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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關係降到10年最低點
China-Australia Relations at 
10-Year Low

A3縱欲毀前程
Greed Can Ruin a Person's Destiny

多倫多再封城 特魯
多提「大重構」B3A4 探秘西方古代絕技B4雙語報導

English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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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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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楼 1 � � 1 浴 廁 柏 文 單 位 4 1 2 呎 ,
可 步 行 至 大 学 �學 校 �� � � � 場 �
C - T r a i n � � 車 站 , 開 放 式 設 計 , 舖 較
� � 合 � � , 客 � � 落 � � 門 , 露 台 �
� 景 , � � 設 �
包 括 : 健 � � � $159,900$208,500

西北 Hillhurst   �市中心西北 Brentwood  �大學��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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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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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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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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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Arbour Lake 豪�  ��洛�山�景
獨立�層屋 2487 呎,W/O 土庫� 部完成,�
�天��林,�院向西南,��敵�景,建於
2004 年,光猛開陽,��一�,�中���,
土 庫 � � � 裝 置,3+2 � � 3.5 浴 廁,� 大
Bonus Room 設計,�
拱形天�,�勿錯� ! $925,000

�碼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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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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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Hamptons �屋大量裝�
獨立�層屋 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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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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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900

西北  Hamptons �校� �院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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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ead of the Dec. 14 electoral col-
lege meeting, the legal team for Pres. 
Trump is working feverishly on both 
the legal and legislative fronts to stop 
what they consider to be an election 
theft. Supporters in the military have 
proclaimed this year’s general elec-
tion to be a coup d’état by the Deep 
State, and urge Pres. Trump to in-
voke the Insurrection Act to defend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enemies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
  On Nov. 28, retired General Thom-
as McInerney, former third in com-
mand of the Air Force, indica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come under 
attack in a cyberwar, and people 
should not consider what is happen-
ing as politics as usual, but treason at 
the highest level.
  He cited his sources in the military 
to confirm a military raid did take 
place in Frankfurt, Germany to seize 
a server farm operated by the CIA. 
Should the servers provide evidence.
  Since cyber warfare moved at a dif-
ferent pace than conventional war-
fare, McInerney urged the president 
to carry out his duties regardless of 
the timeline: “It doesn’t matter if we 
have locked, sealed the decision pro-
cess by the 14th of Dec., the presi-
dent should not leave office until it is 
adequately heard.”
  In the same interview, General Mi-
chael Flynn, who was just pardoned 
by Pres. Trump for being ensnared 
in the Russiagate scandal, pointed 
out that American people were be-
ing subjected to a mass-scale mind-
control operation.
  The former director of Defense In-
telligence Agency (DIA) described 
the media censorship as psychologi-
cal warfare: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mainstream media, social media 
tech companies… are trying to con-
trol a narrative and tell the Ameri-
can people what they should know, 
instead of allowing the American 
people information.”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中將：抓中層叛國者 
他們會指認最高層
11 月 28 日以空軍三號人

物身份退休的麥金納尼將軍

（General Thomas McInerney）
在接受 WVW 電視臺主持人布

蘭農．豪斯（Brannon Howse）
的採訪時透露，這次大選已經不

是政治問題了，而是最高級別的

叛國行動，最大的證據就是從法

蘭克福繳獲的伺服器。一旦把中

層級別的舞弊者抓到後，他們就

會指認拜登和歐巴馬，和民主黨

最高層的其他人物，是他們命令

下面執行的叛國行動，美國目前

已處在網路戰爭中了。

麥金納尼指出：「12 月 14
日之前是否能鎖定並確認總統的

這一決策程序並不重要。總統在

法律訴訟程序被充分聆聽之前不

應該離任。」「川普總統必須履

行他的誓言，捍衛美國免受國內

外敵人的侵害，而且他絕不能讓

確定選舉人的最後期限阻止他履

行職責。」將軍還表示，川普總

統知道這一切的發生，早已為此

做好應對計畫。

弗林：中共支持這場政變

當日，受「通俄門」構陷，

已被川普總統特赦的弗林將軍在

同一個採訪節目中說，在川普擔

任總統的整整四年中，左派勢

力、包括媒體，一直試圖將川普

總統趕出白宮，現在這場政變仍

在繼續。弗林進一步點明，中共

在背後支持這場政變。

弗林指出，媒體和大科技

公司對川普總統的反對和審

查，無異於一場信息戰，這樣

的信息戰，讓人想起了中共的

策略：「如果你研究中共的教

義，中共的教義提到 6個步驟，

其中前 5 個步驟都與信息宣傳

有關。」

中共4億美元收購 
Dominion投票系統

12 月 1 日，川普競選團隊

律師林伍德發推文說：「愛國

者警報：中國共產黨於 10 月

8 日以 4 億美元的價格購買了

Dominion Voting。」 伍 德 表

示，目前，正在核實這個消息。

他貼出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文件顯示，Dominion 投票系統

的母公司 Staples Street Capital 
III，於 2020 年 10 月 8 日從瑞

銀 證 券（UBS Securities CO 
LTD）得到 4 億美元。瑞銀證

券前身為中共國企，最後演變為

瑞銀控股企業，但中方依然持股

49%。（下轉 A2）

深層政府政變深層政府政變
DEEP GOVERNMENT COUPSDEEP GOVERNMENT COUPS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12月14日是選舉人團投票日，川

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正以法律程序及游說關鍵州州議會動用憲

法權利進行兩綫作戰。軍方支持川普的力量表示，今年大選是

「深層政府」發動的政變，川普應履行總統職責，捍衛美國免

受國內外敵人的侵害。

南亞省首屈一指的經銷商. 今天便來體驗不一樣的服務.

庫存超過600部車供選擇
600+

$500現金推荐計劃
$500 購買當天

即可提車
1323 MCKNIGHT BLVD NE, CALGARY, AB T2E 5T4

403-277-9511 WWW.HOUSEOFCARSCALGARY.COM Wayne Chak

https://www.houseofcarscalgary.com/
https://www.calgaryhou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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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州聽證眾多證人作證

（接 A1）11 月 25 日、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賓州、亞利

桑那州、密西根州的州議會分別

舉行了聽證會，眾多證人在面臨

作偽證重罪的前提下宣誓作證。

鮑威爾律師 11 月 25 日公

布一位重量級人物的證詞，他

是《紐約時報》曾報導過的「最

聰明的人」——凱沙瓦茲 - 尼
亞（Navid Kershavarz-Nia）
博士。尼亞博士數十年來為

CIA、NSA 和 FBI 做網路安全

和技術反間諜工作，他得出這樣

的結論：「我高度確信 2020 年

大選數據在所有戰場州被篡改，

導致數十萬張投給川普總統的選

票被轉移給了拜登。」

11 月 30 日，在亞利桑那州

的選舉舞弊聽證會上，科學家席

瓦 (Shiva Ayyadurai)，通過科

學專業與大數據分析指出，根據

大選當晚的得票數據，拜登不可

能超越川普，除非發生舞弊。席

瓦的專業背景驚人，他取得了麻

省理工學院的四個學位，在技術

評估、數學建模、網路攻擊模式

分析和安全情報方面有著 35 年

的專業經驗。

CNN密謀錄音流出
真相工程（Project Veritas） 

創始人奧基夫（James O'Keefe）
12 月 1 日在推特上分享了短

視頻，顯示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CNN）總裁扎克（Jeff 
Zucker）和高層在某次晨會中

密謀如何把川普總統趕下臺的錄

音片段。

第一段錄音中，顯示 CNN
高級編輯電話晨會中，他們商討

的是如何逼迫川普總統承認敗

選、並且及早開始和拜登團隊

的政權過渡。他們想到的計謀

是利用《911 委員會報告》（911 
Commission Report）。CNN
在今年 11 月 10 日發文稱「根

據《911 委員會報告》，當 2000
年大選小布什的過渡工作被延後

的時候，它拖延了他的國安團隊

的建立，這是 2001 年『9． 11』
恐怖襲擊之所以發生的一個原

因之一」。真相工程曝光這段

CNN 晨會的日期是 2020 年 11
月 9 日。同一日晚些時間放出

來的第二份錄音中，扎克對他的

編輯團隊明確指示：對川普的任

何事不能當「正常人」來報導。

當日晚間 CNN 威脅奧基夫，稱

已把該事件轉交給了執法部門。

但奧基夫表示不懼打官司，歡迎

更多的爆料者。

據悉，「真相工程」秘密錄

製了 CNN 兩個月的編輯晨會內

容，目前公布的只是其中的一小

部分。目前尚不知其如果獲得

CNN 晨會錄音的。

大重整與大覺醒之戰

2015 年春天，聯合國在

「世界減災風險大會」上，與多

國達成了一項共識，一項重要內

容就是「Build Back Better」計

畫，意為「更好地重建」。現在

從北美的加拿大，歐洲的英國，

到南亞的巴基斯坦政府，都在不

斷提到這個計畫。拜登目前的

所謂過渡政府網站，網址就是

buildbackbetter.gov。
「大重構」計畫，在大選前

已被天主教前任駐美國大主教

卡洛（Carlo Maria Viganò）披

露，大主教在向川普發出的第二

封公開信中指出，邪惡勢力正在

利用病毒全球大流行，實施進行

「大 重 構」（The Great Reset）
的全球議程，的目標是以防疫為

由扼殺自由，推行健康護照和數

字身份證，對於反抗者，會進行

拘押或軟禁，甚至財產也要被

沒收，進而建立起一個「全球暴

政」。但是在相關計畫實施之

初，他們會用一些確保全民收入

或取消個人債務的承諾，作為誘

餌吸引人們。

或 非 巧 合，11 在 21 日

G20 第 15 次峰會視訊會議上，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倡議更多國家

參與健康碼國際互認機制，以迎

接後疫情時代的到來。

美國前軍方內幕人士、分

析師傑弗里．普拉瑟（Jeffrey 
Prather）11 月 17 日發布了一

個重磅視頻指出，目前美國的戰

爭，真實總結為「大重構與大覺

醒之戰」。

普拉瑟在視頻中披露了一

些驚人的內幕：新代理國防部

長米勒是愛國者，他將果斷地

捍衛美國；司法部長巴爾和其

指定的對「通俄門」進行反調

查的特別檢察官達勒姆都是為

深層政府和 CIA 工作的沼澤

人物，他們絕不會起訴真正的

罪犯，如奧巴馬、克林頓、拜

登和 CIA 前局長布倫南等；美

軍中，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在某

種程度上被深層叛國者滲透，

武裝部隊中高層將軍和官僚是

叛逆的沼澤敗類；空軍和太空

部隊人員來自愛國者，且忠於

川普；川普新任命的沃特尼

克（Ezra Cohen-Watnick） 是

國防部負責情報的副部長，一

名聰明的愛國者，他在幕後努

力，將美國從腐敗犯罪的民主

黨人、政客和中共這樣的敵人

中解救出來。

  
   Flynn then compared these tactics 
to communist China’s tactics: “If 
you study Chinese doctrine, it has 
six phases. The first five phases all 
have to do with information. The 
last part would be, if those failed… 
you see something kinetic.”
  On Nov. 22, reporter Pamela Geller 
revealed that Dominion Voting Sys-
tems was owned by a private equity 
hedge fund name Staple Street. It 
had not raised any new capital since 
2014/2015 of about $200 million, 
but suddenly reported on Oct. 5 that 
it was expecting a large infusion.
  Then on Dec. 1, Trump campaign 
attorney Lin Wood tweeted, “PA-
TRIOT ALERT: Information being 
received NOW that Communist 
China purchased Dominion Voting 
in October 8 for $400M.” He then 
listed the funds to have come from 
UBS Securities Co. Ltd, which 
was 75% own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James O’Keefe, founder of Project 
Veritas, tweeted short videos on De-
cember 1 showing CNN President 
Jeff Zucker and senior executives in 
a morning meeting plotting how to 
oust President Trump from office.
  The first recording shows a morn-
ing meeting with CNN senior edi-
tors in which they discuss how to 
force President Trump to admit 
defeat and begin an early transition 
to power with the Biden team. The 
ploy they came up with was to use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which 
CNN published on November 10 of 
this year, citing the 9/11 Commis-
sion Report. It was when the tran-
sition of George W. Bush was de-
layed in the 2000 election and so as 
the national security team. 
  Later that evening, CNN threat-
ened O’Keefe, saying that the mat-
ter had been referred to law enforce-
ment.  It is not yet known how the 
CNN morning meeting recordings 
were accessed.
  On Nov. 25, Nov. 30 and Dec. 1, 
state legislatures in Pennsylvania, 
Arizona and Michigan held hear-
ings to receive testimony from 
witnesses who recounted the elec-
tion fraud they witnessed. During 
a hearing in Arizona, Trump called 
to say that he had been criticized 
for trying to win the integrity of his 
constituents, with some repeatedly 
urging him to focus on 2024. He 
said, “No, I have to focus on two 
weeks ago, which was the biggest 
scam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深層政府政變

真相工程創始人奧基夫（左）1日公布了CNN總裁扎克(右)與高層的晨會錄音。(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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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程雯綜

合報導】美國前聯邦檢察官

西德尼．鮑威爾（Sidney 

Powell）近日向公眾透露，

她的律師團隊已經收到了

買通的人做假和欺詐投票

所付支票存根的照片。她

說：這次美國大選中，拜登

獲得了超過1,000萬張欺詐
性選票。

她在社交媒體強調，有的

欺詐手段和方式是你可以想像得

到的，但還有許多是你無法想像

的。川普總統競選團隊的律師指

控內華達州發現有 4 萬人投票兩

次，他們準備對此提起訴訟，如

果打贏官司的話，這些票數足夠

令川普總統在內華達州翻盤。

川普總統團隊的律師傑西．

本納爾（Jesse R.Binnall）週三

（12 月 2 日）在接受福克斯商

美國大選涉作弊 證據浮現

業新聞採訪時說，他們在內華達

州發現了「真實選民欺詐」的證

據，他們將把「成千上萬例」的

證據提交到內華達州法院。

本納爾律師強調說，內華達

州有 4 萬多人在今年大選中投票

時投了兩次。

還有的情況是，本納爾律師

說，有很多選民被記錄是通過郵

寄選票投票的，但是他們從來沒

有收到過郵寄選票，他們最後也

沒能投票。

內華達州目前被左派媒體宣

布為民主黨人拜登獲勝，比川普

總統「多獲得」3.3 萬張選票。

內華達州有 6 張選舉人票。

本納爾律師曾經幫助過被

民主黨構陷的邁克爾．弗林將軍

（Lt.Gen Michael Flynn） 做 辯

護律師。弗林將軍在今年感恩節

（11 月 26 日）前夕被川普總統

特赦。

此外，據《華盛頓監察員》

（Washington Examiner） 報

導，數據科學家多蘿西．摩根

（Dorothy Morgan）在宣誓證詞

中說，她發現內華達州的選民登

記冊裡出現了莫名其妙的跳躍式

增加，其中地址不正常且信息不

完整。她說這種增加「具有歷史

意義的奇怪」，因為這些增加的

選民沒有記錄性別和年齡，他們

登記的住址或郵寄地址是賭場或

房車公園。

摩根在宣誓書中說，這項

調查發現的奇怪選民有 13,372
個，發生在內華達州第三國會

區，覆蓋了克拉克郡（Clark 
County）和拉斯維加斯的大部

分地區。

此 外，12 月 1 日， 在 美

國律師團體托馬斯．莫爾協會

（Thomas More Society）「阿米

斯塔德項目」（Amistad）的新聞

會上，三名吹哨人爆料了驚人指

控。一名美國郵政（USPS）員

工說，約 28 萬張選票從紐約州

送至賓州蘭開斯特市後，和送選

票的卡車一起全部消失。

其中一名吹哨人是威斯康星

州麥迪遜市的美國郵政分包商皮

斯（Nathan Pease）。 11 月 4 日

和 5 日，兩名獨立的郵政工作人

員通知他，USPS 正在收集數萬

張選票，並倒填日期到 11 月 3
日，以便這些選票可以被計入。

上週在賓州州議會作證的第

三位吹哨人斯滕斯特羅姆（Greg 
Stenstrom），也現身當天的新聞

會發表講話。

美國郵政。（Getty Images）

http://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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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再封城 特魯多提「大重構」
【看中國訊】加國再被疫情陰影籠

罩。多倫多 11 月 23 日起進行至少 28 天

封鎖，對自今年以來已經十分脆弱的小企

業再帶來打擊。與此同時，加國總理特魯

多提出「大重構」計畫，借疫情恐慌推動

全球主義議程，引起反彈。

安省封鎖 小企業反抗
安省政府從 11 月 23 日起對多倫多

和皮爾區發出為期 28 天的封鎖令，要求

「非必需」的零售商只能路邊交貨及網上

銷售，只有雜貨店和藥房等被認為是必需

的商店，才可以現場售貨，但客容量不能

超過 50%。

在封鎖令宣布後，當地亞當森燒烤

店（Adamson Barbecue）的老闆斯凱利

（Adam Skelly）仍開門營業了 3 天，期

間逾百反對封鎖的民眾到場聲援。 26 日

多倫多警方派出數十名警察包圍店鋪，並

逮捕斯凱利。多倫多市府證實，該家燒烤

店店主斯凱利面臨兩項市政法規指控。然

而當地民眾指出，燒烤店對面的 Costco
仍然人頭湧湧，並被允許販售與燒烤店一

樣的產品——熱狗。

這是早前政府官員及多名學者提出

的「斷流封鎖」的其中一環。「斷流封

鎖」的相關文件指出，政府有權決定對甚

麼地區或特定商家進行封鎖，「以控制傳

播」，為期至少 28 天。

斯凱利於 11月 27日通過視頻出庭，

並在其妻子交納 50,000 元保釋金後獲

釋。他的保釋條件，包括與亞當森燒烤

店及他的另外兩家公司保持 200 米距離；

遵守《健康保護法》，遵守安省首席公共

衛生官和區域公共衛生官的指令；禁止經

營不符合《重新開放安大略法案》規定的

業務。而且，不得在社交媒體上進行交

流。這似乎違反了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

「《重新開放安大略省法》中的措施必

須合理，但它不合理，它們對小企業的影

響是不成比例的更大。」 斯凱利說，「因

此，你完全有權開門營業。」

反對封鎖的支持者們在 GoFundMe

發起眾酬，現在已經籌集了超過 280,000
加元，以支持他繳納罰款和法律費用。斯

凱利說，這是給每一個小企業做「集體辯

護」的。

在多倫多，玩具店 Nobletoyz 的所

有者諾布爾（Derrick Noble）在 11 月

28 日開門營業。他表示，他的抗議是為

了公平，而不是為了任何意識形態。

諾布爾告訴《多倫多太陽報》：「你

可以走進沃爾瑪買玩具，卻不能走進

Nobletoyz 買玩具，這完全是一件可悲的

事。」

他說：「我們這樣做是代表博爾頓

（Bolton）、卡爾頓（Carlton），以及整

個加拿大的所有小企業，這些企業只是努

力養家餬口及繼續生存。」

另 一 家 小 企 業 Salon Trichology 
Boutique 於 11 月 27 日 發 起 了

#ShowYourStatsTO 行動，呼籲多倫多

所有髮廊發布自己的統計數據，說明自首

次封鎖以來其工作週數、員工人數、所服

務的客戶數量、訪問次數和病毒感染個案

數，以表明「髮廊已被證明是可以安全營

業的場所」。所有發帖的沙龍，均報告

沒發現任何病例。他們在社交媒體表示：

「是時候站起來，拿回我們選擇的權利

了。」

與此同時，11 月底亞省也有消息傳

出政府可能進行第二次封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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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伯塔的

「斷流封城」必須鎖定 28 天。不過，亞

省省長康尼（Jason Kenney）在不同場

合強調，亞省不會再進入全面封鎖。

聯邦政府推動「大重構」

今年 9 月聯合國 2030 年全球持續發

展議程視頻會議上，加拿大自由黨總理特

魯多稱，正好利用疫情大好時機，加速推

動疫前就商討好的全球「大重構」計劃，

其中包括擴大政府權力，推動集中規劃、

綠色能源、性別平權等，但沒有具體的措

施。

此事引起了很多加拿大人注意。 11
月 17 日，保守黨國會議員皮埃爾 · 鮑利

夫（Pierre Poilievre）發起「抵制大重

構」徵簽請願，短短 3 天就有超過 6 萬人

聯署。保守派形容，這其實是為了推動左

派政府的社會主義議程。

去年渥太華曾為此進行了 2 個月的

公眾意見諮詢，只收到 2,500 份線下和

4.2 萬份線上意見反饋。相比之下，鮑利

夫在 3 天內徵集的簽名，就遠超這一數

字。

不過對民眾來說，加國當務之急是

恢復經濟。保守黨衛生評論員加納女士

（Michelle Rempel Garner）在最近視頻

中呼籲，加拿大民眾必須反擊特魯多提

出的所謂「大重置」計劃。加納還說， 她
前不久在小區碰到一名單親媽媽納塔莎

（Natasha），整天因政府強制性防疫封鎖

措施提心吊膽，擔心工作不保，沒了收入

來源，無法養家餬口。

【看中國訊】《國家郵報》報導，經合

組織（OECD）的一份新報告顯示，加拿

大的家庭收入在 2020 年第二季度增加了

11%，同期加拿大經濟因為防疫限制措

施，下降了 10% 以上。

然而經濟專家提醒，這引出了一個非

常嚴重的問題，聯邦政府的緊急援助支

出規模過於龐大。在經合組織（OECD）

的報告發布前幾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發布的另一份報告預測，加拿大

的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百分

比，在 2021 年將是 19.9%，成為所有國

家中比例最高的。同期排在加拿大後面

的，是美國的 18.7% 及英國的 16.5%。

按加拿大破產管理辦公室本週的報

告，9 月份有 7,658 名加拿大人申請破

產，比前一個月增加了近 19%，是自 3
月份病毒大流行開始以來的最高水平。

儘管經濟大幅下滑，今年的破產案比

往年少，政府大量派發補貼是原因之一。

據 CBC 報導，持牌破產受託人博爾杜克

（Andre Bolduc）說，病毒大流行初期，

「一切都暫停了，包括催收」，破產率實

際上比去年同期低了約三分之一。但是，

未來的破產率可能會迅速上升。

加拿大信貸諮詢公司首席執行官波梅

爾斯（Michelle Pommells）也表示，各

種抵押貸款延遲還款計劃，使大約六分之

一的加拿大借款人獲得了暫時的利息延

期，但是這些措施也正在結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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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如有調整恕不另行通知。有適用條件。錯漏除外（E&OE）

現有超過 30 套快速入住房屋，多種價位可選。12 月 30 日前入住更省錢！

詳情請訪問

1 1月1日  - -  1  2 月3  0日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DAVE CHAN/AFP via Getty Images）

經濟下滑 加國家
庭收入不降反增

https://tricohomes.com/trico-60-day-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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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週二（12月

1日）晚些時候要求國會在下一年度的《國

防授權法》中增加終止 230 條款的內容，

否則他會否決《國防授權法》，因為 230
條款讓互聯網大科技公司在受到免責保護

下對公眾實施言論審查和箝制，已對美國

國家安全和大選誠信構成嚴重威脅。

230 條款是美國 1996 年《通訊規範

法案》中的內容，該條款讓網絡科技平臺

不會因為其用戶發表的言論內容而承擔法

律責任，這讓谷歌、臉書、推特等科技公

司自 1990 年代末以來得到迅猛發展，並

形成壟斷優勢。

川普總統長期以來都在批評 230 條

款，他在週二發推文說：「230 條款是美

國送給「大科技公司」（受該條款保護的

公司）的免責保護禮物，是對國家安全

和選舉誠信的嚴重威脅。如果我們允許它

繼續存在，我們的國家就永遠不會是安全

和穩固的。

因此，作為《國防授權法》的一部

分，如果不能完全終止這個非常危險和不

公平的 230 條款的話，那麼當這個法案

被送到（我的）非常漂亮的表決辦公桌

上來時，我將被迫毫不含糊地否決該法

案。政府應遵從人民的意志。謝謝！」

美國的《國防授權法》每年更新一

次，由國會批准，其核心內容包括美軍軍

費預算。

民主黨國會議員表示堅決不會廢除

230 條款。

共和黨人和保守派人士是 230 條款

的主要批評者，他們認為 230 條款把「互

動式計算機服務」的提供商定位為不是發

行商 / 出版商，這種立場與推特和臉書這

些科技巨頭在現實中的行為越來越矛盾。

特別在今年的大選期間，推特和和臉

書在最近幾個月里加強了對包括川普總統

在內的保守派用戶的言論審查，他們給川

普總統的推文加警告標籤，甚至隱藏川普

總統的一些推文，而他們對其他保守派用

戶和川普支持者的言論箝制就更加凶猛，

還包括取消帳戶。

臉書還把川普總統的頭銜由美國總統

改為「政治候選人」，公然挑戰川普作為

民選總統的合法性和巨大民意支持，顯示

出臉書變得像中共治下的中宣部那樣的專

橫霸道。

聯邦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林賽．

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上個月

對推特執行長傑克．多西（Jack Dorsey）
和臉書執行長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國會聽證會上說：「230
條款基本上允許推特和臉書之類的社交媒

體平臺傳遞信息而無需承擔法律責任。如

果報紙上有你不喜歡的東西，你認為報紙

以某種方式誹謗了你，你還可以起訴報

紙」，但是對於推特和臉書這類的社交媒

體，你卻沒有辦法。

在 11 月 27 日的一則推文中，川普

總統堅決表示，為了美國的國家安全，

230 條款必須立即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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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Zhao Lijian has become the latest hot 

topic because of a composite photo he posted 
on Twitter, the picture shows an Australian 
soldier holding a dagger to the neck of an Af-
ghan child with an Australian flag over his 
head, hinting at a recent unsubstantiated ru-
mor of Australian soldiers involving the mur-
der of young people in Afghanistan.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orrison strong-
ly condemned China’s actions, and even Aus-
tralian Opposition Leader Anthony Albanese 
said he supported Prime Minister Morrison 
on this occasion.

 Anthony said, “Australia’s condemnation 
of this image is above politics ... and we all 
stand as a nation in condemning It.” Liberal 
MP Trent Zimmerman also described such an 
act as pure “rank propaganda”.

  The image - however, has not been censored 
by Twitter despite being fake. Twitter simply 
marked the photo as sensitive information, as 
it quickly became the most trending news on 
Twitter.

  Despite the backfire over the fake photo, an-
other spokeswoman for China’s foreign min-
istry, Hua Chunying, said on November 30 
that the photo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re-
vious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saying she did not know whose work the al-
tered photo was, but that it had been widely 
circulated on the Internet because it shows 
the anger of many people. She also said that 
the public should not over-interpret the mes-
sage, while denying the fact that the photo 
was first released by her colleagues.

  This shows that China continues its “war 
wolf diplomacy”, which means taking the 
toughest diplomatic stance, using strong 
words, but not seeking evidence.

  In fact, this is just one episode in the recent 
Sino-Australian conflict, as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have already reached a 
freezing point. This is evidenced not only by 
the fact that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have not met for three years, but also by the 
recent series of so-called “economic counter-
attacks” China has imposed on Australia. 

  A few days ago, China’s Ministry of Com-
merce decided to impose a temporary an-
ti-dumping measure in the form of a security 
deposit on Australian wine imports, by in-
creasing tariffs by up to 212% from Novem-
ber 28th.

  Prior to this, in the past few months, China 
has suspended beef trade and imposed an 
80% tariff on barley. Beijing has also de-
manded Chinese not travel, work or study in 
Australia, and has called Australia a “racist” 
country.

