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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on背後的中國人
The Chinese Behind Dominion A9林則徐談做人十無益（上）

The 10 Admonishments of Imperial
Official Lin Zexu (Part 1)

 潛伏多年
「紫荊黨」現身B3A4 令人嘆為觀止的

中國古代人工智慧（下）B4雙語報導

English or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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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碼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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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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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Arbour Lake 豪�  ��洛�山�景
獨立�層屋 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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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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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Sage Hill 豪�  ��天��林��景
獨立�層屋 2400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
天��林����景 , 建於 2014 年 , ��一� ,
�屋一樣 , 主層��高 9 呎 , �層�實木��磚
�� , ��主人�� 6 件裝�套 + ��沐浴 ,3+2
�� ,3.5 浴廁 , ���
� , �場��車站� $769,900

獨 立 � 層 屋 2386 呎 ,W/O 土 庫 � 部 完 成 , 建 於
2008 年 , � �一� , �屋一樣 , 主 層��高 9 呎 ,
�層�實木�� , 廚��不�鋼家��大理石檯面 ,
客��壁爐 ,4+1 �� ,3.5 浴廁 , ���立學校 ( 小
學�初中 ), �車站 #8 直
�卡城大學 , �勿錯� ! $585,0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小學�初中

   As the date nears for Electoral Col-
lege electors to cast their votes to 
elect the next president, President 
Trump made a series of direct ap-
peal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regard-
ing his claim of fraud in the 2020 
general election. 
 U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
gence, John Ratcliffe, appeared on 
Fox News on Dec. 6 and highlighted 
the threat posed by China to the US 
economy and the election.
“Almost 73% of the American peo-
ple voted before the election day, a 
good percentage of those by mail. 
That’s about an 80% increase over 
anything we’ve ever seen before,” 
Ratcliffe told Fox reporter Mario 
Bartiromo.
 Bartiromo then pointed out the 
Democrats had wanted to change the 
election even before the pandemic: 
“When you put the China impact on 
one side, then put the Democrat in-
side on the other side… when Nancy 
Pelosi won the majority, her number 
one issue… was election reform, and 
that included mail-in ballots, early 
voting, all the things that actually 
took place.”
  “But the pandemic created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ose types of 
things,” responded Ratcliffe, “as a 
result of China and the pandemic.”
On the same day, acting Secretary 
of Defense Chris Miller named 11 
individuals to join the Defense Busi-
ness Board and advise the DoD 
leadership on business management 
matters. Among the appointees were 
former Trump campaign manager 
Corey Lewandowski and David 
Bossie, former president of advo-
cacy group Citizens United.
   The appointment of Trump loyal-
ists follows the ousting of globalist 
stalwarts such as former Secretar-
ies of State Madeleine Albright and 
Henry Kissinger from the Defense 
Policy Board earlier in November.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川普護憲宣言

12 月 3 日，川普總統在白

宮公布了一段視頻講話，他說：

「這可能是我在歷史上發表的最

重要講話」，在 45 分鐘的演講

中，川普用了大篇幅例舉了此次

大選舞弊的種種事實，並表示將

在最高法院出示這些證據。

更重要的是，川普表示現

在就要根除選舉舞弊，要還美國

選舉制度的誠信和美國人民對選

舉制度的信心，否則美國將不存

在，國將不國。「作為總統我而

言，沒有比捍衛美國法律和憲法

更高的職責」，「為了守護美國

的憲法和法律，我將不惜一切代

價和生命！」

川普的講話為一些評論人士

認為是重要的「護憲宣言」。

德州牽頭訴四大搖擺州

本週一（12 月 7 日），德州

檢察長帕克斯頓（Ken Paxton）
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訴訟，指控

喬治亞州、密歇根州、賓州和威

斯康辛州的選舉過程違憲。

帕克斯頓在聲明中指出，這

4 大搖擺州以疫情為由，未經立

法程序，通過行政命令或雙方協

議的訴訟就修改了選舉法規，一

個州之內的不同郡的投票規則和

過程都存在差異，違反了憲法的

「平等保護條款」。同時，這 4
大搖擺州通過採取非立法行動，

改變了指定總統選舉人的選舉規

則，違反《憲法》中規定的「選

舉人條款」，所以這 4 州的選舉

人票應當無效。帕克斯頓表示，

「我們現在要求最高法院介入，

以糾正這一嚴重錯誤。」

12 月 9 日下午，川普總統

以總統候選人的個人身份，參加

德克薩斯州針對賓州等四大戰場

州的訴訟。由密蘇里州總檢察長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t）

領導的 17 個州向最高院提交簡

報，支持德克薩斯州的訴訟，旨

在推遲 4 個搖擺州的總統選舉

人任命。至截稿時間，亞利桑那

州、阿拉巴馬州、阿肯色州、佛

羅里達州、印第安納州、堪薩斯

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

州、密蘇里州、蒙大拿州、內布

拉斯加州、北達科他州、俄克拉

荷馬州、南卡羅來納州、南達科

他州、田納西州、猶他州和西弗

吉尼亞州一共 18 州支持訴訟。

美國最高院已經接受德州週

一提出的起訴，並設置 12 月 10
日下午 3 點為最後期限，要求被

德州以「違憲」起訴的賓夕法尼

亞州、喬治亞州、密歇根州和威

斯康星州在此前提交辯護狀。

   （下轉 A2）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12月3日，川普發表史

上最重要講話，明確表示要

履行總統最高職責，捍衛美

國憲法。7日川普表示，人們

在未來幾天會「看到很多大

事發生」。8日，川普呼籲州

議會和最高法院有勇氣去做

正確的事。分析認為，川普

總統正在雙管齊下，即尋求

法律公正，也可能正在準備

軍管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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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護憲川普護憲
明暗交織明暗交織

TRUMP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TRUMP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
德州檢察長帕克斯頓（Ken Paxton）

https://www.houseofcarscalgary.com/
https://www.calgaryhou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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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核爆級別

（接 A1）美國憲法律師伊

萬 ‧ 拉克林（Ivan E.Raiklin）
表示，德州發起的訴訟史無前

例，如同核爆級別。

被告四個州被控通過行政命

令或雙方協議的訴訟修改了選舉

法規，四州對此的應對理由是因

為有武漢肺炎疫情。但憲法並沒

有任何這方面的條款，憲法是國

家根本大法，擁有最高法律效

力，下級機構無權改動。

一些評論人士認為，此案同

時起訴了 4 個州，跨越了多個

司法管轄區，直通最高法院，避

免了在低級法院耽誤時間，並且

不需要向最高法院提交選票舞弊

證據等。

德州要求最高法院下令各州

允許其立法機構任命其選舉人。

如果成功，川普極可能翻轉當前

大選結果，因為被告 4 個州的

議會由共和黨控制。

美國將軍： 
五個必要行動

在川普發表護憲宣言之前，

林伍德律師、弗林將軍、麥金納

尼（Thomas McInerney）中將

已公開請願，要求川普效法林宣

布有限戒嚴法。這些行動被一些

觀察人士認為，是憲法訴訟法律

戰的明線之外，川普陣營的暗線

行動。

麥金納尼以美國空軍三號

人物身份退役，12 月 5 日，麥

金納尼接受 NTD 專訪示，川普

總統必須與深層政府的勢力奮

戰，他有五件重要的事必須要

做。一是執行 2018 年 9 月的行

政命令，該行政令指出，如果

有任何外國人干預選舉，那麼

將進入國家緊急狀態；二是啟

動《叛亂法》；三是宣布戒嚴；

四是暫停《人身保護令法》；五

是設立軍事法庭。

麥金納尼在採訪中明確表

示：「我們確切知道，誰知情，

誰參與。我這麼說吧，我不能

告訴你我們怎麼知道的，但是

我們已經確定了他們是誰。藉

助戒嚴令和軍事法庭，他們會

被逮捕，並有適當行動對付他

們。」麥金納尼點明，眾議院

議長佩洛西和參議院少數黨領

袖舒默對於發生的事情是知情

的，他們將被逮捕。

國家情報總監首發聲

12 月 6 日， 美 國 國 家

情報總監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首次就大選舞弊公開

發表看法。國家情報總監是情報

界的最高領導，他首次對 FOX
新聞證實，「從情報界角度，我

們確實已經確認有外國勢力在干

預和影響大選。」

拉特克利夫還首次說出了一

個數據：「近 73％的美國人在選

舉日前提前投票，其中大部分通

過郵寄投票。這跟以前比起來足

足增長了 8 成。所以毫不奇怪，

我們看到了郵寄選票導致的各種

問題，那些在訴訟中和美國人民

提出的問題。」

有評論人士認為，在美國這

樣法治觀念深入人心的國家，川

普政府啟動《反叛亂法》難度非

常大，必須給出令人信服的證

據，證明當前的合法政府正在受

到攻擊和顛覆。在此背景下，國

家情報總監的發聲意義重大。

川普 2018 年 9 月發布了

特別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on Imposing Certain Sanctions 
i n  t h e  Even t  o f  Fo r e i gn 
Interference in aUnited States 
Election），規定國家情報總監

要在大選結束後不遲於 45 天，

對外國政府及其代理人對美國大

選的干預進行評估，並將報告提

交給總統等內閣成員。隨後國家

總檢察長和國土安全部長要對該

報告進行評估，並將結果上報給

總統等人。

情報總監的獨立結論公布之

後，川普政府可激活這份行政令

並採取行動。

五角大樓人事再變動

敏感時刻，國防部人事再

次發生變動。 12 月 6 日，代理

國防部長米勒發布聲明證實，

五角大樓國防政策委員會與商

業委員會的成員發生變化。

聲明稱，川普政府最新指派

科裡．萊萬多夫斯基（Corey 
Lewandowski）和大衛．博西

（David Bossie）等多名人員進

入國防商業委員會，以彌補該

委員會的部分空缺。米勒還表

示，「我希望在未來幾天內任命

新的成員。」

11 月 25 日，前國務卿基

辛格等 11 位知名顧問從國防政

策委員會中除名。麥金納尼將

軍在接受不同媒體採訪時數次

表示，五角大樓的人事調整，

是為了確保國防部是忠誠的。

  
  Meanwhile, some of his most vo-
cal supporters in the public eye, 
including attorney Lin Wood, Gen-
eral Michael Flynn, and General 
Thomas McInerney had publicly 
petitioned Trump to follow the ex-
ample of Lincoln and declare mar-
tial law to put down a coup d’état 
aided by foreign powers including 
China, Iran and Russia.
   Back in September 2018, Trump 
issued a special Executive Order 
on Imposing Certain Sanctions in 
the Event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a United States Election, requir-
ing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
ligence to conduct an assessment 
of interference by foreign govern-
ments and their agents in U.S. elec-
tions no later than 45 days after the 
election and submit the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Cabinet.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the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are then required to evaluate the re-
port and report their findings to the 
President and others.
  After the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s 
independent findings are release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an ac-
tivate the Executive Order and take 
action.
  On the legal front, several states, 
led by Attorney General Ken Pax-
ton of Texas, filed a lawsuit on Dec. 
7 in the US Supreme Court against 
four states embroiled in election 
controversy: Georgia, Michigan, 
Pennsylvania, and Wisconsin was 
unconstitutional.
  Paxton alleged the executive 
branches in the four battleground 
states used the pandemic to change 
their election laws unconstitution-
ally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legis-
lature. In the case of Pennsylvania, 
Democratic voters also receive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in “curing” 
erroneously filled ballots, violating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in the 
Constitution.
  As a result, Texas wants those 
states to conduct new elections to 
determine their electors for Elec-
toral College.
  At press time, Texas’ lawsuit was 
joined by 17 states. Alabama, Ar-
kansas, Florida, Indiana, Kansas, 
Louisiana, Mississippi, Missouri, 
Montana, Nebraska, North Dakota,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South 
Dakota, Tennessee, Utah, and West 
Virginia’s Attorneys General all 
signed an amicus brief to show sup-
port for the plaintiff in the lawsuit.

川普護憲 明暗交織

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利夫罕見公開講話（左）。國防部長米勒確認五角大樓人事變化（右）。（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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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

報導】這次美國大選中被詬

病的多米尼（Dominion）
投票系統，近日被發現

投 票 機 使 用 的 數 據 機

（modem）的製造商具有
中企背景。

據美國保守派網站「網關專

家」（The Gateway Pundit）報

導，Dominion 使用由法國公司

eDevice 製造的 CellGo 蜂窩數

據機，被列在密西根州卡爾霍恩

縣（Calhoun County）使用的

設備清單中，而 eDevice 的中

方背景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

威脅。

早在 2016 年 9 月，天津九

安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在美

國的子公司 iHealth 就斥資 1.06
億美元，收購了法國波爾多

Dominion數據機製造商被揭中企製造

（Bordeaux）的 eDevice 公司。

這兩家公司都提供移動醫療監測

設備。

數據機是一種組件，可通過

網路傳輸數字信息並將其轉換為

模擬信號，從而可以對投票機進

行訪問及監視，並可能對其進行

操作並實時產生結果。通過使用

這些設備，多米尼團隊可以管理

並與報表伺服器中心通信。

川普團隊的律師之前曾透

露，中共和伊朗等外國勢力干預

了美國大選。現在，中國生產的

數據機被用於美國選舉，因而每

一臺投票機都有被外部操縱的嫌

疑，甚至更糟的是，這會導致埠

密封被破壞。

威斯康星州和喬治亞州的投

票機都使用了 eDevice 的數據

機，這些州也都因選舉欺詐而被

起訴。

美國總統川普在 12 月 2 日

的演講視頻中，6 次提到多米尼

投票系統，並指出民主黨人與該

公司的關係可疑。美媒日前披

露，歐巴馬和拜登等民主黨大

佬，早在 2010 就開始幫助加拿

大公司多米尼佔據美國市場。

「該公司 96% 的政治捐款

都給了民主黨人，不意外。坦白

說，當你查看誰在運作這家公

司，誰是責任人，誰擁有它，或

許我們不清楚。但選票在哪被計

算的，我們認為是在外國而不

是美國。多米尼系統是一場災

難。」川普說。

據《國 家 檔 案》（National 
File）新聞網報導，一名技術專

家辛普森（Dana Jill Simpson）
透露，2010 年歐巴馬和拜登主

政時期，促成了從未涉足美國市

場的多米尼，收購 ES&S 和紅

衫（Sequoia）兩大投票系統公

司，從而掌控美國市場。

多 米 尼 的 母 公 司 Staple 
Street Capital 私 募 基 金 執

行 董 事 肯 納 德（William 
Kennard），也被披露與歐巴

馬、克林頓有數年的緊密關係。

就在這次大選前一個月，

Staple Street Capital 收到了一

筆 4 億美元的資金。這筆資金

由具有中共政府背景的瑞銀證券

（UBS Securities）提供。

鮑威爾律師稱，已掌握

Dominion 參與選舉舞弊的實

錘證據，並向密歇根州、喬治

亞州等多個法院提起訴訟。

CellGo數據機組合。（視頻截圖）

http://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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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人計畫」 遭加國識破

【看中國訊】加拿大移民部為了防疫

推出新移民網上登記及身份信息確認系

統，大多數情況下，新移民可以在網路上

申請楓葉卡，確認自己的移民身份，而無

需進行面試。

據《加拿大移民通訊》（CIC News）
報導，加拿大聯邦移民部長門迪奇諾

（Marco Mendicino）表示，新程序大大

縮短了獲得新永久居民身份的時間。

新啟動的門戶網站允許新移民與聯邦

移民、難民及公民部（IRCC）共享他們

的個人信息。新移民可以在該網站聲明自

己已經在加拿大，確認其地址，提交近期

照片以用於申請楓葉（PR card）卡，並

獲得其永久居民身份的證明。

每個新移民都必須提供自己的個人資

料，每個家庭成員都需要有各自的用戶名

和密碼，代理人不能代表用戶登入門戶網

站。

移民部於今年 10 月已邀請新移民測

試該系統。該門戶網站是由總部位於加拿

大的跨國專業服務公司 Deloitte 開發的。

但該門戶網站不用於檢查申請楓葉卡的狀

態，因為它與移民部安全賬戶分開，申請

人可以通過移民部安全賬戶提交和更新其

信息。

一旦移民申請獲得批准，移民部將發

送邀請，以確認新移民登錄後是否要使用

網站申請證件，以及使用的電子郵件地

址。

在收到新移民的回覆後，移民部將發

出另一封電子郵件，內容包含門戶網站的

鏈接以及如何使用用戶名和臨時密碼登

錄。

新移民之後可登錄並創建自己的密

碼，確認已在加拿大，更新地址並上傳照

片。在收到材料之後，移民部將進行審

核，新移民可以通過門戶網站查看移民部

是否接受了照片。

如果一切正常，新移民將在一週內拿

到楓葉卡，移民部會將楓葉卡發送到在門

戶網站中提供的加拿大郵寄地址。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持續爆

發，本週二（12 月 8 日）亞省全省新

增確診病例 1,727 例，總活動病例達到

20,388 例，其中卡爾加里 7,529 例，埃

德蒙頓 9,383 例。目前亞省平均每日新增

病例達到 1,800 例（7 日平均）。檢測案

例的陽性比例達到了 9%。武漢肺炎已導

致全省 654 人失去了生命。

為應對疫情又一波爆發，省長康尼 8
日宣布了新的防疫規定：

8 日起，所有室內室外社交聚會一律

禁止，違反者將被罰款 1,000 元。獨居

者，僅允許有兩位到訪者。

8 日起，在全省範圍內，所有室內工

作場所和戶外設施內都必須戴口罩。 8 日

為止，亞省是唯一沒有強制戴口罩的省份。

12 月13日開始，零售商店和購物中

心必須將客戶數量限制在（消防法）規定

人數的 15%。餐館和酒吧不得提供堂食服

務，外賣、送貨和路邊取貨可以允許。

13 日起，髮廊、指甲沙龍、賭場、

保齡球館、體育館、電影院、圖書館和博

物館將關閉。禮拜場所只能接待（消防

法）規定人數的 15%。

13 日開始，所有僱員都必須在家工

作，除非僱主認定他們的工作確需親自到

場才能完成。

有關新限制的詳細信息，可在省府

網站上找到（www.alberta.ca/enhanced-
public-health-measures.aspx）。

【看中國訊】中國 ( 中共 ) 政府的「千

人計畫」所培養出來的一些研究學者，已

經在西方國家的頂尖大學內展開滲透並竊

取學術成果，這讓加拿大情報局與學術專

家開始憂心，並呼籲當局應該採取行動，

以堵住漏洞。有一家中國生物公司與加拿

大企業共同合作開發武漢肺炎疫苗，但近

日有外媒披露，其實，這家生物公司的高

階主管，隸屬於中國「千人計畫」，其目

的是將西方的研究與知識轉移至中國。

加拿大《環球新聞》報導指出，中國

公司「康希諾生物」（CanSino）的高階

主管，是中國計畫的一部分，該計畫目的

在於用薪水、資金或其他利益等，把西方

的研究與知識轉移到中國，現今已知「康

希諾生物」的高階人員，亦參與了加拿大

武漢肺炎疫苗的研發。報導稱，有多名加

拿大前國安官員透露，「康希諾生物」的

科學家對於北京政府來說，是蒐集資訊的

潛在資產。

其中有一名前國安官員說，目前加

拿大負責「康希諾生物」合作案的單位是

「國家研究委員會」（NRC），該機構已

經察覺相關的危險訊號，而且已於 8 月

宣布終止合作，其原因在於中國官員並未

將「康希諾生物」的疫苗，送至加拿大進

行測試。

報導直指，「康希諾生物」的創辦人

宇學峰和朱濤二人，已經被中國列為「千

人計畫」的成員了，而中國「千人計畫」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me）在表面

上，是以重金替北京引進高階人才的重大

計畫，可是美國卻高度懷疑他們涉有間諜

和滲透的任務，且已經針對受懷疑的科學

家提出竊密之告訴。

北京「千人計畫」 
在加國大學內設黨組織

曾經擔任加中科技協會的高級行政職

位已經有多年的顧明 ( 化名 ) 向自由亞洲

電臺報透露，其實，中國政府早於 20 幾

年前就已經在海外設立據點，並部署黨組

織來學習或偷竊西方的科技。而且在加拿

大知名的多倫多大學、卑詩大學內皆設有

黨組織，而且加中科技協會亦為其中的一

個聯絡站。

顧明說，他們這些人員原先是來做研

究、念博士的，在當初來都是國家給錢，

而且裡面都有黨組織的。中國即是透過這

些協會接觸國外的研究機構及高級研究學

者，而所有的科技人才，不是叫你過來進

行研究的，就是要來買你的東西，若我買

不到你的東西，就想方法去偷。講白了，

北京在20幾年前就已經在玩這個遊戲了。

其實，加拿大政府早已掌握相關資

訊，加拿大諮議會（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於 2016 年曾經發表一份報

告中披露，「千人計畫」提供參與者薪

水、研究經費及其它獎勵措施，這些人在

中國國內及海外大學都在展開研究與活

動。近年加拿大情報局也陸續發現了一些

技術轉讓的證據，並已經與大學及其它的

研究機構談過，表達情報局對於「千人計

畫」和其它一些外國招聘計畫的憂心。

【看中國訊】據加拿大媒體 Rebel 新
聞報導，特魯多總理曾邀請中國人民解

放軍到位於安大略 Petawawa 的軍事基地

進行寒冷氣候條件軍事戰術訓練。北京

當局綁架了加拿大公民邁克爾．斯帕沃

（Michael Spavor）和邁克爾．科夫裡格

（Michael Kovrig）之後，加拿大軍方取

消了解放軍的訓練內容，對此特魯多大為

不滿。

這只是特魯多政府向 Rebel 新聞提

供的長達 34 頁的信息文件中的重磅內容

之一。儘管原始文檔中有些部分已被政府

官員塗黑，但仍然可辨認。Rebel 新聞在

報導中有選擇性地屏蔽了文檔的部分內

容，否則會對個人安全帶來風險。

2019 年 4 月，為佐證俄羅斯的一份

報導，即加拿大已派出代表團前往中國參

加中共海軍成立 70 週年慶典，Rebel 新
聞寫信給政府，要求提供相關記錄。 19
個月後，終於獲得了特魯多政府的回覆。

但是在政府提供的文檔中，不僅確認了

加拿大派軍方代表（臺灣媒體報導是一

位上校）參加了中共海軍成立 70 週年慶

典，而且還列出了解放軍和加拿大國防軍

的其他交流。其中包括在多倫多的加拿大

部隊學院以及在金斯敦的其他軍事設施培

訓解放軍的指揮官。中國軍方參與者包括

少將、中將以及將在加拿大從事寒冷氣候

軍事戰術的整個特遣隊。

加拿大軍方取消解放軍寒冷氣候訓練

的決定使特魯多感到恐慌，特魯多要求加

拿大軍方在沒有獲得明確許可的情況下

不要取消與解放軍的任何交流合作，而

且在告知解放軍取消訓練計畫時要「輕柔

地」，以便解放軍可以保存顔面。

【看中國訊】週三（12 月 9 日），加

拿大衛生部宣布已批准輝瑞 COVID-19
疫苗可在全國接種，該疫苗由美國輝瑞公

司（Pfizer）與德國公司 BioNTech 聯合

研製。這是加拿大政府批准接種的第一款

COVID-19 疫苗。

特魯多總理當日表示，下週可收到 3
萬劑輝瑞疫苗，但這還遠遠不夠。衛生部

官員預計，疫苗最早下週可開始接種。

「衛生部已確定輝瑞 -BioNTech 疫苗

滿足在加拿大使用的安全性、功效和質量

等要求」，聯邦衛生部的聲明文件中寫道。

在加拿大為輝瑞疫苗開綠燈之前，

英國已於上週批准該疫苗的使用。英國

8 日開始為民眾接種此款疫苗，在發現 2
人出現不良反應後，英國藥品監管機構提

出建議，有嚴重過敏反應史的人，暫不要

使用該疫苗。

下週，亞省將收到 3,900 劑輝瑞疫

苗。該疫苗需要兩輪免疫接種，這意味著

這批疫苗將接種近 2,000 人。第一批疫苗

接種地點將在埃德蒙頓和卡爾加里。

特魯多在 7 日的聲明中表示，到年

底將在全國投放多達 249,000 劑的疫苗，

以開展大規模接種運動，預計將需要數月

才能完成。

亞省疫情肆虐 省府再頒新規

「康希諾生物」的兩名創辦人宇學峰及朱濤被指均為中共「千人計畫」成員

新移民可網上申請楓葉卡無須面試

特魯多曾邀解放軍到加國訓練

聯邦衛生部批准輝瑞COVID-19疫苗
下週可接種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https://www.mtroyal.ca/ProgramsCourses/FacultiesSchoolsCentres/TheConservatory/_pages/private-online-less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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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明綜合報導】美國財

政部 12 月 7 日發布制裁令，14 名中共人

大副委員長及其直系親屬禁入美國，在美

國資產將遭凍結，以回應北京當局 11 月

11 日剝奪 4 名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的行

動。美國從大選糾紛中翻手反擊，力度之

大，出乎北京預料。

突襲香港立法會 
北京催化美國制裁

香港政府 11 月 11 日按照中共中央

人大常委會決定，宣布 4 名立法會議員

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及梁繼昌，即時

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相關消息引起各界

關注。

美國、英國、加拿大、新西蘭和澳

大利亞組成的情報聯盟「五眼聯盟」，11
月 18 日聯合聲明譴責中共對香港所為。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11 月 19 日意

外爆粗口要「戳瞎」五眼聯盟。

就在外界認為中共利用美國 11 月以

來陷入大選舞弊之亂，乘機在香港大動干

戈，而川普政府無暇他顧的時候，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 12 月 7 日宣布，制裁中共操

控的全國人大常委會 14 名副委員長：王

晨、曹建明、張春賢、沈躍躍、吉炳軒、

艾力更．依明巴海、王東明、白瑪赤林、

萬鄂湘、陳竺、丁仲禮、郝明金、蔡達峰

和武維華。

蓬佩奧表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

對香港民主進程的無情打擊，已嚴重破壞

香港立法會，使其成為一個沒有明顯反對

派的橡皮圖章。

美國彭博社 7 日稱，美國最新制裁

對象可能制裁中共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栗戰書和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但最終他們

並沒有被列於制裁名單。

前央視女主播禁入美國

外界一直認為，人民代表大會作為中

共的國家權力機關，只是營造表面合法

性與和諧統一假象的中共極權的「橡皮圖

章」，誤以為對於中共的決策無足輕重。

然而，人大代表的席位，確是中國大陸官

場和商業界人士趨之若鶩、拚死爭奪的特

權身分，而每個成員在中共每一項惡法的

通過、實施以及對人類的傷害中，都起著

助紂為虐的作用，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美國這一輪制裁，是首次針對中共

人大「橡皮圖章」具體領導成員的實質

性懲罰。上述 14 人被列入美國財政部

轄下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特

別指定國民清單（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簡稱 SDN）。

制裁牽連的家屬包括兩名前央視女主

播，前中共檢察長曹建明之妻王小丫，和

前政治局委員張春賢之妻李修平。

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

言人張崑陽認為，這次受制裁的 14 名高

官，職位高於此前被制裁的香港特首葉劉

淑儀，制裁規模已擴大到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級別，史無前例，等同於對中共宣

戰。流亡英國的香港眾志前主席羅冠聰表

示，這是迄今為止最嚴重的制裁，力度之

深，直擊中共要害。

據分析人士估計，中方可能會對美方

采取反制，但從以往中方的「對等反制」

來看，難以實現真正「對等或者對位」的

所謂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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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inion is headquartered in Canada. In 
a recent SEC filing, the parent company 

of the Dominion Voting System is a New 
York-based private equity firm Staple Street 
Capital, which has had a record number of 
outside investments since its founding. There 
were a total of 2 investments, all from UBS 
Securities LLC, whose registered office is in 
New York. According to SEC records, the 
second of these investments received $400 
million on October 8 of this year. 

