有導

航功能的 8.8 英寸觸屏信息娛

樂系統，可在寶馬引以為傲的

iDrive 平台上運行。該平台可

通過安裝在中央控制台上的旋鈕

進行操作。消費者還可以升級

配置獲得平視顯示器。X2 集成

了 Apple-CarPlay，但 Android-

Auto 並不在標準之列。七揚聲

器音響系統足以滿足普通休閒

車友的聽覺需求，但聲音發燒

友還是可以選擇性配置 Harman/

Kardon 高級音響系統。

本版圖片來源：寶馬美國官網本版圖片來源：寶馬美國官網

X2設計特點
BMW

X2交互與娛樂
BMW

X2安全與維護
BMW

不過由於在車身及車

頂線條的設計考量，X2在

內部空間容積上做了折衷

處理，乘坐及行李空間都

相對有限。但對於那些將

性能放在第一位的跨界

車車迷來說，X2較之同級

別其他競爭車型都會更具

吸引力一些。

X2動力性能
BMW

2021
BMWX2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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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四格幽默漫畫。」2014
年 5 月 4 日，蔡志忠趕赴少林

寺參加 3D 動畫電影《功夫少

林寺》發布會時，接受記者採

訪時如是說。

被稱為少林寺 CEO 的釋

永信在 2004 年派人到臺灣邀

請蔡志忠赴嵩山，當時蔡閉關

研究物理學。後來蔡志忠於

2006 年到少林寺參加第一屆少

林論禪。蔡志忠曾在 2014 年

參加少林寺「機鋒辯禪」活動

後，他就打趣說，「也許我會出

家少林寺，等我老了，我就葬

在少林寺。」

蔡志忠 1948 年出生於彰化

花壇鄉，從小迷漫畫，因大量

看漫畫書留級，十五歲輟學到

臺北，開啟漫畫創作生涯；共

創作出一百多部漫畫，作品以

34 種語言版本在 59 個國家和

地區出版，總髮行量超過五千

萬冊。

少林寺住持釋永信此前亦

曾深陷貪腐和私生子丑聞。

2015 年 7 月 25 日，一位署名

爲「少林寺知情人士釋正義」

的作者，刊出一篇名爲《少林

寺方丈釋永信這隻大老虎，

誰來監督》的文章，此後釋永

信私生活混亂、侵佔少林寺財

產，及玷污少林寺名譽等醜聞

曝光。除此之外，釋永信的醜

聞還包括：嫖娼被抓、北大情

人、私生子、幾十億存款等，

令人瞠目，並時不時見諸國內

外媒體，還將少林寺相關公司

產業股份轉給情婦，購買多輛

百萬級豪車等。釋永信案曝光

後，官方宣稱調查，但調查後

卻不了了之。 2018 年年初，

中國第 12 屆河南省委員會公

布委員名單，其中醜聞纏身的

釋永信也列名宗教界 24 人名

單中。

也因此，有網友感嘆，「我

曾經那麼喜歡他的漫畫，沒想

到蔡老了倒投奔酒肉色慾繁華

虛僞盛地！」「我看也就是在走

個過場，裏邊襯衫和領帶都打

著呢？」

臺灣名漫畫家蔡志忠（右）少林寺出家，左為釋永信。（圖源：

少林寺官網）

【看中國訊】72 歲的臺灣知名漫畫家蔡志忠 11 月 17
日上午，在嵩山少林寺出家，師從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得