  Moreover, China continues to conduct hos-
tage threats, by executing an Australian man 
this week on drug smuggling charges after a 
secret trial in June. In September this year, 
China also secretly arrested Australian-Chi-
nese journalist Cheng Lei, and later used sec-
urity threats to force two Australian journal-
ists out of China.

  According to official Chinese statements, 
China’s actions were in response to a series of 
“politically motivated” actions by Australia 
against China. These include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demand for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ource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that points to China, its response to the U.S. 
Clean Network campaign that banned Chi-
nese company Huawei from building a 5G 
network in Australia, and its design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developed 
organizations in Australia as foreign agents.

  On November 20, the day after Australia 
and Japan signed a military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Aus-
tralia released a document listing a series of 
14 charges against Australia. Among them 
wer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upport for 
think tanks’ anti-China research, investi-
ga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ts in Australia, 
cancell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s’ visas 
to Australia, criticism of China’s affairs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Xinjiang, calls for 

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
gins of COVID-19, banning Huawei from 
participating in Australia’s 5G network, and 
bann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and more. Also, 
China claimed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completely destroy the “One Belt, 
One Road” agreement between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and China”

  From all of the above, it appears that China 
has many demands on Australia, but does not 
care what Australia thinks. Perhaps we can 
look at it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The economy is the lifeblood of the coun-
try. China has been Australi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for the past 10 years, accounting for 
33 percent of Australia’s total exports. Mean-
while, Australia’s second-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s Japan, which accounts for less than 
half of China’s trade. In 2019 China bought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barley and 40 per-
cent of the wine produced in Australia, and is 
also the largest buyer of Australian seafoo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imber, iron ore, coal 
and natural gas.

  Along with trade, Chinese companies have 
made significant acquisitions in Australia’s 
agriculture, winemaking and mining indus-
tries. Iron ore is a strategic national resource 
with military value, and China relies heavily 
on the import of iron ore and has been ac-
quiring minerals overseas for a steady sup-
ply. In 2006, when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 
were less cordial, China’s CITIC Pacific ac-
quired two of Mineralogy’s iron ore mines 
for US$2.9 billion.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China also acquired stakes in at least 
four Australian iron ore mining companies 
between 2008 and 2014.

  In addition to securing supplies, this will 
allow these Sino-Australian joint ventures 
to avoid China’s tariff burden, and put great-
er pressure on other Australian companies, 
which may ultimately be inclined to accept 
Chinese investment or be acquired by Chi-
nese companie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China.

  For other traded products, such as wine, 
there is another story. A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was signed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in 2015, with the two sides 
agreeing to reduce tariffs on Australian 
wine exports to China to zero. Howe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atement issued on 
November 27, stated it had “preliminarily 
ruled” that Australian wine exports to China 
were “dumped”.

  Australia protested, stating that Beijing’s 
actions were “total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China-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the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mem-
ber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us-
tralia’s Trade Minister Simon Birmingham 
also stated that Australia would report the 
incident to the WTO.

  China’s problem is further than being un-
trustworthy. The country’s influence on 
Australia is significant in all aspects. Aus-
tralia is home to more than 1.2 million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many of whom 
are new immigrants within 10 years who 
have been educ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r have strong ties to the Party. 
These behaviors can also be seen in some 
of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who have been 
described by locals as having no regard for 
Australian law.

  In the past few years, many experts have 
pointed out that if the Sino-Australian rela-
tionship continues this way, Australia will 
gradually become more and more dependent 
on China and eventually plunged into a na-
tional crisis. This may not seem like warning 
signs to some, but that all changed earlier this 
year when the COVID-19 pandemic hit Aus-
tralia and the world.

  Some analysts say, the Chinese Commun-
ist Party is taking a gamble: most Western 
countries will try not to provoke Beijing at 
a time of pandemic and economic downturn, 
when they see what happened to Australia. 
But if the world still does not react to China’s 
actions, there will be more serious conse-
quences.

中澳關係降到10年最低點
China-Australia Relations at 10-Year Low

川普要求終止
互聯網免責230條款

【看中國訊】加拿大財政部週一（11
月 30 日）表示，計畫從 2022 年開始對

科技服務公司徵收數位服務稅（Digital 
Services Tax）。並稱預計 2022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效，且該項稅收將持續，直至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對數字服務

稅問題達成一致的解決方案。

目前 OECD 正在研究一種通用的方

法，以確保類似谷歌和臉書這類的大型科

技公司繳納他們應付的稅金。

加財政部表示，對與經合組織遲遲未

能就這一問題達成協議表示關切。在加國

財政赤字不斷增加狀況下，將對外國科技

公司徵稅，估計將在 5 年內增加 34 億加

元財政收入。

針對在線銷售商品和服務的外國公

司，加國也將開始對其徵收營業稅。根據

提案，徵稅對象將包括網飛（Netflix）、
亞馬遜（Amazon）、Airbnb 等公司，預

計僅此一項明年將為政府帶來約 6 億加

元的收入，並在 2022 至 2023 財政年度

帶來 13 億加元的收入。

加拿大財政部長方慧蘭說，加拿大人

希望有一個公平的稅賦制度，因此政府會

在必要時採取行動，對外國科技公司徵

稅，讓他們跟在加拿大運營的任何其它公

司一樣，繳納應付的稅金。

加國擬對科技巨頭徵稅
2022年開始

川普在白宮。（Getty Images）

方慧蘭（Shutter Stock）

https://avalonmasterbuilder.com/rockland-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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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壯觀的景色、佈置精美

的現代公寓、屋頂休息室和可與五星級

酒店媲美的私人住宅設施 ...... 這是卡

城市中心的閃亮登場的高端公寓 Park 
Central。它位於第 12 大道的拐角處，中

央紀念公園的旁邊，是個多功能 32 層高

的塔樓，擁有 462 套公寓，包括單間、

一室、兩室和三室的套房。

這座高聳的塔樓將為人們提供一種獨

特的生活方式，當人們進入令人印象深刻

的大堂時，就會感受到這一點，這裡的禮

賓服務和 24 小時保安讓住戶倍感安心。

為了培養社區意識，Park Central 將
以聚會空間為特色，住戶們可以在分享生

活與工作的各種心得。每位住戶都可以使

用 8 樓的 5 星級俱樂部設施，包括先進

的健身中心、瑜伽工作室、巴裡和私人教

練、互動遊戲室（包括桌球 / 沙狐球 / 街
機遊戲 /高爾夫模擬器）和聯合辦公中心。

Park Central 精彩之處當屬戶外露

臺，有一個游泳池，並配有餐飲設施，住

戶在此可將城市天際線、公園和山脈的

美景盡收眼底。與室外露臺相媲美的是

Skylounge，住戶可以在這裡享受私人酒

吧和餐廳，同時眺望卡爾加里美景。

「每一位住戶在入住時都會收到一

張 VIP 卡，裡面有一些當地商家的禮

品卡和折扣，比如 Metrovino、Native 
Tongues、Petropolitan、Woofly 等 」

Park Central 的 客 戶 體 驗 經 理 Tareq 
Merali 說，「我們還在策劃比如品酒會、

全球美食之夜和咖啡連線等活動。」

Park Central 是卡城眾多精彩樓盤之

一，也是卡城精彩生活的一個折射。

【看中國訊】在動盪的 2020 年，從

1 月到 10 月，全球谷歌搜索「如何出

國」的搜索量增長了 29%。根據《Daily 
Hive》報導，根據 Remitly 最新一項全球

數據研究顯示，加拿大是全世界 101 個

國家 / 地區的公民最嚮往的移民目的地。

《全世界想去哪裡生活：世界最受歡

迎移民國家調查》的結論顯示，加拿大在

全球排名第一。從 2020 年 1 月到 2020
年 10 月，「移民出國」等關鍵詞的搜索

量上漲了 29%，其中加拿大位列第一。

前 10 名依次是加拿大、日本、西班牙、

德國、卡達、澳大利亞、瑞士、葡萄牙、

美國和英國。

Remitly 的文件表示：「通過分析與

『移民』相關的常用短語的每月搜索量，

並對涉及的國家進行排名，我們可以發現

一些國家排名非常靠前。」

在全球和平調查中，加拿大是最安全

的居住地之一，並且以低失業率和高移民

數量而聞名世界。此外，當地居民友善，

風景優美。

不過，從加拿大的角度來看，加拿大

人最想移民的國家是日本。日本也以其迷

人的風景，安全的環境和大量的工作機會

在全世界範圍中排名第二。

從全球範圍來看，墨西哥、非洲南部

國家以及印度的公民都非常嚮往移民加拿

大。而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菲律

賓，印度尼西亞以及東南亞等國家的居民

則嚮往移民日本。

而南美洲西岸的國家想移民西班牙，

而東岸則嚮往葡萄牙。而讓人意外的是，

俄羅斯居民最想移民的地點是：美國！

十一月卡城房產交易活躍
【看中國林佳綜合報導】卡爾加里市

場的銷售連續第六個月同比增長。過去幾

個月的銷售增長是過去五年來最強勁的，

當然這種強勁程度還不足以抵消春季房市

的回落。年初至今的銷售量仍比去年的水

平低 3% 以上。

房屋新上市量繼續放緩，這樣就減少

了市場的庫存。從年初至今，新上市量減

少了近 10%，處於 2001 年以來的最低水

平。近五年來卡城的房地產市場是供過於

求，現在稍稍減弱了供過於求的程度。

「考慮到我們城市的工作崗位減少和

失業率，今年下半年房屋交易量的增長有

點令人驚訝，」卡城房地局首席經濟學家

Ann-Marie Lurie 說。「不過，值得重視

的是，現在房屋市場更平衡，主要因為房

屋的供應量的減少所帶來的。」

住房市場的緊縮狀態促成了近期基準

價格的部分上漲。截至 11 月，基準價格

為 42.36 萬加元，比去年同期高近 2%。

不過，在卡城不同房屋類型，不同區

域的房產，交易量表現不一。價格屬於經

濟適用型的房屋，在市場上供應量不多，

而因非常搶手。這很可能造成低端市場與

高端市場的價格趨勢不同。以下是一些主

要差異：

獨立屋 Detached
11 月在卡城各個區域，獨立屋的銷

售活動都有所好轉，使全市範圍內的銷售

額同比增長了 26%。這最近 6 個月獨立

屋的交易量提高，抵消年初的一些回落，

所以年初至今獨立屋的銷售總量僅比去年

的水平低 2%。

與其他行業一樣，獨立的新上市量大

幅下降，造成了近期房屋交易量的上升。

最近三個月的房屋供應總量低於之前的

三個月。因為供應量的進展，導致價格上

漲。截至 11月，獨立屋基準價與去年相比

提高了近 3%，總價為 49.2 萬元。但是這

只是整體情況，有些區域並非如此，比如

卡城市中心的價格還是比去年低 1%。

獨立屋這種房屋類型的交易活躍度因

地點和價格區間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價格

低於 50 萬的獨立屋在房屋市場上庫存量

已經大幅減少。高於 50 萬的較高價格區

間也出現了一些庫存的下降，但下降的程

度並不顯著。事實上，對於價格低於 50

萬的獨立屋來說，市場呈現出賣方市場

的狀況；而對於價格高於 70 萬的房屋來

說，市場仍然有利於買方。

半獨立屋 
Semi-Detached

雖然雙拼屋的交易情況沒有獨立屋市

場那麼緊張，但相對於需求而言，其供應

量的減少足以支撐基準價的進一步上漲。

截至 11 月，基準價格為 395,100
元，比去年的水平高出 1%。活動情況也

因城市的不同區域而異，東南區的價格漲

幅最大，而市中心的價格仍略低於去年的

水平。

在這個市場中，根據價格區間的不

同，也出現了明顯的差異。價格在 40 萬

元以下的產品，每月的供應量明顯下降。

排屋 Row
11 月排屋的供應量保持增長的態

勢，所以足以使年初至今的銷售量保持在

與去年相似的水平。並且與其他房屋類型

的趨勢相反，排屋新上市量較去年有所上

升，緩解了其它戶型庫存量下行帶來的房

市壓力。其供應量在 4 個月裡，都高於

獨立屋和半獨立屋的水平；於去年同期的

6 個月相比，今年的供應量要多於去年。

因此排屋價格也呈穩定狀態，11 月

價格與去年水平相當。儘管不同月份價格

有漲有落，但從年初至今，平均價格仍比

去年水平低近兩成。除市中心、西區和東

區外，其它各區價格均有所回落。

共管式公寓 
Apartment Condominium

在經歷了 7 個月的同比下降之後，

在 11 月份共管式公寓的銷售量比去年的

水平有所提高。不過，去年 11 月是公寓

銷售異常疲軟的一個月。那麼年初至今

的公寓銷售總量為 2209 套，比去年下降

13%，比長期平均水平低近 30%。

11 月新上市量確實略有緩解，但房

屋的總庫存量仍然高於去年的水平。也就

是說，市場的供過於求，繼續給價格帶來

下行壓力，本月價格相對上月有所提升，

而且仍然比去年的價格低 1%。唯一出現

一些積極勢頭的區域是北區，價格與去年

相比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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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發布的一張合

成的照片，圖中一名澳洲軍人用澳洲國旗

蒙住了一個阿富汗小孩的頭，手握一把匕

首架在小孩的脖子上，地上踩著兩國的國

旗，暗示一個未經證實的謠言，引發澳洲

強烈譴責。最近一連串事件令中澳關係跌

落冰點。

澳 大 利 亞 總 理 莫 里 森（Scott 
Morrison）在 30 日對趙立堅的推文表示

極為憤怒，他痛批趙立堅相當「可悲」、

「令人反感」及「強烈作嘔」，這是對澳

洲國防力量的嚴重誹謗，中國當局應該要

對此篇貼文感到很羞愧，可說在全球面前

降低格調。

早前中國商務部決定自 11 月 28 日

起，對澳大利亞進口葡萄酒以保證金的形

式實施臨時反傾銷措施，加徵最高 212%
關稅。

此外，這幾個月來，中國對澳洲大麥

和牛肉等實施了一系列經濟打擊，包括中

斷牛肉貿易、對大麥大幅加徵 80% 關稅

等。北京還要求中國人不要去澳洲旅遊、

工作或留學，並稱澳洲是一個「種族主

義」的國家。

11 月 20 日，在澳大利亞與日本簽署

雙方軍事合作協議的隔天，中國駐澳大利

亞大使館發布了一份文件，羅列了一系

列澳大利亞的罪名，一共有 14 條，包括

「澳洲政府支持智庫進行反中研究、調查

中國駐澳大利亞記者、取消中國學者的澳

大利亞簽證、批評中國在香港、臺灣與新

疆事務、呼籲國際展開對 COVID-19 源

頭的調查、禁止華為參與澳大利亞的 5G
網絡建設等。」

外界分析認為，北京一再挑戰澳大利

亞，主要是為了阻止其他國家如加拿大、

歐盟及日本等國加入美國所領導的反共運

動。據彭博社報導稱，中國之所以挑澳大

利亞下手，一方面是因澳洲莫里森政府在

疫情等方面，似乎緊跟著美國，甚至直言

不諱地批評北京；另一方面是對華貿易約

占澳大利亞總貿易的 35% 之多，已攸關

民生。

澳大利亞和中國之間於 2015 年簽署

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澳大利亞出口

到中國的葡萄酒，雙方同意下將澳洲出口

中國的紅酒關稅降為零。但是，中國政

府卻在 11 月 27 日發布的公文稱「初步

裁定」澳大利亞出口到中國的葡萄酒屬於

「傾銷」行為。

澳大利亞對此強烈抗議，並指出北京

的行為「與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以及世界貿易

組織成員國之間達成的協議完全不符。」

澳洲貿易部長 Simon Birmingham 也表

明，澳洲將向世界貿易組織上告事件。

澳洲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
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1 日發布影片，號召大家在 12 月

購買及飲用澳大利亞葡萄酒。歐洲多國的

議員都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視頻表示支持。

英 國《泰 晤 士 報》專 欄 作 家 魯卡

斯（Edward Lucas） 也 在 推 特 上 發

起「買澳大利亞葡萄酒，抵抗專制」

（#freedomwine）的號召，邀請全球網友

一週買一瓶澳大利亞葡萄酒來抵制中共的

惡劣行為，讓其看到不受霸凌的自由世界。

【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美國

大選舞弊醜聞頻傳，處於風暴核心的

Dominion 投票系統，據美國《國家檔案》

報導，Dominion 軟體在塞爾維亞編程，

並牽扯了一批黑客，與美國民主黨及金融

大鱷關係匪淺。

民 主 黨 人 辛 普 森（Dana Jill 
Simpson）向國家檔案爆料，早在 2016
年就向 FBI 提出對 Dominion 涉入選舉

欺詐的擔憂，未得到任何回應。

她和丈夫吉姆（Jim）是選舉誠信和

技術專家，曾為左翼浪潮基金會（Tides 
Foundation）內部人員工作，他們都屬於

民主黨伯尼．桑德斯派的反戰進步派。

辛普森透露，Dominion 公司的掃瞄

器由偉創力（Flex）公司生產，在川普政

府 2019 年對華為祭出禁令前，偉創力是

華為的代工廠之一。

「吉姆和我找到了所有的司法部文

件，以證明 Dominion 公司佔有全美

30% 的市場份額，是歐巴馬 - 拜登與司

法部長霍爾德共同促成的一項反壟斷出

售。任何政黨競選都不應該與該公司有任

何關係，但拜登與歐巴馬在任時，卻讓霍

爾德的這次出售有利於他們的關聯公司

Dominion。他們就是這麼腐敗。」辛普

森說。

Dominion 公司於 2003 年在加拿大

成立，2008 年歐巴馬當選後，Dominion
在美國一路坦途。 2009 年，紐約向該公

司訂購了幾十套投票系統。

2010 年司法部從電子投票市場領

導者 ES&S 手中奪走了從 Diebold 購

買的設備，將其送給了 Dominion 公

司。這些資產包括美國電子投票系統

（EVS）市場約 30% 的安裝基礎。隨後，

Dominion 公司還收購了紅杉，紅杉正式

從 Smartmatic 剝離，但兩家公司之間的

聯繫依然存在。

Smartmatic 是一家總部位於英國的

投票機廠商，委內瑞拉獨裁者查韋斯曾

利用其軟體在 2004 年公投中「獲勝」。

Smartmatic 的紅杉在美國面臨麻煩，而

不得不將紅杉出售給 Dominion。
Dominion 在世界多個地方開發軟

體。 2016 年曾公開表示，之前 10 年一

直在塞爾維亞開發軟體。

2020 美國大選 Dominion 舞弊被曝

光後，100 多名員工已刪除了 LinkedIn
資料。這些人的地址顯示是塞爾維亞。

美國在上世紀 90 年代曾與塞爾維亞

發生過戰爭，沒有理由期待其公民對美

國有好感。「我得到情報，拜登於 2009
年 5 月 20 日曾出訪塞爾維亞，當時他在

貝爾格萊德與塞爾維亞黑客達成協議，

幫助塞爾維亞黑客控制 ES&S 機器的信

息，這樣他和歐巴馬在 2012 年大選中就

有機會勝利。拜登還讓霍爾德在司法部

反壟斷部門的剝離訴訟中迫使 ES&S 公

司將一半股份交給塞爾維亞程序員，為

Dominion 投票系統服務。這真令人噁

心。」辛普森說。

辛普森去過 Dominion 在丹佛的辦

公室，該公司謊稱投票機是在丹佛製造，

在外國編程。實際上，這些機器大部分是

在中國製造，編程在塞爾維亞和加拿大完

成，通過巴貝多國際公司聯繫。Dominion
與克林頓基金會也有直接聯繫。

「這套投票系統不僅盜竊了川普的選

舉果實，還奪走了桑德斯（民主黨人）

的。塞爾維亞和加拿大的這支黑客隊伍與

希拉里和聯合國勾結，共同推翻外國政

府。」她說。

國家檔案指出，Dominion 與民主

黨 大 金 主 索 羅 斯（George Soros） 資

助的多倫多左翼潮汐基金會位於多倫

多唐人街的同一辦公樓。爆料人說，

「索羅斯人」與 Dominion 關係密切，

Dominion 與一家投票技術公司合作（應

為 Smartmatic），該公司董事長是索羅斯

（George Soros）的好友。

【看中國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12 月 1 日 曝 光 一 份 117 頁 有

關武漢肺炎的官方機密文件，這份文件

來自湖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Hubei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並標明「內部文件，

請 保 密」（Internal document, please 
keep confidential）。

機密文件披露，2019 年 12 月，湖

北省進入流感高峰期，與 2018 年同期相

比，一星期內湖北當地的流感個案激增了

2,059%，武漢、宜昌和咸寧等地都有數

千人感染。

機密文件顯示，在 1 月 10 日一份報

告中，中共地方官員向上級匯報稱，使用

SARS 的檢測方式對武漢肺炎這種新型冠

狀病毒根本無效，並且會經常出現「假陰

性」。當時進行的病毒測試只有 30% 至

50% 呈現出陽性反應。

官方當時對武漢肺炎確診病例並不包

括疑似病例，這些都致使外界低估了武

漢肺炎疫情的嚴重性。這種情況持續到 2
月中旬才修改相關條例，將臨床診斷都納

入統計數據中。

文件顯示，2 月 10 日，湖北省地方

衛生部門內部統計數據是官方公布的新

增武漢肺炎確診患者人數 2 倍多，達到

5918 人；而且該數據還將武漢肺炎患者

細分了多個子類。

報導稱，這 117頁的機密文件顯示，

中共在處理武漢肺炎疫情存在非常嚴重的

失誤，而文件所披露的情況可能只是中國

大陸武漢肺炎疫情的冰山一角。

中共外交部、國家衛生委員會以及湖

北省衛生委員會、湖北省疾控中心等，都

沒有回應對該機密文件內容置評的要求。

中澳外交衝突不斷 關係陷冰點

美媒：Dominion在塞爾維亞編程

機密曝光北京偽造武肺數據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近日

中共官方專家接連舉辦論壇，宣稱 2020
年中國抗疫成果大，仰賴對抗武漢肺炎創

造價值約人民幣 67 兆收益。相關言論在

民間引發爭議。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中國

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 11 月 21 日

在廣州「讀懂中國」論壇透過簡報形式表

示，中國今年仰賴對抗武漢肺炎，創造價

值約人民幣 67 兆元收益，其中有 56 兆

是避免死亡、傷殘帶來的收益，有 11 兆

為實際上的經濟收益。

《觀察者網》報導，隨後李玲又在 11
月 29 日的上海論壇宣稱，中國通過政府

承包式的免費醫療，對新冠患者進行了集

中治療和精準管理。根據目前疾病治療數

據對比，美國疫情人均治療費用 60 萬，

而中國治療費用只有 2.3 萬，並且治愈率

更高。

她還不忘再度強調，中國 2020 年因

抗疫獲得價值約人民幣 67 兆元收益，「這

些隱形 GDP 也為中國人帶來了信心、幸

福感、安全感。」

李玲一系列言論在民間引發爭議。不

少網友在微博留言批評說，「按照我的測

算方式人命無價，中國已經起飛了。」「能

把疫情期間說成『帶來了信心、幸福感、

安全感』，也是奇葩了。 」「既然有 67 萬

億，能不能拿出一萬億解決一下政府決策

失誤導致的 P2P 災難。」「其實這屬於變

相割醫護人員韭菜。」「67 萬億？這就嚇

人了，相當於全年 70% 的 GDP了！」

「抗疫賺67兆」
網友怒批中國專家

澳大利亞總理莫裡森（Kelly Barnes/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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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中國央行行長易綱發文

《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

稱，防止財政赤字貨幣化，

在財政和中央銀行兩個「錢

袋子」之間建起「防火牆」。

中國央行和財政部爭鬥已

久，有時甚至需要中國總理

李克強出面干預。

12 月 1 日，據《財經》雜誌

報導，在這篇題為《建設現代中

央銀行制度》的文章中，易綱闡

釋了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內涵：

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是現代貨幣政

策框架、金融基礎設施服務體

系、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控體系和

國際金融協調合作治理機制的總

和。其中，現代貨幣政策框架包

括優化的貨幣政策目標體系、創

新的貨幣政策工具體系和暢通的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易綱寫道：必須實行獨立的

中央銀行財務預算管理制度，防

止財政赤字貨幣化，在財政和中

央銀行兩個「錢袋子」之間建起

「防火牆」。

易綱認為，金融監管和風險

處置中的道德風險問題依然突

出，市場紀律、破產威懾和懲戒

機制尚未真正建立，地方政府和

金融機構以社會穩定為由倒逼中

央政府、中央銀行承擔高昂救助

成本的問題仍未根本扭轉。

易綱說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又

稱政府債務貨幣化，意指以增發

國債為核心的積極財政政策導致

經濟體系中貨幣供量的增加。財

政赤字貨幣化下中央銀行通過發

行貨幣的方式為財政融資，其結

中國央行行長易綱稱，防止財政赤字貨幣化。（Getty Images）

果導致貨幣供給量的增加。

今年 6 月，中國財政科學

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一次會議上

發言時建議，在當前嚴峻的經濟

形勢下，可以考慮用發行特別國

債的方式，實現赤字的貨幣化，

把財政和貨幣政策結合成一種新

的組合，以緩解當前財政的困

難。

一石激起千層浪，旋即挑起

了財政專家和金融專家關於「財

政赤字貨幣化」的激烈爭論，中

國央行前行長周小川、央行原副

行長吳曉靈、央行貨幣政策司司

長孫國峰、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劉元春等紛紛站出來反對。

例如：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司

司長孫國峰說，切斷財政與央行

的直接融資關係，防止財政赤字

貨幣化，是銀行信用貨幣制度得

以正常運轉的基本原則。一旦拋

棄這一原則，銀行信用貨幣制度

就將崩潰。

財政赤字貨幣化這種由央行

為擴張性政策直接提供資金的

做法，常被形容為「政府左手印

財經簡訊

鈔，右手花錢」。一方面是因

為這一做法讓央行淪為財政的

「提款機」，其次是導致政府預

算不受約束，導致過度負債，乃

至國家破產的嚴重後果。

不久前，趁著十九屆五中全

會的召開，央行和財政部有發生

爭鬥的苗頭。

中國央行研究局課題組在

《中國金融》2020 年第 11 期發

文稱，歷史經驗表明，財政和中

央銀行職責邊界清晰，中央銀行

獨立執行貨幣政策，有利於幣值

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反之，財

政和中央銀行的職能邊界模糊，

甚至財政凌駕於中央銀行之上，

「大口袋裡套小口袋」，就會出

現貨幣超發和通貨膨脹。在財政

與中央銀行合併成「一個口袋」

的極端情形下，中央銀行作用實

際上無從發揮。

這實際上已經道出中國經濟

常年存在的問題，北京政府下轄

的央行和財政部爭鬥不斷，也對

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今年 5 月，曾擔任過中國

中國央行稱要建「防火牆」

美制裁下  
中國芯片的生死之變

【看中國訊】川普政府瞄準

了中國科技行業，即將制裁中國

最大的芯片製造企業中芯國際

（SMIC）和大型國有石油公司

中海油（CNOOC）等公司。

路透社 11 月 30 日援引相

關文件和消息來源報導，川普政

府將遏制這兩家被認為由中共軍

方擁有或控制的公司在美國市場

融資，美中緊張局勢將再度升

級。路透社援引相關文件和三個

消息來源透露的信息顯示，這個

名單除包括中芯國際和中海油

外，還將包括中國建築技術有限

公司和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

對此中芯國際表示，將繼續

「與美國政府進行有建設性和公

開的接觸」，並強調其產品和服

務僅用於民用和商業用途，「公

司和中國軍方沒有關係，也不會

央行副行長的吳曉靈撰文稱：

「我們的財政政策是否合適，效

率如何？中國的銀行體系儘管在

信貸的公平性上存在問題，但傳

導機制是正常的。」

她表示，中央銀行通過公開

市場購買國債，就是對財政的支

持，也藉此吐出基礎貨幣實現信

用擴張並創造貨幣。之所以中央

銀行不直接購買一級市場的國

債，是希望對政府財政有一個市

場約束。

事實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

策配合的討論一直是學界議論的

熱點話題，除了學術討論外，也

難掩背後的金融部門之爭。

2018 年 7 月，央行和財政

部矛盾公開化。中國央行研究局

局長徐忠撰文稱，「多個現象表

明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夠積極，甚

至是緊縮的」；「中國的財政透

明度很不夠，信息披露大而化

之，缺少公眾監督，不要說人大

代表看不懂財政報表，我也看不

懂。沒有有效的信息披露，事實

上監督制衡無法實現。」

隨後有財政官員發文表示，

財政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和支

柱，並且諷刺央行沒能管理好

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在地方債

亂象中，很大程度上扮演著『共

謀』或『從犯』的角色。地方政

府不規範舉債的各類形式、各個

環節，幾乎都有不同類型金融機

構參與，其包裝操作之複雜，

遠超出基層財政部門的工作水

平。」

央行和財政部爭鬥愈演愈

烈，使得李克強主持會議，暫時

平息了兩大金融部門之爭。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自從螞蟻集團上市進程被官方叫

停後，其後續上市的可能性是否

存在，也在各方的猜測中。

據知情人士 11 月 30 日透

露，隨著中國對金融科技行業的

監管規則進行大幅調整，螞蟻集

團在 2021 年重啟其大規模首次

公開募股（IPO）的可能性正變

得越來越小。由於需要做的工作

太多，一些規則還沒有制定出

來，螞蟻集團的首次公開募股可

能要推遲至 2022 年才能完成。

螞蟻集團需要為其兩個小額

貸款平臺（花唄、借唄）向中

國銀保監會申請新牌照。知情人

士稱，銀保監會將限制在全國範

圍內運營的小額貸款平臺數量，

不大可能會批准向螞蟻集團發放

兩個牌照。

《上海證券報》11 月 30 日

報導，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

發表文章《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

系》。郭樹清稱，房地產與金融

業深度關聯。目前，中國房地產

相關貸款占銀行業貸款的 39%，

還有大量債券、股本、信託等資

金進入房地產行業。可以說，房

地產是現階段中國金融風險方面

最大的「灰犀牛」。郭樹清指，

強化金融基礎設施監管和中介服

務機構管理，對金融科技巨頭，

在把握包容審慎原則的基礎上，

採取特殊的創新監管辦法，在促

發展中防風險、防壟斷。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教授劉煜輝 11 月 16 日表示，

