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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媒體如何影響世界輿論？
How China’s Media Affects 
World Opinion?

A6中國古代奇女子花木蘭
Hua Mulan: The Powerful Heroine 
of Ancient China

百度APP
全球數據傳中國B3A4 王陽明給現代人的

八句話（上）B2雙語報導

English or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美國大選後，川普和拜登陣營

的較量繼續進行。一週以來，

重大事件頻出，美國前聯邦檢

察官，律師鮑威爾（Sidney 

Powell）所講的「史詩級」訴

訟正在逐步展開。作為序幕，

與之密切合作的律師林伍德24

日發推文，透露鮑威爾所言的

「大海怪」為美國國防部網路

戰項目﹐鮑威爾獲得了選舉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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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als in the Fog of War 

  The post-election struggle between 
the Biden and Trump campaigns 
continues to escalate. As Sidney 
Powell’s “Biblical” lawsuit gradual-
ly unfolds, the world is tantalized by 
intriguing signals over the past week.
  On November 19, newly appointed 
Acting Secretary of Defense, Chris-
topher Miller, announced that Spe-
cial Operations Command would 
circumvent “current bureaucratic 
channels” and report directly to him 
for the first time.
  Many government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are suspect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ongoing U.S. coup d’état. The 
move by the former National Coun-
terterrorism Center director is seen 
as a way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
tion to seize operational control to 
purge its ranks of traitors.
  Former federal prosecutor Sidney 
Powell, who had worked alongside 
Pres. Trump’s legal team after the 
election, told Newsmax in an in-
terview on November 21 that she 
had explosive information about 
election fraud. And she was going 
to “blow up” Georgia as her first 
legal target.
  Later on November 22, Trump’s 
legal team announced that Powell 
was working independently and 
that she was neither a member of 
Trump’s legal team nor President 
Trump’s personal attorney. In re-
sponse, Powell released a state-
ment to CBS News saying she 
understood the press release and 
that she “will continue to represent 
#WeThePeople who had their votes 
for Trump and other Republicans 
stolen by massive fraud through 
Dominion and Smartmatic.” 
  In fact earlier, Sidney Powell told 
Lou Dobbs at Fox News on Novem-
ber 13th, it was time to “Release the 
Kraken!”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另外，三個搖擺州賓夕法尼

亞州、亞利桑那州和密歇根州的

州議會，在近幾日舉行公開聽證

會，披露選舉舞弊的相關證據。

25 日下午，賓州參議院在葛底

斯堡舉行選舉欺詐公眾聽證會，

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通過

電話參與會議，併發言近 10 分

鐘。川普除概括賓州等關鍵州發

現的選舉欺詐現象外，他還說，

民主黨人沒有想到他獲得如此高

的選票、踩錯油門露出了馬腳。

「大海怪」是美國防部?

1 1 月

22 日，川普律

師團隊發表聲明宣

布，鮑威爾是獨立辦案，

她既不是川普法律團隊的成

員，也不是川普總統的私人律

師。對此，鮑威爾很快在 CBS
上發表聲明，表示理解川普團

隊的決定，並將繼續代表美國

人民作戰。有未經證實的消息

稱，鮑威爾已註冊為軍事律師。

鮑威爾律師曾誓言放出『大

海怪』（Kraken，北歐神話中的

巨型海怪）美國律師林伍德 24

日轉發一篇網路

文章﹐題目是「西德

尼 ‧ 鮑威爾的『大海怪』

是美國國防部網路戰程序﹗我們

處於戰爭之中 !」。川普總統也

轉發了林伍德這篇推文。

文章批露﹐鮑威爾所說

的「大海怪」就是「神聖雷達

（Holy Radar）」。它屬於國防

部網路戰項目﹐跟蹤並獲取了

「深暗帝國」的邪惡活動和犯罪

證據。文章還說﹐「川普總統

和美軍及太空司令部裡的愛國

者，現在擁有所有選舉舞弊和

海怪出征海怪出征
三州舉行選舉聽證會三州舉行選舉聽證會

大選相關的叛國證據。」

文章插入了前國防情報局

(DIA) 情 報 官 普 雷 斯 (Jeffrey 
Prathe) 的受訪視頻。他揭露

說﹐美國情報單位的確對多米尼

(Dominion) 選舉計票系統進行

了時時監控。而且﹐這次選舉舞

弊與美國 CIA、FBI、國土安全

部及中共均有關聯。

Dominion 
連中國數據中心
11 月 18 日，名為「321C」

的網友在推特上說，他在看

到 Dominion 的 dvs 文 件 共 享

子域後，對 Dominion 的子域

名 dominionvotingSYSTEMS.
com 進行了分析，結果將其帶

到了位於福建省泉州市的一個極

為不安全的數據中心。此外，

dominionvotingSYSTEMS.
com 的 A 記錄（主機記錄）將

該域名關聯到了香港的數據中心

Power Line Data Center。
      （下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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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A1）Newsmax 的

駐白宮記者羅賓遜（Emerald 
Robinson）於 11 月 21 日轉發

該推文，並強調：「不，我沒有

開玩笑！」

米勒：特種部隊 
情報單位直接向我匯報

11 月 19 日， 川 普 總 統

新任命的代理國防部長米勒

（Christopher Miller）宣布，所

有特種部隊及情報單位，避開舊

的渠道，向他直接匯報。

此次選舉政變，美國多部

門及情報機構深涉其中。分析

認為，敏感時刻，米勒的第一

把火就是把國防部至關重要的

精銳力量直接掌握住，與清除

內鬼有關。

川普競選戰略高級顧問史蒂

夫 ‧ 科爾特斯（Steve Cortes）
24 日 表 示 在 接 受「Just the 
News AM」媒體採訪時說，針

對美國這次大選出現的系統性

選舉欺詐，「我希望聯邦調查局

（FBI）能參與（調查），我不

知道其為何不參與。」「我們確

實有大量的欺詐（指控），我們

現在就可以在法庭上通過宣誓書

和目擊者來證明，然後我們還有

可能更重要的問題，就是（違

反）憲法的問題，這些都是關

鍵的憲法問題。」

伍德律師發重磅消息

11 月 23 日，林伍德大律

師在其推文中發出重磅信息，

內容是一段對話。今晚在亞特

蘭大咖啡館聽到的：布拉德：

「BleachBit 能 用 在 錄 像 帶 上

嗎？」希拉里：「不像錘子那麼

好用。」布拉德：「還有其他銷

毀證據的方法嗎？」希拉里：

「如果我是尼克松，我就會把錄

像帶燒了。」

布拉德（Brad Raffensperger）
是喬治亞州務卿，BleachBit 是
一款開源免費的系統清理工具，

它可以清除緩存、上網歷史數

據、日誌文件、垃圾文件等。

弗林將軍被特赦

大選後，曾被 FBI 以「通

俄門」構陷的弗林將軍屢屢嶄露

頭角。美國陸軍三星中將弗林是

原國防情報局長，是 2016 年川

普新上任時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

助理。

在弗林遭「通俄門」政治

陷害後，鮑威爾成功於今年 5
月使司法部撤案。但由於華盛

頓 聯 邦 法 官 沙 利 文（Emmet 
Sullivan）作梗，致使弗林案至

今仍未了結。

11 月 24 日，Axios 報 導

稱，川普計畫特赦弗林，徹底

把他從民主黨羅織的「通俄門」

官司中解脫出來。 25 日，川普

總統發推宣布特赦弗林，並祝

大家度過一個奇妙的感恩節。

弗林對歐巴馬政府時期的

情報界瞭解很多，此次新任職

的代理國防部長米勒，曾是弗

林的部下。米勒之前的「特別行

動及低密度戰爭助理部長」職

位由埃茲拉．科恩 - 沃特尼克

（Ezra Cohen-Watnick）接任，

科恩此前是弗林將軍的助理。

FOX主播反水
11 月 23 日，FOX 主播塔

克（Tucker Carlson）在其晚

間節目中戲劇性大反轉，抨擊

此次大選完全被人為操縱，「沒

有一個誠實的人會說這是公平

的選舉。」川普總統也轉發了

塔克的這期節目。然而一週

前，塔克剛剛在節目中抨擊鮑

威爾律師，強烈質疑鮑威爾是

否有大選舞弊的證據，並要求

鮑威爾向他提供證據。塔克在

短時間內的翻轉被認為是此次

大選暗戰的另一個奇異信號。

左派頭像變黑白

11 月 19 日，多位民主黨代

表人物的推特頭像突然變色，有

的頭像變黑白，有的則是推特頂

部的背景圖片變成黑白。

這些民主黨代表人物包括

前總統歐巴馬、前第一夫人米

歇爾、歐巴馬基金會、希拉

里、左派金主索羅斯、CNN
主播塔珀（Jake Tapper）、加

州州長紐森、民主黨參議員科

裡． 布 克（Cory Booker） 等

人。網友留言討論，不管是為

了紀念某個事件，還是某種「行

動暗號」，黑白圖案似乎都有不

吉祥的寓意。

北京打破沉默賀拜登

美國大選媒體宣布拜登勝

出之後，北京最高層始終「沉

默」。 11 月 25 日，北京時間

晚間，中共官媒報導了習近平

向拜登發去賀電的消息。習在

賀電中稱，中美雙方要「聚焦合

作，管控分歧」。北京此時發

賀電，被認為與大選後兩方的

暗中較量有關。

24 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

篇文章，題為「中美構建合作 –
競爭關係是可能的」，作者是

前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傅瑩。

這篇文章，被外界評論為：要

求拜登全面推倒川普的對華政

策，北京押注拜登的態度躍然

紙上。

  
  The U.S. attorney Linwood for-
warded an online article on 24th 
titled “Sidney Powell’s ‘Kraken’ is 
a Department of Defense Cyberwar-
fare Program! We are at war!”
  The article reveals that the “sea 
monster” Powell referred to is the 
“Holy Radar,” a Defense Depart-
ment cyber warfare program that 
tracks and obtains evidence of evil 
activities and crimes of the Deep 
State. The article goes on to say that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patriots in 
the U.S. Army and Space Command 
now have all the evidence of election 
fraud and election-related treason in 
their possession.
  The article also includes a video in-
terview with Jeffrey Prathe, a former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IA) 
intelligence officer. He reveals that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did con-
duct surveillance of the Dominion 
election counting system on an on-
going basis. He said that the election 
fraud was linked to the CIA, the FBI,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
curit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afternoon of the 25th, the 
Pennsylvania Senate held a public 
hearing on election fraud in Gettys-
burg, an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participated by phone and spoke for 
nearly 10 minutes. In addition to out-
lining the election fraud found in key 
states such as Pennsylvania, Trump 
also said that Democrats did not ex-
pect him to receive such a high num-
ber of votes, and that he had stepped 
on the wrong gas pedal.
  On November 25, Pres. Trump of-
ficially pardoned his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General Michael 
Flynn, who was framed by the FBI 
in the “Russiagate” hoax.
As the former director of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under Pres. 
Obama, Flynn knows the ins and 
outs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The presidential pardon may signal 
a new role for Flyn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fter American media announced 
Biden as the president-elect, Beijing 
and Moscow had held off sending 
congratulatory messages to him. On 
November 25, China’s state media 
reported that Xi Jinping had finally 
sent a congratulatory note to Biden. 
election media announced Biden’s 
victory. Xi was quoted as saying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focus on cooperation and manage 
differences.”

三州舉行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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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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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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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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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碼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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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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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西北 Hamptons �屋大量裝�
獨立�層屋 2331  呎 , 土庫�部完成 , �屋一樣 , 
�屋大量翻� , 較�金屬屋頂� 50 年�� , 2
台��高效率暖�爐�軟水� , ���� , 較�
實木�� , �部浴廁翻� , 較��屋�户 , 3+1
��,3.5 浴廁, ��
學校��場��車站� $649,900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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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Panorama Hills ��下停車位

川普特赦弗林將軍（左）背後，代理國防部長米勒（右）進行了許多工作。（Shutterstock）

海怪
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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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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倫多或率先實行「斷流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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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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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本週一（11 月 23 日），

加拿大卑詩省最高法院繼續舉行孟晚舟引

渡案的聽證會。如果孟晚舟輸了該引渡案

訴訟，她將被引渡去美國，面對美國當局

對她提出的欺詐等罪行指控。

2018 年 12 月，加拿大警方按加美

引渡條例規定，在溫哥華機場逮捕了正在

那裡轉機的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目前，

孟晚舟希望在法庭上證明，加拿大當局在

逮捕她的時候，有濫用程序的行為。

孟晚舟的律師正在收集信息，希望能

支持他們的指控，即：加拿大官員應美國

官員的要求，以常規移民審查為由，在逮

捕孟晚舟時有不恰當收集證據的做法。

在上週的聽證會上，一名加拿大邊境

官員表示，他不相信加拿大騎警要求他收

集孟晚舟的手機密碼。邊境官員卡特拉加

達（Sowmith Katragadda）當時告訴法

庭，他要求另一名官員向孟晚舟要了密

碼，但已經記不起來，這要求是他自己的

主意，不是他上司的要求。

孟晚舟的律師之一達克特（Mona 
Duckett）當時問卡特拉加達，是否那時

正在其上司辦公室裡的加拿大騎警官員

要求他這樣做的。卡特拉加達的回答是：

「我不這麼認為。」

上週聽證會聽到的信息是，相關的

密碼是在邊境檢查過程中收集的，後來

錯誤地和孟晚舟的電子設備一起交給了

騎警官員。

【看中國訊】一個月來，亞省肺炎疫

情日趨嚴重。 11 月 25 日，全省報告新

增病例 1265 例，新增死亡病例 9 例，至

今全省 COVID-19 致死病例纍計達 500
例。

亞省省長康尼（Jason Kenney）於

24 日下午宣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同時發布新的限制措施以遏制病毒肆虐，

這些措施將至少持續三週。新的限制措施

包括：

室內社交聚會：在任何場所（私人

住宅、公共場所或工作場所）均不允許

進行室內社交聚會。室內近距離接觸僅限

於同一住址的人。它不適用於看護者、健

康或托兒服務提供者的服務拜訪以及共同

育兒安排。工作和支持小組會議不被視為

社交聚會，但必須遵循公共衛生措施並限

制參加人數。

戶外社交聚會：戶外社交聚會僅限

10 人。後院聚會中不允許進出房屋。每

個人都必須保持距離並遵循公共衛生措

施。禁止舉辦節日慶祝活動。

聚會的限制不會影響特殊類的支

持團體，例如戒酒癮組織（Alcoholics 
Anonymous），精神衛生和戒癮部副部長

Jason Luan 認為這是必不可少的服務。

這些組織的成員仍然需要遵守社交距離和

戴口罩等規定。

學校：從 11 月 30 日開始，所有 7
至 12 年級的學生將開始上網課，直到寒

假開始。K-6 年級將繼續上課，直到寒假

（通常是 12 月 18 日）開始。所有學生的

面對面學習將被推遲一週，直到 1 月 11
日。

婚禮和喪葬：最多可有 10 人參加婚

禮或葬禮。

在家工作：鼓勵所有企業讓員工儘可

能在家工作。康尼說，這將包括省政府僱

員。

必須關閉的營業場所：包括宴會廳、

會議中心、貿易展覽、劇院和音樂會場

地、社區中心、兒童遊樂場所和室內遊樂

場，以及體育場館等。

餐飲：餐廳、酒吧和酒館等將開放。

餐桌最多可容納來自同一住址的六個人，

而獨居者最多可與兩個非家庭成員見面。

有執照的餐飲服務場所必須在11點關閉。

可以有限制開放的營業場所包括大多

數零售商店，其顧客容量限制為防火規定

量的 25%。其中包括：食品及雜貨店、

藥房、服裝店、計算機和電子設備商店和

車行，以及經批准的農貿市場和季節性市

場。還包括電影院、博物館和美術館、圖

書館、賭場和室內娛樂中心。

室內工作場所戴口罩：在卡爾加里和

埃德蒙頓地區的所有室內工作場所都必須

戴口罩，除非在單間辦公室或安全間隔的

隔間或有適當的障礙物。

健身和娛樂中心限制客戶數量，但只

能用於個人鍛練，不得有團組活動，團體

課程，小組訓練，團隊練習或比賽。

警察可以對違反禁令的人處以單筆

1000 元的罰款，最高通過訴訟可判罰 10
萬元。

$289,900$289,900
大學區住宅土地出售 7.62 米 X36.57 米
適合建造獨立屋，靠近輕軌站，
兒童醫院，中小學和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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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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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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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athychen.ca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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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醫院，中小學和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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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出售

陳慧琳 C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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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The China Daily is an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 hosted by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Pres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According to newly disclosed docu-
ments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or-
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between May 
and October of this year, several U.S. main-
stream media outlets accepted nearly $2 mil-
lion dollars in printing and advertising fees 
from China Daily. 

  What is all this printing and advertising used 
for? These paid pieces of content look like 
“legitimate news” and boast editorials with 
inserts often called “China Watch,” offering 
pro-Beijing perspectives on China’s econ-
omy, Chinese culture, or China’s geopolitics.

  For example, in August of this year the New 
York Times quietly removed hundreds of 
these paid advertisements from its website. 
One of them was a 2019 video ad promot-
ing tourism in the Xinjiang region that por-
trays the oppressed Uighur people as content 
under Beijing’s rule.

  In fact, before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
tice listed a number of Chinese media outlets 
as foreign agents this year, the China Daily 
had already been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in 1983. In other words, the U.S. mainstream 
media has always known that China Daily is 
the mouthpie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latest document shows that China Daily 
paid more than $85,000 US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340,000 to the Los Angeles 
Times for advertising in the six months from 
May 2020 to October 2020.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the U.K.-based Financial Times, 
and the Canadian-based Globe and Mail got 
paid $100,000, $220,000, and $130,000, re-
spectively. 

  In fact, previously disclosed FARA docu-
ments also show that the China Daily has 
been publishing advertisements on US main-
stream media for more than a decade to pro-
mote CCP policies and glorify the CCP’s 
image.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rom November 2016 to April 2020, 
China Daily has paid more than $19 million 
US in printing and advertising fees to U.S. 
media outlets. 

  The German Süddeutsche Zeitung described 
China’s propaganda system as an “invisible 
hand,” and som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estimated that China has dramatically in-
creased its investment in propaganda media 
to about 1.3 billion euros a year. 

  Reuters reports that China Daily is only one 
p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vast 
propaganda system. China’s Global Tele-
vision Network (CGTN) provides programs 
in five languages on six channels that are 
broadcast in more than 140 countrie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CRI) broadcasts pro-
grams in 65 languages in more than 70 coun-
tries. It is also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in at 
least 33 radio stations in 14 countries. 

  Despite having such a national media ma-
chine, China’s official international media 
forums and seminars usually include issues 
such as “Western media hegemony” and 
“how to positively report Chin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ousands of foreign jour-
nalists, mainly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ttended journalism training in China. 
Moreover, Xinhua News Agency, Global TV 
and Radio International have also established 
the “Belt and Road News Cooperation Alli-
ance”, which includes 72 media outlets from 
42 countries. CCP’s censorship has long been 
extended overseas. 

  Bloomberg News also reported in March 
2019 that China has invested 3 billion eu-

ros in stakes in media companies in Europe 
alone. Azad Essa, a columnist for the South 
African newspaper The Independent, who 
was fired after hours of reporting on the re-
pression of the Muslim minority in China’s 
Xinjiang province. The newspaper was later 
discovered to have two Chinese sharehold-
ers, one of which is a China-backed African 
development fu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 Xi Jinping 
said in a 2016 conference to the media that, 
“To where the readers are, to where the audi-
ence is, the propaganda must reach out.” 

  CGTN, which is directly affiliated with Bei-
jing, opened an office in London in 2019, em-
ploying 90 staff members. The fact that both 
the BBC and Deutsche Welle were banned in 
China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y there is a 
double standard. 

  In the face of opposition, In July 2020, 
the UK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
com) defined CGTN as one of the overseas 
propaganda outlets of the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s CCTV, and claimed they had 
committed serious breaches of British prin-
ciples of fairness and privacy. For instance, 
broadcasting British detective Peter Hum-
phrey, was arrest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for allegedly steal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from Chinese citizens while investigating 
bribery cases in China. He was forced to 
confess to a crime.  Another example is of 
Swedish bookseller Gui Minhai who was 
forced to confess to the crime of “illegally 
providing intelligence overseas” she was 
jailed for 10 years. 

  CGTN’s propaganda is much more sophis-
ticated than that of China Daily, with foreign 
commentators appearing on air from time to 
time. CNN and CGTN seem to have very 
similar perspectives on the people they em-
ploy. 

  In 2019, CGTN America registered about 
180 journalists and the cost of hiring that 
year was $35.2 million. If you take away 
the salaries of about 10% of the executives 
and 10% of commissions and others, the 
average income of CGTN journalists would 
be $156,000. When compared to salary data 
from Indeed.com, one of the largest job 
boards in the U.S., as of March 2019, the 
average hourly salary of a U.S. journalist is 
$35.54, which translates into a monthly sal-
ary of about $6,255 and an annual income of 
about $75,000. It suggested that CGTN could 
be providing as much as double the average 
income than other media outlets. 

 However, working for the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 is not a high-income, low-
risk affair. The Australian-Chinese CGTN 
anchorwoman Cheng Lei, was suddenly 
arrested in China in September this year on 
charges of engaging in criminal activities 
that endanger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although the Australian authorities have 
provided her with consular protection, she 
has not yet been heard from. Former CNN 
Employee, CGTN America anchors Jim 
Spellman and Mike Walter, among others, 
have tweeted their concerns. It seems lik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ystem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which they have 
been praising all day, are not what they 
thought they would be. 

  In other words, the penetr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a Daily and the official Chinese 
media on the free world is no longer news; 
their actions have been going on for decades 
and the West is not taking them seriously. 

 Following the action in June, on October 
21,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an-
nounced at a press conference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designated six more Chinese 
media outlets control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中國媒體如何影響世界輿論？
How China’s Media Affects World Opinion?