  What is the background of UBS Securities? 
According to the Bloomberg database, three 
of the seven directors of UBS Securities LLC 
in New York are Chinese and have ties to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uch as one 
of them, Ye Xiang, who used to work for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is also a director 
of Wuling Automobile, which is headquar-
tered in Hong Kong but does Chinese busi-
ness. You can’t see any Wuling Vehicles on 
the road in Hong Kong though.  

  There is also a UBS Securities Co. Limited 
headquartered in Beijing, which is controlled 
by a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and its 
key personnel. UBS Securities Co. Limited, 
is formerly the loss-making Beijing Secur-
ities Limited, who entered into a partnership 
with the UBS Group in 2006 with the help 
of Wang Qishan, then mayor of Beijing and 
now a central figure in the Chinese Commun-
ist Party, and Wen Jiabao, then premier of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policy 
at the time, foreign co-investors were not al-
lowed to own more than 25% of the shares 
of a Joint Venture, so UBS purchased less 
than 25% of the shares and Beijing Securities 
Limited was relaunched as UBS Group.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in 2001, 
it gradually opened its market to foreign in-
vestment, and the Renminbi market was, at 
that time, a high prize to the international in-
vestment bankers.

  Cheng Yi-Sun, who was involved in the es-
tablishment of UBS Securities and served as 

its general manager, said, “UBS Securities 
in Beijing is actually 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pany, and a small share of the UBS 
Group was given to UBS just to use the name 
‘UBS’.” 

  In 2017, Qian (Cheean) Yujun, the current 
Chairman of UBS Securities, explained in an 
interview that the UBS Group was fully cer-
tified to run their business in China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with  Beijing Securities with 
less than 25% investment. 

  Beijing Guoxiang Asset Management Com-
pany Limited holds 33%, Guodian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 holds 14% and COFCO 
Group Limited holds 14%. That is to say, 
except for UBS’s 24.99%, the other shares 
of UBS Securities Co. all belong to China’s 
state-owned companies. Among them, Bei-
jing Guoxiang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is a subsidiary of China Construc-
tion Bank. 

  In 2018,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mulgated a new policy to allow foreign 
companies to become controlling sharehold-
ers in China. UBS Group was allowed to hold 
51% of the company’s shares. According to 
the UBS Chinese website, the remaining 
three companies with a total stake of 49% are 
Beijing State-Owned Assets Operation Com-
pany Limited, Guangdong Provincial Trans-
portation Group Limited and State Energy 
Group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 which are 
still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t means that even the shareholding struc-
ture has changed, but the UBS Securities 
Co. Limited as an investment company con-
trol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
mains unchange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senior management are all ethnic Chinese. 

  In China,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also 
means that it is a political asset of certain 
top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and UBS 
Securities Co. Limited, which is allowed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because of a guarantee 
from Wang Qishan, is considered a political 
asset of Wang. It was also in 2018 that Wang 

Qishan became one of the vice-presiden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Staple 
Street Capital acquired Dominion Corpora-
tion. 

  As we know, UBS Securities LLC, which 
also has people close to the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 as directors, is the sole owner 
of Staple Street Capital, the parent company 
of Dominion. 

 Shortly after Election Day on Novem-
ber 3, Staple Street Capital’s website was 
redesigned and all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pany’s founder and the portfolio was re-
moved. 

  However, public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line indicates that William Kennard, Chair-
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Staple 
Street Capital, has deep ties to two Demo-
cratic presidents over four administrations. 
Under Clinton, he was appointed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
sion; under Obama, he was appointed U.S. 
Ambassador t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he 
served as Executive Director of Carlyle In-
vestment Group, among other positions. 

  Kennard and two other founders of Staple 
Street Capital, Stephen Owens and Hootan 
Yaghoobzadeh, all three worked for the Car-
lyle Group,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private 
equity firms, at almost the same time. 

  The history of the Carlyle Group is a prom-
i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interests in the U.S.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87, the main control-
lers of the Carlyle Group have been the Bush 
family, as well as staffers who served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George Soros, a well-
known U.S. investor and an important finan-
cial benefactor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be-
came a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 of Carlyle in 
the mid-1990s.  

  On November 7, 2020, four days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T&T Communica-
tions announced William Kennard as the new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T&T 

not only monopolized the U.S. communica-
tions market, but it is also the indirect con-
troller of CNN and countless other television 
broadcasters through its acquisition of Warn-
er Brothers. 

  As we can see, between Wall Street’s Staple 
Street Capital and AT&T, there is a common 
denominator, William Kennard, who was 
a key player in the Democratic-run Clinton 
administration through the Obama years, and 
who has money from China: UBS Securities’ 
Support. 

  In addition to money from China, election 
justice and technology expert Dana Simp-
son has investigated Dominion for years and 
found Dominion’s rise to be controversial.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n March 
2010,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ES&S, the largest U.S. voting machine com-
pany at the time, reached a settlement agree-
ment that required ES&S to sell its Premier 
subsidiary within 60 days and to accept new 
buyers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Depart-
ment of Justice. 

  Within 60 days, ES&S sold the company 
to Dominion, a company that had never set 
foot in the U.S. market, and Dominion went 
on to take over Sequoia, the third-largest U.S. 
company at the time, within a month. In a 
few months, Dominion was in a position to 
control the U.S. election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Biden, as vice president at 
the time, was busy doing the same thing. In 
a November 2020 National File investigative 
piece, Simpson said that Biden’s May 2009 
visit to Serbia was to personally recruit com-
puter professionals or hackers, for use in de-
signing future Dominion software, and that 
Serbia was listed on the Dominion website as 
a subsidiary of the company. 

  Coincidentally, at a time when Dominion 
was in the global spotlight after the recent 
election, more than 100 Dominion employ-
ees, a third of the workforce, including Serb-
ian employees, had their records removed 
from LinkedIn. 

Dominion背後的中國人
The Chinese Behind Dominion

美制裁14名中共副國級高官
【看中國訊】美國國務院宣布對中共

人大常委會的 14 名副委員長實施制裁。

聲明中解釋，被制裁的官員「制定、通過

並執行」北京《港版國安法》，該法律扼

殺了香港的自治權。被制裁的中共官員及

家屬將不得進入美國，他們的資產也將被

凍結。

美國國務院公布新一輪制裁名單中沒

有早前傳說的中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

書，以及中共主管港澳事務的副總理韓

正。中共大外宣《多維網》針對美方制裁

罕見地評論說：令人意外的是，作為人大

常委會裡最高領導者栗戰書卻不在其中。

與 14 位副委員長不同的是，栗戰書的身

份屬於正國級，可視為在職的中共高級政

治人物代表之一。

路透社和彭博社此前引述多名不具名

的消息人士的話透露，川普團隊此前列出

的一份制裁名單中，包括韓正和栗戰書。

但川普總統最終撤下了兩人。分析人士認

為，新一輪的制裁名單中，二人暫時躲過

一劫。但不排除日後進入制裁名單。

最新制裁名單一出，立即引發北京的

強烈反彈。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鄭澤光召見

美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傅德恩，提出「嚴正

抗議」，並宣稱中方將反制。

北京的反應為何如此強烈？法廣分析

說，美國本次制裁與前兩次制裁香港行政

長官林正月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等較低

級別的官員比起來，此次制裁的官員級別

已經相當高，再高上去就高到中共常委

了，這讓中方預感到一種強烈的危險，換

句話說有一種「恥辱感」。如果美方制裁

再升一級，就是習近平的親信、人大委員

長栗戰書。這可是萬萬不能容忍的！

美國財政部（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栗戰書暫逃一劫
大外宣稱「意外」

https://avalonmasterbuilder.com/rockland-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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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溫哥華太陽報》報導，

今年 10 月，一名中國神祕富豪將一名溫

哥華華裔地產開發商告上法庭，告對方信

託欺詐。

提出訴訟的神祕中國富豪名叫張彤

（Tong Zhang，音譯），真實身份不明。

訴狀顯示，張彤從 2015 年起陸續投資

4,500 萬加元，委託溫哥華華裔開發商殷

航（Hang Yin，音譯）購置列治文、溫

哥華、本拿比和素裡房產，結果被對方欺

詐，現在無法找到殷航。

訴狀指出，張彤從 2015 年起開始陸

續從中國轉出總計近 4,500 萬加元給殷

航，成為殷航多家數字公司的主要合夥

人，大肆購置大溫區住宅和共管物業。殷

航趁 2018 年前張彤還在中國期間，將其

所有或部分資金挪為已用。

訴狀稱，其中一筆投資是張彤轉給殷

航 6,000 萬人民幣（相當於 1,100 萬加

元）購置 Oakridge 附近的 5 幢平房，其

中 3 幢於 2017 年以 2,500 萬元售出，但

張彤從中沒拿到 1 分錢。這 3 幢平房後

被重建，開發成一幢 6 層公寓，目前仍

在建，產權一直在殷航及其妻女名下。

2016年，張彤從中國轉給殷航2,900
萬加元，委託其購置列治文一處共管物

業；後轉給殷 500 多萬，委託其購置素

裡和本拿比 2 處物業，打算將其中的素

裡物業重建開發。

訴狀控告殷航一家人從其委託投資

中大肆非法撈油水。張彤在訴狀中稱，

2018 年 8 月，他移民加拿大，暫住在目

前被殷航妻女居住的女王大道一處住宅，

直到去年他才發現上當受騙。

訴狀中顯示，張彤其當前地址是

溫哥華市中心 Harper Grey 律師事務

所地址，其代理律師亞弗伯姆（Daniel 
Yaverbaum）上週三（2 日）透露，訴

訟還在推進，張彤不願置評。

值得注意的是，張彤訴狀沒有註明

他是如何從 2015 年起將數以千萬計的

資金轉移出中國大陸。 2015 年起，中

共限制中國公民每年海外匯款最多 5 萬

美元，近幾年逐年收緊外匯外流，但每

年仍有無數中國富人在全球大城市大肆

投資地產。

【看 中 國 訊】素 里（Surrey） 兩 名

市 議 員 Jack Hundial 和 Brenda Locke
最近表示，兩人退出了地塊稅（Parcel 
Tax）審查委員會，抗議該市下一年度預

算中的加稅計畫。

他們最新發表的聲明指出，反對該市

在調漲 2.9% 的物業稅的同時，將地塊稅

增加 200%，變相大幅加稅。按照該市相

關文件顯示，該稅與物業稅是分開計算

的，每處物業的地塊稅將從 100 加元增

加到 300 加元。該稅收與「土地」掛鉤，

無論房產價值如何，都收取 300 加元。

按照平均 100 萬加元的物業估值，物業

稅增加 2.9%，相當於業主多支付 60 加

元，那麼增加 200 加元相當於物業稅再

額外調增 8.8%，這意味著平均增幅高達

10.7%，而對於 50 萬加元的住宅而言，

相當於增加 14% 的物業稅。

除了上述兩名議員外，部分市議員

們認為這對業主不公平，這意味著公寓

業主每年相對於他們的房屋價值來說，

要比那些擁有百萬加元房屋的業主多付

很多錢。Locke 在推特上說，這是「（素

里）納稅人悲哀的一天」，她稱稅收「不

成比例」。「我們有些人被裁員，有的企

業倒閉，人們已經受到了疫情的影響。」

Hundial 7 日告訴 CTV。「現在真的不是

增加稅的時候，還要在徵收的基礎上再加

200%，並且要求人們樂意為之買單。」

素里市議會週一晚間批准了 2021
年預算案，其中也包括將物業稅增加

2.9%。不過市長Doug McCallum表示，

他「從未見過像這樣好的預算」。

素里市位於加拿大卑詩省大溫哥華地

區的城市。 2016 年人口普查顯示該市有

517,887 人，是卑詩省繼溫哥華後第二人

多的城市，也是華人熱衷投資的加西城市

之一。

多溫兩市首次置業計畫效果成疑
【看中國訊】加媒發現，聯邦政府於

2019 年秋季推出的首次購屋者激勵計畫

（FTHBI）效果不如理想，並沒有對首次

置業者帶來實質幫助。

有關計畫由政府向符合條件的申請

人提供零利率貸款，買新屋最高可獲

10%、買二手屋可獲 5% 的免息貸款。

申請的家庭年收入在 12 萬元或以下，可

以向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 (CMHC) 申
請這個計畫。購屋的最高價格不可超過

50.5 萬元。CMHC 將擁有該房產一部分

產權，所以房屋出售時，房主必須將一部

分房產價值償還給政府。

最近渥太華允許多倫多、溫哥華和維

多利亞三個全國房價最高的城市，可以

享有更寬鬆的 FTHBI，包括購屋者的收

入提高到 15 萬元，只要購買不超過 72.2
萬元的房價即可。

從去年 9 月起到今年 9 月的數據顯

示，該計畫旨在幫助多達 10 萬個首次購

屋者，但在第一年僅有 9,520 份申請批

准。截至 9 月底，渥太華撥出 3 年 12.5
億元的預算中只花了 1.73 億元。

不過，多倫多地區房地產經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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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各項進展

中國富豪購溫哥華房產 疑被欺詐

Realosophy Realty 的總裁兼創始人帕

薩利斯（John Pasalis）則說，從理論上

講，一項旨在幫助人們購買房屋的政府計

畫，很可能會推高房地產價格，但實際上

不需要太擔心，因為真正能透過 FTHBI
計畫而買房的人並不多。

他說，這是因為現在市場上的房貸利

率已經很低，對購房者來說並非擔心月繳

房貸太高，而是憂慮拿不出首付或是買不

起想買的房子。

根據 FTHBI 計畫，申請人還是需要

自己出錢以支付至少 5％的首付。

即使最高房價上限提高到 72.2 萬

元，也遠遠不能滿足買家想在溫哥華或多

倫多購買獨立式或半獨立式房屋的需要。

溫哥華的一所獨立屋的基準價格超過 150
萬元，城市屋也超過 80 萬元。大多倫多

地區獨立屋平均價格至少為 100 萬元，

半獨立式住宅的平均價格為 77 萬元。帕

薩利斯說，這場疫情讓很多人還是想買較

大的房屋，並不見得想買公寓。基於這些

因素，FTHBI 計畫不會對溫多地區的市

場產生太大影響。

不過，有關計畫對於溫、多兩地人來

說得益更為明顯，其中亞省兩大城市艾德

蒙頓及卡爾加里平均獨立房價在 50 萬加

元左右，大部分獨立屋房產價格在聯邦首

置計畫之中，選擇眾多，加上疫情爆發以

來在家工作及社交距離影響，卡城過去 1
個月獨立屋銷售額創下歷史新高，反映人

們期望有更寬敞的居所及生活環境，並推

動卡城房地產市場復甦。

素里市地塊稅明年將暴漲 引抗議

美麗的溫哥華房產（Shutter Stock)

https://nuvistaho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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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根據

美國新聞網站調查發現，一名美艷中國女

子「方芳」在 2011 到 2015 年間，疑協

助競選募款或色誘，接近美國政治人物，

以此為中共收集情報。值得注意的是，

2015 年方芳突然離開美國，原因不明。

「Axios」長達一年的調查中，至少採

訪了 4 名美國情報官員，同時對 22 名當

選官員、政界人物及曾接觸過方芳的人進

行調查。報導形容，這起案件提供了一個

讓外界瞭解北京當局是如何嘗試打入美國

政治圈，並製造影響力的機會。

美國官方相信，方芳又名克莉絲汀．

方（Christine Fang）的中國籍女子，鎖

定了位於加州舊金山灣區的政治新星，以

及有潛力進軍到全國的政治人物，透過競

選募款、自身人脈、個人魅力等手段，至

少與兩位美國中西部市長發生戀愛或不正

當關係，藉此打入政治圈。

報導指出，雖然政府官員的私人信息

並非機密，但關於他們的習慣、愛好、日

程表、社群網站，甚至是關於他們的一些

流言，都屬於敵國的「政治情報」，而收

集這些情資也是外國間諜機構的主要任務

之一。

而在方芳的行動中，最重要的目標是

北加州第十五選區聯邦眾議員埃里克 ‧

史沃威爾（Eric Swalwell）。
根據舊金山灣區一名政務人員和美國

現任情報官員的說法，方芳參與了史沃威

爾 2014 年競選連任的募款活動，同時還

安插了至少一名實習生進入史沃威爾的辦

公室，並在數年的時間裏與史沃威爾進行

多次互動。

在進一步的反間諜調查中，聯邦調查

人員早於 2015 年前後向史沃威爾進行了

通報，之後史沃威爾切斷了與方芳的聯

繫。至於方芳則在 2015 年中無預警離開

美國。

認識方芳的當地人士透露，在她離開

美國的前幾個月，灣區政界盛傳聯邦調查

局正在調查她，而她原計畫前往華盛頓特

區參加 2015 年 6 月的活動也突然取消。

方芳返回中國後沒有回美國。灣區的許多

政治人物對方芳突然離開美國都感到「驚

訝和困惑」。

不過，據前庫比蒂諾（Cupertino）
市長黃少雄（Gilbert Wong）披露，他

曾在 2014 年的兩次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

舉辦的美國市政官員活動中，看到了方

芳，當時方芳還將他介紹給了深圳市市

長，為二人牽線搭橋，這讓他感到「非常

震驚」。

報導指出，方芳是 2011 年進入加州

州立一所大學就讀，在校期間她擔任學校

的中國學生協會會長及美國亞太事務聯盟

（APAPA）校園分會主席，該組織鼓勵

亞裔美國人參與公民事務。

根據方芳友人及同事的說法，方芳

年齡約是 20 多歲或 30 歲出頭。據美國

情報官員、灣區政務人員、前同學以及

認識她的現任和前任民選官員說，她利

用政治集會、公民會議、競選集會和校

園活動與民選官員或其他地方人士建立

關係。此外，方芳還參加美國各地市長

的地區會議。

有兩名情報官員透露，方芳被 FBI
電子監控設備拍到，她曾單獨與兩位民選

官員有過不當行為，包括上述的其中一位

市長。

【看中國記者程雯綜合報導】美國總

統就職典禮國會聯合委員會（JCCIC）週

二（12 月 8 日）投票否決了一項承認拜

登是當選總統，並為拜登籌備就職典禮的

決議案，因為川普總統和其他共和黨人就

大選舞弊結果的法律訴訟還在進行中。

總 統 就 職 典 禮 國會聯 合委員會

（JCCIC）有六名成員，包括三名共和黨

人和三名民主黨人，他們分別是參議院

的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共和黨參議員羅伊．布朗

特（Roy Blunt），民主黨參議員艾米．克

洛布查（Amy Klobuchar），以及眾議院

的議長、民主黨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眾議院民主黨領袖斯坦尼．霍耶

（Steny Hoyer）和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凱

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
委員會中的共和黨人說，他們做出了

這樣的決定，因為和選舉有關的程序必須

先走完，才能決定誰是當選總統。

參議員布朗特在隨後的一份聲明中

說：「就職典禮國會聯合委員會的工作不

是在選舉程序前決定我們要為誰舉辦就職

典禮。JCCIC 在全球大瘟疫期間面臨著

一個挑戰是計畫出安全的就職典禮儀式。

我希望，今後，JCCIC 的成員將堅持委

員會長期以來的兩黨合作傳統，並專注於

手頭的任務。」

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在被媒體追問是

否承認拜登是當選總統時，他說：「選舉

人團將於（12 月）14 日舉行會議併進行

投票（選總統），我們將在 1 月 20 日有

下一任總統的宣誓就職。」

決議案被否決後，民主黨人霍耶非常

不滿，發表了批評共和黨人的聲明，該聲

明也證實了拜登還沒有被承認的現實。

不過，就職禮委員會也有達成共識的

地方，那就是兩黨都同意在明年 1 月 20
日的總統就職典禮儀式上會因為中共病毒

（SARS-CoV-2）的緣故而限制公共參與。

目前，美國最高法院正在審理至少一

宗與選舉舞弊有關的訴訟。

華女間諜色誘政要 暴露後離境

JCCIC拒認拜登當選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習近

平「高參」翟東升披露中共「能搞定華爾

街和美國建制派」，並暗示「與拜登他們

有買賣」後，引起不小轟動。不僅美國福

克斯新聞報導了此事，美國總統川普也在

推特轉發了這段視頻。

川普 12 月 7 日轉發的這段視頻來自

美國福克斯新聞電視臺，主持人卡爾森

（Tucker Carlson）在導語中介紹，接下

來的視頻主講者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

時常為習近平等高層領導提供顧問諮詢的

貨幣問題專家翟東升。

隨後在福克斯電視臺播放的幾個片

段中可見，翟東升宣稱，1992 年到 2016
年，中美之間各種問題北京都能搞定。

「不管是銀河號事件，還是炸大使館，還

是撞了飛機，所有事情全部都是『床頭

吵架床尾和』，兩個月之內搞定。」他還

說，可以搞定美國的原因是「咱們上邊有

人」、「我們在美國的權勢核心圈有老朋

友」。

對此，主持人卡爾森在節目中質疑，

這些美國權力高層中的中共「老朋友」都

是誰？美國一定要查清中共利用華爾街滲

透美國的黑幕。

翟東升還提到一名老太太—華爾街某

知名金融機構、頂級金融機構亞洲區的總

裁。他說這位老太太不僅有中國國籍、北

京戶口，甚至在長安街還有一套四合院，

是中共中央的「老朋友」。

翟東升還暗示拜登兒子在全球建立

的基金公司的來路問題，他說，「誰幫

他建的基金公司？明白嗎？這裡邊都有

買賣。」

不過，幸運的的是，自川普 2016 年

當選美國總統後，這種形勢發生巨大改

變。

翟東升在視頻中提到，「2008 年之後

華爾街的地位下降了，更重要的是 2016
年之後華爾街搞不定川普。」在中美貿易

戰期間，華爾街嘗試幫助中共，均已失敗

告終。

卡爾森指出，翟東升的話暗示，川普

是中共滲透華爾街及美政壇核心圈的最大

阻礙，因此那些利益受損者們才會想辦法

要換掉川普。

【看中國訊】本身曾是留學生的華人

伊啟威，最近因為勇敢在網上曝光中國廣

東地下工廠印製大批美國大選假選票，而

被稱為「吹哨人」。日前他在接受了《希

望之聲》獨家專訪時，詳細曝光了中國地

下工廠印刷美國大選假選票，並流入美國

的過程。

伊啟威是紅三代，曾在「新海歸精英

聯盟」團體中擔任副會長。對中國海外

留學生狀況非常瞭解。他說，在美國，

那些年紀不滿 21 歲的人都會辦假 ID，

因為要去夜店、電影節、去賭場，甚至

假結婚，因此美國一直有華人做這種生

意，逐漸的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客源不僅

僅是這些留學生。

去年美國海關截查了兩萬張來自中國

的假 ID，轟動美國社會，伊啟威說他知

道幕後的指使者是誰。

11 月 3 日美國總統大選在半夜出現

離奇的選票增加情況，伊啟威透過詢問身

邊的人發現，中國有工廠參與到了這次的

製造假選票的事件中。他於是自己調查，

並分享了與這個與中國工廠「訂購」假選

票的過程。

他說：「第一次當我試圖釣魚時，他

不告訴我，直到我給了他 5 千美元，他

開口了。那些做灰色地帶事情的中國人很

貪心，他告訴我，一個月他至少可以印製

50 萬張選票。根據他所說的計算一下，

他至少印製了 150 到 160 萬假選票，因

為他說每個月至少 50 萬張，總共 3 個

月，計算一下就知道了。我試著拿到他們

的跟蹤代碼，我拿到一些，但不幸的是，

你知道在中國他們使用白手套（不知道

背後是誰）。可能現在還有人認為這是童

【看中國訊】YouTube12 月 9 日表

示，即日起將開始刪除包含「指控廣泛存

在的舞弊或錯誤改寫了歷史性美國總統

大選結果」的內容。同時，美國聯邦貿

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和 48 個州針對臉書（Facebook）提起訴

訟，指控該公司利用非法行為消除其在社

交網絡中所面對的競爭。

由於允許聲稱選舉舞弊和其他類似宣

傳在其平臺自由傳播，YouTube 在選舉

後一直受到嚴厲批評。其他大型社交媒體

公司，例如臉書和推特，則採取了相對嚴

厲的標注措施。

YouTube 公司發文表示，現在做出

的決定是因為 12 月 8 日的「安全港截止

日期」（Safe Harbor Deadline）已到。

「安全港截止日期」是聯邦法律定下的各

州確認總統選舉結果的期限。

「昨天是美國總統選舉的安全港截止

日期，足夠的州已經認證了他們的大選結

果，決定了我們未來的總統人選」，該公

司在一份官方博文中說，「有鑒於此，我

們將開始刪除今天及以後上傳的任何會誤

導人們的內容，他們聲稱廣泛的選舉舞弊

改變了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這

與我們一直以來處理有關總統大選的做法

是一致的。」

在這份博文中，YouTube 還說該公

司根據原有的政策，自 9 月開始「已經移

除了 8000 多個頻道和數千條有關選舉的

不實信息」。

上個月，民主黨參議員要求 YouTube
移除有關 2020 大選結果和即將舉行的喬

治亞州參議員席位複選的不實信息。來自

密蘇里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 (Sen.
Josh Hawley,R-MO) 在推特發文，批評

YouTube 的做法是打擊言論自由。

一些國會議員和川普本人在最近幾週

提出，社交媒體和科技公司不應該得到聯

邦 230 法律條款的保護，因為這類公司

因此而免於承擔內容審查的責任。來自共

和黨和民主黨的立法者都表示應該重寫或

廢除該法。

同樣是 9 日，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和 48 個州針對臉書提起訴訟，其中提

到，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臉書在

個人社交網絡領域享有壟斷控制權。

訴狀說：「自從推翻早期的競爭對手

Myspace 並獲得壟斷權力以來，臉書已

經開始通過反競爭手段轉向防禦。」「在

發現其主導地位面臨兩大競爭威脅——

Instagram 和 WhatsApp——之後，臉書

開始通過收購這兩家公司來消除這些威

脅，這反映了臉書首席執行官馬克 · 扎克

伯格（Mark Zuckerberg）在 2008 年的

一封電子郵件中所表達的觀點：『收購它

要比同它競爭好』。」

方芳跟加州眾議員埃里克‧史沃威爾（Eric Swalwell）的合影。（Facebook截圖）

華裔吹哨人：中國製百萬假選票

翟東升視頻轟動 揭拜登勾結中共

翟東升

社交媒體嚴格審查大選資訊引爭議

話，但這是事實。」

對於選票如運送到美國，他說，選

票先被運到加拿大或墨西哥，然後就跟

偷運毒品一樣；在中國本地，他們跟當

地毒販黑幫合作解決。我在紐約和馬薩

諸塞州有一些線索，但除了那些我沒有

更多的信息了，時間段是從 7 月到 10
月。「因為他們先印製出來的選票是半

成品，某些選票部分他們不能造假，得

要二次加工。」

對於為何揭露這件事情，伊啟威說，

「經過這幾年我自己也有了女兒，我自己

也有了家庭，我的生活自然是完全跟中國

做了切割，我做這些事情的話是因為我去

產房看了我女兒出生，我知道一個生命出

來的話，我不想說讓這個世界、讓一個孩

子去承受她不應該承受的東西。」

伊啟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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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12月9日，中國國家統
計局公布了消費者物價指