賜法名釋延一。蔡志忠創作出膾炙人口的「莊子說」、「老

子說」等作品。這則新聞引發了網友熱議。

「其實，早在 30 多年前便跟嵩山少林寺結緣了，

1984 年我正在日本東京畫六祖壇經，當時東京池袋戲院

正在上演李連杰主演的《少林寺》，看完電影后我暗下決

心，將來有機會要拍動畫少林寺。當時，我就畫了一本

【看中國訊】　據英國《每日星報》

報導，英國一名男子稱曾被外星人綁

架到太空船上，並且，他在太空船上

遇到該國著名歌手威廉斯（Robbie 
Williams）。而威廉斯對此也並不否

認。

這個名叫凱利特（Russ Kellett）
的 57 歲男子聲稱，1999 年，他在

布拉福（Bradford）的郊區被外星人

抓走。當時他騎乘摩托車經過一個隧

道。突然之間，他發現他坐在椅子

上，喉嚨被壓制住，而且脖子後方被

注射某種東西。

他說他感到很慌張，隨後他被帶

到不同的房間，領取制服和武器。他

被要求與其他人站成一列。「我到底

在哪裡？」他四處觀望，見到他後方

有一名年輕男子在等候，而他竟然認

識對方。凱利特說：「我不知道你來

自何處吧？」該名男子回答說：「不

知道。」接著，凱利特被告知回去排

隊，他說：「在這之後，我再也沒有

見到他，但我確定那就是威廉斯。

我們只有簡短交談，但那肯定就是

他。」「這些扣押我們的生物高 10
英尺（3 公尺），他們光著頭，穿著

制服。他們不是人類。」凱利特補充

說。凱利特後來回到他的摩托車上。

他一直困惑：「我倒底發生了什麼

事？」

威廉斯身兼歌手、詞曲作家與

唱片製作人。他曾多次榮獲全英音樂

獎，也曾獲得美國葛萊美獎提名。

凱利特說，在這起事件發生一段

時間之後，他發現威廉斯突然開始談

論 UFO 和外星人。威廉斯曾經公開

表示，一個外星人造訪過他位於美國

亞利桑那州的錄音工作室。

凱利特說：「我把這起事件告訴

一些人，他們不相信，但我沒有理由

說謊。」他已將這次的經歷寫成一本

書，預計明年出版。威廉斯日前被問

到這起外星人遭遇事件。他並未否

認，但回應說：「不予置評。」

【看中國訊】最近大陸自媒體「不

普通人類實錄」邀請到了一位明星修

圖師，她所提及的行業內幕令人乍舌。

這位修圖師點名了明星鄧倫。去

年鄧倫有一個飯飄在空中的廣告，被

傳為修圖出了紕漏。但這位修圖師明

確地就說不可能會有這麼大的紕漏，

等到看到後續營銷和網友修圖大賽之

後，立馬就感覺這是故意炒作。

其它的細節讓圈外人感到新奇。

這位修圖師提到一位經常上綜藝的男

演員，在看到圖之後會把圖片放到最

大，然後指著臉讓修圖師把毛孔一個

一個縮小。在修圖師看來，現在的男

藝人普遍發量堪憂，髮際線後移額頭

會變長變寬，小肚子也非常嚴重，所

以一般圖裡平坦的小腹九成都是修圖

師幫的忙。

還是有一些女明星的要求很奇特

的，修圖師爆料說，有一位唱跳出身

的女藝人出圖效果已經很不錯，但她

非要修圖師要把其臉修的完全對稱，

修圖師都想乾脆把她的半張臉鏡像一

下算了。還有一個女明星的要求修圖

師傅要多 P 一根睫毛，多幾根都不

行，必須指定要一根。有位趙姓明星

喜歡偶數不喜歡單數，修圖師給他畫

了 5 根頭髮就被打回，一定要 6 根或

者 8 根。

採訪期間修圖師也說了明星們大

部分都不會太崩，畢竟有顏值打底，

打光和造型也有，倒是明星的本人行

為才是最大的脫粉利器。

還有一位兼職美工修過某花旦和

某頂流仙俠男演員的定妝照，這位美

工看到原圖直接傻眼：花旦身材比例

差皮膚黃，男的有點黑皮膚像 40 歲，

和電視裡差別相當大；還有傳說中的

香港女明星，修的是視頻後期，要求

一點細紋和暗沉都不可以有，好在這

位頂級女明星包下了所有加班費，還

付了額外修臉的費用。

明星鄧倫。去年鄧倫有一個飯團飄在空中的廣告。（網圖）

英國男子凱利特（Russ Kellett）聲稱，他曾被外星人綁架到太空船上，還遇到了英國

歌手威廉斯。左圖為男子被外星人綁架的示意圖（Fotolia）。右圖為英國歌手威廉斯。

（Getty Images）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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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歲漫畫家蔡志忠少林寺出家