孟晚舟案再聽證 加官員否認不當收集證據

亞省疫情趨緊 省府再頒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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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地產商Graywood
看好卡城

【看中國訊】雖然武漢肺炎大流行令

很多卡爾加里的企業陷入了困境，但是建

築商 Graywood Developments 還是在卡

爾加里興建了兩座新公寓項目，顯示了多

倫多建築商對卡爾加里地產的信心。

該公司最近在市中心旁邊的興旺地段

興建了 10 層高樓，已經開始動工；令一

個弓河（Bow River）僅幾步之遙，將享

有城市天際線和河谷的美景。

Graywood 開發部副總裁布里斯科

（Patrick Briscoe）說：「我們正在通過提

供比社區中其他單位小的單位來使 Eau 
Claire 更易於使用。」「我們的目標是在

今年年底之前將這棟建築投入銷售。」如

今，有些人可能將投資卡爾加里的公寓市

場視為一場賭博，尤其是武漢肺炎的流

行，使得卡城地產更為放緩，房價略有下

跌，促使許多原來準備購買公寓的居民可

以選擇更寬敞的房屋。

布里斯科認為：「卡爾加里總是提供

了巨大的機會。」，他認為，卡爾加里市

經歷了艱難的幾年，現在正處於反彈，而

這個城市擁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

他還認為，儘管市中心公寓市場不景

氣，但卡城租賃市場仍強勁。雖然疫情可

能會使一些買家離開市中心，轉到人口較

少的地區去居住，但布里斯科認為這些人

不代表全部的卡爾加里人。現在高端公寓

社區可能不是銷售市場的頂峰時期，但仍

然有很多投資者被卡爾加里的房地產所吸

引，尤其是在市區黃金地段的高端公寓。

「我們的開發項目已經很好地反映了這一

點，因為許多投資者都喜歡這個位置以及

擁有能產生正現金流出租物業的機會。」

【看中國訊】眾所周知，在加拿大

買房後，需要繳納房產稅（Property 
Tax）。那麼加拿大房產稅的作用是什

麽，如何徵收，以及一年大概需要繳納多

少錢呢？

綜合居外網的報導，無論是加拿大的

本地人還是外國買家，房產稅（Property 
Tax）是在加拿大購買物業後，每年都需

要向政府持續繳納的稅收，一般每年分幾

次交納，也可按年繳納。這是一種強制性

的稅收。買主或業主需要自行向政府稅務

部門繳納，這包括在加拿大任何城市，各

種類型的房子，

華人有時會將這種稅稱為地稅。每個

城市的的狀態都不一樣，因此房產稅根據

各地房產估值計算，會有所不同。

有人會猜測，是否房產稅與政府調控

當地房地產價格有關，其實不然，加拿大

徵收房產稅的目的是為了提供市民服務，

與房地產價格調控關係不大。加拿大市政

府的主要工作是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包

括：市區街道、路燈、街牌標誌、雨水排

水等道路設施，以及消防、垃圾回收處

理、污水處理等市政設施。市政府徵收地

稅的目的主要是用於這些設施的修建和維

護，以及支付其他市政府的開支。

房產稅的具體計算方式是：當前房產

估值 CVA（Current Value Assessment）
乘以稅率。目前一些城市的房價中位數

是：溫哥華 1,093,600 加元；卡爾加里

436,600 加元；與卡爾加里臨近的城市，

也就是亞省的首府埃德蒙頓，房價中位

數：381,520 加元。

《卡城先鋒報》報導，因為疫情的影

響，2020 年卡爾加里市將住宅地產稅

上調了 13%。目前卡爾加里住宅地產

稅率總共是 0.75%，其中城市地產稅

0.477%，省地產稅 0.274%。

現階段買家可協商更多折扣
Mortgage Sandbox

【看中國林佳綜合報導】我們對驅動

亞伯塔省房價上漲的五個因素進行了研

究，我們得出結論是，即當前的房價不太

可能在未來 12 個月裡持續。總體而言，

根據 CMHC，卡爾加里的價格調整風險

很小。

讓卡城購房者感到高興的是，過去一

年價格沒有太大變化。在過去的三年中，

越來越多的買家被認為是價格驅動型。儘

管有肺炎大流行，但這個城市的房屋市場

一直保持其價值。鑑於當前的經濟衰退和

可能的第二波疫情，賣方可能希望在這個

期間繼續推進出售，卡爾加里的預售和新

建住宅的價格持續下降。如果您正在為預

定在一年內完成的新屋而協商價格，那麼

還可以爭取多一些折扣。卡爾加里基準房

價在 7月份上升了1萬元，並保持了漲勢。

我們希望卡爾加里的開發商將轉向開

發較大的公寓，以滿足買家的偏好。這會

是 2 臥室到 3 臥室的公寓，甚至 4 臥室

到 5 臥室。因為：首先並非每個人都負

擔得起獨立屋，有許多在家工作並照顧孩

子的父母發現，要保持必要的房子保養

（即割草、清理屋簷、人行道鏟雪）的難

度很大；再有許多人都喜歡住在密度較高

的社區，所有的公共基本設施都在步行距

離之內。

展望未來，一些行業人士預計價格將

繼續上漲，另一些人士則期望價格下降。

路透社 9 月對 16 位經濟學家進行的民意

調查結果顯示，對價格的最高預測是卡城

將在 2021 年價格上漲 10%，而最低預

測則是價格將下跌 10%。穆迪分析公司

（Moody's Analytics）為加拿大銀行開發

了測試抵押貸款風險的軟體，它預測卡爾

加里和埃德蒙頓的房屋價格將下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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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加拿大的房產稅

美麗的卡爾加里（Shutter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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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美國

資安專家踢爆，由中國科技巨頭百度開發

的兩個應用程式，百度搜尋和百度地圖有

洩漏用戶數據的疑慮，兩者在全球下載次

數高達 14 億次，這意味著或有 14 億人

的資料已被傳回中國。

根據美國資安公司帕羅奧圖網路

（Palo Alto Networks）發布的最新報告，

Google Play Store 暗藏多款會外洩用戶

個資的危險App，包括手機MAC位址、

國際移動用戶辨識碼（IMSI ）、國際行

動裝置辨識碼（IMEI）等，讓有心人士

得知用戶的手機型號、使用哪家電信公司

的服務、Android ID 等資料，甚至追蹤

特定手機，且就算用戶更換手機也無用，

除非丟掉 SIM 卡。

被資安專家點名的 App 中，最有名

的是百度搜尋（Baidu Search Box）和百

度地圖（Baidu Maps），兩者在美國下載

量高達 600 萬次，全球有 14 億次。在收

到檢舉報告後，Google 已經於 10 月 28 
日下架這些應用程式。但是，百度搜尋在

修改程式後又於 11 月 19 日獲準重新上

架，百度地圖則尚未重返 Google 商店。

《Forbes》報導，研究人員在調查中

發現，應用程式中蒐集用戶資訊的是百

度的 Android Push SDK，許多百度程式

都採用了 SDK，它疑似向位於中國的伺

服器傳送用戶的敏感數據，包括手機的 
IMSI 號碼和 MAC 地址。

除 Android Push SDK 外，由中國

研究機構 MobTech 所發布的 ShareSDK
也更值得探究。

台 灣 媒 體「iThome」 指 出，

ShareSDK 是一個整合了逾 40 個社交平

台的 SDK，可用來存取社交平台上的用

戶資訊及聯絡人名單，並執行精準行銷。

它不只蒐集 MAC 位址、Android ID、

廣告 ID、IMEI 與 IMSI 等資料，還有超

過 3.7 萬款程式採用 ShareSDK。

儘管這些 SDK 的開發是基於合法用

途，但研究調查卻發現，不管是 Android 
Push SDK 還是 ShareSDK，都經常被惡

意程式用來汲取及傳輸裝置資料，侵犯用

戶隱私。

對此，百度發言人強調，百度是「非

常重視用戶隱私安全」的公司，僅會在用

戶授權下使用。

不過，眾所週知百度近年醜聞屢見不

鮮。 2017 年，香港傳真社調查發現，百

度的手機來電攔截應用程式 Android 版

本「DU Caller」功能，可以攔截來電、

通話錄音，更有關鍵字搜尋電話號碼的功

能。手機用戶一旦下載該程式並安裝，即

使未點擊同意其私隱政策，該程式就可將

用戶手機資料包括電話簿、電話號碼、

IMEI 等，記錄在有關應用程式的檔案

內，隨時傳送至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的

伺服器。

此外，百度競價排名事件、魏則西事

件和血友病吧被賣事件等都曾一度轟動民

間。

早年間，海外多家媒體亦披露，百度

曾與薄熙來和周永康關係密切。當時百度

高官為討好薄熙來，一度配合薄熙來解禁

海外對習近平及胡錦濤、溫家寶抹黑報

導。周永康更許諾百度，助其將競爭對手

谷歌攆出中國市場。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2020 年美

國總統大選目前還尚無官方正式結果，但

美國多家主流媒體及多國領導人已經祝

賀喬．拜登（Joe Biden）當選。不過，

墨西哥總統洛佩茲．奧夫拉多爾（Lopez 
Obrador）重申，等到美國大選官方計票

程序完成之後，才會發表相關聲明。

路 透 社 11 月 25 日 報 導， 墨 西

哥總統洛佩茲．奧夫拉多爾（Lopez 
Obrador）說，他不反對美國總統大選過

程中的任何候選人或政黨，也沒有任何評

論。只是在美國大選官方結果出爐之前不

會向任何一方表示祝賀。

奧夫拉多爾說：「最好的做法是什

麼？等待。」

路透社 11 月 11 日報導，墨西哥總

統洛佩茲．奧夫拉多爾是尚未向拜登道賀

的少數幾個主要國家的領導人之一。他表

示，目前為時過早，他的國家「不是殖民

地」。

奧夫拉多爾對美國大選計票結果的態

度，使一些民主黨人感到不安，但奧夫拉

多爾（Lopez Obrador）堅稱，這不會對

墨西哥產生任何影響。他說：「因為我們

堅持我們的原則和政策。」「而且，我們

不是殖民地。我們是一個自由、獨立的主

權國家。墨西哥政府不屬於任何外國政

府。」

除了墨西哥總統外，俄羅斯弗拉基米

爾．普京（Vladimir Putin）和巴西總統

賈爾．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也

沒有向拜登道賀。

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Sputnik）
報導，11 月 22 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接

受新聞媒體採訪時稱，當他聽到川普總統

拒絕承認拜登「勝選」消息之後，他決定

先不道賀。他對美國政治制度和選舉制度

沒有任何其它想法，也尊重美國法律，並

希望等待最終官方結果出爐。按照慣例，

必須等到一方候選人承認敗選。

普京說，很顯然，美國人也知道自己

國家選舉制度存在問題，而且這種事情已

經存在了很長時間。

據 Business insider 報導，巴西總統

博索納洛（Jair Bolsonaro）近期發出警

告，如果拜登以亞馬遜地區森林砍伐問題

為由對巴西實施經濟制裁，那麼他將用

「火藥」進行反擊。此前，民主黨候選人

拜登曾對巴西發出警告，如果巴西不能解

決亞馬遜地區森林問題，那麼將面臨著美

國經濟制裁的後果。

博索納洛也未向向拜登道賀，他在接

受路透社採訪時還重申了對美國總統川普

的支持，他說：「我希望他會再次當選。」

當被提問有關美國總統大選結果的看法

時，巴西總統博索納洛反問道：「結束了

嗎？美國大選已經結束了嗎？」

【看中國訊】近日，由美國、英國、

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組成的情報聯

盟「五眼聯盟」，就香港議題發表聯合聲

明譴責中共政府。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

立堅竟於 19 日爆粗口要「戳瞎」五眼聯

盟，讓在場媒體驚愕。

「五眼聯盟」日前發表聲明，對中共

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香港立法會議員資

格問題的決定」，導致 4 名民選議員喪失

資格，表示嚴重關切，並呼籲北京重新檢

視針對香港立法會的行動，立即恢復議員

們的職位。

對此，趙立堅於 11 月 19 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說，「中國人從來不惹事，也從

來不怕事。」並揚言「不管他們長五隻眼

還是十隻眼，」「小心他們的眼睛被戳

瞎。」趙還稱，香港屬於北京「內政」。

對於趙立堅的這番暴力恐嚇，民間議

論紛紛。有人稱趙立堅是「痞子發言人」；

也有人說「窯洞文化就這水平」。一位網

友在社交平台寫道，「這才是真正的共產

黨員，別以為穿了西裝就不是流氓！」

事實上，如今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

就連央視等主要官媒有時使用語言也很不

文明。如 11月15日，央視用罕見尖銳話

語，辱罵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是「人渣」、

「攪屎棍」、「像賭紅了眼的流氓賭徒」和

「吃了秤砣鐵了心」，引發軒然大波。

【看中國訊】據全球最大旅外人士網

站 InterNations 最新調查，香港在全球最

適宜外籍人士居住地的排名中急速下跌，

成為墊底城市之一。

在參與評比的全球 66 個城市中，香

港位列第 57，成為 10 個墊底城市之一，

同時也在亞洲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二。值得

注意的是，6 年前的香港擠進榜單前段，

排名第 10。
InterNations 的報告指出，雖然香港

的生活素質指數得分達到平均水平，但政

治穩定程度卻被評為全球最差。另外，生

活費用及住房昂貴也是讓香港排名大幅下

滑的原因。

【看中國訊】香港學生運動人士黃之

鋒、周庭、林朗彥三人從今年至今多次以

不同罪名被拘捕後，23 日他們在庭上承

認去年在香港警察總部外煽動了一場大規

模的抗議活動，並被即時收押。這三位年

輕民主活動人士是又一批引發北京高層憤

怒、而被當局盯上的關鍵人物。

據港媒報導，三人因為反送中期間在

警察總部外示威被捕，被控以「組織、煽

惑未經批准之集會」罪名。 23 日他們在

庭上認罪，香港法院裁定三人即時入獄，

全案預定 12 月 2 日宣判。

三人上庭前見記者。黃之鋒表示，他

們選擇承認全部控罪，有機會被即時判刑

和還柙。他說，面對《國安法》打壓和白

色恐怖來臨，「我們都不會放棄」。他呼

籲香港人在這艱難時刻、在這民主社運低

潮，「互相扶持更為可貴。」

周庭表示，自己將可能面對人生第一

次監禁，雖然對判決和未知的未來感不

安，但仍希望港人不要忘記還有人比他們

犧牲的更多，也有手足面對的處境比他們

更困難。

林朗彥說，無論是港人的所見所聞，

還是國際專家的報告，皆顯示港警合法

性已完全崩潰，包圍警察總部到底是「罪

案」，還是伸張正義的必要之舉，「我相

信在香港人心裏已經有一個答案」。

根據黃之鋒在臉書公佈的內容，黃之

鋒目前被單獨囚禁在醫院，探訪時間外全

日都待在囚室。然而，囚室卻是 24 小時

亮燈，照射得讓人難以入眠。

9 月 24 日，黃之鋒還因為涉嫌非

法集結與違反《禁止蒙面規例》而遭到

逮捕。在此之前的去年 8 月，他已經被

指控涉嫌「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

結」、「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及「明知

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等三項罪名。

此外，24 日《BBC》公布了 2020 年

百大女性名單，周庭榜上有名。周庭遠程

採訪時向《BBC》表示，她對於入選受寵

若驚，並提到此次抗議活動改變了外界對

女性參與政治的觀感，「不是只有男性可

以做，女性一樣可以很勇敢，一樣努力追

求民主」。

百度APP全球數據傳中國

俄、墨、巴西總統未向拜登祝賀

（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趙立堅稱
要「戳瞎」五眼聯盟

最佳居住地排名 香港墊底

黃之鋒、周庭等三人被判即時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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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中共官方23日宣布中
國823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
「脫貧」，但相關言論引發

爭議，就連中國總理李克

強都要求地方政府負責人

要「講真話」。中國國務院

扶貧辦見狀，25日出面「滅
火」稱，貧困縣全部脫貧並

不代表全面脫貧，脫貧沒脫

貧要由中央說了算。

脫貧？知情者曝內幕

中央社報導，貴州省政府

11 月 23 下午舉行記者會，宣布

紫雲、納雍、威寧、赫章、沿

河、榕江、從江、晴隆、望謨等

9 個國家級貧困縣，正式退出貧

困縣序列，標誌著貴州 66 個國

家級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

同一時間，央視新聞也宣

布，因為貴州這 9 個縣的脫貧，

使全中國 832 個國家級貧困縣

「全部脫貧」。這 832 個國家級

貧困縣，分佈在中國 31 個省級

行政區的 22 個之內。

該消息一出引發各方質疑。

在四川省涼山州已從事 6
年慈善事業的義工梁信對《大紀

元時報》透露，中共官方所言的

脫貧，只是政府用盡手段達成的

目的，事實上四川涼山的人民生

活仍非常艱難， 「過去涼山彝族

人即使生活貧困仍能維持，經過

中共的『精準扶貧』後生活條件

反而變更差」。

梁信舉例說，中共在當地各

中共官方 23日宣布中國 823個貧困縣全面脫貧。（Getty Images）

個鄉村立下「扶貧指標任務」，

提供 4 萬元人民幣的款項改建

房屋，「也就是確定這幾個家是

貧困戶了，政府派人來問你想不

想建房，想不想把你以前的房子

翻蓋成更好的房子？如果你想的

話，政府就給你 4 萬塊錢，但

翻蓋有條件，必須從指定的公司

購買材料，建房費用大概需要 8
萬，自己還要藉 4 萬，結果變

成負債了。」

河南安陽學者何先生也向自

由亞洲電台表示，官方指自去

年 12 月至今，先後有西藏、重

慶、黑龍江、陝西及河南等 10
多個省貧困縣「清零」，但他看

不出河南省脫貧後，村民的生活

得以改善。

「這種統計都是自己說了

算，發布這種消息，沒有任何

可靠性，民眾也不會相信。」何

先生說，「我們這裡家家戶戶的

挂歷上有我們多少個鄉鎮，多少

財經簡訊

個村，多少貧困人口，什麼時候

摘掉帽子多少，所謂『摘帽貧困

戶』，跟以前沒有任何變化。」

成都維權人士黃曉敏也質疑

當局最新公佈的脫貧縣數據。

他指出，四川省政府剛公佈

本年度城鄉低保標準，蓬安縣城

鎮居民每人每月僅獲 590 元人

民幣，農民 390 元，實際僅得

170 多元。 「而此時此刻突然又

高調說八百多個縣已經脫貧了。

這是簡單的宣傳，還是意見不一

致？」

雲南大學學者白揚則表示，

貧困縣脫貧表明中央政府每年無

需再向這些貧困縣發扶貧款，

「貧困縣脫貧的主要意義在於，

以後這個補貼就不給了，中央財

政節省了一大筆扶貧款，而具體

到貧困人口是不是脫貧，不是他

們考慮的問題。其實每年的補助

也沒到老百姓的手中，基本上給

三級政府分得差不多了。」

北京聲稱832貧困縣全脫貧

股神巴菲特9個月內 
拋售35檔持股

【看中國訊】疫情在今年席

捲全球金融市場，「股神」巴

菲 特（Warren Buffett） 旗

下 波 克 夏 海 瑟 威（Berkshire 
Hathaway）多次調整投資組

合。根據統計，波克夏在今年

前 9 個月，有 35 檔持股被完全

清倉和減持，操作和過去的巴菲

特相當不同。據《自由時報》報

導，外界臆測，巴菲特已將波克

夏的操作重任，交到投資副手康

姆斯（Todd Combs）和韋施勒

（Ted Weschler）手中，雖然此

事尚未獲得證實，但今年波克夏

的操作「很不巴菲特」，加深了

康姆斯和韋施勒操作的可能性。

美國FCC駁回呈請  
確定中興通訊危及國安

【看中國訊】美國正在傾注

全力推動全球「淨網」，美國聯

邦通訊委員會（FCC）11 月 24
日維持對中興通訊的裁定，認定

這家中資企業危及美國國家安全

的決定。FCC 在今年 6 月已正

式宣布華為和中興對美國網絡存

有威脅，這一聲明禁止獲美國政

府資金的美國企業，購買這兩家

中企的設備；華為與中興提出上

訴。FCC 在 11 月 24 日表示，

已拒絕中興通訊的上訴請願，維

持其危及國家安全的決定不變。

此外，針對華為的上訴，

FCC 需要較長時間檢視華為，

將於 12 月 11 日作出決定。

包商行破產審計股東負權益

李克強：你們要講真話

不僅是民眾質疑官方的數

據，就連高層官員也有質疑。

中國政府網 23 日報導稱，

中國總理李克強於 20 日主持經

濟形勢視訊座談會時，向黑龍

江、山東、湖南、廣東、雲南省

政府負責人表示，你們要「講真

話」。

據悉，李克強在座談會開場

提出的 3 個問題分別是：一，

本地區今年以來經濟運行總體情

況；二，如何考慮本地區下一步

經濟工作；三，對國家宏觀政策

有什麼具體建議。李克強希望與

會地方政府負責「暢所欲言」，

談談各自看法。

包括黑龍江省、山東省、湖

南省、廣東省、雲南省政府負責

人都圍繞著上述 3 個問題展開

討論，並談了對本地區今年經濟

總體情況和下一步經濟走勢的分

析判斷。

不過，中國政府網並未發布

地方政府負責人「講真話」的內

容，僅宣稱他們普遍反映，「國

家今年宏觀政策和助企紓困措施

發揮了關鍵作用，各地經濟和

就業等主要指標都逐季回穩向

好」。

而此前在今年「兩會」期

間，李克強就曾披露，中國有

「6 億人每個月收入也就 1000 元

（人民幣）」；北京師範大學中國

收入分配研究院 6 月 3 日也曾

發布調查，指中國月收入在人民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銀保監會網站的公告顯示，

包商銀行進入破產程序。 11 月

24 日，法院文件裡的最新審計

結果顯示，股東權益為負數。

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受理了

包商銀行破產清算申請，法院

文件裡的最新審計結果顯示，

截至 10 月 31 日，包商銀行資

產總額約 4.465 億元，負債總額

約 2059.624 億元，股東權益約

為 -2055.159 億元。

11 月 24 日，北京市第一中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華為在國際市場的擴張遇

阻，現重啟手機零件採購，準備

生產 4G 手機，並要在中國新年

前上市，把失去的市場搶回來。

綜合中國大陸媒體 11 月 25
日報導，華為已經通知臺灣的零

部件廠商，立即重新採購鏡頭、

IC 載板等手機零部件，意欲重

啟 4G 手機生產。

受到美國政府制裁的影響，

與華為手機相關的大量供應鏈訂

單一度停止，華為手機遭遇續命

難題。一位長期與華為合作的

ODM 廠商人士表示，在高通

（Qualcomm）確認恢復 4G 晶

元的供貨後，華為重啟了 4G 手

機訂單，主要還是中低端機型。

華為正在進行一輪集中的手

機零件採購。除了攝像頭模組之

外，著名 OLED 企業維信諾近

日也發布公告稱，收到某終端公

司下發的採購訂單，擬向其採購

柔性顯示屏與觸摸屏貼合組件，

訂單金額近億元，交貨日期在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業內人士認為，這個終端客

戶正是華為。因為現階段只能生

產 4G 手機，所以華為肯定要把

這部分市場搶回來。在亞太、中

東、非洲等多個地區，4G 手機

仍佔據主流，這是華為 4G 手機

更看重的市場。但在海外，華為

手機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晶元，

還有谷歌（Google）產品和服

務的使用問題。

華為 4G 重啟手機生產並不

令人意外。由於缺少晶元，華為

手機的銷量已受到嚴重影響。

Gartner 報告顯示，華為今年第

三季度出貨量已經下滑，失去了

全球第一的寶座。第三季度全球

前四大廠商最新排名為三星電

子、華為、小米和蘋果。四大廠

商智能手機出貨量佔全球市場份

額約 60.6%。

實際上華為國際發展遇阻，

中國手機廠商們早就虎視眈眈想

彌補國際市場空白了。

業內人士透露，華為用負合

同，就是不收或少收客戶的錢，

也要把市場先佔領，而這背後就

是有中共政府在提供各種便利，

支持華為去搶佔市場。

對於華為在國際市場上的行

為，中國同行們也頗有微詞。在

美國加大制裁力度打擊華為的

供應鏈之後，包括小米、OPPO
及 Vivo 等華為在手機市場的中

國同行對手，正在積極行動欲接

收華為的市場份額。

此前，來自美國的禁令打亂

了華為的全球布局。川普 ( 特朗

普 ) 政府認定華為的電信設備可

以被中共政府用來蒐集美國和其

它華為設備使用國的情報資料，

危害這些國家的安全，因此針對

華為採取了制裁措施，包括不允

許華為電信及屬下的手機公司得

到美國的晶元和其它先進技術。

11 月 10 日，華為宣布已出售旗

下低端智能手機榮耀品牌，此舉

是為了保護榮耀品牌的供應鏈免

於受到美國制裁措施影響。

重啟4G手機生產 華為計畫奪回失去的市場

幣 1090 元以下約有 6 億人，佔

總人口數 42.85%，呼應李克強

說法。

同一天，中國社會科學院副

院長蔡昉也在一場論壇上表示，

李克強的說法與相關統計數據是

一致的。

北京回應 民轟「黨說
脫貧就脫貧」

眼見官方的「中國 832 個

貧困縣脫貧」言論被戳穿，中國

國務院扶貧辦緊急出面表示，

貧困縣全部「脫貧」並不代表全

面脫貧，脫貧沒脫貧要由中央

說了算。

中新社 25 日引述中國國務

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

主任夏更生的話說，「脫貧摘帽

需要履行相關程序」，省級宣布

後，還要接受國務院扶貧開發領

導小組抽查、國家脫貧攻堅普

查、脫貧攻堅成效考核，檢驗退

出程序的規範性、標準的準確性

和結果的真實性。他還強調，中

國全面脫貧最後要由「中共中央

宣布」。此言論引發民間討論。

有網友吐槽說，「黨說窮就

窮，黨說脫貧就脫貧」、「每個

月發錢不就脫貧了」。

也有網友嘲諷道，「真正的

內幕：這 832 個貧困縣的居民

被強迫搬離所居住的縣」、「中

國啊，連個自由上網都沒有，脫

甚麼貧啊」、「全世界和中國人

民都知道，中共最喜歡說假話和

廢話，沒有一句是真話。」

（Adobe Stock）

級法院公告稱，該院於 11 月 23
日裁定受理包商銀行破產清算一

案，並指定包商銀行清算組擔任

包商銀行管理人。包商銀行的債

權人應在 2021 年 1 月 4 日向包

商銀行管理人申報債權，該行的

債務人或者財產持有人應當向包

商銀行管理人清償債務或交付財

產。定於 2021 年 1 月 12 日上

午召開第一次債權人會議。

11 月 14 日，包商銀行在中

國貨幣網發布公告稱，該行擬於

11 月 13 日對已發行的 65 億元

「2015 包行二級債」本金實施全

額減記，並對任何尚未支付的累

積應付利息（總計：5 兆 8563
萬 9344.13 元）不再支付，包

商銀行已於 11 月 12 日通知中

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公司，授權

其在減記執行日進行債權註銷登

記操作。這也成為中國二級資本

債減記首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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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家族的白手套、金融大鱷肖建華

