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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外百萬黨員名單洩密
List of Million CCP Members Overseas 
Was Leaked

A3林則徐談做人十無益（下）
The 10 Admonishments of Imperial
Official Lin Zexu (Part 2)

卡城千人遊行
抗議封鎖禁令B3A4  康熙朝藝談——

《南巡圖卷》B2雙語報導

English or

以店内實物為準，價格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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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稅

節
省

$13.85/ 天 , 84 月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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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05

Stock: 180933Stock: 180933

2020 Highlander XLE SUV

加稅

節
省

$21.61/ 天 , 84 月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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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22

Stock: 179885

Stock: 180869
2020 Venza Hybrid LE SUV

加稅$41,480$41,480 重新登場重新登場
歡迎試車歡迎試車

2020 Camry SE AWD A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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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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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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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RAV4 LE SUV

加稅

節
省

$14.40/ 天 , 84 月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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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41
2020 RAV4 LE SUV

Stock: 180565

 2020 Sienna LE FWD

加稅$36,199$36,199$41,905
節
省$5,706$5,706

Stock: 180554

$15.2/ 天 , 84 月
1.99%

Stock: 180554

臨聖誕大清貨臨聖誕大清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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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2021車輛，1月4號起加價，訂車從速部分2021車輛，1月4號起加價，訂車從速

Stock: 180299
2020 Highlander Hybrid LE

加稅

節
省 （含 $2,500 政府補貼）

$44,999$44,999
$4,343$4,343

$49,342
$20.91/ 天 , 84 月

4.99%

Stock: 180299
2020 Highlander Hybrid LE

  Team Trump suffered a number 
of setbacks last week in its quest to 
dispute the November 3 election 
results.  On December 11, the Su-
preme Court denied Texas’ lawsuit 
against the four swing states for lack 
of standing. Then on December 15, 
after the Electoral College vote, Sen-
ate Republican Leader Mitch Mc-
Connell reversed his position and 
asked lawmakers not to challenge 
Biden when Congress convenes on 
January 6, 2021 to certify the vote. 
On the 16th, Trump lawyer Jenna 
Ellis vowed the campaign will fight 
to preserve the integrity of the elec-
tion, regardless of what happens on 
January 6.
  On December 14, Judge Kevin 
Elsenheimer of the 13th Circuit al-
lowed plaintiff attorney Matthew 
DePerno to release the audit report 
on Dominion voting machines in 
Michigan.
  Allied Security Operations Group 
(ASOG) conducted the forensic au-
dit on 22 Dominion election man-
agement servers and related flash 
cards used in Michigan’s Antrim 
County. The report read, “While 
the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FEC) terms determine that the al-
lowable election error rate is 0.0008 
percent (one error in 250,000 bal-
lots), we observed that Dominion’s 
error rate was 68.05 percent (85,000 
times the required error rate), indi-
cating that (Dominion) caused fatal 
errors in the secur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election.
  Electoral College electors in each 
state met on December 14 to cast 
their votes for the president. In a 
rare turn of events,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seven states - Pennsylvania, 
Georgia, Michigan, Wisconsin, Ari-
zona, Nevada and New Mexico – as-
sembled teams of alternate electors 
to preserve the option for Trump to 
challenge the vote certification.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16 日，川普團隊律師埃

利斯表示，不管 1 月 6 日發

生什麼，都將為維護選舉誠信

而戰。

看中國評論員林佳認為，對

川普陣營而言，法院體系很難指

望，其他的道路勝算概率極小。

川普動用特別權力，調查舞弊真

相、捍衛美國憲政民主，或是未

來比較大概率的舉動。

大新聞：Dominion 
誤差達8.5萬倍
12 月 14 日， 第 13 巡 迴

法院法官埃爾森海默（Kevin 
Elsenheimer）准許律師德佩諾

（Matthew DePerno）公開對密

歇根州所使用 Dominion 投票機

的調查報告。

這份 23 頁的審計報告由

數據公司「同盟特別行動組」

（Allied Special Operations 
Group）給出。該團隊受聘對密

歇根州安特里姆縣（Antrim）11
月選舉時使用的 22 臺 Dominion
投票機、製表機、拇指驅動器、

相關軟體、總製表機、相關快閃

記憶體卡、USB 記憶棒和管理

伺服器進行取證調查。

報告寫道：「聯邦選舉委

員會（FEC）條款確定，允許

的選舉錯誤率是 0.0008%（25
萬張選票中有一個錯誤），

Dominion 的錯誤率是 68.05%
（是規定錯誤率的 8.5 萬倍），

這表明（Dominion）在選舉安

全和誠信方面有致命錯誤。」

替代選舉人投票川普

12 月 14 日是 2020 美國總

統大選選舉人團的投票日期。該

日，賓州、喬治亞州、密西根

州、威斯康辛州、亞利桑那州、

內華達州和新墨西哥州共 7 個

州，出現了兩套投票結果的罕

見，這 7 個州的共和黨「替代選

舉人團」把票投給了川普。

兩黨選舉人團同時投票的

情況在美國歷史上曾有先例。

白宮高級顧問斯蒂芬（Stephen 
Miller）當天對 FOX 新聞說：

「如果我們在法庭上贏得了這些

案件，我們可以指示對這些替代

的選舉人票進行認證。」

如果美國最高法院裁定，某

個州原本的投票結果無效、必須

撤回了，那麼這時候，共和黨版

本的投票結果，才有機會遞補上

去，在明年 1 月 6 日前交給國會

來審查認證。也有評論者認為，

這種途徑成功率近乎零。按照美

國憲法的規定，只有州議會才有

權力選出選舉人來，再代表該州

去選總統。所以共和黨這七州的

選舉人投票只是黨團內部的選舉

人，沒有州議會的認證，也就沒

有實際效力。（下轉 A2）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12月11日，德州控4大

搖擺州大選違憲的訴訟在

最高法院受阻。15日，在選

舉人團投票日後，參議院共

和黨領袖麥康奈爾改變立

場，要求議員在2021年1月

6日國會認證期間，不要對

拜登發起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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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Election Battleground Shifts To Congress

美大選 國會開戰美大選 國會開戰

https://www.houseofcarscalgary.com/
https://www.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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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挑戰選舉人團 
共和黨大佬臨陣倒戈

（接 A1）12 月 15 日， 參

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祝賀拜

登當選，並呼籲參議員不要挑戰

選舉人團投票結果。保守派主

持人馬克 . 萊文（Mark Levin）
譴責麥康奈爾說：「川普幫你確

保了你的席位，就像他幫助確

保許多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共

和黨）席位一樣，你卻等不到 1
月 6 日。」萊文呼籲其他人出任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

阿拉巴馬州眾議員莫．布

魯克斯（Mo Brooks）當天駁

斥麥康奈爾說，選民的意見更

關鍵。他表示，當國會於 1 月

6 日舉行聯席會議時，他將挑戰

選舉人團投票結果。參議員方

面，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等參院大佬拒絕加

入這項法律途徑，喬希．霍利

（Josh Hawley）等參議員表示

不排除挑戰選舉人團投票結果。

在 2021 年 1 月 6 日國會聯

席會議期間，議員們可以對選

舉人票提出反對意見，反對意

見至少要有一名眾議員和一名

參議員以書面形式簽署提交。

如果這樣做了，兩院議員需退

回到各自的議院，審議是否接

受反對意見，然後，分別就反

對意見進行表決。如果兩院都

投出多數票，則反對意見成

立，被提異議的選舉人票將立

即無效作廢。但是有評論人士

認為，想讓兩院都同意否決某

個州的結果從而導致這個州的

選舉人票被撤除，這種操作，

難度極大。

麥康奈爾的夫人是前運輸部

長趙小蘭，趙小蘭家族跟中共高

層擁有相當的交情，她父親還跟

前中共黨魁江澤民是校友。而拜

登方面也是跟中共往來密切，麥

康奈爾在最後一刻投向拜登，一

定程度上也在意料之中。

司法部長人事變動

12 月 14 日，川普總統宣布

現任司法部長巴爾即將離職，

並任命現任副司法部長出任代

理司法部長，傑夫．羅森（Jeff 
Rosen）為代理司法部長。現年

62 歲的羅森，2019 年 5 月成為

美國司法部副部長，對外國勢力

干預美國大選有著深刻研究。

巴爾在給川普的信中說：

「司法部門對 2020 年選舉中的

選民欺詐指控的報告，以及司法

部如何繼續追查這些指控。在整

個國家陷入如此嚴重分裂時，各

級政府、所有在其職權範圍內行

事的機構，都有責任盡一切努力

確保選舉誠信，並促進公眾對選

舉結果的信心。」

參議院進行選舉聽證會

12 月 16 日，參議院國土安

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首次在國會

舉行聽證會，審查本次大選中的

舞弊行為。每一位宣誓證人的證

詞都是在美國民眾中對大選舞弊

的揭露和曝光，因而意義重大。

聽 證 會 上， 有 6 人 先 後

佐 證。 律 師 本 納 爾（Jessie 
R.Binnall）作證說，內華達州

有 42,000 人重複投票，他說

專家們給出這一數字，是真正

去看了選民列表，對比選民的

名字、地址、出生日期，發現

有人使用結婚前的名字和結婚

後的名字換著投票；他說，有

19,000 人不住在內華達州，卻

投了票，這是根據郵政局的地

址變更名單和地址變更資料庫

與投票名單相匹配得出的；有

超過 15,000 張選票是用商業地

址或者空缺著的地址投出的；

還有 4000 多個非公民也投了

票，這是用 DMV 數據對比到

真實的選民發現的。他說還有

一個長長的名單，他們的專家

總共發現了 136,000 張舞弊選

票，真實的數字肯定更高。

情報總監報告推遲提交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

（ODNI）12 月 16 日通過推特

對外宣布說，情報總監約翰．拉

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不會

在 18 日的截止日提交對外國干

預美國大選的評估報告。ODNI
的官方推特賬號週三引述戰略通

訊主任阿曼達．肖克（Amanda 
Schoch）的話說：「自大選以

來，情報界已收到相關報告，但

有些機構還沒有完成對報告的協

調工作。」

根據川普於 2018年 9月簽署

的「制裁外國干預選舉」行政令，

國家情報總監要在 45天之內提交

有關外國干預美國大選的調查報

告，18日是最後期限。這份報告

要提到參與外國干預美國大選的

叛國者。隨後，司法部和國土安

全局將在接到情報總監的報告後

45天內，提交一份正式的評估報

告，對應截止日期是 2 月 1 日。

  
  There are precedents in U.S. history 
for dueling slates of Electoral Col-
lege electors. Senior White House 
adviser Stephen Miller stated on 
FOX News: “As we speak, an alter-
nate slate of electors in the contested 
states is going to vote and we’re go-
ing to send those results up to Con-
gress. This will ensure that all of our 
legal remedies remain open. That 
means that if we win these cases in 
the courts, we can direct that the al-
ternate state of electors be certified.”
  On December 14, President Trump 
announced the imminent departure of 
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Barr and 
appointed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Jeff Rosen as Acting Attorney Gen-
eral. The 62-year-old Rosen became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in May 2019 
and has a deep knowledge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U.S. elections.
  Following the Electoral College 
vote, Senate Republican Leader 
Mitch McConnell congratulated 
Biden on the 15th and urged senators 
not to challenge the Electoral College 
vote. Leading conservative commen-
tator Mark Levin immediately con-
demned McConnell. “Trump helped 
you secure your seat, as he did so 
man Senate and House seats, and you 
couldn’t even wait until January 6th,” 
tweeted Levin. “You’ve been the 
GOP ‘leader’ in the Senate for far too 
long. It’s time for some fresh thinking 
and new blood.”
  While senators like Lindsey Gra-
ham of South Carolina stated he 
would not challenge the Electoral 
College, Alabama Representative 
Mo Brooks dismissed McConnell’s 
concession and stated he would 
challenge the Electoral College vote 
when Congress meets in a joint ses-
sion on January 6.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Home-
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 held 
its first hearing on December 16 to 
examine fraud in the general elec-
tion. At the hearing, attorney Jes-
sie R. Binnall testified that 42,000 
people in Nevada voted twice, once 
using their maiden names and then 
again with their married names. He 
testified that experts arrived at this 
figure by matching voters’ names, 
addresses, and dates of birth. In addi-
tion, 19,000 people who had moved 
away from Nevada voted; 15,000 
people voted using business or va-
cant addresses; and more than 4,000 
non-citizens in DMV’s database 
also voted. Binnall counted at least 
136,000 fraudulent ballots in the 
state where Biden’s margin of vic-
tory of Trump was 33,596.