大陸修圖師爆料內幕

被外星人綁架

英男太空船上遇明星
明星圖片有多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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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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11月25日

溫室番茄

Red Onions 紅洋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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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cchini 意大利瓜 Hot House TomatoesBananas 香蕉Chinese Mandarins 中國蜜橘

Jumbo EggplantGranny Smith Apples 青蘋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大茄子 Honeydew 白蘭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and get a free
5lb carrot.5lb car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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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磅胡蘿蔔。

$1585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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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88
lb

$0989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Honeydew

$0 5858
lb

$$119898 ea$ 08888
lb

$06868 lb

$12828
l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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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磅胡蘿蔔。

美味烤雞
◎ 文 :米娜

又到歲末時節，隨著佳節團聚的氣息愈來愈濃，美味的

烤雞配方絕對少不了。

節 慶 聚 會 料 理

鹽水浸雞
醃料加水混合成香料鹽水。
雞浸入香料鹽水中，冷藏  12至
18小時後取出，晾 1小時。

使烤雞柔嫩多汁：預先浸泡調料

水，不僅可為烤雞增添風味，還

可使雞肉更加柔嫩滋潤。最少要

泡4小時，泡一整晚更好。

全雞 1隻（約2.5Kg）、水 1.5L。
醃料：鹽  5大匙、糖  2大匙、意大
利香料4大匙。

蜂蜜和水混合均勻，刷於雞的表

皮。檸檬剖半，放入雞的胸腔

內，可以去腥，同時也可以提供

肉質水潤感。

蜂蜜水讓雞皮更酥脆：金色的烤

雞看起來非常開胃，其中蜂蜜水

有很大功勞，抹在雞的表皮，能

促進酥脆金色外觀的形成。

蜂蜜適量、檸檬1顆、水（水量足
以調開蜂蜜，好刷即可）。

刷蜂蜜水與放檸檬

所有食材攪勻後，用手分離雞胸

部位的肉和皮，將大蒜奶油塞入

中間，壓一壓之後，讓奶油分布

均勻。

使雞皮酥脆口感好：利用奶油隔

絕，使肉的水分不浸濕雞皮。烘

烤過程中，雞皮本身的水分一烤

乾，就容易烤出酥脆的口感。

無鹽奶油100g、鹽  1小匙、洋香
菜2小匙、大蒜末2小匙。

皮肉之間抹入奶油

烤雞
把雞的兩腿用線綁起來，保持烤雞
形狀。烤雞與配菜一起放在烤盤，翅

膀轉於雞身下。

放進焗爐，設置溫度為200°C
（390℉），先烤40分鐘。
把烤盤水平旋轉180度，繼續烤約
40分鐘，溫度不變，時間可根據雞的
大小和口感喜好調整。完成上述步驟