經營 20 多年、資產規模達 3 萬

億的「明天系」基本被瓦解。肖

建華也替多個中共高官家族工

作。在鼎盛時期，「明天系」控

股 23家、參股 21家金融機構。

《證券時報》曾在 8 月 3 日

報導稱，「明天系」209 家空殼

公司套取 1560 億元，全部成為

包商銀行的不良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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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習近平的理論智囊、

主管中共意識形態的王滬

寧，日前失去了中央政策研

究室主任的頭銜，被江金權

取代。11月21日，加拿大中
國問題專家撰文稱，王滬寧

失去重要職務，意味著他

在中共高層晉升的道路已

到盡頭。

失重要職務 王滬寧運勢到頭

10 月 30 日是五中全會閉幕

次日，中共舉行五中全會新聞發

布會，江金權首度以中央政策研

究室主任名義出席會議。

據悉，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

共最高智囊機構，專為中共中央

政治局研究政治理論、政策及草

擬文件。王滬寧擔任中央政策研

究室主任長達 18 年，其副手至

近幾年才發生較大變化。除了江

金權一度外調，在中共十八大

後，資歷較深的副主任何毅亭在

2013 年 9 月已調任中共中央黨

校常務副校長；另一副主任施芝

鴻已退休。

江金權升任中央政策研究室

主任，被認為是王滬寧的「接班

人」，而王滬寧本人是失寵？失

稱，曾為江澤民炮製「三代

表」、為胡錦濤搞出「科學發展

觀」，習近平上臺後，為其包裝

「中國夢」、「習思想」、「習核

心」等。

習近平自十九大之後內外政

策急速左轉，王滬寧被指脫不了

干係，中美貿易戰的惡化，香港

民眾抗爭，背後都有王滬寧給習

近平設陷阱。

今年北戴河會議期間，北京

某官二代對海外中文媒體披露，

現在習近平的整個戰略都是江派

出身的王滬寧出的餿主意。

雖然很多重大事情是習近平

拍板，但拍板者不一定具有洞察

全局和獨立決策的能力，很多時

候只能依靠身邊幕僚的資訊和建

議，而王滬寧無疑是習近平身邊

最重要的幕僚，因此習近平的失

敗與王滬寧的問題密不可分。更

可怕的是，王滬寧出的主意不

只是失誤，而是不斷精心給習

近平挖坑，最終要把習近平導

向深淵，而習近平卻似乎還在

樂於享受王滬寧的陰險吹捧，

飄然自得，把王滬寧當成了「貼

心人」，對越來越近的危險毫不 
察覺。

勢？還是進一步上升？引發關注。

11 月 21 日，加拿大政治學

者、中國問題專家亞歷克斯．佩

耶特（Alex Payette）撰文說，

他並不認為這項人事變動本身會

即時改變王滬寧的地位，但他認

為這有可能是某種步驟的開始。

佩耶特說，五中全會後，

王滬寧在黨內高層晉升的道路

已到盡頭。面對 2022 年的中共

20 大，屆時將滿 67 歲的王滬寧

有四種可能：一是按照「七上八

下」的慣例走人，有人認為王滬

寧的實力可能已經影響到習近

平；第二種可能，是王滬寧主動

隱退；第三種可能是取代王岐

山，出任國家副主席；第四種可

能是取代栗戰書，成為全國人大

委員長。

在佩耶特看來，前三種可能

性都不大，而出任全國人大委員

長可以讓他保持現有地位，並繼

續控制中共的意識形態，從未來

幾個月他的曝光度可以觀測其前

途。習近平此時讓王滬寧卸任辭

職，表明二十大前的政治布局已

經開始。

王滬寧有「三代國師」之

王滬寧失去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頭銜。（AFP/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習近平埋伏多

名舊部在中紀委，權力超大。其

中屬於「之江新軍」的徐令義，

帶隊巡視時權力大到隨時可以令

省委書記召集省委擴大會議。被

巡視省分省委書記和省長膽戰 
心驚。

習近平 2002 年至 2007 年

曾主政浙江省，他 2012 年上臺

後，提拔了大批浙江舊部，號稱

「之江新軍」，包括北京市委書

記蔡奇、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湖北省委書記應勇、江

西省委書記劉奇、司法部部長唐

一軍、中紀委副書記徐令義等。

美媒自由亞洲「夜話中南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綜合報

導】近日，湖南「億元局長」龔

秋桂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

串通投標一案，二審駁回上訴、

維持原判，獲刑 16 年 6 個月。

官方披露，龔秋桂多次組織模

擬審訊實戰演練。此前官媒曾

報導，中共官員在觀看落馬貪

官「警示錄」時，視之為規避監

督、鑽空子的「寶典」「秘籍」。

據中共官媒報導，原湖南省

沅江市自然資源局黨組書記、局

長龔秋桂去年 7 月 30 日落馬，

今年 9 月 15 日以犯受賄罪、巨

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串通投標罪

習近平舊部權力超大 衝進省委會場直接抓人
海」欄目文章指，習近平靠著在

中紀委裡先後安插的「之江新

軍」趙洪祝和徐令義兩名心腹，

調查周永康、令計劃、孫政才等

重大案件。

11 月 23 日發表的文章稱，

徐令義被習近平和趙洪祝安插進

中紀委之後，所擔任具體職務，

除了駐中央辦公廳的紀檢組長和

赴重慶「回頭看」巡視組組長，

也還擔任過赴河南和江西等地的

巡視組組長。

按照官媒當年的報導，徐

令義在擔任中紀委駐中央辦公

廳紀檢組長期間，「頂住巨大壓

力」，不到一年時間就調查處理

違紀違法問題 103 起，平均每

三天查處一起。

徐令義在擔任駐中辦紀檢組

組長時，還只是個副省部級幹

部，在擔任了派駐地方的巡視組

組長之後，才被正式明確為正省

部級。但是他的威名，卻足以讓

每個被他巡視過的省分內的省委

書記和省長聞之顫抖。他前後巡

視過的幾個省分裡，即使省委書

記和省長最終被「審查」過關，

在位或者退休的副省部級官員

中，也都有好幾個被先「雙規」

再判刑。

在地方各省巡視的過程中，

徐令義的權力大到隨時可以令省

委書記召集省委擴大會議。這種

會議場合，省委書記雖然是仍然

坐在會議主持人位置上，但卻要

看著「列席」會議的徐令義的眼

色行事。接下來的場景就是，突

然有兩個身著鐵灰色無徽章制服

的壯漢，徒手衝進會場，接著徐

令義就會高喊一聲 XXX（或者

XX）站起來。然後，這個被徐

令義點名的副省部級幹部往往都

【看中國訊】中南海核心機

構中央辦公廳（中辦）近期出

現關鍵變動。據報導，前中共中

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常務副書記孟

祥鋒，已重返中央辦公廳擔任常

務副主任，今後有望成為中南海

大管家。

港媒 11 月 24 日引述消息

透露，前中宣部副部長梁言順已

接替孟祥鋒出任中共中央和國家

機關工委常務副書記，而孟祥

鋒已於 10 月出任中辦常務副主

任，並於本月 5 日公開亮相。

文章表示，最近三任中南海

大管家都有中辦常務副主任的臺

階，包括令計劃於 2000 年擔任

中辦常務副主任，2003 年主持

常務工作，並在中共十七大前夕

晉升為主任。令計劃之子發生車

禍事件後，中共貴州省委書記栗

戰書得到機會，擔任中辦常務副

主任，兩個月後扶正；前上海政

法委書記丁薛祥十八大擔任中辦

副主任，兩年後擔任常務副主

任，十九大入局並執掌中辦。

現年 56 歲的孟祥鋒，早年

在中共文化部、中央紀委和遼寧

省等中央和地方單位工作，曾官

至遼寧省紀委副書記、省監察廳

長等職。

一審獲刑 16 年 6 個月。龔秋桂

不服，提出上訴。近日二審駁回

上訴、維持原判。

據指控，龔秋桂非法收受

多人所送財物 2691.77 萬元，

構成受賄罪；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止，龔秋桂的現有財產

共計折合人民幣 8514 余萬元，

不能說明來源的財產為人民幣

1276 余萬元，構成巨額財產來

源不明罪。

據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文章

透露，龔秋桂想盡辦法隱匿財

產，將多套房屋和門面落戶自己

父母及親戚名下，以他人名義持

有 4 家非上市公司的股份。龔

秋桂還在被留置前多次與人分析

形勢、商量對策，要求隱瞞其在

項目中入股分紅、獲取利潤情

況，並轉移家裡的借據、帳本、

收受的貴重物品等，將與有關公

司經濟往來的銀行資料、帳目憑

證等進行刪除和處理，銷毀轉移

大量證據。

辦案人員說：「龔秋桂還多

次組織模擬審訊實戰演練，統一

口徑。有關人員向他表忠心，不

論怎樣都不會說。」

貪官在受查前進行模擬審訊

實戰演練並非第一次聽聞，原北

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原黨委書記、

理事長高守良，也有類似行為。

11 月 20 日，受賄 1.79 億元，

高守良被判無期。

據官媒報導，高守良於

2018 年 8 月被調查。高守良涉

嫌受賄近 1.8 億元（其中，1.1
億元未遂），涉嫌貪污 164 萬餘

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 2000 餘

萬元。中共官媒披露案情細節

稱，為了避免東窗事發，高守良

與幫忙藏財的女兒切斷聯繫。落

馬前還反覆練習模擬受查情節。

據中共中紀委機關報披露，

中共官員在觀看落馬貪官「警示

是雙眼緊閉，兩腿癱軟，被兩個

灰衣人半架半拖地弄出瀰漫起一

股嗆人的尿臊味的會場。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徐令義率第十一巡視組對重

慶進行巡視，成了調查孫政才

的「欽差大臣」，他可以盛氣凌

人地當面向當時在位的政治局大

員孫政才發號施令。 5 個月後，

孫政才於 2017 年 7 月被調查。

2018 年 5 月，孫政才因貪腐 1.7
億元被判無期徒刑。而當年的中

共十九大上，徐令義即升任中紀

委副書記兼國家監委副主任。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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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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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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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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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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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孟祥鋒將任
中辦副主任

「億元局長」模擬審訊實戰演練 貪官秘籍流行 錄」時，視之為規避監督、鑽空

子的「寶典」「秘籍」，反覆揣

摩、總結他人犯事所暴露的教

訓，研究干擾、對抗當局審查的

套路，包括有三大套路：保持低

調、裝窮不露富；自我設限、只

跟「信得過」的商人交往；隱身

其中、尋找掮客「代言人」。

其中，「裝窮不露富」的高

手是中共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

司長魏鵬遠，他平時騎一輛舊自

行車上下班，穿的襯衣、褲子被

評價「一看就是便宜貨」，在開

會或考察時，顯得很「土氣」。

但落馬後，魏鵬遠被曝出其中一

套房子裡，藏有 2 億多元、重達

1.5 噸的現金。去年 10 月，魏

鵬遠被判死緩，不得減刑假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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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衣索比亞軍方針對當

局聯邦軍與北方泰格瑞省

（Tigray）叛軍組織的爭
鬥戰火，於19日指控世界衛
生組織（WHO）秘書長譚
德塞，透過遊說支持泰格

瑞省，並且幫助當地取得武

器。軍方22日聲稱，將全面
攻擊泰格瑞省首府馬凱勒

（Mekele），並警告平民把
握時間逃亡。

當局指控譚德塞助叛軍

衣索比亞軍方參謀總長朱拉

指控譚德塞正「不遺餘力」幫助

泰格瑞省執政黨泰格瑞人民解放

陣線 (TPLF)。朱拉說：「譚德

賽就是那個組織的成員，他一直

在竭力支持他們。他在鄰國努力

譴責戰爭，但卻又為 TPLF 爭

取武器。他本身就是那個集團

（TPLF）的一分子。」

譚德塞 19 日晚否認衣索比

亞軍方對於他支持異議地區活動

的指控，強調自己支持和平，呼

籲祖國結束緊張局勢。他當晚在

推特發表聲明，說自己年少時目

睹戰爭帶來的破壞性，強調是支

持和平的那一方，呼籲祖國結束

地區緊張局勢。

衣索比亞總理阿比 ‧ 哈邁

德（Abiy Ahmed）在 4 日的電

視講話中宣布，由於 TPLF 襲

擊了政府軍位於泰格瑞省的兩座

軍營，並試圖占領北方司令部，

一部遭擊毀的戰車，被拋棄在衣索匹亞泰格瑞省戰區。（Getty Images）

政府軍遂於當日在該省展開對

TPLF 的軍事反擊。總理阿比率

領的聯邦軍，先後對北方泰格瑞

首府馬凱勒發動空襲，十數萬的

聯邦軍軍隊也和 TPLF 展開激烈

戰鬥，軍事衝突至今已進入第 4
週，導致數百人死亡、至少 3 萬

人越境流亡鄰國蘇丹。作為泰格

瑞人的譚德賽隸屬於 TPLF 黨。

TPLF曾為聯邦重要成員
阿比．哈邁德是 2019 年諾

貝爾和平獎得主，於 2018 年出

任該國總理。泰格瑞省位於衣索

比亞最北部，與厄立特里亞接

壤，兩國曾在 1998 至 2000 年

間由於邊界問題爆發戰爭，處於

衝突最前沿的泰格瑞省也一直是

衣索比亞最為敏感的地區之一。

TPLF 曾是衣索比亞原執政聯

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 1991 ～

2018 年間一度控制了該國大部

分政權。也是非洲聯盟維和部隊

成員之一。

2019 年 11 月，阿比正式

成立新的執政黨「衣索比亞繁榮

黨」，TPLF 認為自己受到邊緣

化，並未加入其中。此後，兩黨

矛盾不斷加劇。今年 11 月衝突

爆發後，TPLF 聲稱，自己受到

了政府的不公待遇和迫害。

東西夾擊                               
聯邦軍兵臨城下

在聯邦軍東、西兩路部隊的

挺進下，阿比政府近日宣稱已拿

寰宇新聞

下多座城鎮。政府機關「衣索比

亞緊急狀態事實查核」23 日表

示：「聯邦軍已掌控從阿迪格拉

特（Adigrat）前往馬凱勒途中

的艾德加哈姆斯市，現正朝向行

動最後目標馬凱勒市進軍。」

中央社指出，阿比已不顧來

自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
美國、聯合國（UN）等呼籲和

平的聲音。非洲聯盟計畫幾天內

派出 3 名非洲國家前總統作為

特使，包括莫桑比克前總統齊沙

諾、賴比瑞亞前總統瑟利夫，以

及南非前總統莫特蘭德，預定

25 日稍後抵達衣索比亞首都阿

迪斯阿貝巴 (Addis Ababa)。

視為罪犯 當局執意清剿
阿比把泰格瑞人民解放陣線

視為罪犯，且似乎有意贏得軍事

戰鬥而非協商。阿比強調，這次

軍事行動對恢復國家的法律與秩

序至關重要，衣索比亞政府也針

世衛祕書長被控助叛軍

◆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

塔尼亞胡據稱於 11 月 22 日夜

晚乘坐飛機前往沙特阿拉伯，與

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秘密

會晤，這是以色列和沙特政府高

層之間的首次會晤。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也參加了這次會晤，隨行

還包括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

（Mossad）負責人尤西．科恩

（Yossi Cohen）。在沙特 Neom
停留了 2 個小時之後，內塔尼亞

胡於當地午夜搭機返回以色列。

◆英國首相約翰遜 19 日宣

布，將在 2021 年時，派出伊

莉 莎 白 女 王 號（HMS Queen 
Elizab-eth）航空母艦到亞洲巡

弋，相關的軍事計畫還包括設

立「太空司令部」 與國家網絡部

隊。由於中共當局在今年對香港

實施「港版國安法」，在民主人

權議題上，雙方持續對峙，關係

高度緊繃，也因此消息傳出，被

認為是向中共當局釋放強烈信

號。該航空母艦是英國皇家海軍

歷史最大的軍艦，可以搭載多達

40 架飛機。

對國際干涉指出，這波戰鬥是境

內執法事務。總理阿比在各方壓

力下，一度將大軍駐足馬凱勒市

郊，於 22 日向 TPLF 下達「72
小時內投降」的最後通牒，要求

TPLF 和當地民眾盡早認清無路

可退的事實、即刻投降認輸，否

則將以重兵與戰車包圍馬凱勒

市，「屆時戰爭將不再留情！」

阿比此舉一來緩和國際壓力，二

來也希望降低戰損。然而，統治

泰格瑞地區的 TPLF 陣線，已

經拒絕了這項最後通牒。阿比隨

後也在 25 日發表的聲明中再度

重申「我們不接受對內部事務的

任何干預」的立場，似乎已打定

主意徹底清剿。

衝擊東非安定 蓋達蠢動
據央廣報導，在衝突爆發

後，泰格瑞部隊也向鄰邦厄立特

里亞發射火箭，而衣索比亞同時

撤回在索馬里和南蘇丹執行維持

【看中國訊】自從川普政府提

出「乾淨網路」計畫以來，將近

50 個國家及 170 家電話、電信公

司加入，此計畫佔世界總產值近

2/3。近期德國、英國、加拿大相

機傳出禁用華為設備的消息。

中央社報導，德國正在草擬

資訊安全 2.0 法案，有可能排除

華為參與 5G 建設。默克爾與政

府部門一直拒絕以政治因素排除

特定電信供應商，但對北京持鷹

派立場的社會民主黨（SPD），

要求納入若構成國家安全威脅，

便將其設備排除在德國 5G 網路

之外的內容。德國聯合政府內部

正就此溝通希望得出折衷方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4 日

晚間致電德國總理默克爾，希望

德方和歐盟「對中國企業保持開

放」。根據央視新聞發布，默克

爾並未直接回應習近平希望德國

與歐盟對中企保持開放。

英國議會 11 月 24 日提出一

項立法草案，要求英國電信企業

遵守國家安全法，不要使用中國

科技公司華為的設備，否則就會

面臨高額罰款。

草案規定：英國電信運營商

如果不遵守相關規定，繼續使用

華為設備，那麼它們將會受到相

當於銷售額 10%、或者每天 10
萬英鎊的罰款。

英國政府表示，它之所以

採取這項禁令，改變了之前允

許華為有限參與英國的 5G 網路

建設的原因是，美國的制裁措

施使得英國無法確保其網路設

備的安全性。

英國政府要求英國所有無線

運營商必須在 2027 年之前把華

為設備從英國的網路上完全替換

掉。英國政府表示，新法律是英

國為抵禦外國進行的網路破壞活

動而採取的一項重大措施。英國

政府所指的「外國」是俄羅斯、

中國、朝鮮和伊朗。英國議會將

於下週對這項法案的內容及立法

進行辯論。

另外，加拿大眾議院 11 月

18 日通過一項強硬的涉華動議，

要求總理特魯多的自由黨政府對

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措施，包括正

式禁止在加拿大使用中國科技巨

頭華為的 5G 技術。

在保守黨的推動下，各反對

黨 18 日通過了一項不具有約束

力的動議，要求政府在 30 天內

決定是否允許華為為加拿大下一

代 5G 無線網路提供設備。

這份動議還表示，中國是加

拿大利益和價值觀的一個威脅，

要求政府在 30 天內提出一項計

畫，以抵制中國旨在恐嚇居住在

加拿大的中國公民的行動。

特魯多政府暫緩對是否允許

使用華為 5G 技術做決定。即使

五眼聯盟的主要盟友 - 美國、英

國、澳洲和紐西蘭 - 都已經採取

行動禁用華為。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近日表

示，中國經常動用臥底的國安官

員和代理人，針對加拿大華人社

區的成員，試圖讓異議人士噤

聲，甚至還威脅要報復他們在中

國的家人。

加拿大 18 日還在一份報告

中點名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

鮮是世界網路犯罪的主要威脅。

響應「乾淨網路」計畫  德英加再禁華為

和平任務的士兵。衣索比亞派駐

南蘇丹維和部隊大約 2 千兵力。

在索馬里，衣索比亞則是解除了

數百名泰格瑞人的武裝，這些泰

格瑞部隊原本在當地執行非洲聯

盟的維持和平任務，以打擊與蓋

達組織 (al Qaeda) 有關的好戰

分子。衣索比亞的行動，已嚴重

衝擊東非地區的安定。

引爆人道危機

衣索比亞國家任命的人權觀

察機構指控一個泰格瑞青年團

體，在這場衝突中殺害了大約

600 名平民。國際特赦組織在稍

早的一份報告中說：「國際特赦

組織可以確認……有大量平民

於 11 月 9 日晚間，在衣索比亞

泰格瑞地區西南方的梅卡德拉鎮

（Mai-Kadra）被刺死或砍死，

死者恐達數百人。」國際特赦組

織表示，他們「透過令人毛骨悚

然的照片或影片，進行了數位驗

證，相關影像包括散布在城鎮上

或被擔架抬走的屍體」。報告

引用目擊者的話指出，死者似乎

有「刀械和大砍刀之類銳器傷害

所造成的大型傷口」。

央廣報導指出，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 (UNICEF)20 日表示，

衣索比亞泰格瑞地區近來爆發的

衝突，已造成大約 230 萬兒童

需要緊急人道援助，而在泰格

瑞居民逃往鄰國蘇丹的難民營

裡，有多達數千人的生存正遭受 
威脅。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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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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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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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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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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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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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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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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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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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總統普京傳出罹患

了帕金森氏症，如今又有人披

露，在今年 2 月，他曾經緊急

動過癌症手術，甚至外傳他將於

明年 1 月就會卸任，並準備提

拔他的二女兒葉卡捷琳娜來成為

接班人。此消息爆出之後，引起

外界譁然。先前普京被人傳出，

他在開會時出現了咳嗽和手抖的

情況，還觀察他近期走路的步

態，驚覺普京疑似罹患帕金森氏

症。還有消息傳出，目前普京已

將自己的二女兒葉卡捷琳娜列入

「權力轉交名單之中」。

◆ 美 國 11 月 22 日 正 式

退出《開放天空條約》(Open 
sky)。美國官員稱，莫斯科阻止

偵察飛機進入特定區域，包括俄

羅斯的加里寧格勒飛地和格魯吉

亞的邊界地區，俄方還阻止偵察

其軍事演習；俄羅斯偵察機則是

違反約定飛越美國民用設施、白

宮、大衛營以及川普也會去的一

個高爾夫球場。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今年 5 月發表聲明，指責俄

羅斯違反《開放天空條約》，稱

美方將遞交退約決定通知，並在

六個月後正式退出這一條約，除

非俄方能重新履行該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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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網絡視頻可見，業主們

在園區門口設置路障阻擋保安，

大量保安則手持防暴盾牌與業主

們僵持對峙。有業主代表使用擴

音器大聲向保安喊道：「請你們

依法治國，我們希望和您聊一聊

我們園區的實際情況，請您聽聽

我們當事人的呼聲，請您走正常

的法律流程，我們合理合法合

規，請您出示您的合法文件和我

們對話。現在到底發生了甚麼，

我們業主一無所知。我們沒有收

到任何通知。你們現在這種舉

動，不是對待老百姓，是對待敵

人，我們手無寸鐵。」

另據北京九華別墅區業主在

水木社區爆料：九華別墅區的數

十套別墅業主，於近日接連收到

要求業主搬走的短信。兩天後就

有 500 多個警察及法院的人前

往九華別墅區強制業主搬家。但

當地居民只有 100 多人，有一

些業主沒有搬遷。

這是繼今年 6 ～ 7月間北京

昌平區的數個小產權別墅區遭到

強制拆遷後的又一次強拆行動。

今年 6 月 15 日，昌平區瓦

窯村有部分住戶接到昌平區法院

的〈限期拆除公告〉，聲稱該處

房屋為集體土地上的違法建築，

限在 7 日之內恢復土地面貌。

據悉，昌平區瓦窯村有逾六個別

墅小區，共 1300 戶居民。

事實上，北京昌平區的這

些以別墅、四合院為主要形式

的「小產權房」，曾獲得當局的

大力背書，因而吸引大量民眾前

往購買。但由於當局對關於「小

產權房」政策的不明確及搖擺不

定，讓原先未被法律禁止、並被

中共政府和社會廣泛接受和倡導

的小產權房，被新的法律認定為

違章建築。

所謂的「小產權房」是指建

在農村集體土地上的房屋，因未

辦理相關證件及未繳納土地出讓

金等費用，加上其產權證不是由

房管部門頒發，而是由鄉政府

或村頒發，所以也稱為「鄉產權

房」。而「小產權房」這個詞本

身就極具迷惑性，很容易誤導百

姓。其實說白了，所謂的「小產

權房」實際就是「無產權房」，

當局要強拆，根本沒得商量。

有分析指，北京當局強拆別

墅區與《土地管理法》新規上路

有關。當局以保護生態環境和拆

除違建等名義，開始了洗劫業主

們私有財產的行動。據報導，這

些被強拆的小產權房的業主多為

藝術家、文化人、公務員等經濟

上屬於中產階層的人士。

北京強拆「小產權」別墅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

合報導】北京當局日前強

拆位於昌平區的九華別墅

區，現場保安持防暴盾牌

與百姓對峙。有分析指，

這是又一輪開始洗劫業主

們私有財產的行動。

前些年有不少中產階層在京郊購置「小產權」別墅。

（Getty Images）

【看 中 國 2020 年 11 月 25
日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 21
日透過網路視訊出席二十國集