美大選 國會開戰

麥康奈爾日前被媒體發現手部有傷痕，一度引起是否遭到威脅的猜測（左）。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利夫（右）。（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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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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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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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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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orama Hills  土庫完成�獨立門出�
獨立�層屋 2156 呎 , ��向西 , 光猛開陽 , 建於 2014 年 , �
�一� , �屋一樣 , 主層��高 9 呎 , 實木��磚�� , 廚�
不�鋼家� , 大理石檯面 , 主人�� 5 件裝�套 ( 浴� + 獨立
沐浴 ),3 �� , 2.5 浴廁 , 土庫�部完成�獨立門出� , �廚� , 
2 �� , 1.5 浴廁 , ��學校 ,
����車站 , �勿錯� ! $585,000

SOL
D

SOL
D

�層城 市屋 1174 呎 (Townhouse), 屋�向���學校 ,
���市中心�景 , ��向南���� , 光猛開陽 , 建於
2007 年 , ��一� , 主層��高 9 呎��大�户 , 客�開
陽�壁爐 , 主人�� 4 件裝�套��大衣櫃 ,3 �� ,2.5 浴
廁 , ��單車� , 步行��鐘
到學校,����車站� $279,900

西南 Bridlewood  面向�����

獨立�層屋 2285 呎 , W/O 土庫�部完成 , 較
���屋頂 , 家庭���高�層 , 主層�層鋪
實木�� , 2 ����� , 大量升�裝� , ��
油漆,2 台較�中�暖�爐��水爐�4+1 �
� 3.5 �廁 , ��學校�
����車站� $615,000

西北 Edgemont �校� �院向南

新
上
市

https://www.calgaryhou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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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千人遊行抗議封鎖禁令

【看中國訊】溫尼伯的一名 23 歲男子

羅伯特在工作之餘，和朋友站在室外邊喝

咖啡邊聊天，卻被路過的執法人員開出了

298 加元的罰單，原因是他違反疫情規定

沒有戴口罩。

羅伯特覺得很冤，他對 CTV 的記者

說：「只因我站在室外喝咖啡沒戴口罩，

就被開出了 298 加元的罰款，他們的理

由還有和朋友聊天時沒有保存 2 米遠的

距離。」羅伯特稱防疫規定中有在室內公

共場所必須戴口罩，沒想到在室外喝咖啡

也必須戴上口罩？他很想得到一個合理的

解釋。

根據上個月生效的曼省對疫情的規定

限制，室內公共場所的每個人都必須戴

上口罩。上週曼省共開出了 85 張罰單，

總罰款額超過 122,000 加元。自從四月

份疫情爆發以來，曼省已經開出了近 500
張罰單，總金額為 683,000 加元。

就此事件曼省當局回應稱，全省各機

構近 3000 人被授予執法權，所有執法人

員都已受到適當培訓。雖然人們嚴格按照

疫情規定，戴上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但

疫情還是隨著冬季的來臨而加重了。

【看中國訊】本田日前發布消息稱，

將在加拿大召回 13 萬輛汽車，包括某些

Fit、Civic、Accord、Insight 和 Acura 
ILX 車型。

本田表示，召回的 96,761 輛汽車需

要維修傳動軸，因為它們可能會因冬季路

鹽腐蝕而損壞。召回車型包括 2007 年至

2014 年的本田 Fit，2013 年至 2015 年

製造的 Accord，2012 年 Civic 混合動力

車，2013 年 Acura ILX 混合動力車，以

及 2013 年至 2015 年的 Acura ILX。

此次在加拿大召回另外 33,150 輛

車，涉及車載軟體錯誤，可能導致倒車影

像、轉向信號燈和擋風玻璃雨刮器發生故

障。召回車型為：2018 年至 2020 年在

本田 Accord 和 Accord 混合動力車，以

及 2019 年至 2020 年的本田 Insight。
本田表示正在與受到召回影響的車主

聯繫，本田和 Acura 車主也可以直接聯

繫經銷商，或在本田加拿大的召回網站

www.honda.ca/recalls 中輸入車輛 VIN
碼查詢相關信息。

【看中國訊】12 月 12 日，數以千計

的卡爾加里人走上街頭，抗議亞省最新的

防疫封鎖令，包括強制戴口罩、限制室內

外集會的針對性措施，以及限制餐廳和零

售場所允許的人數。許多人認為，封鎖令

許多人無法在年底佳節到臨時與家人團

聚，也有人認為，封鎖令是加拿大政府又

一次推進社會主義章程的表現。

目前，亞省戶外聚會的人數限制在

10 人以內。室內聚會的人數上限為共用

一個家庭的人，獨居人士則可在這段時間

內有 2 名頻密接觸者探訪。最新的封鎖

令將維持 4 個星期，至 1 月 12 日。

12 日下午 1 點，數千名卡爾加里市

民冒著被罰款 1200 加元的風險，參與

「為自由而遊行」。他們先在卡爾加里市

政廳廣場集合，在市中心核心區蜿蜒而

行，然後又在廣場上召集，進行演講。

發言者包括「憲法自由正義中心」

的 John Carpay 和街頭教會的牧師 Artur 
Pawlowski，後者因再次違反戶外集會

10 人的限制，以及為卡爾加里市中心

的無家可歸者提供牧師服務而被罰款。

John Carpay 指出，政府施行的強制措施

並沒有徵詢公眾意見，就直接下令以嚴厲

的司法打壓人民，是對公民權益的侵犯。

他說，持續的封鎖已經對許多人的生計帶

來打擊，這些打擊遠比疫情帶來的健康

風險更大，他敦促政府客觀地評估疫情數

據，包括感染人數和死亡數字，而不是比

人民更恐慌地出臺封鎖政策。

多名遊行人士指出，加拿大憲法保障

和平集會和遊行的權力，這是加拿大人的

基本權力，政府不應向參與的人發出罰

單，因為這相當於違反憲法。他們高舉的

標語，包括「不要向暴政沉默」、「關掉

你的電視」、「主流媒體在欺騙你」、「信

念比恐懼更重要」、「社會主義在藉疫情

推進」。有人說，主流媒體不斷抹黑相

關遊行，把他們描繪成「自私、不把別人

的生命放在眼內」的人，但事實並非這

樣，「這是關於守護自由、為下一代守護

自由的遊行」。

在過去兩週內，這項每週一次的抗議

活動人數越來越多，也因此引起了省長康

尼（Jason Kenney）和卡爾加里警方的

關注。在 11月 29日的抗議活動結束後，

警方對組織者和參加者開出了 6 張違反

公共衛生命令的罰單。

這些遊行是否違反法律？加拿大 End 
CCP 活動的主辦人江帆回覆本報說，「加

拿大憲法中有一條是 Canadian Cha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憲法賦予的權利

高於地方法規。基於這一憲法賦予人們可

以進行集會、遊行等自由，而不受封鎖的

限制，警察無權阻止。」

與此同時，多倫多、溫哥華等城市都

有類似遊行進行。 12月11日溫哥華舉行

了「2020 聖誕自由遊行」，許多參與者穿

上有節日氣息的服裝，抗議政府以防疫為

由剝奪佳節與至親共聚的時光。有遊行人

士說：「2020 是糟糕的一年，今年我們看

到病毒將許多人的至親帶走，我們看到黑

暗的時刻到來，社會主義猖狂地在我們的

社會橫行，政府和媒體是最大的推手，他

們抹黑不符合他們左翼理念的一切。」也

有人笑說：「這種封鎖令只針對普通市民

和他們的生計，政府似乎認為只有在連鎖

超市才是安全的，才可以開門。」

最早再度進入封鎖的多倫多，在 11
月初就開始了「為自由遊行」以抗議政

府的封鎖政策，最高峰時有 4000 多人參

加。遊行人士指出，第二次封鎖相當於所

有中小企的「最後一根稻草」，加拿大的

民生已經在崩潰邊緣。他們同時要求安省

省長福特（Doug Ford）下臺。「他在欺

騙民眾，他說只有數百人抗議，你看，今

天有至少 4000 人。」

新冠病毒資訊

我們都對COVID-19感到厭倦，但是這場戰鬥
尚未結束。我們所有人都需要做正確的事情，
以防止病毒擴散並保護最弱勢群體。

注意安全，
亞伯達省。
做正確的事情，幫助
防止病毒擴散。

alberta.ca/covid19

無法保持身體距
離時請戴上口罩

注意保持身體
距離

患病時請留
在家中

隨時關注省府最新資訊

若有疑問，請致電811。

卡城民眾抗議集會（看中國資料室）

多倫多民眾抗議

曼省男子
喝咖啡沒戴口罩被罰款

本田在加拿大召回13
萬輛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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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商務部和國土安全

部（DHS）近兩日先後證實，聯邦政府

遭到黑客入侵。DHS 網路安全局（CISA）

週日也向各聯邦機構下達緊急命令，必須

斷開可能受到影響的伺服器。該事件讓與

中國有關聯的太陽風公司浮出了水面。

國土安全部網路與基礎設施安全局

（CISA）12 月 14 日在官網發表聲明，表

示「國土安全部意識到了遍及整個聯邦政

府的網路遭到入侵的情況，並與我們在公

共和私營部門的合作夥伴密切合作，共同

應對。」

聲 明 警 告：「SolarWinds 的 Orion
網路管理系統遭到入侵，對聯邦網路安全

構成了不可接受的風險」，「今晚的指令

旨在減輕聯邦政府民用網路內部可能出現

的滲透。我們敦促我們的所有合作夥伴

（包括公共和私營部門）- 評估他們受到

這種網路滲透的影響，並確保他們的網路

不再受任何入侵。」

SolarWinds 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湯普

森（Kevin Thompson）在聲明中指出，

它正在與聯邦執法機構和美國情報部門合

作，並告訴美聯社，「這個安全漏洞是一

個由國家發動的高度複雜、有針對性的軟

體供應鏈攻擊所造成的。」

一星期前，與美國政府和公司有合約

關係的「火眼」（FireEye）網路安全公司

稱遭到了黑客入侵，它還發現了一場範圍

可被描述為「廣泛」的「全球（網路）入

侵行動」。

涉入大選舞弊的 Dominion 投票系統

（Dominion Voting Systems）也在太陽

風的眾多客戶名單之列。

公開資料顯示，「太陽風」於 1999
年在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市成立，2006
年，公司將總部遷至德州奧斯汀。其主要