就大功告成！

出爐時間抓得剛好：如用「肉類溫度計」

（meat thermometer），探測雞肉最
厚部位的溫度，就可以精確掌握烤熟

出爐那瞬間，避免烤過熟。當雞肉最

厚部位測到70°C（158°  F），代表烤雞
已經完成。此外，有經驗的廚師會觀

察腹腔內雞汁顏色，將烤雞傾斜，讓

汁水流出，如果是「清澈」的，也是表

示完成了。

蔬菜切塊、洋蔥切半，混合調味

料，在烤盤上攪拌一下。

土豆  2個、紅蘿蔔  2條、蘑菇適
量、洋蔥 1個、迷迭香2 株。
調料：鹽 1小匙、黑胡椒 1/2小
匙、橄欖油1大匙。

準備配菜

放入烤箱 探測溫度

整
版
圖
片
：

A
D

O
B

E 
ST

O
C

K

簡單烤雞料理
◎ 文 : 斯玟

即使不烤全雞，利用特別的烤法及風味香料，也

能做出節慶感十足的烤雞料理。 食
材
雞翅數隻。

醃料：檸檬半個、蕃茄醬 2大匙、
蒜末 1大匙、黑胡椒 1/2小匙、
Tabasco辣椒水 2大匙、匈牙利
紅椒粉 1大匙、橄欖油 1小匙、
鹽適量。

雞翅洗淨備用。
將雞翅和醃料放袋中，搓揉幫
助入味。

烤箱預熱200°C（392°  F），烤
盤鋪上烘焙紙。雞翅平放在烤盤

上，上面覆蓋烘焙紙密封雞翅。

以 200°C烤約 12 分鐘。
取出烤盤裡的雞汁，混合匈
牙利紅椒粉和辣椒水，刷在雞翅

上，再烤 12分鐘即可出爐。

作
法

食
材
雞胸肉 3塊、新鮮檸檬 1個、大
蒜 5瓣、鼠尾草或迷迭香數葉。
醃料：檸檬汁 3大匙、蒜末 1匙、
橄欖油 80c.c.、鹽 1/4小匙、胡
椒粉少量。

醃料混合，攪拌均勻。
烤箱預熱至 135°C（275°  F）。
雞肉放烤盤裡，均勻淋上醃
料，檸檬、蒜頭、香草均勻鋪放

在雞肉周圍。

鋁箔蓋住烤盤，保持雞肉水分，
用 135°C烤 90分鐘。
將烤箱轉至 220°C，取出鋁
箔，再烤20分鐘，烤至雞肉金黃
酥脆即可。

盛盤後，灑上香草增加風味。

作
法

蒜 香 檸 檬 烤 雞

利用低溫和慢速烘烤，可以保

留雞肉的水分，口感非常水嫩。烤

過的大蒜及檸檬香氣迷人，去腥效

果極佳。

紐 澳 良 烤 雞

紐澳良烤雞的醃料配方，源自

美國南方特有的肯瓊風味香料，香

氣強烈，濃郁卻不辛辣，非常適合

做為燒烤的醃料。

聚
會
美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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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小妙招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