團（G20）高峰會時，希望國際

社會參與「中國推廣的國際健康

碼」，以便在全球武漢肺炎（新

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大

流行期間能快速掌握「國際旅遊

以及商務來往」的移動軌跡；不

過，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

執 行 長 羅 思（Kenneth Roth）
警告，應當心中國的國際健康碼

提議別有用心，「假借健康之名

行政治監控之實」。

綜合外媒報導，習近平在

G20 上提議，為了促進全球在

疫情期間保持經濟發展，各國要

建立一套統一的防疫政策和標

準，他提出「國際健康碼」的構

想，藉此實現人員往來和貨物流

通；他表示，應建立基於核酸檢

測結果、以國際通行 QR Code
二維條碼為形式的「國際健康

碼」互認機制，希望更多國家參

與。

然而，外界質疑「健康碼」

可能侵犯人權和個人隱私，連香

港在經過數月討論後，至今仍未

能實施「健康碼」機制；國際人

權組織「人權觀察」執行長羅思

也在推特發文警告，應慎防中

國的「國際健康碼」提議，這可

能是假借健康之名的「特洛伊木

馬」，造成「廣泛的政治監控和

排他性」，類似在中國已實行的

社會信用制度。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科

比（Kirby）研究所的生物安

全研究計畫主管麥金塔（Raina 
MacIntyre）則建議，由世界衛

生組織或聯合國機構管理的「中

央資訊資料庫」，可能是建立武

漢肺炎追蹤應用程式爭議最小的

方法；然而，先前聯合國大數據

中心決定設在中國浙江，當時

有專家擔心大數據中心會被中

國控制。 

【看中國訊】74 歲的川普總

統是世上最繁忙的人之一。他每

晚只睡 4 小時，每天工作很長

時間。他為什麼有如此旺盛的精

力和健康的體格？是他的日常飲

食與眾不同嗎？

川普總統平日裡不抽菸，不

喝酒。據 2016 年陪伴川普參加

競選活動的助理透露，他愛吃快

餐，日常飲食是肯德基的炸雞、

麥當勞的漢堡和披薩等，加上一

杯健怡可樂（diet coke)。他一

般不吃早餐，偶爾吃上一次，也

是香腸和雞蛋之類的。他對健康

飲食不感興趣，也不講究營養。

不過自入主白宮後，牛排和

馬鈴薯就成了川普總統的主餐，

他愛吃全熟的牛排。川普也吃魚

和海鮮，如大蝦和螃蟹等。麥當

勞的魚堡（Filet-O-Fish），是

他的最愛之一。

川普也吃少量蔬菜，如漢堡

裡的番茄和菜葉，牛排套餐附上

的蔬菜。有時午餐吃沙拉，就是

把生菜、牛油果和番茄等放在一

起，上面鋪上切好的煙燻肉、雞

肉和牛肉等，加上沙拉醬。

川普還吃零食，最愛的是

（Oreo）的香草夾心餅乾和原味

樂事薯片。他常常一邊看文件，

一邊把餅乾和薯片塞到嘴裡。

《時代》雜誌曾報導，「川普

總統的日常工作異常忙碌，幾乎

沒有時間坐在餐桌旁用餐，他經

常是在成堆的報紙和簡報中吃完

午餐。」

《人物》的記者也說，川普

總統曾表示，在大型集會上長時

間演講，使他根本沒有時間停下

來吃飯，所以不得不吃零食充

飢。健康專家們經常建議多吃水

果或堅果類的食品。但川普總統

從來不吃這些「健康食品」。

川普不講究營養，也很少運

動。他的身體卻非常健康，精神

飽滿，體力充沛。他為美國回歸

法制和傳統而工作，一些媒體稱

他是真正代表美國人民利益的

總統。

 習近平推「國際健康碼」 
人權組織：特洛伊木馬

川普總統每天吃啥

【看中國訊】12 歲男孩菲尼

克斯 · 布朗（Phoenix Browne）
為最需要幫助的人免費修剪草

坪，獲得白宮褒獎。菲尼克斯

住在弗吉尼亞州的切薩皮克市

（Chesapeake，Virginia）。 他

參加了「免費修剪 50 塊草坪挑

戰」。這項挑戰是一個名叫「培

育男人」（Raising Men）的慈

善組織發起的。

菲尼克斯在社交媒體上宣

布加入這項挑戰後，許多需要

幫助的人（退伍軍人、單親父

母、老人和殘疾人）請他修

剪草坪。今年 7 月，菲尼克斯

開始免費修剪草坪。在父母親

的幫助下，菲尼克斯有時還到

很遠的地方去修剪草坪，如樸

次 茅 斯（Portsmouth）、 諾 福

克（Norfolk）和弗吉尼亞海灘

（Virginia Beach）。
菲尼克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說，一開始有點緊張，因為 50
塊草坪是個大數目。「……但我

完成了。這真的很值得。」菲尼

克斯在 8 月分完成了這項挑戰。

「培育男人」組織贈給他一臺全

新的割草機作為獎勵。菲尼克斯

希望幫助更多的人。他用自己攢

的錢買了披薩和水，送給流浪者

和需要幫助的人。 10 月中旬，

市長里克 · 韋斯特（Rick West）
給他頒發了獎狀。10 月 31 日，

菲尼克斯還獲得了白宮頒發的總

統志願者服務獎。

免費為他人剪草 
男孩獲褒獎

（Adobe Stock）
柳葉刀：中國 
疫苗有效性低
【看中國訊】英國醫學雜誌

《柳葉刀》（The Lancet）刊登

了中國大陸科興公司研製的新冠

滅活疫苗的資料，在一期和二期

試驗中，該疫苗在人體血管內產

生的抗體水準要低於新冠病毒

（SARS-CoV-2）康復者，且參

與試驗者的不良反應比例高達

38%。有專家指出，中國大陸

疫苗第 3 期試驗的資料還未提

供，但已有數十萬民眾與外國人

使用，其風險令人擔憂。

自由亞洲電臺綜合國際媒體

消息，《柳葉刀》的這份報告說，

如果進行比較，美國製藥公司莫

德納和輝瑞的疫苗產生的抗體水

準，與新冠病毒康復者的抗體水

準相當，甚至是更高，但中國科

興疫苗相對低於康復者的抗體水

準。在有效性方面，莫德納和輝

瑞疫苗都達到了 95% 左右。但

報告未提及科興疫苗的有效性具

體資料。有專家指出，中國疫苗

的問題不在於類型，而在於缺乏

資料的透明度，以及北京當局抄

近道的做法。中國目前有兩款新

冠疫苗還沒有完成臨床 3 期試

驗，但已展開了大規模接種，總

數已高達數十萬人次，從來沒有

哪個國家敢這麼做。

一人都沒死？ 
旅美學者惹爭議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中國學者李毅因一席「中國

染疫死了 4000 人，等於沒人

死」的言論引發爭議後，中國人

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23 日緊

急發聲明與李毅做切割；《新京

報》也痛批李毅冷血。

李毅此前公開自稱是「旅

美社會學家」、「人大重陽研究

員」。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重

陽金融研究院已多次澄清，現再

次聲明，人大重陽沒有該李姓研

究人員。

李毅在一場「深圳灣論壇」

演講中笑稱，「新冠這個東西是

最不利於歐美的，最有利於朝鮮

和中國，所以咱死了 4000 人，

死 4000人和美國死 22萬人比，

等於一個人都沒死！」他還得意

說，全球經濟中國現在一枝獨

秀，中國超過美國時間提前了，

2027 年沒有問題，美國活不成

了，「不是美國在整中國，是我

們把美國逼的活不下去了」。

《新京報》於 23 日晚間評論

痛批，「在李毅冷血的大數據邏

輯下，人命彷彿只是冷冰冰的統

計數字，甚至可以被四捨五入、

化整為零」。

李 毅 極 力 主 張「武 統 台

灣」，他在今年初承認，近 2 年

多來已發表幾十篇有關兩岸局勢

的文章。 2017 年 5 月，他還與

台灣「統促黨」總裁張安樂進行

了會面。而張安樂是一個背景極

為複雜的人物。李毅因激進言

論於去年被台灣政府一度驅逐

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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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昭

（接上期）在巴比倫之前的那地

方叫蘇美爾，蘇美爾有一個主要的

太陽神，叫「升起的太陽神」夏瑪什

（Shamash）。後來巴比倫太陽神寧錄

和夏瑪什合併。波斯帝國的國教叫波斯

教（俗稱「拜火教」），波斯帝國也有自

己的太陽神，叫密特拉 (Mithra)，相應

的宗教叫密特拉教（Mithraism）。波

斯帝國征服巴比倫之後，巴比倫秘密宗

教（太陽教）的神職人員逃到坡加摩斯

（Pergamos，當時屬於希臘，現在屬於

土耳其）。後來密特拉被巴比倫太陽教

（太陽神）同化、敗壞。因此，夏瑪什 -
寧錄 - 密特拉都代表相同的太陽神，信

的其實是黑太陽。

當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國時，

波斯教 - 密特拉教的神職人員也逃到坡

加摩斯。逃到坡加摩斯的巴比倫和波斯

神職人員，在希臘創立了一些秘密教

派與秘密社團。後來巴比倫 - 波斯密特

拉教又從坡加摩斯傳到了羅馬，並在羅

馬扎根。古羅馬一度稱為「土星之城」

（Saturnian, 即 City of Saturn），這些

太陽教信的是黑太陽土星，即魔鬼撒

旦。

羅 馬 帝 國 成 立 的 時 候， 羅 馬

皇 室 相 信 太 陽 神， 把 密 特 拉 奉 為

羅馬皇室的「不可戰勝的太陽神」

（Sol Invictus）。 於 是， 密 特 拉 教

（Mithraism）成了羅馬帝國的皇家太陽

教（Imperial Roman Sun Cult，或羅

馬帝國太陽教）。羅馬帝國的皇家太陽

教當然也是個秘密宗教，主要在羅馬皇

室、羅馬精英、將軍和士兵等中流傳。

現在人們研究發現秘密的密特拉教有七

級（巴比倫通天塔也是七層）。密特拉

教的七個級別分別是：

第一級：烏鴉（Raven），保護神為

水星（Mercury）
第二級：新娘（Bride），保護神為

金星（Venus）
第三級：士兵（Solider），保護神

為火星（Mars）
第四級：獅子（Lion），保護神為木

星（Jupiter）
第五級：波斯人（Persian），保護

神為月亮（Moon）
第 六 級： 太 陽 使 者（Sun 

Runner），保護神為「不可戰勝的太陽

神」（Sol Invictus）
第七級：教父（Father），保護神為

土星（Saturn）
從這些級別中我們看出，第六級信

的是太陽，但是最高的第七級信的是土

星（黑太陽）。這又表明，密特拉教信

的太陽神其實是個複合體，並不是簡簡

單單的崇拜太陽。在波斯，密特拉是個

陰陽、雌雄複合體，一般表現是女性，

因為波斯女性地位比較高，傳到羅馬

後，這個密特拉一般表現為男性，因為

羅馬男性地位比較高。

隨著太陽教的流傳，其意識形態也

隨之秘密流傳，即建立世界政府、用共

產主義的專制集權系統來統治世界。羅

馬帝國具有政治野心。早在羅馬帝國初

期，羅馬的著名詩人維吉爾（Virgil,
公元前 70- 公元前 19）就在詩中提到

了世界的新秩序。（現在人們說的世界

新秩序，其實這個概念在兩千年之前

就有了。近些年來，中共大搞「一帶一

路」，也提出了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即

社會主義 / 共產主義的世界新秩序，其

在人間的根源來自太陽教，目的是要奴

役和毀滅人類。）

羅馬帝國雖然滅亡了，但是這個

意識形態並沒有滅亡。後來又出現

了「神 聖 羅 馬 帝 國」（Holy Roman 
Empire），所以羅馬帝國系統通過不同

形式傳了下來，太陽神和太陽神的秘密

一直秘密地流傳了下來，直到今天。

（節選自《中共道路是魔鬼的選

擇》，未完待續）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七層巴比倫通天塔。

◎文：龍延

太陽教的擴散

23 日，美國總統川普就發了一條推文，

對聯邦總務署長 Emily Murphy 表達感謝，

她被騷擾、被威脅、被辱罵。她和她的家

人、聯邦總務署的職員都遇到這樣的情況，

出於對國家利益的考慮，川普總統建議做那

些應該做的事情，開始法定移交程序的開始

步驟，他告訴自己的團隊也做同樣的事情。

23 號深夜，美國國防部也啟動了類似的程

序。

儘管如此川普還是反覆強調自己沒有承

認失敗，所有的案子還會進行下去。 24 日

早上他更新了一條推文，說的是：請記住，

聯邦總務署很棒、Emily Murphy 幹得也很

稱職，但是聯邦總務署並不決定下一屆美國

總統是誰。

大概不僅在華人之中，在美國本地人

當中也有不少對政府職能有誤解的。以為聯

邦總務署開始交接手續，意味著川普認輸。

聯邦總務署、或者被翻譯成總務管理局，它

相當於聯邦政府的大管家，它掌握著聯邦政

府的資產。拜登宣布勝選之後，由於川普一

直沒有認輸，總務 Emily Murphy 遵循前例

就沒有啟動交接程序，拜登的團隊就沒法進

入聯邦機構，也拿不著聯邦的撥款為接班做

準備。為此民主黨人當然非常不滿，幾天

前《華盛頓郵報》還出文章攻擊 Murphy 說

她頂著不辦會造成權力真空，給國家安全

帶來傷害。這位聯邦政府管家承受了很大壓

力，民主黨控制的聯邦眾議院要求她解釋為

什麼交接拖延了，星期一是截止時間，錯過

了這個時間，她會受到更大壓力。不僅是民

主黨人，共和黨的建制派人物也開始指責

Murphy，比如小布希都勸她不要拖延，小布

希是 Murphy 曾經服務過的「老領導」。還

有些共和黨的國會議員也要她開始交接，萬

一拜登成功上位不要給國家製造混亂。拜登

這邊當然也是使勁活動，說疫情又惡化了，

一天十幾萬確診感染，他要盡快接手才能夠

有效處理疫情。又有一大堆商界領袖敦促她

立刻承認拜登是當選總統。壓力從各個方位

來，這都還是明槍，除此之外還有暗箭，大

量的辱罵和人身攻擊，針對她、她的家人、

連寵物都包括進去了（Murphy 在給拜登的

信裡也把這一點挑明瞭，留下字據說明自己

是心不甘情不願）。

11 月 3 號的選舉之後進入到第四個星

期，應該說形勢進入了第二個階段，第一個

階段是民主黨 + 媒體 + 外國政要 + 商界

和科技界幾股力量逼川普認輸。第二個階段

是共和黨裡的建制派勢力開始剝離開，考慮

認可拜登當選，和民主黨勾兌妥協、保存實

力，回到以前那種雖然在野，但兩黨牽制，

四年以後再問鼎白宮的老戲碼。

總務處長的妥協是壓力裂變中的一環，

直接促使她後退的原因是密西根州對選舉

結果的認證，這樣從已經認證、包括沒有疑

問的選舉人票來說拜登超過 270，她從法律

上沒有理由再阻止交接。而密西根州為什麼

通過認證了呢？是因為州的選舉委員再次

發生了 WAYNE 縣選委會相似的一幕，本

來 WYANE 縣那兩個被人肉搜索威脅，被

迫同意認證的委員，後來又反悔了。可是

在這種情況下，密西根州的共和黨籍選委會

委員，一個投了棄權票、一個投了贊成票，

造成拜登在密西根州被承認當選。在壓力之

下，鏈條一個環節、一個環節的斷裂掉，再

到聯邦總務委員會主任 Murphy 這兒也獨木 
難支。

這樣的壞消息可能還沒有完，我們也許

會看到國務院也會和拜登團隊合作，候任總

統要和外國領導人接觸（除了推特上發個賀

信，認真地要談點事情）也是需要國務院代

為安排，按照法律平民是不能代表政府從事

外交的（當年民主黨就是用這個理由來整川

普的第一任安全助理弗林將軍）。既然川普

自己說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該做的事還是

要做，在最後的法院判決出來之前，拜登團

隊很可能也要介入外交，這一幕發生大家不

要太驚駭。這都不意味著認輸，輸贏最後的

戰場在最高法院。

舞弊真的存在嗎？對我來說這個答案是

確定無疑的，拜登是一個從政近半個世紀碌

碌無為的老油條政客；在選前家族醜聞纏身；

疫情開始以後半年時間躲在地下室裡；又沒

有像樣的選舉活動，卻得了史無前例的 8000
萬張票，這比一個地方連續被雷劈三次都不

可置信。恨川普的人都去投拜登了嗎？一個

人可以因為受到愛戴，得到史上最高選票；

卻不可能僅僅因為對手被人恨，自己庸碌無

能還能得到最高票。更何況川普又不是桀紂

一樣的人，有許許多多的人支持他。這極度

違反人性的真實，歷史上也沒先例。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文：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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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美國大選至今依然結

果未定，很多人現在最關注的是

這個話題。但是，美國總統大選

之外，仍然有很多重要而值得分

析的大事。其中，中美水下軍事

對抗就是一個很少有人瞭解、其

實又非常重要的話題。

中美冷戰狀態下，中美之間

究竟是什麼關係？美國從來就沒

打算與中共直接開戰，更不想控

制或佔領中國。然而，中共始終

抱持地緣政治論的陳舊思維，認

為制海權對它的經濟發展至關重

要，所以必須擴大遠洋艦隊，設

法獲得對國際海域的控制權。

軍事上處於相互對抗狀態的

中美之間隔著浩瀚的太平洋，陸

上對峙絕無可能；而中共海軍

20 年內也無法形成掌控全球制

海權的戰力，因此，中共沿用蘇

聯的以核打擊為主要手段的冷戰

戰略時，發展核潛艇部隊就成為

中共海軍過去 20 多年來的重要

任務。中共在南海的公海上大批

造島，並非為了單純的制海權企

圖，它同時還為了建成中共對美

核威脅的「深海堡壘」和「發射

陣地」（北京的《多維新聞網》用

語），其威脅美國的核攻擊工具

就是戰略核潛艇。

中美冷戰的前線不在地面

上，而是與水下的海底地形有

關。因為，不可改變的海底地形

決定了中共的戰略核潛艇能在哪

些水域活動。中共的核潛艇過去

以渤海為基地，但渤海和黃海水

域均水深過淺，只有幾十米，不

足以掩藏核潛艇的蹤跡。因此，

過去數年來，中共在海南三亞的

榆林港修建了直接面向南海的水

下入洞式第二潛艇基地，以便讓

核潛艇直接從山洞中的基地水下

潛出，進入南海。

然而，從海底地形來看，臺

灣海峽水深不到百餘米，而從三

亞到西沙群島一線以西、直到越

南領海水深也相似，還是不適宜

核潛艇藏身。但是，從三亞到西

沙群島一線以東，直到臺灣與菲

律賓呂宋島之間的巴士海峽，

卻屬於海盆地形，水深達數百

米，而中共在南海公海上造島水

域的平均水深更達千米以上，

核潛艇可以比較安全地隱身潛

航。因此，中共的核潛艇從三

亞的山洞基地潛出後會向東轉

向，設法進入深水海區。這就是

為什麼，中共把這個直抵菲律

賓呂宋島的深水海域稱為其核

潛艇對美威脅的「深海堡壘」之 
原因。

所謂的海南島以東的深水海

區，也就是臺灣的西南海區。中

共的核潛艇從三亞基地出動後，

向東潛航，很快就進入了臺灣西

南海區。從今年 9 月中至 10 月

底，臺灣西南海空域成為最新的

火爆熱點，美中雙方海軍都出動

了潛艇、反潛飛機和反潛艦艇，

在這一海域進行了將近 1 個月

的反潛攻防。

之所以雙方在這一海域反覆

較量，固然有蒐集對方潛艇的聲

納和通訊數據的意圖，更是美軍

試圖封堵中共核潛艇東向威脅的

演練。因為，一旦中共的核潛艇

越過巴士海峽，進入日本與帛硫

群島之間水深數千米的菲律賓

海，對美國的國家安全之威脅將

變得更大；倘若如此，它可以

東進到中途島（今年 1 月已去

過）、珍珠港，甚至更靠近美國

大陸，而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

的深水海域，要發現中共核潛艇

的蹤跡比在臺灣西南海區難得

多。

5 年前中共的戰略核潛艇主

要在渤海和黃海活動，那裡水

淺，核潛艇難以藏身，很容易被

打擊，所以對美國的實際威脅不

大，只要衛星或反潛飛機鎖定了

它，中共的戰略核潛艇就成了瓮

中之鱉，因為它在淺海裡無處可

逃。然而，自從中共利用海南島

三亞灣臨近南海的深海水域之自

然條件，把戰略核潛艇的基地轉

移到三亞之後，美國面對的國防

局面完全改變了。

中共試圖完全控制南海的深

水海域，以便讓它的戰略核潛艇

如入無人之境，可以為所欲為，

這使美國隨時面臨遠程潛射洲際

導彈的核打擊威脅。中美之間遠

隔重洋、陸地距離非常遙遠的這

個政治地理上美國防止戰爭的優

勢，已不復存在。核潛艇威脅時

代的冷戰新含義是，射程上萬公

里的遠程核導彈可以從南海或太

平洋的任何位置對美國實行全面

核打擊，美國因此必須把偵察、

防堵中共戰略核潛艇活動的重點

推進到第一島鏈（即從日本的

沖繩群島到臺灣，再到菲律賓的

呂宋島）一線。

這種形勢是幾百年來的地

緣政治論鼓吹者從未想到的。

中美冷戰不再是傳統的地面部

隊對峙或制海權爭奪那種舊冷

戰模式，而是變成了水下軍事

對抗為主。

◎文：程曉農

中共軍隊的

核潛艇 (圖

片 來 源 ：

AFP/AFP 

via Getty 

Images）

淺談中美水下軍事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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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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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倫多或率先實行「斷流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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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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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成低不就。黃金的價

格主要與美元的真實收益率有

關，這個收益率上升，那麼黃

金的吸引力就下降，這個收益

率下降甚至變為負值，那麼黃

金的吸引力就上升，黃金價格

上漲。

美元的長期真實收益率 =
美國通脹保值債券的收益率 =
同期限美國收益率 - 同期限的

預期通脹率≈美國國債收益率 -
現實通脹率。

在 8 月份之前，黃金之所

以暴漲，就是因為美國真實國

債收益率持續下降，一直降到

負值，而且負得越來越厲害。

而最近，為什麼從最高點調整

了差不多有 200 美元，也是因

為，真實國債收益率又開始略

有抬升，負得沒那麼厲害了。

黃金為什麼跌不下去？

因為，美聯儲和美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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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財主