前段時間證監會開會，重申堅守

科創板定位，支持和鼓勵「硬科

技」企業上市的潛台詞是：螞蟻

集團不可能在中國上市了。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人口危機和養老危機是中國

經濟難以逾越的障礙，並且危機

產生共振。諸多信息表明，離危

機爆發的時間越來越近，北京正

從延遲退休和放開生育這兩方面

著手應對危機。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公

報，2019 年中國出生人口 1465
萬 人， 比 2018 年 減 少 58 萬

人，人口出生率為 10.48�，比

2018 年下降 0.46 個千分點。

自 2015 年起，北京結束強

制執行了三十年的獨生子女政

策，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但效果

甚微。而此前的計畫生育政策，

強制墮胎、強制結紮絕育等侵犯

婦女人權的事件，不但給中共政

府的人權記錄和中國的國際形象

造成嚴重負面影響，也為中國人

口危機埋下了極大隱患。

在北京的獨立學者榮劍曾在

推特發文評論中國過去實行的計

畫生育制度，當時忽悠老百姓的

口號是：「只生一個好，政府來

養老」，那時誰不計畫生育，就

強行結紮上環，甚至強行墮胎，

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如今口號

變了：「一胎窮，二胎富，全面

小康黨帶路」。

他說，現在老百姓不是不想

要二胎，而是養不起。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僅

在 2016 年出生人口數量略有回

升，此後的 2017 年和 2018 年

又出現了連續下降。 2019 年創 
2000 年以來的最低值。

2018 年 9 月 10 日，《人民

日報》海外版刊文表稱：「單獨

依靠政府來全面承擔養老是不現

實的」。中國民政部養老服務

司副司長李邦華一個月前表示，

根據相關預測，2021 至 2025
年期間，中國老年人口將突破 3
億人，社會將從輕度老齡化邁入

中度老齡化。預計到 2022 年左

右，中國 65 歲以上人口將占到

總人口的 14%。

2020 年 11 月 3 日，《中共

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確定了「實

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

未來，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

的同時，若人口出生數量不斷降

低，勞動力日益不足，將給整個

中國經濟帶來巨大負擔。

北京急推兩大招 應對經濟危機

（Adobe Stock）

為任何軍事最終用戶和最終用途

製造產品」。美國國防承包商

SOS International LLC 公布的

一份報告指出，中芯國際的技術

有助於中共軍方，報告隨後在參

與此次評估的美國官員中廣泛地

傳閱。

小米集團突然停牌  
傳擬配售10億股

【看中國訊】中國智能手機

大廠小米集團 12 月 2 日突然停

牌，與該公司有關的所有結構性

產品亦已同時短暫停止買賣，

而小米集團為何停牌，該公司

暫未公布原因。據《自由時報》

報導，小米集團擬以先舊後新

方式配售 10 億股，每股配售價

介乎 23.7 港元至 24.5 港元，集

資 237 億至 245 億港元。小米

集團還計畫發行逾 8 億美元的 7
年期零息可換股債券，籌資最多

40 億美元。上述集資所得，小

米集團將投資主要市場以擴大市

場占有率，用於戰略生態系統投

資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螞蟻集團上市的
兩種可能性

https://www.mtroyal.ca/ProgramsCourses/FacultiesSchoolsCentres/TheConservatory/_pages/private-online-less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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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傳涉貪被舉報 黑龍江省長王文濤進京任職
【看中國訊】中共省部級大員

調整持續，黑龍江省長王文濤進

京任職商務部黨組書記。

據中共商務部官網 12 月 2
日公告，現任黑龍江省長王文

濤，接替年滿 65 歲的現任商務

部長鐘山，出任商務部黨組書

記，鐘山不再兼任該職。

資料顯示，1964 年出生的

王文濤是江蘇南通人，曾長期在

上海任職，2005 年由上海市松

江區副區長調雲南省任昆明市市

長，兩年後再度調回上海任職，

先後任黃浦區委副書記、區長、

區委書記，期間與時任上海市委

書記的習近平有過短暫交集。

曾有上海訪民透露，王文濤

是江澤民妻王冶坪的侄子，在出

任黃浦區區長及區委書記時，依

靠拆遷，大量偷盜土地出讓金及

非法套取國家大量資金。 2011
年，有訪民曾向進駐上海的中紀

委第四巡視組舉報王文濤的貪腐

行為，但王文濤在俞正聲的保護

下，調往江西。

王文濤在 2011年 4月調任

中共江西省委常委，並兼任南昌

市委書記；2015 年 3 月，調任

中共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書

記；2018 年 3 月調任黑龍江省

委副書記、省長、省政府黨組書

記。曾經有關王文濤是王冶坪的

侄子的傳聞，但未獲官方證實。

近期中共當局 11月 20 日宣

布調整吉林、湖南、貴州、雲南

等 4 省省委書記職務，均由省長

就地升任。 12月1日，前四川省

長尹力升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前海南省長瀋曉明就地升任海南

省委書記。

據港媒報導，中國農業部現

任部長韓長賦已 66 歲，面臨退

休，可望由農業系統出身的甘肅

省長唐仁健接任；唐仁健遺缺則

由江蘇省委副書記任振鶴升任。 

一包紅糖抵消百萬債務遭實名舉報緊急滅火 胡錫進引禍上身
【看中國記者子龍採訪報導】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遭下

屬實名舉報，舉報者為報社副總

編輯段靜濤。段靜濤實名舉報

內容如下：「胡錫進身為領導幹

部，理想信念喪失，嚴重違反黨

紀國法，與《環球時報》原員工

張楠伊和現在職員工高穎長期保

持不正當性關係，張楠伊和高穎

兩人分別為胡錫進育有私生子一

名。胡錫進作為黨報負責人，輿

論戰線的知名媒體人，表面上勤

勤懇懇，高喊愛國，私底下驕奢

淫逸、腐化墮落。」

據《看中國》得到消息證

實，舉報信中的兩名涉事女性，

張楠伊曾為《環球時報》英文版

的執行主編，高穎則是主要負責

《環球時報》海外信息的編譯與

報導工作，她們工作範圍與職權

都比較高，屬於領導一級，也備

受胡錫進的關照。

至於舉報，胡錫進迅速做出

這樣的回應：段靜濤幾年前在黨

校學習期間了產生了個人化的聯

想，從那時候就開始造胡錫進的

謠。胡錫進出於保護同事的意

願，並沒有將段靜濤怎麼樣。

然而，《看中國》得到的消

息是：段靜濤自從有了反胡言論

之後，就被胡錫進逐漸排除出

《環球時報》領導圈子，並強制

限制其權力，讓段處於無事可做

的狀態。

碌碌無為了數年後，段靜濤

絕對會絕地反擊，所以才有了之

前的舉報內容。但是，胡錫進在

報社內部極會「做人」，這是不

爭的事實。尤其是對女同事，年

長的不論職位一律稱呼大姐，年

歲稍小的胡錫進私下裡都以兄妹

相稱。搞得整個報社好像就是胡

錫進家的後院，每個他中意的員

工都像他的家庭成員。如果說舉

報屬實，按照胡錫進的行事風格

也並不意外。

另外，《看中國》得到的消

息稱，儘管表面上看胡錫進的回

應滴水不漏，把舉報人描述成是

失心瘋的病人，自己則基於同情

心多次忍讓，牢牢的佔據了道德

的制高點。

然而，事實則是，事發當時

胡錫進立刻大發雷霆，聲稱在中

美博弈的關鍵節點，段靜濤的舉

報是刻意打亂《環球時報》在中

美媒體戰的布局，通過抹黑胡錫

進本人導致輿論戰中方處於不利

地位。胡錫進形容段的舉報就是

決戰期間後院失火，並要求報社

員工時刻繃緊神經維護輿論安

全，不能在此時自亂陣腳，並要

求報社相關領導向員工口頭傳

達，不能傳播自己的桃色新聞。 
同時，胡錫進也在向總社尋

求幫助。一如既往，首先胡錫進

向總社領導表達了自己對報社的

貢獻，並對自家後院起火的行為

表示要自我進行深刻檢討。同

時，他也向上級領導表達希望總

社能出面使用行政手段幫其滅

火。可以說，從胡錫進外鬆內緊

的處理方式，也能看出此次風波

讓他極為尷尬。

《看中國》還得到最新的消

息稱，中共主管網路信息辦公室

下達指令要求嚴格控制胡錫進的

相關桃色新聞，各大網站只准發

表胡錫進本人的回覆，且信息發

布後要淡化影響，不要再對此事

進行相關的採訪、分析等。

【看中國訊】大陸官場腐敗

嚴重，不但貪汙金額多是天文數

字，貪官聚斂錢財的手段更是五

花八門。近日，浙江稅官朱法銀

被爆放高利貸、收回扣，投資失

利後，竟然用一包紅糖向企業

「抵債」120 萬人民幣，且不止

一次這麼做。

11 月 30 日，中央紀委國家

監委網站刊發標題為〈一包 120
萬元的紅糖〉一文，該文詳細敘

述了浙江稅官朱法銀貪汙細節，

指朱法銀展開「紅糖還錢」戲

碼，賴掉一堆帳。

2012 年初，浙江省衢州市

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原副局長朱法

銀，找到管理服務對象李某，向

他「借」120 萬元資金週轉，李

某爽快答應，並通過其公司財務

人員的私人帳戶將 120 萬元資

金轉入朱法銀帳戶，雙方既沒有

簽訂借款協議，也未約定借款利

息和還款時間。 2016 年中國新

年期間，身為國稅局稽查局副局

長的朱法銀，帶上一包義烏老家

的特產紅糖去給李某拜年。朱法

銀舉動反常，李某更是心領神

會，當即表示 120 萬元的事情

就不要再提了。

此後，朱法銀曾多次以週

轉為名向他幫助過的企業「借」

錢，然後以投資失敗為由，拖

延、哭窮，最終達到目的「免除

債務」。其中接受他「紅糖」的

公司，因涉嫌偷漏稅被稅務部門

稽查，朱法銀為該公司提供關

照，幫助降低處罰，最終以補繳

稅款的方式予以了結。

一整套操作，他駕輕就熟，

最終朱法銀鋃鐺入獄。報導稱，

朱法銀利用經辦稅務稽查等職務

便利，為有關單位和他人謀取利

益，以收取現金、購物卡、債務

免除等形式，索取和非法收受他

人賄賂，共計人民幣 145萬元。

2019 年 5 月，朱法銀被判監禁

4 年半。

中紀委官網曾報導，官員們

尤其在新年期間貪腐花樣百出：

如打麻將、唱卡拉 OK、洗浴、

泡溫泉、公款滑雪、旅遊、打高

爾夫球、釣魚，以及公款吃喝、

接受管理服務對象宴請、公款購

買高級白酒等。

據「燕銘時評」11 月 28 日

刊文分析稱：習近平軍中親信苗

華與許其亮心腹乙曉光料將接任

軍委副主席，許其亮許家軍替習

近平掌控軍隊，真正的習家軍是

許家軍，而許家軍就是空軍。

2019 年「十一」，習近平

舉辦 70 週年大閱兵，中部戰區

司令員、空軍上將乙曉光任閱兵

總指揮，成為外界矚目焦點。這

讓人們認清了目前習家軍就是許

家軍（許其亮），許家軍就是空

軍。

公開報導顯示，習近平十八

大上臺後推行軍改，許其亮作為

軍委副主席、軍改領導小組「常

務副組長」，扮演了操刀手的角

色，並多次刊文力挺習近平的軍

改方案。

中共軍隊長期被江派勢力掌

控。在江澤民執政和干政的二十

多年中，中共軍中布滿江派人

馬。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

任後，已查處了大批江派將官，

包括江派兩名前軍委副主席郭伯

雄、徐才厚等。

但許其亮顯然並不是江派線

上的人，由此獲得習近平的信

任。「燕銘時評」披露，許其亮

仕途的貴人是曾經主政軍委的張

震。

許其亮任軍委副主席以來，

大批空軍將領被提拔，漸漸接管

了全軍核心關鍵部門。其中，乙

曉光是其「頭馬」。

「燕銘時評」分析稱，按慣

例，到 2022 年中共二十大換屆

時，在現任軍委副主席許其亮、

張又俠、軍委委員魏鳳和、李作

成、苗華和張升民中，唯有苗

華、張升民兩人年齡未超過 67

歲，有望留任軍委委員。其中苗

華、張升民均是政工系統將領，

並非實戰型將領。許其亮的心腹

乙曉光作為習近平重點提拔的實

戰型將領，有望接任許其亮的軍

委副主席一職，負責全軍的軍事

行動相關事務。而出身 31 軍的

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

作為習近平一路破格提拔的親信

將領，有望接任張又俠的軍委副

主席一職，負責全軍的非軍事行

動領域的相關事務。

臺灣知名評論人士王臻明近

日發文稱，習近平在上任以後利

用反貪打腐等手段，來剷除異

己，鞏固權力，表面上更鞏固了

習近平的權位，但其實是更離心

離德，各擁山頭。其中最危險的

是軍隊，因為中國共產黨一向奉

行槍桿子出政權。從中共建政以

來，軍方就一直擁有非常特殊的

地位，自成一個完全獨立的體

系。習近平雖然在就職以後，千

方百計要攏絡並控制軍隊，但是

效果如何，本來就還有待觀察，

如今在習近平面臨內外交逼的情

況下，將領們是否還會把習近平

放在眼中？

《看中國》專欄文章〈習近平

「槍桿子」裡失政權〉一文寫道：

中共軍隊最知名的是腐敗，以及

不穩定的軍心，讓其軍力大打

折扣。中共講「槍桿子裡面出政

權」，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從毛澤東建政到今天 70 年，紅

朝已進入末路，到習近平這裡，

恐怕是「槍桿子裡失政權」。

習近平近期多次在會中要

求軍隊備戰。中共政治局 11 月

30 日開會，再次要求聚焦備戰

打仗。此前，今年 10 月 13 日

習近平視察廣東潮州海軍陸戰隊

時，則特別強調要堅持其黨對軍

隊絕對領導，確保部隊絕對忠

誠、絕對可靠。

前海軍司令部中校姚誠在受

訪時說，中共怎麼能打仗呢？就

是習近平一個人在那裡走夜路吹

口哨，自我壯膽，其實沒人相信

他。軍隊跟習近平不貼心。現在

政局混亂，高級軍官都不站隊

了，他們都在觀望局勢。

習近平靠許家軍掌控槍桿子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中國經濟下滑，美中
關係破裂，與歐洲的關係
急轉直下，水患、疫情、糧
食歉收、肉價飛漲等各種
問題接踵而至，連香港也
因反送中示威與「港版國
安法」而動盪不已。中國國
內反習、反共暗湧不斷，在
這情勢下，中共黨魁習近平
能否握緊「槍桿子」，令人
關注。

現任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在 2019年兩會上。（Getty Images）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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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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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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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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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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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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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員工透露有線在上午 11
時通知被裁職員，同時公司保安

進入新聞部，收到解僱信的職員

要馬上離職離開公司。據報，有

線新聞中國組主管司徒元，連同

全組記者共十人已遞交辭職信，

抗議一名助理採訪主任被炒；另

外亦有多名港聞組採訪主任、資

深編輯辭職抗議，政治組採訪主

任林妙茵亦已遞辭職信。

看中國記者李松兒綜合報導

有線新聞12月1日以經
濟轉差為理由大裁員，據報

有40人被裁減，加上受調職
影響的員工，共約百人。負責

調查報道，且製作過多項獲

獎作品的節目《新聞刺針》，

其全部編採人員被裁。

香港有線電視大裁員引議

被裁的「新聞刺針」記者邱

庭亮說，「新聞刺針」的報導多數

較為敏感，認為此次裁員有審查

意味，擔心日後在香港進行調查

報導的空間會愈來愈小。

中國組助理採訪主任黃麗萍

說，中國組人手非常不足，公司

仍削減人手，令員工不滿。她形

容管理層與新聞部是敵對關係。

據員工透露，一名資歷較

淺的記者被減薪後，月薪僅得

13,000 港元，其報導亦遭管理層

多番改動，認為有線已沒有值得

留戀之處。目前有線新聞運作幾

乎處於停頓狀態。

有線新聞部早在今年 8 月份

時已辭退三位工程部資深主管，

三人在有線工作超過 20 年，當

時 220 多名新聞部員工，包括港

聞全體採訪主任、記者、中國組

全體記者向有線主席邱達昌致公

開信，表示解僱三人對有線新聞

是「難以挽回的損失」。

有線寬頻由九倉集團創立。

2017 年 9 月，遠東發展主席邱達

昌入主有線，出任非執行主席。

明報報導，被裁約 40 人的

新聞部，按政府保就業計畫資

料，員工總數為 373 人，即裁

員比例逾 1 成。根據第 1 期及第

2 期「保就業」計畫顯示，有線

新聞合共獲逾 2124 萬港元（約

274 萬美元）工資補助，計畫 11

台中油非洲油田股權讓渡中企
【看中國訊】台灣中油

公司在非洲乍得礦區的股

權結構曝光，一中國公司擁

有與中油相當的股份，引起

外界的關注。台灣方面正在

就此事進行調查。

曝光文件顯示，中油只  佔
有 35% 的股權，而中國大陸的

華信能源公司也佔有同等的股

權，剩餘的 30% 股權歸乍得政

府所有。台灣輿論質疑，中油

公司把自己原來控制的 70% 股

權分一半給中國的華信集團損

害了台灣對海外礦區的控制，

構成了對台灣國家安全的威脅。

中油公司發言人張瑞宗 11
月 27 日表示，將在一周內對礦

區股權結構轉讓的前前後後向

台灣政府作出詳細報告，包括

提供原始資料。

作為中油公司母公司的台

灣經濟部部長長王美花週四在

台灣立法院也表示，一定會在

一周內查明股權轉讓決策過程。

台灣中油公司的全稱是中

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是台灣

規模最大的國有石化能源公

司。其母公司是中華民國經濟

部。該公司成立於 1946 年，原

名為中國石油公司，2007 年改

為現名。

由於乍得與中國有外交關

係，如果乍得支持華信，就可

能給中油的經營權造成風險。

中油發言人張瑞宗表示，中油

已經與相關各方簽有合約，為

中油控制經營權提供了可靠的

保障。中油跟華信簽訂的轉讓

合約，都有載明中油是經營

者，掌握著經營權。

台灣立法院也質疑中油轉

讓股權時，不轉讓少一點，比

如 28%，這樣中油將能夠掌握

控股權。

中油總經理李順欽解釋

說，2016 年出於分散風險考慮

而轉讓股權時確實先考慮轉讓

股權不超過 33%，但只有華信

能源表示願意這樣的條件，但

提出要持股 35%。於是，華信

能源同意中油持有經營權。

民主派總辭 
許智峯：不留戀
早前港府繞過程序、獲人大

批准直接取締四位民主派立法會

議員，其餘 15 名民主派議員以

總辭抗議。其中許智峯和毛孟靜

的在 11 月 27 日離職並完成交

接手續，正式撤出立法會。

許智峯目前因過往多次抗議

政府的行為身陷多項罪名。其中

他與黨友林卓廷因去年 7 月「光

復屯門公園」事件，被控妨礙司

法公正及不誠實取用電腦等罪，

控方上周曾以兩人不再是立法會

議員為由，要求頒令兩人交出旅

遊證件，但被區域法院首席法官

拒絕，批准兩人繼續以原有條件

保釋。

許 12 月 1 日抵達丹麥，引

起揣測他是否尋求政治庇護。許

回覆查詢時說，只是出席公務行

程。但是，許現已非立法會議

員，與外國溝通的有關言論或被

視為尋求外國干預香港事務，有

機會違反《港區國安法》。另有

傳媒指許的父母， 妻子及兩名子

女傍晚已經離港。

許、毛二人早前接受《立場

新聞》採訪時表示，對立法會沒

有留戀。許自認，自己站在抗爭

前線的街頭時，最像一名代議

士，立法會已經是一個扭曲民意

的機構。

38 歲的許智峯原是中西區

區議員，2016 年參加立法會港

島區直選勝出。他說，晉身立法

會後，令他感受最深的是，每天

在立法會為他開門，說一聲「許

生，早晨」的保安們，同時也是

在議事廳內奉旨把他抬走的人。

2019 年，反送中運動爆

發，他在立法會外與示威者一起

抗爭，最後面對多項控罪。他

說：「立法會是個扭曲民意的機

構，終於有一次，由市民決定立

法會的事，那是其中一個覺得市

民贏了的時刻。」

台灣樂山雷達站涵蓋南海
【看中國訊】國防安全

研究院發布的「國防安全即

時評析」指出，台灣新竹高

山的樂山雷達站，預警範圍

可涵蓋整個南海，並為美國

提供早期預警機會，同時給

予核反擊。

中方的偵察機、反潛機頻

繁出沒在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ADIZ）。國防部長嚴德發於

11 月 4 日在立法院備詢期間也

同樣表示，中共除了鋪陳南海

ADIZ，將其形成常態之外，因

為西南區域靠近巴士海峽、南

海，且巴士海峽是戰略性通道，

反潛機的進出當然是進行潛艦偵

測，同時應對著美機、美艦的外

力偵測，並也在同步進行相對應

的訓練與偵測。

翻查資料，2000 年，美國

轉移戰略預警鋪路爪雷達 AN/
FPS-115 PAVE PAWS 給予臺

灣，並於 2012 年完成，成為

世界一流的預警雷達。PAVE 

PAWS 是由美國研製的一款偵

測潛射對地攻擊彈道導彈預警雷

達，此型雷達可以監控長、短程

戰術彈道導彈、巡弋導彈、空中

飛行目標等。

PAVE PAWS 雷達能夠偵

測導彈發射距離為 5000 公里，

詳細偵測追蹤則可達 2000 公里

以上。若自樂山起算 2000 公

里，幾乎是涵蓋了整個南海，因

此能夠即時傳送追蹤資料至美

國。若能夠偵測自南海向美國本

土發射的潛射彈道導彈，將可提

供美國早期預警機會，同時可施

予核反擊。

有線被裁員工

1日於大樓門外

交代事件。

(NTDTV)

月 31 日甫結束，有線即裁員。

翻查資料，持有線 43.22%
股權的財團永升，股東包括中港

地產巨頭，包括鄭家純、邱達

昌、李思廉、柳傳志等，曾被形

容為「千億富豪電視台」。

2018 年 12 月，在上述股

東及董事會決議下，有線與國

企中國移動於訂立網絡發展協

議，中移動香港以租賃方式使

用有線網絡備用網絡資源及相

關服務，有線並向中移動香港

授出節目許可，甚至為中移動

香港建設電訊網絡基礎設施。

此後股東會更有股東建議中移

動入股有線，邱達昌則在當時

一段採訪中坦言「不是不想，中

移動有的是錢，但我們一日還

有電視台，就比較敏感」。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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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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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年寒窗習醫，8 年從師磨礪，20 餘年深研醫道，加

上數萬計的醫案剖析，永無止境的醫學探究，不斷造就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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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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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 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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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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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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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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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9 Macleod Trail SW

403 636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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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氏   代秘方治療5
痔瘡、肛裂、肛瘻、肛門濕疹、

肛周膿腫及疑難雜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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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canatcm.com
掃碼諮詢

華信能源全名是中國華信

能源有限公司，是大陸最大的

民營企業之一。 2017 年在世界

500 強排行榜中排名第 222。營

業額為 2631 億元（2015 年）。

華信能源名氣最大的原因

可能就是它的董事局主席葉簡

明。葉簡明具有中國軍方背

景，與中國高層有著很深的人

脈。他長期配合中共推動一帶

一路項目，在海外拓展能源業

務。 2018 年，葉簡明受到中

國政府調查，至今沒有任何消

息。華信代理人、前香港高官

何志平 2018 年也在美國被控 8
項罪名入獄，包括多項洗錢及

賄賂罪。

【看中國訊】12月2日，
香港法院以控煽惑、組織及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三罪

名，宣判前香港眾志秘書長

黃之鋒、主席林朗彥和成員

周庭分別監禁13.5個月、7個
月和10 個月。

據香港《立場新聞》報導，

12 月 2 日，香港西九龍裁判法

院宣判黃之鋒、周庭和林朗彥入

監服刑，並拒絕他們上訴保釋。

在離開法院前，黃之鋒表示「知

道好難捱但會撐住」，周庭流

淚，林朗彥則比較平靜。法庭旁

聽人士以「加油」鼓勵他們三人。

今年 6 月底中共推出的港

版國安法生效前，黃之鋒、周

庭和林朗彥所在的政黨「香港眾

志」宣布解散。黃之鋒曾擔任

「香港眾志」秘書長，周庭曾任

副秘書長，林朗彥是該黨最後一

任主席。

台灣中央社報導，黃之

鋒通過律師在社交媒體推特

黃之鋒、周庭等遭判入獄

（Twitter）用英文寫道，遭判

刑入獄 13.5 個月不是戰鬥的結

束，在他們前面還有另一個戰

場。將在獄中與其他勇敢示威者

一起戰鬥，雖然不顯眼，但對爭

取香港民主和自由是必須的。

聞知黃之鋒、周庭和林朗彥

3 人遭判監禁，泛民主派團體民

間人權陣線前召集人岑子杰稱，

黃之鋒 3 人遭判刑等很多事情

顯示，當今香港出現嚴厲政治打

壓的形勢。香港當局以嚴刑峻法

「逼害」民主人士，在政治、新

聞與教育等領域都存在嚴重不公

平的打壓。

(ET)