到一些小問題、小狀

況，如果知道如何處理，

您就會覺得得心應手，

輕鬆許多。以下介紹一

些生活養生小妙招，提

供您參考。

◎  文：小萍

這種把痠痛部位「貼好、貼

滿」的習慣，或許可以短時間減

輕疼痛，但背後卻潛藏著副作

用，使用過量時，不僅傷肝、傷

腎，還可能致命。

加班久坐、熬夜上網，或是

低頭滑手機，長期姿勢不良容易

造成身體痠痛，不少人會像小孟

一樣，習慣先購買痠痛藥貼布或

藥膏來緩解不適，但在使用時，

很容易忽略產品含有「藥品」成

分，會經由皮膚吸收，一不注意

就讓身體吸收過多藥量，增加

肝、腎負擔。

國外曾有位年輕的運動選手

突然暴斃，經解剖發現為「水楊

酸」中毒，疑似使用過量的痠痛

藥膏，無法即時代謝而釀成悲

劇。任何藥品都有可能因為錯誤

的用法而造成傷害，在塗抹藥

膏，或者是貼痠痛貼布時，應注

意正確使用方式，勿同時併用貼

布、藥膏或口服止痛藥，以免吸

收超量藥物。

臺灣食品藥物管理署（以

下簡稱食藥署）提醒，正確使

用痠痛貼布有 5 大原則，讓自

己有正確的使用痠痛貼布的方

式。

❶購買前應諮詢醫藥 
專業人員並詳閱說明書

小孟一邊喊著腰

酸背痛，一邊叫喚著

同事小敏，並拿了

一包貼布給她，說：

「幫我貼痠痛貼布一

下，把背貼滿。」

一種痠痛貼布「貼法」很傷身 
很多人這麼做

手麻，中年人居多，女性多於

男性，單側發作。症狀輕微，

夜間或連續用手勞動時較易手

麻，或感覺手指怪怪的，不順

暢。

頸椎椎間盤老化、硬化、

突出、骨質增生、骨刺，壓迫

到脊髓會造成手指端麻，甚至

前臂或整隻手某條線路都麻。

突然一側的手麻痺，不能

活動，次數越來越頻繁，要注

意腦溢血或腦梗塞的問題。手

拇指、食指、中指三指全麻，

是中風的危險群。

麻，是知覺神經的障礙。

中醫認為受寒濕外邪侵入頸部

的督脈與膀胱經脈，造成血行

不暢，氣行受阻，血不滋養筋

脈，終致手麻，病情頑固，病

程久。熱敷是好方法，刮痧也

可以。刮痧時，刮瘀板和皮膚

呈三十度左右，先抹有油脂的

膏，有香味更好，芳香能竄

氣，從頸部開始，往肩的方向

刮，力道要均勻，不必太用力。

手正麻時，用左手大拇指

掐中指尖，麻會漸停，但只治

標；治本要按掌背面，每兩指間

縫，往手腕方向推揉按，每一指

尖掐一掐，再將每一指往外拔一

拔，再按下列穴位，會有意想不

到的效果。

內關穴：手掌心向上，腕橫

紋正中後二寸，約三橫指的距

離。剛好在正中神經上，治腕管

隧道綜合症最好，是治手指麻、

手痠痛的良穴。

手麻

（轉載自《按開人體的竅》）

紅肉、白肉火龍果 
功效不同

1. 紅肉火龍果：普
遍 較 甜， 火 龍 果 味 較

重。比白肉火龍果多了

一些很強的抗氧化物質

──花青素和甜菜紅素，

能對抗自由基，預防衰

老， 也 有 助 於 降 低 血

壓和增加肌膚彈性。甜

菜紅素能抑壓癌細胞生

長，幫助減低罹患癌症

的風險。

2.白肉火龍果：味道
清甜，火龍果味較淡，比

紅肉火龍果的種子更粗，

纖維相對較高，通便的功

效更好。

不要較真
有一些工作的人群特

別容易罹癌，例如：會

計、審計、財務、統計、

中小學教師等職業。因為

這些工作需要非常認真，

導致他們養成了非常謹

慎、壓抑自我、吹毛求

疵、追求完美的個性，使

得神經系統繃緊，內分泌

容易紊亂，成為癌症覬覦

的對象。

要想健康，待人處事

不妨寬容些，不要較真，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後，很快消失。

❷神經壓迫

脊柱神經受壓（腰椎管狹

窄）也會在腿部產生抽筋狀疼

痛。一般而言，走路的時間越

長，疼痛便會加劇，以稍微彎腰

的姿勢行走，像是推購物車向前

走時的姿勢，或許可改善或延遲

症狀的發作。

❸礦物質缺乏

飲食中的鉀、鈣或鎂太少容

易導致腿抽筋，另外利尿劑（高

血壓的治療藥物）也可能造成

這些礦物質流失。

除了以上因素可能造成肌肉

抽筋，另外 4 種族群出現抽筋

的風險也比較高：

1.老年人：老年人的肌肉

量及肌力下降，肌肉質量變差，

肌肉容易過度收縮。

2.脫水：運動員在炙熱的

天氣運動容易脫水，此時經常會

出現肌肉抽筋。

3.懷孕：懷孕期間出現肌

肉抽筋很常見。

4.慢性病患者：如患有糖

尿病、肝病、神經病變或甲狀腺

疾病，都較可能會出現抽筋的狀

況。

抽筋時的處理

1.小腿抽筋：可躺下或坐

著，緩慢地將腿伸直，用手揉捏

小腿肌肉，或握住腳趾將腳掌往

上拉，使肌肉伸展，直到症狀緩

解即可。

2.大腿前側抽筋：彎曲膝

蓋用手抓住足背部，將小腿往後

扳，盡量往後拉向臀部，使抽筋

處的肌肉拉長。

3.大腿後側抽筋：將腿、

膝蓋伸直，輕輕按摩抽筋部位，

或坐著彎腰，手緊握踝關節，盡

量向上拉。

腳抽筋並不一定是缺乏鈣

質，發生抽筋的可能因素繁

多，如想預防抽筋，可從均衡

飲食，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做

起，避免脫水和缺乏人體必需

的礦物質，運動時適時地補充

電解質飲料，夜間睡前可在易

抽筋的部位作伸展運動，並注

意雙腿的保暖，以預防抽筋再

次發生。

腳抽筋是缺鈣嗎？
但是，導致腳抽筋的原因真

是如此嗎？

造成腳抽筋的原因

世界著名的醫療機構——美

國梅奧診所（Mayo Clinic）網

站的健康信息指出，過度使用肌

肉、脫水，或者很長一段時間內

保持同樣的姿勢，都會導致肌肉

抽筋。

但是，多數情況下，造成的

原因並不明確，在醫學上可能造

成腿抽筋的原因包含如下：

❶血液供應不足

運動時，如四肢的動脈硬

化，其狹窄的血液輸送供應

量不足，容易出現腿抽筋的情

況，而抽筋通常在停止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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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痠痛貼布種類眾多，可分