務高企的情況下，美聯儲很可

能力圖將 10 年期美國國債收益

率限定在 0.5-1.0%，相比當年

日本的 YCC，這是一個相對略

微寬一點的範圍。

如果 10 年期美國國債收益

率接近 1%，而通貨膨脹預期又

沒有什麼大變化的時候，就是

你應該警惕的時候，這意味著

黃金到了階段性的底部。

從黃金的價格運行邏輯上

分析，黃金沒有明顯的方向。

從黃金主要的大玩家的倉位分

析（CFTC 持 倉 ） 上 看， 黃

金沒有明顯的超買或超賣的跡

象。例如，在目前黃金價格絕

對值處於歷史最高價位時期，

產業空頭的規模並不是很大，

府，在放水方面基本是不可能

放手的。從聯邦政府的角度

看，目前美國國內社群撕裂嚴

重，不管哪個政府上臺，為維

持國內的民意支持，都要靠福

利、發錢來維持吸引力。

從美聯儲的角度看，美國

聯邦政府畸高的債務，也使得

美聯儲沒有任何提高利率的意

願——也就是說，在很長一段

時間裏，不管表面上的國債收

益率如何變動，美聯儲一定會

刻意將真實利率維持在負值，

以避免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出現

償付危機。

最直觀的表現，就是美聯

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只會快

速或者慢速地增加，卻很難刷

刷刷地縮減——在 3 月份到

5 月份的印鈔規模急劇增長之

後，從 6 月份到 9 月份，美聯

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一直維持

原有狀態，但是從 9月份開始，

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就

再次開始緩慢增長了。

既然美聯儲一定會放水，

那短期為什麼又很難漲上去

呢？因為，國債的真實收益率

為負，本來就是極度不要臉的

貨幣政策推到極限的成果，既

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接下來

真實收益率繼續下降的空間就

很少了。

30 年期的美國國債，在

2020 年之前，從未出現過真

實收益率為負值的情況，但現

在，已經陷入到負值狀態大半

年了，也沒有爬出負值的跡

象——大家可以想像，美聯儲

如何讓投資者相信，持有久期

長達 30 年的國債，結果收益還

抵不過通脹？

因為美聯儲信誓旦旦地說

了，自己不會實施負利率。美

聯儲在接下來的一段時期內，

很可能對美國國債，實施收益

率曲線管理。

短期投資價值低

結果疫情爆發之後，美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有明顯變

動，個人推斷，在聯邦政府債

自黃金在8月份突破
2000美元/盎司之後，短
期投資來看，受美國不穩

定因素影響，目前黃金沒

有太多的投資價值。

說明並沒有黃金礦產商趁著這

個價位大肆賣金，沒有所謂的

「超賣」跡象。

另一方面，對沖基金以及

大的個人投資者的投機淨多倉

位，處於歷史較高的水平上，

但也並非是極端的狀態，所以

也沒有什麼「超買」的跡象。

從交易投機的角度談，我

個人不傾向於現在看多黃金，

除非出現比較大的下跌，可能

才是相對較好的加倉時機。

當然，如果你不是追求短

期交易，那麼，從美聯儲永無

止境的印鈔來看，從美國政府

膨脹到無以復加的債務來看，

黃金是我們普通人都應該持有

一部分的資產。

黃金價格已經失去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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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星期五特賣活動
週五∼週 六11月27∼28日   早9 -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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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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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運之神有時候很搞笑，劉

盆子小朋友在赤眉軍裡，本來是

負責放牛的，抓了鬮之後，各種

「待遇」一下子上升到全軍最高

等級，不過他還是和以前一樣，

每天只願意和牧童一起玩兒。

雖然如此，赤眉軍好歹有了

塊漢室宗親的牌子，底氣也足

了，便加緊進攻關中。更始君臣

在關中本來就快立不住腳了，如

今加上外患，戰場上也節節敗

退，很迅速的就獻上傳國玉璽投

降了。起初，在劉恭（劉盆子

的哥哥）的堅持下，劉玄被赤

眉軍封為長沙王，但是沒多久，

劉玄還是被赤眉將領謝祿殺死在

郊外。不知他在臨死前是否後

悔——當初如果沒害死劉伯升，

他此刻也許還坐在長安的皇宮

裡，而不會有這樣悲催的結局。

當夜，劉恭瞞著赤眉眾將，悄悄

的運回劉玄的屍體，藏了起來。

劉玄是劉秀兒時就相識的一

位遠房堂哥，雖然兄長劉伯升被

更始君臣所害，但是，聽到劉玄

的死訊，劉秀心裏還是有幾分難

過，他命鄧禹把劉玄的屍體葬在

了霸陵——「光武聞而傷焉。

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後

漢書 ‧ 劉玄列傳》）。第二年夏

天，劉玄的三個兒子到洛陽投奔

劉秀，都被封侯——「明年夏，

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為

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為谷孰

侯，鯉為壽光侯」（《後漢書 ‧

劉玄列傳》）。

赤眉軍和綠林軍的「起點」

和「素質」都差不多，佔領長安

後，也是胡作非為。劉盆子住進

了長樂宮，赤眉軍的大小首領們

也不管甚麼國計民生，只顧天天

在大殿上爭吵，比誰的功勞大，

有人被惹急了，拔出寶劍砍大殿

的柱子撒氣，比菜市場都熱鬧。

赤眉軍士兵則四處搶劫，百姓們

只好修建堡壘自衛。

更離譜的是，赤眉軍原本是

打著漢家旗號進的關中，沒想到

進了長安城後，不僅繼續搶活人

的財物，還去偷盜死人的東西，

西漢歷代皇陵，除了漢孝文帝的

霸陵，其餘的都被挖了。

他，讓他終身有靠——「後病

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為列

肆，使食其稅終身」。

帝國的初創

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正

月，劉秀在洛陽將有功之臣都封

為諸侯，其中封地最大的有四個

縣。博士丁恭對此提出反對，他

說：「古時候帝王給諸侯的封地

不超過百里，使諸侯領地不要過

大，這是使國家安定的辦法。如

今封給諸侯四個縣，不合古制

啊。」劉秀搖搖頭：「古時候，

那些滅亡的國家，都是因為君主

無道造成的，沒聽說有因為功臣

封地大而亡國的。」——「帝

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

嚐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後

漢書 ‧ 光武帝紀》）。他在給諸

侯的策命上寫道：「居上位而不

驕橫，雖處高位也沒有危險；節

制自己不超越尺度，即使盈滿也

不會溢出。敬之戒之。」

朝堂上的百官分封完畢，皇

后還沒立呢。劉秀有兩個妻子，

一個是從小就被他看中，並在患

難中下嫁於他的陰麗華；另一個

是平定河北時，半推半就娶來，

並為他生下長子劉彊的郭聖通。

無論基於恩義，還是基於愛

情，劉秀都希望立陰麗華為后。

而且，五個月前，郭聖通的舅

舅——真定王劉楊因圖謀反叛，

剛被前將軍耿純誅殺，此事雖然

與郭聖通無關，但劉秀心裏多少

還是有點不舒服。陰麗華卻堅持

不肯做皇后，她知道，自己的丈

夫是皇帝，皇帝就要守皇室的規

矩，按慣例，皇長子要立為太

子，太子之母當為國母。最終，

劉秀立郭聖通為后，劉彊為太

子——「后固辭，以郭氏有子，

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後

漢書 ‧ 后紀》），但他自此更敬

重陰麗華了。

為補償陰麗華為自己的多年

等待，劉秀再次出征時，總是把

陰麗華帶在身邊。之後，郭聖通

因劉秀冷落了自己，心生怨恨，

時不時的說幾句怪話，諷刺陰麗

華和劉秀。直到建武十七年（公

元 41 年），劉秀受不了了，以

「懷執怨懟，數違教令」為由，

把郭皇后又貶回了郭貴人，立陰

麗華為國母，此乃後話。

此時，東漢帝國的輪廓已

成，但是天下尚未平定。成都有

個自稱「公孫帝」的公孫述，安

定 ( 今甘肅涇川北 )、天水（今

甘肅天水西北）等四郡還有個

騎牆觀望的隗囂，後來，九原

（今包頭市西北）的盧芳也跟著

湊熱鬧，在匈奴的支持下，自稱

天子。此外，還有莽新時期遺留

的各地小股盜匪。

劉秀繼續踏上了他的征戰之

旅，各地陸續被納入東漢版圖，

最後，大的割據勢力只剩下西蜀

稱帝的公孫述了。（未完待續）

靈公問陳，孔子不對， 此非爾所

及』」（《後漢書‧光武帝紀》）。

正如老子所言「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為上」（《道德經 ‧ 三十一

章》）。兵爭天下時，是無可奈

何，除此之外，中國傳統社會的

正常人絕不會以鬥爭為樂。

劉秀此舉，是為了讓赤眉軍

心服，以免日後出現反覆。赤眉

眾將連忙叩頭：「我們今天能投

降明主，猶如脫離虎口回到母

親身邊，確實很高興，絕不後

悔。」——「今日得降，猶去

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

也」（《後漢書‧劉盆子列傳》）。

劉秀聞言道：「你們做了很

多壞事，罪過不小。不過你們還

有三點可取之處：第一，你們攻

破的城池遍及全國，但是沒有拋

棄糟糠之妻；第二，你們立君主

用的還是漢室宗親；第三，其他

盜匪投降時，常常殺了舊主，向

新主邀功，可你們毫髮無傷的把

劉盆子交給了我。」

於是，赤眉眾將和家眷被

安置在洛陽，每家得到一所住

宅、兩頃田地，從此有了安定的

生活——「乃令各與妻子居洛

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後

漢書 ‧ 劉盆子列傳》）。唯有樊

崇、逄安二人，幾個月後又想造

反，結果事洩被誅。劉盆子後來

因病雙眼失明，劉秀很可憐他，

就把滎陽一處市場上繳的稅賜給

（十七）

劉秀收「赤眉」

在短短幾個月之後，赤眉軍

就重蹈了更始帝的覆轍，在關中

無法立足了，逃離長安東去。逃

到宜陽時，被劉秀親自率大軍堵

了個正著。此時的赤眉軍惶惶如

喪家之犬，士卒們好幾天沒吃飯

了，哪還有心思打仗，眾將不知

所措，只好讓劉恭去乞降。

見到劉秀，劉恭問道：「如

果劉盆子率百萬之眾來投降，陛

下會給我們甚麼待遇？」劉秀回

答：「可以免你們的死罪。」樊

崇等人得到這個答覆，毫不猶豫

的獻上傳國玉璽投降了，因為如

果再沒人來「接收」他們，赤眉

軍上下都快餓死了。

赤眉降兵餓了幾天，如今終

於飽餐一頓。休息一夜之後，第

二天一早，漢軍在洛水邊閱兵，

讓劉盆子君臣來觀禮。劉秀發現

樊崇臉上一副不服氣的樣子，

問樊崇：「你們是不是後悔投降

了？現在你們可以回營整頓兵

馬，我們打一仗來決定勝負，我

不想強迫你們服從我。」

劉秀這麼喜歡打仗嗎？若干

年後，當天下完全安定下來，劉

秀再不提征戰之事。皇太子向

他問起行軍打仗的事，他答道：

「當年衛靈公問孔子如何列陣用

兵，孔子沒回答他。這些事不

是你該接觸的。」——「皇太

子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

王陽明給現代人的八句話（上）

《傳習錄》是王陽明的
學生徐愛、薛侃、陸澄等人，
根據王陽明的授課、談話、
書信等內容而整理出的一部
著作，簡單理解就是一本學
生的上課筆記。只是這本筆
記裡比較完整而系統的闡
述了王陽明的心學思想，以
及他辯證的授課方法。語言
生動活潑。論據充分。該書
一經問世，便受到士大夫們
的廣泛好評和推崇。

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

住，方能「靜亦定，動

亦定」。

解釋：人應該通過經歷各種

事情來磨練自己，才能立足沉

穩，才能達到「無論是動是靜，

都能保持心中沉定」的境界。

觀點解析：要想靜心，就要

多做事。在不知不覺中，先把因

躁動而開小差的心拉回來，然後

用繁瑣的事情和嚴格的要求慢慢

的摩擦，直到把所有的棱角磨得

圓潤有光。當心如面膜般順滑，

暴脾氣、急性子、浮躁、驕傲、

馬虎這些小妖孽也就自然撒丫子

跑路了。所以，做事才是最靠譜

的磨練。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

益，相上則損。

解釋：與朋友相處，彼此謙

讓，就會受益；彼此攀比，只能

受損。

觀點解析：朋友之間，你給

我一片綠葉，我還你一片森林，

彼此間都會樂的屁顛屁顛的，長

此以往，還能把友誼打造成鋼

筋混凝土結構，能抵抗八級地

震；要是總是相互攀比，你住

大 HOUSE，我不能住平房；你

工資一萬一，我不能九千九；你

找小三，我至少要小六；你離了

婚，我……

這樣的人，最好不要交朋

友，因為有多少個朋友，你就要

揹負多少個炸藥包。最後被嫉妒

炸傷、炸殘甚至炸死。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

坐，覺懶看書，則且看

書，是亦因病而藥。

解釋：如果白天做功夫覺得

煩躁不安，那麼就靜坐。就算不

想看書，也必須去看。這是對症

下藥，也是一種方法。

觀點解析：這句話的潛台詞

就是，你越不想幹什麼，就越要

逼著自己去幹什麼，要跟自己的

心拔拔河、較較勁！

人心都是自私的，不僅對別

人，對自己也毫不手軟。哪涼快

就想去哪裡，什麼好就想吃什

麼，什麼事情容易去做就去做什

麼。由著自己性子來，勢必會把

你往陰溝裡帶。

所以，有時候要逆著性子對

自己狠一點，才能扭轉這種對自

己不利的一面。

悔悟是祛病之藥，然以

改之為貴；若留滯於

中，則又因藥發病。

解釋：悔悟是祛病的良藥，

貴在改正。如果把悔恨留在心

中，那又是因藥而生病了。

觀點解析：犯錯是人生的必

修課，如果滿分是 100 分，估

計很多人不用學習就能混到 90
多分。這是唯一一門考的越少越

高興的課，但只要你善於改錯，

善於總結，犯錯就一點也不可

怕。相反，他還會變成一劑催化

劑，使人迅速變得成熟、健壯。

如果知錯不改，最後的結果只能

是悔恨的淚匯成無底的河，心也

遲早會變得像把槍靶子，千瘡百

孔，滿目瘡痍。

倭寇圖卷 · 仇英(約1494-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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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蘭生於南北朝（公元

420-589 年）， 她替父從軍的故

事一直被人口口相傳，成為了歷

史傳奇。自古以來，孝道就是中

國人最為注重的道德品質，而花

木蘭的故事把這份父女之間的親

情，和孝義演繹的淋漓盡致。

北魏時期戰亂不斷，北方游

牧民族柔然族常常入侵中原。相

傳，在一個鄉村裡住著一對老夫

婦，帶著三個孩子，其中一個就

是木蘭，她是一個聰明、可愛、

孝順的女孩。木蘭從小就隨父

親習武， 騎馬、射箭、舞刀、使

棒，樣樣精通，空餘時間，木蘭

還喜歡看父親的舊兵書。到十幾

歲時，就已經很擅長武術了。

一天，因為國家需要抵抗匈

奴的侵犯，皇帝頒布一道法令，

命各省各戶選一名男子從軍。此

時木蘭的家中，只有年老體弱的

父親是唯一符合要求的男丁。木

蘭擔心年邁的父親一旦從軍，可

能再也無法回到家中。反覆思考

之後，木蘭決心代父從軍。她去

市集買了馬匹和軍裝，剪掉了自

己長長的黑髮，含著淚和家人道

別。年邁的雙親站在村莊口，心

中十分不捨，但是也沒有其他的

辦法，只好留著淚，看著女兒騎

著馬離去。在她離開的12年裡，

音訊全無，沒有人再見到她。

在中國古代，從軍是男人

們為國家應盡的義務，也是特

權。在木蘭之前，從未聽說過

有女人敢做男人「應該」做的

事。木蘭替父從軍的勇氣，是

出於她對她的父親和國家的

愛，也是因為她對自己擁有和

男人一樣實力的信心。

木蘭隨著隊伍，到了北方邊

境。她擔心自己女扮男裝的秘密

被人發現，因此處處倍加小心。

白天行軍，木蘭緊緊地跟上隊

伍，從不敢掉隊。夜晚宿營，她

從來不敢脫衣服。作戰的時候，

她憑著一身好武藝，總是衝殺在

前。從軍的 12 年裡，木蘭屢建

奇功，同伴們對她十分敬佩，讚

揚她是個勇敢的好男兒。

花木蘭在服役的 12 年中，

為祖國打了許多仗，取得了令人

難以置信的勝利。令人驚訝的

是，她是一個女子的秘密，始終

未被人發現。

戰爭結束之後，皇帝召見有

功的將士，論功行賞。木蘭因她

的英勇善戰，戰功顯赫，獲得了

皇帝的賞識。皇帝希望她繼續為

朝廷效力，要給她一個官職，然

而木蘭謙卑的拒絕了。她唯一的

要求就是要一匹快馬送她回家。

皇帝欣然答應，並派使者護送木

蘭回去。

回到家後，木蘭脫掉盔甲，

穿上美麗的繡花女裝，帶好頭

飾，出來拜見父母。護送她回來

的士兵們看到這一幕，都嚇了一

大跳，眼前這個美麗的女子，竟

是和他們一起英勇奮戰了 12 年

的長官。

在迪士尼動畫版的《花木

蘭》中，有幾個有趣的改編。首

先，木蘭身邊多了一隻寵物龍，

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其次，士

兵們在打仗途中發現了木蘭是一

個女人，沒有任何意見，欣然

接受了這個事實。然而在《木蘭

詩》中，人們是在木蘭歸家後，

才發現她隱瞞性別的秘密。

◎文：白雲飛

There is a wonderful traditional legend 
about a warrior woman called Hua 

Mulan. She lived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420-589 CE). In Chi-
nese family relationships, respect, obe-
dience, and care for one’s parents and the 
elderly (or filial piety) are considered a 
special feature within the nation’s cultural 
history and customs. The ancient story of 
Mulan highlights a tender bond between a 
father and his daughter.

Hua Mulan a symbol of filial piety
 In war-torn China,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era,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
ties were battling for power. According to 
legend, there was an elderly couple who 
lived in a country village with their three 
children, one of whom was Mulan. She was 
a lovely and obedient maiden. By the time 
Mulan had reached her teens, she had ex-
celled at learning martial arts.

 One day, by decree of the emperor,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 country was preparing 
for war. Huns were threatening the emper-

or’s rule again and one man from each fam-
ily in the province was commanded to sign 
up for military duty. Mulan’s family name 
was Huā (meaning “flower”) and when it 
was called out, Mulan’s father was com-
pelled to go. She was devastated. Mulan 
knew her father was old and frail, and she 
was afraid that he might not make it back 
home. She thought hard and made a plan.

Mulan the warrior
 Mulan bought a horse and went to get her 
father’s military uniform. She put them on 
and cut off her long black hair. With tears 
in her eyes, Mulan silently bid her family 
goodbye.

 With her father’s sword slung across her 
chest, she rode out of the village on horse-
back. No one saw her again for 12 years. 
Mulan went off to take her father’s place 
among the other warriors from her prov-
ince; the young Mulan dressed in a military 
outfit, disguised as a man.

 In ancient China, men were normally seen 

as a woman’s superior. It was unheard of 
that a woman would even dare to deem her-
self a man’s equal. Mulan took her father’s 
place out of deep love for him and a sense 
of loyalty to her motherland, and, of course, 
because she was capable.

 In the 12 years that Mulan served in the 
military, she fought many battles for her 
country and had incredible victories. Sur-
prisingly, no one ever uncovered her secret.

Disney’s animated Mulan
 In the animated Disney version of Mulan, 
there are a couple of humorous adaptations 
of the story. She’s accompanied by a pet 
dragon, speaks fluent English, and her gen-
der becomes known to some of the soldiers. 
And guess what? They were actually quite 
fine with it! According to the Ballad of Mu-
lan, a poem that was written in the 6th cen-
tury, it’s only after she returns back home 
from the war that her gender is revealed.
Highest honors

  After 12 years of combat, Hua Mulan re-

ceived honors from the emperor for valor. 
Her superior, General Xiu Ping, offered her 
an official post in the court. Mulan declined 
humbly. Instead, she requested the fastest 
steed to take her home. She was welcomed 
home as a heroine receiving a hero’s wel-
come.

  But most of all, it was her father whom 
she wanted to see. Back at home, Mulan 
threw off her uniform and put on a beauti-
ful traditional dress embroidered with silk 
thread. The soldiers who had accompanied 
her back were shocked when they saw this. 
Was it possible? Is this really the same per-
son who fought so bravely by their side for 
12 years?

  Hua Mulan is the essen-ce of filial piety. 
She fearlessly shielded her father from the 
ravages of war and fought for her country 
with amazing dignity and courage. This is 
why Mulan’s story is still loved and retold 
countless times by Chinese people.

Hua Mulan: The Powerful Heroine of An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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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著名的大醫學華佗