產品包括網路性能監視器伺服器、應用程

序監控器訪問許可權管理器、網路配置管

理器、NetFlow 流量分析器、資料庫性

能分析器、安全事件管理器伺服器，以及

配置監視器。

公司網站顯示，其客戶包含美國財

富 500 強中的超過 425 家；美國十大電

信公司；美國五大軍種；美國五角大樓、

國務院、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國家安全

局、郵政服務局、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

局、司法部和美國總統辦公室；美國五大

會計師事務所；全球數百所大學和學院

等。

此次黑客入侵可能是影響美國最嚴重

的間諜活動之一。火眼（FireEye）已在

全球多個實體中檢測到此黑客攻擊，受害

者包括北美、歐洲、亞洲和中東的政府、

諮詢、技術、電信和採掘業實體，預計其

他國家和行業也有受害者。

「太陽風」的主要股東是銀湖投資公

司（Silver Lake Partners）。銀湖在中

國的投資達數千億美元，是螞蟻金服在

2018 年最新一輪融資中最大的美國支持

者。

銀湖和 Dominion 背後的凱雷投資

集團（Carlyle Group）是長期合作夥

伴。（Dominion 的母公司 Staple Street 
Capital，其主要高管斯歐文斯和肯納德

曾為凱雷投資集團 Carlyle Group 工作。）

在「太陽風」公司網站 2020 年 12
月 9 日發布的新聞中，提到加拿大養老

金計畫投資委員會（CPPIB）進行了約

3.15 億加元的二次投資。交易完成後，

CPPIB 在「太陽風」的所有權約為 5%。

2017 年起 CPPIB 與銀湖同為奮進集

團控股（Endeavor，原名 WME-IMG）

的戰略合作夥伴。 2016 年初軟銀和富達

投資了 WME-IMG。該公司於 2016 年 6
月與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騰訊

和方源資本（Fountainvest Partners）在

中國成立了一家合資企業。而方源資本基

金的投資方包括加拿大國家退休基金、安

大略教師退休基金，以及新加坡淡馬錫控

股，是目前專注中國市場的規模最大的私

募股權投資基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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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ist of nearly 2 million registered mem-
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recently been revealed and is 
shocking people by how they have infiltrat-
ed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ese members, 
who must swear an oath of loyalty and se-
crecy to the party, including a vow to “never 
betray the party”, are playing some roles in 
som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ompanies, in-
stitutes, and even governments. 

  The list of a million registered party mem-
bers was leaked on the encrypted chat app 
Telegram in August this year, and then 
passed on by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to the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 

  Data security analysts evaluated the infor-
mation and decided to provide the list to four 
media companies in the UK, Australia, Bel-
gium and Sweden. Amongst them, the Brit-
ish Newspaper Mail reported on December 
13 that it has identified some CCP members 
who have infiltrated the UK government, 
multinational banks, high-end pharmaceut-
ical companie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defense manufacturers in the UK and around 
the globe.

  The list reveals a staggering fact, those CCP 
members are now employed in more than 
79,000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globe. Sky 
News also revealed some of the details of how 
the Communist Party’s infiltration under Xi 
Jinping operates. Let’s look into some of it.

  In the UK, for example, more than 600 of 
them were, or still are, being employed in 19 
branches of HSB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in the United Kingdom since 2016.

  Pharmaceutical giants Pfizer and AstraZen-
eca, which ar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VID-19 vaccine, have more than 
100 employees of communist background. 
GlaxoSmithKline, the UK’s largest phar-
maceutical company, employs a number of 
Communists who were granted access to 

contacts, medicine designs, and resource 
supply chains.

  Some major companies in the areas of de-
fen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aero-
space manufacturing, such as Airbus (Eur-
ope), Boeing (USA), Thales (UK), Rolls 
Royce (UK), all employ hundreds of Com-
munist Party members.

  China Ocean Shipping (Group) Company 
has two branches in the UK, including one in 
the Suffolk port of Felixstowe, which handles 
almost half of the UK container trade.

  In addition, many academics who are mem-
bers of the CCP have joined British univer-
sities and are involved in sensitive areas of 
research, including aeronautical, aerospace 
engineering and biochemistry.

  However, what caused Britain the most em-
barrassment is that the Mail on Sunday re-
vealed a story about a staff member who had 
worked at the British Consulate in Shanghai, 
who was actually a communist member. 

  Senior British government officials con-
firmed that the news did raise security con-
cerns because the staff was working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MI6 team of agents who 
were covered as diplomats in China. 

  A senior British official said, “that man (the 
Communist Party member) was sitting on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British intelligence unit, 
and that anyone who went upstairs could 
have their face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taken down by ‘that man’ and passed on this 
information to the Communist Party.” 

  Iain Duncan Smith, former leader of the rul-
ing Conservative Party, wrote in a commen-
tary in the same paper that British business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oo naive to recognize 
that the CCP is destroying “the way of our 
life”. 

  He wrote, “Joining the rank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s quite unlike sign-
ing up for a political party here or in any other 
democracy. It might seem closer to joining a 
crime family in the New York Mafia. Mem-
bers have to swear overriding loyalty to the 
one party that has ruled in China since the 
1940s.” 

  “They must pledge to ‘guard party secrets’, 
to ‘fight for communism throughout my life’ 
and to be ready at all times ‘to sacrifice my all 
for the Party’. The oath is for life and sworn 
in the presence of party officials. Swift, harsh 
punishment would result should they ever 
dare to break it.” 

  For now, thirty members of the British Par-
liament have responded to IPAC’s findings 
and have stated that they will be asking ur-
gent question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the U.S., On December 2,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troduced visa restrictions 
on travel to the U.S. for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cluding shortening the validity 
of visas and limiting the number of entries 
from 10 years to one month for them and 
their familie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Director John 
Ratcliffe recently warned that the CCP pose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democracy and free-
dom”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s working to 
“dominate the planet economically, militarily 
and technologically.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stepped up its 
overseas investment with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Developing overseas pro-
jects has served as a good reason to send 
Chinese expatriates, as we can see the num-
ber of Chinese expatriates has grown, along 
with the number of Party members abroad. 
We contacted a man who used to be an ex-
patriate in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who was 
willing to tell us what he knows about the 
situation. 

  He used to work for a large mining com-

pany in China, which acquired a mining 
project in Canada in 2011. That year, the 
company sent five employees from China to 
work in Canada, and all four of them, ex-
cept him, wer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eyes of the leaders, only Com-
munists are trustworthy people. He was only 
allowed to work abroad because he was a 
technician and could not find a replacement 
in the company. 

  According to him, the expatriate staff of 
such a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 was also 
responsible for part of the espionage work. 
The local Chinese consulate remained in 
relatively close contact with them. 

  During a meal with the company’s staff 
and the then Chinese ambassador in Canada, 
Zhang Junsai, he heard the ambassador’s en-
tourage tell the company manager that they 
wanted him to monitor the local Chinese, 
especiall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to 
report to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a timely 
manner. Two young men accompanying Am-
bassador Zhang said that one of them was 
sent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and the other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
ture, and that their specific job wa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There may be more aspects of 
their work arrangements, but our contact 
does not know.

  Moreover, he said, Wang Lijun, then presi-
dent of the Canadian branch of the Bank of 
China, told them that because of the time 
difference, they often had to hold meetings 
at night, and they had to do organizational 
stud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deologies 
together. There are other expatriate em-
ployees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o have similar stories, they’re from Con-
struction Bank, Wuhan Iron and Steel, and 
PetroChina, which all have many expatriates 
working in Canada. 

  This shows that China’s overseas infiltration 
has been multi-channel and multi-faceted, 
and has been a long-term project. 

中共海外百萬黨員名單洩密
List of Million CCP Members Overseas Was Leaked

黑客入侵 「太陽風」席捲全美

【看中國訊】根據北京當局發布的新

規，2020 年 12 月 1 日起，自加拿大搭

乘航班赴華的乘客，必須在登機前 2 天

內做 COVID-19 病毒核酸檢測、血清抗

體檢測陰以及申領綠色健康碼。乘客在登

機當天，須持雙陰證明和綠色健康碼才可

登機。然而，這項新規卻導致華人的回國

之路變得更艱難。

據加拿大媒體報導，住在加拿大愛德

華王子島（P.E.I）並在當地華人社區做

義工的郭女士（Ally Guo）說，當地沒

有可以檢測血清抗體的機構，想要回國的

華人只能到其他地區進行檢測。但很多人

害怕到其他的省份或地區，因為這意味著

他們需要面臨更大的被感染 COVID-19
病毒的風險。

郭女士還指出，對於那些非 P.E.I 的
居民來說，他們還將面臨一個風險，就是

離開之後被困在加拿大的其他地方無法返

回，導致不能按時登機前往中國。

對此，P.E.I 衛生部門證實，當地尚

無可以提供血清檢測的機構。衛生官員表

示，正在想方設法與其他地區的有關部門

進行協調（包括多倫多和溫哥華的血清

檢測機構），以幫助 P.E.I 的國際旅客在

規定的 48 小時內在其他地區完成檢測。

大陸實施入境新規 華人回國更難

美國國會山莊。（AdobeStock）

https://avalonmasterbuilder.com/rockland-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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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疫情影響下，加拿大人