為含水楊酸鹽（消炎止痛功

效）、薄荷（涼感型貼布）、

辣椒素（溫熱型貼布）與非類

固醇消炎止痛藥（NSAID）等

成分。引發疼痛的原因不盡相

同，在治療方式和使用藥物上

都有差異，購買時可詢問醫藥

專業人員，使用前也要先詳細

閱讀說明書，瞭解注意事項。

一些含有止痛藥成分的痠痛貼

布，會特別標示一次只能貼一

片，如果使用前沒有閱讀使用

方式，很容易超量使用。

❷併用口服止痛藥或其他 
藥品須先諮詢醫藥人員

若正使用口服止痛藥或其他

藥品，合併使用痠痛貼布或發生

藥品交互作用，或重複用藥等疑

慮，藥物吸收後代謝時間不同，

如要合併使用，須先諮詢醫藥專

業人員意見，並依照建議使用。

❸一次用一種 使用勿
超量

不少人為了治療痠痛，把吃

的、擦的、貼的一起用，只為緩

解那惱人的疼痛問題，但這樣的

行為，可能會造成過量使用的危

害，所以要記住，一次使用一種

才安全。此外，貼布不要一次貼

太多片，一次使用太多痠痛貼片

也會造成藥量吸收過多，容易產

生副作用，並增加肝、腎負擔。

❹不要貼太久

有些人習慣在睡前貼上痠痛

貼布，貼布一貼便是 8 小時，

食藥署提醒，不是貼越久越有

效，通常以 4 至 6 小時為宜，

長時間使用，不僅藥效已經減

抽 筋 是 肌 肉

痙 攣（M u s c l e 
cramp），指肌肉突
然非自主性的收縮，

造成肌肉僵硬。雖然

肌肉抽筋當下多會感

到異常疼痛，但大多

無害，抽筋的症狀通

常也會自行消失。

療養

保健

弱，還會讓皮膚有不適感，或出

現貼布過敏起紅疹等問題。

❺小心注意皮膚狀況

不少人因為錯誤使用貼布，

痠痛減緩了，皮膚卻發癢、起紅

疹。食藥署教導民眾，在黏貼使

用時，可選擇身體較無毛髮且平

坦的位置，先用清水將皮膚洗

淨，擦乾後將貼布黏貼在沒有傷

口或溼疹的皮膚上。使用後若有

紅腫、發癢與起疹子等過敏現

象，應立即停止使用。

假如使用痠痛貼布一星期以

上，疼痛情況卻未見好轉，務必

就醫診治，找出病因，徹底根

治，切莫長期使用痠痛貼片，以

免造成肝、腎損害。若是由於姿

勢不良所造成的痠痛，最重要的

還是要維持正確的姿勢與適度的

休息，才是治本之道。

穴位圖：溫嬪容醫師提供；其他圖片：ADOBE STOCK

許多人都曾經遇到突然「抽

筋」的狀況，網絡流傳半夜睡覺

時小腿抽筋是因為身體的鈣質不

足，所以要補鈣才能避免半夜小

腿抽筋。

長期重複手部活動的木

工、水泥工、風溼病患者、類

風溼病患者，以及產後、更年

期內分泌功能紊亂的人，最易

手三里穴：手肘彎屈，肘尖

端往手腕方向三寸，約四橫指距

離，肌肉鼓起來的地方，按到穴

位有痠脹的感覺。治療肩頸引起

上肢麻到手指的症狀，按壓手三

里後，一直按摩到手腕處。用艾

條灸手三里穴，可通經活絡，減

低神經痛。

內關穴 手三里穴

◎  文：余常德

 按 穴 療 法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  編寫：洪宜晴
保健
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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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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室與廁所雖然占的空間不大，卻容易潮濕及長黴菌，是居家空間中最需要費心打掃的