▼PAVE PAWS 雷達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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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據《希望之聲》

報導，律師、人權工作者韓連

潮 12 月 2 日在推特上轉發了一

段視頻，顯示某道場僧人及居士

正在舉行加入中共的入黨宣誓儀

式。他們舉著拳頭稱，愛黨、愛

領袖、弘揚正法，場面十分滑稽

可笑。

有網友說：「假和尚假尼姑

一本正經地念歪門邪說，玷污

了佛門。」「真不敢相信這是真

的，太離譜了」！

韓連潮在推文中說：「習近

平強制推行的宗教中國化，實質

是宗教政治化，以中共黨的極權

意識形態毀滅宗教。」

外界普遍認為，自中共篡政

以來，中國的宗教早已政治化，

主持寺廟、道觀的和尚、道士實

際上是披著袈裟的中共官員。

此前，11 月 11 日，北京當

局召開全國性宗教團體聯席會議

第十四次會議。佛教、道教、伊

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

教團體的負責人，聲稱要「把思

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

上來」。

中共十九大後，中共佛教協

會副會長印順大和尚公開宣稱

十九大報告是「佛經」，自己已

手抄了 3 遍，還要抄 10 遍，並

要佛教徒跟他學。

這些宗教界的官員和中共的

其他官員沒什麼兩樣，很多也是

貪腐淫亂成性。

前中共佛教協會會長釋學

誠，被曝出涉嫌性侵多位出家女

弟子、利用多種手段精神控制女

弟子、涉嫌貪腐等問題。釋學誠

於 2018 年 8 月的佛教協會第九

屆理事會第三次會議上被迫辭

職。 2019 年兩會期間，釋學誠

被取消政協委員資格，其淫亂事

件後續效應受到媒體關注。但官

方的表態顯然說明釋學誠受到中

共刻意保護。

1988 年，福建莆田廣化寺

方丈退居，時任中共佛教協會會

長和中共佛學院院長的趙樸初

「力排眾議」，舉薦年僅 23 歲

的釋學誠擔任這座名寺的方丈。

據報導，趙樸初是中共地下

黨員出身，聽命於中共，禍亂佛

教界。除了提拔釋學誠，少林方

丈釋永信也被趙樸初大力栽培。

少林方丈釋永信也被稱作

「少林 CEO」，被指禍亂佛法，

多年前也曾被舉報涉嫌淫亂，並

有私生子，但事後不了了之。

美國天主教大學系主任聶森

教授曾表示，現在中國大陸的宗

教亂象都是因為共產黨逼迫有宗

教信仰的人首先聽它的話，共產

黨才是他們真正的教主。

不過據《每日郵報》當地時

間 11 月 30 日晚的獨家消息，

謝家華當時所在的房屋從外觀

看，並沒有任何燒過的痕跡，外

牆也看不到任何被火熏過的跡

象。房屋完好無損，謝家華卻死

於大火帶來的嚴重燒傷？這不禁

讓人疑竇叢生。

「電商奇才」意外離世 
據多家媒體報導，謝家華是

美國最大的鞋類電商網站 - 美捷

步（Zappos）的創始人兼前首

席執行官，2009 年亞馬遜以 12
億美元（約 78.9 億 RMB）收

購了美捷步，被認為是美國電子

商務史上的最高的一次交易。今

年 8 月，謝家華在執掌美捷步

21 年後，決定不再擔任首席執

行官。沒想到僅僅才過了 3 個

月，他就永遠地「退休」了。

終身未婚也沒有子嗣的謝家

華雖然擁有巨額財富，但卻被冠

以「最摳門」的億萬富翁之稱。

一般來說，像謝家華這樣事業有

成的 CEO，跑車，豪宅，私人

飛機往往是標配，但他卻住在拉

斯維加斯一個拖車停車場裡的

200 平米大拖車。

這樣的住所一般是買不起房

子的「程序猿」經常選擇的臨時

住所，但謝家華卻很喜歡這樣的

居所，認為有音樂和動物，晚上

拉起一塊布大家就可以一起看電

影，這種打破邊界的生活方式讓

人放鬆。

根據此前的報導，出事時，

謝家華並不是在自己的住所，

而是到訪朋友位於康涅狄格州

新倫敦的一所獨棟房屋。 11 月

18 日凌晨 3 點多，房屋突然報

稱著火。謝家華隨後被接報到場

的消防員和救護人員送進醫院治

療，9 天後離世。

疑點重重

正當人們為一代電商奇才意

外離世紛紛表示惋惜之際，疑團

卻慢慢浮現。

疑點一、謝家華當時所在

房屋並沒有任何被燒過的痕跡

之前的報導稱，謝家華因為

被嚴重燒傷而不幸離世。但從

《每日郵報》週一（11 月 30 日，

美東時間）拍下的照片可見，

出事的住宅從外觀看，在火警前

後幾乎沒有差別——雪白的大

門、窗框和車庫門均光亮如新，

絲毫不像曾受大火洗禮，大門外

的聖誕裝飾也仍然完好。空拍照

片也顯示，住宅屋頂非常完整，

側面的屋牆同樣保持雪白，整

間房屋及花園看來就像「正常狀

態」的住宅一樣。

而附近的居民也表示「房屋

損失幾乎沒有」。

疑點二、出事時，謝家華

是「被困」還是「被反鎖」？

謝家華當時所在的新倫敦

市消防局局長托馬斯．庫西奧

（Thomas Cursio），在事發之後

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表示，消防

員被告知有人困在屋內，必須

「強行進入」，而發生火災時，

謝家華正在地下室。「他們搬走

了受害者，開始做心臟復甦，

並將其送往了醫院」。不過消

防局長表示，由於火災仍在調查

中，他無法透露起火原因，而對

於因火災而導致的死亡，消防局

長在採訪中更是隻字未提。

另有報導稱，出事時房子裡

的其他人都能及時逃出，只有謝

家華是「被困」儲物小屋裡。但

也有媒體表示，謝家華當時是

「被反鎖」在裡面。

報導稱謝家華當時所在的房

屋，是一套五居室的海濱小別

墅，四個月前以 130 萬美元（約

855 萬 RMB）的價格出售，「它

現在（火災後）看起來就跟四

個月前一樣」。而根據負責房

屋的房地產經紀人表示說，這套

房子擁有很多智能設備。

小別墅的房主並非是謝家華

本人或是他的家人，而是美捷步

的前僱員瑞秋．布朗，交易記錄

顯示瑞秋是在今年 7 月末正式

擁有的這套房產，而在不到一個

月之後，謝家華就退出了公司。

《拉斯維加斯評論報》稱瑞秋是

謝家華的「親密的紅顏知己之

一」，她從臨時接線員迅速升級

為管理團隊的重要成員之一。

房屋完好無損，謝家華卻死

於大火帶來的燒傷，這不免令人

心存疑惑，而《每日郵報》也直

截了當地表明，謝家華的死因成

為了謎團。 

46歲華裔鞋王意外離世 謎團慢慢浮現
【看中國訊】有著

「電商奇才」和「鞋王」

之稱的46歲美國華裔男子
謝家華（Tony Hsieh），
在當地時間11月28日，傳
出不幸在朋友家因燒傷過

重而去世的消息。

有著「電商奇才」和「鞋王」之稱的46歲美國華裔男子謝家華突然離世，死因成謎。（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據媒體報導，近期，美國有關部

門的執法人員多次突擊檢查中方

航運企業人員的共產黨員身分。

據中國日報網報導，截至

11 月 11 日，共有 21 艘中方輪

船在美港口停靠時，遭到美國方

面的突擊檢查；而 9 月以來，

中國共有 16 架次赴美航班機組

人員被問詢、盤查。美方反覆追

問共產黨員身分，也會盤問其入

黨的原因，有時盤查的時間長達

數小時。報導稱，對此，「中方

將考慮採取對等反制措施。」報

導出來後，引來網民熱議。有網

民稱：「合理合法。美國早就有

共產黨不能入境美國的法律，後

來中共黨員甚至在美國吃福利都

習以為常理所當然了，好比小偷

一直得手，突然警察盤問一下，

小偷反認為天理難容。」「本來

就應該查。這不需討論。」「想

知道（中方）如何反制？查甚

麼？」

今年 7 月，有美媒稱，白

宮考慮推出針對中共黨員及家屬

的簽證禁令。禁令除阻止這些人

訪問美國，還可能驅逐一些已經

在美國居住的中共黨員，以及可

能禁止中共黨員的子女來美留

學。該報導引發輿論極大關注，

隨即「退黨」一詞成為熱搜。據

總部位於紐約的全球退黨中心表

示，該消息傳出後，辦理退黨手

續的民眾激增。退黨中心主席易

容表示，全球退黨中心發出的

「退黨聲明證書」獲得美國移民

局認可，具有法律效力。

美國移民局也表示，不接受

「被動退黨」，需「主動退黨」

證明。今年 9 月，華人 F 先生

在綠卡面試時對移民官表示，自

己很久沒繳黨費了，已經自動退

黨了。不過移民官表示，他們不

接受「被動（passive）退黨」方

式，需要有他「主動」退黨的證

明。

美國後來公布的移民政策新

指引，則強調共產黨員不會獲得

移民受理。

10 月 2 日，美國公民及移

民服務局（USCIS）發出針對

《移民與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新的政策

指引，明確指出，「一般而言，

除非另有豁免，否則國內外共

產黨或其他極權政黨（或分支

機構和附屬機構）的成員，或

與之緊密關聯（affiliated with）
的人，在申請移民時將不獲受

理。」

美國移民局的新政策表示，

共產黨員和其他極權政黨成員所

秉持的觀念，與申請效忠美國的

誓言不相符合，包括承諾「支持

和捍衛美國的憲法及法律」。

網絡曝宗教亂象 僧人集體宣誓入黨

中共黨員來美國被盤查

【看中國訊】近日，美國加

州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闖入披薩

店後，除了偷走收銀臺裡的 500
美元現金外，還逗留 2 個多小

時，為自己烤了一個披薩。

綜合外媒報導，25 歲的奧

斯卡．亞歷山大．桑切斯被控

於 11 月 8 日闖入加州富勒頓

（Fullerton） 地 區 的 Big Slice 
Pizza 餐廳。透過警方公布的監

視器畫面中可以看到，這名身穿

灰色帽衫、頭戴藍色棒球帽的男

嫌犯闖入店內，不忘轉頭將門鎖

好，偷走收銀臺裡 500 美元現

金以及一臺平板電腦後，開始在

披薩店裡亂逛。

竊賊最後走進了廚房，脫下

原本戴著的藍色手套，戴起店家

的白色食品安全手套，在桌上灑

麵粉、揉麵，開始認真製作屬於

自己的披薩，甚至挑戰轉圓形餅

皮的高難度動作。 
披薩店老闆卡萊斯（Rafael 

Calles）表示，在開業的 17 年

間，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這名

嫌犯似乎無法抵抗披薩的美味誘

惑，也許他很餓。

竊賊在披薩店裡待了超過 2
個小時，離開的時後還開走了送

餐車。案發 3 日後，警方逮捕

了嫌犯並尋回了部分被竊贓物。

據《橘郡紀事報》（orange 
county register）報導，檢察官

已指控他涉嫌盜竊汽車、二級盜

竊、擁有盜竊工具和其他罪行。

老闆卡萊斯受訪表示，雖然

這件事有點好笑，但短時內無法

正常營業，這是一個莫大的打

擊，並不是太好。富勒頓警方在

臉書上幽默的表示，不用說，等

到進監獄之後，竊賊可能吃不到

他最喜歡的披薩了。 

竊賊變主廚烤披薩 警察看監控笑翻

美國的一個國際機場。(Getty Images)

赴華外國人 
憑二維碼登機
【看中國訊】根據美國之音

報導，中方的駐美國大使館在其

官網上發出的通知說，從 2020
年 12 月 1 日 0 時起，駐美各使

領館將為自美國搭乘航班前往中

國的外籍乘客審發帶「HDC」標

識的健康狀況聲明書二維碼。外

籍乘客可通過網站，在線填寫信

息、申報健康狀況、上傳雙陰性

檢測證明、個人護照、行程單等

材料。

通知說，審核通過後，駐美

各使領館將會核發帶「HDC」標

識的健康狀況聲明書二維碼。

中共當局在今年初疫情仍在

大規模蔓延時，推出了用於辨別

人員健康狀況的智能手機軟件，

作為人們出入通行的一個電子憑

證，以二維「健康碼」來確定甚

麼人應該被隔離。

有外媒稱，對軟件代碼的分

析發現，該系統似乎可以跟警方

共享信息，為新的自動化社會控

制方式設定了模板。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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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蘇美爾時代的主

要太陽神叫「升起的太陽神」夏

瑪什，夏瑪什居住的地方是雙

峰山，他每天早上從東方的雙

峰山後面升起。

上圖為中共開會時的台上

佈景，兩邊的紅旗相當於兩個

山峰。在古代的蘇美爾、巴比

倫時期，太陽神夏瑪什其實是

「土星」，即「黑太陽」。後

來，寧錄也成了太陽神夏瑪什

的化身。中共的錘子和鐮刀也

代表「土星」，「黑太陽」，即

魔鬼撒旦。中共這個佈景和蘇

美爾太陽神夏瑪什一模一樣。

在 1848 年走向公開之前，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一直在秘密

社團裡流傳。共產主義的秘密

符號（標記）是蘇美爾太陽神，

即從山中升起的太陽。前蘇聯

的標記裡有個升起的太陽（見

上圖），中共的國徽裡也有個升

起的太陽，這也隱含著共產主

義和太陽（神）之間的秘密關

係。

共產主義奴隸集中營

在歷史上，太陽教和相關

的秘密組織通過長期的秘密研

究和實踐，不斷地完善著共產

主義的理論。

耶穌會是一個來自太陽教

的非常重要的秘密社團。隨著

西班牙殖民來到南美的耶穌

會，在現在的烏拉圭實行了

150 多年的共產主義奴隸制。

從 1609 年開始，耶穌會用暴

力和欺騙的手段，利用雇佣的

歐洲士兵綁架當地印第安人，

把他們變成奴隸，關在集中營

裡，在現在的烏拉圭建立一個

共產主義奴隸制國家，由三十

個共產主義集中營組成，共關

押超過十五萬當地印第安人奴

隸。在集中營裡，印第安人失

去所有的自由，他們不允許有

任何私有財產（共產），他們成

為奴隸，沒有人身安全，無償

地為耶穌會做奴工。耶穌會獲

得了大量的財富。

這個共產主義奴隸制國運

行了 158 年，到了 1767 年，許

多關於共產主義奴隸集中營的

負面消息傳回到了歐洲，引起

了政治上強烈的不利反應，於

是西班牙國王下了一道命令，

把耶穌會從所有的西班牙殖民

地裡趕走。耶穌會在巴拉圭建

立的共產主義奴隸集中營成為

後來的共產主義集體農莊、人

民公社的模型，在中國、前蘇

聯、前東歐共產國家、北朝

鮮、古巴等國實施。

歷史到了十八世紀的下半

葉，在共產主義奴隸集中營的

實踐基礎上，共產主義理論已

經趨於成熟，進入了向全世界

大規模實行的階段。

共產主義理論的 
成熟與走向公開

神聖羅馬皇帝弗朗西斯一

世（Francis I,Holy Roman 
Emperor，1708-1765） 的

一 個 弟 弟 叫 查 爾 斯 王 子

（Prince Charles Alexander of 
Lorraine,1712-1780）。 查 爾

斯王子在 1729 年 17 歲的時候

加入秘密社團（the Order of 
the Golden Fleece）。 1761
年，查爾斯王子成為著名的

秘密組織「條頓騎士團」的

團 長（Grand Master of the 
Teutonic Order）。 查 爾 斯 王

子是歐洲秘密社團一個很重要

的領袖，深知太陽教的秘密。

查 爾 斯 王 子 大 約 在 1771 年

遇到了亞當．魏薩普 (Adam 
Weishaupt,1746-1830)， 介 紹

魏薩普加入了秘密社團，告訴

了魏薩普太陽教的所有秘密。

在查爾斯王子的指導下，

經過了大約五年的研究和準

備，1776 年 5 月 1 日， 魏 薩

普在德國成立了極其秘密的

政治組織——光照幫（Order 
of Illuminati， 也 譯 作「光 明

會」），光照幫完善了共產主義

理論，其政治綱領就是在全球

實現共產主義，在全球推行世

界共產主義革命運動。魏薩普

說人類文明是個錯誤，必須徹

底摧毀。魏薩普成為光照幫第

一任幫主，當然他只是名義上

的幫主。

現在共產黨把「五一」稱為

勞動節，這是騙人的，「五一」

的真正意義是紀念光照幫的成

立。在西方，「五一」這一天負

能量（黑能量）很強，是巫婆

們施展巫術和慶祝的日子。

（節選自《中共道路是魔鬼

的選擇》，未完待續）

(本版圖片來源：網絡，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文：龍延

從太陽神夏瑪什到光照幫

20 國集團（G20）峰會於

11 月 22 日閉幕，新冠病毒疫情

管理為會議焦點。各國領導人參

與網路會議後發表公報，表示將

致力確保全球都能負擔得起、並

能公平取得疫情診斷和疫苗。而

會中最引人矚目之處，當屬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各國推薦中國

的「健康碼」機制。

習近平在北京以視訊出席

G20 峰會強調，要在防控疫情

前提下，恢復全球產業鏈和供應

鏈，要加強各國政策與標準「對

接」，搭建「快捷通道」，便利

人員往來。並且提出建立基於核

酸檢測結果、以國際通行的健康

碼進行國際相互確認機制，「希

望更多國家參與」。

會中習近平並未詳述這所謂

「國際健康碼」的運作邏輯，最

重要的是，誰有資格能管理所謂

的國際健康數據資料庫？

即使事後有澳洲新南威爾

斯大學生物安全研究計畫主持

人、流行病學家麥金泰（Raina 
MacIntyre）教授表示，最折衷

的辦法恐怕是由聯合國或者世

界衛生組織（WHO）管理，但

是她自己也質疑「人們會同意非

本國政府取得他們的數據資料

嗎？」更遑論聯合國以及 WHO
在疫情爆發後的管理能力，以及

傾向中共的施政態度，公信力已

經大打折扣。

對 此， 國 際 NGO 組 織

「人 權 觀 察」（Human Rights 
Watch，HRW） 執 行 長 羅 斯

（Kenneth Roth）推文警告，當

心習近平在 G20 峰會的「國際

健康碼」提議，中共恐怕以「關

注健康」之名義送出「特洛伊木

馬」，以達成「廣泛的政治監

控」目的，將中國的「社會信用

體系」順勢推廣國際。

今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不久，

中國於 2 月借由阿里巴巴支付寶

以及騰訊微信開發技術，陸續推

出健康碼。騰訊並與「國家政務

服務平臺」共同推出全中國「防

疫健康碼」，串聯廣東、上海等

多處健康碼系統。從杭州上場兩

個月之後，健康碼便已迅速遍及

中國 200多座城市的數億人口。

健康碼是種手機二維碼

（QR code），經掃瞄後可取得個

人最近的健康和交通資訊，以從

嚴控制病毒之傳播途徑，用戶必

須登錄個資、定位與健康狀況，

並由「系統」決定用戶能否外出

與通行。

健康碼以紅、黃、綠三色區

分用戶健康狀況。健康用戶為綠

碼，可自由交通；發燒、確診、

疑確診者為紅碼，須進行 14 天

隔離或者集中管理，經連續 14
天打卡健康則轉為綠碼；與紅碼

者有近距離接觸者為黃碼，要進

行 7 天隔離或集中管理，連續 7
天打卡健康則轉為綠碼。民眾外

出交通、進出公共場所與居處都

必須刷碼，政府能藉此輕易掌握

用戶個資、健康與行蹤資訊。

也許杭州首推健康碼這種

「具有中共專制特色」的措施，

受到中央的嘉許與鼓勵，杭州

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5 月 23 日宣

布，擬進一步將民眾「健康習

慣」納入健康評分標準，永久追

蹤包括運動、飲酒、吸菸、睡

眠、作息等習慣數據記錄，「成

為提升百姓健康免疫力的防火

牆」，隨即引發輿論對這種「升

級版」健康碼嚴重侵犯隱私的疑

慮，質疑當局對於數位管制已經

過度偏執。

如今，北京當局以疫情管

理、經濟復甦這類堂而皇之的理

由，在 G20 峰會這種國際重要

場合宣示推薦「健康碼」這種來

自紅色政黨「使用數據管制人民

生活的大膽巨型實驗」，企圖複

製中國的「健康碼」、發展「國

際健康碼」，甚至進而與聯合國

將設於杭州的「大數據研究中

心」串連掌控「國際健康碼」，

自是有備而來，不會只是說說而

已。

「健康碼」一但被強制使

用，個人隱私等於被「鎖碼」，

被監控管制的內容很容易被當權

者「升級」、串連至「社會信用

體系」，甚至無限上綱。國際社

會對於「健康碼」北京亟欲推廣

全球的數位監控新利器，恐怕過

於掉以輕心。

◎文：吳奕軍

對「國際健康碼」
不可不慎

最近主流左媒旗手 CNN
上突然出現了對拜登不利的報

導。CNN 11 月 27 日報導，根

據華盛頓研究組織「影響性政策

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報告，民主黨 2020
年收到了 3.2 億「黑錢」（dark 
money），其中有 1.32 億用於

拜登競選。而民主黨一直是鄙

視嘲笑這種來源不明的錢的。

「黑錢」是指不披露來源的

非營利組織捐款和支出，包括

從空殼公司流向政界的資金。

往屆總統選舉，都是共和黨獲

得更多「黑錢」，而這次大選川

普僅獲得 2200 萬這樣的匿名捐

款。而民主黨一下子超出了十

幾倍。

對這樣的報導，有的朋友

嗅覺很靈敏，CNN 這是在幹

啥，它要轉向了嗎？其實不

是，但是確實也是某一方面的

重要訊號，只不過不是這樣去

解讀的。CNN 突然作出詭異的

技術動作，也打一下民主黨不

是它真的要倒戈，在我看來是

基於市場方面的考慮。今年 10
月份就有個消息，亞馬遜的老

闆貝索斯在收購《華盛頓郵報》

以後還打算收購 CNN，福克斯

財經網（FOX BUSINESS）有

一個記者曾經在自家節目裡斷

言，左媒過去四年是靠罵川普

維持基本盤，而一旦川普不在

了沒人可罵，他們的收視會一

落千丈，現在得趁能賣個好價

值錢趕緊出手了。

福克斯這麼酸 CNN，其實

它自己也好不到哪去。本來它

的基本收視觀眾應該是右傾群

體，結果這次大選在很多關鍵

問題上它反水川普，它的收視

倒是一落千丈，從大選以後跌

了近三分之一。這些傳統大媒

體其實普遍面臨著收視危機，

CNN 現在突然也來打一下拜

登，其實是當代媒體精緻操作

的一個教學案例：一方面想拉

回一些中間派的、對它偏頗報

導不滿的選民（瞧瞧，我也不

是不挖民主黨的料），從而挽救

收視率。二方面是避重就輕，

捐款相對於做票是無足輕重的

指控，人家說：這麼多證人站

出來揭發舞弊，有專家、有監

票員、甚至還有多貓膩公司的

前員工（今天在密西根州聽證

會），你做媒體得去採訪、讓

公眾知道真相，那是你媒體的

職責啊。他不去，他說我去調

查了，我調查兩黨匿名捐款去

了。而這類所謂的「內幕」以往

的經驗是從來不會推翻選舉結

果的。

所以不要被 CNN 這種菸霧

彈給騙了，全部注意力都要放

在計票這件事上。但是從 CNN
玩這種幺蛾子我還是看出了正

面信號，為什麼呢？因為它也

感覺到觀眾對它的不待見了、

它也有壓力收視率下滑了。觀

眾對媒體投票就是用電視遙控

器投票、用電腦滑鼠來投票，

CNN 感到了來自於市場的壓

力，得想辦法找個刁鑽的路線

找回點平衡。也就是在市場能

觸及到它在這一點上，它和《人

民日報》還有點區別。

還有另一條消息也和媒

體有關、也和民意有關。我

們 人 民 大 會（We the People 
Convention) 下面的茶黨（Tea 
Party）主席 Tom Zawistowski
在《華盛頓時報》上打了一個整

版的廣告，呼籲如果立法者、

法院、國會都不遵守憲法的情

況下，總統川普引用《有限戒嚴

法案》（Limited Martial Law）

來舉行新的選舉，保障人民的

投票權。

這個主張你聽起來相當激

進、驚悚，在這篇廣告文裡它

一開始就列舉了林肯總統作為

先例。內戰開始後的幾個月林

肯出於大規模叛亂這種緊急狀

況，終止了「人身保護令」。

林肯關閉了數以百計反對他的

北方報紙，逮捕了這些報社

的老闆和編輯。林肯逮捕了

俄 亥 俄 州 的 眾 議 員 Clement 
Vallandigham，因為他大聲疾

呼要推翻林肯。

首 席 法 官 羅 傑． 塔 尼

（Roger Taney）裁定，林肯中

止「人身保護令」違反了美國

憲法。林肯簽署了逮捕令，把

這位首席大法官也逮捕了。然

後這篇長篇廣告文列舉了美國

社會目前受到的極左派、社會

主義分子的危害；這次選舉的

違憲、腐敗和欺詐。已經構成

了「巨大和公然的叛亂」，需要

「行使非同一般的權力來挽救我

們的聯邦」。

這是政治光譜的另一端極

右翼的聲音，也有必要讓大家

知道。這篇廣告文裡引用林肯

總統的先例，我認為是不合適

的：林肯是無爭議地當選總統，

只不過選他的都是北方州、南

方蓄奴州都不選他，但是他成

為美國第 16 任總統的過程沒有

爭議。這篇廣告文的意見不可

行，不過它大聲說出來這個舉

動是有意義的，它是民眾呼聲

的一部分。要避免走到極端化

反抗的一步，必須要認真對待

選舉舞弊指控。

在 英 文 裡， 合 法 性

Legality， 另 一 個 詞 叫 正 當

性、看起來和前一個很像，叫

Legitimacy。在正常社會裏這

兩個詞的意思基本上應該是重

疊的，正當的也該是合法的（法

律不反對的）；合法的東西也應

該是正當的。但是在拜登這事

上這兩個詞就擰了，拜登的當

選合不合法要看舞弊這事能不

能查實。但他肯定不正當，人

民對政府要「認受」——認可

你、同意接受你的統治，近一

半的人對選舉公正性有質疑（拉

斯穆森民調），你哪來的認受

性呢，你強行行使總統權力就

不正當。這其實是嚴重違反憲 
法的。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文：文昭

CNN「倒戈」拜登？有蹊蹺

中共開會時的台上佈景，兩邊的紅旗相當於兩個山峰。從兩個山峰之間「正在升起的太陽」——蘇美爾

太陽神夏瑪什。

前蘇聯的標記裡有個升起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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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今年1月伊朗革命衛
隊（IRGC）特種部隊「聖
城」指揮官凱西姆‧蘇萊曼