買房的偏好有所改變。房子地理位置是否

方便上下班，不再是首要考慮重點，只要

上網信號強，隨時隨地都能遠程辦公。於

是大城市開車距離內的度假屋和住宅，開

始成為人們置辦第二套物業的追逐對象。

加拿大房市在今年中期疫情放緩後持

續火爆，大溫哥華及多倫多地區等城市房

源一度緊張，房價飆升。房市的表現反映

出人們買房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截至目

前，房市仍未出現放緩跡象，這一態勢估

計會持續至明年。

安省：城區郊區同樣熱門

據 Internationalbanker 網站報導，

過去 10 多年，多倫多房市持續熱門。

豪宅買家在投資物業時，追求高品質的

生活方式。疫情爆發後，遠程辦公日益

成新常態，房子是否有家庭辦公室、娛

樂空間、泳池、家庭影院成為人們買房

追求的新配置。

今年春夏兩季，多倫多城中一些高端

房產上市幾天就被搶購。經紀認為，豪宅

房源稀缺、超低利率和人們對高品質生活

方式的追求，推動這一需求。

這些豪宅中，有的設有入門玄關紫外

線消毒掛衣間，意外地吸引大量買家興

趣。有的豪宅距市中心 30 分鐘車程，佔

地面積大，擴建成莊園豪宅後，最高能賣

到 4,500 萬元。網路媒體報導，還有一幢

近 500 萬元的豪宅，配備直升機坪，房

子一上市，就吸引有飛行駕照人士的極大

興趣，開著直升機上班也不是夢想了。

滑鐵盧、劍橋和基奇納等多倫多郊區

城鎮，高端住宅也同樣吸引了大量買家。

雖然城中房市行情依然熱門，但越來越多

人發現，遠程辦公或會成為專業行業的永

久選項，專業人士或會繼續逃離大城市，

在郊區中小城鎮尋求更大生活休閒空間。

媒體報導，疫情期間，多倫多有許

多在城外擁有度假屋或二套物業的人，

為避疫和追求更寬敞生活空間，都前往

度假屋或第二套住宅避疫，併進行遠程

辦公。這種情況下，郊區城鎮高端住宅

銷量創歷史新高，多數房子上市後吸引

多個買家爭搶。

有經紀表示，疫情使得許多主流買家

有充分時間看房買房，並將多年夢想最後

付諸實際行動，疫情只是加快了人們的住

房變動決定。目前有第二波疫情的跡象，

許多企業已經將遠程辦公推遲至明年，再

一步促使大城市居住需求大幅下滑，許多

人考慮在郊區租住更大型的房子，或著購

買大房子。

卑詩：寬敞空間生活品質都要有

卑詩省的房市在經歷疫情初期短暫下

滑後，現時與加國各地一樣持續升溫。和

全國多數地方一樣，卑詩買家對寬敞生活

空間需求也在持續上升，但因供應跟不

上，房價也出現持續上漲，尤其是獨立屋

房價漲幅最大。

卑詩省的維多利亞由於距溫哥華和西

雅圖較近，地理優勢明顯，長期以來一直

是人們二套物業投資熱點，在宜居、生活

和養老城市排名榜上，一直名列榜首。疫

情爆發後，出現了從溫哥華移居當地的潮

流，也令當地房屋供應量大幅減少，房價

出現上升的跡象。

有當地經紀向媒體表示，疫情使人們

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認識到甚麼才是最

重要的，例如與家人相處的時間。維多利

亞市場也不例外。

不 久 之 前， 維 多 利 亞 一 幢 俯 瞰

Gonzales Bay 的全新裝修豪宅，吸引大

量買家查詢。經紀表示，當地配備完整裝

修，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子最搶手，買家不

需要為裝修和施工勞心費神。

Internationalbanker 指出，疫情正加

速改變著加拿大從東到西的全國房市面

貌。人們購置投資二套物業時，不僅考慮

設施便利和舒適性，還注重生活辦公娛樂

空間是否寬敞。

報告：2021年加國房價將上升
【看中國訊】加拿大最大房產中介之

一的 Royal LePage 發表最新報告，預

測 2021 年加國各地區房價水平。報告指

出，除了卡城的公寓房型外，2021 年加

拿大所有城市所有房型都會有升值空間，

升幅在 0.5% 到 11.5% 不等。

報告預測，加拿大全國明年年底前大

部分城市及周邊地區房價將有所上升。以

上升幅度比較，其中渥太華升幅最為明

顯，獨立屋升幅為 9.0%，公寓為 7.5%，

兩層獨立屋為 10.0%。

大多倫多地區獨立屋升幅為5.75%，

公寓為 0.5%，兩層獨立屋為 7.5%。

滿地可地區獨立屋升幅為 6.0%，公

寓為 3.75%，兩層獨立屋為 7.0%。

大溫哥華地區獨立屋升幅為 9.0%，

公寓為 3.5%，兩層獨立屋為 10.0%。

哈利法克斯獨立屋升幅為 7.5%，公

寓為 7.0%，兩層獨立屋為 9.0%。

溫尼伯獨立屋升幅為 4.75%，公寓

為 1.25%，兩層獨立屋為 5.0%。

利載拿獨立屋升幅為 2.75%，公寓

為 1.5%，兩層獨立屋為 3.0%。

卡爾加里獨立屋升幅為 0.75%，公

寓為 -1.0%，兩層獨立屋為 1.5%。

愛德蒙頓獨立屋升幅為 1.5%，公寓

為 1.0%，兩層獨立屋為 1.5%。

卡爾加里房產市場 
有投資價值

根據該集團 14 日發布的市場調查

預測，明年卡爾加里的房屋總價預計為

平均 46.96 萬加元，將比 2020 年增長

0.75%，兩層樓高的獨立屋中位價定為

51.48 萬加元，比 2020 年增加 1.5%。

價格穩定的預測部分是由於今年年初

的上市量下降，以及由於利率保持在低

位，預計房屋需求上升。此外，今年年初

因疫情經歷經濟打擊後，在今年中期卡爾

加里獨立屋市場出現前所未有的購買潮。

「自 2001 年以來，獨立屋的庫存從

未出現過類似的低點」，Royal LePage 
Benchmark 的 經 紀人和 業 主 Corinne 
Lyall 說。「買家渴望進入市場，但如果要

尋找熱門社區的獨立屋，他們可能需要擴

大搜索範圍才能找到一個好的選擇。」

「雖然春季預計會給市場帶來新的庫

存，但我們也預計買家會有健康的需求，

從而形成一個平衡的市場。」

在公寓方面，預計 2021年卡爾加里

的中位數價格為 25.8 萬加元，比 2020 年

下降了 1%，但人們樂觀地認為，入門級

買家、單身專業人士以及為響應聯邦政府

的目標而可能湧入的移民可能會提振市場。

Royal LePage Noralta 房地產公司

的經紀人和 CEO Tom Shearer 在一份聲

明中說。「愛德蒙頓的房產有很好的升值

前景。對於大多數專業人士來說，擁有房

屋是可能的，年輕的家庭可以在理想的街

區找到獨立式房產。」

疫情下 加國高端住宅行情持續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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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至 1 月 1 日期間看房需預約，1 月 2 日起恢復正常時間

周一至周四：下午 2 點至晚 8 點   周末和假日：中午 12 點至晚 5 點

* 房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錯漏除外（E&OE）

美麗的卡城風光（Shutter Stock)

https://partners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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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近

日，195 萬名註冊中共黨員名單在網絡流

出，外媒經比對後稱多家國外企業遭到滲

透。對此，北京官方強烈駁斥。

英國媒體《星期日郵報》（The Mail 
on Sunday）12 日報導，中國共產黨 195
萬名註冊黨員名單中的共產黨員分別部署

在 7 萬 9000 多個分支機構裡，並在入黨

時宣誓「捍衛黨的秘密、忠誠於黨、為共

產主義而奮鬥、絕不背叛黨」。

《澳洲人報》根據名單調查發現，部

分共產黨員曾經或目前受雇於駐上海的澳

洲、美國、英國、瑞士、德國、印度、紐

西蘭、義大利和南非等國代表機構，至少

10 個駐上海的領事館聘用中共黨員，擔

任高級政治和政府事務專員、文員、經濟

顧問和行政助理。

《週日郵報》則分析指出，包括空中巴

士、波音、勞斯萊斯等具有國防工業性質

的公司，僱用了數百名中國共產黨黨員；

參與武肺疫苗研發的製藥巨頭輝瑞和阿斯

特捷利康則僱用了100 多名中共黨員。

2016 年英國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 19
個分行的職員當中，超過 600 人是中國