地方。許多人對化學清潔劑過敏，其實可以採用環保的天然清潔劑來去汙，這樣不僅能

夠減低對環境的損害，而且不會影響健康。蘇打粉、檸檬酸粉、白醋都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使用時，請戴手套、保持通風。

不要因為它們是天然萃取出

的成分，就掉以輕心，畢竟清潔

劑中這些成分的劑量，和水果當

中的劑量是天差地別，不是同一

個劑量級的。

小蘇打是鹼性物質，它幫助

分解油脂，讓皂化後的油脂易

清理。而檸檬酸、白醋屬於酸性

物質，能中和鹼性汙垢，便於清

洗；還能溶解水中鈣質、防止水

垢產生。而小蘇打與檸檬酸的酸

鹼中和能產生發泡作用，能去除

許多汙垢及兼顧抗菌清潔效果！

只要能知道汙垢的酸、鹼

性，就能輕鬆地做好清潔了。酸

性汙垢如：皮脂汙垢、黴菌汗漬

等，用小蘇打清潔就好；小蘇打

是強鹼，鹼性污垢如：尿垢、水

漬等，則用檸檬酸來處理。

地板、磁磚清潔

有些浴室為了防滑，鋪上了

粗面瓷磚。由於粗面瓷磚的表面

凹凸不平，水痕與髒汙容易滯留

在表面上，給清洗增加了難度。

用蓮蓬頭先將需清潔的地板

及瓷磚用熱水噴濕，撒上小蘇打

粉及檸檬酸粉，十分鐘後用刷具

將髒汙處進行刷洗，再用溫水沖

洗乾淨。

起黴菌的角落

家裡浴廁沒有做乾濕分離，

每個角落都容易藏汙納垢。在浴

廁放一個水桶，將小蘇打粉放入

溶解。洗完澡後，經常用此天然

清潔劑刷洗浴廁每個角落，就不

會有黃垢、黴菌的產生。

馬桶清潔

馬桶是浴廁中必須仔細清潔

的部分。用一匙小蘇打粉加半杯

白醋倒在馬桶內，浸泡二十分鐘

左右，再將馬桶刷乾淨即可。

馬桶蓋在螺絲處容易藏髒

汙，可以用一顆檸檬榨汁，加一

杯白醋和一杯水做成天然噴劑，

噴在馬桶蓋的汙垢上等 5 ～ 10
分鐘，再徹底擦。馬桶座及坐墊

內部髒汙處也可以用此法清洗。

用天然素材清潔浴室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小蘇打

檸檬酸粉

白醋

海綿

長手套

刷子

清潔馬桶

清潔蓮蓬頭

清潔洗手池

清潔磁磚

蓮蓬頭清潔

蓮蓬頭的表面容易長水垢，

更甚者會堵住出水口，而內部容

易孳生細菌，有研究顯示金屬材

質比塑膠材質更容易孳生。不想

淋浴時與髒汙細菌共舞，至少半

年要清洗一次蓮蓬頭。將蓮蓬頭

浸泡在白醋裡，約一小時後拿

出，用清水把蓮蓬頭上殘留的白

醋沖洗乾淨即可。

水龍頭出水口清潔

用鉗子將水龍頭的濾頭轉

開，用牙刷沾小蘇打粉來刷洗濾

頭上的髒汙，清潔完後，會發現

出水量立即變大。

洗手池

衛生間的瓷盆使用時間久

了，盆底的金屬和陶瓷都會顯露

出鐵鏽或汙漬，用適量的鹽放入

同等量的醋中，然後加熱攪拌，

再用布蘸鹽醋溶液放在鏽斑上等

半個小時後，再選擇粗糙的布料

擦洗就可以了。

浴室鏡面清潔

浴室內的鏡子常常被水霧籠

罩，時間長了表面蒙上了一層

膜，鏡中的東西都變得模糊不

清。用乾、濕毛巾都很難清理。

用白醋沾濕餐巾紙敷在鏡面上，

約十分鐘後，用乾抹布或是報紙

擦拭乾淨即可。

浴室天花板

浴室天花板是最容易被忽略

的地方，可以使用長柄天花板清

潔刷加上稀釋的白醋水來擦拭。

◎ 文：Judy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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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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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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COVID-19 病例正以前