尼遭無人機空襲身亡之後，

伊朗革命衛隊又一名高級指

揮官穆斯林‧沙赫丹在敘利

亞遭無人機襲擊而喪生。而

就在兩天前，伊朗核彈之父

穆赫辛‧法赫里紮德才剛在

首都德黑蘭近郊遭暗殺身

亡。兩次的暗殺行動，瞬間

折損伊朗在軍事與核武的

兩位重要支柱。

寰宇新聞

伊朗將領與核彈之父遭擊殺

繼蘇萊曼尼  
無人機再斃伊指揮官

據《以 色 列 時 報》（The 
Times of Israel）引述伊拉克安

全部隊和當地民兵消息來源稱，

11 月 28 日深夜至 29 日凌晨，

IRGC 指揮官沙赫丹與其他三名

隨從從伊拉克乘車攜帶武器進入

敘利亞境內後，遭到無人機襲擊

身亡。總部位於沙特的阿拉伯衛

星電視台（Al-Arabiya News）及

路透社也對此事件進行了報導。

以色列、美國都抨擊伊朗及

其代理人企圖通過伊拉克將武器

走私到敘利亞和黎巴嫩，用於攻

擊以色列。 11 月 29 日，以色

列國防軍參謀長阿維夫．科哈維

（Aviv Kohavi）中將表示，以

色列不會放棄任何打擊伊朗支持

的敘利亞武裝力量的軍事行動。

據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透

露，以色列對與伊朗及其涉嫌武

器運輸車隊有關的目標進行了數

伊朗核彈計畫領導人

法赫里紮德是伊朗革命衛隊

的一名高級軍官，並在德黑蘭的

一所大學擔任物理學教授。他被

西方情報部門指控，曾在 2000
年初期伊朗核武項目解散前領

導了所謂的「AMAD」核發展計

畫，將原民用發展方向改朝向軍

事發展。

以色列政府認為，這項表面

上在 2003 年被擱置的核開發計

畫的最終目標就是製造原子彈，

並稱已獲得伊朗這一計畫的大部

分檔案資料。而法赫里紮德被懷

疑此後仍在伊朗私下發展核武器

的努力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曾形

容法赫里紮德為伊朗核武計畫之

父。法赫里紮德也是國際原子

能機構在 2015 年發表的「伊朗

核計畫最終評估報告」中唯一指

明的核子科學家。該機構根據其

2011 年 11 月獲得的情報稱，

伊朗核子計畫「AMAD」始於

八十年代，並且正朝向軍用方向

千次空襲。然而，以色列在敘利

亞與伊拉克邊境地區發動攻擊則

是非常罕見。

2020 年 1 月 3 日淩晨，美

軍在巴格達國際機場發動了空

襲，MQ-9 無人機共發射 4 枚導

彈並擊中兩輛座車，造成伊朗二

號人物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和

伊拉克民兵組織「人民動員組織」

副指揮官穆罕迪斯等 5 人身亡。

法新社報導，1 月 2 日，美

國國防部表示，川普總統親自下

令美軍襲擊蘇雷曼尼，因為這名

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與他的特種

部隊「聖城」一直在積極策劃攻

擊伊拉克境內的美國外交官與軍

人，已經造成數百名美國人與盟

國軍人死亡，超過千人受傷。

伊朗核彈之父 
遭無人機槍擊斃

而就在沙赫丹遭擊斃前兩

天 的 11 月 27 日， 伊 朗 著 名

核科學家莫欽 ‧ 法赫里紮德

（Mohsin Fakhrizadeh）在德黑

蘭郊外的車隊遭遇伏擊後喪生。

儘管媒體報導聲稱是以色列對此

事負責，但耶路撒冷當局一直對

此事保持沉默。法赫里紮德之

死，也使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猶太

機構處於高度戒備狀態，因為伊

朗公開宣誓對此進行報復。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

27 日報道稱，一輛裝有炸藥的

貨車在法赫里紮德的車輛附近爆

炸，當車輛停下後，至少 5 名

槍手持機關槍向法赫里紮德的座

車掃射。法赫里紮德傷重送醫後

不久死亡。不過伊朗官方 29 日

宣稱，暗殺行動是由安裝在另輛

汽車上的遠端遙控機槍所為，並

無槍手在場。官方表示，當天法

赫里紮德與妻子在三輛保鑣車隨

行下，乘坐著防彈車駛向出事地

點。法赫里紮德疑似聽到子彈襲

擊聲而下車查看，隨即遭到距離

150 米外位於一部日產汽車上的

遙控機槍的掃射，時間長達三分

鐘，隨後遙控機槍所在的日產汽

車也自爆滅跡。

伊朗核彈之父法赫里紮德在德黑蘭郊外的車隊遭遇伏擊喪生。(AFP)

大疆無人機

發展，而該計畫是在法赫里紮德

統一領導下進行。

巧合？ 
美航母提前布署波灣

與這兩起暗殺行動有些巧合

而引起熱議的，是一起數日前於

波斯灣地區的美國海軍軍事調

度。在法赫里紮德遇刺兩天前的

25 日，美國海軍「尼米茲」號

(USS Nimitz) 航母戰鬥群於當

周回到波斯灣部署進而引發事後

的猜測。美國海軍則在 28 日表

示，該部署無關任何特定威脅。

美國海軍第五艦隊發言人

28 日聲明，「尼米茲」號航母作

戰群 25 日開始返回海灣，這一

調派命令與美國從阿富汗和伊拉

克戰場撤軍有關，並非由具體威

脅誘發。CNN 根據一名要求不

公開姓名的美國國防部官員透露

的消息報道，調派航母返回海灣

的決定在伊朗核子物理學家遇害

以前作出，原本為確保美軍安全

撤回，但同時可以「向伊朗釋放

信號」。

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8 年下

令退出了他的前任奧巴馬在維也

納與相關各方簽署的旨在制止伊

朗發展核武的『伊核條約』。隨

後，美國重新恢復了對伊朗的經

濟制裁。媒體分析指出，川普的

競爭對手拜登宣稱，他如當選將

會改變川普的伊朗政策。但是，

無論是誰當選，伊朗兩位核武與

軍事重要支柱接連遭到暗殺，都

將為試圖改善美伊關係的努力拉

高了門檻。

◆澳洲國防部長雷諾茲 12
月 1 日表示，澳洲將與美國聯

手研發極音速巡弋飛彈，試圖抗

衡已在研發類似武器的中共和俄

羅斯，藉以讓澳洲國防軍有更多

選項可以嚇阻侵犯澳洲利益的行

為。澳洲為此已撥出 93 億澳元

進行研究。該型飛彈能以音速 5
倍以上的速度飛行，而且結合速

度、機動性與高度，讓人難以追

蹤及攔截。

◆印度海軍發言人宣布，

印度海軍 12 月 1 日在孟加拉

灣的一艘驅逐艦，再度成功試

射可攜帶核子彈頭的布拉莫斯

（BrahMos）反艦飛彈，並擊中

靶船。由印度國防研究暨發展組

織和俄羅斯合作開發布拉莫斯超

音速巡弋飛彈可攜帶核子彈頭，

射程 300 公里，除陸地版已成

功開發，印度之後又開發空軍和

海軍衍生型，以擴大對中共、巴

基斯坦等潛在敵人的威懾。

◆巴西總統在 11 月 29 日

表明，不願意承認民主黨總統候

選人拜登的勝選結果。他指有消

息來源指出，美國總統大選充斥

著許多舞弊情事，因此會選擇等

一陣子再看看是否認定勝選。他

也對巴西目前的電子投票系統表

達懷疑態度，認為電子選票系統

容易受到操弄舞弊，敦促巴西在

2022 年總統大選應該回歸使用

紙張投票。

◆衣索比亞總理阿比於 11
月 28 日晚間在推特上聲稱，政

府軍已經完全掌控泰格瑞省的首

府馬凱勒（Makelle），但數小

時後，叛軍卻表示將繼續與政府

軍奮戰到底。不過軍方參謀總長

朱拉隨後在 29 日晚間發表聲明

說，政府軍已「全面掌控」馬凱

勒。衣索比亞當局稍早前表示，

政府軍正對泰格瑞地區展開最後

階段攻勢，且將會小心保護馬

凱勒的平民。馬凱勒有 50 萬居

民，目前估計已有 4 萬名泰格瑞

省人民逃離衣索比亞，躲進蘇丹

的難民營，造成蘇丹難以負荷。

◆ 11 月 27 日，有南韓媒

體報導，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因武

漢肺炎的失控疫情，導致情緒高

漲，除了表現出過度的憤怒之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韓國在野黨議員河泰慶日前

揭露，中企向韓軍方交付的 215
台監視錄影設備，其設備管理網

頁中含有意圖竊取軍事機密的惡

意代碼。所幸被韓軍方及時發

現，該批問題設備並未投入使

用。日本政府也出於安全考量，

決定全面汰除中企製造無人機，

以免肇生信息安全問題。

據《朝鮮日報》11 月 28 日

報導指出，日前韓國的「海岸、

河岸科學化警戒事業」計畫添購

了 215 台警戒用監視攝影機，

且準備投入海岸警戒等目的使

用。但安保支援司令部卻發現此

批由中企所交付的監視錄影機，

其搭配的管理網頁中，竟然嵌有

意圖盜取軍事機密的惡意代碼，

並確認是在中企於製造監視設備

之時，動了手腳，並於完工後才

交付給韓國軍方。

軍方已經證實，此惡意代碼

能供中企任意變更影片檔的保存

途徑，也能將檔案改保存至其他

韓日揭中製裝備資安高風險
外，且採取非理性、不合乎常理

的應對舉措。例如：新義州海關

進口違禁物資的幹部被處刑；核

心幹部沒有履行防疫規定，而遭

判重罰或死刑；在 10 月底更以

匯率暴跌為由，將平壤一名貨幣

匯兌商大亨秘密處決。近期朝鮮

釋還放了 7000 名囚犯，其原因

可能是因疫情傳播和無暇管理嚴

重營養不良的囚犯們。與中國相

鄰的朝鮮慈江道渭原郡，接連發

生因為該肺炎疑似症狀死亡的事

例，而被下封鎖令。

另據消息人士透露，由於朝

鮮當局加強管控導致物價暴漲，

貧困的人只能餓肚子 , 甚至發生

了一家 4 口人餓死路邊的慘狀。

根據美國國家利益智囊中

心資深主任卡齊安斯（Harry 
Kazianis），他從日本情報人士

方面獲知，在過去2~3週以內，

金正恩家族及朝鮮領導階層等，

都已經注射了北京政府所提供的

武漢肺炎疫苗。CNN 曾報導，

中國國藥集團疫苗仍還處於第三

階段測試，但卻以「緊急使用」

的名義下，為第一線人員、中國

軍對與留學生等近百萬人接種。

法赫里紮德(維基百科)

(A.Savin/WikiPhotoSpace)

裝置，而且還開了一個外部使用

者能夠侵入及遠端存取檔案的網

絡。如果問題設備投入使用，恐

將會使邊境地區警備的相關機

密，流入中方的手中。國防部宣

稱，所幸及時發現，該批設備並

沒有投入使用。

出於安全風險考量，日本政

府初步決定從明年起，將各省廳

擁有的約千架由中企大疆生產的

小型無人機，陸續汰換為高安全

性的日制新機種。

大疆無人機雖然便宜，美國

就因擔憂可能被竊取情報，而禁

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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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站得有多高，如今跌得

就有多重。用這句話形容蛋殼過

山車般的發展歷程，再合適不

過。蛋殼的高光時期，簡直就是

巨頭企業成長歷程的「翻版」。

從 2015 年 1 月成立，到 2020
年 1 月 17 日登陸美國紐交所，

蛋殼僅僅只用了 5 年的時間。

5 年時間，蛋殼從無到有，

成長為一家市值高達 20 多億美

元的上市企業。而從蛋殼的財報

看，其擁有 41.9 萬套公寓。如

果每套公寓平均居住 2-3 人，大

概有數十萬房東和近百萬租戶。

在當時看來，意氣風發的蛋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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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

前公開預警長租公寓爆倉危機。

而針對蛋殼一事，他認為根本原

因仍是自身商業模式的問題，和

龐氏騙局無異。整體看來，長租

公寓企業太過急於求成，對風險

認識過於認識不足乃至輕鬆，最

終導致一切都無可挽回。長租公

寓的神話，也就此破滅。

更具迷惑性的，則是長租

公寓企業為客戶準備好的大

坑——「租金貸」。這些企業

拿著租客的貸款，做起滾雪球

的生意。從金融的角度看，這

些貸款分散、小額、滾動、個

體間關聯度極低，整體安全性

較高，對金融機構來說是相對

優質的資產。但雪崩之後，一

無所有。而租客也深受其害，

既有被房東趕出去的風險，還

得繼續還著貸款。

確是為人們提供了優質住所。但

誰也沒想到的是，蛋殼從今年初

在美國上市到倒下，只經過了

10 個月的時間。

許多租用蛋殼的都是社會新

鮮人，他們在 11 月的寒風中被

斷水斷電、趕出家門。這些年輕

人的噩夢沒有因為搬離了公寓而

結束，許多人還需要繼續每個月

償還租按揭款。

被曝資金鏈斷裂後，蛋殼公

寓北京總部聚集數百人維權，包

括租戶、供應商、保潔、維修人

員，現場一度發生肢體衝突。從

那時候起，有關蛋殼「跑路」、

「破產」的傳聞就不絕於耳。隨

後，蛋殼官方微博發布聲明稱，

「我們沒有破產，也不會跑路！

請不要信謠傳謠！」看似義正言

辭的話，卻被譏諷——連發律師

函的錢都沒有了。

11 月 24 日，據媒體報導，

蛋殼成都線下辦公室已人去樓

空，僅在門上貼著二維碼，維權

房東被告知只能線上處理。此

外，蛋殼公寓在南京辦公地點也

被曝人去樓空。這意味著，蛋殼

幾乎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再無力掩蓋自己窮途末路的事

實。終局，正在加速逼近。

蛋殼公寓在去年 10 月提交

給美國證券交易所的招股書中顯

示，中國名人馬雲所掌管的螞蟻

金服曾作為蛋殼公寓的戰略投資

方，持有股份比例為 7.8%。今

年 1 月 17 日，「蛋殼公寓」成

功登陸紐交所，募集資金大約

9.78 億元人民幣。截至今年一

季度，蛋殼公寓的管理房間高達

40 萬間以上，累計服務用戶超

過 100 萬。

身為業內的巨頭，蛋殼滑入

深淵，也將長租公寓這一模式推

向了風口浪尖。長租公寓的模

式，並沒有什麼稀奇。簡單來

說，就是預付模式：一次性收取

租客一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預付租

金，然後分月付給房東。可惜，

預先收錢時有多舒坦，後面資金

鏈斷裂時就有多痛苦。歸根結

底，長租公寓這一模式本身存在

太多不可控性。

被稱為「長租公寓吹哨人」

的愛我家前副總裁胡景暉，兩年

中國從團購到外賣、

P2P，再到共享打車、共享
單車等，無數熱錢催熟著

一個個全新賽道。在不斷

湧入的海量資金推動下，

每一個新賽道、新行業想

腳踏實地的慢慢發展，都

是一種奢望。一年起步、

兩年狂飆、三年合併、四年

壟斷⋯⋯似乎這才是投資

者心中正常的發展規律。

但正是這種浮躁、急迫的

心態，造成了太多難以預

料的惡果。

長租公寓的頻頻爆雷，在告

訴每一個新興行業的參與者：凡

事要回到商業的本質、財務的基

礎。其實很簡單：利潤 = 收入 -
成本費用，淨現金 = 經營性收

款 - 經營性支出。利潤為本，現

金為王的「腦回路」，總是不會

錯的。

只有拿掉所謂的網際網路創

新外衣，回歸金融的本源，才能

最大限度地避免風險。如，是什

麼產品、面臨多大的風險，就應

該拿出相匹配的利潤計提撥備以

抵扣壞賬，股東要拿出資本金抵

扣非預期風險等。

總的來說，包括長租公寓在

內的所有新興行業要審視自身，

併進入一個深度調整期。通過腳

踏實地的發展，來規範自身，以

博得長遠未來。

深陷泥沼的蛋殼公寓財經 
評析

蛋殼公寓今年初在美國上市（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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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英）

Tel：403-365-4532
Cell：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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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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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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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 FRIDAY & SATURDAY 9AM – 6PM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CLIENT. THE NO PAYMENT OFFER IS A 4 MONTH BANK FINANCE DEFERRAL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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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S! CHECK OUT THESE 2020 CLEARANCE OFFERS!!!

LAST CHANCE!! 2020 CLEARANCE EVENT!! SAVE THOUSANDS. LAST CHANCE!!

#0P01982

SIENNA
2020

SAVE (2,500)!! OR 115 WEEKLY 0 DOWN OR 0% OACSAVE (2,500)!! OR 115 WEEKLY 0 DOWN OR 0% OAC

#0P02118
NONONONOWWWW

$$ *

CAMRY
2020

SAVE (3,012)!!! OR 0% OACSAVE (3,012)!!! OR 0% OAC

WAS $30,900*
#0P01697

COROLLA
2020

SAVE (1,841.25)!!! OR 0% OACSAVE (1,841.25)!!! OR 0% OAC

NEWLE
LOADED-AUTO

#0P02038

RAV4
2020

SAVE (2,007)!!! OR 88WEEKLYW/ XXXX DOWN OR 0% OACSAVE (2,007)!!! OR 88WEEKLYW/ XXXX DOWN OR 0% OAC

#0P01707

HIGHLANDER
2020

SAVE (2,922)!!! OR 0%SAVE (2,922)!!! OR 0%

LE AWD

#0P02034

SIENNA CENEW7 PASS
2020

SAVE (2,371)!!! OR 0% OACSAVE (2,371)!!! OR 0% OAC

0%
ON EVERY IN
STOCK TOYOTA

OAC*

UP TO
20% OFF
MSRP ON

SELECT 2020
MODELS*

YEAR END
CLEARANCE
20202020

FREE 58” SMART
4K TV WITH
PURCHASE*

$1,000 MINIMUM
CASH BACK ON
EVERY SALE*

OVER 100 NEW 2020
TOYOTA’S MUST GO!

CASH BACK &
FACTORY INCENTIVES
UP TO $10,000*

FREE WINTER TIRES
WITH EVERY SALE*

0% DOWN &
DEFFERED PAYMENT
UNTIL APRIL 2021

OAC*

WAS $23,829.25*

WAS $32,865*

WAS $41,359.25*
NONONONONOWWWWW

NONONONONOWWWWW NONONONOWWWW NONONONOWWWW

NONONONOWWWW

$$ *

$$ * $$ * $$ *

$$ *

NEWLE
8 PASSENGER

NEWLE
8 PASSENGER

LE AWDNEWAWD

WAS$45,920* WAS$37,959*

再加！請看以下 2020 款清倉特價車 !!!

年 終
清倉特賣清倉特賣

0%
每   輛
豐田車
OAC*

最後的機會 !! 2020 清倉特賣會 !! 節約數千元。最後的機會 !!最後的機會 !! 2020 清倉特賣會 !! 節約數千元。最後的機會 !!

節省高達
20% 較

 工廠建議價
   選定 2020
     車款 *

    首付及
無需付款

直到2021年4月
OAC*

$0 每輛售出車

免費贈送雪胎 *
現金返贈及
廠家獎勵

  高達 $10,000*

現金返贈
  至少 $1,000
  每筆交易 *

超過 100 輛
2020 款新車
特價清倉！

買車即送
58”智能 4K TV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NEW SE

NEW LE AWD

https://www.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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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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蜀的敗亡

建武十一年（公元 35 年）

閏三月，征南大將軍岑彭與大司

馬吳漢、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

軍臧宮，起荊湘六郡水陸兵馬共

六萬餘人，在荊門會師，公孫述

在荊門的守將任滿、田戎大敗而

逃。漢軍溯江而上，「百姓皆大

喜悅，爭開門降」（《後漢書 ‧

岑彭列傳》），漢軍得以長驅直

入平曲（今四川墊江縣附近）。

這時，劉秀給公孫述送來一

封信，勸其投降。公孫述把信給

自己兩個親近的大臣常少、張隆

看，二人想了想漢軍的攻勢，又

看到劉秀開列的條件，說，條

件不錯啊，投降投降。公孫述

歎了口氣：「興與廢都是命，天

子怎麼能投降！」——「述曰：

『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

（《後漢書‧公孫述列傳》）。

他派弟弟公孫恢和大將延岑

等，率軍拒守廣漢（今四川省

德陽廣漢市）、資中（今四川省

內江市資中縣）等地，卻不料

岑彭大軍用疑兵之計，繞過延岑

的防線，已到武陽（今四川省

成都市南）。公孫述聞信，大驚

失色，你可太「坑爹」了啊！既

然如此，就別怪我用狠招了。於

是，本該在諜戰片裡的情節出現

了，公孫述派刺客去暗殺岑彭。

漢軍紮營後，岑彭問，這裡

是甚麼地方啊，當地人告訴他，

因為活了八百歲的彭祖最後死在

這裡，所以此地叫彭亡（今四

川省彭山縣東）。岑彭一聽，心

裏「咯登」一下，這個地名剋我

啊，得換換地方。但此時天色已

晚，只好等天亮再說了。結果，

岑彭當晚遇刺身亡。——「彭

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

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

降，夜刺殺彭」（《後漢書 ‧ 岑

彭列傳》）。

從岑彭打破荊門，直至武

陽，一路上，「持軍整齊，秋

毫無犯」（《後漢書 ‧ 岑彭列

傳》），劉秀聽說岑彭遇刺的噩

月，劉秀頒詔，按照漢孝文帝舊

制，將「農業稅」減少為三十分

之一。——「其令郡國收見田

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後漢

書‧光武帝紀》）。

建武七年（公元 31 年）， 
劉秀頒詔，因饑荒或遭青州、徐

州的亂軍擄略，被迫成為別人奴

僕或小妾的百姓，

去留要根據本人的意願，如

有人不許其返回家園的，按買賣

人口罪論處。——「詔吏人遭

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

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

不還，以賣人法從事。」（《後漢

書‧光武帝紀》）。

對王莽亂政後留下的爛攤

子，東漢帝國費了好一番手腳，

使中原漸漸恢復舊觀。

對於光武帝劉秀，史書上

評價他「每旦視朝，日仄乃罷。

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

夜分乃寐」（《後漢書 ‧ 光武帝

紀》），就是說劉秀每天一大早

就開始辦公，太陽偏西才下班，

之後，還常找大臣們來討論學經

書的心得，直到大半夜才睡。太

子見他這麼辛苦，就找了個機會

勸他：「老爸你這樣太累，還是

抽點時間娛樂娛樂吧。」劉秀搖

頭：「我喜歡這樣的生活，不覺

的累啊 。」——「帝曰：『我

自樂此，不為疲也』」（《後漢

書‧光武帝紀》）。

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二

月初五，漢光武帝劉秀在南宮前

殿逝世，留下了一份與他生前風

格一樣簡單的遺詔：「我沒給百

姓帶來好處，身後事都按照孝文

皇帝那樣辦理，務必簡單節省。

各地方長官都不要來京城弔唁，

也不要派人或寄信弔唁。」——

「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

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

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

遣吏及因郵奏。』」（《後漢書 ‧

光武帝紀》）。

光武帝統一天下之後，海內

日漸安定。莽新時期脫離中原的

周邊各國，又像西漢時一樣，逐

漸來朝貢，中原內外一派漢室中

興之像。漢帝國經王莽篡權一度

中斷，自光武中興，又延續了

二百年的江山，正可謂「興復江

山又久長」。

翰青歎曰：

賊子亂政壞朝綱，

假造符命敢稱皇。

驚起泉中真命主，

擁兵百萬也難當。

堂堂天意不可違，

順之者昌逆則亡。

鑒古知今君擇路，

莫負史筆著文章。

劉翰青

癸巳年正月 於翰青草堂

癸巳年冬月修改（全文完）

原來指的就是自己啊。

劉秀的「柔道」

西蜀既定，天下已平，劉秀

一生最波折的部份已經過去了。

兵征天下時，劉秀衝鋒陷陣，勇

猛非常，治理天下時，他想怎麼

做呢？

建武十七年冬，劉秀回老家

探望，請家裏的親戚們吃飯，幾

個姑姑嬸嬸輩的老太太喝酒喝的

高興了，就在那互相議論：「文

叔（劉秀的字）小時候人就老

實，也靦腆，又溫柔又誠實。

沒想到現在竟然當皇帝了！」

劉秀聽到，哈哈大笑：「我治

理天下，也要用這個柔和的風

格。」——「帝聞之，大笑曰：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後漢書‧光武帝紀》）。

劉秀的「柔道」，充分應用

在他糾正莽新亂政遺留的社會問

題。王莽式的折騰，使很多百姓

一貧如洗，不少人不得不賣兒賣

女，或者賣身為奴。

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五

月，劉秀頒布詔書：「有被迫嫁

人為妻的女兒或被賣的兒子，如

果想回到父母身邊，完全聽憑本

人的意願。不放人的，按非法拘

禁罪處理。」——」民有嫁妻賣

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

執，論如律「（《後漢書 ‧ 光武

帝紀》）。

建武六年（公元 30 年）五

（完）

耗，十分難過，厚賜其家眷，並

追封岑彭為壯侯。

公孫述原本命在頃刻，如今

岑彭一死，漢軍攻勢稍緩，讓他

挨過了一年。建武十二年（公

元 36 年），大司馬吳漢、輔威

將軍臧宮率軍，攻破了成都的外

圍防線，公孫恢和公孫述的女婿

史興都戰死了。蜀軍將帥一看，

這仗必敗無疑，快跑吧，公孫述

拿他們的家人當人質，還是制止

不了這股逃亡的浪潮。

當年十一月，吳漢、臧宮率

軍攻打成都。公孫述占卜了一

下，得到的結果是「虜死城下」

（《後漢書 ‧ 公孫述列傳》），

「虜」這個字眼，在這種場合多

指亂臣賊子的意思。公孫述誤會

了，他認為成都是自己的地盤，

那漢軍將領當然是「虜」啊，那

這個結果不是預示著吳漢、臧宮

今天會死在城下嗎？此刻，他或

許忘了那個促使他稱帝的夢，也

忘了夢中人對他說的十二年帝王

之命，至此已經到期了。

於是，他親自帶著幾萬人馬

和延岑一起出城迎戰漢軍。「開

場戲」還不錯，延岑 PK 臧宮，

「岑三合三勝」（《後漢書 ‧ 公

孫述列傳》），到中午時分，士

兵們沒吃到午飯都累了，這時，

漢軍組織敢死隊突然衝鋒，蜀兵

亂了，公孫述在亂軍中被刺中胸

口，當夜就死了，也許他最後才

明白，占卜得到的那個「虜」，

王陽明給現代人的八句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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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