共產黨員。

消息傳出後震驚國際社會。對此，

《環球時報》14 日發表社評宣稱，中共有

9000 多萬黨員，外國機構如果擴大他們

的在華僱員隊伍，一定會遇到中共黨員，

「根本用不著中方向它們搞滲透」。《環

時》還批評西方社會「狂想中共黨員『滲

透』，『五眼』真的瞎了。」

中國媒體「觀察者網」15日發專欄評

論，強調中共與中國融為一體，已「不可

分割」，並指如果名單是真的，外泄只有

2 種可能，一是駭客入侵，二是「內部出現

叛徒」。文章還藉此大做文章，稱在「以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瘋狂攻擊中國和中

共的時候，國內有人裡應外合，配合外部

勢力攻擊自己的國家」；同時甩鍋指，認

證這份名單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不遺餘力地參與「抹黑中國」、

「關注西藏議題」，是「西方世界最痛恨中

國的政客們聚集而成的反華俱樂部」。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由 18 國國

會、歐洲議會大約 150名議員聯合組成，

密切關注中共政府的活動和影響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15 日表

示，此事是「個別反華份子對中國共產黨

歇斯底里抹黑和污蔑」。

目前事件仍在發酵中，英國資深政治

家、保守黨前領袖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撰文寫道，這項調查證明中共黨

員現已遍佈全球，潛入世界上最重要的跨

國公司、學術機構工作和外交單位，他呼

籲英國政府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將中共在

各地領事館裡的共產黨員驅逐出去。

英國前外交官兼中國問題專家亨德森

（Matthew Henderson）則感慨說，這進

一步證明了中國如何滲透英國機構，中共

試圖在英美之間打出突破口，推翻民主國

家並超越西方，「我們正在與狼共舞。」

【看中國訊】澳中兩國關係近來急劇

惡化，澳洲不但發起要求調查武漢肺炎病

毒起源，還在新疆、香港等議題上明確表

態發聲譴責中共，這讓中方極度不滿，對

大麥、羊肉、牛肉，煤炭、龍蝦和木材等

澳洲商品，祭出關稅制裁與進口禁令以報

復澳洲。

不過最近浙江、湖南、江西等多地企

業、工廠收到了關於「強制限制用電和工

廠停工」的緊急通知，甚至政府機關也收

到限電通知，要求氣溫在 3 度以上不得

開空調。分析指，中國電力供應不足主要

因為中共對澳洲進口煤炭實施抵制。

不僅上述地區，中國其他省份也發布

了限電通知。湖南更是全省範圍，包括長

沙、衡陽、益陽、湘潭、岳陽、株洲、常

德、株洲、懷化、永州等都分別發布限電

通知。

其中長沙要求全市所有空調一律控

制在 20℃以下，不使用電爐、電烤爐等

高耗能電器。益陽要求即日起 17:00—

20:00 關停景觀燈，路燈減半開啟。衡陽

祁東：從即日起，在全縣範圍內將分線

路、分批次進行輪流拉閘限電。有長沙市

民稱，因寫字樓停電，需要爬二三十層樓

上班。

江西省、內蒙古等地也相繼啟動有序

用電。其中，江西省發改委宣布從 12 月

15日起，每日早晚高峰段實施可中斷負荷。

有上海市民表示，「雖然還未看到相

關通知，但是圖書館的溫度已經不能脫外

套了，家中的電閘也無端地跳閘好幾次，

很多年都未發生過跳閘了。」

對於這次電力短缺，儘管官方宣稱是

因為「電力發展『十三五』規劃及煤電去

產能的要求」，以及冬季降溫等原因，但

不少評論認為，與中共對澳洲進口煤炭實

施抵制有直接關係。

中國主要煤炭進口國是澳大利亞、印

尼、俄羅斯。其中澳大利亞的煤炭物美價

廉，品質優良。

此外，美國財經媒體 CNBC 報導，

中國需求上升、澳幣急遽升值加上暴風襲

擊澳洲干擾出貨，澳洲鐵礦砂價格飆漲。

中國大連商品交易所鐵礦砂期貨 9 日上

揚 10%，創史上高點，首度超越每噸

一千元人民幣的門檻。

該報告也說，澳中關係的惡化波及澳

洲許多對中出口的產品，而鐵礦砂之所以

倖免，是因為中國幾乎找不到替代貨源。

中國市場佔澳洲鐵礦砂出口量的 80％到

85％，價格飆升也在意料之中。

此外，因為龍蝦出口中國受阻，澳洲

龍蝦價格暴跌，澳洲民眾爭相購買昔日餐

桌上的奢侈品，大飽口福。澳洲兩大連鎖

超市巨頭伍爾沃斯（Woolworths）和科

爾斯（Coles）不得不相繼宣布限購龍蝦。

科爾斯超市今年的龍蝦採購量是去年

的 29 倍。該超市一名發言人說，看到這

麼多的顧客想要支持本地的海鮮產業，他

表示，「真是太好了」。「我們很自豪能

夠從全國各地採購海鮮，尤其是在我們的

供應商出口海鮮受到限制的時候。」

近2百萬中共黨員名單外洩

中國制裁澳州後 鐵礦價飆煤炭貴

【看中國記者李靜汝採訪報導】12
月 14 日美東時間，美國至少 5 個搖擺州

（賓州、喬治亞州、內華達州、亞利桑那

州和密歇根州）同時出現了雙投票，民

主黨和共和黨兩組獨立的選舉人團各自投

票給各自的候選人。

有報導指，這給川普贏得大選帶來

轉機。川普幕僚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對公眾解釋說，川普團隊將把這

些替代票送給國會，一旦川普團隊在法庭

上贏得了任何一個選舉舞弊案件，這些候

補選舉人票就可以得到國會的承認。

獨立調查大選舞弊的大律師鮑西德

尼 · 鮑威爾（Sidney Powell）近日在接

受美國福克斯新聞著名主持人魯 · 多布斯

Lou Dobbs 時披露了外國包括中共參與

干擾美國大選的最新證據。看中國記者就

此話題採訪了美國南卡來羅納大學艾肯商

學院教授謝田博士。

謝田引述報導指出：「鮑威爾他們現

在得到的最新的情報，很多證據顯示直接

指的非常具體的四個人，四個操盤手，選

舉舞弊操盤手。一個是委內瑞拉的前通訊

部長及其助理，這個很有意思，因為我們

知道 Dominion 投票系統是在委內瑞拉這

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被查韋斯當年用

過，現在馬杜羅也在用。委瑞內拉獨裁統

治者一直在用這個系統軟體，他們顯然也

有很多經驗。我們也知道委內瑞拉的國家

事實上背後的支持者就是中共政權。所以

前通訊部長和助理現在在裡面，顯然他們

是找了一個他們所認為使用這個系統的專

家，操作專家來參與。」

「第二個是程序員，編程的電腦技術

專家。第三個是 Startmatic 系統，操作

系統、軟體系統公司的總裁，這個系統跟

Dominion 的硬體系統，實際上是合作，

聯合起來進行的。」

謝田進一步指出：「鮑威爾在採訪中

提到，還有一個是中共的人。現在中共這

個人我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和職位，我想

既然是中共派來的參與這個計畫的人，很

可能是中共的軍事情報系統，或者是總參

情報系統，或者是中共的國安系統，他們

派出人員，來直接操作。所以不管怎麼

說，這四個操盤手都非常令人震驚，這個

實際上更進一步做實了這些外國敵對政權

在參與干涉美國大選。」

【看中國訊】美國民間團體「阿米斯塔

德項目」（Amistad Project）12 月 16 日

發布了一份報告，揭示了臉書首席執行長

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撒

錢 5 億美元影響大選，最終導致了 2020
年大選在關鍵地區的投票結果傾向民主黨

總統候選人喬．拜登。該報告指出，這實

際上是影子政府在辦選舉。

根據「阿米斯塔德項目」的主管菲

利．克萊恩（Phil Kline）介紹，這份報

告記錄了臉書拿出超過 5 億美元為今年

的大選提供資金，這些資金是怎麼用的。

克萊恩還指出，臉書一家的捐贈就超過了

聯邦政府對大選在全國範圍內的花費——

4 億美元。

克萊恩說：「扎克伯格付錢給選舉法

官；他購買了投票箱——這違反州法律；

他下令合併點票設施；扎克伯格付錢給當

地官員封堵計票室的窗戶。扎克伯格的錢

買下了投票機，Dominion 和其它的。扎

克伯格的錢也給了州務卿，例如密歇根州

的喬斯林．本森（Jocelyn Benson），他

一直在對抗選舉透明。」

臉書的大部分資金流向了一個非

營利組織，「技術和公民生活中心」

（CTCL），這是一個左派組織。

這份報告說，這家左派非營利組織今

年初就開始派遣代理人進入各州，在特定

民主黨據點地區開始招募，以準備向臉書

尋求資金贈款。例如，該左派組織向威斯

康星州拉辛市（Racine）市長科裡．梅

森（Cory Mason）提供了 10 萬美元，

以招募另外四個城市來制定計畫。這五個

城市在 6 月份一起提交了一項計畫，並

獲得了臉書的 630 萬美元的實施費用。

該報告指出，這種把選舉私有化的行

為「破壞了《幫助美國投票法》」，因為該

法案要求州選舉計畫要提交給聯邦官員獲

得批准，該法案要求對所有選民平等保護

的尊重，所有資源對所有選民都要求平等

可得。」

川普團隊再有外國干預選舉新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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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區住宅土地出售 7.62 米 X36.57 米
適合建造獨立屋，靠近輕軌站，
兒童醫院，中小學和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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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000
630 17 Ave.NW 靠近市中心和 SAIT, 
四臥室，硬木地板，陽光充足，
地下室已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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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850$249,850$249,850$24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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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撒錢 影響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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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北京當局確定2035年
人均實際GDP水平較2020
年翻倍為核心經濟目標，中

國社科院的報告顯示民眾

消費情況堪憂，並且，人口

危機和老齡化也讓該目標

難以達成。

北京當局在《制定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

稱：「到『十四五』末達到現行

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到 2035 年

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

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此，在北京當局定性目標

基礎上測算量化，就成為當前中

國學術界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務：

按 照 2035 年 中 國 人 均

GDP較 2020年翻倍進行計算，

2020 ～ 2035 年 這 15 年 平 均

人均 GDP 實際增長速度達到

4.73%。估計 2035 年中國人口

將達到 14.335 億，較 2020 年

增長 0.63%，GDP 總量的年平

均增速要求達到 4.78%。這種

增長速度將使中國 GDP 總量從

2020 年 103 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左右，上升到 207.5 萬

億（2020 年不變價格）。

不過，中國社科院的調查報

北京當局確定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較2020年翻倍為核心經濟目

標。（Getty Images）

告顯示，中國民眾的收入和消費

情況都堪憂。

這份報告名為《休閒綠皮

書：2019 ～ 2020 年中國休閒

發展報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

財經戰略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

院旅遊研究中心，及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聯合發布。

報告顯示，過去一年內，

中國國民年均休閒消費為 5647
元。其中，個人休閒消費開支在

1001 ～ 3000 元的占 22.7%，

在 3001 ～ 5000 元的占 10%，

人 民 幣 5001 ～ 1 萬 元 的 占

11.1%。 11.8% 的人年休閒消

費開支超過 1 萬元，但卻有高

財經簡訊

達 44.4% 的人，一年的休閒消

費開支只有高收入族群的十分之

一，即在 1000 元以下。

如果以此民調結果為樣本，

放大與中國 14 億的總人口對

比，這代表有 6.2 億人（44.4%
的人），每月的休閒消費只有

83 元。另有 3.2 億人每年則有

3000 元以下，相當於每月約人

250 元的休閒消費資金。

12 月 15 日，據美國之音報

導，臺灣中經院副研究員吳明澤

表示，從這份民調可以看出，多

數中國民眾仍著重在基本生活的

消費，少有休閒娛樂消費，而且

低收入人口的占比仍高，再加上

2035年人均GDP翻倍？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12 月 15 日，中國央行操作中期

借貸便利釋放 9500 億元人民幣

資金。分析人士認為，短期內中

國央行貨幣政策仍保持寬鬆狀

態。不過，中國財政部前部長樓

繼偉有不同看法。

中國央行超預期開展中期借

貸便利（MLF）操作，不僅遠

超本月到期量，亦創單次紀錄新

高。 12 月 15 日，中國央行公

告稱，為維護銀行體系流動性

合理充裕，今日開展 9500 億元

MLF 操作和 100 億元 7 天期逆

回購操作，充分滿足了金融機構

需求。

根據公告並顯示，此次操作

的 MLF 利率連續第 8 個月持平

於 2.95%，7 天期逆回購利率亦

續持穩於 2.20%。

華泰證券固定收益團隊的報

告認為，12 月同業存單到期量

高達 1.97 萬億元，為年內第二

大到期高峰，同時年底商業銀行

還面臨結構性存款壓降、監管指

標等壓力。此次 MLF 超量續做

有望進一步緩解銀行負債端壓

力、「維穩」年底流動性環境。

據路透社報導，瑞穗銀行

亞洲首席策略師張建泰認為，中

國央行不太可能在短期內收緊其

貧富差距嚴重，實在讓人很難相

信中國已經做到全面脫貧，也進

入全面小康社會的階段。

吳明澤解釋說，「333 原則」

是小康社會基本的評估準則，意

即一般小康家庭會將其收入的三

分之一花在維持基本溫飽的生活

開銷上，另外三分之一作為儲

蓄，最後的三分之一則作為生活

享受和休閒娛樂的花費來源。

吳明澤強調，除非大多數的

中國人只掙錢、不花錢，否則此

民調顯示，中國可能有超過六

成的人口（約 9.4 億人）每年

的休閒花費都低於 3000 元人民

幣，代表他們過的僅是餬口的日

子，實在很難稱得上是一個富足

的小康社會。

另外，人口危機和養老危機

是中國經濟難以逾越的障礙，並

且危機產生共振。這些都意味著

北京當局的目標難以達成。

12 月 1 日，中國民政部長

李紀恆撰寫的《實施積極應對人

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一文顯示，

目前，受多方影響，中國適齡人

口生育意願偏低，總和生育率已

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

轉折期。

中國出生人口數量已經連續

數年下降。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

計公報，2019 年中國出生人口

國企違約爆不停 中信
國安宣布實質違約

【看中國訊】據路透社報

導，中國再爆國企違約。中信國

安集團 12 月 15 日公告，因流

動資金緊張，未能按時足額償

付 2015 年度第 4 期中期票據本

息 20.84 億人民幣，構成實質違

約。這是近一個月以來，繼中國

半導體國家隊紫光集團、華晨汽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12 月 14 日，中國央行口徑外匯