數CPI和工業生產者指數
PPI，11月CPI同比減0.5%，
1 1年來首次跌入負值。然
而，去年同期高基數的影響

下，物價實際仍然處於上漲

狀態。

CPI指數11年來 
首次跌入負值

食 品中，豬肉價格下降

12.5%，跌幅比 10 月擴大 9.7
個百分點，影響 CPI 下降約 0.6
個百分點。

中國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

統計師董莉娟表示，食品價格由

10 月上漲 2.2% 轉為下降 2%，

影響 CPI 下跌約 0.44 個百分

點，是帶動 CPI 由漲轉跌的主

要原因。

不過實際情況是，2019 年

11 月的 CPI 照比 2018 年同期

上漲了 4.49%，這樣的高基數

的影響下，今年 11 月 CPI 照比

2018 年 11 月仍然上漲近 4%，

物價實際仍然處於上漲狀態。

據《自由亞洲》電臺 12 月 4
日報導，武漢居民高先生說，超

市的高粱和大米等食品都在悄悄

加價：「原來兩元一斤的高粱，

現在賣到四、五元一斤。大米價

格現在都不好說了，它幾時漲的

都不知道，反正今年漲了。上個

月買的東北延壽的大米，4.5 元一

斤。到明年春天可能就危險了。」

同期高基數的影響下，物價實際仍然處於上漲狀態。（Adobe 

Stock）

官方數據同時顯示，今

年 11 月與 10 月相較，CPI 月
減 0.6%。其中，食品價格下降

2.4%，影響 CPI 下降約 0.53 個

百分點。食品中，豬肉價格繼續

下降 6.5%，降幅縮小 0.5 個百

分點。非食品中，由於旅遊淡

季，飛機票、旅遊和旅館住宿

價格分別下降 15.6%、4.4% 和

3.4%。

11 月 生 產 者 物 價 指 數

（PPI）年減 1.5%，跌幅較 10
月縮小 0.6 個百分點，優於市場

原先預期的下跌 1.8%。與 10
月相較，則月增 0.5%。今年前

11 個月，PPI 年減 2%。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

員張永軍表示，估計 CPI 為負

的狀態不會持續太久，是否為通

縮仍需觀察；但 PPI 受生產整

體需要疲弱的影響仍會在較長時

間維持在負值。

這樣的經濟數據是否會令中

國央行改變貨幣政策？分析師們

普遍認為不會，一方面 CPI 負
值更多是受高基數和食品價格影

響；另一方面，中國央行還需要

化解金融風險。

據《路透社》12 月 9 日報

導，德商銀行亞洲高級經濟學家

周浩表示，CPI 的快速下降很大

程度上是由於食品價格下跌，尤

其是豬肉價格下跌，核心通脹率

雖低迷但近幾個月保持穩定。

「中國 CPI 同比已降至負數，這

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首次。」

關於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周

浩稱，「目前看來，這似乎不太

可能，因為中國決策者已加大去

槓桿力度並開始收緊房地產。」

凱 投 宏 觀 (Capital 
Economics) 經 濟 學 家 Julian 
Evans-Pritchard 認為，中國央

行會仔細研究通脹走勢，重點

關注核心通脹率（underlying 
inflation），鑒於中國經濟活動

仍強勁，核心通脹率未來幾月可

能回升，「我們認為低通脹率不

中國CPI首次入負值

【看中國訊】由於武漢肺炎

疫情影響，中國多家車企恐面臨

車用晶片斷供，帶來生產中斷的

風險。中汽協分析，最明顯的衝

擊將會發生在明年第一季。

綜合陸媒報導，大眾汽車中

國廠近日由於高階晶片供應不足

而面臨停產，這個情況隨著中國

汽車市場需求的復甦，變得更加

嚴峻。中汽協副秘書長兼行業發

展部部長李邵華指出，晶片供應

短缺問題是真實存在。

李邵華指出，由於晶片供應

短缺，部分汽車企業的生產可能

在明年第一季受到較大影響。不

過，就明年全年而言，晶片短缺

的影響將不會太大，不過目前較

難以做出定量估計。他也提到，

由於產業鏈上的各企業都正在加

長備貨週期，而且短期內晶片產

能依然不足，晶片價格上漲將不

可避免。

李邵華進一步分析斷供的原

因，主要是受歐洲和東南亞等地

受到第 2 波肺炎疫情影響，晶

會阻止央行明年收緊政策」。 

中國CPI指數構成 
及統計方法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Consumer Price Index，縮寫

作 CPI），在經濟學上，是反映

與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

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

以百分比變化為表達形式。它

是衡量通貨膨脹的主要指標之

一。CPI 往往是市場經濟活動

與政府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參

考指標。CPI 穩定、就業充分

及 GDP 增長往往是最重要的社

會經濟目標。

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調查涵

蓋全國城鄉居民生活消費的食品

菸酒、衣著、居住、生活用品及

服務、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

娛樂、醫療保健、其它用品和服

務等 8 大類、262 個基本分類的

商品與服務價格。

中國國家統計局表示，採用

抽樣調查方法抽選確定調查網

點，直接派人到調查網點採集原

始價格。數據來源於中國 31 個

省（區、市）500 個市縣、8.8
萬餘家價格調查點，包括商場

（店）、超市、農貿市場、服務

網點和互聯網電商等。

CPI 又 被 戲 稱 為「China 
pig index」，CPI 覆 蓋 約 700
個代表性的商品品種。食品類在

2016 年以前佔比大致在 1/3 左

右，2016 年調整之後佔比 1/5
左右。而單純豬肉這一項，在

CPI 權重佔比約 3%。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財政部官員 12 月 8 日發出

警示，2020 年末，中國地方政

府債券債務餘額將達 26 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接近警戒區

間下限。疫情影響經濟與財政收

入，地方政府偷偷以企業債形式

增加隱性債務。

據中國財政部國庫支付中

心副主任許京花表示，今年政

府債券發行規模預計突破 13 萬

億元，同比增長 60% 以上；截

至 11 月底，今年累計發行國債

6.32 萬億，其中一般國債 5.32
萬億，抗疫特別國債 1 萬億

元；累計發行地方債券 6.26 萬

億元，其中新增債券 4.49 萬億

元，再融資債券 1.77 萬億元。

中國各地方政府還動起歪腦

筋，偷偷以企業債形式增加隱性

債務。主要指政府在法定政府債

務限額之外直接或者承諾以財政

資金償還、以及違法提供擔保等

方式舉借的債務，對象包括機關

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兩大類，分

別統計拖欠款項情況或者舉債融

資情況。這些債務缺少有效、統

一的管理，隱蔽性強，已成為中

國地方債務風險的主要出險區。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朱海指出，地方政府債務猛增，

而經濟增長卻普遍維持在低水

平，這一方面意味著政府投資效

率的下降，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政

府很大一部分新發行的債務可能

用於償還過去的負債，這和龐氏

騙局幾乎一模一樣。地方債已成

為中國經濟運行軌道上的一顆「炸

彈」，會令經濟陷入「死循環」。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12 月 8 日，中國銀保監會主席

郭樹清發表演講，表示對金融和

科技領域跨界混業經營精準拆

彈。而被暫停上市的螞蟻集團同

時具備了金融和科技特徵，騰訊

集團創始人馬化騰也感悟大洗牌

開啟。

根據中國銀保監會網站 12
月 8 日發布的新聞稿，郭樹清

在新加坡金融科技節發表演講，

他形容中國金融科技應用整體上

在法律規範和風險監管等方面，

是「摸著石頭過河」。郭樹清

說，當前中國的一些網絡金融機

構透過過度營銷貸款或類信用卡

透支等金融產品，誘導過度消

費。部分機構甚至給缺乏還款能

力的學生過度放貸，出現違約後

強制催收，引發一系列社會問

題。並且，一些科技公司利用市

場優勢，過度採集、使用企業和

個人數據，甚至盜賣數據。這些

行為沒有得到用戶充分授權，嚴

重侵犯企業利益和個人隱私。

郭樹清並表示，中國也要關

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風險，少

數科技公司在小額支付市場占據

主導地位，涉及廣大公眾利益，

具備重要金融基礎設施特徵；一

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類金融和

科技領域，跨界混業經營。「必

須關注這些機構風險的複雜性和

外溢性，及時精準拆彈，消除新

的系統性風險隱患。」他強調，

面對金融科技持續快速發展，監

管部門正研究制定相應的規制。

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和

騰訊公司創始人馬化騰在中國富

豪榜上名列第一和第二位，螞蟻

集團暫緩上市令各界震驚，輿論

的目光也落到馬化騰身上。

12 月 2 日，騰訊創始人馬

化騰的文章在網絡熱傳。他為騰

訊公司年度特刊《三觀》撰寫了

前言。馬化騰寫道，在這個黑天

鵝滿天飛的時代，「相信又一場

大洗牌即將開始。就像移動互聯

網轉型一樣，上不了船的人將逐

漸落伍」。

工商數據顯示，11 月 9 日，

財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發生變

更，馬化騰卸任法定代表人職

務，由騰訊副總裁林海峰接任。

財付通為騰訊控股的第三

方支付機構，是微信支付與 QQ
錢包等的運營主體。財付通支付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6 年 8
月 25 日，註冊資本 10 億元人

民幣，馬化騰此前一直擔任法定

代表人。股權穿透顯示，大股東

為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

司，持股 95%，實際控制人為

馬化騰，受益股份達 54.29%。

目前馬雲控制的支付寶與

馬化騰控制的財付通，在中國

支付市場處於壟斷地位。支付

寶、財付通分別占據了 55.4%
和 38.8% 的市場份額。此前螞

蟻集團要上市的消息帶動了財付

通概念的火熱。馬雲的金融布局

有目共睹，馬化騰也不甘落後。

騰訊的微信支付、財付通等，已

經形成了對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全

面覆蓋。

 北京當局稱要「精準拆彈」
片供應商降低產能、陸續關閉工

廠，加劇了晶片供需失衡，影響

下游企業。

此外，疫情使產能投資更加

謹慎、5G 發展帶動消費電子領

域對晶片的需求增加，搶占了部

分汽車晶片的產能，以及全球車

用晶片的需求大幅增加，也都是

造成斷供的原因。報導稱，已有

部分車用晶片供應商開始拉高明

年的產品售價。

報導另引述券商分析稱，

中國國內汽車產銷量約全球近

1/3，但汽車半導體等零組件仍

依賴海外進口，中國汽車半導體

產值不到全球 5%，部分關鍵零

組件進口比超過 80% 到 90%。

長期看汽車零組件的自主可控是

重點發展方向，汽車晶片等核心

供應鏈的國產替代是必然趨勢。

報導指出，由於車用晶片短

缺將造成 ESP（車身穩定系統）

和 ECU（電子控制單元）即無

法生產，可能影響中國 15% 的

汽車產能，即約 400萬輛汽車。

債務逼近警戒線 
地方政府動歪心

中國多家車企面臨晶片斷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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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不安感強烈 當局再批四大「軍老虎」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近日中共軍報接連批郭伯雄、徐

才厚、房峰輝、張陽四個「軍老

虎」，要求全面徹底肅清四人流

毒影響。有分析認為，中共政權

內外交困下，習近平有強烈的不

安全感，既擔心軍中有人亂局中

謀反，又擔心受外部變革影響軍

隊倒戈，因而繼續清洗軍隊，強

調「擁習保黨」。

12 月 3 日，中共的全軍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

開。中共軍報刊發文章，再度

提到了郭、徐、房、張四個「軍

隊老虎」，聲稱「全軍緊緊扭住

『四個不純』『七個弱化』等問

題，全面徹底肅清流毒影響」。

文章要求全軍把思想政治建

設擺在首位，抵制包括敵對勢

力「顏色革命」暗流、 「軍隊非

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

化」等錯誤政治觀點，歪曲中共

和軍隊歷史等問題。

11 月 30 日，中共政治局召

開會議審議了《軍隊政治工作條

例》，強調要確保軍隊始終在黨

的絕對領導下。同一時間，中共

軍報發文再點名四個「老虎」，

稱他們曾經是軍隊政治生態的

「汙染源」，要求「從靈魂深處

剷除病根」，並提到全軍要堅決

抵制敵對勢力顏色革命暗流、堅

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

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政治觀點。

獨立媒體評論人吳特表示，

軍報的文章是在政治局頒布《軍

隊政治工作條例》和召開《軍隊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會議》的背景

下出來的，通篇空話、大話和

套話，其實對軍隊提出的重點

核心要求是兩個：一是要求「保

黨」，二是要求「擁習」。

吳特認為，文章提到郭、

徐、房、張等軍中反習勢力代

表，並將其定性為「不擁護黨的

領導」和「不講政治」的典型代

表，「既是警告中共軍中的習的

反對者，不要『亂說亂動』和試

圖串聯起來反對習近平，也是要

求中共軍隊各級軍人以這幾人的

下場為鑒，絕對效忠習近平。」

北京時局觀察員華頗則認

為，重提四名軍委副主席級別的

死老虎，除了要求軍隊絕對忠誠

外，就是還要進行大清洗，就是

軍隊到底忠誠沒有，還有沒有兩

面人等等都是個問題。

香港媒體引述政治學者的言

論稱，軍隊之中的顏色革命未必

成氣候，官方只是在樹立一個稻

草人來警告其他人，「實際上是

在警告軍隊的大老、軍頭，軍隊

是要被黨絕對領導、控制，被習

近平絕對領導、控制。」

「在目前國際孤立局面下，

軍隊或許會變成一個擁戴習近平

的政治力量。軍隊從現在到二十

大以前，也會成為一個類似宣

傳、工作隊，變成對習近平塑造

個人崇拜的特殊政治力量。」

黨媒主編有8個私生子「最年輕院士」貪污案二審改判10年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業大學

教授李寧涉嫌與他人貪污課題科

研經費 3756 萬餘人民幣，年初

被判刑 12 年，並處罰金 300 萬

人民幣。

日前，吉林省高級法院稱

李寧自願認罪認罰，提交了悔

罪書，二審改判 10 年，並處罰

金人民幣 250 萬元。李寧早在

2014 年已被批捕，長達 5 年後

才開庭審理，引發爭議，10 多

名院士曾經上書最高法院院長周

強要求關注。

起訴書顯示，李寧及其助手

張磊被指控利用職務之便，將人

民幣 3756.648855 萬元的結余

經費轉入李寧名下的兩家公司從

而佔為己有。經核減後，李寧、

張磊實際貪污數額為 3410 萬餘

元。

在庭審中，李寧對指控的犯

罪事實進行了辯解，稱截留的經

費是為了繼續進行科研活動，並

表示將對此案上訴；張磊則當庭

表示「認罪悔罪」。

現年 58 歲的李寧曾是中國

農業大學教授，曾擔任中國農業

大學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

室主任、中國農業大學生物學院

李寧課題組負責人，還擔任過多

項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課題負責

人。另外他在學術上曾獲得多

項榮譽，是多項研究的領軍人

物，2007 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

院士，成為當時最年輕的院士。

2014 年 6 月 20 日， 李 寧

被帶走調查，同年 10 月，李寧

被逮捕。自 2015 年 8 月開庭之

後，吉林松原中級法院此後 4
年多未就此案進行宣判。李寧的

律師及家屬，多次申請取保候

審，均被拒絕。針對李寧案「不

放也不審」的情況，瀋國舫、任

繼周等 15 位中國工程院及中國

科學院院士，曾聯名致信最高法

院院長周強，希望盡早審結李寧

院士案。

近十多年來，中國學術腐敗

漸趨普遍，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

題。它是繼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

之後的另一個大規模、深層次的

社會腐敗。

陸媒曾曝光大陸總額超過 3
萬億元的教育經費和科研經費成

黑洞，六成科研經費被挪動、私

分。中共科協一項調查曾顯示，

大陸科研資金用於項目本身僅佔

40% 左右，大量科研經費流失

在項目之外。

21 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熊丙奇曾推算，全國科研經費中

6,000 億用於開會、出差等。中

共審計署 2013 年公布的審計報

告顯示，科技部預算執行中不合

規問題金額超 10 億。 

【看中國訊】湖南省社會科

學院主管的《求索》雜誌原主編

烏東峰的情婦覃建軍受賄案，近

日再審維持原判。覃建軍被判處

有期徒刑 8 年，並處罰金人民

120 萬元。

法院此前認定，覃建軍利用

烏東峰審稿、定稿的權力，夥同

烏東峰從發文中介手中收取「版

面費」至少 814.95 萬元，發表

論文 336 篇。

具體操作模式是：由覃建軍

從《求索》發文中介手中大量收

取論文交給烏東峰，烏東峰利用

自己在審稿、定稿方面的職務之

便，使論文順利通過三審。若發

文中介沒有將「版面費」交給覃

建軍，烏東峰則不予發表。

此 前 2017 年 5 月 16 日，

湖南省紀委發布一則通報稱：湖

南省社會科學院《求索》雜誌社

原主編烏東峰，因「嚴重違紀問

題」被立案審查。

官方通報稱，烏東峰違規經

商辦企業，直接參與投資多家企

業；毫無道德底線，與多名女性

保持不正當性關係，並育有多名

子女，夥同他人私自大肆收取作

者財物，數額巨大，涉嫌受賄犯

罪。

官方通報中雖然未明確說烏

東峰貪腐的金額，及有多少名私

生子女，但據大陸媒體披露，湖

南學術界內部會議上傳他涉嫌

「受賄一個億、擁有18套房產、

私生子 8 個」。

2013 年起，《求索》雜誌獲

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並明令禁

止不得以任何名義收取版面費。

但是烏東峰與覃建軍兩人卻仍然

按照之前的運作模式，從周某、

朱某、肖某等發文中介手中收

取巨量「版面費」後，幫他們在

《求索》上發表論文。

【看中國訊】12 月 3 日，中

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官網消息這

樣報導：12 月 1 日，中央黨校

（國家行政學院）和中國浦東、

井岡山、延安幹部學院通過視頻

會議系統同步舉行 2020 年秋季

學期第二批進修班開學典禮。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

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黨

校（國家行政學院）校長（院

長），中國浦東、井岡山、延安

幹部學院院長陳希在中央黨校

（國家行政學院）主會場出席並

講話。

這則消息一口氣將陳希的 8
個職務列出，顯示其權勢熏天。

其中除了中央書記處書記是中組

部部長的常規挂職之外，其他幾

個校長、院長職務都是官員陞官

上位朝夕膜拜的山頭。

中央黨校是中共黨的意識形

態基地。據其官網介紹，中央黨

校是中共培訓其黨的高中級領導

幹部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骨幹

的最高學府。現在國家行政學院

與之合併，兩個牌子一套人馬。

中央黨校其實因培養大量貪

官而在輿論中臭名昭著。題寫中

央黨校校名的江澤民本身有「腐

敗總教練」之稱。

中共近年落馬官員多在中

共黨校浸淫「培養」過，中共中

央黨校成為名符其實的「養虎

場」。其他如中國浦東、井岡

山、延安幹部學院也類似。

日媒曾援引中共改革派老幹

部和瞭解官僚貪腐內情的中國記

者表示，黨校這種集中各地官員

進修的地方，其實也是官員邊喝

酒邊傳授貪腐竅門的場所。到這

些黨校進行的官員們交換的貪腐

竅門包括：「用死亡的親戚銀行

賬戶就不容易被查」、「這樣做

就能逃避中紀委追查」等。這些

官員交換惡德訊息、催生新腐

敗案。

習近平也當過這系列校、院

的校長，當然也深諳這套，現在

輪到他的鐵桿重臣陳希。

陳希生於 1953 年，福建莆

田人，1975 年進入清華大學化

工系，與此同時，習近平也以知

青的身份被選拔到該系讀書。兩

人同窗、同齡，據稱還是睡上下

鋪的室友，關係非常密切。陳希

還是習近平當年的入黨介紹人，

而且陳希掌管清華大學期間，還

幫習近平取得了博士學位。陳希

可謂習的鐵哥們。

習近平在 2007 晉升政治局

常委後，第一個想重用的就是陳

希。在習的提名下，陳希得以從

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升任教育部副

部長。一年之後，習近平將陳希

調任中共科協黨組書記，使他在

退休前升任正部級。

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掌權

後，迅速安排陳希擔任中組部常

務副部長，同時清洗李源潮時代

的中組部人事，人事大權幾乎托

付給了作為常務副部長的陳希。

中共十九大上，原中組部長

趙樂際入常掌中紀委，陳希順勢

接管中組部併進入政治局，隨後

更兼任過去由常委兼任的中央黨

校校長。

自從喬石在 1989 年 3 月擔

任校長後，中央黨校校長職務一

直由政治局常委兼任。陳希取代

現任政治局常委的王滬寧擔任此

職，打破了 28 年慣例。

另外，現在中共中央的組織

人事大權並不是王滬寧主管，而

是陳希直接向習近平負責。

從正職看，陳希只是政治局

委員和中組部部長，但他掌握整

個中央和國務院，全國各地官場

的高層人事任命。近期跡象顯

示，他並不將習之外的各政治局

常委放在眼內。

比如，中共 11 月 20 日調

整了吉林、湖南、貴州、雲南四

省委書記的職務，新任書記為景

俊海、許達哲、諶貽琴、阮成

發，按慣例，他們身兼的省長職

務仍未免除。

但事實上，這可能是中共內

鬥的直接表現，說明中組部長陳

希沒把李克強放眼內。李克強管

著的省長調整根本沒有在政治局

上討論，陳希和習近平就敲定

了，這大有可能。

陳希可謂握緊官場命脈，說

要你下就下，要你上就上，如同

有生殺大權，但唯習命是從。現

在習家軍不斷擴容，其實就是

習這位當年睡在上鋪的兄弟的

功勞。

睡在習近平上舖的兄弟

年輕時的陳希和習近平。（網絡）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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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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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早》報導指紫荊黨宣

稱旨在改革立法會，限制「極

端勢力」，三名創黨人分別為

政協代表、瑞士信貸董事李山

（Li Shan），卓悅主席陳健文（ 
Chen Jianwen）和中播控股主

席黃秋智（Wong Chau-chi），
三人均在大陸出生並已取得香港

身份。

對此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朱

凱迪在個人臉書專頁撰文指， 紫
荊黨目的是在香港落實「改土歸

流」，即以大陸自己人取代香港

的「港共」。

看中國記者李懷橘綜合報導

日前《南華早報》發表

文章指三名在港生活多年的

大陸人士已在五月份悄悄地

成立了一個新政黨——「紫

荊黨」，並計劃註冊25萬黨
員。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朱凱

廸表示，25萬黨員人數驚人，
分析25萬人可能是在港潛伏
多年的中共地下黨員。

潛伏多年 「紫荊黨」現身

該黨聲明計劃發展 25 萬黨

員。朱凱迪對此形容，民建聯是

香港第一大左派親共政黨，在香

港發展三十年，其黨員數目在

2019 年亦不過 42,596 人，佔香

港 750 萬人口的 0.56%。而中

共黨員人數逾 9,100 萬，佔其

14 億人口的 6.5%。

以紫荊黨的 25 萬黨員來計

算，則佔香港總人口的 3.3%，

朱認為此規模不單在香港政黨中

前所未見，即使西方民主國家的

執政黨亦難以匹敵，更指「 這

種程度的黨員佔人口比例，只

有在一黨專政的極權國家才會

見到。」唯一的解釋是在香港的

地下黨員浮出水面，「在國安法

時代建立『一黨獨大』的政治組

織，與大陸正式看齊。」

香港著名傳媒人、時事評論

人程翔曾表示，香港的中共地下

黨組織分佈廣泛，一向都是單線

聯繫。他說，派到香港的地下黨

來自各個系統，包括情報系統、

外貿系統、文教系統等，中共不

同組織都有派人滲透香港社會。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港英

政府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中國

公安部獲資格審批赴港定居者名

單，並向合資格者發放單程證，

當時的每日配額為 75 個，1995
年後增至每日 150 個。因為單

程證審批、發放權全權由大陸掌

握，因此早期的名額大部分都用

來向香港派駐有特殊任務的共產

黨員。

程翔表示曾親耳聽過北京的

傳達，「香港要在實力的基礎上

過渡」，實力指用人、資金、機

構等，充實在港的中共力量；自

此北京有組織、有計劃地利用每

日這 150 個名額派人來香港，待

他們在香港住滿 7 年成為永久居

民後，再滲透香港各個層面。

2012 年程翔曾經撰文《從

十八大看香港地下黨規模》，文

章中他按照十八大公佈的各地

區、各機關黨代表的比例，推算

香港約有 40 萬地下黨員。

前中共地下黨黨員梁慕嫻

2012 年公開指控前特首梁振英

港前立會議員流亡 戶口被凍結
【看中國訊】前立法會

議員民主黨成員許智峯近日

去丹麥進行公務訪問後，於

12月3日通過民主黨的短信
群組發出聲明，表示自己將

退出民主黨並流亡海外。隨

後，他及家人的多個銀行戶

口被無故凍結，警方指與許

涉嫌違反國安法有關。

許智峯在流亡聲明中指出，

面對一個又一個戰友被捕，判監

的消息，百般掙扎下決定在海外

繼續為香港發聲。他強調，流亡

不是移民，亦無法在他鄉落地生

根，自己的家只有香港，一旦香

港光復就會返回香港。

積極投身抗爭運動的許現有

九項控罪在身。據《蘋果日報》

報導，他在丹麥接受訪問時被問

到為何有如此多控罪時，許坦言

拘捕理由十分可笑，比如他曾站

在防暴警察和示威者之間，試圖

緩和現場氣氛，不想警方濫權，

用槍射向抗爭者；以及他在立法

會議事廳舉牌和用腐爛植物抗議

等，都被警方以各種罪名檢控。

目前身在英國的許智峯日

前透露自己及家人共 5 個銀行

戶口被凍結，涉及 3 間銀行。

香港法律界質疑當局未經任何

法律程序便擅自凍結戶口。許

智峯 6 日晚透露其家人匯豐銀

行戶口被部份解凍，惟多家港

媒次日（7 日）引述消息指，匯

豐銀行當天早上再收到港警通

知，許父母及太太的戶口會被

凍結，暫停戶口服務。

對有關消息，匯豐說不評論

個別個案，但又稱相關事實被扭

曲。許智峯要求匯豐澄清哪些事

實被扭曲，以及全面公開事件。

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 7
日會見傳媒澄清事件，稱凍結

許智峯及家人戶口與干犯《國安

法》無關，但警方對許個人戶口

的 85 萬港元流動有懷疑，指控

他以眾籌為名挪用自己及他人戶

口獲益，因此暫時凍結許及相

關人士的戶口調查。對於戶口

多次被凍結及解封，李桂華稱

未有相關資料。許智峯其後再

於 Facebook 發帖指，眾籌所得

金額始終只存於律師樓戶口，並

無轉往任何其它戶口，「更遑論

所謂『挪用』」，他又公開今年 8
月由會計師簽署的核數報告，指

「光明正大，歡迎公眾查閱。」

台陸委會：考慮
修改港人來台法規

【看中國訊】香港前眾志成

員黃之鋒、周庭和林朗彥 12 月

2 日遭判刑。本週四，壹傳媒創

辦人黎智英也出庭申請保釋被

拒，明年四月再審。台灣陸委會

發言人邱垂正 3 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表示，「我們在兼顧國家安

全及防疫的要求下，正由相關機

關通盤研議，港澳居民來台居留

定居的制度及法規，希望能夠提

供港人來台就學就業的便利。」

具體方向包括鬆綁優秀畢業生來

台，放寬專業人士來台工作和投

資綠色通道。另外，對於因為政

治因素有緊急人身安全的香港民

主抗爭者，都在持續推進當中。台灣大企業頻遭黑客攻擊
【看中國訊】國際的資

安公司「BlackFog」最新的
報告，截至11月，全球的政府
及企業遭到駭客組織攻擊

並勒索的案件，高達228件。
當中，近3個月台灣有逾 10
家的上市企業被駭，最新的

受害者就是筆電大廠「仁寶

電腦」與工業電腦大廠「研

華科技」，兩廠被勒索之贖

金共高達10億元新台幣，約
4500萬加元。

台媒報導，全球武漢肺炎疫

情導致愈來愈多的企業開啟了在

家工作的模式，然而，家裡的資

安環境通常比不上公司內部，有

些民眾不但沒有使用正版的作業

港台簡訊

系統，還通過「虛擬私人網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連回公司的網路，給了

犯罪分子可趁之機。

自 10 月中旬後，逾台灣 10
家上市公司遭受駭客利用勒索軟

體攻擊，並且以每週 2 到 3 間

的數量來增加，行業則包含建

築、傳產、生技與汽車零件等。

而部分被害者已支付 200 萬元

到 500 萬元新台幣的贖金，以

換取遭駭資料之解密密鑰。

仁寶專門幫 HP、DELL、
Apple、Lenovo 及 Google 等

國外品牌做筆電代工，也是全球

第二大的筆電代工廠。不過 11

是地下黨員。她在 2012 年新書

《我與香港地下黨》中指出，香港

有一個地下共產黨領導網路，秘

密決定了所有的方針、政策。黨

員身份的特首把上級組織的指示

變成公開的政策向全港宣布、執

行；其後香港各政黨、組織、部

門、學校和機構中的地下黨員紛

紛出來表態支持。她說，香港人

一直被蒙在鼓裏，「港人治港」

己經變成地下黨人治港。

朱凱迪亦表示，根據目前香

港的情況，「中共地下黨員早已

遍佈於政府、法定機構、各大企

業、大中小學、社福機構、教會

和其他宗教團體、專業學會、業

主立案法團和各大社團。」此前

這些地下黨以親政府姿態低調替

中共護航，如今這 25 萬黨員可

以公開其黨員身份，建立相應的

黨委組織，「順理成章」地行領

導之權。他預計「民建聯」或有

可能併入「紫荊黨」，屆時「由

中聯辦領導的香港黨委系統全面

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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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指，眾籌所支付的私人