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

是牽於譭譽得喪，不能

實致其良知耳。

解釋：處理事情，出現有時

好有時不好的情況，並伴有因頓

失序的弊端，這都是由於被譭譽

得失的心所連累，不能實際的獲

得他的良知。

觀點解析：我們在生活中，

很多事情本來可以應付自如，做

到完美，可結果卻慘不忍睹，

讓自己都想抽自己一嘴巴子。

搞得自己也異常懵逼，what 
happened ？是自己能力不夠？

顏值不夠？氣質不夠？都不是。

對此，王陽明大大進行了終

極解密：是因為你的得失之心太

重。你一心想把事情做到盡善盡

美，生怕自己搞砸了被人批評、

笑話，所以做起事來總是戰戰兢

兢放不開，於是就矇蔽了自己那

顆本來就能泰然處之、平和應

對的心。有點像心理學效應「墨

菲定律」，你越擔心某種情況發

生，那麼他就越有可能發生。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

上，豈有功夫說閒話、

管閑事。

解釋：操守志向猶如心痛，

如果心思全在痛上，哪兒有功夫

說閒話、管閑事呢？

觀點解析：這句話很有一番

韻味。心痛到無法呼吸時，你還

有閑心扯淡、亂竄麼？沒有，因

為此時你只有痛的想死的感覺，

只能是心無旁騖。

倒過來推理，如果你在做事

情的時候開著小差，喝著小酒，

聽著小曲，唱著小調，這說明你

的心還有一部分在外飄著，絕對

沒有完全投入到所做的事情中，

也說明你對這件事沒有足夠重視

和上心。

專注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前

提是要以你的心為導向！

今人於吃飯時，雖然一

事在前，但心常役役不

寧，只緣此心忙慣了，

所以收攝不住。

解釋：現在有些人在吃飯

時，即使無事，他的心也經常忙

亂而不安定，只因他這顆心忙慣

了而收攝不住。

觀點解析：有一個人曾問

禪師：「您是怎麼修行的？」他

答道：「餓了吃飯，困了睡覺。」

對方也很納悶，說到：「吃飯

睡覺 so easy，誰不會啊，這也

叫修行？」禪師說：「同樣是吃

飯，同樣是睡覺，卻有不一樣

的結果。凡人吃飯時，左盼右

顧，想這想那，千般計較，萬

般思慮；睡覺時，顛倒夢寐，

夢這夢那，思緒紛飛。修行

者，吃飯就是吃飯，睡覺就是

睡覺，別無雜念！」

人與人的差別往往就在一念

之間。如能拋下雜念，安住當

下，你就會發現吃飯、睡覺、走

路這種最簡單的事情中，也蘊含

著哲學和美。

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

在容貌上用功，則於心

中照管不及者多矣。

解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

如果在容貌上下太多的功夫，往

往就不能照管到內心了。

觀點解析：在這個一切向顏

值看齊，小鮮肉，小蘿莉霸屏的

年代，不畫個妝，美個顏，PP
圖，整個容，都不好意思晒父母

給的原版臉。大把的時間都花在

對容貌的升級改造上，卻沒時間

料理內心。本來心裏是三居室，

可一居裡雜草叢生，一居裡慾望

滿地，還有一小居胡亂塞點知

識，且還沒塞滿。

殊不知，充實飽滿的心才能

讓人真正的有修養、有涵養、有

氣質。有了這些，你才能足夠強

大，到那時你還怕你在別人心裏

還不夠美麼？

上林圖 · 仇英(約1494-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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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很出名的畫家，他想畫佛和魔

鬼，但是在現實中找不到他們的原形，他

的腦子裡怎麼也想像不出他們的樣子，所

以很著急。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去寺院朝

拜，無意中看見了一個和尚，他身上的那

種氣質深深地吸引了畫家，於是他就去找

那個和尚，向他許諾重金，條件是他給畫

家做一回模特。

後來，畫家的作品完成以後，轟動了

當地，畫家說：「那是我畫過的最滿意的

一幅畫，因為做我的模特的那個人，讓人

看了一定認為他就是佛，他身上的那種清

明、安詳的氣質可以感動每一個人。」畫

家最後給了那位和尚很多錢，實現了他的

諾言。

就因為這幅畫，人們不再稱他為畫

家，而是稱他為「畫聖」。

過了一段時間，他準備著手畫魔鬼

了，但這又成了他的一個難題，到哪裡

去找魔鬼的原形呢 ?他探訪過很多地方，

找了很多外貌凶狠的人，但沒有一個滿

意的。最後，他終於在監獄中找到了。

畫家高興極了，因為在現實中找一個像

魔鬼的人實在是太難了 ! 當他面對那個

犯人的時候，那個犯人突然在他面前失

聲痛哭。

畫家奇怪極了，就問那個犯人是怎麼

回事？那個犯人說：「為甚麼你上次畫佛

的時候，找的是我？而現在畫魔鬼的時

候，找的還是我？」

畫家大吃一驚，於 是又仔細看了看

那個犯人一眼說：「怎麼可能呢 ? 我畫佛

找的那個人氣質非凡，而你看起來就是一

具純粹的魔鬼形象，怎麼會是同一個人

呢 ? 這太奇怪了，簡直讓人無法理解。」

那個人悲痛地說：「就是你把我從佛

變成了魔鬼。」

畫家說：「你為甚麼要這麼說？我並

沒有對你做甚麼呀！」

那個人說：「自從我得到你給我的那

筆錢以後，就去花天酒地的尋歡作樂，縱

情地揮霍。到後來，錢花光了，而我卻習

慣了那樣的生活，欲望已經一發而不可收

拾，於是我就搶別人的錢，還殺了人，只

要能得到錢，甚麼樣的壞事我都能做，結

果就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畫家聽了他的話，感慨萬分，他驚嘆

人性在欲望面前轉變得如此之快，人是如

此脆弱。於是他將畫筆負疚地扔了，從此

以後再也不作畫了。

生活是艱難的，人們常常會為做過的

事感到後悔，但每次的後悔也會讓我們從

中得到一些教訓。中國宋代有一位著名的

宰相，叫寇準，他留下了一篇簡短而富有

傳奇色彩的文章——《六悔銘》，詳細描

述了六種遺憾。這篇文章全文雖然只有

42 個字，卻發人深省，清朝著名大臣曾

國藩也曾把這篇文章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並推薦給別人自省。

1. 官行私曲 失時悔

   做官當以公心、民眾為本，而不是自

己。許多成為高官或更高職位的人，開始

時都有著自己對正義和真理的堅持，但成

功之後，一旦他們抵擋不住誘惑，就會誤

入歧途。當東窗事發時，要想彌補，卻已

經太遲了。

2. 富不儉用 貧時悔

窮困的人發跡以後，往往忘記了節

儉，一味奢侈浪費。但當他們財富揮霍殆

盡後、一無所有的時候，才感到痛悔。一

個明智的人應該懂得居安思危，勤儉節

約，才能使家庭興旺發達，否則，很快就

會一無所有。

3. 藝不少學 過時悔

人們應該在年輕的時候學習一技之

長，否則，等到年齡漸長而一事無成，便

會心懷遺憾。許多年輕人遊遊蕩蕩，無所

事事，到了中年，才發現自己一事無成，

沒有成就任何有價值的事情。年輕時能學

到一項好技能，可能會對以後產生很大的

影響。     （待續）

◎文：白雲飛 ◎文：白雲飛

There is a legend about a once-famous 
painter. He wanted to make the Buddha 

and demons the subjects of his paintings, 
but since he did not know what they looked 
like and could he imagine what they looked 
like, he became very anxious.

 One day, he met a monk by chance. The 
monk’s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deeply 
moved the artist. The painter, therefore, 
promised the monk a lot of money if he 
would be a model for his painting.

 Not long thereafter, the painter completed 
his painting of the Buddha. It became a sen-
sation in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paint-
er exclaimed: “This is the most satisfying 
painting that I have ever done. The person 
who was the model for the picture has a 
clear and serene look that can touch the 
feelings of people making them think that 
he is a Buddha.”

 The painter kept his promise and paid the 

monk a lot of money.

 After some time, the painter wanted to 
paint a picture of a demon. This again be-
came a problem. Where could he find the 
original form of a demon to take as his mod-
el? He found a lot of fierce-looking people, 
but none of them suited the criteria. It was 
really difficult to find a person in real life 
with the appearance of a demon. Eventual-
ly, he found one in prison. The painter was 
very happy.

  When he was face to face with the prison-
er, the prisoner suddenly burst into tears in 
front of him. The prisoner said: “Why did 
you look for me when you wanted to paint 
the picture of a Buddha and now when you 
want to paint the picture of a demon, you 
come to look for me again?”

 The painter was taken aback and took a 
closer look at the prisoner. He then said: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The person 

whom I painted as the Buddha had an ex-
traordinary personality, but you look like a 
pure demon. How can you be the same per-
son?”

  The prisoner sadly said: “It was you who 
changed me from a Buddha to a demon! 
Since I got so much money from you, I 
spent a lot of time having fun and indulging 
in immoral deeds. After I spent all the mon-
ey, I could no longer control my desires, 
so I robbed and killed people. For money, 
I committed all kinds of bad deeds and the 
result is what I am today.”

  The painter was filled with grief after lis-
tening to the prisoner’s misfortune. He mar-
veled at how human nature can change so 
fast due to desires and how humans can be 
so fragile. Feeling remorse, he threw away 
his paints and brushes. From that day on, he 
never painted again.

Greed Can Ruin a Person’s Destiny

開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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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欲毀前程 讀懂了〈六悔銘〉
未來不後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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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著名的大醫學華佗

基因
影響數學能力

一項研究發現，

每個人的數學能力

大約有五分之一是

由基因決定的，其餘

的部分受到環境、

教育等後天因素的

影響。

德 國 馬 普（Max 
Planck Institute）人類認知

與腦科學研究所最近完成的

這項研究，在 178名 3歲～

6 歲沒有接受任何數學訓練

的兒童中進行，包括分析

他們的基因組，並用磁共振

成像掃瞄大腦測量每個人腦

灰質的水準。等他們到了 7
歲～ 9 歲上二年級的時候，

對他們進行數學能力測驗。

結果發現，3 歲～ 6 歲

時期右頂葉皮層內灰質的

體積大的兒童，在 7 歲～ 9
歲的時候，數學能力較好。

頂葉皮層是大腦最外層的神

經組織。研究發現，大腦右

頂葉皮層灰質的體積受到基

因 ROBO1 的影響。

該研究填補了基因通過

影響大腦特定區域內腦灰質

體積的方式，影響著個體的

數學能力課題的空白。除

了基因影響，匹茲堡大學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副教授利伯圖斯（Melissa 
Libertus）認為，幼兒時期

對數字的啟蒙教育也起到關

鍵的作用。

文︱紫雲

德國小鎮： 網絡照片;其他圖片：adobe stock

大馬士革鋼劍的示意圖

文︱紫雲

德國小鎮的「中國狂歡節」

德 國 巴 伐 利 亞

Dietfu r t小鎮有一群土

著，自稱是「中國人」

(Bayrische Chinese)，上

百年來每年都要舉辦盛

大的「中國人狂歡節」。

小鎮中心廣場上有座「中國

人泉」，遠遠看去，就像一個戴

著尖頂帽子，撇著八字鬍的中國

清朝胖官員，泉水從其肚子裡

不斷湧出。「中國人泉」旁豎著

一塊石碑，上面寫著 : 「迪特福

──巴伐利亞的中國」。「迪特

福」是 Dietfurt 小鎮的中文名。

小鎮最熱鬧的時候是在每

年 2 月的「中國人狂歡節」。

這一天，小鎮到處是漢字小彩

旗「嗨 ! 華人」，「華人，你好

嗎」，「祝你生活愉快 !」等標語

橫幅。橫幅上畫著龍或貌似漢字

的圖案。狂歡節的高潮是下午 2

點的遊行活動。除了龐大的樂

隊、車輛外，參加遊行的人，不

論男女老幼都穿著中式服裝，以

清朝末年和民國時期的服飾居

多。有中華國粹「京劇」中的經

典形象，還有 Dietfurt 版的「千

手觀音」。有舞龍隊、太極隊，

還有撐著中國花傘的淑女隊。

在中國江南民樂伴奏下，隆

重出場的是「中國皇帝」。「皇

帝」 頭戴皇冠、身穿龍袍，乘著

龍車，前面有衛士鳴鑼開道，兩

旁有御林軍護衛，後面緊跟著太

子、公主和嬪妃們，浩浩蕩蕩，

煞是威風。自 1954 年起，每年

的狂歡節都由「中國皇帝」 來主

持。「天子」一旦「加冕」便終

身在位，但不能世襲。當朝「皇

帝」於 2000 年「登基」，他叫

弗里茨．高勒，封號為「高皇

帝」，是當地一家醫院的職工。

下午 4 點，在市政廳主會

場，「皇帝」在「御林軍」侍衛

的保護下走上代表「金鑾殿」的

主席臺，宣讀「致臣民書」，祝

福國泰民安。此時，鼓樂喧天，

萬民歡騰。晚上，所有遊行的參

加者和觀眾都擁入「唐人街」大

飯店，吃中國餃子，就像中國人

過年一樣。

文︱青蓮

神祕化學武器

西元 7 世紀～ 12 世紀，東

羅馬帝國，也就是拜占庭帝國，

依靠一種神祕的化學武器，在海

戰中所向披靡，曾一度稱霸歐

洲。據史料記載，這種化學武器

是一種液體，能夠通過在水中燃

燒的管子噴出並形成巨大的火

球。通常對手想要撲滅襲來的火

種，只能用醋、沙子和尿液！而

這些東西在激烈、緊張的戰鬥中

從何而來？

這一祕密武器的化學配方，

一直都是拜占庭帝國的最高機

密。隨著時間的流逝，後人再也

無從知曉，成為了永遠的秘密。

解百毒的丹藥

在古希臘和羅馬帝國，人們

為了贏取戰爭的勝利，用毒是常

見的手段。他們搜集毒草、毒蘑

菇等植物，毒蛇、蠍子、水母、

毒蜘蛛等動物，與特殊的金屬物

水銀混合在一起，就能夠得到毒

性很強的毒藥。

本都王國的皇帝密特里達提

六世（Mithridates），終其一生

都在研究毒藥，並開發相應的解

藥，被後世稱爲「劇毒皇帝」（the 
Poison King）。

公元前 121 年，密特里達

提六世終於發明出一種可解百毒

的解藥。後來，羅馬帝國皇帝尼

祿的醫官對這種藥再進行改良，

使其解毒性能更為廣泛。

今人已無從獲悉解藥配方，

後來史學家猜測這種藥裡面可能

含有少劑量的鴉片。

阿基米德熱射線

阿基米德是古希臘時代最著

名的數學家、物理學家、發明

家、工程師和天文學家。也是現

代科學的奠基人。

西元 2 世紀，作家 Ellucian
在他的作品中提到，在錫拉丘

茲（Syracuse）的圍攻中，阿基

米德用一種熱射線摧毀了敵軍船

隻。熱射線，就是利用鏡面或者

玻璃折射光線，將太陽光照射到

對方的船隻上，最後使船著火。

文藝復興以後，人們對這種熱射

線摧毀敵船的說法提出質疑。

1973 年，希臘科學家在雅

典郊外的一個海軍基地進行了一

組熱射線實驗，結果，船模型

在幾秒之內就發生燃燒。 2006
年，美國一個相同的實驗中，研

究人員得出結論，這種使船著火

很多人都認為，在遙

遠的千萬年前，人類的

科學尚未啟蒙，人們只

能生活在愚昧中。但事

實上，即便在古代，人類

智慧的光芒也是無法遮

擋的。古代文明的輝煌，

遠超今人的想像。

的方式只能在天氣特別好的時

候發生。 2010 年的實驗同樣失

敗，所以，目前科學界對於阿基

米德熱射線，仍然持保留態度。

羅馬混凝土

古羅馬建築，是當今存於世

上千年不倒的建築奇觀。羅馬鬥

獸場，是現存古羅馬建築的最突

出代表，根據記錄它建於西元

72 年～ 82 年間。相比之下，現

代建築使用的鋼筋混凝土結構，

超過 50 年就會出現嚴重的腐蝕

跡象。據研究人員發現，是古人

使用的一種特殊混凝土，使得建

築主體結構經久不衰，即使經過

千年風雨洗禮依舊壯觀絢麗。

研究發現，古羅馬人使用火

山岩以及砂漿製作混凝土，並且

獲得了精準比例。但奇怪的是，

現代科學家即使採用同樣的材料

和同樣的精準比例，也無法製作

出這種高強度的混凝土。

大馬士革鋼

中世紀，中東及印度人用源

  
探秘西方古代絕技   

自亞洲的沃爾特鋼（Walt steel）
為原材料，生產了一種叫做大馬

士革鋼的劍。這種鋼鑄造的刀劍

不但削鐵如泥，甚至能切斷輕輕

落在刀刃上的頭髮。

據悉這種鋼在製作成刀劍

後，表面會產生一種特殊的花

紋——穆罕默德紋。這種特殊的

花紋在刀刃上會產生肉眼不可見

的細膩鋸齒，從而使得刀特別的

鋒利。沃爾特鋼的鍛造技術，

在 18 世紀中葉失傳。現代人嘗

試在實驗室中複製，在使用納米

技術後，才能生產出同等鋒利的

刀。不少考古學家認爲，古人們

可能是利用了一種特殊的添加材

料，使得當時的鋼鐵生產能夠創

造量子級別的化學反應。

古羅馬建築，是當今存於世上千年不倒的建築奇觀。現代科學家也無法製作出這種高強度的混

凝土。

文︱天羽

南非隕石帶來的大量黃金

隕石是來自宇宙的

天體撞擊後的產物，大

部分都變成流 星雨落

下，但有的卻帶來了豐

富的黃金、鑽石等貴金

屬資源。

據研究發現，在 21 億年

前，地球遭遇了一顆直徑為 10
公里的彗星或是某個行星的

撞擊，形成了「弗里德堡隕石

坑」。

「弗里德堡隕石坑」位於南

非中部自由州省的弗里德堡城，

距離約翰內斯堡西南方約 120
公里，是迄今為止地球上發現的

最古老的隕石坑，其半徑為 190

公里，也是面積最大撞擊程度最

深的隕石坑。

在這個隕石坑內，誕生了四

個城鎮以及 43 個村莊，可以容

納近 55 萬居民居住。

弗里德堡隕石坑，是目前已

知的世界上最大的能量釋放事

件，曾導致毀滅性的全球變化。

它提供了地球地質史的重要證

據，對瞭解地球進化至關重要。

弗里德堡隕石坑，也成為地球上

僅存的一處提供關於火口原以下

的隕石坑完整地質概況的遺址。

科學研究發現，弗里德堡隕

石坑裡的石頭中，蘊含的礦物質

成分與火山石不同，其成分表明

它應該是地球以外的星體撞擊地

球後產生的。

最令人驚奇的是，這裡發現

了世界上儲量最豐富的黃金和鑽

石資源。據考察，弗里德堡隕石

坑的地下埋藏著至少 1000 噸黃

金。還有數量龐大的鑽石資源。

中國的山東地區最大的金礦，也

是中國最大的金礦，其儲量也只

有僅僅 380 噸。

發現這些礦產資源之後，弗

里德堡已經成為南非經濟最具活

力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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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曾經審判過什麼樣

的重要案件？

答：一切的案件都是很平

常的，絕對沒有在情理之外

的，並且罪狀都是很明顯的，

證據也非常充分確實，從來沒

有複雜難以判明的情形。

問：你曾經到各處遊歷過

嗎？

答：沒有。

問：牛頭馬面是不是真的

有呢？

答：都是假面具，那是用來

恐嚇那些兇惡的鬼魂；如果是良

善的鬼魂，就不現這個惡相。

問：鳥獸的鬼魂到了陰府

還做鳥獸的形狀嗎？

答：這是屬於另一部分管

轄了，我實在是不知道。

問：陰間也有念佛修行的

嗎？念佛和讀誦經典既然有這

麼殊勝的功德，為什麼陰間的

鬼不趕快念佛誦經以求超升

呢？若有鬼不知道怎麼念佛誦

經，為什麼它不去仿效人間的

念誦方式呢？

答：一到陰間做鬼，神智

就被自己的業力障礙住了，當

然就不知道要念佛和讀誦經典；

即使我們念佛誦經，它們也看

不到、聽不見。因此我們修行

一定要趁自己未斷氣之前，死

後再要修行就難了。

問：鬼既然能看到我們的

世界，能聽到我們說話，為什

麼唯獨對於我們念佛修行反而

看不見、聽不到呢？

答：這是它們自己的業力

所導致。您看世間的人，有的

是一向就不信佛，有的是飢寒

交迫無暇修行，像這樣的人對

於我們念佛修行，也是如同看

不見、聽不到一樣；即使偶然

間看見了、聽到了，卻因為五

欲六塵的牽絆糾纏，或者生不

起信心，或者學佛的志向不堅

定，最終還是不肯修行、不肯

念佛，這和鬼看不見、聽不到

人念佛修行又有什麼兩樣呢？

問：鬼說話的聲音和人有

什麼區別？

答：鬼說話的聲音尖銳而

且短促。

問：從鬼的眼睛看，是人

鬼雜居；從人的眼睛看，只看

到人間、看不到陰間的情況。

那麼究竟人和鬼之間的疆界是

怎麼區分的？

答：似乎有界線，又好像

沒有，這種情況實在是難以用

言語說清楚。

問：活人的魂和死去的鬼，

他們的形狀和顏色有沒有差

別？

答：從來沒有留意過，當

然有點差別。

問：做鬼有什麼感受呢？

答：感覺非常苦，因此它

們言談中所流露的，多是悲

慘、哀戚。

問：鬼要去投胎的時候，

陰間的管理機構有沒有教誨，

要它們轉惡向善？

答：沒有，唯獨投胎做禽獸

時，是不讓鬼知情的，一定是幻

化出人間男女或者房宇樓閣等景

象，讓它們樂於入畜生身。

問：天上萬里無雲，日月

普照世間，為什麼不能照到陰

間？是否是因為有東西擋住

了？如果像您說的，陰間和陽

間是不同的時空，為什麼人和

鬼又可以一起行走呢？

答：因為總是有雲霧遮蔽

著，所以看不到青天白日，但鬼

可以到達陽間比較陰暗的地方，

特別是在晚上，因此人和鬼又可

以一起行走。（未完待續）

曾於地府做冥判 清末民初奇人著述幽冥見聞

◎黎澍口述 林黝襄手錄 王敏白話譯

《幽冥問答錄》六

李璇，自稱

李半仙。能

通過身邊物

品，算出此

人的禍福。

◎文：采鑫

能指物知禍福的李半仙   
甘肅有位參將李

璇，精通易經，自稱李半

仙。他能通過一個人身

邊的物品，就能算出此

人的吉凶禍福。

有位四品學差官彭芸楣，和

翰林沈雲椒兩人曾找李璇算命。

沈雲椒指著一塊硯臺，請他猜

測。李璇說：「這石頭硯臺看起

來又厚又重，外形呈八角，有尚

書的概況，可惜只能用在書房，

不能作為鎮守邊疆的材料。」沈

雲椒順手拿他身上的手巾問吉

凶，李璇說：「手巾為素雅皎潔

的絲織物品，雖然是政界的雅緻

之物，只可惜是細枝末節的東

西，缺失氣度，痛惜尺寸小了一

點啊！」

三人正在說笑猜測時，雲南

省的一位五品官王某也來算命。

王某取了一桿煙管請測，李璇看

著那桿煙管說：「這個煙管分為

三段，相互結合，所以你做官是

三起三落，對麼？」王某有點吃

驚，回答說：「是的。」李璇繼

續說：「不過大人要注意，在為

人處世上需要處處留意，千萬不

可像煙管一樣。」王某不明白甚

麼意思，李璇說：「煙管勢利，

你用得到它的時候，它就全身火

熱，像充滿熱情一樣，用不到它

的時候，它就渾身冰冷，像拒人

千里之外一樣。」

王某被李璇當著這麼多人面

本文只對歷史和風

水（地理）做學術分析

和預測，美國大選的雙

方支持者都別生氣。我

作為旁觀者，有闡述自

己觀點的權利，而美國

人要選誰，是他們自己

的事。

從地形地貌圖上可以清晰看

到，北美的地理是一個巨大的太

極圖。加拿大在陰，美國在陽。

陰極是蔚藍的雷灣，陽極是科羅

拉多和亞利桑那的紅色荒漠。顏

色紅藍是先天大道。

按中國傳統的地圖，乾

（南）上坤（北）下，因此把現

代地圖轉 180 度，正好是陽上

陰下的先天大道圖。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加拿大

人性格平和冷靜，美國人張揚霸

氣。美加表面是歐洲白人移民建

立的基督教國家，其實與歐洲

國家大不相同，孩子們男孩穿

藍，女孩穿粉，全民崇尚紫色，

美國的代國歌「美麗的美國」

（America the Beautiful) 裡 唱

道：「紫色的群山巍峨。」注意

啊！北美洲人把山形容成紫色而

不是青綠色，這些顏色都是道家

的顏色。而歐洲人喜歡的是白

色，西方宗教的顏色。

再看家居，明朝時尚道，家

家設爐。美、加兩國傳統的住宅

也是家家都設爐——壁爐！因

此，這兩國骨子裡是道家國家。

政治反應人們的生活態度。

◎文：李青城

從風水和歷史上分析美國大選

目前加拿大自由黨剛連任，

那麼按規律，美國共和黨應該連

任，如果民主黨不採用非常手

段，按運勢規律不該執政。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拜登真

的連任了，可能或出現非常情

況。美國白人占領土著人的土地

時，曾經把一位大酋長做成人皮

口袋。

美國的火爆性格對應的是中

國的大明，朱元璋就喜歡把痛恨

的人做成人皮俑。當時酋長對白

人統治者進行了詛咒，說美國總

統 20 年就有一個被刺殺 / 死於

任上，目前除了小布什總統任期

中發生了 911 國難，其他都應

驗了，要知道酋長的詛咒是非常

靈驗的，看看這個讓人目瞪口呆

的結果：

1840 年當選為美國總統的

哈里遜，在一次受涼後一病不

起，撒手歸西。

1860 年當選為美國總統的

林肯，被刺殺了。

1880 年當選為美國總統的

加菲爾德，上任半年就被刺傷，

兩個月後離開人世。

1900 年當選為美國總統的

麥金萊，出席在布法羅舉辦的泛

美博覽會時被刺殺。

1920 年當選美國總統的哈

丁，內部機密透露被砒霜毒死。

1940 年當選為美國總統的

羅斯福，稍稍好些，但最後也死

於任上。

1960 年當選為美國總統的

肯尼迪，最為被世人矚目的美國

總統遇刺案，被刺殺身亡。

1980 年當選為美國總統的

里根，上任不到 3 個月被刺傷。

里根在白宮 8 年，常疑神疑鬼，

暗中請巫師做過法。

2000 年小布什沒有遇刺，

但美國發生了國難 911。
如今已是 2020 年……

美國大選出現過幾次宣布獲

勝的候選人沒有能當總統的情

況。因此，目前誰是下一屆總

統，還不肯定。

從運勢上看，如果拜登當總

統，非常凶險，他既沒有在風水

運程上取得天地認可，即我們老

百姓常說的，不符合天時、地

利、人和方面，由於大選之夜的

票數突然增長，川普總統還在追

查是否有計票作弊現象，因此人

和尚不確定。他若強行當選，遭

遇 20 年詛咒，很可能被殺，難

在任上得善終；如果是川普連

任，以他二愣子的性格，和跟里

根總統一樣的非主流政治家的演

藝圈背景，卻可能讓咒語不能完

全應驗，化險為夷。

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美

國的走向關係到全世界所有國

家。在今天這場巨變中沒有吃瓜

群眾。美國人自己更是要為自

己國家的穩定發展做出理性的 
選擇。

拜登、川普：GETTYIMAGES；選舉人票分布圖：看中國；地獄閻王圖：網絡；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數落，很不高興的走了。