所未有的數量激增。美國外科醫生亞當斯

通過推特發出一個請求中說，「我們實際

上在與這種病毒作戰……但我們有一個秘

密武器——你們每個人身上的美國精神。

所以請你們——做一個愛國者。限制家庭

以外的交往，並戴上口罩。」

截至目前，美國已有超過 25 萬人死

於新冠病毒，並且超過 1100 萬人對該病

毒檢測呈陽性。在過去的一週裡，平均每

天有超過 15 萬個新病例。

此外，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和評估研

究所（IHME）的一項新預測指出，如果

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到明年 3 月 1 日，

COVID-19 的死亡人數可能會超過 43.8
萬人。

不過，IHME 的科學家指出，這個

死亡人數並非不可避免，如果 95% 的美

國人戴上口罩，可以挽救近13萬條生命。

即使只有 85% 的人戴上口罩，也可

以防止近九萬六千人死亡。

在最近的科學簡報上，美國疾病預防

控制中心（CDC）說它已確認七項研究，

顯示戴口罩也保護戴口罩的人。

而報告稱，通過戴口罩，也可以幫助

保護經濟。疾控中心表示，一項數據分析

顯示，只要佩戴口罩的人數增加 15%，

就可以避免必要的封鎖，幫助減少高達 1
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發表在《氣溶膠科學與技術》雜誌上

的一項新研究表明，一個簡單的布質口罩

可以相當有效。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研究人員報告

說，在沒有任何臉部遮擋的情況下，咳嗽

可以將顆粒物送到 6 英尺以外。但兩層

布口罩能將咳嗽顆粒減少 77%。

「這實際上超過了我在開始實驗之前

的預期，這是一個好消息，」UCLA 菲

丁公共衛生學院環境健康科學教授朱一芳

博士說。

她說，你可以在藥店購買的手術口罩

效果更好。「我們測試的一次性口罩實際

上相當有效。它們可以減少大約 90% 的

氣溶膠顆粒，」朱博士說。

但她說，面罩（Face shield）提供

的保護很少。

儘管有研究、有警告，甚至有強制規

定，但美國人戴口罩的數量仍然沒有達到

控制冠狀病毒和拯救生命所需的數量。

IHME 的科學家估計，全國口罩的

使用率仍在 67% 左右。

戴口罩已經上升為政治問題，而不僅

僅是科學問題。那些反對戴口罩的人依舊

雷打不動。

田納西州範德堡大學醫學院教授、傳

染病專家威廉 · 沙夫納博士表示，這是一

種完全正常的人類反應。「當人們信念非

常堅定時，他們會加倍相信自己的信念，

這就是我們在全國範圍內看到的情況。」

沙夫納博士說，「這類似於讓遠洋輪

船掉頭，需要堅持不懈的努力，而且過程

會非常緩慢。」

沙夫納博士指出，其他的國家已經這

樣做了，他們用兩隻手就能數過來新病例

的數量，這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只需要不斷向公眾傳遞正確的

信息，即每個人都必須儘自己的責任，」

朱博士補充道。 
「這需要靠我們每個人的努力，這需

要我們國家的領導力和榜樣來傳遞這個信

息，」她說。

戴口罩在美國可能挽救13萬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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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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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一副免費
i99 藍牙耳機

只需

新開通 月

。

$50 /

$50 
8 GB盡情享用 數據、

通話及短信，每月僅需

或更高計劃。

全加拿大範圍内

獨家優惠在以下商店可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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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時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僅適用於以上商店。* 藍牙耳機僅為新開通 $50/ 月或更高的數據、通話和短信計劃，且設置自動付款的用戶提供，數量有限，送完即止。以 3G 速度
獲得 8 GB 數據。如果數據用量達到 3G 速度數據配額，您的數據速度將降低，直到您下一個年度續約日。稅金另計。更多信息請訪問 chatrmobile.com/plans。TM 商標使用許可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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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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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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