占款經歷九連降後首次轉為增

長，銀行業人士稱這個數據很詭

異。也有分析指出，數據變動和

美國大選日匯價大幅波動有關。

12 月 14 日，中國央行公

布的數據顯示，11 月末央行外

匯占款環比增加 59.3 億元，至

21.2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結束連續九個月減少趨勢。

此前，10 月分中國央行口

徑的外匯占款環比下降了人民幣

47.91 億元，為連續第九個月下

降。 9 月和 8 月，該指標環比分

別下降59.51億元和38.25億元。

中國外匯占款數據的變化令

業界議論紛紛，據路透社 12 月

14 日報導，一銀行業人士稱：

「這個正數真是詭異，如果不是

干預，怎麼會有正值。但如果是

干預，這麼點規模能起到甚麼作

用？」另外，中國外匯儲備 11 月

淨增 506 億美元，創七年來最大

單月漲幅，這多少增加了市場對

中國央行可能入市干預的猜測。

外匯占款曾經是中國央行基

礎貨幣投放的主要工具，不過在

2015 年 8 月 11 日匯率改革以

後，外匯占款曾持續縮減，中國

中國外匯占款數據詭異

央行通過向市場投放美元來穩定

匯率。也有銀行交易員猜測，11
月美國大選期間市場波動巨大，

中國央行可能為了避免匯率波動

過大，適度提供美元流動性。

11 月 4 日，美國大選的選

情撲朔迷離，在岸人民幣也隨著

選情劇烈波動，即期最高觸及

6.65，而最低觸及 6.7537，中

間最大振幅超過 1000 點。

貨幣政策，這削弱了市場對中美

貨幣政策進一步分化的預期，長

端掉期回落，人民幣即期也出現

貶值。一外資行交易員稱：「這

MLF 的量超預期啊！年底維穩

比較明顯，但感覺（一年）存

單（利率）3% 也不太好跌破。」

德商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周浩稱，

在流動性已經充裕條件下，中國

央行繼續巨量注入「令人驚訝」。

中國央行此前在三季度貨幣

政策執行報告中表示，貨幣條件

合理適度，不存在長期通脹或通

縮的基礎。但中國財政部前部長

樓繼偉有不同看法。

12 月 12 日，樓繼偉在由

《財經》雜誌主辦的論壇上說，

大規模發行貨幣導致的通貨膨

脹，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資產價格

上漲、房地產價格上漲、收入分

配差距擴大。他認為，現在是債

務的積累期對應經濟的衰退期，

而不是過去債務積累期對應經濟

的繁榮期，此時貨幣政策如果退

出不當，就會觸發一些風險，特

別是資產價格已經過高的時候，

怎麼退出是個比較大的問題。

他在上個月的「第 11 屆財

新峰會」上表示，中國已經到了

研究前期部分貨幣政策有序退出

的時候。

中國央行巨量資金注入金融系統

1465 萬人，比 2018 年減少 58
萬人，人口出生率為 10.48%，

比 2018 年下降 0.46 個千分點。

從歷史數據看，10.48% 的人口

出生率也是自 2000 年以來的最

低值。中國民政部養老服務司副

司長李邦華不久前表示，根據相

關預測， 2021 至 2025 年期間，

中國老年人口將突破 3 億人，

社會將從輕度老齡化邁入中度老

齡化。

對於北京當局來說，各類危

機正在中國社會逐漸顯現，但是

有兩個危機卻可動搖中國國力：

人口危機與老齡化 / 養老危機。

中國內地媒體去年在名為〈社科

院報告：養老金 2035 年或將耗

盡結餘 專家建議年輕人盡早籌

劃養老投資〉的文章中，引用了

〈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 2019 ～

2050〉數據。文中說，未來 30
年間，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

老保險基金，當期結餘在勉強維

持幾年的正數後，便開始加速

跳水，赤字規模越來越大，到

2035 年將耗盡累計結餘。

文章表示：「如果按照退休

年齡 60 歲來算，到 2035 年最

早一批『80 後』也只有 55 歲，

沒有到達退休年齡。也就是說，

『80 後』很有可能成為無養老金

可領的第一代。」

車、永城煤電之後，步上違約後

塵的國有企業，嚴重打擊投資

人信心。該集團網站指出，截

至 2017 年該公司資產為 2106
億人民幣，2014 年完成「混合

所有制」改制，目前業務涉及金

融、資源開發、網信網絡、文化

旅遊、城市營運、消費品、健康

養老等領域。

納斯達克指數將移除中

芯國際等涉軍中企

【看中國訊】中芯國際被指

為涉軍企業的影響開始浮現。美

國納斯達克將把中芯在內 4 支

中國個股從相關指數中移除。

繼富時羅素、標普道瓊斯指

數公司宣布將從相關指數分別移

除 8 家及 10 家被美國政府列為

「中共軍工企業」的中國企業股

票後，納斯達克也宣布從指數中

移除 4 家中企。納斯達克聲明，

受 11 月頒發的總統令影響，中

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中

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中車

集團公司這 4 家中國公司將於

12 月 21 日從相關指數中移除。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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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舊部同日落馬 中紀委書記趙樂際被關注
【看中國訊】2020 年北戴河

會議期間，青海省百億非法採煤

黑幕被曝光後，案情仍在發酵。

12 月 5 日，青海省紀監委網站

稱，該省 3 名官員因涉嫌嚴重

違紀違法，已被審查和監察調

查。他們分別是：青海省人大常

委會委員肖玉海，青海省人防辦

原黨組成員、副主任丁琳，青海

省信用擔保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

委委員、副總經理牛志剛。

值得關注的是，肖玉海、丁

琳、牛志剛均是現任政治局常

委、中紀委書記趙樂際的舊部。

肖玉海被指是趙樂際在青海

省財政系統長期配置的馬仔，替

趙樂際看管「錢袋子」。趙樂際

1993 年至 1995 年，先後以青

海省省長助理、副省長身分兼任

青海省財政廳廳長、黨組書記。

在此期間，肖玉海任青海省財政

廳預算處副處長、玉樹州財政局

副局長、局長；趙樂際 2003 年

8 月晉升省委書記，肖玉海 9 月

即被提拔為青海省財政廳副廳

長。

趙樂際 2000 年至 2003 年

任青海省長，青海四維信用擔

保有限公司正是在其主政期間

成立。肖玉海 2013 年 4 月至

2018 年 5 月，任青海省信用擔

保集團首任黨委書記、董事長。

趙樂際任青海省委書記期

間，牛志剛調任青海四維信用擔

保有限公司，2014 年 11 月至

落馬前，任青海省信用擔保集團

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

理。肖玉海與牛志剛在青海省信

用擔保集團搭檔多年。

另一名落馬的高官丁琳仕

途與趙樂際在西寧市有交集。

1997 年至 1999 年，趙樂際先

後以青海省副省長、省委副書記

身分兼任西寧市委書記。在這期

間，丁琳任西寧市城東區委書

記、政法委書記，是趙樂際的直

接下屬。

趙樂際 3 名舊部同日落馬，

時間點敏感，適逢巡視組與督查

組進駐青海之後發生。

11 月 3 日，當局「中央全

面依法治國委員會辦公室」召開

「法治督察動員培訓會議」，習

近平浙江舊部、司法部部長唐

一軍，以「中央依法治國辦副主

任」身分出席。這次被督察的地

方包括青海在內的 8 個省分。

督察組都是由省部級領導帶隊。

今年北戴河會議敏感期，

中共官媒曾曝光青海省「隱形首

富」，盤踞木里煤田礦區聚乎更

煤礦，非法採煤獲利百億元。多

家官媒隨後發文，將此案與秦嶺

別墅違建案類比，追問幕後勢

力，要求徹底調查。

青海百億非法採煤案時間跨

度 14 年，期間經歷 5 任青海省

委書記，包括現任政治局常委趙

樂際、現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

寧及趙樂際大秘王建軍等人。

翟東昇是市儈、滑頭、大草包武漢副市長落馬 周先旺仍不倒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綜合報