◎文：天羽

北部天空星體如恆河沙數 

美 國 宇 航 局

（NASA）凌日系外行星

巡天衛星（TESS）最近

完成了對北部天空的掃

瞄，由208張照片拼成一

個北部天空的全景圖。

TESS 是通過淩日法尋找系

外行星的項目，至今確定了 74
顆系外行星，還有 1200 顆待確

認的候選行星，其中 600 多顆

位於北部的天空。

目前，天文學一共確認了大

約 4300 顆系外行星，其中四分

之三是通過淩日法發現的。項目

組將北部天空分成 13 個區域進

◎文：青蓮

近代以來，西方科技爆炸式

發展，美國科幻大片中外星人想

要通過高科技控制人類的場景，

已經不僅僅只出現在電影裡。

不久前，特斯拉 CEO 埃

隆．馬斯克（Elon Musk）在推

特上稱，智慧手錶及手機已經

是過時的技術，腦機介面技術

（Neuralinks）才是未來的技術。

Neuralink 是 馬 斯 克 旗 下

的腦機介面公司，於 2016 年

創立，總部位於三藩市，主要

從事馬斯克所謂的「神經織網」

（neural lace）技術開發，研發

電腦與人腦融合技術，向人腦植

入也許未來能夠上傳下載思想的

微型電極。

腦機對接裝置包括一個微

型探頭，探頭上有 3000 多個電

極。電極連接著比人髮還要細的

軟線路，用以監視 1000 個人腦

神經元的活動。

馬斯克表示，他希望人工智

能和神經網絡可以很好的與人體

進行共生，即把生物大腦與數字

智慧「完美」結合。

2020 年 8 月 28 日， 馬 斯

克通過在線直播，展示了大腦被

植入腦機介面設備的一隻小豬

Gertrude，Gertrude 腦 部 活 動

信號可以被實時讀取。

1987 年，蘇格蘭作家伊恩 ·
班克斯在他的科幻小說中首次描

述神經織網，在小說裡，這是一

種覆蓋人類大腦的未來神經網

絡，通過這個網絡，人們可以對

神經元進行編程，從而最終達到

迅猛發展的高科

技，將人的物欲放大到

極限的同時，也使人類

偏離了千萬年來的信

仰。信神，甚至成為很多

人眼中的反智、反科學。

而這正是高科技背後神

秘力量的最終目的—毀

滅人類。

控制人體的作用。

人的思維被外來物體所控

制，在中國人眼裡並不陌生。古

代修煉界稱之為「附體」，民間

又叫做「鬼上身」。被附體的

人，通常不再有人的正常思維和

行為，不能辨別善惡是非，完全

是魔或鬼的表現。

在傳統宗教中，認為人身是

神創造的，同時具有神性與人

性，不可褻瀆。現代人普遍迷信

科學，當高科技以「造福人類」

的幌子出現，它將引導人類走上

怎樣的一條不歸路？

機器控制人腦，被稱為高科

技「附體」，它與另外空間的邪

靈控制人體的方法何其相似！事

實上，它比傳統上僅限於修煉人

的「附體」和民間極少數的「鬼

上身」更為可怕。

如果人的行動舉止，一思一

念，都被機器背後的力量所控

制，人們再也無法做回自己，神

所賜予人的天性蕩然無存，人類

將徹底淪為魔的工具，墮入萬劫

  
細思極恐的高科技「附體」 

不復的深淵。

而這一切，身在其中的人卻

很難看清。高科技在帶來更多生

活便利的同時，也將人類對物質

世界的欲望放大到了極限。傳統

的道德觀、價值觀逐漸被拋棄，

人類千萬年來對神的信仰，成為

很多人眼中的反智、反科學。

而這，正是高科技背後神秘

力量的最終目的。在美國電影

《黑客帝國》中，所有人都在一

個機器控制的世界裡淪為電池而

不自知，生活安定，歲月靜好。

而程序師尼奧，在有機會面臨繼

續過這樣的生活或看清現實世界

的抉擇時，最終選擇了後者，

以「天選之子」的宿命，踏上為

人類重獲信仰、自由而戰的生死

之路。過去的事實已經證明，很

多科幻小說、電影，幾乎都是對

未來的預言。也許，人類是時

候「看清現實」了，遠離高科技

「附體」，保住神創造的人身，

留住上天賜予的人性，才是對未

來最好的選擇。

行拍照，用四部相機對準每個區

域連續拍攝一個月。

至今 TESS 已向地球發送

了超過 40TB 數據量的照片，相

當於大約 1.2 萬部高清電影。

從 TESS 拍攝的照片上看

到，密密麻麻的點點星光真的就

像恆河的沙子，遍布在我們周圍

的宇宙中。

非洲巨鼠：JONATHAN KALAN，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月球表面或有水  

10月26日，美國航

空航天局（NASA）首

次證實，水可能廣泛

分布在月球表面，而

不侷限於月球上寒冷

或陰暗的地方。

NASA 的平流層紅外天

文 臺（簡 稱 SOFIA） 首 次

在陽光能夠照射到的月球表

面克拉維斯環形山（Clavius 
Crater）處，探測到了水分子。

探測資料顯示，該地水的

濃度為百萬分之 100 到百萬

分之 412。
表示，儘管含水量十分稀

少，但至少提出了一些新的問

題，包括水是如何產生的，又

是如何在環境嚴酷和沒有空氣

的月球表面持續存在的。

克拉維斯環形山是從地球

上可見的最大環形山之一，位

於月球的南半球。與月球檢測

到的土壤含水量相比，地球上

撒哈拉沙漠的含水量，是它的

100 倍。

據報導， SOFIA 由波音

747SP 型飛機改裝而來，搭

載有直徑 106 英寸（約 2.69
米）的望遠鏡，能夠有效捕

捉水分子的特定波長。同時，

由於 SOFIA 飛行高度可達

45000 英尺（約 13716 米），

超過地球大氣中 99% 水蒸氣

存在的高度，SOFIA 可以避

開水蒸氣干擾，更加清晰地觀

測宇宙。

美國航天局格林貝爾特戈

太空飛行中心宇航員凱西．

霍尼貝爾（Casey Honniball）
認為，如果沒有厚厚的大氣

層，月球表面上的水會因受到

陽光照射而流失到太空中，

「但是我們還是發現了水，一

定有甚麼東西在產生水，並把

水困在了那裡」。

美國航天局科學任務理事

會天體物理學部負責人保羅．

赫茲（Paul Hertz）表示，這

一發現挑戰了人類對月球表面

的理解，過去人們認為月球是

完全乾燥的。

NASA 表 示， 月 球 上

的水是否容易獲得，並能成

爲一種資源，尚待確定。英

國行星科學家漢娜．薩金特

（Hannah Sargeant） 表 示，

本次的新發現，為人類在月球

上尋找潛在水資源提供了更多

選擇。

◎文：藍月

◎文：天羽動物界的「掃雷英雄」
非 洲 莫 桑 比 克

（Mozambique）因常年戰火，

地下埋藏了數以萬計的地雷，幾

乎每個月都有上百人被炸死炸

傷。清除地雷是一項巨大的挑

戰。過去 20 年，世界各國投入

了數億美元來改進掃雷技術，救

治因為掃雷而受傷的人。

2006 年，比利時掃雷組織

APOPO 的掃雷鼠加入莫桑比

克，到目前為止，牠們已經在其

境內清除了超過 600 萬平方米

的雷區，拆除地雷 2406 個、炸

彈992顆、小型軍火13025件。

事實上，拆除地雷是整個

掃雷過程中最容易的步驟，而

最困難的是找出地雷所在的位

置。莫桑比克國家掃雷組織總監

阿爾伯托 · 奧古斯托（Alberto 
Augusto）表示，有了這些掃雷

鼠的幫助，莫桑比克能在 20 年

內徹底拆除所有地雷。

「 掃 雷 鼠 」（ M i n e 
Detection Rats） 不 是 普 通 老

鼠，牠們在 APOPO 接受了特

別的訓練。APOPO 專門研究、

開發和部署老鼠偵查技術，用於

執行掃雷等人道主義任務。

目前有很多方法可以探測地

雷，包括手工探測、裝甲機械探

測、掃雷犬等。但使用這些技術

掃雷的速度很慢，成本也很高，

尤其在地形複雜的非洲大陸。

而非洲巨鼠數量眾多分布廣

泛，獲取、飼養、繁殖和維護都

不困難，成本極低。此外，非洲

巨鼠很聰明，可以在相對較短的

時間內學會重複性任務。經過訓

練的非洲巨鼠可以通過嗅覺尋找

爆炸物，所以誤報的概率大大降

低。不僅如此，非洲巨鼠重量也

很輕，不會意外引爆地雷。

非洲巨鼠最大的優勢是速

度。金屬探測器可以在掃過任何

金屬時發出警報，因此無論下面

埋藏的是易拉罐還是地雷，掃雷

人員都必須停下來，小心翼翼地

將其挖出。由於經過訓練的非洲

巨鼠可以通過嗅覺尋找爆炸物，

所以誤報的概率大大降低。一個

人類掃雷員需要將近兩週才能排

查完畢的區域，一隻非洲巨鼠只

需一天即可完成。

非洲巨鼠最多可以存活 8
年，一隻非洲巨鼠一生大約要耗

費 6,000 歐元的培養成本。

「 神 經 織
網」（neural 
lace），向人
腦植入能夠

上傳下載思

想的微型電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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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巨鼠掃雷快，重量輕不會引爆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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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

◎文：曉淨

女巫和基督徒參戰
敗，並稱這是有史以來規模最

大的「藍色浪潮（Blue Wave）」
咒語攻勢。作為神秘主義世界的

一部分，女巫的生活與世俗政治

看來並無關係，為什麼要試圖藉

助神秘力量干預美國大選呢？

不遺餘力地在社交媒體宣傳反

川普。在 2017 年那次臉書行動

中，他們介紹了詳細的詛咒方

法。對於被誘惑想開發自己內部

「潛能」的人，巫師們還給出了

一個很方便用的「速成攻略」。

針對女巫們的魔法行動，傳

統基督徒、天主教徒等的回應是

加強為川普祈禱。基督教民族主

義者聯盟曾直接宣布：我們將以

祈禱來反擊。他們認為，川普是

代表他們的力量，把國家從撒旦

左派、無神論魔鬼的手中奪回。

而撒旦主義者反對川普為總統。

川普反對墮胎、反對同性婚姻等

符合美國傳統文化的言行，觸怒

了順從撒旦的自由放縱主義者，

包括接受撒旦教義的骯髒女權者。

據《蘋果日報》，川普在俄亥

俄州瑟克爾維爾（Circleville）造

勢大會前排，出現了 3 名修女，

口戴「MAGA」口罩，即川普口

號「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縮寫，

整版圖片來源：網絡

居住在美國，他們不使用電力、

汽車，與世隔絕，每日除農耕和

家庭生活外，剩下的時間都是在

恭讀《聖經》。無獨有偶，阿米什

人這次竟然也破例，成群結隊，

長途跋涉，駕著馬車、牛車，去

為川普投票，以行使神的正義。

川普是神選之子，這一點在

宗教界早已傳開。每日熟讀《聖

經》的阿米什人稱，他們稱得到

了神的啟示，因為《聖經》有兩處

提到「川普」（trump），分別是

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第 52 節和

帖撒羅尼迦前書第四章第 16 節
的保羅書信，大意是末世審判大

劫難來前，川普是天選之子，此

人會無所畏懼，完成神的旨意。

筆者的前三篇解讀

了《推背圖》中有關中共

命運的三象預言。這篇

將繼續為大家解讀《推

背圖》的第五十三象，

並結合劉伯溫的《推碑

圖》預言，綜合解讀中共

滅亡後，誰是中國新的

當權者。

第五十三象

讖曰：

關中天子 禮賢下士

順天休命 半老有子

頌曰：

一個孝子自西來 
手握乾綱天下安

域中兩見旌旗美 
前人不及後人才

我們先來解讖：

「關中天子」

意思是關中地區將要出皇

帝。陝西的關中平原，自古以來

被稱為八百里秦川，預言中說，

中共滅亡後，新的中國當權者就

出自這裡。

「禮賢下士」

是說這位來自陝西關中的中

國新當權者非常開明、謙虛，求

賢若渴，禮賢下士。

「順天休命」

「順天休命」出自《周易》大

有卦的象辭。「休」這裡是美好

的意思。「順天休命」意思是順

承美好的天命。

這句話預言這位關中天子是

天命之所在，順天而行，中共滅

亡後，他將順承天意，掌管中國

政權，並且會把中國治理得非常

好。

「半老有子」

這是一個「孝」字。取「老」

字的上面一半，然後下面加一個

「子」字，就是「孝」字。點明

這位新的當權者，是一位大孝之

人，具備大孝的品德。

從讖中來看，這位新的中國

當權者，來自陝西，他非常賢

明，德性很高，中國將被他治理

得非常好。下面我們再來解頌：

「一個孝子自西來」

這句說明新的當權者是一個

大孝子，從陝西來，這與讖中所

說的重合印證。

「手握乾綱天下安」

意思是從陝西來的這位大孝

子，將登上未來中國的帝位，手

掌大權，中國將在他的治理下，

◎文：李道真

恢復安寧，人民安居樂業。

「域中兩見旌旗美」

這句可能是指中共滅亡後，

中國將有兩度政權更替。因為預

言中稱「旌旗美」，所以這兩任

政權應當都是對天下有利的，是

正面的，而且這兩任政權的更

替，很可能是和平更替。

「前人不及後人才」

是說中共滅亡後，中國會有

兩任政權更替，這兩任政權的前

者可能在位很短暫，就會被後者

代替了。而且前者不如後者，後

者當權後，中國會被治理得更

好。根據預言來看，中共滅亡

後，這位陝西來的大孝子還不能

馬上當權，在他之前可能還有一

任政權，但在位時間很短暫，這

個短暫的政權會和平更替給他，

他登基當權後，中國便會恢復安

寧。

我們最後來解圖：圖中有三

個人，三人腳下有一根禾苗。

「三人禾」組合起來，就是「秦」

字。秦指陝西，陝西簡稱為

「秦」，是秦朝的首都所在地。

陝西的關中地區自古都被稱為

八百里秦川。所以圖中預言中國

後中共時代的預言

新的當權者來自於陝西，頌與讖

相互印證。

下面我們再來結合劉伯溫

的《推碑圖》綜合解讀中國新的

當權者：《推碑圖》中說：「北極

紫微大帝，現領二十八宿，九矅

星宮，深在秦洲地上。」又說：

「玉清二十八宿降凡秦洲地上，

保北極紫微大帝……在中天中

國。」

在星象中，紫微北極星對應

傳承了中華道統的中國帝王，是

中華龍脈的繼承者。紫微星下

凡，就是中國要出新的皇帝，並

且他會延續中華龍脈，傳承中華

道統。《推碑圖》中說紫微大帝

將帶領二十八宿等降生於中國的

秦洲，秦洲就是陝西。這與《推

背圖》的預言完全重合。說明陝

西將會出帝王，並且是繼承了中

華道統的天命帝王。《推背圖》

中說，這位新的中國當權者「順

天休命」，他是上天選定的，是

天命所在。《推碑圖》中說，他

是紫微星下凡，同樣表明他是天

命之所在，二者重合印證。

中共是西來的魔鬼幽靈，它

逆天而行，反人類、反宇宙，竊

取了中國政權，寄生於中華大

地，殘害中華兒女。它徹底反傳

統、反道德，徹底否定毀壞了中

華道統、中華龍脈，所以它不可

能代表中國，不可能是中華道

統、中華龍脈的繼承者。中共滅

亡後，中華龍脈將重新延續，中

華道統將重新傳承。

那這位來自陝西的新帝王將

會在甚麼時間登位掌權中國？

《推碑圖》中說：「巳年丑過寅

初，金雞甦醒謂之天曉……紫薇

坐大帝，十方百國法輪輝，普

天同慶，時限滿。」預言中說，

人類大劫年過後，即當 2025 年

（巳年）結束，2026 年開始後，

新的帝王將登基掌權中國。

所以綜合《推背圖》與《推碑

圖》以及其他各大預言，可以解

讀出：2020 年至 2025 年是人

類的大劫年，這期間，各種天災

人禍不斷，飢荒、洪水、戰爭

等，可能都不會少，這期間還會

有一場極其可怕的大瘟疫會降

臨，可能是目前這波中共病毒

（SARS-CoV-2）的變種，但比

這一波要可怕許多倍，會有大量

的人被淘汰（平安渡過大劫的

方法，預言中都有明示，請參見

筆者文章「劉伯溫預言解讀」）。

中共也會在這過程中滅亡，

很可能是 2021 年左右，相差不

了多少。中共滅亡後，中國可能

會有一個新的政權建立，但這個

新政權可能比較短暫，最終會和

平更替，被一位來自陝西的大孝

之人代替，他將成為新的中國當

權者，重新延續中華道統，在大

劫年結束後（2026 年開始後）

登位，中國將恢復安寧。而中國

新的當權者以及全世界、全人

類，到時都將會遵從創世主（救

劫大聖人）的教化，人類道德

會回升，將超過歷史上最好的時

期，人類將在救劫大聖人的引領

下，度過劫難，進入無比光明、

美好的全新宇宙紀元。

到了今天這個特殊的時刻，

預言很多地方都已經被改變了，

未來是不穩定的，所以僅僅是對

未來的一種參考。先知們在歷史

上留下預言，主要是為了給今天

人類一個預警的作用，使人類能

夠在最危急的歷史關頭做出正確

的選擇，平安度過劫難，為自己

選擇一個光明的未來。以上也只

是站在個人角度對預言的解讀，

僅供大家參考。
推背圖53象

第 46 屆的美國總統大選，

選前選後事態發展起伏不斷，堪

比電影情節。在另外空間也是一

場正邪大戰，而在人間女巫和基

督徒也紛紛為大選而「參戰」。

據《太陽報》消息，臉書上

有六千多名女巫串聯，以「束縛

川普（Bind Trump）」為號召，

利用當月罕見的「雙滿月日」額

外魔法，在 10 月 31 日萬聖節

當天，及 11 月 2 日集體施法下

咒，欲使川普在總統大選中落

其中1名修女手中高舉著《聖經》。

幾百年來不問世事的虔誠阿

米什人（Amish），約有二十萬人

幾百年來不問世事的阿米什人駕

著馬車、牛車，去為川普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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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論語者，二十篇。
作中庸，子思筆，
中不偏，庸不易。
作大學，乃曾子，
自修齊，至平治。

【字詞義解釋】

（1） 作： 寫 作。（2） 中 庸： 
《禮 記》篇 名， 相 傳 是 孔 子 的 孫 
子 孔 伋（子 思 ） 所 作。（3） 子

思： 孔 子 的 孫 子（孔 鯉 的 兒 子），

名 伋， 字 子 思。 受 業 於 曾 子 門 下， 
後 世 尊 為「述 聖」。（4） 筆： 執 筆 
所 寫。（5） 偏： 不 正。 不 偏： 不 偏 
離 正 中， 要 居 中， 走 正 道。（6） 
易：更動，改變。（7）大學：《禮記》中

的篇名，相傳是孔子學生曾參所作。（8）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比孔子

小 46 歲，事親至孝，傳孔子之學，後世

尊為「宗聖」。（9）自：從。（10）修

齊：修身、齊家的簡稱。（11）平治：治

國、平天下的簡稱。本為「治平」，因協

韻而改為「平治」。

【譯文參考】

寫作《中庸》的，是子思的手筆。書

名的「中」是要人不偏斜、行中道的意思， 
「庸」是要人保持平常心，才能恆久不變

保持中正的意思。寫作《大學》這本書的

是曾子，書中內容敘述了從修身、齊家開

始，到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讀書筆談】

上一課講完儒家四書的前兩本《論

語》、《孟子》之後，就是這一課的《大學》

和《中庸》。讓孩子們懂得孔子和孟子的

君子之道後，才能學習《大學》和《中庸》。

《大學》以孔子的君子之道為基點，

也就是以修身為根本，重點論述成為君子

之後，如何以仁德治理國家的道理。那麼

君子究竟如何理解？其實君子應該具備怎

樣的修養，在《論語》的開篇第一章就提

到了：「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孔子的弟子曾子，就根據君子的修

為，整理出《大學》，具體講了治國的君

子，應該如何做的道理。也就是說，以君

子之德，如何指導治國的學問，實現德化

天下的理想，其實就是孔子的理想。

至於《中庸》，來自道家的智慧，不

管做甚麼，都不能走偏，比如善待別人，

過猶不及，過了就會變成姑息養奸，在家

就會溺愛孩子；又比如，健康的概念，偏

重某種食物，就會營養不平衡。好的食物

也因吃得過多，變成害人的東西。所以，

中庸是屬於智慧的處理事情的一個方法和

概念，就是不走極端，保持平衡中正。

孔子雖然沒有重點論述中庸之道，但

是也在《論語》中講到過猶不及的道理，

所以說，無論是《中庸》還是《大學》，都

是根據孔子的教導，更加具體地就某方面

的學問進一步詳細論述而成的理論。

這四本書學好了，不管是獨善其身，

還是平天下，都會相當從容而智慧了。

日本人讀《三字經》的感受，認為《三字

經》，是孩子版本或者說百姓版本的通俗

易懂的《論語》。將孔子的學說，以三字

一句的形式，讓普通人都能輕易領會和讀

懂，很值得儒學入門的現代人閱讀。

在廣袤無垠的宇宙裡，有很多的星

球，裡面有眾多的國度，其中有一個透明

國。這裡的人很善良平和，可以如燕般飛

翔，想去哪裡只要一想就會到達，長到成

年后，都要出去歷練，只有通過考驗後，

才能成為真正有智慧的人。

某天，透明國的小公主玩耍著手中的

鏡子，發現鏡子裡面有一潭花池，就好奇

地想伸手進去觸摸……「啊……我跌進

水池裡了嗎？這裡是哪裡啊？」小公主一

邊自言自語，一邊蹦蹦跳跳地往前走。

小公主發現這裡每條路都會有好幾

個機器照著她，她好奇地看著機器，發

現機器會隨著她移動而轉動著，小公主

覺得好玩極了。街上有一個男孩看到她

玩得不亦樂乎，就走過去善意提醒她：

「你這樣玩機器，等一下士兵就會來抓人

了，很難躲開。你最好趕快走吧，你可

能要遇到麻煩了！」男孩一臉擔心的表情

看著小公主。

小公主不解地問男孩說：「這機器是

做啥用的呀？我為何會被抓走呢？」男孩

說：「你不是本國人吧？所以才會不知道

這機器的厲害，它叫聰明機，我們百姓

私下叫它『監視器』。這機器可以用『人

臉辨識』，透過表情、特徵，蒐集追蹤大

家，用來辨識身分，更能管理百姓平時的

言行舉止，也會對百姓進行種族分類。只

要有人不聽話，政府就會把你放入黑名單

裡，無論你走去哪裡，都會觸發系統或發

出警報，士兵就會來抓捕人了。」

他們正說著間，只見一群荷槍實彈的

士兵漸漸地接近了，看見他們正嚴厲凶暴

的一一排除所有可疑之人，男孩馬上催促

著小公主快走。但小公主卻手足無措、一

動也不動地看著這群快接近的士兵。只見

士兵即將快到，男孩小聲地說：「快跟著

我。」他們快速地進入巷弄裡，但是，頃

刻間士兵的腳步聲又近在耳邊，男孩急得

如熱鍋上的螞蟻，自言自語地說：「怎麼

辦？怎麼辦？抓到了就會被丟入鐵網圈，

把我們圈起來。」

小公主正疑惑地想著：怎麼到了這

裡，我就飛不起來了？聽到男孩說的

話，她突然想起自己有「隱身貼」——

可以隱藏自己的身體，於是就把「隱身

貼」貼在自己和男孩的身上，漸漸地士

兵們越走越遠了。男孩驚奇問小公主：

「這是啥呀？為何他們看不到我們？」小

公主回答說：「這是隱身貼，只能維持一

個小時喔！」

男孩邊走邊尋路地說：「出去後，我

就要回去彩虹城了，你也快回家去吧！」

小公主摸摸頭，不好意思地說：「我叫

多多，剛剛謝謝你的幫忙，但我迷路了

耶！」男孩問：「你住哪裡？也許我可以

問問別人喔！」多多說：「我是不小心跌

進小池塘的，我也不知怎麼才能回去？」

男孩看著多多，心想：她不知道自己

住在哪？若不理她，搞不好會有危險，

這裡到處都是監視器，再等等就被抓走

了……他想想後就說：「我叫克提，那

你先和我回彩虹城，我們再問別人，好

嗎？」多多點頭問道：「可是帶著我，你

會有事嗎？」克提說：「沒事，趁現在還

可以隱身，我們快往山上走，那裡人跡

少，監視器不會這麼密集。」

他們走了一段時間後，到了一個山坳

之處，順著山勢舉目眺望，那些或大或

小、重重疊疊的山峰，皆披上了一層瑰麗

的色彩，呈現出千姿百態、迷離撲朔的景

象；山體經過陽光的照耀，色彩竟從四面

八方湧來，節奏明快、顏色強烈、豐富多

彩，讓人目眩神迷。克提笑著對多多說：

「歡迎來到彩虹城！」多多覺得這裡就像

是一座夢幻山壘，美極了！她快樂地追著

光，已然忘記了被追捕的事情。

克提的家依山而建，需要穿過蜿蜒的

小徑，兩邊牆壁冰澈透寒，克提說：「我

們是回回族人，國家說要改造回回族，有

很多族人被抓捕進去後，就突然消失不見

了，信息全無，大家都很害怕，於是躲入

了山裡。」

入山之後，多多看到克提的一些族

人，他們拿出食物熱情的招呼多多，可以

感受到他們善良純樸的心意。多多和大家

回禮後，問克提：「怎麼沒看到你的家人

呢？」克提難過說：「我的父母都被抓走

了，音信全無！多多，你的隱身貼可以給

我一些嗎？我想進入鐵網圈，只要知道家

人是安全的就可以了。」克提用期盼眼神

看著多多。

多多想：若我的父王音訊全無，我

也是會和克提一樣的。但隱身貼只剩下 5
片，若時間沒有算好，克提會有危險的。

而且，不知為何，自己在這層空間竟無法

飛行，不知問題在哪？多多突然覺得被追

捕的那種恐懼情緒，又一點點的回來了。

多多問：「你們這裡為何要安裝這麼多監

視器呀？」克提說：「不知道啊！自從新

宰相來了之後，就到處安裝監視器，大家

都會害怕，也不敢多說話。」

多多點頭答應，給了克提隱身貼 3
片，要他抓準時間回來。可是時間一點一

點的過去了，克提卻還沒出來，多多怕他

有危險，決定進去找人。多多進入鐵網後

往前走，走了不久見到高高長長的圍牆

邊，有一門口站有好多士兵，多多因已隱

身，輕易地走進了樹林裡，發現裡面有一

座彎彎如月的湖泊，湖邊的草原上開滿了

各色的野花，湖裡有美麗的蓮花，竟是自

己跌進來的花池。

多多沿著湖繼續走著，突然見到一位

老爺爺坐在湖邊發呆，鎖著眉頭，唉聲

嘆氣……多多走過去禮貌地問了聲：「老

爺爺您好！」老爺爺看到多多，神色閃過

一絲驚訝，問道：「小朋友，你從哪裡來

呀？」多多說：「我從那邊進來找朋友，

他叫克提。我擔心他被抓走，所以進來找

他的。老爺爺您看起來不快樂，您有不舒

服嗎？」老爺爺說：「對啊！我已經很久

都睡不著了。你叫甚麼名字呀？」小公主

真誠地說：「老爺爺，我叫多多。如果您

睡不著，是不是有甚麼心事？您不開心

嗎？」

老爺爺用疲憊的聲音說：「我很愛我

的百姓。我剛當國王時，很努力工作，讓

人民富足、國家強盛，那時百姓安居樂

業，看到我時，都會自動親近我，訴說他

們身邊的事情和我分享，我看到他們快樂

我也很快樂；可是現在百姓看到我，都低

著頭躲開我，他們怕我，我也怕他們，慢

慢地我就再也睡不著了。」多多說：「國

王爺爺，您不知道百姓害怕甚麼，對不

對？」國王說：「對啊，我還是跟以前一

樣的認真工作，希望百姓都快樂呀！」多

多想了想說：「國王爺爺，我們可以出門

找找答案，我有隱身貼，貼在您的身上，

大家就都看不到您了。」

多多帶著國王回到城裡的街道上，多

多跟著聰明機轉來轉去，沒多久只見一群

士兵逐漸接近，他們正粗暴地一一喝斥百

姓，不問青紅皂白就盤查大家，百姓們都

害怕極了，低著頭等在街邊上。國王恍然

大悟地說：「當初宰相說，安裝多一點聰

明機，是為了協助治理治安、減少紛爭，

如今竟然變成監視器了。」

多多跟國王說：「我住的地方沒有任

何一部聰明機，可是老師教我們要修心，

遇到不好的事時，要先問自己是否有錯

了，若是知道是別人做錯了，也要多體

諒、寬容對方。所以，當大家都是善良、

道德高尚的人，就會自動約束自己的行

為，我想只有內心改變了，才是真正的改

變。」國王說：「多多，謝謝你。我忘了

自己當初的願望，當知道百姓討厭我時，

我既生氣又害怕，就如同百姓害怕士兵般

一樣。現在我們回去吧，我帶你去找你的

朋友吧！」

這時突然看到一位婆婆揹著笆簍慌張

地跑過來，多多問：「婆婆，啥事這麼緊

張呢？」婆婆小聲緊張地說：「士兵快來

了，我是回回族的，現在不分青紅皂白都

會被抓走。」多多說：「您不要緊張，我

把隱身貼給您就可以避開士兵，您快走

吧！」婆婆走後，多多終於找到自己飛不

動的原因，是害怕。明白只有不被恐懼占

據時，才能成為自己真正的主人，而這是

多多長大成人的試驗之一。

幾天後，國王拆掉了聰明機，也將回

回族人都釋放回家了；百姓們再也不會生

活在恐懼中，又如同以前一樣快樂地生

活。自從看到百姓們快樂的樣子，國王也

快樂，終於能夠香香地睡著了。

多多看到克提也和家人團聚在一起恢

復以往的無憂生活，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父

王，於是她告別了克提，就回到了自己的

透明國。

文 |舒同

15《三字經》讀書筆談 文 |劉如

海潮是留不住的，

蚵架滿心無奈的安慰彼此，

晚霞也是留它不住的，

海潮在漲落的時候安慰著自己，

而悠悠遠颺的青春年歲呢？

誰來安慰著你我……

註：明清始，臺灣嘉義縣的東石漁港

即為臺灣西部重要漁港。早期漁獲甚豐，

近年因港內泥沙淤積遂轉型為觀光漁港。

碼頭位朴子溪出海口，站在海岸邊便能看

到一整片壯觀的蚵棚群，更能搭漁筏前往

神秘的東石外傘頂洲，出海感受東石海岸

線的漁業生態，並近距離觀看浮吊式牡蠣

養殖的過程。目前已成為觀光客眺海的觀

景勝地。

譯文

自從和老友在江海分別，隔山隔水已

度過多少年。

突然相見反而懷疑是夢，悲傷嘆息互

相詢問年齡。

孤燈暗淡照著窗外冷雨，幽深的竹林

漂浮著雲煙。

明朝更有一種離愁別恨，難得今夜聚

會傳杯痛飲。

註釋

⑴ 雲陽：縣名，縣治在今陝西涇陽

縣西北。

⑵ 江海：指上次的分別地。

⑶ 幾度：幾次，此處猶言幾年。

⑷ 乍：驟，突然。翻：反而。

⑸ 年：年時光景。

⑹ 離杯：餞別之酒。

童 話 樂 園失眠的國王

散 文 詩 角落臺灣
東石港——漁人碼頭堤外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唐代/司空曙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