檢控及司法覆核等案件，已經全

面展開，質疑當局在他宣布流亡

翌日凍結他全家戶口，屬「政治

報復」。

許被凍結銀行戶口一事引起

香港社會廣泛關注。近日香港花

旗銀行等外資銀行出現開戶潮，

分行大排長龍，部份分行預約需

兩周，網站伺服器一度超出負荷

停機。

月 8 日，該公司傳出遭到勒索

程式侵入。「內部員工開啟電腦

後，出現藍屏畫面顯示『Your 
network was hacked.』（你的網

路已經被駭），並警告禁止關閉

電腦以及刪除任何檔案。」

有 1 名知情人士便透露，

仁寶的資訊科技（IT）部門曾

為此十萬火急地發出通知：「伺

服器遭勒索病毒攻擊，員工不要

連回公司內網，即使在公司使用

電腦也不要連上網路。」

該人士還表示，「攻擊仁

寶的駭客組職，正是近幾個月

相當猖獗的『DoppelPaymer』
（外界以該組織使用的勒索軟體

DoppelPaymer 稱之），對方要

求在 72 小時內支付 1,000 比特

幣，若不趕緊支付，贖金就會提

升至 1,100 枚比特幣。」

早前台灣人力銀行電腦系

統，疑遭中國駭客鎖定侵入，並

利用暗網專屬帳號「rootkit」，

將高達 592 萬 4397 筆詳細人身

資訊，張貼於中方「暗網交易論

壇」交易市場，駭客還表明將

以 500 或 1000 美元價格對外標

售。台灣國安局調查報告亦指

出，台灣 10 年來遭受的大部分

網絡攻擊來自中國大陸。

許智峯。（EP）

香港中大遊行
國安拘八人

【看中國訊】香港中文大學

在 11月 19日舉行網上畢業禮，

期間有數十人在校園內遊行，展

示反送中期間的抗爭橫幅和旗

幟，並高喊口號。 7 日，香港

國安處拘捕 8 人涉嫌參與未經

批准集結。 7 日下午，香港警

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

稱被捕的 8 名男子年齡在 16 至

34 歲之間，職業包括學生、社

工和兩名區議員，其中有 3 人

因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被捕。

左起黃秋智、李山、陳健文。（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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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宋悅採訪報導】

江西省贛州市農民李高禧告訴

《看中國》，他與原贛州市公安

局交警支隊直屬大隊副大隊長龍

期民入股合作經營景觀石業務。

然而，因公司效益不佳，龍

期民用恐嚇、威逼等手段，強迫

李高禧以 308萬元的超高價格，

接受龍期民夫婦的實際價值只有

20-30 萬元的股份。李高禧因拿

不出 308 萬元，還被強制入獄

18 個月。 2020 年 8 月 20 日出

獄後，李高禧四處上告鳴冤，卻

遭到各司法部門互相推諉。最後

連上告的材料都被銷毀了。

不久前，中共中央巡視組進

駐江西，他到中央第五巡視組接

訪地上訪，卻遭到當地政府人員

的攔截。來一夥自稱是本地公安

和公安廳的「截訪人員」收繳了

他的上訪材料。稍後又有兩名工

作人員「警告」他說，下次要是

再敢上訪，就屬於「犯法」，就

要抓起來「判刑」了。

走投無路之下，李高禧「翻

牆」求助《看中國》曝光當局惡

行，他表示，共產黨政府將他逼

得走投無路，「我現在只能呼籲

海外媒體關注我的冤案，要政府

還我一個公道！」

據大紀元報導稱，近期獲得

邢臺市政府外事辦 2020 年 4 月

2 日《關於疫情防控期間對公職

人員出國（境）護照實行集中

管理的緊急通知》。通知要求該

市各國有企業、駐市各單位對所

有持有護照人員進行全面摸排，

收繳護照進行統一管理，並要求

在 4 月 3 日 15:00 前上報情況。

此外，該報同時還獲得邢臺

多家國企 4 月 3 日上報的相關

落實情況。

冀中能源集團黨委組織部的

報告透露，該公司要求各單位一

律暫緩安排因公出國（境）任

務，職工因私出國（境）一律

暫緩。

該報告還透露出中共的政策

是「應備盡備、應收盡收、應查

盡查」、在疫情期間凍結全部因

私出國（境）事項審批。而對

於全部具有管理人員身份的在職

人員則需在公安機關登記備案並

收繳因私出國（境）證照。

報告指出，截至 4 月，冀

中能源集團本部及所屬駐邢子公

司冀中股份公司、邢礦集團等

單位持有出國（境）證照人員

1,373 人，共計 1,552 本，「應

收盡收」。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委員

會組織部的《冀中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出國（境）證照實行集中

管理落實情況總結》稱，該公司

先後三次進行出國（境）情況

和證照持有情況摸底排查，在原

有科級及以上幹部證照集中管理

基礎上，將一般管理人員和普通

工人也納入單位集中管控範圍

內。甚至對離退休職工、職工近

親屬出入境證照都要摸排登記。

另外，該公司還對因私護照

進行分級管理。礦處級幹部因私

出國（境）證件由公司組織部

集中保管；科級幹部、一般管理

人員由各單位組織部集中保管；

其他職工由所在單位組織人事部

門收繳，集中管理；公司機關科

級及以下人員，則由公司機關黨

委集中管理。

文件稱：「確保應收盡收，

集中管理」，「確保不漏一人，

不漏一證，一律收繳，由所在單

位統一管理」。

河北興泰發電有限責任公司

及河北順德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的

報告中也顯示了對所有人員持有

的護照「應收盡收」、「統一管

理」的類似信息。

更為誇張的是，河北省電力

有限公司邢臺供電公司等國企竟

然還要求員工簽訂不出國的承諾

書。

此外，除了公職人員和國企

員工外，早前也有信息顯示，學

校教師、醫護人員的護照也受到

中共的收繳管制。且有越來越多

人護照被強制上繳，違者則受到

懲處。

今年 11 月 12 日，中共移

民管理局發布聲明指，將嚴格控

制不必要人員跨境活動。聲明中

稱，繼續暫停外國人持部分有效

簽證、居留許可入境，繼續暫停

口岸簽證和區域性免簽政策；從

嚴審批中國公民旅遊等非必要事

由的出入境證件申請，及勸阻和

限制內地居民旅遊、探親、訪友

等非必要、非急需出入境活動。

目前已經關停了 46 個陸地口

岸、66 條邊民通道。

大陸民主公益人士董廣平認

為，中共以控制疫情為藉口，嚴

控人員跨境活動等一系列動作，

實質上是反映出了中國外匯的嚴

重緊缺。因申請出國旅遊等需要

兌外匯，現在防止外匯流出。他

還表示：「因為現在世界各國因

疫情對中共進行譴責並且追責，

中共就要防止外界（國外）對

其不利的信息傳入。出於對外

匯、輿論控制、疫情控制等很多

的考慮，都是因中共的恐懼、它

害怕。」 

中共國企大規模沒收護照 外媒曝內幕
【看中國2020年12月

9日訊】自武漢肺炎疫情
爆發以來，屢屢傳出中國

民眾出境被禁的消息。近

日，海外中文媒體獲得多

份文件顯示，疫情期間嚴

控國民出境，大量國企員

工的因私護照被沒收。

河北國企收繳員工護照內部文件（圖片來源：大紀元）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合報導】

中國人口問題愈趨嚴重，據中國

人口報告 2020 顯示，中國不僅

面臨人口急劇萎縮的總量危機，

還面臨著少子老齡化的結構性危

機，外加勞動力不足等問題。中

共專家也於近期就人口問題先後

表態，指出生育率過低應開放三

孩。 12 月 9 日，關於開放三胎

的相關話題再度衝上微博熱搜，

引起巨大爭議。

10 月 26 日，恆大經濟研究

院院長任澤平在最新發布的人口

研究報告中稱，生育政策已被人

為延誤太久，應立即全面放開並

鼓勵生育，建議先放開三胎。有

分析指，按照這個思路，也許未

來全面放開人口限制的政策就會

出現。

10 月 28 日，華東師範大學

社會發展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丁

金宏對時代財經表示，全面開放

生育是大勢所趨。他說：「沒必

要討論開放三胎，要鼓勵生育就

直接全面開放。」

11 月 14 日，中共政協經濟

委員會副主任、工信部前部長

苗圩在「第 11 屆財新峰會」上

表示，全面開放二胎後，並沒

有引發生育高峰，生育率不增

反減。他還指出 2019 年新生兒

的出生率降至 10.48%，出生嬰

兒 1465 萬人。他並預估未來至

2030 年，出生嬰兒將降至不到

1100 萬人。

12 月 1 日，中國人口生育

率總和跌破警戒線的相關消息登

上了微博熱搜。微博中提到，中

共民政部部長李紀恆於近日撰文

表示，中國適齡人口生育意願偏

低，人口發展已經步入了關鍵轉

折期，新生人口數量已經連續數

年下降。

12 月 9 日，關於專家建議

開放三胎的相關話題，再度衝上

了微博熱搜。截至發稿，該話題

在微博的閱讀量已經超過 4 億，

討論超過 5.6 萬條。

網友們憤怒表示：「以前計

畫生育，多生一個就罰款，交不

起罰款就抄家，甚至把人家的傢

俱等各種東西砸的稀巴爛。現在

都不想生娃了，人口危機來了，

不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倒叫人生

三胎，什麼狗屁專家？」

「現在離婚也難，就鼓勵

生，誰來養？不想著提高保障，

還三胎，真是搞笑 !」
「一天天整這些沒用的建

議，真是閑的。」

「老一輩的韭菜割不動了，

就想重新種新的韭菜。誰知道老

韭菜留下來的種太過於理性，現

在不想任人宰割了，你說氣不

氣？」

「之前少生優生，咋？現在

不管質量了？」

「別到頭來，又學計畫生育

那一套，生不夠三個，罰款，抄

家。」

「啥都沒有還讓生三胎？想

想你們之前的計畫生育有多可

惡！噁心的專家！」

有網友說：「婚都結不起，

還生三胎？」、「真以為我們都

是年薪百萬嗎？」還有網友調侃

稱：「生一個國家發套房，生兩

個發兩套，生三個發三套，教育

全免，國家養老，此條有效，我

立馬生。」

中國開放三胎引爆輿論爭議 拜登新聞發言人 
曾戴鐮刀斧頭帽

（pixabay）

NASA發展 
外星經濟

【看中國訊】美國太空總署

NASA 與 4 家得標公司簽約，

未來將購買這些公司開採到的月

岩樣本。NASA 期望該計畫能

在 2024 年完成，最終目標是希

望能學習使用月球資源，藉此能

支撐人類在月球上永久生活。

價格方面，科羅拉多州

Lunar Outpost 開 價 只 要 1 美

元、 盧 森 堡 iSpace 與 東 京

iSpace 皆是 5000 美元，加州馬

斯騰太空系統（Masten）的價

格是 1 萬 5000 美元。

NASA 高層戈爾德（Mike 
Gold） 表 示：「我 們 認 為 建

立起私人企業開發資源，並

由 NASA 購買的先例十分重

要。」。美方明確地宣示，目標

是為建立「外星經濟」，不僅實

現科學研究外，也要能實現私人

企業在外層空間也能有商業活

動。

不過，開採月球資源仍存在

著爭議。英國的納勒迪太空法規

與政策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海倫．

恩塔貝尼（Helen Ntabeni）曾

表示：「很明顯，不管意圖是將

資源帶回地球還是存放在月球上

供月球生產所用，開採月球都絕

對會帶來傷害。」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剛被拜登任命為新聞發言人

的珍妮弗 ‧ 普薩基（Jennifer 
Psaki），因曾戴嵌有共產黨鐮

刀斧頭標誌的帽子，成為輿論關

注焦點。

普薩基在奧巴馬時期曾擔任

白宮通訊主任、白宮副通訊主任

和白宮副新聞秘書。

普薩基被任命為新聞發言

人不久，有網友在社交媒體翻

出她在 2014 年 1 月與俄羅斯大

使謝爾蓋 · 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 和 俄 羅 斯 女 發 言

人瑪麗亞 · 扎哈羅娃（Maria 
Zakharova）的合影。照片中，

普薩基戴著一頂有紅五星和共產

黨鐮刀斧頭標誌的粉色帽子。

該照片在網絡廣傳後，有

評論認為，普薩基的行為不可

原諒。美國保守派媒體每日來

電（Daily Caller）副主編弗吉

尼亞 · 克魯特 Virginia Kruta 發

問，「在佩戴共產黨標誌的同時

又代表美國？這樣的背景能讓外

界接受？」

「這 是 不 可 原 諒 的」，

Townhall.com 作 家 加 布 里 埃

拉 ‧ 霍夫曼（Gabriella Hoff-
man）在推文中強硬表示，「如

果您厭惡納粹主義和納粹符號，

那麼您也應該憎惡共產主義的錘

子和鐮刀……」

事實上，拜登的團隊中已

經有多人被發現與中共的關係

密切。其過渡國務院團隊審查

小組中，被曝至少有 4 人來自

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美國媒體「國家脈動」（The 
National Pulse）11 月 24 日 發

表文章表示，奧爾布賴特石橋集

團被中國共產黨控制。

此外，據美國《紐約時報》

等媒體報導，拜登國安、外交

團隊部分成員，與華府戰略諮

詢 公 司 WestExec Advisors
和 投 資 基 金 公 司 Pine Island 
Capital Partners 關係密切，包

括他提名的國務卿布林肯、國

家情報總監人選海恩斯（Avril 
Haines），以及可能成為首個女

性國防部長的傅洛依（Michele 
Flournoy）。

【看中國訊】美國當地時間

12 月 5 日傍晚，川普總統攜夫

人親自趕赴喬州參加公眾集會，

為兩位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助

選。至少有上萬支持川普的民眾

在那裡等候總統的光臨。

從網路上看到，這次喬州的

集會，參加的美國民眾聚集在瓦

爾多斯塔市（Valdosta）機場，

情緒高漲，支持川普的喊聲一浪

高過一浪，彼此起伏，場面非常

熱烈。

但記者發現美國所謂的這

些主流大媒體均未報導這個消

息。《看中國》記者採訪了美國

南卡來羅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

授謝田博士。謝田對此指出：

「我給大家透露些很有趣的小故

事。一個是組織者給這些媒體

都提供了一個 WIFI 上網，上網

的名字叫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讓美國再度強大，上

網的密碼你猜是什麼？ Rigged 
election，再有個驚嘆號，欺詐

的選舉！換句話說，這些所有

的媒體包括那些左派的媒體，

他要用這個網的時候，必須把

rigged election ！欺詐的選舉輸

進去作為密碼，才能進去。所以

我想他們肯定很尷尬。我覺得組

織人或者川普團隊這幫人很幽

默，這是很典型的美國式的幽

默。」

據謝田介紹，他還看到了那

些主流媒體。「實際上他們都在

場。這次我去看了一下，發現前

面這五臺攝像機上沒有一個有標

籤，看不出來，沒有 LOGO，

不知道是哪個媒體。

這五個給的是前面最好的位

置，然後在後面一點、高一點

的，提供了幾十個位置，是給其

它那些小一點的媒體，比方說新

唐人、大紀元，還有 OANN，

還有 Right Side。
後來我發現那前面那五

個，那麼好的位置是誰呢，後

來我算了一下，實際上就是

ABC，NBC，CBS，FOX， 還

有 CNN，這些美國的傳統五大

媒體，他們實際上都在那裡錄

像。」

謝田認為，他們不敢放自己

媒體的臺標是因為他們怕挨罵，

美國民眾對他們非常憤怒。「川

普演講的時候，川普說到這些

Fake Media 假新聞的時候，很

多觀眾轉過頭來對著 CNN 等那

五個鏡頭大聲喊，CNN 太差勁

了，太糟糕了，大家一起喊。我

覺得這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媒

體墮落也是夠可憐的，現在乾脆

連 LOGO 都不敢放，怕人認出

來，有點像落水狗一樣的，非常

灰溜溜的。」

當記者問到，這些主流媒體

既然都去了，也錄像了，為什麼

不做報導？謝田對此認為：「這

個就是典型的完全有違媒體的職

業道德行為，他們現在根本就是

刻意有意的掩蓋事實。但是他們

要錄，他們知道這是珍貴的，要

不然他們還派人去幹什麼呢？我

覺得是不是他們以後要攻擊川普

的時候要有資料可用，這是唯一

我能想到的，這些媒體太墮落

了。」

謝田進一步表示：這些媒體

完全沒有任何的客觀性和公正

性，完全喪失職業道德。謝田

最後指出；「昨天我看到一個數

據，在線上時時觀看的，新唐人

是 220 多萬，另外一個公司大

概是 1 百多萬，FOX 福克斯只

有十幾萬，跌得很慘。美國人民

已經開始知道在選擇什麼樣的媒

體，這些造假的媒體或者刻意掩

蓋的媒體，故意不報的媒體，欺

騙的媒體，他們實際上也要付出

商業上的代價。」

喬州集會：美五大主媒同去現場 集體沉默
訪民遭威脅 
再上訪就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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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光照幫組織嚴

密，有許多級別，最外表自稱是

個慈善性的組織，而最高的級別

崇拜的是魔鬼撒旦（黑太陽）。

光照幫的意識形態來自太陽教，

其政治綱領其實就是共產主義的

政治綱領，其主要的政治綱領歸

納為以下幾點：廢除所有王朝和

各國政府；廢除所有的宗教信

仰。用一個所謂的「新宗教」來

代替，這個新宗教就是基於唯物

主義的無神論；廢除私有財產

( 即「共產」)；廢除財產繼承；

廢除愛國主義，提倡國際主義；

廢除家庭。通過廢除婚姻，以及

和家庭相關的價值觀和道德、倫

理（即「共妻」）。

光照幫的目的，是通過摧毀

一切社會秩序的世界共產主義革

命運動，建立一個不信神的、完

全專制獨裁的、沒有人權和道德

的法西斯共產主義世界政府（共

產黨稱為無產階級專政）。這些

其實就是共產主義的宗旨。共產

黨就是要摧毀人類文明，實現所

謂的「共產主義幸福大家庭」。

1782 年，秘密組織召開了

一次世界性的秘密大會，在這次

大會上光照幫確立了它在全球秘

密組織中的領導地位，從此以

後，光照幫控制了秘密組織。光

照幫（及其背後的太陽教勢力）

於 1789 年發動了法國大革命，

在 1792-1794 年間，實行了巴

黎公社。現在人們說的巴黎公社

其實是第二個巴黎公社。

從共產主義的來龍去脈中，

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共產主義

源自秘密的魔鬼崇拜。中國是光

照幫（及其背後的太陽教——魔

鬼崇拜者）的最重要目標，中國

當時是經濟最強大的國家。為了

達到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的邪惡

目的，光照幫首先就是把中國搞

亂，大力削弱中國國力，然後乘

亂把邪惡共產主義輸入中國。

中國的鴉片戰爭實質是怎麼

發生的呢？

光照幫第一任幫主魏薩普

在 1830 年去世後，光照幫內部

發生了一番激烈的內鬥，英國

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勛爵（Lord 
Palmerston,1784-1865）秘密地

成了光照幫的新幫主 [2]。帕默

斯頓勛爵成為光照幫的新幫主之

後，從 1830 年起，被光照幫控

制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馬上快速地

向中國大量輸出鴉片，最終導致

了鴉片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的

時候，英國外交大臣、同時又是

光照幫秘密幫主的帕默斯頓勛爵

主導英國外交，他極力主張發動

鴉片戰爭，派兵攻打中國。第二

次鴉片戰爭的時候，帕默斯頓勛

爵已經成了英國首相，他一手發

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透過表面的現象，我們不難

看出，兩次鴉片戰爭的背後推手

是帕默斯頓勛爵領導的光照幫，

目的是把中國搞亂、搞垮，讓中

國人失去民族自信心，從而讓共

產主義乘亂進入中國，奴役中國

人。共產主義是魔鬼摧毀中國的

致命武器，共產黨是真正的反華

勢力。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不久，

1847 年 5 月，光照幫在法國斯

特拉斯堡召開了一次非常重要的

秘密會議，會上決定在 1848 年

春公開發動共產主義革命奪取政

權。共產主義革命運動急需理論

指導和宣傳上的支持，光照幫

的分支組織「正義者同盟」（後

來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於

1847 年 11 月雇佣了馬克思，

在光照幫現有的共產主義理論基

礎上，於 1848 年編輯整理出版

了《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

言》的第一句話就是：「一個幽

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

蕩。」共產主義出自魔鬼崇拜的

太陽教，這個共產主義幽靈也叫

共產邪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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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主義理論的
成熟與走向公開

12 月 7 日下午美國國務院

發表了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 14
名副委員長的制裁，全國人大常

委會一共是十四名副委員長，一

網收盡，很久沒見到這種狠招

了。他們對港版國安法一致投

了贊成票，所以就都成了制裁對

象。這是對從上個月以來，開除

了 4 名香港立法會議員之後香港

一系列局勢變化做出的反應。開

除 4 名立法會議員之後，香港

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總辭職，相

當於香港立法會已經變相解散，

改成了香港市人大了。

這次制裁的亮點是繞開了起

草港版國安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工委（法制工作委員會），反

正那也是個下級辦事機構，直接

打到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副

國級這一級）把他們一網收了。

但留了一手，就是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栗戰書。其實他從去年反送

中以來，在香港問題上發揮的作

用已經超過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

小組組長韓正、成了習近平以下

的香港第一責任人。（編者註：

外媒曾爆出內幕，川普團隊此前

列出的一份制裁名單中，包括韓

正和栗戰書。但川普總統最終撤

下了兩人。）

如果說這個星期的制裁是對

剝奪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做出的反

應，那還壓了最後一槍，是針對

關押黃之鋒、周庭、黎智英他們

作出的回應，那在明年一月下旬

之前還有一次出手的機會。

怎樣制裁呢？首先是簽證制

裁，這些人和他們的直系親屬不

能來美國。然後是他們在美國管

轄範圍之內的財產，哪怕是被美

國人擁有和控制的（就是或者

由別人代持、或者委託給別人管

理、或者他們是非控股股東所

擁有的股份這一類財產）都會

blocked（凍結），美國人也不

得與他們發生交易關係。

其實我一直認為財產制裁這

方面最有殺傷力的做法是公開，

不管是房產、還是證券類資產，

凍結了哪些資產公諸於眾。這才

是震撼力最大的大招。你有資產

在美國被曝光，請問黨的紀檢監

察部門要不要去查呢，不查吧等

於說反腐是假的、自我打臉；去

查吧又是不可能的，等於是顛覆

了中共的高層。不查是動搖黨的

根基、去查也是動搖黨的根基。

他們能做的只能是矢口否認，說

我們被制裁的官員都是清廉的，

沒有財產在美國的。那行，你不

承認正好美國政府順勢沒收，宣

布今後在適當的時機把這些財產

歸還給中國人民。所以只要爆光

中共高層財產，就有極大的可信

度。

中美較量，北京當局那些厲

害的招術都是陰的、暗的，這是

它力量的來源，搞這些活它比較

擅長。美國的厲害的招術在明

處，以堂堂之旗、正正之師的方

式去做事，習近平就沒轍了。川

普政府過去四年一直沒有撕破臉

走到這一步，是因為覺得在很多

事上還要和北京打交道。到現

在這個關頭就看能不能走出這一

步，而現在確實也是有很多跡象

表示，中共對這次大選有很深的

干預，中共都走到這一步了，也

會大大推動川普再往前一步。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文：文昭

美國為何制裁
中國人大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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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 12 月 3 日發表的視頻