導】12 月 15 日，據湖北省紀委

監委消息指，武漢副市長徐洪蘭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

接受湖北省紀委監委紀律審查和

監察調查。

公開資料顯示， 徐洪蘭

1966 年出生，湖北洪湖人。

2017 年 5 月，徐洪蘭任武漢市

副市長。她主要負責工業、商貿

流通及招商引資、外經外事等。

去年（2019 年）底從武漢

開始爆發的疫情，因為當局隱瞞

而擴散全世界。隨後中央和地方

官員開始上下甩鍋。

武漢市長周先旺 1 月 27 日

接受央視採訪時說，去年 12 月

已經通報中央，但是，中央沒有

授權，因此他不能採取措施。而

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也在受訪

時，指武漢市去年剛開始出現數

名患者後，當地衛計部門就將情

況上報國家衛健委。

最終湖北省在 2 月 13 日發

生人事地震，應勇接替蔣超良上

任湖北省委書記，王忠林接替馬

國強任武漢市委書記。

有大外宣媒體隨後曾發布習

近平 2 月 23 日的內部講話間接

透露，蔣超良是因疫情防控不力

背鍋。對於蔣超良的去向，10
月底的五中全會未見披露人事變

動，央視新聞聯播畫面顯示，他

仍以中央委員的身分參加會議。

武漢市委原書記馬國強是中

共中央候補委員，下臺後一直未

有履新動向，去向不明。

中央社曾引述分析家表示，

周先旺雖沒有指名道姓，但暗示

地方所有的政治決定都需要中央

批准，導致無法快速行動。

文章稱，最普遍的質疑，在

於習近平領導的中共黨中央，最

遲在 1 月 7 日甚至 1 月 3 日就

知道了疫情的嚴重性，卻等到 1
月 19 日緊急派遣專家前往調研

後，才在 1 月 20 日做出指示並

啟動防疫措施。在時機上，至

少被耽誤了 2 週。而這致命的 2
週，釀成蔓延全球的重大疫情。

旅美經濟學者何清漣分析

說，熟悉中共政治尤其是黨內鬥

爭史的人都明白，哪怕上級錯得

離譜，下級也是「奴才該死，臣

罪當誅」。如果不是背後有人

撐腰，借地方當局幾個膽子，也

不敢公開「甩鍋」給中央領導。

後來的情況是，儘管湖北省

委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都換了

人，周先旺卻屹立不動。不但如

此，2 月 28 日，國新辦在湖北

武漢舉行新聞發布會時，中央指

導組在談到方艙醫院建設時，還

對周先旺點名表揚，稱周先旺

「靠前指揮、親自調動，夜以繼

日組織力量施工改造」。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近來，習近平「高參」翟東

昇披露中共「能搞定華爾街和

美國建制派」，並暗示「與拜登

他們有買賣」後成為全世界「名

人」。那麼，翟東昇究竟是怎

樣的一個人？

根據翟東昇在人民大學網站

上的介紹，他經常參與發改委、

外交部、工信部、中聯部、中組

部、統戰部、中央黨校、團中

央、軍科院等中共部委機構的政

策研討。出訪活動、以及授課、

座談和專題策劃。 2015 年習近

平訪美期間，中宣部指定翟東升

與國務院新聞辦領導一起向美國

讀者推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英文版。

針對翟東昇身披各種耀眼

的頭銜，中國作家孫大駱 12 月

在《北京之春》撰文寫道，翟東

昇表面上「滿腹經綸、學富五

車」，但其實卻是一個典型的

「繡花枕頭、衣服架子、滿肚子

大糞的大草包」。

孫大駱指出，當年翟東昇在

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時，中國人民

大學教授、中國著名歷史學者張

鳴教過他，張鳴對翟東昇嗤之以

鼻，認為他品德不好，還不喜歡

讀書，不會有什麼出息和前途。

但是翟東昇後來透過關係，拿到

一個英國交流生的名額，到國外

深造學習。「回國後，他通過金

錢開路，居然做了博士生導師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

長，成為中共高級外交智囊。」

張鳴在國內微博上感慨萬分：

「國內大學是一個比爛的機構。」

關於翟東昇事件，截至目前

仍有不少中國網友在討論。有網

友認為翟東昇原本想吹噓中共多

麼厲害，結果弄巧成拙，坐實了

中共干預美國大選。 

知情人透露，芮成鋼做人圓

滑世故，特別愛炫耀，吹噓自

己經常說大話，同時又非常摳

門（吝嗇）。但若說他是美國間

諜，讓他去勾引令計劃的夫人，

去騙取機密，就是無稽之談了，

如果真是間諜也不會關在普通監

獄，這個罪名就是政府怎麼安插

就怎麼安插。

知情人說，芮成鋼雖然名聲

在外，但並不是很有錢。央視不

是外界所想的，裡面的主持人都

非常有錢，在央視真正能掙到錢

的必須得達到「一哥」的級別，

主持春晚那樣的級別才會特別有

錢，算財務自由的。而芮成鋼不

是，他只是外在有名聲，像他這

種央視主持人 2013 年時的工資

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高，他可以

說正處在事業的上升期，也因為

這個事，職業生涯算是毀了，成

也蕭何，敗也蕭何。

知情人提到，2014 年一個

山西煤老闆曾爆料，芮成鋼在一

次北京的飯局上向中石油高管要

加油卡，據那位煤老闆描述：當

時中石油的一個副總請客，芮成

鋼嚷嚷著要和中石油的副總對

賭，如果自己能再喝掉一瓶紅

酒，副總必須要給自己一張加油

卡。煤老闆則暗自好奇：這兄弟

開著三百萬的車，居然為了一張

兩千塊的加油卡這麼拼！

芮成鋼入獄前愛蹭各種飯

局，飯局上他總是刻意的想成為

焦點，他的口頭禪，「正如我一

個非常好的朋友，美國前總統克

林頓說的」，當初覺得他真是不

得了，現在成了笑話。

芮成鋼出過兩本自傳，書中

都是國際名人對他的高評——南

非前總統姆貝基：「芮成鋼是一

位並非每個國家都擁有的世界級

的記者和主持人。」華爾街「資

本之王」施瓦茨曼：「芮成鋼是

世界上最傑出的財經對話者之

一。」而書中所寫的，也都是在

包裝自己，內容大多是他採訪了

誰，然後這個人成為了甚麼政要

名人。

知情人說，芮成鋼一直宣稱

自己很有實力，上面有人，並且

喜歡走秀做演講，甚至做品牌代

言，很高調，「他把自己吹的很

牛，但其實他所謂的出席重要場

合，包括見一些各國政要，大多

都只是很正常的採訪，並不是他

出名到甚麼程度受到邀請，他卻

因此把自己吹的很牛。我 2013
年時見過部委的領導，提到他的

時候就『說這小子挺好玩的』，

語氣上帶有非常大的不屑……」

對於芮成鋼的罪名，知情

人表示：「芮成鋼一度傳罪名是

『危害國家安全』，紙面上是行

賄受賄罪，但據我瞭解，他不是

一個間諜，他就是喜歡攀附高

層，就像央視的女記者去巴結周

永康體系的高官一樣，想找捷徑

一步登天，但是最後被逮了個正

著。正好又趕上令計劃出了事，

芮成鋼本人在那時是小鮮肉，非

常受一眾高官夫人們的賞識，當

初令計劃老婆谷麗萍比較高調，

令計劃當中南海大秘，他老婆縱

橫商界在外露面比較頻繁，這才

有機會能勾搭上芮成鋼。」

「芮成鋼的入獄就是在攀附

高層的時候壓錯寶，最後惹禍上

身，所以他整個被抓被判刑就是

『點兒背』，但也是活該，典型

的占小便宜吃大虧。」

對於芮成鋼的下場，知情人

表示：「央視裡的那些女記者，

本來她們業務水平都不錯，但是

一旦被中共達官顯貴看中之後，

給她帶來的物質上的充盈、虛榮

心的無限滿足，就使她不會專心

去做業務，反而去搞一些……你

看央視多少女記者不都是這樣

嗎？女的這樣，男的也是這樣，

最後下場好的也沒有多少！」

芮成鋼特摳門 被抓另有內情
【看中國記者真瑜、朱莉

採訪報導】近日前央視主

播芮成鋼因服刑期滿、被

傳出獄再度引發外界關

注。芮成鋼當年因「危害

國家安全」罪名被判入獄

6年。然而，日前有體制
內知情人士向《看中國》

爆料，其實這個罪名是政

府安插的，他是典型的占

小便宜吃大虧。

芮成鋼 2010年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上。(Getty Images）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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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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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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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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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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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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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台辦微博帳號本月 4
日發布一張「國家憲法日」宣傳

海報，12 月 16 日中國國台辦發

言人朱鳳蓮 16 日回覆記者提問

時表示，將採取各種必要措施，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她說，「憲法關於國家統一

的規定是明確的，我們堅決貫徹

執行。我們將採取各種必要措

施，堅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堅

決地粉碎任何台獨分裂圖謀，捍

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早前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年會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中國國台辦帳號在本月

4日發布一張「國家憲法日」
宣傳海報，內容提及「一起來

看看憲法關於國家統一的規

定」，此前11月傳聞北京正在
編制的「台獨清單」，如今再

提「統一台灣」，引起熱議。

北京提「國家統一法」再針對台灣

上多名與會人士認為，當前兩岸

和平統一可能性在下降。中國應

採取「以武促統」、「以武促和」

方式，對台施加武統壓力來爭取

實現和平統一。此前，《多維新

聞》曾分析稱，武統這個話題已

經進入中共官方視野，北京已經

不再完全寄希望於實現和平統

一。 2020 年 10 月底召開的中

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台表述發

生微妙變化：推進統一不見「和

平」，在推進國家統一層面，北

京已經對「和平」不再寄予太多

希望。

今年北京派出軍機頻繁進入

台灣空域，對此國台辦重申解放

軍在台海實戰化演練，是針對當

前台海安全形勢和維護國家主

權，需要採取的必要行動。

日前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在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視訊演說談

及，「我們尋求的是建設性的兩

岸對話，在不預設前提下，和平

解決歧見」，並呼籲對岸就兩岸

問題對話。不過朱鳳蓮則表示，

當前兩岸關係緊張的根源，在於

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

單方面破壞兩岸對話協商的共同

政治基礎。「我們的對台方針是

明確的、一貫的。否認九二共

識、背離一個中國原則，任何對

話交往都無從談起。」

國台辦這次記者會被視為北

京對台灣問題最新的表態。分析

認為，隨著香港政府配合北京大

力收緊市民自由、抑制民眾反抗

情緒開始有效果，香港問題在北

京眼中已經得到解決，只是時間

的問題。加上美國政局仍不明

朗，在美國將大部分精力放在處

理國內問題之時，目前北京已將

重心轉移到台灣上。北京雖然否

認派出軍機繞台等行為是對台灣

施壓，不過對世界各國來說，這

程翔：紫荊黨取代建制派接管香港
【看中國記者李懷橘綜

合報導】日前有報導指三名

在港生活多年的大陸人，在

今年五月悄悄地成立了一個

新政黨——紫荊黨，並聲言

計劃註冊25萬黨員。消息傳
出後引發社會關注。資深媒

體人、時事評論人程翔撰文

分析該政黨。

紫荊黨的三位創始人是黨

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瑞信集團

董事李山 ，內蒙古自治區政協

港區召集人、卓悅控股主席陳健

文，和中播控股主席黃秋智。三

人均來自大陸，目前已經獲得香

港身份。

程翔指出，「嫡系」由中央

或中聯辦組建而成。在 2014 年

雨傘運動後，北京和中聯辦已經

在討論「新港人治港」的問題，

以大陸移民來港的「新港人」取

代英殖時代的「港人」。程翔引

述朋友表示，北京當局認為香港

的資產階級上層是靠不住的，而

且在過去 20 年，幾任特首都管

不好香港，因此依靠資產階級治

港是行不通的。

程翔分析，在此背景下組

建的紫荊黨，就是一個在中共

香港工委領導下，具政黨性質的

公開親共組織，目的是為中共的

全面接管香港的所有政權機構及

非政權機構作好準備，成為內應

力量。而中共在早期佔領某城市

前，亦會在城中建立大批親共的

群眾組織，這是「城市工作委員

會」（簡稱「城工委」）的職責，

以配合解放軍進城的步伐。

早在 2012，程翔在《從十八

大看香港地下黨規模》一文中分

析香港地下黨人數，當時的估算

是 40 萬。今年程翔在接受採訪

時亦指，如今地下黨在香港的人

數只能更多，不會更少，把 25
萬黨員公開化，這亦符合中共

長久以來「公開的與隱蔽的雙結

合」的策略。

紫荊黨消息傳出後，香港建

制派的動向亦引發社會關注。程

翔在文章中指，12 月 10 日，有

「建制派第一健筆」之稱的屈穎

妍，在其專欄中竟以《我不是建

制派》為題，公開批判林鄭，表

示之前支持林鄭是錯的，程認為

她如此言論，是強調自己並非唯

命是從的建制派。

港親共團體發起人猝死 檢測為陽性
【看中國訊】多家港

媒報導，香港親共團體「正

義聯盟」發起人李偲嫣今日

（16日）突然離世，終年56
歲。有消息指，她在死後進

行武漢肺炎病毒檢測，初步

顯示呈陽性。

據《立場新聞》報導，李偲嫣

近日不常公開露面，最後一次在

個人臉書發文，是 4 天前，她批

評前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流亡

美國，嘲笑說「未來就要看這些

罪犯的人生會有多精彩！」還加

上標籤，「下一個是誰」。同日

她還分享黎智英被拘押的相片，

加上標籤「# 應有此報」、「# 毒

害香港」、「# 支持國安法」。

李偲嫣早在 10 年前活躍於

香港親共組織。 2013 年 7 月，

林慧思老師因為不滿共產黨外圍

組織滋擾位於旺角的法輪功真相

點，而出言譴責，其後林慧思老

師遭到李偲嫣以 18 區家教聯會

和家教聯會的身份聲討和狙擊。

李的做法引起多區代表不滿，有

代表投訴指聯會被人騎劫、被政

治化，要求教育局方插手解決。

李偲嫣在 2013 年 10 月成

立了「正義聯盟」，所謂正義聯

盟，實情是發動反對爭取民主的

佔中運動。

2014 年 7 月 7 日，李偲嫣

又成立了「撐警大聯盟」，並同

年 8 月 3 日舉行撐警大遊行。

2016 年 3 月，她被指控虧

空正義聯盟 22 萬款項，被罷免

仍然是「不排除武統台灣」的具

體信號。

11 月底中國國台辦承認北

京正在制定「台獨頑固分子清

單」，當時朱鳳蓮說，「極少數

台獨頑固分子長期以來挑動兩岸

對立，破壞兩岸關係，這筆帳是

一定會清算。」

對此台灣陸委會表示，大

陸官媒及涉臺機構，惡意炒作

所謂的台獨頑固份子清單，試

圖威脅、恫嚇臺灣社會，干擾

臺灣民主政治的運作。北京當

局應該立即停止挑釁、生事，

切勿因錯誤的政策，而讓兩岸

關係走向無法扭轉的不歸路。

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台灣

人民堅決拒絕中共的「一中原

則」，及所謂的「一國兩制台灣

方案」，我們不會因為施壓、恫

嚇而妥協，中華民國政府也將

注意情勢發展，採取必要的防

衛及研擬反制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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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 日，全國港澳研究