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

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煙。

更有明朝恨，離杯惜共傳。

詩 詞 賞 析

( ADOBE STO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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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誠聘華語銷售誠聘華語銷售
要 求要 求

熟練國、粵、英語熟練國、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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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聯係請聯係 Howard LumHoward Lum

【看中國訊】為慶祝 1920 至 2020
這個重要的 100 周年里程碑，馬自達

（Mazda）推出了紀念款 MX-5。
MX-5 是一款由日本馬自達汽車公司

設計製造的雙門雙座敞篷跑車，產品重點

放在平價、輕量化、充滿駕駛樂趣上。其

成功之處在於，消費者可以用平價購入一

部性能堪可比擬保時捷、法拉利的跑車。

2014 年 4 月該車系以全球銷售超過 94
萬輛之姿，榮獲金氏世界紀錄中最暢銷的

雙座敞篷跑車殊榮；2016 年 4 月全球銷

售總量則已超過 100 萬輛。

此次 100 周年紀念款 MX-5 的設

計靈感來自於馬自達首款乘用車 R360 
Coupe，外觀噴塗白色，頂篷則採用酒紅

色。車頭與車尾的造型也都突出了 MX-5
的設計風格，頭尾均以梯形輪廓來凸顯低

而寬的態勢，並進一步突出了輕巧的肌肉

外擴感。

經典的翻燈造型走入歷史，取而代之

的是銳利的「眼神」，極具戰鬥力，一改

初代 MX-5 的可愛印象。尾燈則維持一

貫的圓燈設計，同時也具備 Mazda 獨特

新一代的照明特徵。

在 MX-5 100 周

年紀念車上，更有著點

綴身份的專屬印記，

側 裙 後 方 配 備「100 
YEARS 1920-2020」
銘牌，輪圈中心蓋也換

上了專屬紀念銘牌。

坐進駕駛座，首先

映入眼簾的是酒紅色、

頭枕處銹有專屬徽飾的

真皮座椅，以及擁有

100 周年紀念銘牌的酒紅色地毯。高音喇

叭則是放置在頭枕的兩側，讓你即使開著

敞蓬，也能享受到 Bose 喇叭帶來的環繞

感。

手動開關蓬位於中央後上方，操作起

來也非常省力，不論是在等紅燈時想開敞

蓬，或是突然下起雨關上敞篷都可以從容

不迫，五秒鐘以內就能搞定，相當方便！

其他配備部份則維持原有水準不變，其

中包括具備 ALH 智慧遠近調整的 LED
頭燈、Samrt Keyless+Push Start、 7 英

寸中央顯示屏、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智能手機連結、倒車影像等實用項

目一應俱全。同樣帶有紀念銘牌的感應式

車鑰等細節配置也讓人眼前一亮。

在動力方面，MX-5 100 周年紀念

款配備 2.0 升 Skyactiv-G 自然進氣汽油

引擎，馬力比馬三又多了 19 匹達到 184
匹，對於一輛車重僅 1,066 公斤、有著手

排裝置的 Roadster 小跑車更顯充足。引

擎最大扭力值達到 20.9 公斤 . 米，轉速

能一路衝到七千轉，只要隨時維持在高

轉，它就能回饋給你非常好的動力反應。

為了和更多消費者分享這份喜悅，

Mazda 100 周 年 紀 念 款 除 MX-5 外，

旗 下 Mazda 2、Mazda 3、Mazda 6、
CX-3、CX-30、CX-5 與 CX-8 等 車 型

也都會提供百周年紀念款，期限到 2021
年 3 月。

靠軟木產品起家的馬自達

其實，如果單就生產製造車輛歲月，

馬自達正式成立不足 100 年。馬自達一

開始是做軟木系列產品，而並非汽車製

造公司。 1920 年，「東洋軟木株式會社」

在日本廣島成立；1927 年，公司更名為

「東洋工業株式會社」，開始製造機械工

具。

1931 年第一部 Type DA 三輪車量

產、被叫做馬自達號。一直到了 1950 年

馬自達首輛四輪卡車 Type CA 上市，才

真正和汽車銜接上。而真正的四輪轎車是

在 1960 年輕型車 R360 Coupe 量產後展

開。 1984 年，「東洋工業株式會社」正

式更名為「馬自達株式會社」，這就是今

日馬自達的品牌定型與源起。

MX-5紀念車款 百年馬自達百年馬自達

1920-2020

【看中國訊】雪水對汽車有

腐蝕性，雪後許多人容易忽視對

汽車的清洗和保養，有人以為雪

後洗車沒有必要，白費工夫。其

實，雪後洗車不是小事，要注意

以下幾點：

不要在大雪後用熱水洗車。

雪後給車子洗熱水澡是對愛車的

摧殘，因為溫度的驟然變化會傷

害車漆，使其失去光澤，而且車

的擋風玻璃也有可能在熱水中炸

裂。

雪後也不要用冷水直接沖洗

汽車，尤其是發動機升溫後，車

前部溫度較高，用冷水清洗會造

成急速降溫，對表面油漆很不利。

正確的洗車方法是，發動汽

車打開車上的暖風，然後用溫水

擦車。

雪後洗車要及時，即使天氣

預報顯示未來的幾天內還會下

雪，也不要拖著不洗車。

只要被雪覆蓋了，就要馬上

用清水將雪沖掉。雪中含有腐蝕

成分，無論是漆面、底盤還是輪

胎、輪轂，長期被雪覆蓋都會造

成傷害。

雪後只要駕駛過車輛，就應

該在收車前對底盤進行沖洗，這

方面自動洗車房比人工手持噴槍

的手工洗車更值得推薦。

車身即是電池車身即是電池車身即是電池車身即是電池
特斯拉電動汽車將推新技術

【看 中 國 訊】特 斯 拉

（Tesla）公司今年 9 月在該

公司舉辦的「電池日」活動中

說，他們很快將推出一款使

用純硅陽極電池的汽車，不

僅成本低、輕 10% 左右，而

且在設計上將把它作為汽車

底盤的一部分，為汽車提供

機械支撐，巧妙地將電池融

入了車身的設計。

現在使用的所有電池幾

乎都是以附屬單元的形式存

在，而現在電池研究的新趨

勢，稱為儲能結構型電池，

就是要擺脫這種形式上的束

縛，把電池製成各種設備自

身所需的部件。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

材料科學家格林哈（Emile 
Greenhalgh）則表示：「他們

（特斯拉）所做的是我們 10
年前做的事情。我們現在研

究的汽車完全無需附加電池

模塊，製造汽車的材料本身

就作為電池儲存能量。」

目前，大部分電子設備

的很大一部分重量都被電池

占用。比如，一部手機主要

就是一塊鋰離子電池，周圍

填充著一些處理器；無人機

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受到電池

負載能力的限制；至於電動

汽車，大約三分之一的重量

是電池。

進一步提升電動汽車效

能的辦法，一種是象特斯拉

在做的一樣，把電池融入汽

車的機械設計中，而格林哈

和合作者們所考慮的更為先

進——車身就是電池。

格林哈和瑞典查爾姆斯

理工大學的阿斯（Leif Asp）
從 2010 年就開始研究儲能結

構型電池。他們先造出了第

一個沃爾沃（Volvo）混合動

力汽車的原型。這部汽車行

李箱的蓋子就是電池。

三年後他們的項目取得

更大突破，開始研發商務飛

機可用的儲能結構型電池。

研發電力驅動的載客商

務飛機面臨巨大的挑戰，因

為它們需要的能量太大了，

燃油所提供的能量是現在鋰

離子電池技術所能提供能量

的大約三十倍。按照現有的

電池技術，對於一架載客 150

人的飛機來說，每個乘客就

需要 1 噸的電池。所以用目

前電池設計的思路設計電動

載客飛機不可行。

而儲能結構型電池是有

希望的方向。格林哈的研究

組造出的電池可以作為機艙

或機翼的一部分。阿斯說：

「現在我們造出的材料，不論

是儲能容量還是機械性能，

都可以達到所需總量的至少

20% ～ 30%，這是一個巨大

的進步。」

不過，這些技術進入汽

車和航天商務領域要面臨的

另一方面挑戰是，需要獲得

監管機構的認可。研究人員

必須證明它們足夠安全。大

型電池一旦出現短路的問

題，將引發災難性的火災和

爆炸，這都是載客的汽車和

飛機所不能接受的風險。

另外，儲能結構型電池

在微型電子設備上有著巨大

的潛力，特別是植入式醫療

設備。這些設備通常非常纖

小。現有的電池設計不管再

怎麼縮小體積，仍然是個附

帶的部分，如果能把電池融

入成為設備的一部分，則完

全不會占用這些設備寶貴的

體積空間。

密歇根大學一個研究組

今年早些時候發表的一篇論

文稱，他們研發了一種機器

人使用的儲能結構型電池，

是傳統同體積鋰離子電池能

量的 72 倍，目前有幾種機器

人玩具和幾架無人機都使用

這種電池設計。

為提升電動汽

車 的 效 能 ，

特斯拉和其它

廠商開始將電

池融入汽車的

機械設計中。

此圖為電動汽

車 及 其 底 盤

電 池 的 示 意

圖。（圖片來

源：Shutter 

Stock）

雪後如何
清洗愛車

 愛車保養

目前大部分電子設

備的很大一部分重

量都被電池佔據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2 看娛樂 Entertainment 第134期     2020年 11月 26日—12月 2日    

【看中國訊】世界足球傳奇球星

之一、阿根廷球王迭戈．馬拉多納

（Diego Maradona） 於 11 月 25 日

因心臟病發作，在他的布宜諾斯艾利

斯（Buenos Aires）家中離開人世，

終年 60 歲。

阿根廷總統阿爾貝托．費爾南德

斯（Alberto Fernandez）在宣布全

國哀悼三天。

11 月初，馬拉多納曾經因為腦

內 CT 掃瞄發現了外傷造成的腦血

腫，隨後進行了手術。今年 10 月 30
日，馬拉多納剛剛度過自己 60 歲的

生日。在那一天，在接受《號角報》

採訪時，馬拉多納說：「對這一生我

感到幸福。足球給了我一切，並且遠

遠超乎了我的想像。如果我沒成為癮

君子，我會踢得更久。但如今這些都

是過去的事了。」

在足球生涯中，馬拉多納曾效

力於西班牙足球豪門巴塞羅那、義大

利勁旅那不勒斯、西班牙甲級勁旅塞

維利亞、阿根廷足球豪門博卡青年隊

（Boca Juniors）和甲級球隊紐維爾

老男孩（Newell Old Boys）。馬拉

多納贏得過 2 次義大利足球甲級聯賽

冠軍。

馬拉多納代表阿根廷國家足球

隊出戰 91 場比賽，攻入 34 球。他

參加了 4 屆世界盃，並在 1986 年在

墨西哥帶領阿根廷隊贏得了世界盃冠

軍，並在 1990 年義大利世界盃闖入

了決賽，最終惜負當時的聯邦德國，

屈居亞軍。

據路透社報導，多年的吸毒、暴

飲暴食和酗酒中斷了馬拉多納的職業

生涯。 2000 年，馬拉多納因可卡因

誘發的心力衰竭，曾一度生命垂危。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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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歲陳淑芳金馬封后林青霞
熬夜關注

《一秒鐘》遭金雞獎撤映

中國電影導演張藝謀資料照(Getty 

Images)

球王馬拉多納突然離世

阿根廷球王馬拉多納。（FC Barcelona）

現年81歲「國民阿嬤」陳淑芳出道逾60年，本屆

金馬獎奪下影后、女配角獎。（中央社 ）

【看中國訊】第 57 屆金馬獎

頒獎典禮 21 日晚間在國父紀念館

落幕，出道逾 60 年的資深藝人陳

淑芳獲女主角、女配角雙料影后；

莫子儀則繼北影影帝后再成為金

馬男主，兩人皆創影史記錄。此

外，《消失的情人節》囊括 5 項大

獎，成為當日最大贏家。

領獎後，陳淑芳到《孤味》

劇組慶功宴，與導演許承傑、監

製徐若瑄、演員丁寧、謝盈萱、

孫可芳、于子育和張翰開香檳慶

祝。金馬主席李安也到場同歡，

大讚「電影真的很好看」，也稱

同為國立藝專畢業的陳淑芳「是

榮譽校友、傑出校友、國寶，她

是藝專第一屆的學姐，看她得獎

真的很感動。」

女神林青霞日前度過 66 歲生

日，藉著宣傳自己的第三本著作

回歸社群網站，不僅會在微博上

分享生活，更親自跟粉絲互動。

金馬獎 21 日晚間圓滿結束，林

青霞疑似熬夜在關注金馬相關消

息，於 22 日早上 6 點發文，讚

嘆：「臺灣金馬獎影后和最佳女配

角獲獎者是八十一歲的女演員陳

淑芳，真是振奮人心。」

除了為陳淑芳得獎感到開

心，林青霞也認為「終身成就獎

頒給候孝賢也是實至名歸，不做

第二人想。李安對臺灣電影界的

無私付出更是讓人動容。」粉絲

看到林青霞一大早發文，都相當

驚喜，重提過去她跟李安一起在

金馬頒獎的經典瞬間，「李安導演

說，能和青霞一起頒獎，他是熬

出頭了，哈哈哈」。

據《自由時報》報導，39 歲的

莫子儀出道 24 年，憑電影《親愛

的房客》勇奪金馬影帝，慶功宴上

他態度淡定，表示跑映後座談時

遇過 10 刷電影的粉絲，「觀眾的

喜愛對我的回饋就是最棒的」。

導演鄭有傑透露他物質慾望低，

花最多錢的地方就是看表演、看書，而且為了準備角

色，能半年不接其他工作，「甚至一件衣服都能穿好

幾年。

【看中國訊】中國電影金雞獎將

於 25 日登場，官方原本預定以中國

導演張藝謀執導的《一秒鐘》作為影

展開幕片，卻在開映前一日突傳因

「技術問題」取消該片在影展放映。

據陸媒報導，《一秒鐘》是由張

藝謀在 2019 年推出的作品，內容

主要講述在「文革」時期，一位囚

犯為了一部電影，不惜冒著生命危

險從勞改農場逃出，3 個背景不同

的人，因為這部電影而結下了不解

之緣。

據瞭解，由於該電影題材碰觸

中共的禁忌，《一秒鐘》在上映前遲

遲無法拿到中國電檢許可，原定要

在第 69 屆柏林影展上舉行全球首

映，並有機會角逐金熊獎，但在影

展的前一週也因「技術原因」退出

柏林影展。而金雞獎官方原在 11 月

7 日宣布，將《一秒鐘》選為今年的

開幕片，同時也將是該片的世界首

映，未料卻在 24 日出現變數，《一

秒鐘》消失在官方公布的正式片單

當中，但官方並未對此做出解釋。

張藝謀的妻子陳婷當天也在個

人微博透露，表示一秒鐘因「技術

原因」不能在廈門首映，請大家在

影院上映後「且看且珍惜」。

隨後陳婷又意有所指的說：「一

秒鐘太短，等待很漫長」、「錯過柏

林，錯過金雞」不過「11.27 仍為你

赴約」，提示該片上映檔期並不受

到影響。不少外媒與電影界人士猜

測，技術問題只是藉口，主要原因

應該還是內容觸及中共禁區「文革」

議題。

報答14位好友 克魯尼贈每人百萬美元
【看中國訊】　11 月 17 日在《GQ》

雜誌採訪時，美國好萊塢明星喬治．

克魯尼（George Clooney）證實多年

傳聞，他送給 14 位曾經幫助過他的朋

友每人 100 萬美元現金作為禮物。

在 2017 年克魯尼的好朋友和生

意 夥 伴 格 伯（Rande Gerber） 接 受

MSNBC 節目《Headliners show》時最

先透露最早透露這個故事。但在那之

後，克魯尼本人一直沒有承認，也沒

有否認這段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這

是克魯尼第一次親自確認傳聞，他在

接受雜誌專訪時表示，「那是在 2013
年，我和艾瑪（克魯尼現在的妻子）

才剛認識，但還未開始交往，我還是

單身，當時大概已經 52 歲了吧，我周

圍的好朋友都已年紀不小了。」「我

們這幾個人都是很親密的好朋友，這

麼多年來大家互相幫忙，沒有這些朋

友，我不會有今天。」他說，「如果我

哪天被車撞，我會留一部分遺產給他

們。所以我就想為什麼要等到被車撞

了再對他們表達謝意呢？」

於是，在幾個保安人員地協助下，

他們將 1400 萬美元現金分裝在 14 個

Tumi 牌的公文箱裡面。準備好現金行

李箱之後，他告訴這 14 位朋友第二天

過來他家吃飯。當天，每個人的餐桌位

置上都放了一個皮箱。克魯尼告訴他

們，每個人 100 萬美元，是向他們表

達謝意的禮物。格伯回憶起當時克魯尼

說，「我希望讓你們知道對我來說你們

有多麼重要，我當初來洛杉磯，就是睡

在你家沙發上。」

克魯尼說他已經為這筆現金饋贈

預先繳稅，等於是說他們每個人都可

以實拿 100 萬美元。格伯是成功的生

意人，他的妻子是超級名模辛迪．克

勞馥（Cindy Crawford），他告訴克魯

尼不需要 100 萬美元的現金禮物，但

克魯尼堅持要他收下。格伯說，「我把

他拉到一邊，跟他說我絶對不能拿這

筆錢，但是他立刻說，『那我就要告訴

大家，如果格伯不拿這 100 萬美元，

其他人也不能拿。』」

格伯介紹，「其中有一個朋友是

『月光族』，在德州機場的酒吧工作，

賺錢養活家庭，每天騎自行車上班，

這些人幫助過克魯尼，現在換克魯尼

回饋給他們。」

好萊塢影星喬治·克魯尼。(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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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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12月2日

捲心菜

 Red Mango Cases 紅芒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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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aloupes 哈密瓜 Green CabbageLE Cucumbers 長英青瓜Ambrosia Apples 聖芳蘋果

10lb Russet Potatoes25lb Yellow Onions 黃洋蔥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土豆 5lb Carrots 胡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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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 個菠蘿。

$0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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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get a free pineapple.and get a free pineapple.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12828
ea

$3989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0 9898
2

$224848 ea$ 39898
ea

$79898 cs

$06868
lb

Green Cabbage

$$5 磅裝

$1
Ambrosia Apples

7 個裝10 磅裝
25 磅裝

玉米炒蛋

玉米洗乾淨，用長刀削取玉
米粒備用。

雞蛋打散，加 30c.c.的水一
起攪拌，不要調味。

熱油鍋，開中小火，蛋汁下
鍋，蛋汁凝結即炒散，炒熟。

原鍋，放入玉米粒，中小火
翻炒均勻。

續加 150c.c.水，煮熟軟，
加鹽、胡椒粉調味。炒熟的雞

蛋倒回鍋裡，吸收煮玉米的湯

汁，翻炒均勻即可。

美味秘訣：紅蘿蔔口味偏甜，

切成粒狀和玉米粒一起炒

蛋，菜的顏色會更鮮豔美觀。

玉米品種多，甜玉米皮薄軟

嫩，香甜可口，和雞蛋同炒是

小孩會喜歡的蛋料理。 10分
鐘快速上菜，適合做便當菜。

新鮮甜玉米2支、雞蛋4個。
調料：鹽、胡椒粉適量。

蘑菇炒蛋

蘑菇沖洗乾淨，擦乾，切成
片或切成不規則狀均可；雞蛋

打散，加入少許鹽，攪拌均勻

後備用。

鍋拭乾，熱鍋後放蘑菇，以
小火烘烤出香氣。蘑菇顏色烘

至微黃，加少許橄欖油，拌炒

蘑菇，蘑菇均勻濕潤。

灑少量白胡椒粉，翻炒至蘑
菇出水，以少量鹽調味。

蛋汁下鍋，小火烹煮至蛋液
底部凝固，翻炒均勻，散發雞

蛋香氣，即可起鍋。搭配生菜

擺盤，風味更佳。

菇的種類多，可選擇在地當季

產品，以單一種菇類入菜，或

是混搭各式菇類，煎炒後香氣

豐富，菇香蛋香，相得益彰。

新鮮蘑菇 200g、雞蛋 4個、
生菜適量。

調料：鹽、白胡椒粉適量。

蝦仁炒蛋

鮮蝦去殼、剔除腸泥，清洗
乾淨後，瀝乾水分；蝦加料理

酒，醃 10 分鐘，可以去腥及
增加風味。

雞蛋打入大碗裡，加入鹽、
白胡椒粉、蔥花，攪拌均勻後

備用。

熱油鍋，放蝦和蒜末，中火
煎蝦至兩面微黃，盛起備用。

原鍋轉中小火，再加些油，
下蛋汁，蛋初凝，放入煎好的

蝦仁，翻炒均勻至散發蛋香即

可熄火。利用餘溫仍可繼續翻

炒至蛋熟透。

蝦仁炒蛋是經典家常菜，雖然

做法和材料都很簡單，只要注

意一些小細節，就能料理出鮮

香美味、令人難忘的好滋味。

鮮蝦 10尾、料理酒 2大匙。
調料：鹽 1/4小匙、白胡椒粉少
量、蔥花 1 大匙。

雞鬆蛋鬆蓋飯

雞絞肉加醃料，攪拌均勻，
靜置10分鐘以上；雞蛋攪打均
勻備用。

熱油鍋，蛋鬆材料下鍋，初
凝即持續攪動雞蛋，炒成熟透

的蛋鬆。

原鍋再加點兒油，油熱下雞
肉，翻炒至八分熟，剩下的醃

料下鍋，炒熟收汁即可熄火。

雞鬆、蛋鬆、青椒均勻鋪在
白飯即可。

這是一道好看好吃的家庭料

理，熱騰騰的飯上，蓋滿鹹鹹

甜甜的雞鬆蛋鬆，或是做成野

餐的冷便當，都很適合。

雞鬆材料：雞絞肉 150g、醬油
2大匙、味醂 2 大匙、清酒 1
大匙、糖 1小匙。
蛋鬆材料：雞蛋 3個、食鹽 1小
匙、糖 1小匙、清酒 1大匙。
汆燙過的青椒絲適量。