講話，看後覺得這確實是川普自

稱的「最重要的講話」，內中釋

放的信號極不尋常，甚至堪稱重

大。有些人比如個別川黑不屑一

顧地說，「川普的話讓人感覺到

一系列推文串在一起」，這是缺

乏起碼的政治嗅覺之論。

重要性體現在哪裡？我體會

主要有三點：

一、這是大選投票日、尤其

是計票數據顯示川普「敗選」以

來他就大選問題第一次發表講

話，從有關視頻和照片中可以看

出，他的神態之嚴肅、場面之莊

重，完全是向世界發表宣言的架

勢。所以前面美國媒體稱他「認

輸」或「接近認輸」云云都是造

謠。

二、講話現場沒有聽眾（鏡

頭沒掃），沒有記者，顯示沒有

安排互動提問環節。告訴大家一

點小常識：西方國家領導對公眾

講話，越是不安排現場互動提問

的，就越是重要，意思是不做解

釋，沒有補充，更不接受任何質

疑。

三、講話內容尖銳而凝重，

除了對大選舞弊的激烈指責之

外，川普以大選爭議以來前所未

有的決絕態度反覆表明瞭自己不

妥協、不低頭的強大決心。比如

他說：「我們將捍衛選舉的真實

性，並確保每一張合法的選票都

被計算，每一張非法的選票都不

能被計算。這不僅是為了我所得

的 7400 萬張選票，更是為了確

保美國人對本次大選和未來的選

舉充滿信心」；他又說：「作為

總統我而言，沒有比捍衛美國法

律和憲法更高的職責」，「為了

守護美國的憲法和法律，我將不

惜一切代價和生命！這是我的

職責！我要行使我的職責」；他

還說，「這是關於我們的民主制

度，關於我們神聖的投票權，為

了這神聖的權利，我們一代又一

代的勇士為此流血犧牲」；最後

他說：自己任期內取得的一切執

政成就「都不如即將要做成的這

件事更重要，就是恢復我們國家

投票的誠信。這是保護我們國家

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們不

能夠在 2020 的大選中把這種欺

詐現象清除出來，我們國將不

國」。

川普的這個講話是在他的律

師團隊在各州訴訟連遭敗績的情

況下發表的，難道他看不出自己

的訴訟維權前景黯淡嗎？是什麼

底氣支撐著他在這當口不是準備

體面「收攤」、反而如此高調發

聲？

川普在講話中並未摒棄爭取

司法支持的努力，比如他提到大

規模舞弊的證據「希望法院也能

看到，並做正確的事情」。但

他更加強調的是自己作為總統所

肩負的守護憲法的使命，並誓言

「為了守護美國的憲法和法律，

我將不惜一切代價和生命」，這

在我看來就是向世人明示：他已

經決心以總統的身份，從行政而

不是司法途徑出擊，挑破大選舞

弊的膿瘡，扭轉整個局面。

美國的司法系統面對川普團

隊的大規模舞弊訴訟，不顧基本

的法律原則和訴訟規則，無視擺

在面前的大量證據，採取了完全

不作為的應對方式，如此非法操

弄，加上大量舞弊證據所揭露的

驚心動魄的內幕，恰恰凸顯了國

家安全方面遇到的嚴重問題，由

此甚至引發了一場深刻的憲政危

機，而這剛好是美國最高行政當

局也就是總統當仁不讓有權去管

的問題。

如何「保衛美國」？啟動

憲兵編製是一種選擇。美國上

次啟用憲兵編製是在林肯時

期，平叛後迎來和平，隨之憲

兵編製取消，軍事功能恢復至

對外不對內。肯尼迪任期內，

曾出現過憲政危機，他當時就

打算臨時搞憲兵編製，並為此

寫 下 了 JFK NSAM 57 備 忘

錄，沒等到落實，他就遇刺身

亡了。精明的川普，面臨即

將出現的憲政危機，於 2020
年中期，終於落實了肯尼迪

的憲兵編製備忘錄，前不久

將 憲 兵 編 製 Civilian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SOF）的

指揮權，對接到代理防長直接

指揮下，並已經小試牛刀，在

德國繳獲 CIA 內部叛國分子正

在搗鼓的 Dominion（多貓膩）

伺服器。

這是根據後來相關視頻間

接判斷的。SOF 憲兵部隊首領

Ezra Cohen-Watnick，解釋為

何他領導的軍事小分隊，要對代

理國防部長直接匯報。他強調：

這是對肯尼迪未竟事業的承前啟

後。本質上是憲兵編製，主要功

能是護憲，即在司法護憲力所不

及之時的軍事加持。

憲兵部署於戰時護憲，例

如：軍管、戒嚴、逮捕叛國者

等，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必須

具備充分必要條件：1、頒布國

家處於緊急狀態；2、違憲證據

鐵證如山，且司法系統無力制

止，或者也許司法能制止，但時

效性不足以應付緊急狀態。

正 如 美 軍 參 聯 會 主 席

Milley 將軍所言：軍人只忠誠

於憲法，絕不效忠任何獨裁者或

暴君。不要幼稚地認為這是說給

川普聽的，他是說給任何企圖靠

違憲上位的總統聽的。

所以，川普必須掌握了實錘

的鐵證，證明前述充要條件滿

足，才能觸發、接引雷霆之力。

中國人對憲兵一詞並不陌生。前

朝中華民國就有憲兵，退縮臺灣

後，憲兵編製逐步取消。隨著大

量違憲的選舉舞弊案的證據一波

波曝光，川普調動憲兵軍管的充

分必要條件，成熟度已經接近至

少 90% 以上。

川普已系統地發表了他有生

以來最重要的護憲宣言。勿謂言

之不預！

◎文：佚名

川普最重要講話釋放非常信號

光照幫的政治綱領，

是馬克思共產主義的

雛形。《共產黨宣

言》並不是馬克思的

原創，其主要思想和

觀點都是光照幫的。

加入共產黨組織時的

宣誓儀式，並不是走

形式，而是一個完整

的祭祀活動，實際上

是與撒旦簽下生死契

約。網圖）

https://www.lsiin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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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有鑑於中共軍事大規

模擴張所導致印太地區不

穩定性的加劇，美、英、法

等西方主要國家正積極整

備於該區的軍事力量，並加

強與日本等的軍事整合。

美重啟第一艦隊   維護印太安全

重啟第一艦隊                             
抗衡北京印太軍擴

據法廣報導，美國海軍部發

言人多西（Jereal Dorsey）於 12
月 3 日向媒體證實，美國海軍

正在重建第一艦隊，以確保海軍

在大國競爭時代保持海上優勢。

而重新啟用第一艦隊的「行政要

求」正處於最後的協調階段。

根據美國海軍部的戰略構

想，原本駐紮在日本橫須賀的第

七艦隊防衛範圍，將一分為二。

西太平洋地區仍屬第七艦隊巡弋

範圍。而新成立第一艦隊的未來

作戰範圍，則將以南中國海到印

度洋為主，以一南一北之姿全面

掌握印太地區的海上樞紐。

海軍部長肯尼思 ‧ 布雷斯

韋 特（Kenneth Braithwaite）
表示，美海軍不能僅僅依靠位於

日本橫須賀的第七艦隊來覆蓋該

地區，而是必須尋求其他的盟友

和夥伴。他表示，第七艦隊軍艦

經常用於任務執行，在臺灣海峽

巡弋，及南海自由航行。然而，

在南海，中共已經在有爭議的水

域的人工島嶼上建立了軍事設

施。與此同時，中共的海軍一

直在迅速發展，目前已建立 350

隊是美海軍部署規模最大的艦

隊，擁有 50-70 艘艦艇和潛艇，

150 架飛機和約 2 萬名水兵。其

近 4800 萬平方英里的作戰區域

從太平洋中部的國際日期變更線

延伸到印度與巴基斯坦邊境，從

北部的千島群島延伸到南部的南

極，涵蓋 36 個國家與全球 50%
人口，防務之沉重不言可喻。

而之前遭解編的美國海軍第

一艦隊，則是以 1945 年解編的

第三艦隊為基礎，於 1946 年建

立，1948 年投入戰場，原屬美

國太平洋艦隊，負責西太平洋作

戰任務。 1973 年 2 月 1 日正式

除役，回復第三艦隊番號，負責

美國西岸的安全。根據規劃，未

來第一艦隊成立後，將以新加坡

或者澳洲為據點，將負責波灣到

印度洋的第五艦隊，以及現在的

第七艦隊的防禦範圍連結到一

起。至於第三艦隊仍將持續維持

編制與美西防務範圍。

英國強烈關注印太                  
另根據日本共同社的報導，

中共對南中國海透過軍事威嚇所

遂行的主權聲索，以及對香港問

題的強勢做法，也同時引起英國

的強烈關注。也因此，英國有意

派遣海軍進駐西太平洋，而日本

也希望與海上傳統強權的英國進

行深度交流，就維護海上秩序的

立場與中共進行制衡。

據日本官方人士透露，英國

最快將於明年初派遣「伊麗莎白

女王」號航母打擊群巡航日本近

海，並計畫屆時與日本海上自衛

艘各式艦艇。今年 9 月，解放

軍軍方將 2 艘航母共同出海訓

練，其第 3 艘航母的建造工作

還在繼續，預期將會建立 9 艘

航母。布雷斯韋特表示，中共在

南海軍事擴充的快速程度，已無

法單靠第七艦隊抗衡。

美：提供強大威懾力            
保障盟邦

媒體分析指出，一帶一路政

策的成敗，繫於中東與東南亞海

上通道的順暢。因此，將美國海

軍勢力排除印太，已成為中共的

重要戰略。中共也對此，在印太

地區透過一帶一路的掩護下，同

步展開海外海事基地的擴建。如

非洲東北部亞丁灣西岸的吉布

地、規劃中的柬埔寨、已簽署的

巴基斯坦瓜德爾港、斯里蘭卡的

漢班托塔港等等。而其中吉布地

在名目上就以「後勤保障基地」

明確其軍事基地地位，也是中共

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

布雷斯韋特強調，中共從北

極一路到印太地區的威脅，已讓

美國盟友深感憂心。雖說殖民時

代的陰影讓印太地區，特別是東

南亞，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有所排

斥，但中共近年來的龐大軍事威

脅，也讓這些國家深切意識到，

美國在安全防護上的重要性。

布雷斯韋特因此強調，「我

們必須尋求印度、新加坡等盟國

合作，並將一支編制龐大的艦隊

放在那裡」。他指出，為尋求

使它更具有遠征性，其巡航範圍

將橫跨太平洋。他強調，這都將

讓該區的盟友和夥伴清楚看到這

支艦隊能最好地協助他們以及協

助美國自己。

完成各艦隊全球無縫整合

美海軍第七艦隊是美國在印

太地區部署的唯一艦隊。它包

括「里根號」航母打擊群，該打

擊群有時會得到駐紮在聖地亞哥

的第三艦隊的艦艇支持。第七艦

英國將於明年初派遣「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打擊群巡航日本近海，

並與美日聯合軍演。（公有領域）

隊和美國海軍合作進行聯合演

習。軍演位置包括日本西南部琉

球群島島鏈。而打擊群的機、艦

後勤維護，將選定在日本愛知縣

的三菱重工基地進行。於 2017
年服役的「伊麗莎白女王號」航

母艦重 6.5 萬噸，長 280 米，

可搭載 36 架 F-35C 海基版閃電

II 型戰鬥攻擊機，是英國海軍有

史以來最大的艦艇。

英國此次的軍事部署，其法

源根據是源於朝鮮戰爭經聯合

國通過的《朝鮮聯合國軍地位協

定》。該協定讓英軍能夠在橫須

賀、長崎及沖繩等駐日美軍設施

及區域接受補給。

法將與美日軍演

除了美英兩國對該區的高

度關切外，法國也同時表達了

對中共染指該區自由航行權的

關注。據法廣引述日本《產經新

聞》12 月 6 日報導稱，法國將

和日本、美國在日本一個離島附

近於明年 5 月舉行首次陸海聯

合軍演。法廣報導指出，法國

海軍參謀長皮埃爾 ‧ 范迪埃（ 
Pierre Vandier）在月初與日方

官員交流時表示，中共的壓力令

人擔憂，（地區的）力量平衡被

打破，他們在領海方面具有「非

常強硬、非常征服性的行為」。

在此一層面上，他在他的印太政

策上強調了多邊主義的重要性，

並提到了印度、越南、印尼、澳

大利亞、菲律賓和日本等國家的

合作。並表示日法雙方對此具有

高度共識。

◆歐洲聯盟 7 日通過歐盟

版的《馬尼茨基法》──「歐洲

聯盟人權和民主行動計畫」，將

有權對全球侵犯人權者祭出制

裁，適用於刑求、奴役或系統性

性暴力等案例。法案將允許歐盟

揪出全球各地的侵犯人權者、凍

結他們在歐洲的資產，並禁止他

們踏足歐盟領土。不過，制裁的

前提必須是犯下「嚴重侵權」事

件，且成員國有最終定奪權。這

項新的制裁制度僅會在會員國一

致同意時生效。

◆法國前總統薩科齊被懷疑

涉嫌於 2007-2012 擔任總統期

間，通過其律師赫爾佐格，從最

高法院大法官阿奇伯特那裡獲得

受司法保護的法國女首富貝當古

涉嫌非法資助薩科齊一案的秘密

信息。檢察官控告薩科齊腐敗和

濫用影響力徇私，要求判處四

年徒刑，其中兩年緩刑。並要

求判處同案的前最高法院法官

吉爾貝特．阿奇伯特（Gilbert 
Azibert）和薩科齊的朋友兼律

師蒂埃裡．赫爾佐格（Thierry 
Herzog）同樣的刑期。薩科齊

12 月 8 日在法庭自辯中嚴辭否

認所有指控，在接下來的兩天

內，被告還將進行辯護。律師表

示，她的顧客薩科齊充滿信心，

撤銷檢方的起訴「非常容易」。

◆俄羅斯空軍一架 IL-80
「末日飛機」日前傳出發生離奇

竊案，歹徒趁著飛機在羅斯托夫

地區的一個機場進行維修時，將

機內共 39 個無線電通訊設備偷

走，官方至今仍無法確定歹徒身

份，被盜物也下落不明。目前當

地警方已調查維修部門的負責

人，並認為凶手是機場內部人

員，正加緊審訊相關人員及搜查

證據。據瞭解，IL-80 型飛機於

1985 年首飛，目前共建造了 4
架，都在服役中。

◆歐盟主流媒體 POLITI-
CO Europe 於 8 日公布了年度

歐洲最有權勢人物，其中對臺灣

友善的捷克布拉格市長賀瑞普因

勇於挑戰中共和俄羅斯威權而第

一次入選。該媒體評論稱，賀瑞

普受到了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的啟發，不只反抗本國

的民粹總理巴比斯，且與莫斯科

及北京的獨裁者作對。在中東歐

地區似乎有威權復辟的趨勢，他

試圖將捷克的首都建設成為自由

主義者的希望燈塔。賀瑞普不惜

犧牲布拉格的經濟，也要與北京

對抗，甚至棄北京而與臺北締結

為姊妹市；8 月底，在賀瑞普的

陪伴之下，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

齊率團訪問臺灣。該刊認為，現

今捷克的在野領袖已經成了歐洲

支持臺灣的最前線。

◆德國聯邦政府近日依照

《對外經濟法》，阻止中共軍工

企業收購德國公司 IMST 企業

的計畫。該企業在衛星通信、雷

達和無線電技術等國防領域擁

有「至關安全的關鍵技術」，若

落入第三國之手，將威脅德國未

來的無線電通信系統。總理默克

爾已叫停該收購計畫。德國《商

報》12 月 3 日報導指出，該公

司是德國航空航天中心（DLR）

的合作夥伴，為國防軍提供多種

產品和服務，從事商業無線電技

術已有 25 年，也參與 5G 技術

的開發。德國國防部以億位數的

價格購買了該公司的數據，用這

些數據計算出了用於軍事目的的

高精度 3D 數字高程模型，該模

型用於偵察、指揮、模擬和武器

系統。

◆澳大利亞著名報紙《悉

尼 晨 鋒 報》的 母 公 司 Nine 
Entertainment 已經悄悄停止了

每月一次的給中共提供宣傳的

「插頁」廣告。由中共官方英文

喉舌《中國日報》製作的長達八

頁的「中國觀察」報導，已在

《悉尼晨鋒報》、《時代報》和《澳

大利亞金融評論》上每月發行數

年。這是先前這幾份報紙的所有

者 Fairfax Media 在 2016 年與

《中國日報》達成的一項交易的

一部分。《衛報》12 月 9 日首

次報導說，Nine Entertainment
已於六個月前決定不續簽這份有

利可圖的合同。此前，全球媒體

組織在 COVID-19 大流行中做

出了類似決定，其中包括今年四

月份，英國《每日電訊報》做出

終止與《中國日報》插頁廣告合

作的決定。

◆英國首相約翰遜 12 月 8
日表示，必須承認，是時候選擇

無協議脫歐和放棄談判的時刻可

能會到來。據《路透社》報導，

在被問及他是否會試圖達成協議

直到最後一刻時，約翰遜表示，

「是的。」「我們總是抱持希望，

但你知道或許會有這樣的時刻到

來，即我們必須承認是時候宣告

結束了，這就是現在的情況，」

約翰遜表示。

◆ 特 斯 拉（Tesla） 首 席

執行官伊隆 ‧ 馬斯克（Elon 
Musk）12 月 8 日證實，他已離

開加利福尼亞州，到德克薩斯州

落戶。加州擁有全美最高的所得

稅，而德克薩斯州則沒有州所得

稅。對馬斯克來說，遷往德克薩

斯可能意味著節省數十億美元的

稅收。據彭博新聞社報導，被這

名首席執行官一起帶到德州的還

有他的私人基金會—馬斯克基金

會（Musk Foundation）。根據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洛杉磯分會的

數據，在過去十年中，有超過

15 萬人離開了加利福尼亞州。

有人戲稱其為「出埃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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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中 國《證 券 時 報》12
月 8 日報導，高盛集團（The 
Goldman Sachs Group,Inc.）
已於近日和合資夥伴簽署了最終

協議，收購高盛高華證券全部剩

餘股權。

高盛高華由高盛與北京高華

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合資組建，總

部位於北京金融街。北京高華證

券有限責任公司擁有高盛高華

49% 股權。根據 Dealogic 的數

據，自 2004 年至今，高盛在中

國股票和股票相關發行排名處於

行業首位。

高盛已經完成了對高盛高

華證券100%持股的協議簽署，

接下來尚有一些監管流程要完

成，高盛高華證券將成為中國

首家外商獨資券商。截至今年

三季度末，高盛集團總資產為

1.13 萬億美元，折合人民幣超

7 萬億元。

公開信息顯示，中國證監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 文： 李正鑫

人選。這些國際投行在中國賺得

盆滿缽滿的背後，是有著一張龐

大的人際關係網，他們重金聘請

的中國的官二代，為其衝鋒陷

陣，權力為其成功開路。江澤民

兒子江綿恆、孫子江志成，劉雲

山兒子劉樂飛等都在金融業與國

際投行有關聯。

高盛近期對中國貨幣及股

市資產，多次發表樂觀看法。

今年 11 月 25 日在與媒體的電

話會上，高盛首席中國經濟學

家閃輝就曾強調，對人民幣「非

常看好」，認為人民幣兌美元匯

率未來 12 個月可達到 6.30。
高盛首席中國股票策略師

劉勁津認為，隨著明年全球經

濟將有顯著反彈，明年應該是

自 2017 年以來股票絕對回報最

高的一年，因此建議全球角度

會核准批復的外資控股券商數

量有 8 家。除了高盛集團推進

對高盛高華證券 100% 持股已

有實質性進展，摩根大通對摩

根大通證券（中國）的持股也

於近期增至 71%，在北京當局

聲稱擴大中國金融業開放的背

景下，華爾街巨頭們正在搶灘

登陸中國。

今 年 3 月 份， 中 國 證 監

會接連核准了高盛集團和摩根

士丹利分別對高盛高華和摩根

士丹利華鑫證券完成控股，其

中，高盛集團對高盛高華證券

的持股比例從 33% 增至 51%。

中國證監會自 4 月 1 日起

取消證券公司外資股比限制之

時，多家外資控股券商的外方

股東就公開表態，要謀求控股

券商的100%持股。半年多來，

隨著高盛集團完成合資公司

100% 持股的協議簽署，相信會

有更多外商獨資券商露面。

高盛相關負責人 12 月 8 日

向《券商中國》表示，高盛集團

和高華證券在過去 17 年的合作

是成功的，接下來完成 100%
持股後，會更好地投資中國。

這些券商也不斷加速在中

國「招兵買馬」，例如，高盛

集團公開發表的計畫稱，會在

五年內將中國員工人數增加至

600 人。

獨立智庫天鈞政經在《國際

投行計畫在華招聘 又與權貴勾

兌？》中分析指出，國際投行雇

佣中共官二代的做法，已經有

幾十年歷史，國際投行看重他

們對中國金融系統的瞭解以及

他們手裡的人脈資源。二十多

年來，華爾街巨頭通過向美國

投資者兜售中企股票等，讓巨

額資金湧向中共的口袋（截留

外匯）。同時，華爾街向中國企

業提供 IPO（首次公開募股）、

收購美國企業及房地產的諮詢

服務，賺取大量利潤。

並且，國際投行們非常清

楚，做中國的生意除了直接向相

關官員行賄外，也有不少是通過

這些官員的子女、親戚暗箱操

作。一些官員的子女有海外留學

背景，以及中國內地豐富的人脈

關係，成為國際投行聘用的首要

12月8日，中國官媒
報導稱，高盛集團成為首

家外資獨資券商。中國人

民大學翟東升日前的視頻

揭露華爾街和北京當局的

關係。

高配股票，其中對於中國股市

最為看好。

高盛近期還對多支在美國上

市的中概股看好，即使日前馬雲

的螞蟻集團被叫停上市，拖累阿

里巴巴股價，加上美國兩院通過

中概股退市議案，如果中概股不

能在 3 年內服從美國監管機構

要求提供完整財報等審計文件，

就會被強制退市。但高盛最新報

告調升中國電動車滲透率預測，

大舉調高理想汽車目標價近兩

倍至 60 美元，維持確信買入名

單，蔚來汽車目標價由 7.7 美元

升 6.7 倍至 59 美元，評級由沽

售轉至中性。

同一份報告中還指出，隨著

新冠疫苗快將推出，內地經濟持

續復甦，明年 GDP 增長料大幅

反彈至 7.5%

高盛成大陸首家獨資券商財經 
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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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賣日：週五∼週 六  早9 -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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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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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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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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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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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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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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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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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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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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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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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OAC* $8000*

$0 

 OAC*

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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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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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COROLLA LE LOADED DEMO

2020 HIGHLANDER NEW AWD LE 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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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 0P01075

Stock# 0P01325

$3,045*
SAVE

2019 CAMRY LE2019 CAMRY LE NEW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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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30,446

WAS $34,279WAS $34,279

NOWNOW $25,888**

NOWNOW $29,888**

Stock# P902066

Stock# 0P00800 Stock# 0P01874

$4,558*
SAVE

$4,391*
SAVE

2020 NEW RAV42020 NEW RAV4 AWD LOADEDAWD LOADED

Stock# 0P01859

$$$$$$$4,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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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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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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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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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2,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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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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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0P01

$
Stock# 0P01

INCLUDES 3M PACKAGEAND REMOTE STARTERINCLUDES 3M PACKAGEAND REMOTE STARTER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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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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
 名人

◎ 文：戴東尼

仇英（約1498年—
1552年），字實父，一作實
夫，號十洲，江蘇太倉人，
寓居蘇州，主要活動於
明代嘉靖年間。他初為漆
匠，後拜蘇州名家周臣學
畫。由於他天資不凡，深
得畫法，仇英所繪之人物、
山水、走獸、界畫，無所不
精，聲譽卓著。他與瀋周，
文征明和唐寅被後世並稱
為「明四家」。

一生只為丹青美——仇英

仇英擅畫人物，尤工仕

女，其筆法吸收南宋馬和之

及元人技法，筆力剛健，精

麗絕逸，人物造型準確，概

括力強，形象秀美，線條流

暢，刻畫細膩，神采飛動。

他尤善於用粗細不同的筆法

表現不同的對象，或圓轉流

暢， 或 頓 挫 勁 利， 既 長 設

色，又善白描。

有意無意之間保留了唐宋工致

畫法的傳統而使之傳緒不墜。

仇 英 的《桃 源 仙 境 圖》

（下圖 ）取材於東晉隱士陶

淵明所作《桃花源記》，描繪

隱居出世之樂。此圖為重彩

大青綠山水，筆法深受南宋

畫家趙伯駒兄弟工整畫風的

影響，又兼取宋代另一畫家

劉松年精巧明麗的用筆和用

色，勾勒和皴染細密，設色

濃麗明雅，艷而不甜。畫中

的山峰畫法以石青為主，石

綠輔之。山間厚雲排疊，雲

氣迷濛，若虛若實，幽遠飄

渺，可謂仇英繪畫中之上品。

大多以表現文人休閑生活為

主 題， 如 讀 書、 彈 琴、 賞

泉、論畫等。

晚明畫家董其昌崇尚南宗

（文人畫），貶斥北宗（職業

畫 ）山水畫，獨認為仇英的

青綠山水畫「精工之極，又有

士氣，水準在文征明之上。」

仇英的繪畫風格在「明四

家」中最為多樣化，他還是摹

古高手，曾長期客居於嘉興

大收藏家項元汴處，縱觀歷

代名跡，並為其臨摹古畫。

他臨仿唐宋名家稿本為數不

少，如《臨宋人畫冊》和《臨

蕭照高宗中興瑞應圖》，臨摹

的作品與原作對照，幾乎真

假難辨。

明嘉靖年間的文化氛圍瀰

漫著一種復宋的風氣，不論是

創製器物還是雕版書式，都有

顯示。仇英因受了項元汴這位

侫古的收藏家的館餼，得以在

宋畫之間優遊，他們的合作，

仇英的山水畫多學宋代

畫家趙伯駒、劉松年，發展

了宋代「院體畫」的傳統，並

綜合融會前代各家之長，即

保持工整精艷的古典傳統，

又融入了文雅清新的趣味，

形成工而不板、研而不甜的

新典範，形象精確，工細雅

秀，含蓄蘊藉，色調淡雅清

麗。仇英有時作界畫樓閣，

用筆尤為細密。

不能詩文

仇英雖不能詩文，在「明

四家」中終覺稍遜一籌，但他

天賦不凡，不但一生都在不

斷地汲取文人畫家的審美情

趣，而且還始終保持著他的

個人風格，並開創了青綠山

水的新典範。其畫即便是大

青綠山水，也無俗氣，富有

文人畫家的清逸秀雅之趣。

由於仇英一生廣泛交際於文

人墨客之間，所作的山水畫

孔子問 禮 
於老子

老子是中國道家思想
的創始人，孔子則是儒家學
說的宣導者，老子和孔子都
被列入世界歷史文化名人
榜。兩位聖人的相遇可稱得
上是儒、道兩種思想文化相
互碰撞和交流的見證，他們
曾經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一
個「孔子問禮於老子」的動
人故事。

「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

者送人以言」一語出自於《史

記 · 孔子世家》，原文說：「吾

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

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

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

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

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

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

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意思是說：「我聽說富貴

之人用財物來送人，仁義之

人用言語來送人。我不能富

貴，只好盜用仁人的名義，

用 言 語 來 送 你：『一 個 聰 慧

又 能 深 思 洞 察 一 切 的 人，

卻常遭到困阨、瀕臨死亡，

那是因為他喜好議論別人的

緣故。學問淵博見識廣大的

人，卻常使自己遭到危險不

測，那是因為他喜好揭發別

人罪惡的緣故。做人子女的

應該心存父母，不該只想到

自己；做人臣子的應該心存

君上，不能只顧到自己。』」

這是老子在送別孔子時所

說的道別之語，此時，老子

已成為得道的長者，孔子則

是有為的後生。老子送孔子

之言，可以看作是長者對後

生的諄諄告誡，飽含著深奧

的睿智且充滿了善意。

其一，告誡孔子注意禍從

口出。那些聰明深察者之所

以常常瀕臨死亡，就在於好

議論別人；那些博學善辯者

之所以常常危及生命，就在

於好揭人惡端。其二，做兒

女者，要做到心中只有父母

而無自己，做臣子者，要做

到心中只有君主而無自己。

教人向善能名垂青史

「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

者送人以言」此句名言足以

使我們發人深省。送人以財

只能解決人一時的溫飽，送

人以言則能使人受益一生。

歷史上曾有多少英雄豪傑，

在人世間的爭名逐利，如同

蒼蠅逐血，即使生前叱吒風

雲，榮華富貴，死後卻難免

罵名千古。而做為一個文人

的 孔 子， 一 生 只 是 著 述 立

說，教人向善，死後卻能名

垂青史，世世代代受人尊崇

敬仰。

人世間有許多比物質財富

更珍貴的東西，然而沒有智

慧的人，卻永遠看不到它的

存在，對他人的勸善良言不

屑一顧。

其實做人的道理，遠比

一種技能或物質財富更為重

要，老子的思想之所以很難

被一般人接受，是因為一般

人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而

老子卻能看到事物的本質；

一 般 人 只 能 看 到 事 物 的 正

面，老子卻能看到事物的反

面。中華文化中因為有了老

子的道家思想，不僅加深其

廣度與深度，同時也增強了

其韌性與生命力。

◎ 文：貫明

上林圖 （局部） · 仇英　（約1494-1552）。

蕉陰結夏圖（局部）仇英（約1494-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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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 （西元 1785 年～ 1850 年）