三年後，彭雲楣的學差官任

期已滿，回京後也故意拿了桿煙

管去請李璇猜測。李璇說：「看

來彭兄又要被調到別的地方去當

學差了。」彭雲楣問：「甚麼原

理呢？」

李璇說：「你拿著煙管，煙

不是能讓你吃飽的東西，就好像

學差這個官職不是能發財的官一

樣，而且煙管都是被人呼吸，就

好像你一直為了學生操勞，所以

註定要當學差。」時隔不久，彭

雲楣果然又被錄用為學差。

2 0 2 0年

美國大選

兩位候選

人，川普

(左)和拜

登(右)。

美、加各有兩大主要政黨，顏色

也是紅、藍。不同的是，加拿大

的自由黨是紅色，保守黨是藍

色，而美國反過來，傾向自由的

民主黨是藍色，傾向保守的共和

黨是紅色。這符合兩國陰陽相反

的特性。美國大選圖，兩邊是藍

色，中間是紅色。加拿大正相

反，兩邊是紅色，中間是藍色。

但其實代表的價值觀一樣，都是

兩邊自由，中間傳統，也就是

說，太極外圍旋轉迅速的地方自

由開放，內部旋轉緩慢的地方傳

統封閉。政黨狀況反應了北美大

陸這個先天大道內部又分為兩個

先天大道。而且這兩個小的太極

又經常是互換的，使北美整體上

仍然符合一個太極。

在一本權威分析美、加差異

的書「冰與火」中，美國社會學

者分析，美國是共和黨時，加拿

大往往是自由黨；美國是民主黨

時，加拿大往往是保守黨。因

此，兩位太極小的運轉也符合大

的太極的規律。

陰間一切的案

件都是很平常

的，絕對沒有

在情理之外

的，並且罪狀

都是很明顯

的，證據也非

常充分確實，

從來沒有複雜

難以判明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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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孝經通，四書熟，
如六經，始可讀。
詩書易，禮春秋，
號六經，當講求。

【字詞義解釋】

（1）孝經：書名。記載孔子和曾子

有關孝道的書，並說明聖王以孝道治天下

的道理。（2）通：通曉明白。（3）熟：

熟悉。（4）如：像。（5）六經：六本

經書，此處是指《詩》、《書》、《禮》、

《樂》、《易》、《春秋》這六本經書。（6）
始：才。（7）詩書易：分別指《詩經》、

《尚書》、《易經》三本書。（8）禮春秋：

分別指《禮記》、《春秋》。（9）號：號

稱。（10）講求：講究探求。

【譯文參考】

把《論語》、《孟子》、《大學》、《中

庸》四本書讀熟了，《孝經》的道理也就徹

底讀明白了，這時才可以開始閱讀六本

經書。《詩經》、《尚書》、《易經》、《禮

記》、《春秋》，再加上《樂》，稱六經，

這是中國古代儒家的重要經典，應該好好

的研究，探求其中的道理。

【讀書筆談】

孔子認為，孝道是仁義之本，所

以，四書和《孝經》這五本書都學習之

後，才能學習六經。為何會是這樣的規

定呢？

其實四書是基礎宗旨和綱要，就是做

人的要領，尤其是《論語》涵蓋了其他三

本書的含義，為綱要中的綱要。其他三

本皆有所側重，比如《大學》側重治國之

德，《中庸》是平衡之法，處理事情不走

極端。有了仁義道德和平衡之法這個基

礎，再學習其他典籍，才能理解形式和技

藝的根本。

孔子教育學生，為的是培養君子，然

後以君子的德行治理國家，德化百姓，造

福社會。孔子把先秦上古的文獻和典籍整

理出來，形成六經。其實孔子母親一族，

是儒人，就是周朝負責祭禮和教育貴族子

弟的教官，孔子整理上古文書後，才形成

儒家。所以儒家一派，其實就是負責傳承

古代治國和做人學問的教育者。

這些書原先是教育王室貴族子弟的教

材。治理國家必須懂得各種制度、禮儀、

文書寫法，以及歷史記述、國策制定的章

法等，這些都是當官的職務知識和基本修

養，所以也稱作六藝，重在具體形式和技

藝的記述。

據說孔子以前的貴族子弟，學習的六

藝不完全一樣。那時戰爭頻繁，貴族為官

除了要懂禮樂，還要懂射箭、駕車、古代

的政令文書的寫法和數學，即禮、樂、

射、御、書、數這六種專業技藝。通俗地

說，你不懂文字和文書的寫法，無法起草

詔令，處理政事，記錄歷史，記錄國家祭

祀時的活動，你不懂禮樂，就不懂接待外

賓的禮節、君臣的禮節，祭祀和各種活動

的禮儀、樂章，無法處理各種政務。此外

還要習武，可謂文武全才。到了孔子時，

孔子更加注重形式外的內在含義，所以有

所調整和變化。

簡單的理解，四書就是仁義之道，六

經只留下人能掌握和運用的那部分，相當

於現代人所謂的專業技能，屬於才的部

分。之所以先讀四書和《孝經》，就是要

以德來駕馭才藝，完成孔子的以君子之道

治理國家的理想。

【看中國訊】諸葛亮曾寫一篇《誡子

書》，教導孩子為人處世之道，全文不過

數十字，卻精簡傳遞了許多具體的教誨。

全文如下：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

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

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

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

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

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

守窮廬，將復何及！

第一課：寧靜的力量

「靜以修身」、「非寧靜無以致遠」、

「學須靜也」

諸葛亮忠告孩子寧靜才能夠修養身

心，靜思反省。不能夠靜下來，則不可以

有效地計畫未來，而且學習的首要條件，

就是有寧靜的環境。

現代人大多數終日忙碌，人們是否應

在忙亂中靜下來，反思一下人生方向？

第二課：節儉的力量

「儉以養德」

諸葛亮忠告孩子要節儉，以培養自己

的德行。

審慎理財，量入為出，不但可以擺脫

負債的困擾，更可以過著有紀律的簡樸生

活，不會成為物質的奴隸。在鼓勵消費的

文明社會，有多少人想過節儉的好處呢？

第三課：計畫的力量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

致遠」

諸葛亮忠告孩子要計畫人生，不要事

事講求名利，才能夠瞭解自己的志向，要

靜下來，才能夠細心計畫將來。

第四課：學習的力量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

諸葛亮忠告孩子寧靜的環境對學習大

有幫助，當然配合專注的平靜心境，就更

加事半功倍。諸葛亮不是天才論的信徒，

他相信才能是學習的結果。

第五課：增值的力量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諸葛亮忠告孩子要增值先要立志，不

願意努力學習，就不能夠增加自己的才

幹。

但學習的過程中，決心和毅力非常重

要，因為缺乏了意志力，就會半途而廢。

有多少人想過，一鼓作氣人多、堅持到底

人少的道理？

第六課：速度的力量

「淫慢則不能勵精」

諸葛亮忠告孩子凡事拖延就不能夠快

速地掌握要點。

計算機時代是速度的時代，樣樣事情

講求效率，想不到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智

能，也一樣不謀而合。快人一步，不但能

達到理想，還會有更多時間去修正及改

善。

第七課：性格的力量

「險躁則不能冶性」

諸葛亮忠告孩子太過急躁就不能夠陶

冶性情。

心理學家說：「思想影響行為，行為

影響習慣，習慣影響性格，性格影響命

運。」諸葛亮明白生命中要做出種種平

衡，要「勵精」，也要「冶性」。

第八課：時間的力量

「年與時馳」、「意與日去」

諸葛亮忠告孩子時光飛逝，意志力

又會隨著時間消磨，「少壯不努力，老大

徒傷悲」。「時間管理」是個現代人的觀

念，細心想一想，時間不可以被管理，每

天二十四小時，不多也不少，唯有管理自

己，善用每分每秒。

第九課：想像的力量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

窮廬」、「將復何及」

諸葛亮忠告孩子時光飛逝，當自己變

得和世界脫節，才悲嘆蹉跎歲月，也於事

無補。

要懂得居安思危，才能夠臨危不亂。

想像力比知識更有力量。

第十課：精簡的力量

以上諸葛亮寫給兒子的一封信，只

用了短短八十餘字，精簡並明確地傳遞

了具體的訊息。諸葛亮以這樣的方式表

達了清晰的思想，教會孩子精簡溝通更

有效果。

諸葛亮給兒子上的十堂課

《三字經》讀書筆談 文 |劉如

錯誤的學習方法 
易導致價值觀的偏差

在考試前停止一切活動，可能讓孩子

養成不管責任所在、任意要求他人支援配

合的自我中心，同時以為凡事都能用短跑

衝刺來應付。

請人「包裝」申請學校的送審資料，

不只會造成誤判，立孩子於尷尬之地，也

是一種以善意強迫孩子作偽的教育，有失

成人的責任。

考試是生活的一環 
無需特殊對待

我經常聽到家長們為了孩子要月考而

寸步不離地陪伴或監督，甚至全家總動員

為孩子複習功課。孩子們平常活動太多，

考試那一週的全面警備，更突顯了前後生

活的步調都脫離了應有的穩定。

家長為了孩子考試所做的生活調整，

也許自己並未覺察到其中的不妥，如果小

學就要為了月考停止所有的活動，國、高

中又該怎麼辦？

也難怪我們身邊有些孩子從醫學院畢

業後，為了考執照需要整整休息一年來準

備，不但什麼事都不能做，全家還要無微

不至、從早餐到宵夜，照顧著這些家中的

寳貝，這是我們這一代未曾聽聞的生活。

我自己在聯考前一晚還是一樣在飯後

幫母親洗碗，我的女兒也一樣在各種考試

前正常生活，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沒有盡全

力準備測驗。

所以，我想起洪蘭老師在〈起居有

時，養成正確的生活價值觀〉這篇文章中

曾提到的一段：

在 我 考 大 學 時， 父 親 告 訴 我：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親暱生

狎侮。）大腦不喜歡一直讀同樣的東西，

同樣的事情經歷久了會生厭也會疲勞，不

是只有身體。

他特別跟我母親商量，凡是要考聯考

的孩子，家事雖不能不做，但可以挑項

目。所以他叫我挑掃院子、擦地板、擦榻

榻米這種可以分段做的工作，沒有聯考壓

力的孩子則分配到洗碗、洗米這種有時間

性的工作。

父親這個建議真的很好，我國文讀一

讀，站起來去掃院子，回去換歷史讀一

讀；覺得累了，又站起來擦地板，再換英

文讀一讀。每換一門科目時，就用冷水洗

一次臉，在沒有提神劑的幫忙下，我果然

考上了第一志願。

我很想勸父母親不要用功利的態度來

面對考試，是因為看到了不好的結果。孩

子不只因此以為考試前要停止一切，更以

為凡事都能用短跑衝刺來應付。但是，小

學生如果在考前緊密複習，他所倚賴的是

否只是「強記」，這對學習來說是好的方

法嗎？

此外，孩子在學生階段所面對的考

試，成年後就轉型成責任重大的工作或是

特別困難的問題，在多數的情境中，我們

都不能停止生活的其他事務只面對一種狀

況，所以，這種教育是否應從兒童時代就

開始，以連接未來現實所需要的習慣？

我在老師的文字中，看到老師的父母

親有兩點很值得大家學習的觀念，一是對

於「不能」的堅持，另一是對於「可以」

的慈愛。

父母因為要進行對孩子的「責任教

育」，必須不短視近利、清楚地辨別哪些

是「不能不做的事」；但父母也都疼愛孩

子，對於身處壓力的孩子，也要提供不影

響責任而「可以」通融的選擇，並為孩子

說明其中的優點。

除了月考要全面戒備的家庭，我也遇

過段考就要請假複習的國、高中生。考試

的規模越大，請假時間就越長，以致後來

也就會有要暫停一年考執照的醫學生了。

我覺得，「全心全意」雖然是很好的

心態，但這種狀況指的是自己的專注度，

而非不管責任所在、或任意要求他人支援

配合的自我中心。

申請學校的準備 
孩子應自我負責

關於考試的另一個問題，這幾年臺灣

執行多元入學方案之後，有些家長開始請

他們認為的專業人士幫忙孩子「包裝」要

送審的各項資料。

因為我的兩個孩子都是在新加坡美國

學校就學時申請大學的，我對相關的程序

與準備工作還算清楚。記得在十一年級

時，輔導升學的老師會和家長見一次面，

那次的見面中有一個檔案是孩子截至談話

日為止已經累積的送審資料，例如：之前

的成績單、已經考過的必要測驗（PSAT
或 SAT）、修了哪些普通課程和進階課

程，以及參與過哪些重要活動的記錄；然

後親、師、生三方再針對接下來這一年還

有哪些要準備的工作，逐一討論。

這場會面讓我覺得很有意義的是，任

務的執行者是孩子自己，老師負責這一年

的備詢指導，而家長是持續的關心者。

在往後的一年裡，孩子自己在課業與

活動的正常進行中，同步準備申請大學所

需的一切工作，承擔雙重的任務使她們在

那段時間迅速成長。她們的人生中第一次

要同時週到地管理好多事，而這些事都攸

關著自己的未來。

申請學校要送交的散文，是慢慢從草

稿一次次重寫而成的。這份工作在孩子做

功課的間歇中成為另一種轉換的腦力激

盪，有時候她們念一段給我聽、問我一些

想法，文章雖然謹慎地寫了又寫，但只給

學校的老師看、並徵詢意見，絕不可能請

專人來寫。

但如今我卻在臺灣看到，有些父母覺

得送交大學的文章非常重要，如果孩子寫

不好，豈不誤了人生大事，所以他們希望

讓專業公司來代勞。在我看來，這真是大

錯特錯的一項決定。

我之所以反對這種作法的原因有二：

一是，我覺得孩子應該去一個與他實

力相當的學校，父母若請他人包裝能力，

反而會造成誤判，立孩子於尷尬之地。二

是，這樣的代勞不只剝奪孩子為自己負責

的權利，而且是一種以善意強迫孩子作偽

的教育，有失成人的責任。

代辦真是文件這種不誠實的行徑，反

而會害了孩子，他如果上了能力不足以因

應的學校，學習起來會很痛苦，比甄試不

上還更糟。因為他做假，老師會看不起

他，他也看不起自己。

本 文 整 理、 節 錄 自 洪 蘭、 蔡 穎 卿

（Bubu）《從收穫問耕耘，腳踏實地談教

育》一書，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

點。由天下文化授權轉載，欲閱讀完整作

品，歡迎參考原書。

（繪圖：Winnie Wang/看中國）

極端的「考試觀」 易影響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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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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寶馬集團年度

盛宴 #NEXTGen 未來峰會上， 寶馬

BMW Vision iNEXT 量產車型——

2022 款寶馬 BMW iX 電動車迎來全

球首發。作為集團的創新旗艦車型，

BMW iX 融合了公司在（D-ACES）
設計、自動駕駛、互聯科技、電動化和

服務化戰略創新領域的最新開發成果，

並將可持續發展理念貫穿車型開發始

終，展示了寶馬集團對未來出行的設計

和豪華移動空間的構想。新車型將於明

年晚些時候正式上市。

作為最智能的寶馬汽車，創新純電

動 BMW iX 在電子電器架構、自動駕

駛功能、顯示和操控系統以及內部裝備

全方位創新，是寶馬集團首款使用 5G 
技術的車型，將寶馬帶到一個全新高

（本文圖來源：BMW官網）

度。

2022 款寶馬 BMW iX 搭載寶馬

集團最新第五代 eDrive 電力驅動系

統，在 WLTP 標準下續航里程超過

600 公里。雙電機驅動系統帶來超過

370 千瓦的最大輸出功率，零至百公里

加速不到 5 秒鍾，百公里能耗低於 21 
千瓦時。

無框車門被首次應用在 BMW 中大

型 豪 華 SAV(Sport Activity Vehicles)
上，進一步強調了車輛的運動特性。一

體式車頂結合溜背式造型帶來迷人動感

造型的同時，進一步優化了車輛的空氣

動力學表現。配合最新一代空氣動力學

輪轂，BMW iX 風阻係數低至 0.25 ，
媲美跑車，帶來更高的能效。

內飾採用以人為本的理念，通過

寬敞的空間、智能材質的搭配組合、

帶有一體式頭枕的創新座椅以及超大

全景玻璃天窗營造出一個奢華、愜意

的 BMW iX 座艙。與現款寶馬車型相

比，車內按鈕數量減少了約 50%，位

於中控臺的超大一體式曲面屏簡潔而直

觀。

為打造車輪上的移動空間，營造溫

馨的家居感，BMW iX 化繁為簡，將

隨叫隨到的「Shy Tech」 隱形創新科技

隱於無形，通過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滿足

駕乘者的不同需求。

車輛由內到外從頭至尾，無不透露

著寶馬設計師巧妙的心思。雙腎格柵上

巧妙集成的大量攝像頭、雷達與傳感器

自不必說。融入車輛外觀設計的「Shy 
Tech」 隱形創新科技還包括：嵌入式車

門把手、隱藏在發動機罩 BMW 標識

下的風擋玻璃清洗液加註口、集成在尾

門 BMW 標識內的後視攝像頭等等。

在車內，音響設備的揚聲器被巧妙隱藏

在座椅中和門板織物裝飾下，播放音樂

時逼真的音效讓人陶醉其中。中央座椅

扶手處整合了帶隱藏功能的控制面板以

及可觸控的 iDrive 旋鈕，造型精美宛

如裝飾。

作為一款「零」排放的純電動車

型，寶馬 iX 不僅在出行過程中體現了

可持續的發展理念，更將這一理念貫穿

車輛整個生命週期。車輛搭載的電動機

完全由寶馬集團自主設計、開發和生

產，不含稀土材料，其電芯和電池的生

產全部使用可再生電能。

最智能的寶馬最智能的寶馬
2022款BMW iX電動車2022款BMW iX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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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店内實物為準，價格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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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稅

節
省

$13.85/ 天 , 84 月 
1.99%

$32,999$32,999
$5,506$5,506

$38,505

Stock: 180933Stock: 180933
2020 Highlander XLE SUV

加稅

節
省

$21.61/ 天 , 84 月
3.49%

$44,999$44,999
$5,023$5,023

$50,022

Stock: 179885

Stock: 180869
2020 Venza Hybrid LE SUV

加稅$41,480$41,480 重新登場重新登場
歡迎試車

Stock: 180649
2020 RAV4 Hybrid LE S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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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

2020 Camry SE AWD A Package

加稅$30,999$30,999$33,908
節
省$2,909$2,909$14.26/ 天 , 84 月

4.69%

 2020 Corolla LE A Package

加稅$22,999$22,999$25,074
節
省$2,075$2,075

Stock: 180172

$9.76/ 天 , 84 月
2.29%

可供選擇可供選擇
終身免費換油 發動機、變速箱終身保修

4 年 /6.4 萬公里免費保養 0% 貸款利率

1 2
3 4

2020 Prius Prime Standard Package

加稅

節
省 （含 $2,500 政府補貼）

$30,999$30,999
$4,838$4,838

$35,837

Stock: 180274Stock: 180274

$13.84/ 天 , 84 月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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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 180398

Sales Manager
Leo Mei

(403) 612-3976

Product Advisor
Jay Jiang

(403) 816-4976

Product Advisor
Danning Wang
(403) 479-9762

Product Advisor
Bin Wu

(403) 966-9088

Finance Manager
Ken Huang

(403) 243-8000

Director of Finance
Elaine Zhu

(403) 243-8000

Director of Sales
Peter Chen

(403) 667-3588

Public Relations Mgr
Doris Sun

(403) 243-8000

2020 RAV4 LE SUV

加稅

節
省

$14.40/ 天 , 84 月
4.49%

$31,499$31,499
$1,542$1,542

$33,041
2020 RAV4 LE SUV

Stock: 180565

2020 Sequoia Platinum Package

加稅$78,999$78,999$86,441
$7,442$7,442

Stock: 180173

省

2020 Sequoia Platinum Package
Stock: 180173

20202020豐田豐田
大清貨大清貨

https://www.heningertoyota.com/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2 看娛樂 Entertainment 第135期     2020年 12月 3日—12月 9日    

【看中國訊】曾在《星際大戰》

（Star Wars）中飾演戴著黑色面具的

反派角色「黑武士」（Darth Vader）
的英國資深男星大衛．普羅斯（Dave 
Prowse）29日驚傳病逝，享壽85歲。

大衛．普羅斯在《星際大戰》

3 部曲飾演反派達斯維達（Darth 
Vader）而聞名。其經紀人在臉書上

證實此一噩耗，並透露，大衛是在患

病後去世，「雖然他過去大多扮演反

派、怪物聞名，但對於我以及所有認

識他並與他合作過的人來說，他是我

們的英雄。」

身高 180 的大衛．普羅斯原本

是健美先生，後來轉職演員，因其

高大的身材與強健的體魄而獲選演

出「黑武士」，得以在星際大戰正傳

三部曲（Star Wars Trilogy）擔綱

令人難忘的反派角色。

不過，由於大衛．普羅斯出身布

里斯托（Bristol），說話時有濃重的

英格蘭西部口音，所以製作人特地找

來美國演員詹姆斯厄爾瓊斯（James 
Earl Jones），代替大衛．普羅斯隔

著面具發聲。儘管如此，大衛．普羅

斯依舊喜愛自己所飾演的這個經典角

色，他在 2013 年告訴法新社，「黑

武士」是「大銀幕史上最棒反派」。

大衛．普羅斯過去受訪時曾透

露，當年扮演「黑武士」這角色時，

第一次試裝就因為頭盔尺寸不合，導

致各種動作受阻，當時劇組還用了泡

綿跟魔鬼氈處理，但正式拍戲時，頭

盔依舊因為尺寸不合而晃來晃去。

除了頭盔尺寸的問題，黑武士戲服透

氣性不佳，曾因為穿上這一身又厚

又不透風的黑武士戲服，而在夏天

不斷飆汗，且光是戲服重量就達 40
磅，穿在身上相當吃力；他還透露，

其實在那帥氣「黑武士」裝扮的外表

背後，裡面其實只穿了一件 T 恤跟 
泳褲。

據瞭解，星際大戰正傳三部曲

在 1970 年代末期至 1980 年代初期

推出後，大衛．普羅斯曾赴世界各

地與鐵粉見面。如今傳出不幸病逝

的消息，令粉絲大感不舍，以後僅

能在影片中回憶偶像的身影了。

英國資深男星大衛．普羅斯

大陸著名女星范冰冰(Facebook)

大陸男星吳秀波資料照

復出復出

重挫范冰冰復出路大陸官方 
再發禁令

初代黑武士病逝享壽85歲

【看中國訊】近日，大陸女星

范冰冰完成了對電影《355》的後

期配音工作，若不出意外，這部

電影將會很快上映，這也是范冰

冰出事後參演的首部作品，能否

再次翻紅，這部電影至關重要。

但中國廣電總局 11 月 23 日再

度發布禁令，規定直播平臺「不

為違法失德藝人提供公開出鏡發

聲機會」。令許多網友猜測，該

「禁令」是否指向范冰冰。

多年佔據大陸娛樂頭條的范

冰冰，2018 被踢爆簽訂「陰陽合

同」和「偷稅漏稅」，遭當局重

罰補繳 8.8 億人民幣。范冰冰主

演的一部斥資 5 億，並且不斷營

業宣傳的電視劇《贏天下》，遲

遲沒有播出。雖然其幕前復出無

望，但似乎從未阻止她「逃出生

天」的決心。雖然影視資源嚴重

受損，但范冰冰還在時尚資源方

面努力，她先後登上越南雜誌、

韓國雜誌、美國雜誌，先是拿下

「康恩貝」的代言，接著又獲得

「嬌蘭」（Guerlain）全球代言人

身份，引發眾多關注。她還準備

了另外一條路，將弟弟範丞丞打

造成當紅流量小生。

中國廣電總局的追殺令似乎

如影隨形。今年 5 月廣電總局

曾下令，要求商品公司禁止邀請

「劣跡藝人」直播，首批禁播名

單中就有范冰冰。

11 月 23 日，中共廣電總局

再度發布《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關

於加強網路秀場直播和電商直播

管理的通知》，規定有關「網路

秀場直播平臺、電商直播平臺要

切實採取有力措施，不為違法失

德藝人提供公開出鏡發聲機會」。

11 月 26 日的「企查查」顯

示，由范冰冰擔任法人的「北京

美麗宮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在 11
月 24 日被註銷，是公司決議解

散。據悉，范冰冰持有該公司

98% 的股份，總註冊資本為 300
萬。有陸媒的報導指，范冰冰註

銷的公司與范冰冰自創品牌面膜

有關。因為范冰冰一度開啟「操

作便捷」、「門檻低」直播帶貨模

式，美容美妝行業成為她的一大

收入來源。

前不久，大陸導演郭敬明

的《爵跡 2》定檔，范冰冰的鏡頭

被刪光。此外，范冰冰參演的好

萊塢電影《355》又被爆延期，本

來被范冰冰視為自己重返銀幕、

正式復出的電影，要被推遲到

2022 年才能上映。

消息引發輿論熱議，許多網

友猜測：「難道通過直播露臉的

機會也沒了？」也有網友質疑政

府：「劣跡的標準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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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12月9日

聖芳蘋果

 Green Peppers 青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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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el Oranges 臍橙 Ambrosia ApplesHoneydew Melons 白蘭瓜Red Seedless Grapes 無仔紅提

CeleryTomatoes on the Vine 連莖番茄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西芹 Romaine Lettuce 羅馬生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free and get  free 
5lb carrots.5lb carrots.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5 磅胡蘿蔔。

$0686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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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8
lb

$1484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1 9898
ea

$$009898 ea$ 12828
lb

$09898 lb

$16868
lb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 5 磅胡蘿蔔。

Celery

$1
Navel OrangesRed Seedless Grapes

$

Ambrosia Apples

獲得 5 磅胡蘿蔔。

Honeydew Melons

$

吳秀波小三成為被嚴管者
【看中國訊】最近大陸有網友發帖

爆料稱，一位遭受短暫牢獄之災的海

歸網友，提到在獄中認識的人——疑

似大陸男星吳秀波「出軌門」的女主

陳昱霖的近況；該網友透露，成嚴管

對象的陳昱霖，在獄中被拴上鐵鏈關

在一個地方，吃喝拉撒全在那裡。

這篇文章用音頻和文字記錄了一

位女海歸的故事，在文章中這位女海

歸表示，第一次見到她，就感覺她與

其他人不太一樣：「她白皙，相貌清

秀，見多識廣——在國外的藝術、佛

學、事情，什麼都可以談」。但陳

昱霖目前的處境並不好，情緒化，常

常與人發生衝突。因此陳昱霖也常常

成為嚴管者，被綁上鐵鏈，關在吃喝

拉撒都在一處的小空間裡。陳昱霖表

示，自己也很難相信，跟了七年的男

人會這麼對她。被捕當天，律師已千

叮萬囑她不要回家，但由於男友（吳

秀波）的承諾，

一念之差選擇回

來，結果一下飛

機就被警方帶走。

2018 年 9 月

作為女演員的陳

昱霖在微博發長

文，自曝與已婚

演員吳秀波己有 7
年的地下情，並

被吳秀波的疑似

「小四」、「小五」

騷擾。 2019 年陳

昱霖父母以其本

人的微博賬號發

出公開信，透露在陳昱霖爆料之後，

吳秀波及其經紀人、律師等，要求陳

昱霖出面澄清並願意以經濟方式補

償，雙方達成協議，讓女方到國外安

心養病；但 2018 年 11 月，吳秀波主

動讓陳昱霖回國，沒想到陳昱霖剛下

飛機便在機場被公安帶走，並被吳秀

波指控以涉嫌敲詐勒索罪被關押。有

「娛樂圈紀檢委」之稱的王思聰在微博

直斥吳秀波：「你真是渣男！」

吳秀波自此形象崩塌，已遭全面

封殺，其投資、票房、代言均受重

創，想來難東山再起。但相比於吳秀

波前不久還能在 KTV 裡唱歌跳舞，

陳昱霖的遭遇相當慘烈，網友們紛紛

發聲譴責吳秀波。不過，究其根源，

在大陸社會道德墮落，插足婚姻包小

三小四等，成為見怪不怪的現象，是

非對錯的界限認知模糊，或許才是這

個事件真正悲劇所在吧。

《星際大戰》《星際大戰》

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重挫范冰冰復出路重挫范冰冰復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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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鍋輕鬆解決一餐