番茄炒蛋

青蔥切末；番茄洗淨去蒂
頭，切塊；雞蛋打散加鹽，攪

拌均勻備用。

熱油鍋，下番茄，撒些鹽，
翻炒均勻，轉中小火，燜煮熟

軟出湯汁，盛盤備用。

另起一鍋，熱油鍋，下蛋
汁，蛋汁一凝結，炒散，番茄

連湯汁倒回鍋裡。

翻炒均勻，蓋上鍋蓋，小火
燜煮2分鐘。
撒上蔥花，翻炒均勻，即可
起鍋。

美味秘訣：番茄若湯汁少，在

作法可加些水，增加湯汁。

從南到北、家家戶戶都有自己

的番茄炒蛋做法，不妨請教一

下家裡的媽媽和奶奶，如何炒

出古早的蛋香與番茄酸香。

番茄2個、雞蛋3個、青蔥 1株。
調料：鹽適量。

蛋料理千變萬化創意多

炒蛋本身就很美味，可以享

受蛋的香氣與口感。與炒蛋完美

搭配的食材很多，甜味的食材有

洋蔥、玉米；酸香風味有番茄；

芬芳的菇類很能激發蛋的美味。

在家也能做五星級炒蛋

鹽在煎蛋、煮蛋前加入，可

縮短烹飪時間，讓蛋料理口感更

嫩。若想得到口感細嫩的炒蛋，

可在蛋汁中加入少許鹽，或以鹽

調味過的高湯，攪拌均勻再炒。

整
版
圖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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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蛋 
不簡單

難 忘 好 味 道

◎ 文 :斯玟

營養滿分的平凡食材，可以當

主菜，也可以當配菜，光是炒

蛋就可以變化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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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癌症早期症狀並不明

顯，往往容易被忽略，其實身體

如果出現一些異常徵兆，都有可

能是身體發出的警訊，一定要多

加留意，及早就醫檢查治療。

以下盤點10大
癌症警訊：

 ❶長期咳嗽或聲音沙啞

咳嗽如為感冒引起，通常在

1 ～ 2 週內痊癒，若超過 3 週或

咳血，就要特別留意，而長期不

明原因的聲音沙啞，有可能是肺

癌或喉癌造成，可進一步檢查口

腔、喉嚨及肺部。

 ❷食慾不振或消化不良

吃東西經常覺得食道內有異

物感、食慾不振、消化不良有腹

脹感，這些可能是食道癌、喉癌

或胃癌的徵兆。過去一位老太太

總是說肚子脹、吃不下，家人以

為是腸胃出了問題，進一步檢查

才發現是胃癌，可惜確診時已是

許多人記得車子

定期進廠保養的時

間，卻忽略了自己的

健康狀態，當身體出

現明顯症狀時，可能

早已生病多時。

別小看10大「癌症警訊」

② 維生素 B3 在那些至少

診斷出患有 2種癌症的患者中，

可以減少非黑色素瘤皮膚癌復

發的風險。日光照射後在皮膚

上產生的維生素 D 與多種癌症

（包括：黑色素瘤，一種侵襲性

皮膚癌）的風險降低有關，但

維生素 D 產生過多，又可能提

高患黑色素瘤的風險。

③ 晒傷，特別是在年輕人

中，則與患皮膚癌的風險更大

有關。但是，化學防晒霜含有

許多有毒成分，可能無法提供

標籤上聲稱的防紫外線等級。

④ 蝦青素是由微藻產生的

類胡蘿蔔素，可保護藻類免受

太陽紫外線的傷害。它可能是

最有效的抗氧化劑之一，有助

於從內到外保護皮膚免受紫外

線侵害，同時使皮膚產生維生

素 D。

皮膚癌是美國最常見的癌症

形式，其中最常見的是基底細胞

癌和鱗狀細胞癌。儘管這些類型

癌症的死亡並不高，但治療的後

果可能會毀容。

儘管有人建議要避開陽光，

並使用防晒霜。美國人一生中患

皮膚癌的風險估計為 20%，每

天大約診斷出 9500 例皮膚癌。

但是，目前仍認為，合理的日

晒，同時注意避免被灼傷，是優

化維生素 D 水準的最佳方法之

一。

研究人員估計，有 85% 的

兒童生活在城市地區，儘管美

國人習慣於食用強化食品，仍

有一半的成年人和老年人患有

維生素 D 缺乏症，其部分原因

可能是日照不夠。一些皮膚病

學家為了減少皮膚癌的發生，

建議避免日晒，因為研究人員

發現， UVA 射線會引發細胞

損傷，導致皮膚癌，但不幸的

是，無論是在室內，還是在室

外，您都有可能暴露於 UVA 射

線。

非黑色素瘤皮膚癌，包括：

維生素A在預防皮膚癌中的作用

這篇文章是由《紐約時報》暢銷書作

家 Mercola博士帶給您的，如需更多
有用的文章，可立即訪問 Mercola.
com，並獲得免費的，可 控制您健康
的電子書 !

問題；再過幾天就會減低造血功

能，紅血球、白血球及血小板低

下，嚴重者會引發其他可致命的

併發症，如：敗血症或出血。在

這種種諸多痛苦中，很多人以為

癌細胞活化了，其實化療的副作

用就有可能將人擊垮。

有些癌症很需要化療，有些

不甚需要，甚至有反效果；有些

癌細胞類型對化療效果很好，有

些不好。例如：乳癌很需要化

療，因為此種癌症極容易擴散，

因此在第一期即使手術切除也要

化療；而肝癌就不太適合化療，

因化療對肝臟的損傷常常大於殺

死癌細胞所帶來的好處，化療後

容易出現黃疸，癌細胞對化療反

應也不好，所以此種化療常是應

病患家屬要求施予；像肺癌的小

細胞型，對化療反應極好，癌細

胞可殺滅大半部，但可惜的是，

癌細胞增長速度太快，到頭來仍

是一場空。很多未分化型、低分

化度的癌細胞，極為惡性，對化

療效果奇差無比，癌細胞增長速

度又快，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放射線治療對人的傷害就如

同燒灼傷一般，高能量的照射，

產生熱毒症狀。而手術治療，根

治性療法要切除的地方常是很

多，例如：胰臟癌的根治性手

術，要切除胰臟、十二指腸、空

腸上端、部分胃、膽囊、總膽

管、部分大血管，還要吻合重

建，真是非常大的手術，無怪乎

很多人寧願好走，也不願動這手

術了。

中藥緩解發炎症狀

中藥的主要抗癌藥有白花蛇

舌草、半枝蓮、龍葵等等，都是

清熱解毒藥，主要是緩解發炎，

雖然無法治癒癌症，但可緩解發

炎症狀，很多人還是會選用，因

為西醫的治療方式，有時實在是

太痛苦了。

中藥也可用在標準治療後的

輔助治療，如：鼻咽癌放射線治

療後，會有口乾、咽乾、吞嚥疼

痛、皮膚紅斑等等。

可使用養陰清熱涼血藥緩解

症狀，如：甘露飲、側柏葉等

等；膀胱泌尿上皮癌手術後血

尿、反覆泌尿道感染，可用白花

蛇舌草、魚腥草、扁蓄等，既可

清熱利濕消炎，緩解頻尿、血尿

的症狀，又可預防泌尿上皮的癌

化；肝癌手術或靜脈栓塞後，可

使用半枝蓮、垂盆草、五味子、

牛樟芝等等，既可降低肝指數，

又可預防細胞癌化，也是很多人

選擇的輔助治療。

不同的癌症表現不同
療會刺激癌細胞生長，死得更

快。

如果不能化療，那甚麼才是

癌症的標準治療方法呢？這要說

明一下。

依癌細胞類型做處理

化療的目的當然是希望能消

滅癌病，但臨床上常因疾病已擴

散，無法根治，故目的在減緩癌

細胞的增長及擴散，並減輕因癌

病所引起的症狀。化療的確會讓

人身體變得虛弱，諸如一開始就

容易有皮疹、蕁麻疹、顏面浮

腫、呼吸困難、心跳過速，甚至

低血壓，再來就是噁心與嘔吐；

幾天後容易出現口腔、喉嚨或食

道的潰瘍疼痛，肚子痛和腹瀉等

癌症末期。

❸ 排泄習慣改變

大小便次數突然驟增或減

少，且大小便顏色或質地有異常

情況，如：頻尿、解尿困難、不

明原因的血便或糞便形狀改變，

應進一步檢查。不少人輕忽正常

排便的重要，如有經常性便秘，

總是超過 3 天無法解便，應該

及早調整飲食，改善便秘問題，

降低罹患大腸直腸癌的風險。

 ❹摸到腫塊

腫塊通常不痛不癢，像出現

在頸部、乳房、腹部或鼠蹊部

等，或是有淋巴結腫大的情況，

要注意是否為鼻咽癌、乳癌、肺

癌或肝癌的可能。特別是現在乳

癌的好發年齡已逐漸下降，不乏

年輕女性由於飲食作息不正常，

而罹患乳癌，因此女性須特別注

意胸部是否有腫塊，家族有乳癌

病史者，可於 35 歲後定期安排

檢查。

 ❺異常出血或分泌物

身體各部位經常出現異常出

血或瘀青，如：流鼻血或陰道出

血、血便等。子宮頸癌可能出現

分泌物過多或混有血液；大腸癌

則是大便帶有血液。

 ❻傷口或潰瘍難以癒合

口腔內總是容易潰瘍難癒，

或身體傷口通常超過 2 星期沒

有癒合，就必須特別注意。

 ❼皮膚變化

皮膚若是突然出現腫塊、膚

一個人一旦得癌

症，不容易好，治療副

作用大。

皮膚癌是美國最

常見的癌症形式，其

中最常見的是基底細

胞癌和鱗狀細胞癌。

療養
保健

色變黃或痣疣明顯的變化等症

狀，就要特別留意，像肝癌或肝

硬化都有可能造成皮膚變黃、發

癢或出現紅色蜘蛛痣的情況。

 ❽不明原因的疼痛

不少疾病會造成身體出現疼

痛的現象，若是身體某個部位明

顯疼痛，且長久未改善，就該盡

速就醫，查明原因，例如：大腸

癌有可能會腹痛；胰臟癌也可能

出現上腹痛或背痛。

 ❾不明原因的體重減輕

若沒有特意節食或運動消

耗，也沒有糖尿病，還是甲狀

腺機能亢進等疾病，2 週內體重

減輕 2 公斤，或是 1 個月減少 5
公斤，都必須特別留意。有位婦

人 1 個月內體重驟降 3 公斤以

胡蘿蔔是富

含維生素A
的食物。

目前標準的治療就是化療、

放療與手術，因為死亡率高，就

有人流傳說，癌症不能化療，化

內容概要

①最近的資料表明，那些食

用富含維生素 A 食物（相當於

每天 2 根大胡蘿蔔）的人，患

鱗狀細胞皮膚癌的風險降低。維

生素 A 影響細胞生長和分化，

這在癌症的發展中起作用。

鱗狀細胞和基底細胞癌，美國

每年可有 300 萬人被診斷出患

這兩種癌症，這表明需要使用

更有效的預防策略。（待續）

上，且體重仍在持續減輕，進一

步健康檢查才發現是卵巢癌，確

診後半年不到便走了。

 ❿不明原因的疲倦或發燒

一般的疲憊感透過休息或睡

覺就可改善，但癌症引起的疲倦

卻是休息也無法緩解的，而且會

持續一段時間。一些癌症則可能

出現發燒的症狀，如：淋巴瘤、

白血病或腫瘤本身引起的腫瘤

熱。

在 10大症狀中，最常共同出

現幾個症狀，如：食慾不振、摸

到淋巴腫、短期間內體重莫名減

輕和容易感到疲倦，當同時出現

這些症狀時，應該盡早進行健康

檢查，瞭解身體哪裡出了狀況。

前年一個職業婦女確診罹

癌，發現時已經是癌症末期。她

哀怨道，此生為了工作與孩子，

從沒好好享受過生活。她沉痛的

懊悔著，但癌細胞卻沒停下腳

步，不斷的擴散轉移，熬不過 1
年就離開人世。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財富，沒

有人可以贈與，也沒誰能夠搶

走，在為生活忙忙碌碌時，也要

維持健康的生活習慣，隨時留意

身體的變化，學會辨別癌症警

訊，不僅可以警惕自己，也可以

用來關心周遭的親友，早期發現

潛在病症，及時進一步就醫治

療。

上

不明原因的體重減輕須特別留意。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編譯：高新宇
分析：莫克拉博士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  文：蕭宜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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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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麗夫人您好：我在擇

偶的標準上，和媽媽不同。

媽媽看人只看經濟實力，而

我對男方的長相更為在意。

起先，我還順從媽媽的安

排，違心地和我不喜歡的男

人約會吃飯看電影。後來，

我在和不喜歡的人約會時開

始繃著個臉，或者發脾氣，

甚至還挑明跟對方說，「我

媽讓我來的，其實我不喜歡

你。」

為此，我和媽媽三日兩

頭要爭吵，媽媽總是罵我不

懂父母心。就在我和媽媽矛

盾日深的時候，俊偉奇走進

我的視野。他是個性開朗充

滿朝氣的人，從進公司那一

刻起，他毫不掩飾對我的好

感。但是我知道，他一定過

不了媽媽這一關，因此對他

也就不敢敞開心扉。

小雅敬上

我可以自己選擇所愛嗎◎ 文：曼麗夫人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

中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

情的到來，婚姻的締結，

與婚後的柴米油鹽時，總

有說不完的橋段。如何在

其中愛得自在與無傷，愛

得充實與圓滿，讓曼麗夫

人陪您一同探討現代男女

情感世界中的難題，讓愛

的世界增添更多美麗的傳

奇！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美觀又美觀又實用的落地燈

打造有氣質的家打造有氣質的家
從造型上看，落地燈予人

穩重典雅之感，座身通常是瓶

式或圓柱式的，搭配傘形或筒

形罩子，放在沙發或傢俱轉角

處，十分美觀。由於落地燈的

光線比較柔和，晚上和家人一

起看電視的時候，直接給人一

種家的溫馨感。

市面上的落地燈款式繁多，

本文為大家介紹幾款比較受歡迎

的落地燈，它們不但設計美觀，

而且非常實用，可為你打造一個

有氣質的家。

1、蚱蜢燈
看到這盞燈會讓你聯想到

什麼？這盞燈最吸睛的地方便

是它的造型，三角支架讓人聯

想到一種昆蟲。沒錯，那就是

蚱蜢！家中擺放一盞蚱蜢燈，

可為家中增添一絲樂趣。

這種燈有很多顏色供選擇，

有經典黑白、清新藍綠、活潑橘

粉等。圖中這款黑色蚱蜢燈就非

常百搭，配上活潑的黃色椅子，

非常出眾亮眼，晚上坐在燈下看

書、看電視，讓人感覺很安靜、

舒適。

2、球形燈
球形與線條組成的幾何美

感總是讓人無法抗拒。這盞燈

的獨特之處就是造型極簡，但

卻簡單得來又有內涵，予人莫

名的高貴感，擺放在家中瞬間

讓空間的質感提升好幾個檔次。

3、茶几閱讀燈
如果有一盞茶几與燈連為

一體的落地燈，那會為你節約

許多空間，它尤其適合小戶

型家庭！充滿趣味和復古的設

計，擺在家中不僅能照明，還

是家裡最好的裝飾品。

4、釣魚燈
如今市面上最熱賣的一種

落地燈是拋物線燈，也就是釣

魚燈。見過實物的人都能體會

它的好，雖然價格較貴，但是

物有所值。

它的比例精妙而恰到好

處，大理石座予人高貴的質

感，當然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它

自帶氣場的誇張線條了。

5、可愛羽毛燈
每個女生的心裏都住著一

位小公主，因此圖中這盞羽毛

燈肯定會受女生們青睞！它的

設計浪漫又夢幻，擺放在客廳

或臥室都非常適合，童話感滿

滿。

6、棕櫚樹燈
圖中這款棕櫚樹燈是用精

美的鴕鳥毛製作，光彩奪目，

擺在家中可打造奢華感。金色

支架與精選的羽毛相得益彰，

為您的家居創造出獨特的美感。

此燈的羽毛都是實用真正

的駝鳥毛製成，而且羽毛都是

手工染色的，因此顏色可能會

有所不同。因此每一盞燈都是

獨一無二的作品。

7、復古玻璃罩燈
復古的玻璃罩與球加上金

屬支架的設計，是這款落地燈

最特別的地方。其簡約與復古

的造型，很適合想要打造一個

舒適與 vintage 兼具的家居風

格。

8、簡約百搭落地燈
不曉得要選擇哪一款落地

燈的話，可以考慮圖中這款百

搭的款式，簡約的設計搭配哪

種家居風格都不會出錯。

9、Ins馬卡龍色 
落地燈

這盞燈的顏色非常清新可

愛，馬卡龍色看了讓人心情瞬

間活潑開朗起來。它極簡的線

條設計，低調卻又能襯托整體

的設計氛圍，因此深受 Vlog
博主們的青睞，你可以看到許

多 Vlog 上都有這種落地燈的

身影。這種燈尤其適用於明亮

糖果系的北歐風格裝修，為你

打造明亮及活潑可愛的空間。

落地燈已成為現代家居不

可或缺的軟裝之一，除了發揮

照明作用，還能成為室內空間

的裝飾品，營造美好的氛圍。

光的魔法在夜晚把焦點集中在

某個角落，讓人瞬間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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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葉紫

小雅：謝謝您的來信！

「天下父母心」似乎讓你的感

情世界起了複雜的變化：想愛你所

愛，又不能違抗母命。但是，要如

何做才能在其中找到平衡點呢？在

和母親溝通前，曼麗想要和小雅釐

清兩點觀念。

首先，請不要否定母親背後的

用心，她無非是希望寶貝女兒能找

到如意郎君衣食無憂，因為現在的

確有許多怨偶，因不敵現實生活經

濟壓力或困難而選擇離異。即便你

不認同母親偏執一方的想法，但是

媽媽背後的動機是無庸置疑的——

母愛。

再者，你的擇偶條件著實令曼

麗捏一把冷汗。沒錯，看得順眼很

重要，但是對方的外貌並不是相知

相守的保證書。因為外相會隨年華

老去，那什麼是支持彼此走下去的

元素？曼麗覺得理智成熟的愛情，

是架構在兩人的心靈相契、願意甘

苦與共，不論老、病、死都不離不

棄；無論遭逢什麼挫折，都願意攜

手與共。而太執著於外相的背後也

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也許是虛心

在作祟，我們不妨找找看。

曼麗想建議：小雅不如從本身

做起，先端正自我的感情觀，當母

親感受到你的處事態度與看事情的

眼光成熟許多，相信媽媽也會漸漸

放心。此外，你可以從不同角度跟

媽媽耐心、不動氣慢慢地分析，例

如明明不喜歡別人卻因為對方多金

而選擇勉強湊合，不但對男士不公

之外，於己也未必快樂。因為，有

些東西是用金錢買不到的。更何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別

人和我們在一起不是因為真愛，而

是因為金錢，當我們知道真相時不

是很受傷嗎？

因緣往往是天注定，未必是我

們想要如何就能如何的。你把外貌

看得重要，和母親過於重視對方的

經濟能力一樣，把感情太專斷了。

而執著於此的結果往往是一再地蹉

跎姻緣，徒留往復痛苦。何不帶著

「隨緣」的想法，也許真命天子就

在燈火闌珊處等著你呢。

曼麗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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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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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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根據最近的同行評審研

究，從大流行開始到夏季，新冠肺炎住院

患者的死亡率急劇下降。這些數據表明，

醫生和其他醫護人員在幫助人們克服新冠

病毒方面做得越來越好。

但自 10 月以來，美國新冠肺炎病例

激增，沒有減弱的跡象，有可能破壞這一

進展。現在全國各地的每日死亡人數呈明

顯上升趨勢，許多州都打破了年初創下的

記錄。

11 月 11 日，全美國範圍內的死亡人

數突破 2000 人，這是自 5 月初以來全國

首次突破這一記錄。 11 月 17 日，又有

1707 人死亡。

自疫情開始以來，美國已有近 25 萬

人死於該病。上週，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

中心（CDC）估計，到 12 月 5 日，全國

範圍內將有多達 28.2 萬新冠肺炎患者死

亡。

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最近的一項估

計表明，到明年 3 月 1 日，總死亡人數

可能達到 43.8 萬人。

如果有效的疫苗在那之前獲得批准，

就可以使這一上升幅度有所下降，但專家

預計 4 月份之後疫苗才會被廣泛使用。

死亡率已經下降

根據 10 月 23 日發表在《醫院醫學

雜誌》的新進研究，發現 3 月至 8 月間，

紐約市紐約大學朗格尼衛生系統住院的

5,100 多例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驟降

了 18%。在 3 月份，患者的死亡率為

25%。到了 8 月份，死亡率則為 7%。

10 月 25 日發表的《重症監護醫學》

雜誌上，英國的另一項研究中，21,000
多名住院的重症患者新冠肺炎死亡率也有

類似的下降——從 3 月底的 28% 下降到

6 月底的 7%。重症監護室的患者死亡率

從 42% 下降到 19%。

這表明醫生和其他醫護人員確實在治

療新冠肺炎患者方面做得越來越好。英國

的研究人員也看到各年齡段的生存率都有

所提高。更好的護理是一個因素。

肺科醫生、國家猶太健康的重症監護

專家梅克博士認為，疾病大爆發初期，我

們社會中最慢性病和虛弱的病人都在養老

院，而現在他們得到了更好的護理和照

料。

許多高危人群也在採取更多的措施來

減少接觸病毒的機會。而經過 8 個多月

的疫情，醫院在治療重症患者方面的經驗

也多了很多。

病例上升導致死亡人數增加

即使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的存活率較

好，但美國的病例持續激增，意味著接下

來會有更多的人死亡。

「仍然有很多人在死亡，」梅克博士

說。他表示，另外存在的一個風險是，醫

院會變得不堪重負，這會影響他們所提供

的護理質量。

我們看到許多醫院已經在滿負荷運

轉。這種對醫療系統的壓力不僅會影響新

冠肺炎患者，還會影響到因心臟病發作、

車禍或其他嚴重疾病或受傷而來醫院就診

的人。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新冠肺炎將與流

感季節重疊。

「隨著流感病例的上升，醫院通常會

變得更加緊張，特別是如果這是一個糟糕

的季節，」UVAHealth 的傳染病專家傑

克遜博士說。

新冠肺炎致死率下降 死亡人數卻在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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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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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yblocks)


	ABKZG_134_A1_NEWS
	ABKZG_134_A2_news
	ABKZG_134_A3_ADCanada
	ABKZG_134_A4_News
	ABKZG_134_A5_RealEstate
	ABKZG_134_A6_News
	ABKZG_134_A7_Finance
	ABKZG_134_A8_China
	ABKZG_134_A9_World
	ABKZG_134_A10_Society
	ABKZG_134_A11_Forum
	ABKZG_134_A12_World
	ABKZG_134_B1_Business
	ABKZG_134_B2_Culture
	ABKZG_134_B3_Bilingual
	ABKZG_134_B4_Cosmos 
	ABKZG_134_B5_ Fortune
	ABKZG_134_B6_Education
	ABKZG_134_C1_CarNews
	ABKZG_134_C2_Entertainment
	ABKZG_134_C3_Food
	ABKZG_134_C4_Health
	ABKZG_134_C5_Life
	ABKZG_134_C6_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