是晚清著名的清官，因提倡禁菸而聞名。 
1839 年 9 月，他在巡視澳門後，針對世

風日下的時弊，以 54 歲的人生閱歷，寫

了類似格言的十句話，俗稱「十無益」，

這是林則徐的修身準則，也是他以德存世

的範本。

一、父母不孝  奉神無益
人生於世有三種最偉大的「愛」。一

為「親人之愛」，一為「愛人之愛」，一

為「朋友之愛」，或者簡言之，親情、愛

情、友情。親情溫馨，愛情纏綿，友情真

摯，而如果要辨明三者之間哪一種最為無

私，莫過於親人之愛——父母之愛！百行

孝當先。一個人無論你取得多麼偉大的成

就，但是如果對父母不孝，所有的榮譽都

將黯然失色。「奉神無益」，如果對父母

不孝，無論你對神是多麼虔誠、多麼的敬

仰，一切都是假的。孔子說，敬鬼神而遠

之，又說，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父

母之聖，神明猶所不及。如要敬神，何必

捨近求遠！

二、存心不善 風水無益
儒家把「人」等同於「仁」，認為人

之為人，在於為仁。仁者何也？善也！天

地正氣，人心仁善，這是亙古不變的宇宙

運行，萬物生長的「萬有引力定律」。

如果心存不善，逆天而行，無疑是自

取滅亡。「風水無益」，即謂如若為人不

善，多行不義，其不僅上愧祖宗，更是下

損子孫。所謂心存不善，無好後果。若因

一己之不善，害祖宗聲譽，殃及子孫，豈

不是罪加一等，十惡不赦？！

三、兄弟不和  交友無益
兄弟是指包括堂兄弟姐妹在內的兄弟

姐妹。兄弟姐妹倘且不能與之和睦交好，

何必言友。許多人（包括我）有這樣的

經歷，就是於外交友彬彬有禮，坦誠相

待；於內與兄弟姐妹卻難以傾心相交，甚

至惡言相向，實在令人惋惜。如今提倡優

生優育，許多人少了兄弟姐妹，若有幸能

有一、二兄弟或姐妹，豈可不好好珍惜？

四、行止不端  讀書無益
孔聖人說，古之學者讀書為己，今之

學者讀書為人。為人若何？為父母、為市

場、為金錢名利、為工作職業，讀書成為

一種工具，讀書淪為達到他人的目的的一

種手段。現在我們需要認識到，讀書不是

為了別人而讀，讀書是為自己而讀！為己

若何？修學儲能，內修仁德，外修禮儀。

如若讀了滿腹聖賢之書，學識上是大學

生，品行上卻是小學生，可謂讀書無益，

枉讀詩書了。

五、作事乖張  聰明無益
「作事乖張」乃謂為人處事不講情

理，偏執、不馴服，處處與眾迥異。有句

話說，人不怕你聰明絕頂，就怕你不講道

理。如果為人心不善，居心不良，「聰明」

就會為虎作倀，成為作惡的工具。

雄獅百萬能伏，國賊一個可畏。難

怪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

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

文。」學做人在求智慧之先，聖人一片苦

心，可見一斑。  （待續）

◎文：白雲飛

Lin Zexu (1785-1850)was an honest of-
fici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nown 

for his strict crackdown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In 1839, he made a tour of Macao 
and, seeing the ills plaguing society, penned 
10 maxims based on his 54 years of experi-
ence to warn against the futility of perform-
ing superficial good deeds while neglecting 
inner morality.

  Because Lin’s sayings all end in the Chi-
nese word , or literally “no benefit”,they be-
came known as the “10 no goods”.

  Below are the first five of Lin’s 10 admon-
ishments.

1. Without respect for one’s parents, 
worshipping gods does no good

  The deepest kind of love is that of par-
ents for their children. Filial piety is thus 
the fundamental social virtue. No matter 
how great your achievements, or how high 
your rank, you must honor your parents. 
By “worshipping gods does no good”, Lin 
means that should one hold religious rituals 
to gods but fail to fulfill even the basic re-
quirements of being a filial child, such faith 
cannot be genuine.

2. Without compassion in your heart, 
feng shui does no goo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mpassion 
is the first of the Five Cardinal Virtues. The 
word used here, ren(仁), is pronounced the 
same as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human,” 
ren （人）. Significantly, the character仁
is composed of a form of the character 人 
（human） and 二, which means （two.
） This embodies compassion as being the 
basic virtue required for harmony between 
two （or more） people.

  Feng shui, or geomancy, is the ancient Chi-
nese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buildings and 
other structures in a way that conforms with 
the flow of vital energy known as qi. This 
was intended to bring good luck and health. 
But according to Lin Zexu, it did not matter 
how perfectly people adhered to feng shui 
— if they did not harbor basic compassion 
for others.

  In recent years, many corrupt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have been arrested and tried 
by the top authorities in China. During in-
vestigations, it was found that some of them 
consulted well-known feng shui masters.   
As Lin would have said, the money these 

officials embezzled and the innocent people 
they persecuted meant that despite their in-
terest in the ancient art, feng shui did them 
no good.

3. Without harmony among brothers, 
having friends does no good
  Confucius said: “One who loves others but 
not his parents is a rebel against virtue, and 
one who respects others but not his parents 
is a rebel against the rites.”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siblings and cousins. If 
you cannot even treat your own sisters and 
brothers with love and respect, your friend-
ships too will be plagued with conflict and 
disagreement.

4. Without proper behavior, reading 
does no good
  Confucius said that from a young age, chil-
dren should first learn to respect their par-
ents, treat their siblings and peers well, act 
in a truthful way, develop compassion for 
their fellow man — and only then begin to 
read books.

  In Chinese, the word “to read” is synony-
mous with study. In ancient China, young 

children learned to memorize classic texts 
before they learned to read. The purpose of 
this memorization was to teach them dig-
nity and morality first, before familiarizing 
them with secular knowledge.

  Confucius spoke of four types of people: 
the sage, the gentleman, the simpleton, 
and the petty man — meaning a person 
of low moral character. He warned that 
in the case that one cannot find a sage 
or gentleman to hire, it would be better 
to hire a simpleton than to engage a pet-
ty man. The petty man may have great-
er knowledge and skills, but his lack of 
moral standards ultimately makes him a 
liability rather than an asset.

5. If you are unreasonable, being smart 
does no good
  It is almost a stereotype that geniuses can-
not get along with others. Many people with 
great abilities have very strong opinions, 
making it hard for them to cooperate with 
people they imagine are not as astute or per-
ceptive. If one cannot adhere to common 
sense in working with others, and is unprin-
cipled in his interactions, being sharp and 
intelligent will not help them avoid making 
enemies or stay out of trouble.

The 10 Admonishments of  Imperial Official Lin Zexu (Part 1) 

開
卷
有
益

VisionTimesCalgary.ca  

林則徐談做人十無益（上） 林

則

徐

畫

像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4 看大千 Cosmos 第136期     2020年 12月10日—12月16日    

東漢末年著名的大醫學華佗

蘇頌是宋朝天文學家、科學家，與王

安石是同榜進士，晚年曾任宰相。他設計

製造的「水運儀象臺」，使他的名字載入

了世界科技史冊。

宋朝的水運儀象臺聞名於世

宋哲宗元祐三年（公元 1088 年），

蘇頌的「水運儀象臺」設計製造成功。這

是以漏刻水力驅動，集天文觀測、天文演

示和報時系統為一體的大型全自動化天文

臺。

據《新儀象法要》記載，水運儀象臺

是一座正方形底、下寬上窄的木製機關器

械，高約十二米，寬約七米，分為三大

層。

上層是一個露天的平臺，設有渾儀一

座，用龍柱支持，用來觀天，下面有水槽

定水平。渾儀上面覆蓋著木製屋頂，屋頂

可以隨意開閉，方便隨時觀測天象。

中層是一間沒有窗戶的「密室」，

裡面放置渾象。天球的一半裝在「地櫃」

中，模仿隱沒在「地平線」之下的星空，

另一半在「地櫃」之上，模仿「地平線」

之上的星空。天球根據時間自動旋轉，一

晝夜轉動一圈，真實、精準的再現了星辰

的起落等天象變化。

下層有報時裝置與動力機構，設有向

南打開的大門，門裡裝置有五層木閣。第

一層木閣名為「正衙鐘鼓樓」，負責標準

報時。木閣設有三個小門，每個時辰開始

時，就有一個紅衣人偶在左邊門裡搖鈴；

每個時辰的正中，又有一個紫衣人偶在右

邊門裡敲鐘；每過一刻鐘，又會有一個綠

衣人偶在中間門裡打鼓。

第二層木閣負責報告每時辰的時初、

時正。這層木閣正中有一個小門，每個時

辰開始時，就有一個穿紅衣的人偶拿著時

辰牌出現在小門前；每個時辰的正中，又

有一個穿紫衣的人偶拿著時辰牌出現在小

門前。時辰牌上依次寫著子初、子正、丑

初、丑正等，共二十四個牌子。

第三層木閣負責報告時刻。這層木閣

正中有一個小門，每過一刻，一個穿綠衣

的人偶就拿著不同的刻數牌出現在小門

前。刻數牌上依次寫著刻數，一時辰八

刻，共九十六刻。

第四層木閣負責晚上的報時。這層木

閣中間有一個小門，木門內有一人偶，每

逢日落、黃昏、各更、破曉、日出時，人

偶就擊鉦報時。

第五層木閣負責報告晚上的時間。這

層木閣中間有一個小門，每當日出、日

落、昏、曉、各更時，就有一個穿紅衣的

人偶拿著時間牌出現在小門前；每籌（一

更分為五籌），都有一個穿綠衣的人偶拿

著時間牌出現在小門前。

水運儀象臺造成後，大約公元 1094
年，蘇頌又編撰了《新儀象法要》一書，

詳細介紹了水運儀象臺的設計和建造情

況，並把水運儀象臺的總體和各部件繪圖

加以說明，從而使水運儀象臺聞名於世。

水運儀象臺在「靖康之禍」時（公元

1127 年），被金兵掠往燕京（北京）置

於司天臺，由於一路顛簸，機樞齒輪多有

損壞，難以使用。最後水運儀象臺在金朝

被蒙元吞滅的戰爭中遭摧毀。

宋室南遷後，曾多次想再造水運儀象

臺，雖保存了手稿，但因無人能夠理解，

而無法仿造。先後找到了蘇頌的助手袁惟

幾，後又找來蘇頌的兒子蘇攜，甚至後來

又讓秦檜、朱熹等進行研製，但都沒能成

功。看來水運儀象臺的構造實在太複雜精

妙，不是一般人能夠理解掌握的。

水運儀象臺已讓當今世界震驚，從而

對中國古代的科技刮目相看。但是中國古

代的機關器械術到宋朝時已經沒落了，大

量的絕技秘學到那時已經失傳了，水運儀

象臺相對於中國古代更早期的機關器械來

說，根本不算甚麼，甚至是很落後的，我

們從記載中可以看到。

中國古代技藝秘學是神傳的

中國古代的科技之所以隨著時間的推

移，而不斷沒落，是與中國古代技藝秘學

的傳承方式有關的。中國古代技藝秘學的

傳承方式與現代西方科學的傳承方式是完

全不同的兩條路。

現代西方科學的基點非常低，對傳承

者幾乎沒有甚麼要求，只要是個智力正常

的人都可以學會，不需要甚麼悟性與德

性，所以它的傳承方式是平向的、鋪開

的。每當有新的發明、發現問世後，就會

平向傳播，鋪向全社會，人人都可以來

學，人人都可以傳承，並且在這基礎上

發展突破，然後將新的發展再推向全社

會……所以它不會失傳，只會隨著時間推

移，越來越發達。

中國古代技藝秘學的基點與來源很

高，是神傳給人的，甚至繼承的是史前文

明，所以它的傳承方式是單線縱向的傳

承，因為它對傳承者的要求很高，要求傳

到了宋朝，蘇頌也是一位

機關大匠，他發明製造的機關

器械「水運儀象臺」，因留下

了詳細的設計圖紙，而聞名世

承者有足夠的悟性、智慧與德性，找不到

合適傳承者，這門獨門技藝就會失傳；或

者傳承者的悟性、智慧不夠高時，他所傳

承的技藝就會沒落，或部分失傳。所以這

種傳承方式，使中國古代的機關秘學越來

越沒落，最後失傳。

關於中國古代的機關秘術，最早記載

的是黃帝時期的指南車。指南車與指南針

原理不同，它不是利用磁場來指明方向

的，而是利用機關秘術來確定方向的。指

南車上有一個木製人偶，不管車子怎樣前

進、後退、轉彎，木人的手始終指向南

方，非常神奇。據史書記載，東漢張衡、

三國時魏國的馬鈞都曾成功複製過指南

車。

相傳黃帝與蚩尤大戰時，蚩尤使用邪

術，布下了迷霧陣，使黃帝士兵迷失了方

向。黃帝的大將風后便根據九天玄女傳授

給黃帝的天書《龍甲神章》中所記載的秘

學，製造了指南車，破了迷霧陣，帶領軍

隊走出了迷霧。

在黃帝大戰蚩尤時，九天玄女曾傳授

黃帝一部用天上文字寫成的天書《龍甲神

章》，關於天書的具體內容無法確知，據

說裡面記載著很多不能公開傳人的天機秘

術。黃帝令風后根據天書的內容，演繹出

兵法十三章、孤虛法十二章、奇門遁甲

一千零八十局等。據說後來這些秘學一直

在世外秘密流傳、歷代單傳著，曾傳給姜

子牙、黃石老人、諸葛亮等高人。在三國

時，諸葛亮曾布下石頭八卦陣，困住東吳

幾十萬大軍，據說就是根據奇門遁甲所布

的陣，可見其威力之大。這裡的「奇門遁

甲」可不是現在擺攤算命用的奇門遁甲，

那是兩回事。真正的「奇門遁甲」不公開

傳人，是在世外秘密單傳著，威力無比。

木牛流馬能自動運行

諸葛亮還曾以傳承的奇門遁甲秘術製

造了「木牛流馬」。

《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亮性長

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

意。」

《三國志．後主傳》記載：「建興九

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

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

 指南車復原模型 蘇頌繪製水運儀象臺圖

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

南。」

《三國志》中記載諸葛亮製造了木牛

和流馬，用來在山路上運送糧草。據考

證，諸葛亮在八年北伐中，木牛、流馬總

共用過三次。

《諸葛亮集》記載：木牛每步能走一

尺半，運載一年的糧食，一天可走二十里

山路，而人不用怎麼勞累；並且對木牛的

形象做了描繪，對流馬的部分尺寸做了記

載。但因沒有實物與詳細圖紙傳世，所以

木牛和流馬早已失傳了。

在諸葛亮造出木牛流馬的二百年後，

南北朝時期的大匠祖沖之也成功仿造出木

牛流馬。祖沖之是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數學

家、天文學家，同時也是得到秘傳的機關

器械大師。

《南齊書．祖沖之傳》說：「以諸葛亮

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

自運，不勞人力。」意思是說，祖沖之仿

造出諸葛亮的木牛流馬，不需藉助風力、

水力等外界力量，不依靠機關而自動行

走，也不依賴人力。

從古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出，木牛流馬

是不需要藉助外力，自動運行的。現代有

些人聲稱仿造出了木年流馬來譁眾取寵，

那都是假的，都需要用人力推動來行走，

與古代的木牛流馬根本不是一回事。雖然

古文獻記載中，有些機關器械會依靠水力

運行，但大部分都是不需要藉助任何外在

力量而自動運行的，甚至是智能運行的，

上篇文章中解說的古代飛行器也是一樣。

那這些古代神秘的機關器械，到底使用的

是甚麼能源與動力？

最早的機關器械指南車是依據奇門遁

甲製造出來的，而諸葛亮也精通奇門遁

甲，他依據奇門遁甲布下的石頭陣，能抵

擋東吳十萬大軍，他製造的木牛流馬很可

能也是藉助奇門遁甲之術。精通奇門遁甲

後，可以役使鬼神，能夠藉助另外時空的

能量。像中醫所認識的，人體經脈中運行

的驅動人體生長活動的氣，以及風水學中

認識的，運行於大地龍脈中驅動著大地萬

物生長循環的氣，都是另外維度的更高宇

宙能量。如果掌握了方法，是可以利用這

種神秘宇宙能量的。與中醫、風水、奇門

遁甲等同一運行路線所發展下來的古代機

關秘術，是不是也是利用這種另外維度中

更高的宇宙能量呢？（完）

ANDY DINGLEY/WIKI/CC B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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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歎為觀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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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政使羅仰山在禮部任職

時，為一位同僚所排擠。同僚

常常在公事上故意留難他，使

他做起事來寸步難行。加上羅

仰山性格內向，漸漸為此抑鬱

成疾。 
一天，羅仰山正昏昏欲睡

時，忽然夢見來到了一座山

上。那裡花開水流，風和日

麗，頓覺心情開朗，非常舒

適。他沿著小溪散步，見到了

一個茅舍。

茅舍中的老翁請他到屋裡

坐。兩人相談甚歡。老翁問他

為何面有病容，羅仰山將自己

的處境告訴了老翁。老翁聽

罷，嘆息說道：「這是有前世的

夙因的，你是不知道啊！」

老翁告訴他：「你七百年前

是宋朝的黃筌，你的那個同僚

是南唐的徐熙。徐熙的繪畫技

藝本來就在黃筌之上，但是黃

筌唯恐徐熙借此奪了他的宮廷

供奉之寵，於是就在皇帝面前

巧言令色，排擠徐熙。

徐熙因此陷入困苦中，含恨

而死。後來，你二人輾轉輪迴，

幾世不能相遇。如今，業緣巧

合，你二人得以同朝為官，他怎

能不報前仇？你現在受的痛苦，

正是你以前加到他身上的，你又

有甚麼可抱怨的呢？」 「既已種

了因，就一定會結果。恩怨的遇

合，就像日月的旋轉，必有交會

之時。所以，種種害人之術，總

是以害人者起，以害己者終。我

上輩子是你的一位老朋友，看你

至今尚不醒悟，特來向你解釋因

果。你與他的宿怨已經告一段

落。從今以後，你要謹慎處世，

不要再種甚麼惡因了。」

羅仰山聽了這話，心中明

白了，一下勝負之心全部消

失。沒幾天就心病全消，身體

也恢復健康了。

七百年前的宿怨 ◎整理：三川

《閱微草堂筆記》故事

威廉‧亨利‧哈里森當選第9任美
國總統，上任一個月就因肺炎逝世。

美國自建國起，經歷

4個適逢總統大選的庚

子年，前3個庚子年當選

的總統，皆在任期中死

於非命。而今年是第4個

庚子年，拜登自行宣布勝

選，是福還是禍呢？

虎門之戰:公有領域；拜登:GettyImages;威廉‧亨利‧哈里森.威廉‧麥金利.肯尼迪:Wikimedia ;其他圖片：Adobe Stock

◎編輯整理：穆臻

拜登稱勝   頂上「庚子魔咒」

異現象，尋求連任的共和黨唐納

德 ‧ 川普（Donald Trump），
針對幾個關鍵州的計票提出異

議，質疑計票過程有舞弊行為，

進而訴諸法律訴訟，所以最終誰

能當總統，可能將由最高法庭

裁定。中國民間算卦人「玩卜卦

馬先」於 11 月 8 日的 YouTube
影片上，打下這麼一個標題，

「祝賀拜登搶到美國總統的『庚

子魔咒』，拜登們的結局，只有

你想不到，沒有神辦不到。」

何謂「庚子魔咒」

回顧歷史，我們發現，每逢

遇到黃曆庚子年的日子都不太平

靜，不是天災降臨，就是遭逢人

禍。以中國來說，1840 年發生

第一次鴉片戰爭；1900 年是義

誰是第59屆美國總統

2020 年美國第 59 屆總統

大選，結果至今尚未出爐，雖

然美國主流媒體一面倒的宣告

民主黨候選人喬 ‧ 拜登（Joe 
Biden）勝出，拜登也自行宣布

勝選；不過一切都未成定論。

有鑒於開票過程中發生的詭

肯尼迪當選第35任美國總統，3年
後遇刺身亡。

威廉‧麥金利當選第 29任美國總
統，隔年遇刺身亡。

拜登自行宣布當選，接下庚子魔
咒，不知何時會被接走。

18 4 0年庚

子年，發送

鴉片戰爭。

圖為虎門之

戰，清軍水

師與英國海

軍在穿鼻灣

激戰。

和團之亂和八國聯軍侵華之役；

同年，印度發生大饑荒，近千萬

人餓死；1960 年由中共導致的

大饑荒，造成上千萬人死亡，這

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

之一；同時，地球另一端的智利

發生了破紀錄的 9.5 級大地震，

以及 2020 年肆虐全球的中共肺

炎（COVID-19）。
又以美國來說，自 1787 年

成為聯邦國家以來，共經歷 4
個庚子年，而且正值美國總統大

選。 1840 年是美國第一個庚子

年大選，由威廉‧亨利‧哈里

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
當選第 9 任美國總統，上任

一個月就因肺炎逝世。 1900
年，威廉 ‧ 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連任成功，當選第

29 任美國總統，隔年遇刺身亡；

1960 年，約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當選第 35 任美國

總統，3 年後遇刺身亡。彷彿中

了魔咒一般，連續 3 位在庚子

年選上的美國總統，均在任期中

死於非命。

人算不如天算

2020 年是美國迎來的第 4
個庚子年，恰巧又逢總統大選的

重要時刻。大選期間，我們看到

主流媒體、社群網絡平臺、金融

大鱷、IT 大老等，積極的將拜

登推上總統大位，並多次不顧川

普質疑大選公正性的發聲。然

而，這一舉動可能讓川普因禍得

福，避過庚子魔咒。

「玩卜卦馬先」說，如果魔

咒註定 60 年要來一次，從卦象

上看，11 月 5 日是子日，魔咒

已罩在拜登頭上；自立冬起，即

11 月 7 日，拜登自行宣布勝選

開始，接下來的 72 天中，連續

會有 6 個子日，凡到子日的時

候，我們就看他會不會被接走。

另外，2019 年 6 月 22 日，

在中國社群網站「豆瓣」上，有

一個暱稱 KFK 的用戶，自稱是

2060 年 6 月 22 日穿越過來的

人，他的言論引起眾人關注。有

網民提問：「川普能連任嗎？」

他回答：「川普會連任，但他將

面臨來自親人與反對他的人給予

的巨大壓力。」

明年的 1 月 20 日，是美國

總統宣誓就職的日子，在此之

前，究竟拜登會不會被接走？

川普能不能連任成功？隨著時

間的推進，謎底即將揭曉。不

過，不管結果如何，都是神的 
安排。

滄州城南邊的

上河涯，有個地痞無

賴名叫呂四，平日欺

老凌幼，兇惡蠻橫，

鄉親視他如虎狼，避

之唯恐不及。

有一天傍晚，呂四和他

的惡友們在村子外邊乘涼，

天邊隱隱傳來悶雷聲，忽然

烏雲密布，風雨欲來。

遠處好似有位少婦走進

河邊的一座古廟，呂四對

諸惡友道：「咱們找到樂子

了。」    這時天已入夜，陰

雲黯黑，呂四等人悄悄地闖

進廟中，摀住少婦的口，剝

下衣服就要為非作歹；忽然

雷光閃透窗戶，呂四發現這

少婦好像是自己的妻子，急

忙停下手來確認，一問，果

然是她。

呂四大怒，一把提起妻

子就要扔到河中，妻子大聲

哭喊：「你想侮辱他人，反

倒讓人汙辱了我，天理昭

昭，你不知悔改，竟還要殺

死我？」

呂四無話可說，趕緊尋

找妻子的衣褲，但衣服早被

風吹入河中漂走了，徬徨無

計之下，只好揹著妻子回

家。偏偏這時雲散月明，月

光下村裡人都看到呂四揹著

沒有穿衣服的妻子，大家逮

這機會都譏笑他，故意爭先

恐後假裝關心的詢問：「發

生了甚麼事？」

呂四無言回答，竟羞愧

地投河自盡。究竟是怎麼回

事？原來呂四的妻子回娘家

請安，說好要住上一個月，

不料娘家遭受火災，沒有房

屋居住，就提前回來了。呂

四不知，這才陰錯陽差出了

這檔事。

後來妻子夢見呂四對她

說：「我造孽太多，本來應

該是要打入泥犁地獄，不得

超生，可是冥司見我生前侍

奉母親還算盡孝，所以從輕

發落，判我托生為蛇。

你不久後會再嫁，要好

好孝順新公婆，陰間律法判

不孝的罪最重，不要淪落到

冥府下湯鍋啊！」 
   呂四妻改嫁當天，屋角

有一條赤鏈蛇向下窺視，好

似戀戀不捨的樣子。想起夢

中的話，正要問牠是不是呂

四，忽然門外鼓樂齊鳴，迎

親的人來了，就見那條蛇奮

然而去。( 參閱《閱微草堂

筆記》)

無賴呂四的
因果報應 
◎編輯整理：黃麗娟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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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孝經通，四書熟，
有連山，有歸藏，
有周易，三易詳。
有典謨，有訓誥，
有誓命，書之奧。