天氣轉冷，正是大鍋菜溫暖

登場的季節；趁假日備妥耐煮的

蔬菜與肉類，平日就可快速上

菜，既方便備料與烹調，又可享

受多種食材融合的多層次美味。

溫暖燉菜好入口

燉菜的傳統存在各地區飲食

文化中，東西方都有經典燉菜料

理；燉菜料理將肉燉軟爛，一方

面釋放肉的精華到湯頭，一方面

也是老人家補充營養的好料理。

雞肉切塊約 1Kg、蒜頭 3 瓣、培根
50g、小土豆4個、紅蘿蔔中型 1條、
洋蔥大型 1個、雞高湯 400c.c.、麵
粉 2大匙。
調料：白酒 100c.c.、香草束 1束、月
桂葉 1片、鹽、黑胡椒適量。

食材

根莖類蔬菜切塊；燉鍋放一大匙
油，以中小火煸香蒜頭和培根。

原鍋放雞塊，加少許鹽和黑胡椒，
將雞塊表面煎金黃。

2大匙麵粉均勻撒在雞塊上，加雞
湯和調料，放根莖類蔬菜，翻炒均

勻，煮滾，小火燜煮 40分鐘。
起鍋後，也可灑上香草碎末。

作法

這道料理很好做，就是將雞肉和

多種蔬菜一起燉，添加培根或牛

肉增添風味。同時，以白飯和麵

當主食，特別開胃。

法式蔬菜燉雞2 豬梅花肉300g、鹹菜300g、紅蘿
蔔300g、白蘿蔔300g、薑母1小
塊、生薑3片。
調料：米酒50c.c.、白胡椒粉。

食材

用清水將鹹菜清洗乾淨，切小
塊；根莖類蔬菜切適口大小；生薑
與老薑拍破備用。

豬肉以熱水汆燙，沖洗乾淨瀝
乾。

湯鍋裝水和紅、白蘿蔔，開大
火煮滾，加入豬肉、老薑，大火煮
滾，小火燜住 20分鐘。
續加鹹菜，煮20分鐘，加調料，
生薑片改刀切絲，起鍋後放在湯

裡，增添辛香。

作法

鹹菜也是風味獨特的佐料，能

和各種肉類搭配成味道獨特

的菜餚，加上新鮮蔬菜一起燉

煮，煮出的湯頭，更加鮮甜。

鹹菜燉蔬菜肉3

五花肉片 300g、蒜末 1大匙、乾蝦
米 2 大匙、乾香菇 10 朵、大白菜 1
個、紅蘿蔔半條、高湯 500c.c.。
調料 ：醬油 1大匙、黑醋 1/2大匙。

食材

乾香菇泡發；蝦米洗淨瀝乾；大白
菜、紅蘿蔔洗乾淨後，再對剖、切塊

備用。

熱油鍋，下肉片煸至金黃，然後再
下蒜末、香菇、蝦米爆香，最後加入

大白菜、紅蘿蔔，翻炒均勻，加調料

煮滾。

加高湯和水，水量淹過食材。大
火煮滾後續煮 20分鐘，再轉小火慢
燉，讓所有材料之美味融合一起。

作法

中式的白菜燉煮有許多作法，閩

南與臺灣流行將白菜與海味、香

菇、炸豬皮一起細火慢燉，熬煮

出鮮香美味的滷白菜。

滷白菜1

牛肩胛肉500g、薏仁 100g、土豆2
個、紅蘿蔔 1條、洋蔥 1個、蒜末、新
鮮巴西里葉。

香料麵粉：麵粉1大匙、綜合香料1匙。
調料：鹽適量。

食材

薏仁浸泡 2小時；牛肉切適口大
小，抹上香料麵粉；蔬菜切塊備用。

鍋裡放 2 大匙橄欖油，轉中火，放
牛肉煎焦黃，取出備用。

原鍋下蔬菜，翻炒均勻，煮熟透。
全部食材放入鍋內，加水淹過所
有材料，開大火煮滾，轉小火燜煮直

至牛肉軟透。

起鍋前加上調料及巴西里葉。

作法

這是愛爾蘭人的家鄉味，常見用

羊肉或牛肉為主料，加上多種根

莖類蔬菜燉成熱呼呼一鍋，是冷

天裡的最佳慰藉。

愛爾蘭燉肉4

豬梅花肉 300g、紅蘿蔔 200g、捲
心菜 200g、木耳 1大朵、粉絲 1 把。
醬料：沙茶 1小匙、白蘿蔔泥 2 大匙、
白醋 1/2大匙、醬油 1/2大匙、芝麻
香油適量。

食材

豬肉以熱水汆燙，沖洗乾淨瀝乾；
捲心菜對剖切適大小；紅蘿蔔切厚

片；木耳以清水洗淨備用。

水煮滾，除粉絲外，所有食材放進
鍋裡，大火煮滾，轉小火燉煮至豬

肉軟透。

起鍋前加粉絲煮軟透，豬肉分切
小塊。加入醬料，攪拌均勻，和蔬菜

肉湯一起上菜。

作法

選擇自己喜歡的食材，或想補充

的養分，調配美味的清燉蔬菜肉

湯。食用時搭配喜歡的醬料，也

可以吃的有滋有味。

蔬菜清燉豬肉5

◎ 文 :斯玟

將自己喜歡的蔬菜隨意搭配，同時也運用風味食材增香，然

後細火慢燉就行了。

美味燉菜

一鍋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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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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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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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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凍傷

在低溫地區待久的，

最容易產生凍傷，首先出

現的症狀是麻木，然後是

皮膚出現白藍樣的血流不

暢，之後可能會出現腫脹

與起水泡。

核磁共振可看出凍傷的程度。

凍傷的預防，包括：穿著暖

和的衣物、補充水分與營養、避

免低溫與保持體力。治療首先就

是要復溫，不要再回到低溫的環

境，嚴重的可使用抗血栓藥物與

血栓溶解藥物，是否截肢？需觀

察數月後，看受損程度決定。

中醫應用內服藥治療凍瘡

凍傷在中醫用凍瘡、凍爛

瘡、凍裂、凍風等名詞，在《外

科大成》中提出「宜服內托之

藥，以助陽氣」，強調可應用內

服藥治療凍瘡。

人身之氣血經脈，得熱則

行，得寒則凝。寒主收引，易傷

陽氣，若人體陽氣不足，抗寒不

利，則皮下小動脈收縮，久之血

管麻痺擴張，靜脈瘀血，局部血

液循環不利而發病，瘀滯使陽氣

更不能到達肌膚末端，使局部陽

氣更虛，瘀滯更重，瘀久化熱成

毒，出現紅、腫、熱、痛及潰瘍

的徵象。

在內治方面，若寒凝血瘀，

宜溫經散寒、祛瘀通脈，常用藥

有如：當歸、川芎、桂枝、白

芍、甘草、細辛、麻黃等。若已

經寒凝化熱，宜清熱解毒、活血

止痛，常用藥有如：當歸、銀

花、玄參、紫草、乳香、板藍根

等。

凍瘡發生時，不要用熱水浸

泡回溫，這樣會造成更嚴重的發

炎，而是用一些清涼的物質。有

學者建議用蘿蔔水浸泡，用白

蘿蔔絞汁不加水，溫度 40℃左

右，浸泡回溫，冷了再加溫。白

蘿蔔清涼，加上 40℃的溫度，

可讓肢體回溫，又不會造成發

炎。

凍傷是皮膚或組織接觸到低

溫所產生的傷害，首先出現的症

狀是麻木，然後是皮膚出現白藍

樣的血流不暢，之後可能會出現

腫脹與起水泡，手、腳與面部

是最常受影響的地方。併發症

可能會出現失溫與腔室症候群

（compartment syndrome）。腔

室症候群是對肢體、生命產生威

脅的一種狀況，是由於身體某部

位神經、血管及肌肉在一個封閉

的空間中受到壓迫。

凍傷治療首先就是要復溫

在低溫地區待久的，最容易

產生凍傷，如：冬季運動喜好

者、軍事人員、無家可歸者；其

他危險因素，包括：吸菸者、酒

精成癮者、心理疾患者、之前有

凍傷者。凍傷的嚴重程度可分為

四級，淺表凍傷屬一至二級，深

部凍傷屬三至四級，骨骼掃描與

凍瘡發生時

要用清涼物

質浸泡。有

學者建議用

蘿蔔水。

大雪的意思是天氣更冷，

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時更大

了，但不是指降雪量一定很大。

在降雪後容易出現氣溫驟

降的情況，心血管及呼吸道疾

病的患者往往隨之增多，在這

個寒冷的節氣中，應該如何祛

寒養生？

以中醫觀點，「寒氣」是萬

病之源，若想身強體健，就不

能忽略保暖與祛寒，以下為大

雪節氣期間的養生方法：

❶保暖

寒冷乾燥的天氣需要特別注

意保暖，中醫理論中，人體的頭

部、口鼻、肩頸背部、前胸和腰

腹、腿足部這 5 個部位最容易

受寒邪侵襲。

平時應該特別注意這些易受

寒部位的保暖，依照天氣的變化

適當增減衣服、戴帽子、圍圍

巾、戴口罩和穿襪子。

特別注意的是，睡覺時不

適合穿太多或太厚的衣服，否

大雪，在每年

的 12 月 7 日 或 8
日開始，古人以黃

曆看二十四節氣，

稱大雪為十一月

節，是進入冬天的

第二個月。

「寒」為萬病之源 
 大雪祛寒養生法

則衣服對肌肉的壓迫和摩擦會

影響血液循環，造成體表熱量

減少，即使蓋上較厚的被子，

也會感到寒冷。

❷泡腳

中醫認為，「寒從足下生，

病從寒中來」，足部的保暖和血

液循環十分重要。

可以每天用 30 ～ 40℃左右

的溫熱水泡腳約半小時，如在水

中放一些生薑片，同時按摩雙

腳，促進足部的血液循環，效果

更為顯著。

❸早睡晚起

《黃帝內經》在談到冬季保

健養生時提到：「冬三月，此謂

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

早臥晚起，必待日光……此冬

氣之應，養藏之道也。」也就是

說，在這個寒冷的季節應該「閉

藏」，養精蓄銳，夜間盡量 10
點前就寢，白天則在太陽出來後

再起床，如此一來，不只可以養

肝，還能夠避開清晨的嚴寒，減

少因溫差過大造成心血管疾病發

作的風險。

❹進補

古語云：「三九補一冬，來

年無病痛。」中醫養生注重冬季

進補，大雪時更應該進補，有

助於抵抗寒冷，提高人體的免

疫功能，不過進補應依不同情

況和不同體質有所變化，否則

溫補過頭時，容易出現流鼻血

或便秘症狀。

日常生活一般以平補為主，

且適合全家人食用，如：健脾胃的

四神湯和益氣養血的何首烏雞湯。

嚴寒時易手腳冰冷族群宜進

冬季
養生

食溫補之品，如：羊肉爐、薑母

鴨、麻油雞、四物湯及十全大補湯

等，補血、活血，促進血液循環。

雨量較少且氣候乾燥的地

區，可吃甘潤生津的蔬果，如：

百合、燕窩、白木耳、麥冬、蘿

蔔、梨子和柿子等。

若平時容易嘴破、口乾、口

臭、便秘或高血壓患者，進食溫

補如同火上加油，應該注意適度

進補，並且吃對補，平時可吃黑

色食物補腎益氣，苦味食物去火

潤燥。

特別注意的是，如有感冒、

發燒或腹瀉情形，最好暫停進

補，以免加重病情。

❺晒太陽和適度活動

冬天晝短夜長，容易使人心

情低落，晒太陽能夠抑制腦神經

細胞對血清素的回收，提升血清

素功能，有助益於穩定情緒。

每日可到戶外散步，晒太陽

15 ～ 20 分鐘，祛寒暖身、保健

身心，還可補充一定分量的維他

命 D，預防骨質疏鬆若連日陰

天，則可在室內活動，如：做瑜

伽、有氧體操、打太極或練氣功

等，都可促進身心舒暢，讓憂鬱

的壞情緒遠去。

中醫強調順應四時，人們應

該順著春生、夏長、秋收及冬藏

的規律來養生，如能把握好「冬

藏」的原則，調整自身的生活習

慣來度過寒冬，就不必過於憂慮

寒氣堆積於體內，而造成身體出

現狀況。

上，評估了他們飲食中維生素

A 的攝入量。資料表明，增加

飲食中維生素 A 的攝入量可

以降低患鱗狀細胞癌的風險。

Eunyoung Cho 評論說：「這項

研究表明，除了使用防晒霜和

減少陽光照射之外，食用富含

維生素 A 的健康飲食可能是一

種方法。」

維生素 A 攝入量最高的參

與者每天消耗相當於 2 根大胡

蘿蔔，那些吃得最少的人相當於

1 個小胡蘿蔔，研究人員指出，

這完全在美國建議的飲食標準範

圍內。資料表明，與那些消耗最

少維生素 A 的人相比，白天攝

入最多維生素 A 的人患皮膚癌

的可能性降低了 17%。飲食攝

入量的評估還顯示，飲食中維

生素 A 最多的人群是水果和蔬

菜，而不是動物性食品或補品。

維生素 A 在調節細胞增長

和分化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它

參與減輕癌症的發展，並調節與

年齡有關的黃斑變性和視力喪

失。儘管明顯的維生素 A 缺乏

在美國很少見，但在人們缺乏富

含維生素 A 食物的發展中國家

並不罕見。

維生素B3和維生素D
可能對皮膚提供額外

的保護
預防皮膚癌的另外 2 種重

要的維生素——維生素 B3（菸

鹼醯胺）和維生素 D，在陽光

下，它們會在皮膚中代謝。在澳

大利亞的一項處於第三階段的研

究中，評估了維生素 B3 在非黑

色素瘤皮膚癌患者中的作用，研

究人員招募了過去 5 年中，至

少患有 2 種非黑色素瘤皮膚癌

的受試者。

他們指定參與者在接下來的

12 個月中，每天 2 次接受 500 
mg 維生素 B3 或安慰劑（資料

顯示安慰劑或維生素 B3 無副

作用）。在為期 12 個月的研究

中，服用維生素 B3 的人罹患新

皮膚癌的比例降低了 23%。但

是，一旦停止使用維生素 B3，
就不會繼續受益。

需要注意的是，黑色素瘤的

風險則與日晒過多相關，尤其是

年輕時有晒傷經歷者，但黑色素

瘤不是發生在晒傷部位，而是發

生在很少暴露於陽光下的身體部

位。所以，認為維生素 D 產生

過多與黑色素瘤相關。

有證據表明，明智的做法

維生素A 
可減少皮膚癌的發生

在《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發

表的一項最新研究中，布朗大

學由 Eunyoung Cho 領導的團

隊，試圖找出維生素 A 是否

與減少皮膚鱗狀細胞的發生有

關。該團隊招募了 12 萬 3570
名男女，並跟蹤他們 26 年以

是，大面積皮膚進行日光浴，但

要在皮膚變粉紅色為止。然後，

蓋上薄薄的衣服，以保護皮膚免

受灼傷。如果您長時間在戶外，

請戴一頂寬邊帽，因為臉上的皮

膚更容易受到傷害，但對維生素

D 的產生沒有多大作用。

瑞典的一項對 2 萬 9518 名

女性，20 年全因死亡的危險因

素研究表明，避免日晒能提高全

因死亡的風險，所以認為在日光

強度低的國家限制日晒可能是有

害的。（待續）

◎  文：吳敏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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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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夢幻的愛情故事，看

了經典的浪漫日劇或韓劇，我便

期望自己有一天能像故事中的女

主角。終於，愛神的眷顧，我談

戀愛了，對象是公司裡隔壁單位

的俊良。開始的愛情總是令人期

待的，然而隨著交往日深，我開

始厭倦了兩人一成不變的生活，

為了吃飯去哪裡吃意見不同等的

小事我都可以鬧彆扭，我對愛情

萌生幻滅與倦怠的感覺，怎麼辦

才好？

筱君

筱君您好：

童話故事的結尾通常都是王

子和公主從此過上了美滿、幸福

的生活。然而現實生活中，往往

是王子變成了大腹便便的糟老

頭，公主變成了嘮嘮叨叨的黃臉

婆，似乎幸福、美滿的生活充滿

了一些遺憾或者幻滅。然而，實

際上是這樣嗎？我倒覺得幻滅是

成長的開始，筱君也許可以藉此

檢視自己的愛情價值觀。

如果，墜入愛河的當下等於

化身為愛情浪漫劇的男女主角，

那恐怕情字這條路上將充滿荊棘

或挫折。因為，我們活在鐵錚錚

的現實生活中，而非虛構浪漫的

理想國度。所以，每個愛情都不

會有劇本。太過沉溺幻想恐怕是

一廂情願，也是情路坎坷的元

兇。凡事太絕對化，就會有許多

不如人意的結果出現。

既然事實如此殘酷，那麼，

是不是就不要觸碰愛情呢？不是

的，這又彷彿走入極端，那麼該

怎麼做才能取得平衡呢？其實，

兩個人在一起後，能維持長久的

關鍵除了懂不懂相愛之外，更重

要的是能不能長久相處。往往，

習慣對方的存在後，便會因為瑣

碎的生活、倔強的本性讓我們忘

了怎樣去愛惜對方，而當我們發

現所愛之人漸行漸遠時，才追悔

莫及，這恐怕於事無補。

因此，保障愛情的基本元素

就是尊重與包容，這往往也是人

與人之間和諧融洽的要素。你既

非西施貂蟬，又何苦要求對方是

潘安再世？你可以喜歡喝某種特

定的咖啡，對方應該也可以有權

利選擇他喜歡的餐點。

相愛不是為了成全某一方的

喜歡，而要求另一方無條件的改

變、甚至沒有了自我；真愛是在

互動、互信、互讓之間，彼此仍

願意尊重對方擁有自己的空間。

就像兩個交集的圓，有重疊的部

分，也有各自的天地。如此，兩

人的情感世界才會因為分享而更

加豐富美麗。懂得分享與傾聽，

那便是愛能否長久的基石！

當我看到一對老夫妻牽手走

在幾十年不變的路上，通往家的

方向；當我看到一位老婦為了久

臥病榻的先生選擇不離不棄，這

樣的愛很令人動容。什麼叫做真

情？能共患難、能攜手到老，雖

然平凡卻是踏實。在世風日下的

現今，這樣的真愛更屬難能可貴

了，你說是嗎？祝福筱君。

曼麗夫人筆

夢幻的愛情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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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變大」的秘訣最關鍵的是：

收納。一位法國著名女建築師及設計師

夏洛特．貝里安在半個世紀前就對收納

有了深刻的認識：收納是家居設施的第

一要素，如果收納設計不好，居室裡留

不出任何空間。所以，好的收納方法不

僅能讓家的實際使用面積變大，也會讓

視覺變大。

給物品減肥是收納的開始

這個應該是所有人和家庭的共識：

當我們新搬一個家時，東西比較少，房

子就顯得比較空曠、整潔，有時櫃裡和

台面上還會有很多空餘，我們的心情也

隨之飛揚愉悅起來：還是新家好啊！

隨著時間的流逝，家裡曾經空曠的

位置也流失的差不多了，新的東西越來

越多，舊的東西也不捨得扔掉，於是，

感覺房子越來越小了，心情也越來越煩

躁。

這個時候，就要給家居用品做次減

肥運動了。實在用不了的用品要狠心扔

掉，自己不想用了，但感覺別人還可能

使用的，洗乾淨後送給需要的朋友，也

可以捐給二手店。

不過，我們很多人還有個經驗，那

就是送的東西往往還是不如新買的多，

房子還是在逐漸的變小，這個時候「收

納」就可以開始展現魅力和實力啦。

統籌規劃裝物品的容器

收納這個話題現在比較火，商家也

經常推出很多收納容器，滿足各位想做

收納達人的需要，但是很多人開始時

熱情高漲，卻很快又偃旗息鼓了，為什

麼？

這大部份是因為很多人從開始就沒

有做好一個統籌收納的規劃，而是當需

要收納時，就去買收納容器，像收納盒

子、籃子、箱子等，等到下一次物品多

了再需要收納時，再買。還有一種情況

就是會留下一些精美的禮品、化妝品，

甚至是月餅盒子都當做收納的容器。

雖然雜物貌似都進了盒子，但現在

亂的成了收納盒子了，這些收納的器具

因為顏色、形狀、尺寸的各種不統一，

就變成了另一種「凌亂」的來源。

讓家變大的利刃： 
選用統一的容器

想讓家空間變大，變得整潔、易打

理，購買統一的收納容器是簡單、快捷

又省錢的首選方法。

統一器具是指在收納相對相同的物

品時選用的收納容器最好在顏色、款

式、規格上相同或相似。

例如：衣物的收納袋或收納箱、盒

選用統一系列、款式的；雜物收納盒選

用統一款式、顏色、規格的；食品收納

罐最好也購買同款系列。當然，如果因

為一些實際上無法解決的原因，不可能

使用一模一樣的容器，那一些顏色、材

質等相似或有些共同點的也可以。

準備統一容器的原則

準備統一容器也有一定的原則。

首先最好選擇方體或長方體、容易

摞放在一起的容器；

其次，盒子最好能派上多種用途；

第三最好能一目瞭然，不需要翻了

無數的盒子，才找到你想要的物品。如

果是裝雜物的最好是精緻些的透明器

具，不方便用透明器具的最好裝入同一

類的物品，可以外面貼標籤，標注一下

裡面的物品種類。

雖然我們下決心準備了貌似充足的

容器，但是購買的慾望有時還會失控，

於是更多物品襲來時，容器又不夠了也

是要事先「預警」的。買一些款式比較

經典、品牌穩定、可以隨時補貨的容器

是破解這個難題的法寶。

收納其實也是一項學問，如果我們

能夠在這上面用些心、用些錢，再用些

力，那麼一個變大、變整潔、變清爽以

及好打理的家就是我們能得到的最好回

報。

（未完待續）

UNSPLASH

FREEPIK

FREEPIK

——收納是讓房子變大的關鍵◎文：葉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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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資深中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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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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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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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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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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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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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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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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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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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255-5288
403-255-6009

電

話

弓河康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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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968-8989

5809 Macleod Trail SW

403 636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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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氏   代秘方治療5
痔瘡、肛裂、肛瘻、肛門濕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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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canatcm.com

卡爾加里僅此一家
接受各類保險公司
額外保險
65 歲以上半價

N.A. HEMORRHOIDS CENTRE
北美痔瘻治療中心 卡爾加里

5809 Macleod Trail SW

403 636 1755
info@canatcm.com

創於 1979
北美痔瘻治療中心 卡爾加里

65 歲以上半價

#312, 5149 Country Hills Blvd. NW

403.286.6824
403.288.9677 info@calgaryregistry.com

calgaryregistry.com

車牌
駕照
實習駕照
交罰款
駕照路考
留置權搜索

出生證
結婚證
註冊公司

宣誓公證人
健康卡
地產證

週一至週五：9 am - 6 pm 週六：9 am - 5 pm 週日：休息

Calgary

RegistryRegistry
ServicesServices

政府授權
註冊機構

Country Hills Blvd. NW
Registry

Crowchild Tr.

Sa
rc

ee
 T

r.

Ed
ge

pa
rk

 B
lvd

Superstore

【看中國訊】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

糖尿病患者比其他人更容易患上嚴重的新

冠肺炎。那些難以控製糖尿病的人可能風

險特別高。

在本月早期發表的一項研究中，英國

倫敦國王學院的研究人員評估了因新冠肺

炎而入院的糖尿病患者。

他們發現，患有被稱為糖尿病視網膜

病變的併發症患者比其他糖尿病患者更容

易因新冠肺炎出現嚴重的呼吸問題。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患者比其他糖尿

病患者更有可能被插管並上呼吸機以幫助

呼吸。

「這是首次將視網膜病變與糖尿病患

者的嚴重新冠肺炎聯繫起來，」該研究的

主要作者科斯羅博士在一份新聞稿中說。

「視網膜病變是血管損傷的標誌，我

們的結果表明，這種預先存在的血管損傷

可能導致更嚴重的新冠肺炎感染，需要重

症監護治療，」她補充說。

血管損傷的危害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是一種眼病，當眼

睛裡的小血管受損時就會發病。它是 I 型
和 II 型糖尿病的許多潛在併發症之一。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本身可能不會引起

更嚴重的新冠肺炎。但是，導致視網膜病

變的基礎血管損傷背後的因素有助於增加

新冠肺炎併發症的風險。

隨著時間的推移，糖尿病患者的高血

糖水平不僅會損害眼睛的血管，還會損害

身體其他部位的血管。

既有的血管損傷可能會使新冠肺炎患

者感染併發症的風險增加。

紐約新海德公園 Northwell Health
的高級副總裁、重症監護服務總監納拉希

姆漢博士表示，出現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可能表明糖尿病正在影響一個人的整體

健康。

「我們知道有更多合併症的人在新冠

肺炎方面表現得更糟糕，所以這項研究將

與這一整體主題一致，」納拉希姆漢博士

說。

必須有效控制糖尿病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 可
信源警告說，II 型糖尿病患者患新冠肺炎

的嚴重疾病的風險增加。患有 I 型或妊娠

期糖尿病的人也可能會增加風險。

為了保護他們的健康，重要的是糖尿

病患者要管理他們的血糖水平和其他風險

因素——包括血壓、血膽固醇和體重。

這可以幫助減少患糖尿病併發症，包

括血管損傷的機會。如果他們感染了新型

冠狀病毒，它還可能降低他們患嚴重新冠

肺炎的風險。

「控制糖尿病可能是一項艱鉅的任

務，但重要的是，患者要記住，即使是很

小的努力也會帶來顯著的改善，從而降低

新冠肺炎併發症的風險，」紐約市 Lenox 
Hill 醫院的內分泌學蘇德博士說。

要保持健康的血糖水平、血壓、膽固

醇和體重，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是關鍵。

納拉西曼說，糖尿病患者定期安排健康檢

查，遵循醫囑進行血糖檢測也很重要。

「定期的醫生隨訪、眼科隨訪、控制

飲食和運動，以及社交疏遠和戴口罩，是

你預防嚴重新冠肺炎的最佳措施。」納拉

希姆漢博士博士建議。

「你對糖尿病的管理越充分，你對新

冠病毒的防控就會越好。」她補充道。

糖尿病與嚴重新冠肺炎之間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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