【字詞義解釋】

（1）連山：書名。相傳是伏羲氏所

作，此書以艮卦為首，艮象徵山，所以

名為《連山》，已失傳。（2）歸藏：書

名。相傳是黃帝所作，此書以坤卦為首，

坤象徵地，地是萬物歸藏的所在，所以

稱為《歸藏》，已失傳。（3）周易：書

名。「易」是變化的意思。《周易》的起

源為河圖、洛書。《史記》載「文王拘而

演周易」，周文王推演伏羲先天八卦為後

天八卦，即現在所稱的《周易》，可用來

占筮。（4）三易：指的是《連山》、《歸

藏》及《周易》這三本書。（5）詳：詳細

完備。（6）典謨：《尚書》的篇章模式。

「典」是記載帝王事蹟的文獻，如《堯典》；

「謨」是記述君臣商議的言辭，如《皋陶

謨》。（7）訓誥：《尚書》的篇章模式。

「訓」是指教誨的言辭，如《伊訓》；「誥」

是指告誡或慰勉的文書，如《康誥》。（8）
誓命：《尚書》的篇章模式。「誓」是指宣

誓的言辭，如《甘誓》；「命」是指君王的

詔令，如《顧命》。（9）書：指的是《尚

書》。（10）奧：奧妙精深。

【譯文參考】

《連山》、《歸藏》及《周易》，這三本

書合稱「三易」。「三易」是用「卦」的

形式，詳細說明宇宙萬事萬物變化的道理

與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書籍。有典、謨，有

訓、誥，還有誓、命，這六種《尚書》的

篇章模式，就是《尚書》最精華奧妙的道

理所在。

【讀書筆談】

這一課重點講六經中的《易經》和《書

經》。值得注意的是，這裡講解六經的順

序，顯然是把《易經》擺到了六經之首的

地位。易經不是道家學說嗎？為何將它擺

到首位？

其實上一課已經說過，在孔子之前沒

有儒家一派的說法，其實世代負責貴族子

弟教育和國家的重大祭祀活動，是上古文

化的整理者、繼承者和教育者。所以，他

們精通上古文化，孔子也就繼承了儒家一

族的使命，重新整理了古代的文化和教育

典籍。

中華民族被稱作炎黃子孫，也就是神

農和黃帝的子孫。神農嘗百草，辨別出治

病的草藥和毒藥；黃帝著述了中醫鼻祖的

《黃帝內經》，成為幾千年醫術的寶典。

黃帝的基本醫理就是《易經》的陰陽之

理，認為人體是一個小宇宙，要健康長壽

就必須遵循自然之道：一切事物皆由陰陽

組成，陰陽調和平衡，則萬物生機勃勃，

人體陰陽平衡，也就無病；陰陽失衡，天

災人禍，人體內部也同樣，失衡則會生

病。首重養生，次為治病，保持人體陰陽

平衡，是一切病理的基本和治病要達到的

目的。所以，中國的古老文化，從醫術、

烹飪到治國，都是一個道理，都來源於上

古帝王的修道文化，都離不開《易經》的

道理。

而伏羲是中華人類的始祖，是三皇

（伏羲、神農、黃帝）之首，《易經》的鼻

祖，是開創華夏古老神傳文化的上古帝

王。他精通宇宙天地之理，留下《連山》

這本最古老的《易經》來輔助後世帝王治

理天下百姓，因此《連山》是治國要典，

不可不知。

通過對《易經》的學習，可以把握天

地和萬事萬物的變化之道，也可以懂得如

何安身立命，對於治國者、為官者，都是

首先要瞭解的知識和道理，所以《易經》

成為六經之首。

接著是《書經》，也就是《尚書》，必

須懂得這些文書的模式，掌握其運用的奧

妙，才能輔助帝王、國君治理天下和國

家，比如起草詔令、制定國策、記述史

書，哪一件政事不需要文書的記錄和運用

呢？各種政事所需要的文章體裁、運用

的奧妙，都要學會才能輔佐政事、管理 
百姓。

儒家的教育就是繼承道家的古老學

問，培養精於治國的人才，而孔子正是秉

承古老的智慧，把君子的德行提到首要。

孔子在春秋戰國的亂世中，極力要歸正敗

壞了的道德，所以周遊列國，宣揚君子治

國之道，實際是復興古老帝王的傳統。他

不分富貴、身分、地位來招收弟子，興辦

教育來培養真正的君子，以期待德化天

下，讓百姓無憂、天下太平，這才是孔子

教育的目的。

在寧靜美麗的土地上，有一條彎彎

的、清澈又迷人的河，在微波蕩漾的河面

上，會看到魚兒們歡快的嬉戲在粼粼的波

光中。世世代代的黎民喝著清澈甜美的河

水，健康快樂的成長著，村民的田地也因

河水的滋潤而年年豐饒。一片祥和籠罩著

這個國度的一切，君臣和黎民的心境也皆

淳厚仁德，故事就從這裡開始！

河裡的水族們，每天都是自由自在的

生活，愉快的沐浴在天神的恩賜中。一

天，魚媽媽生下了兩條小魚，一條鮮豔明

藍色的是哥哥，一條雪白色的是妹妹。其

他銀灰色的水族們，紛紛驚訝的看著這兩

條奇異的生命，因為從未見過如此光潔亮

麗的顏色。就這樣，藍魚和雪魚在水族們

的萬般呵護中，漸漸的長大了。

一直到後來，因為國王的不仁，頻頻

傷害無辜的生命，原來年年豐饒的田地，

漸漸的貧瘠了，於是村民們開始大量捕捉

清澈河裡的魚為生。魚媽媽也難逃倖免，

被魚槍刺得鮮血淋淋，奄奄一息的回到

家，臨死前憐惜的看著藍魚和雪魚，忍

著劇烈的疼痛說：「孩子們，劫難來了，

你們以後要小心呀！」「難道就不能避免

嗎？」藍魚心痛的問。「只有善良，純淨

的善良！但是，現在人心不古，也許很難

再感化他們了，這也是我們的劫數。」說

完，魚媽媽就永遠的離開了他們。藍魚和

雪魚萬分悲痛傷心，雪魚妹妹痛哭的多次

昏厥過去。

從此，藍魚開始獨自照顧幼小的雪魚

妹妹。在魚媽媽走後，雪魚妹妹缺乏管

教，變得非常任性。藍魚哥哥只好經常忍

讓而不傷害妹妹，他也相信媽媽說的——

純淨的善良可以感化一切，就這樣用非常

善良的心呵護著其他水族。一天，藍魚哥

哥帶著雪魚妹妹出去覓食，非常小心翼

翼，以免被漁民捕捉。但是，貪玩的雪魚

不聽哥哥的勸說，非要游到河面去透透空

氣、看看風景。她還沒有游到河面，便被

漁人發現，刺槍已經對準了雪魚，雪魚卻

渾然不知，依然興致昂然。

在藍魚回首之中，猛然看到凶險的漁

槍，趕忙命妹妹回來。但是雪魚的任性，

把自己的生命送入惡念之中。此時的漁人

看到雪魚如此美麗，瞬時不由的放下了刺

槍，打算用網撈捕。「哈哈，上當了。」

漁人非常迅速的捕到了雪魚，得意的笑著

說。藍魚快速的游到漁人身旁，用非常純

淨的眼神看著漁人，哀求他放下自己的妹

妹。

「真是罕見呀！這麼漂亮的藍魚，它

的眼睛那麼明亮，真是動人心弦。」漁人

呆呆的看著，完全沉浸在藍魚的純淨之

中，獨自的思量著：「這麼絢麗漂亮的顏

色，一定是上天彩繪的。傷害不得，放

了吧！」漁人想著，隨手就把雪魚放入河

中，當他看到藍魚和雪魚在河裡自由的游

動，那麼美麗優雅的身影，自己也被感動

了。

「算了，不撈了，回去吧！怎麼能傷

害那麼美麗的生命呢？」漁人便提起魚

簍，轉身離去了。他回想著藍魚明亮純淨

的眼神，心也不由得自在著。說也奇怪，

儘管漁人今天沒有捕撈到任何的水族，但

是仍然一樣的開心和快活。而且今天的食

物，也一樣都沒有缺少，空乏已久的米

缸，竟然奇蹟般的自動的涌滿了稻米。

事情就這樣傳開了，很多漁人在看到

藍魚的那一刻，紛紛改變了捕魚的想法，

他們變得珍惜生命，也開始愛憐這大自然

的一切祥和美景。純淨的善良讓狹窄的心

靈空間，變得遼遠、空曠和寧靜。漁人們

的向善感動了上天，上天便賜予他們相應

適量的食物，漁民也感應著上天對他們的

慈憫，而變得更加仁厚和善良。

藍魚在經過上次那件事情之後，更加

相信了善良的力量，也相信善良帶給他的

堅韌和勇氣，於是更加善待周圍的一切。

所以，水族們都十分的尊重和敬仰年輕的

藍魚，但是，雪魚卻因此產生了深深的妒

忌：「我的顏色如此潔白亮麗，整個水族

唯我獨有，憑甚麼哥哥的藍色會受到大家

的喜愛？應該是我才對。」於是，雪魚漸

漸的失去了純淨的眼神和天真善良的心，

對哥哥充滿了敵意。藍魚很傷心，但還是

一如既往的疼愛著雪魚，因為藍魚相信純

淨的善良可以感化一切。

有一個水怪要行魔法以獲得權勢和利

益，便決定挑選一名合適的水族來擔任。

這時正好看到雪魚的妒忌和任性，時常表

現出的貪婪，正好是他的最佳選擇於是，

在大家渾然不知的情況下，對雪魚施了巫

術。從此，雪魚便在眾目睽睽之下，搗亂

行事、掠奪大家的食物，或者吸取水族的

精華。每當妒忌之心發作時，施展在她身

上的魔法便開始起作用，但雪魚卻全然不

知，不顧一切的幹著水怪最高興的事情。

雪魚從此常常大喊大叫，對藍魚哥

哥，以及其他的水族凶狠狠的。所以水族

們紛紛的遠離了她，只有藍魚哥哥對她不

離不棄，把純淨的心一次一次送給她。一

次偶然中，藍魚發現當雪魚發自內心的善

良時，魔法便自行消失了。但是，當雪魚

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而要傷害大家時，

不好的念頭在魔法的作用下，又深深的控

制了她，使她陷於魔掌之中，無法自拔。

藍魚善良、晶瑩剔透的一片冰心，雖

然改變了水族的命運，卻不能使雪魚從魔

法中解脫出來，因而深深的悲痛。這時，

漁民雖早已放棄了殺害水族的念頭，但是

藍魚的美麗和奇異，早已傳遍整個國度。

暴虐成性的國王得知後，便下令賞金百

兩，要捕捉藍魚賞玩。當時，一個最凶惡

貪婪的漁人，不顧及眾人的勸說，依舊前

往。他用刺槍和魚網傷害了很多的水族，

並且把這塊平靜和諧的地方，攪得不能 
安寧。

藍魚為了使水族不再因為自己而受到

更多的傷害，便游到凶惡貪婪的漁人面

前。它寧靜的看著惡人，平靜的心境像遼

遠的海洋，種種的吉祥籠罩著，希望惡人

能夠改變。恰好這時雪魚游了過來，看到

這一幕的剎那間，突然回想到自己以前被

漁人捕捉的情景，哥哥也是這樣用純淨善

良的眼神看著漁人，乞求漁人放生。在雪

魚的心靈深處，頓時產生了深深的觸動：

「不能傷害我的哥哥！」

藍魚一怔，沒有意料到雪魚會突然出

現在這裡。「雪魚快點離開！」藍魚急促

的喊著。「不行，哥哥。」雪魚狠狠的咬

了惡人一下，此時惡人的腿一抖，刺槍一

下扎傷了雪魚的脊背。頓時，河水一下染

成了鮮豔的紅色。藍魚哥哥急忙把雪魚拉

開，惡人又一下扎在藍魚的手臂上。藍魚

忍著疼痛，把雪魚托在自己的脊背上，趁

著渾濁染紅的河水，拚命的往前游。

雪魚趴在哥哥的脊背上，忍著疼痛

說：「哥哥，對不起。我以前總是傷害別

人，卻不知道痛苦是甚麼？現在我明白

了，原來受傷的感覺是這樣的，痛徹肌

膚，穿透骨髓。連行走一步的能力都沒

有，好痛呀！我不想再傷害哥哥了，也不

想再傷害水族了。」這時，雪魚真誠的懺

悔，使束縛她的魔法徹底的消失了，恢復

了不少的元氣，剛才萬分疼痛的感覺，也

消去了很多。而藍魚因為劇烈的疼痛昏厥

了過去，他載著雪魚，順著河流漂到了很

遠很遠的地方。

等他們醒來的時候，咦！發現他們已

經是在一片湖光山色之中了。叢叢的蓮

花，輕盈自在的隨風搖曳著，柔和的月

光，傾灑著大地，漫天的繁星，都紛紛的

招呼著他們。「這是甚麼地方？竟然這麼

漂亮！」而且，藍魚和雪魚這時才發現身

體上的傷已經痊癒了。「好神奇！不會是

人間仙境吧？」雪魚好奇的尋思著。

正在這時，天空閃現出光彩絢麗的天

門。「哇，天門開啦！」他們不約而同的

感歎著，內心充滿了無比的欣喜和敬仰。

一個聲音傳來：「因為你們善良的心靈，

帶來了自然的美麗和生機，回去吧！回到

你們熱愛的水族，繼續保護他們吧！」

隨著聲音的落去，藍魚看到自己的身

體變成了璀璨奪目的金藍色，而雪魚的身

體變成了閃閃光耀的銀白色。當他們回過

神時，發現自己乘著悠悠的浪波，在用善

良開啟的世界裡，和大家一起自由自在的

游著。

林昉《田聞書》記載：

我（林昉）曾經散步到橫溪，見有

兩個老頭兒，各坐在一塊石上釣魚。其中

甲老頭很輕易地釣到很多魚，乙老頭釣了

一整天，卻一無所獲。他把釣竿扔到地

上，問甲老頭說：「我們兩人釣魚的餌食

相同，釣魚的地方也一樣，但是，為甚麼

得失，有這麼大的差異呢 ?」
甲老頭說：「我放下釣鉤，開始垂釣

之後，心中只關注於我自己，靜心凝神，

而不知道有魚，眼睛也不眨、神態也不

變，以致魚兒也忘掉了有我的存在。所

以，我能輕易地釣到魚，這叫做『意成乎

道』——釣魚也有道！而你就不同，心

裡總想著魚，眼睛直盯著魚，手腳就想著

抓魚，手忙腳亂不斷變化，亂折騰之後，

把魚都嚇走了，怎麼可能釣到魚呢 ?」然

後，乙老頭就按照甲所說的做了，結果一

連釣到了幾條魚。

我聽到後，感慨地說：「太妙了！ 釣
魚的人也應該『意成乎道』，釣魚也有道

啊！」

【賞析】

兩個老漢同在一條河溪裡釣魚，所

用的魚餌也都一樣，但是他們獲得的「戰

果」卻相差很大：「甲得魚至多」，「乙竟

日一無所獲」。看來，問題不在釣魚的

環境和條件，而在於釣魚者是否掌握了釣

魚之道，這叫做「意成乎道」。

掌握了做事的規律，則可駕輕就熟、

輕易成功；沉著冷靜、全神貫注做事，則

可出神入化，穩紮穩打。

《三字經》讀書筆談 文 |劉如17

寓 言 故 事 金藍魚

（圖片來源：Adobestock）

酌 古 鑒 今

釣魚也要
「意成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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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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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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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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885Stock: 180869
2020 Venza Hybrid LE SUV

加稅$41,480$41,480 重新登場重新登場
歡迎試車歡迎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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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豐田豐田
大清貨大清貨

加稅$39,499$39,499$42,864
$3,365$3,365

Stock: 179960
2020 Camry XSE AWD 

節
省

$18.17/ 天 , 84 月
4.69%

【看中國訊】日前，根據英

菲尼迪（Infiniti）官方信息，全

新SUV車型——QX55正式全球首

發。QX55是QX50的Coupe版本，

不過造型卻和以往的FX（QX70）

車係做連結，所以外觀變得更像

跑車風格，而動力系統則維持

2.0VCTURBO不變。預計新車2021

年春季先行於北美市場推出。

Q X 5 5 的 設 計 還 是 採 用 了

INFINITI的大膽設計特徵，將傳

統的QX50導入FX輪廓來做出全

新的詮釋。標誌性的加大雙拱形

水箱罩與令人瞪眼的摺紙風格網

狀圖案相得益彰，而銳利的標準

LED大燈則彌合了時尚風格。

車身側面優雅而流暢的線條

從引擎蓋、前葉子板、車門和後

輪延伸。QX55車型均配上20吋輪

圈，充分凸顯了SUV的動態感。

琴鍵尾燈是QX55車尾最為

迷人的點睛之筆；通過錯綜複

雜的燈腔結構設計出深邃的視

覺效果；而每個尾燈內都配置

了45顆獨立的LED光源，使

得每顆燈珠猶如「鋼琴鍵”

一樣，在黑暗中耀目難忘。

行李箱上的INFINITI徽標也

進行了類似的改進，並裝

有電動尾門功能，這進一步使後

端免於混亂。

內 裝 方 面 ， Q X 5 5 沿 用 了

QX50的造型，不過全新雙螢幕

InTouch信息娛樂系統導入了無

線AppleCarPlay以及多個USB輸

入（AndroidAuto則必須使用有

線），以及有3個USBType-A端口

和1個Type-C設備充電。

上方的8吋和下方的7吋高解

析度屏幕容納了車輛大多數功能

的操作。車子還有16揚聲器

Bose音頻系統，提供

乘 客 頂

級 的

音樂享受。

座椅方面同樣採用人造皮

革、真皮與Alcantara鋪成。更實

用的是，第二排座椅能夠前後滑

動，可讓第二排乘客增加腿部空

間，還能提供靈活的載貨能力。

QX55同樣具備ProACTIVE

主動安全系統，包含DCA車距控

制輔助、ICC全速域智慧定速、

設計大膽 跑車風範
冬季應熱車 
多長時間？

Infiniti QX55 Coupe SUVInfiniti QX55 Coupe SUV
全全
球球
首首
發發

PFEB自動急停輔助、行人輔助、

PFCW車輛追撞警示、BSI盲點側

撞預防、BCI倒車後撞預防與AVM

環景攝影系統全都列入了標準配

備。

至於動力系統方面，QX55

搭配2.0VCTURBO，這具引擎

可以爆發出268HP/5600RPM、

380NM/4400RPM，搭配模擬8速

功能的XTRONIC CVT系統，而且

全車係都標配四輪驅動。

據 悉 ， 全 新 的 Q X 5 5 將 在

全 球 部 份 市 場 上 提 供 多 達 三

個 裝 備 精 良 的 等 級 ： L U X E ，

ESSENTIAL和SENSORY，並於

2021年春季在美國和加拿大上

市。而其他主要市場也會緊隨其

後正式推出。

在冬季，發動引擎後是否

需要熱車呢？回答是肯定的，

汽車在啟動後要怠速暖車。但

是究竟需要熱多長時間呢？就

請您做個選擇題吧。 　　

      A. 30秒
　　B. 2-3分鐘

　　C. 5分鐘

　　D. 15分鐘

有 1 2 %的人選擇了 1 5分

鐘。還有的朋友認為無論春夏

秋冬，早上啟動後都要熱車。

他說，不要怕費油，不要嫌麻

煩，那是你的愛車，是你省吃

儉用花4、5位數的銀子買來

的，這點油錢比修車錢差遠

了。那麼正確的答案是什麼

呢？A 30秒。

加拿大政府能源效率辦

公室（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Office of Energy 
E f f i c i e n cy）提供的信息指

出：汽車引擎經電腦操控噴

油，在加拿大冬季正常氣溫

下，建議熱車的時間為30秒。

所以，汽車一旦起動，車窗上

的霜凍清除後（這是為了您和

他人的安全），最好的熱車方

法是開走它。

在冬季，正確的熱車方式

是：在汽車發動30秒之後，

即可行駛，但最好不要大踩油

門，因為引擎及驅動系統都尚

未到達正常的工作溫度，應該

先讓引擎在 2000轉之內慢慢地

行駛，待水溫到達正常的溫度

時才可大踩油門。
（本文圖來源：英菲尼迪官網）

https://www.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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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在香港持

續惡化，港府近期緊縮防疫措施，港人

出境前需持 24 小時內有效書面檢測報

告，急赴大陸工作的香港女星吳千語，

在出發前發生檢測報告烏龍事件，她在

IG 上稱大陸駐港檢測機構「不可靠」。

吳千語 8 日在 IG 上分享親身經

歷，表示 :「當天帶著病毒檢測陰性報

告，準備去中國隔離 14 天後再投入工

作，早上 10 時 10 分已在關口等待通

關，卻臨時收到醫療檢測機構的簡訊通

知，指我早上 9 時前下載報告不能用於

通關，必須重新列印。」

突如其來的烏龍消息，讓正要入關

的吳千語束手無策，且與她同一天檢測

的所有人，因為檢測公司「系統出錯」

都無法過關。吳千語事後的將這間公司

公告在社交平台上，她解釋，自己公開

此事只是希望大家「避雷」，提醒大家

去檢測要找一間「靠譜的公司」。

《香港蘋果動新聞》報導，吳千語在

PO 文中所提到的醫療檢測機構，是大

陸一「國家級」化驗機構旗下並獲港府

「欽點」的一間駐港檢驗中心，由「廣東

凱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資持有。

復出復出

拒絕搬「性」上銀幕德國導演 
奪5座影后獎

人物素描考生畫孫儷 面目皆非
吳千語直呼「不可靠」

急赴大陸工作的香港女星吳千語，在出

發前發生檢測報告烏龍事件。（Getty 

Images)

德國名導克里斯汀佩佐，堅持不拍性愛戲，他認為

「愛」才是電影核心。（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被譽為影后製造

機的德國名導克里斯汀佩佐，13
年間拍出 5 座影后獎，新作《水

漾的女人》（Undine），更將 25
歲女星寶拉貝爾送上柏林影后。

但他堅持不拍性愛戲，認為「愛」

才是電影核心。

《水漾的女人》也讓導演佩佐

（Christian Petzold）勇奪柏林影

展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佩佐 13
年前也曾以《耶拉》（Yella）將女

星妮娜霍斯（Nina Hoss）推上柏

林影后寶座，6 年前的作品《回不

去的時光》（Phoenix）也替霍斯

連奪多倫多、西雅圖影協等 3 座

影后大獎，讓佩佐博得「影后製

造機」封號。

《水漾的女人》拍攝靈感來

自奧地利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

（Ingeborg Bachmann）的小說《溫

蒂妮》（Undine）。書中「溫蒂妮」

是歐洲神話的女水神，她遭到男

人背叛，決定在婚禮之夜殺死對

方，「我用悲傷的淚水結束了他的

生命」，從此潛入水底、不再登

岸。

在片中由貝爾飾演的「溫蒂

妮」則是個歷史學家，在柏林提

供城市導覽服務，也剛歷經一

場背叛與分手。若根據神話的詛

咒，她必須復仇並殺死男人，但

溫蒂妮卻決定反叛詛咒，她不想

歷史重演，也不想離開柏林，仍

然想要愛，於是她愛上了另一個

男人。

佩佐將這個愛情傳說，結合

柏林城市的滄海桑田，形塑出這

部神秘、浪漫兼具的電影，國際

媒體都讚嘆「只有佩佐最懂女人

心」。片中魔幻與現實交纏的情

感戲，甚至被譽為超越奧斯卡電

影「水底情深」（The Shape of 
Water）。全片除了在柏林影展連

獲大獎，11 月更入圍第 33 屆歐

洲電影獎最佳影片及最佳女主角

雙料大獎，結果將於 12 日揭曉。

佩佐電影中的主角向來都是

「容易受傷的女人」，但有趣的

是，拍過無數愛情電影的他，卻罕見堅持拒絕性愛

戲。日前他接受外媒專訪時直言，「電影裡所有性愛

戲都是荒謬虛假、令人臉紅的」，更認為「性」不須

被搬上大銀幕來說，「愛」才是電影的真正核心。

【看中國訊】中國大陸女星孫儷

演技和口碑俱佳，成為大陸一所學

校的美術考試題。其美貌被考生們

畫得面目皆非，讓網友笑翻。「孫

儷被黑得最慘的一次」登上熱搜。

從微博流出的視頻可見，考題

要求考生以孫儷的一張「回頭笑」

照片為參照，在三小時內，將孫儷

的肖像畫的「比例準確、自然，頭

頸肩生動」。考試滿分為 150 分。

當然考生的水平有高有低。在

一些考生的筆觸下，孫儷面目皆

非：有一幅，孫儷的面容猙獰；還

有一幅，孫儷被畫成了像「猿人」；

另一幅，即使畫的不算醜但畫的完

全不像孫儷。總之，幾乎認不出這

些考生畫的到底是誰。

孫儷因《甄嬛傳》、《羋月傳》

等熱播劇登上事業高峰，許多網友

看到孫儷被畫得如此醜，忍不住評

論：「不敢說維妙維肖，只能說毫

無關聯。」「鈕鈷祿甄嬛變鈕骷髏

甄嬛。」「甄嬛入宮海選就得被刷，

全劇終。」也因此「孫儷被黑得最

慘的一次」登上微博熱搜。

一句台詞令粉紅心碎 《魔物獵人》遭下架
【看中國訊】　由蜜拉喬娃維琪主

演，改編知名電玩的好萊塢電影《魔物

獵人》12 月 4 日正式在臺灣、中國等

地上映，臺灣方面以近 4200 萬首週末

票房拿下冠軍，未料大陸卻因華裔男

星歐陽靖的一句台詞被指「辱中」，導

致該片僅上映 1 天便被撤檔，連首日

票房都被消失，查都查不到。

該片電影開場不久，由華裔男

星 歐 陽 靖（MC Jin） 飾 演 的 亞 裔

美國大兵與另一位演員的對話，他

先指了自己的「膝蓋」（knees）問

說「What kind of knees are these?」
（這是哪種膝蓋）後來笑回是「中

國人」（Chinese，取後半段的 nese
跟 knees 諧 音。） 大 陸 網 友 深 挖 此

句台詞，認為指出這個哏與童謠

「Chinese,Japanese,Dirty knees,Look 
at these ！」（「中國人，日本人，膝蓋

髒，看看這些」。）造成中國粉紅們的

玻璃心碎，不久即從中國院線下架。

該片的德國製片方「康斯坦汀電影

製作公司」隨後針對該台詞及片段道

歉，澄清絕對沒有要歧視、侮辱的意

圖，並承諾會刪除這個場景後重新申

請上映。

事件當事人歐陽靖 8 日也於個人

的社群平台上傳道歉影片、試圖解釋

台詞並無辱華涵義。

據《自由時報》報導，目前該片在

中國場次已被全撤掉，預售採退票處

理，也被嚴禁再放映，據稱要換新拷

貝後再上映，不過是否真能順利再上

映還是未知。

《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引述澳洲

墨爾本蒙納士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學

者凱大熊（Kevin Carrico）說，這種

受冒犯的感覺是大陸日益增長的過度

民族主義情緒的例子，中共長期宣揚

「外國人不尊重中國」的論調助長了這

種情緒。

無 獨 有 偶， 南 韓 人 氣 節 目

《Running Man》開播超過十年，在

海內外擁有大批粉絲。 12 月 6 日，

《Running Man》在大陸播出最新一

集。節目中，明星玩「大富翁」環

節，出現了臺灣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並與大陸的五星旗並列。有大陸網

民觀看後「玻璃心」同樣又碎了，給

節目扣上「辱華」大帽並揚言罷看。

7 日，大陸當局控制的新浪微博已將

「Running Man」列為非法詞彙，禁止

搜索。

一句台詞」震碎粉紅玻璃心，電影《魔物獵

人》遭下架。圖為劇照。（臉書截圖）

病毒檢測擺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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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12月16日

安茹梨

 Zucchini Squash 意大利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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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rosia Apples 聖芳蘋果 Anjou PearsCantaloupes 哈密瓜Fuyu / Hychia Persimmons 富有 / 澀柿

Broccoli CrownsCilantro 香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無莖西蘭花 Honey Murcott Mandarins 茂谷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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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 個白蘭瓜。

$1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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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68
lb

$1686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1 2828
ea

$$114848 lb$ 09898
2

$06868 lb

$12828
lb

$1
Ambrosia Apples 

$30$30購物滿       即可購物滿       即可$30購物滿       即可$30$30購物滿       即可$30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1 個白蘭瓜。

$

在一些考生的筆觸下，孫儷被畫得面目

皆非。（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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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輕鬆購物
我們為你準備！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一周一周77 天天
晚餐外賣特惠！晚餐外賣特惠！

星期一 星期四

2x 家庭裝
壽司組合

* 特定分店供應

16$
12$
省

2x 14 吋
現烤披薩

* 售完即止

14$
7$

省

* 其他日子詳情請參考網站

營業時間 : 一周 7 天早 7 點至晚 10點營業時間 : 一周 7 天早 7 點至晚 10點

電話 :  (403)384-9780

225 Panatella Hill 
NW T3K 0Y5 胖大媽山

西北分店

特價
每磅5$ 99

14 天熟成
西冷牛肉 ( 生 )
$13.21/1 公斤

促銷
每件4$ 99

特價
每磅.69$

特價
每件5$ 99 新鮮覆盆子 12 盎司

特價
每件1$ 99特價

每件9$ 99

特價
每件2$ 49

Western Family
楓糖黑糖
即食燕麥片

桂格楓糖黑糖
即食燕麥片

特價
每件6$ 99

特價
每磅1$ 29

買一送一！美國 珍寶蕃薯
$1.52/ 公斤

美國 西芹 
$2.84/ 公斤

Delissio
各式口味冷藏披薩

Western Family
冷藏大虎蝦

冷藏帶子 300g

買 2 件
 額外

600600
積分

金莎禮盒 300g
數量有限 欲購從速 !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10 日至 16 日

當季蔬菜

上海青菜切去粗硬頭
部，對剖成兩半，用清水
浸洗；上海青菜頭部靠近

水龍頭，藉由水流力道沖

洗。

煮滾一鍋水，加鹽和少
量油，下上海青菜，水滾
再煮1分鐘左右，起鍋瀝乾
水分。

準備一個大盤，均勻排
列上海青菜，撒上白芝
麻、蔥末。

蒜頭、辣椒切末，醬料
材料攪拌均勻，可以搭配
青菜一起上菜。

運用蔬果的繽紛多彩，可

營造美麗的餐桌風；當季

蔬菜口感清甜美味，只要

簡單料理與調味，就是很

好的開胃菜。

上海青菜數顆、白芝麻 1/2
大匙、青蔥 2株。
醬料：蒜頭 3瓣、辣椒 1條、
醬油 1/2大匙、蠔油 1/2大
匙、香油 1 小匙。

開胃菜
色 香 味 俱 全

開胃菜是廚師的心意

開胃菜不只是開桌前的小

菜，它是料理人的態度，也是食

客與廚師之間的交流。當食客眼

睛一亮，意猶未盡，開始期待下

一道料理時，開胃菜就完成了它

的任務。

擺盤是最好的開胃菜

用餐時，面對秀色可餐的擺

盤，自然就會令人心情愉悅，食

慾為之一振。擺盤要注意有：盤

具的選擇、餐具顏色與紋理材質

搭配、擺盤設計的視覺焦點等。

又到了歲末，親友聚會一

起享受美食，美味美觀的

開胃菜，令聚會氣氛更加

熱鬧。

蔥香鍋餅

材料  A用筷子攪拌成雪
花片狀。加冷水攪拌，放

油，再攪拌，按壓成團，

調整成光滑團狀，靜置60
分鐘。

清蔥洗淨風乾、切末。
麵團分成 3等分，用手
掌壓扁麵團，滾圓，靜置

15分鐘，再擀成薄麵皮。

清蔥放在麵皮上，收口
包緊，再擀成薄餅狀。

熱油鍋，薄餅兩面煎金
黃。

切小塊盛盤，即可上
菜。也可以包碎牛肉和蘸

醬食用。

煎餅的做法很多元，用來

當開胃菜的煎餅，厚度不

宜太厚，煎餅口味以鹹香

開胃為佳，韭菜或青蔥是

很好的風味食材。

新鮮青蔥 3株、橄欖油
10g、冷水 25g。
材料A ：中筋麵粉 200g、
鹽 1/4小匙、熱水 110g。

起司漢堡排

洋蔥洗淨，去皮切絲，再改
刀切小丁。

洋蔥、調料與 2種絞肉，一
起攪拌均勻。

取絞肉一小球，在兩手掌間
摔打塑形，塑形成漢堡排。重

量盡量保持一致。

熱油鍋，轉中火，放漢堡排
煎至底部變色，翻面再煎。轉

小火，兩面各煎 5分鐘，讓漢
堡肉持續且均勻受熱。

起司片放在剛起鍋的漢堡
排上，待漢堡排的熱氣融化，

即可上菜。

一口漢堡排是很好的開胃菜，

吃起來美味又方便，自己做不

難，搭配不同的配料和醬料，

還能變化漢堡排的風味。

梅花絞肉 200g、洋蔥
300g、五花絞肉 200g、起
司適量。

調料：鹽、黑胡椒粉。

海鮮鹹派

首先，將烤箱預熱直至
180°C（350°F）。
熱油鍋，培根煎香；下
洋蔥絲炒軟。

派皮先均勻鋪上起司。
3個派皮依序放鮭魚、培
根洋蔥、菠菜。

3個派皮倒入蛋奶液後送
進烤箱，烤 30分鐘即可。

鹹派是絕佳的開胃菜，外

觀色彩可由多彩的食材塑

造；鹹派的風味則可由香

草、起司、香腸、海鮮等

特色食材調配。

小派皮 3個、水煮鮭魚 4
小塊、培根 4小塊、水煮
菠菜（擠乾水分）1小把、水
煮青花菜 3 朵、洋蔥絲 2
杯、切達起司、馬蘇里拉

起司適量。

蛋奶液：新鮮雞蛋 3個、鮮
奶油 100c.c.、鮮奶 
100c.c.攪拌均勻。風味濃湯

鍋裡放橄欖油，放洋蔥
丁，用中小火炒軟洋蔥；加

蒜末炒至焦黃色。

續加白花菜、番茄丁、雞
高湯、百里香、月桂葉，煮

滾，轉小火煮 20分鐘，到
白花菜軟嫩。取出百里香

葉、月桂葉。

蔬菜湯放入食物調理
機，攪打均勻。加調料，

攪打均勻。

搭配濃湯的配料，可以
使用麵包丁、餅乾，或是

蝦仁、蔬菜棒等。

正式上菜之前的開胃菜，

除了各式引人食慾大開的

小菜，蔬菜杯湯也是暖胃

爽口的選項，加上麵包丁

可增加飽足感。

白花菜切碎 5 杯、洋蔥丁
2杯、番茄丁 2 杯、雞高湯
1L、月桂葉 1片、百里香 1
株、蒜末適量。

調料：食鹽、黑胡椒、鮮奶

油適量。

1

2
4

3

5
◎  文 :米娜  

◎  圖：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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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也會患帕金森氏症

我們一般認為帕金森氏症是

老年人的專利，其實不是。根據

臺大醫院神經部主治醫師吳瑞美

指出，門診中有將近 2 成患者

屬於年輕型帕金森氏症，原因多

半和基因、家族遺傳有關，甚至

有約 18 歲的學生罹患此病，而

且自己的姊姊也於 28 歲時發生

類似症狀，並確診罹病。

不過，如果能夠盡早發現，

把握治療時機，還是能維持一定

的生活水準。目前帕金森氏症的

治療方式有許多種，例如：使用

藥物或執行深腦刺激術等，早期

病人能夠控制到看不出來罹病，

即使病史長達 10 年以上，還是

能保持行動能力。

有一名林先生，雖然動作比

較遲緩，但生活完全自理，不需

他人協助，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罹

患帕金森氏症已經 10 年了，他

每天早上打球，下午游泳，還經

常出國旅遊，維持了正常的生

活。能夠保持這麼好的狀態，持

續的藥物治療和良好生活習慣是

很重要的因素。

罹病原因

帕金森氏症、中

風、老年癡呆症，並

列為老年人的 3大疾
病，影響健康甚鉅，

以下和大家淺談關於

帕金森氏症的相關

議題。

年輕人也會得帕金森氏症
如何緩解症狀？

癌症的風險更高，但避免晒傷也

很重要，因為過度暴晒會導致細

胞損傷，並增加患皮膚癌的風

險。如果您打算在海灘上度過一

天或長時間進行戶外活動，則需

要某種形式的防晒，輕便的衣服

是理想的選擇，但大多數人仍然

選擇防晒霜。

不幸的是，許多防晒產品

含有有毒成分。《消費者報告

（Consumer Reports）》的 2018
年《防晒霜購買指南》指出，許

多產品沒有提供標籤上聲稱的

UVB 防護等級。結果，您不但

可能會接觸到有毒化學物質，而

且最終還會被晒傷。有關防晒霜

中發現的毒素及其功效的更詳盡

討論，請參閱〈許多防晒霜是有

毒的 效果只有聲稱的一半〉。

FDA 已承認，大多數防晒霜可

能不安全。

飲食增加維生素A
維生素 A 是一組營養素，

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別：動物性食

品中的類維生素 A 和植物性食

品中的類胡蘿蔔素。

二者在化學結構上是不同

的，並提供不同的健康益處，但

是二者對於實現最佳健康都是必

不可少的。

增加維生素 A 的食物來源

是達到最佳水準的最有效方法。

富含維生素 A 的食物，包括：

甘薯、菠菜、胡蘿蔔、哈密瓜和

芒果，其他蔬菜還有羽衣甘藍、

芥末蔬菜和蘿蔔蔬菜。

大多數類胡蘿蔔素都具有抗

炎和抗氧化劑的作用，而類維生

素 A 對紅細胞的產生很重要。

它們在懷孕期間，以及幫助身體

抵抗感染時尤其必要。

選擇蝦青素 
從內而外保護自己

蝦青素是類胡蘿蔔素家族的

一部分，可能是最有效的抗氧化

劑之一。它是由微藻產生的一種

保護機制，可防止紫外線和其他

環境壓力。它具有獨特的分子結

構，可從內而外保護皮膚，特別

是，它有助於防止紫外線引起的

細胞死亡。與局部防晒霜相比，

蝦青素的優勢是不會阻擋紫外

維生素A在預防皮膚癌中的作用
（轉載自《按開人體的竅》）

一支眼神經痛，眼眶、眉棱骨

痛，臨床上比較少見。最常見

到的是第二支上頷神經痛，下

眼眶、上牙痛、齒槽痛，早期

容易誤診為牙痛，拔掉牙齒後

還是痛，就要考慮是否是三叉

神經痛。第三支下頷神經痛，

下牙痛易誤診為牙痛，如果連

下巴都痛，就要注意是否為心

臟血管問題。

引起三叉神經痛的病因，

雖然有多種推測說法，其實確

實原因不明，多數認為感冒風

寒是主因。值得注意的是肝火

上沖、飲食重口味、久病，以

及年老的人體虛虛火上炎、經

脈虛，風邪容易趁虛而入。

此時要注意保暖，不要吃

生冷冰品、辛辣刺激的食物。

發生三叉神經痛，可用手掌或

熱毛巾按摩痛側；用生薑、蔥、

酒搗爛敷面，可以止痛，再用

熱毛巾擦去敷面的東西。

按壓穴道方法

當第一支眼睛痛，從攢竹

穴按摩眉頭，直上按到前額；

第二支上牙痛，從迎香、人中

穴，一直按到耳垂前；第三支

下牙痛，從下關、頰車穴，沿

著下巴按到耳後、脖子，一直

到頸部。

不論那一支神經痛，一定

要按下列二穴。

合谷穴：位於大拇指和食

指之間，食指第一掌骨的中間

點。專治面部上的病，屬陽明

經，含多氣、多血的特質，可

鼓動臉部氣血的調暢。

曲池穴：位於手肘外側，

手肘彎曲，掌心向胸前，肘

橫紋外側盡端。也是屬於陽明

經，為強壯穴，可以強健機體

的生理功能。

三叉神經痛
被火燒一樣的痛狀，簡直像在

接受酷刑，可以從幾秒鐘到幾

分鐘，又突然停止。當在緊張

或太勞累時會加重症狀，嚴重

時嘴巴會歪一邊，臉漲紅、眼

睛充血、流淚、流口水。

最常見的情況是講話不敢

大聲，連說話、打哈欠、刷牙

都能引起三叉神經痛。

有的發作幾天或幾個禮拜

就自己好了，但是可能過幾個

月或幾年又復發，像不定時炸

彈，會使人變得憂鬱。

三叉神經痛多數發生在

四十歲以上，尤其是女性。第

帕金森氏症是因為大腦基底

核的黑質細胞退化，使多巴胺神

經傳導物質產生不足所導致，確

切的罹病原因，目前還不十分清

楚，但普遍認為和遺傳，以及環

境因數有關。

如果家族中有帕金森氏症患

者，會提高得到此病的風險；曾有

頭部外傷者，經常暴露於特定農藥

的環境中，亦會增加患病機率。

帕金森氏症的症狀

帕金森氏症是一種神經退化

性的疾病，主要是因為腦部神經

傳導物質——多巴胺不足所導

致，造成的腦部功能損傷不可

逆。因此，當出現單側手抖、肢

體僵硬、面具臉、行走緩慢小碎

步等疑似症狀時，務必提高警

覺，盡速就醫。

以下為臺灣神經學學會發布

的「帕金森氏症自我檢測表」，

如果對照發現有 3 題以上的回

答為「是」，請盡快至神經內科

就醫檢查。

❶ 你的手或腳是否曾經在

休息放鬆的狀態下，會不自主顫

抖？

❷ 走路時有一隻手臂彎

曲，且不會擺動？

❸ 身體在站立或行進時，

姿勢會向前彎曲？

❹ 走路姿勢雜亂、不順

暢、好像要打結了，或者一隻腳

拖在後面？

❺ 步伐小且常跌倒或摔

跤？

❻ 常覺得懶洋洋，做甚麼

事都沒動力？

❼ 頸部後方或肩膀常疼

痛？

❽ 刻意避免與聊不來的朋

友或家人相處？

❾ 音調出現改變，變得更

單調、小聲或沙啞？

❿ 寫字變慢且字體變小？

帕金森氏症的症狀會隨著年

紀增長和罹病時間逐漸嚴重，也

可能有認知和行為問題出現，甚

至可能出現憂鬱症、焦慮症，或

是中晚期合併失智症等情形。醫

師指出，若患者未妥善控制病

情，可能會加速出現動作障礙，

陷入「四失」的威脅：失去行動

避免晒傷和化學防晒霜

美國皮膚病學會建議，不要

晒黑，要盡力尋找樹蔭、穿防晒

服，並使用 SPF 為 30 以上的廣

譜防水、防晒霜來保護皮膚。

當您考慮接受陽光照射的建

議時，重要的是要記住，完全避

免陽光照射會使您罹患幾種內部

線，因此不會阻止皮膚中維生素

D 的轉化。此外，它還可以增

加皮膚的彈性，減少細紋和皺紋

的出現。

蝦青素是一種強大的抗氧化

劑，具有神經保護作用；它有益

於心血管系統，還可以保護視

力；它還可以幫助減少運動後的

恢復時間和疼痛感。美國航天局

正在考慮使用它來抵消太空中輻

射暴露造成的損害。

能力、失去表達能力、失去快樂

和失智。

病程分為五期

帕金森氏症依嚴重的程度共

分成五期，多數就診患者都是第

三期才發現，如果平時能提高警

覺，有病識感，才能在第一期就

發現，及早就醫，獲得更佳效果。

第一期：單側肢體僵硬、手

部顫抖、寫字歪曲。

第二期：雙側肢體都出現顫

抖或僵硬、動作遲緩。

第三期：走路時常跌倒、步

態不穩。

第四期：自己難以獨立走

動，需要他人攙扶。

第五期：必須坐輪椅或臥

床，無法自行照料生活起居。

治療與症狀的緩解

帕金森氏症是神經系統退化

的疾病，目前無法根治，也無法

阻止疾病的進行，或者應和醫師

密切配合，用藥物增強腦部多巴

胺系統的功能，或是實行外科手

術——「深部腦刺激術」，對一

些特定病人也有幫助，

此外，平日應保持均衡營

養，多攝取益生菌增進腸道健

康；適度運動，做有氧運動和肌

耐力訓練，保持良好的體能；正

向思考，保持樂觀的生活態度，

維持社交活動；避免過瘦，維持

適當體重；練氣功、瑜伽、太極

拳或音樂、舞蹈等，都有助於改

善顫抖、平衡、肢體僵硬、動作

遲緩等症狀，提高認知功能和生

活質量。此外，善用輔具也能增

加患者活動能力，減輕關節疼

痛，有效減少跌倒的機會。

下

臉的一側，突然短暫

的像觸電般的劇烈疼痛感，如：

刀割、電鑽在刺、被撕裂、像

最好的醫生是

自己，最聰明的醫

生是預防疾病。忙

碌的現代人學得簡

易按穴法，許多初

發的疾病即可自行

調癒，享受中醫的

生活化、簡單性、

即時性，以及便宜

性。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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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譯：高新宇
分析：莫克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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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療養

保健

 按 穴 療 法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  文：徐翠君

療養
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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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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的我，是頭腦非常清醒

的我，幾天前才和女朋友分手。

她說我總是站在利益角度上做

事，這些天我忽然體悟到：我是

個捨不得的男子，我真的不想失

去她，我想了很多，也去請益了

很多朋友。現在的我該如何挽回

她失望的心呢？

思源 筆

思源好：

首先，我要恭喜你兩件事

情。第一：時下很多女孩是講究

拜金主義，而你卻遇到這樣一位

懂事知足的女孩，她願意告訴你

不要站在利益上考慮問題，真的

值得你珍惜和重視。第二：你是

一位懂得自省，願意接納忠告之

人，誠如你所言，腦袋清楚了，

這樣比較容易思考出一條正確的

人生道路。

我不知道你具體發生了什麼

事情，但是人生在世真的不過數

十寒暑，有人為了利益爭爭鬥鬥

耗損心力，弄到最後不是身心俱

疲，就是眾叛親離。即便得到了

財富或利益，卻發現在驀然回首

之際，失去的更多，如失去的健

康、失去的時間、失去的真情

等，卻是很難或不可能再彌補得

過來。仔細衡量，生帶不來死帶

不去的金錢、名利情何苦執著追

求呢？這點，想必你已經想的很

清楚了。

更何況，因果輪迴的天理

下，人的福分該有多少本是天注

定，我們只求在人生的過程中不

違背良心，腳踏實地、俯仰無愧

的待人處事，那麼該是我們的，

不論好或壞躲也躲不過，那儘管

大方接受。不該是我們的即便費

勁掙來或死命擺脫，終究會回到

命理的原點，這又是何苦？孔子

曾說「貧而樂」、「富而好禮」，我

覺得挺能詮釋自在人生的真理。

現在腦袋清楚的你一定想挽

回女友失望的心，那麼，心動不

如行動吧！真情往往能感動人，

就像你女友願意在關鍵時刻給你

忠告，而這份坦誠卻觸動了你的

內心、你的理智和內心深處真正

的你。當你真正從思想的認知上

轉變成實際行動時，相信聰慧的

女友便會看在眼裡，那麼接受與

否就交給時間或緣分去安排吧！

學習放下的過程，你會漸漸

體會什麼是真正的可貴。曼麗要

提醒你：踏實往往是走向成功的

通途，無論你是否挽回女友的這

份感情，如果你能打從心底感謝

這過程給予你協助的人，願意改

變自己、放下自我，相信你已經

步向成功的人生坦途了。曼麗祝

福你！ 

我是個捨不得的男子◎ 文：曼麗夫人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

中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

情的到來，婚姻的締結，

與婚後的柴米油鹽時，總

有說不完的橋段。如何在

其中愛得自在與無傷，愛

得充實與圓滿，讓曼麗夫

人陪您一同探討現代男女

情感世界中的難題，讓愛

的世界增添更多美麗的傳

奇！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曼麗小語：有人為了
利益爭爭鬥鬥耗損心力，
弄到最後不是身心俱疲，
就是眾叛親離。即便得到
了財富或利益，卻發現在驀
然回首之際，失去更多，
如失去健康、失去時間、
失去的真情等，卻是很難或
不可能再彌補得過來。

不簡單的收納工具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打算把房子重

新裝修，做出大量的收納櫥櫃的話，

那麼，想做好收納設計工作，最簡單

的就從現有家居裡的收納工具開始

吧。

收納工具根據小編的定義可以分

為收納櫃子和收納容器。

收納櫃子包括所有能裝物品的，

例如各種櫃子、壁櫥、廚房櫃子、浴

室櫃子、抽屜，展示櫃、書架等等。

收納容器就是可以放在櫃子裡的，裝

家居用品的盒子、箱子、罐子等。

櫥櫃收納的規劃和原則

首先把家中可以收納生活用品的

各種櫃子、壁櫥、廚房櫃子、浴室櫃

子、抽屜等列出來，假設倒空它們。

那麼接下來就可以本著方便工作

生活、就近拿取的原則，設想一下把

物品分類的存放。例如，衛生紙、衛

生洗浴、護膚用品可放在衛生間的櫃

子或抽屜裡；外套、帽子、包包、鞋

子、圍巾最好放在一進門的玄關的位

置，個人衣服放在臥室衣櫥用衣架掛

起或收納在隔板上，內衣褲、襪子等

收在抽屜裡；對於過季衣物的收納，

可以採用市面上比較流行的

壓縮真空袋、收納

盒 或 箱 收 納 好

後，放置在衣櫃

上端不常用的位置；與食物有關的都

收納在廚房裡；與辦公和學習有關的

放在書架或書桌的位置。

就近拿取的原則很重要，它是對

付懶癌和遺忘症患者的靈丹妙藥。我

本身性格就是比較拖延的。以前因為

桌子很小，沒辦法放置過多的東西，

就會把一些文件放到旁邊的架子上，

需要什麼文件就得起身到架子

上找。這樣的後果是有

時一懶，就想：過

一會再拿吧，然

後，就可能忘

了或把這部份

工作挪到以後

再做了，降低

了工作效率不

說，有時還會

很耽誤事。

後來，我下

決心換了一個大桌

子，把所有需要的文

件和辦公用品都收納到伸手

可取的地方，想找什麼文件，不用起

身就可就近拿取了，工作會毫無耽誤

的繼續進行。我還在桌子下面放置了

一個宜家買的抽屜櫃，用來放置一些

零碎辦公用品，隨手可取，真

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根據這個原則，我們可

以按照自己的性格、習慣等

規劃好櫥櫃收納物品的位

置，就可以準備收納容器來盛裝這些

物品了。

收納容器「雙標」 
開啟省錢和高端模式

即使下決心要換上整套收納容

器，但真正購買時，感覺荷包一點點

癟下去的滋味還是很肉疼的。其實，

想讓收納變得既高端又省錢是

有一定好方法的。

首先把收納容器

的分兩大類，收

納在櫃裡的和展

示在外面的。

收納在櫃

裡的收納容器

原則上實惠、

實用為主，可

以統一選用透

明的塑料方的或

長方的盒子，一目

瞭然，塑料盒子價格比

較實惠，讓肉疼減緩一些，

如果沒買到合適的透明盒子也沒關

係，在不透明的盒子上貼上標籤也非

常管用。

如果雜物種類龐雜，沒辦法過細

分類，同時量少又無法撐起一個收納

盒。那麼，可以在一個大的收納盒裡

把雜物分門別類的放在不同的小透明 
盒子裡，即能看清又不雜亂，如果再

細緻些的還可以寫個所收納物品標籤

貼在大盒子外面就更好了。

其次，需要展示在外的，就需增

加一項功能：顏值擔當。是

的，展示在外的收納

容器不僅需要實用，與家裝家具風格

相匹配、外型美觀、即有質感又時尚

也是重要的考量指標。根據現在的流

行趨勢，木質、籐編、草編、鐵藝、

布藝、玻璃的收納容器都是可登大雅

之堂的不錯選擇。展示在外的收納容

器不宜過多，最好是放一些需要隨時

取用的物品。

房子變大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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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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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5149 Country Hills Blvd. NW

403.286.6824
403.288.9677 info@calgaryregistry.com

calgaryregistry.com

車牌
駕照
實習駕照
交罰款
駕照路考
留置權搜索

出生證
結婚證
註冊公司

宣誓公證人
健康卡
地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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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gary

RegistryRegistry
ServicesServices

政府授權
註冊機構

Country Hills Blvd. NW
Registry

Crowchild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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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國際刑警組織上週發布

警告稱，有組織犯罪網可能試圖騙取人們

購買假冒的新冠病毒疫苗。

國際刑警組織還擔心，犯罪組織還可

能會試圖中斷供應鏈，竊取合法渠道生產

的疫苗。

「有供給就有需求。當供給小於需求

時，就會出現經濟機會。」急診醫生丹尼

爾 · 法格布伊博士說。

有些人可能會看到從欺詐性醫療產品

中獲利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它可能會

危及人們的健康和生活，法格布伊博士補

充說。

此外，在經過幾個月的封鎖、檢疫和

限制後，人們渴望獲得疫苗。關鍵是要保

持耐心，相信你很快就能接種疫苗。

如果你不是最先接種疫苗人群，包括

醫護人員和老年人，你要知道，「馬上會

輪到你的，你會得到疫苗的」。法格布

伊博士說。

關於假疫苗要知道什麼

你要從值得信賴的醫療服務提供者那

裡接種，比如你的醫生、急診室或當地公

共衛生部門列出的指定地點。

國際刑警組織懷疑互聯網上會散佈很

多關於假冒疫苗的不實信息。

真正的疫苗不會在網上分發，所以要

避免這個看似可以提前獲得疫苗的過程。

「看起來很像真品，但其實不是原裝

正品。人們可能會被愚弄、被欺騙、被蒙

蔽」，法格布伊說。

芬頓法律團體的醫療保健律師本傑

明 · 芬頓說，疫苗需要時間來開發、測

試，並由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評

估和批准。

「我的建議是始終保持懷疑的態度，

如果它聽起來不像真的，那麼它可能是假

的。」芬頓說。「服用任何未經 FDA 批

准的藥物都可能導致極端的結果，包括死

亡。」

法格布伊表示假疫苗往往可能發生在

技術和警務不那麼到位的地區。

據芬頓介紹，通常在美國，這些詐騙

行動會被迅速發現並被關閉。

我們以前見過這種欺詐行為

這不是某些公司和犯罪組織第一次試

圖在黑市上銷售虛假的醫療產品或藥品。

「我們以前發生過很多這樣的事件。

你可以去看關於鴉片劑和獲取鴉片劑以及

濫用獲取鴉片劑的毒品流行病，」法格布

伊說。「這就是為什麼你有監管機構來幫

助監管這類事情，但它們會進入黑市。」

在整個疫情中，也有一些產品謊稱可

以預防或治療新冠病毒。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已經向誤導

普通公眾的公司發出了數千封警告信信託

源，內容涉及癌症治療、吸菸疾病的治

療、未經證實的飲食補充劑、新冠病毒的

治療等，而且名單還在不斷增加。」芬頓

說，「任何聲稱能做上述任何事情的藥物

都必須得到 FDA 的批准。」

對於當地執法部門來說，警惕假

COVID-19 疫苗將是至關重要的。

法格布伊相信，如果人們通過當地衛

生部門，就不會得到假疫苗。

「不要試圖繞過正當渠道，試圖通過

網上或信譽不佳的來源獲得物品，因為你

可能會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法格布伊

說。

網上可能會出現假冒新冠病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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