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

究中心教授宋小莊在《明報》撰

文，批評立法會「流會」問題，

指除了因為有議員故意搗亂之

外，亦因為有不少建制派議員缺

席而造成。 12 月 6 日，南海控

股主席 、《香港 01》創辦人于品

海發表題為《連問題都看不清，

「好打得」又有何用》的評論，

批評林鄭。文章還引用毛澤東語

錄，暗示香港的社會階級及經濟

結構須進行徹底改革，指向香港

的資產階級。

程翔續指，基於此中共對

「港人治港」已經不再信任，因

此要清算港人，改造立法會、公

務員紫荊黨大權在握後，香港便

正式踏入幹部治港的年代。

主席一職。同年，她以正義聯盟

的名義參加立法會選舉，僅得

2,900 多票大敗。

2018 年 10 月，廉政公署

落案起訴李偲嫣選舉舞弊。去年

2 月，案件獲律政司不提證供起

訴，李獲准以 2,000 港元簽保守

行為 18 個月。

另外，李偲嫣於過去 25 年

中，被民事索償至少 20 次。有

網媒曾翻查法庭訴訟紀錄，發現

原名為李艷青的李偲嫣，早在

1992 年就被新世界發展指其發出

一張空頭支票。另外，在 1993
年，李偲嫣曾被無線電視追討廣

告欠款。總計，李偲嫣曾因為開

出 4 次空頭支票而被民事追討，

還有 5 次欠租和被收樓的紀錄。

對於李偲嫣的去世，香港網

絡出現一片叫好聲，有網友稱其

一生愛國愛黨，最後被武漢病毒

害死，十分諷刺。

本月初，在周庭被判刑前

一日，李偲嫣曾在臉書諷刺「天

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自

來」，並指路是周庭自己選的，

結果（坐牢）當然要接受。

港府或將黎智英
移交大陸受審

【看中國訊】12 日香港壹傳

媒創辦人黎智英被以港版國安

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起訴，成為首名被控

這項罪名的人。消息指，黎智英

被指控該罪名是因為他曾在接受

採訪時呼籲外國制裁香港。他出

庭時腰纏鐵鏈，鎖上手銬，如同

「甲級犯」。

關注香港問題的台灣律師呂

秋遠指出，黎智英擁有英國公民

護照，在台灣也有港澳居留證。

他在香港開始實施國安法前夕，

是可以逃離香港，或者到英國安

度餘生。但黎智英支持反送中、

支持香港民主。他現在正在獄

中，還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勾

結外國勢力，最重可以判處無期

徒刑。

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法學

交流基金會高級顧問顧敏康於左

派報章發表文章，指將黎智英送

交大陸司法機構審理合理合法，

並稱此案關乎「港版國安法」能

否真正在香港落地生根，對違反

國安法的人起到「以儆效尤」作

用。這篇文章呼應了早前多名親

中及建制派人士的意見，民主黨

副主席林卓廷指，有關言論的目

的是為日後將黎智英「送中」受

審試水溫。

中國在台海軍演。（中國國防部）

（ET）

黎智英（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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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海席，是一棟

漂浮在福建東山島海面上的「豪

宅」。它不與任何陸地、橋樑

相連，像遺世獨立的孤島那樣，

被 360 度的海景包圍。

屋主是當地人，外號「海岸

線」，因為喜歡釣魚和大海，決

定和建築師朋友董欣猛一起，花

400 萬，在海上建造一棟夢想中

的房子。

疫情期間，他也帶著家人來

這裡住了 3 週，每天看落日和

大海，享受互相陪伴的幸福。

今年，他將房子對外開放，

成了國內第一家漂浮在海上的酒

店。「它只要能存活 5 年，我就

已經很滿足了，即使被颱風毀

了，也沒關係，擔心得太多，就

會阻礙你去實現夢想，有些事現

在不做，以後就不會做了。」

【看中國】近日，一名在美

國紐約的華人教授在微博上爆料

說，自己班上的一名中國女學

生在 11 月不幸因車禍去世。當

時，校方通知了所有任課老師並

在學校範圍內發了郵件。

但詭異的是，在這位學生去

世後的一個多月裡，「她」竟然

繼續交作業，還給教授發郵件。

「她」在上週按時交了一門課的

期末論文，這週還交了幾個額外

的學分，把系裡的教授們都嚇壞

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報導

說，發布微博的華人女教授其實

早就心知肚明。事後她回想這位

學生在生前上 Zoom 網課時，

從來不開攝像頭，更加證實了她

的猜想。

很顯然，這背後牽涉的是一

條網課代管產業鏈。替學生上網

課、交作業、做小測、與教授發

郵件、代考等等，都屬於網課代

管提供的「全包」服務。因此真

相就是一直在交作業的「她」，

其實是一位網課代管人員。

這名華人教授指出，「這種

事，包括代寫，我有時候會發

現，但是有點袒護同胞的心理，

不會（向學校）舉報，只會警

告學生。悲哀的是，這種一般也

只有咱們能發現。」

由於這件事已經鬧大，校方

要求該教授協助調查。該教授震

驚地發現，原來在疫情期間的短

短几個月內，網課代管的產業

鏈，在海外中國人圈子裡已經發

展的極其完善，用中文「加拿大

網課代管」在網上搜索就有 699
萬個結果。

這些網站的廣告語，寫

得冠冕堂皇，如「幫助不自信

的你」，「為您的學業保駕護

航」，通常還會承諾，「一站式

託管」，「成績保 A、保 B」等

等。這些機構還號召一些成績優

異的學生當「寫手槍手」。

2019 年 10 月，美國的一

起大型代考事件曾引發巨大轟

動。洛杉磯 24 歲華裔男子蔡

某，原本是畢業於加州大學的學

霸，因偽造護照冒充多名中國留

學生，有償替他們代考託福，最

終獲 10 年牢獄之災。

2018 年，6 名 20-24 歲 的

中國留學生因在 2015 年雇佣

「槍手」代考 SAT，被分別判

處 1-2 年緩刑以及「立刻遣返中

國」。這類例子不勝枚舉，此

類造假行為最後面臨的結果就是

開除、遣返、坐牢，無論哪一

個，代價都是慘痛的。

蔡霞 12 月 14 日在推特貼

文指：「北京昌平區香堂村強拆

民房，有村民呼救。據指，有

‘高人’給習帝看風水做京城規

劃，說香堂村房壓了龍脈氣口，

於是強拆房。住戶拚死抗爭，特

警保安威脅恐嚇，雙方劍拔弩

張，嚴重對峙。已向李克強總理

進言寫信，有向中央與北京市政

府提出緊急建議等。看來事態還

在惡化中。中共不是號稱唯物主

義無神論嗎？」 
眾所周知，中共表面上宣揚

信奉馬列教條，並以無神論自

居。但實際上卻是不信馬列信鬼

神，中共從上到下大小一眾官員

皆是如此。例如前中共黨魁毛澤

東的「8341」及江澤民拜地藏王

抄地藏經等等事情早已廣為流

傳。再如，中共中紀委曾自曝，

原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一

直信風水，將家裡老人墳墓從東

北遷往成都都江堰，並花費千萬

元聘請風水先生做道場。此外，

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則是氣功大

師王林的鐵桿粉絲等。

因此民間議論說，「共產主

義本身就徹頭徹尾地是一種宗

教。中共更是一個沒有信仰的共

產邪教極端組織，談論信仰馬列

純粹是挂羊頭賣狗肉」。而一

些官員之所以信鬼神，是一種極

不安全感所致，就好像是一個竊

賊期望不要被警察抓一樣。越是

高官，就越是「迷信」，所謂的

無神論目的是破除人對神的信

仰，破除人相信「善惡有報」的

心法約束，才能鼓動人無所顧忌

的搞暴力革命，才能被中共用著

順手，中共才能藏在後面做惡，

而人民卻不自知，中共才是敗壞

人心的萬惡之源。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指，香

堂村此次強拆將直接令該村近

3800 多戶人家、上萬人口受到

影響。有不具名的業主透露，如

果房屋被強拆，每戶的經濟損失

達 500 萬元人民幣，合共損失

將高達數十億元。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楊

玉聖是香堂文化新村第四小區的

業主，他於 13 日向自由亞洲電

臺披露，證實北京市昌平區崔村

鎮政府已於 12 月 10 日啟動了

對香堂村的強拆行動。他還指

出，當局在強拆首日就出動了多

輛挖掘機和上千警力，限制業主

的人身自由。不僅如此，他也因

向外界披露當地情況，而遭到了

當局的打擊報復。

楊玉聖說：「十三日下午 5
點左右，崔村鎮政府城建科的

工作人員擅自剪掉我家的電話

線，拿走我家的電錶，弄斷供水

線路。」為了表明繼續抗爭的心

志，他已經開始絕食，並在網路

發文向社會求助。

12 月 13 日網上還傳出一張

中共昌平公安局的拘留通知書，

顯示香堂村業主、生於 1950 年

的郭嶺梅自 12 月 5 日起因涉嫌

「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被拘

押在昌平區看守所。

據稱郭嶺梅是中國已故作家

詩人郭小川的女兒，也是中央新

聞記錄電影製片廠的資深編導。

此外，還有網友稱，前中共

政治局常委陶鑄的女兒、女作家

陶斯亮也是香堂村居民。該名網

友自稱是陶斯亮的孩子，呼籲社

會關注香堂村強拆問題。

對此，有網友在推特留言

指：「這真諷刺，連政法大學的

教授都維護不了自己最基本的權

益，逼的只能在網上呼籲。在中

共國裡講法治，你信嗎？」但也

有網友留言說：「香港反抗中共

的時候，這些人都是粉紅吧，沒

看他們有人出來支持民主自由，

現在自己家要被專政了，大喊大

叫有什麼用呢？因為也不會有人

支持他們，跟中共講法律真是太

天真了，這是社會主義鐵拳。」 

涉及龍脈？北京香堂村遭強拆內幕曝光
【 看 中 國 記 者 文 儷

綜合報導】近期，北京當

局啟動了對昌平區崔村鎮

香堂文化新村部分住宅的

強拆行動，官民衝突不斷

升級，當局更計畫在明年

春節前完成村裡多個小區

的拆除工作。旅美前中共

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在推特

披露了此次強拆的幕後原

因，聞之令人相當驚詫。

昌平區崔村鎮香堂文化新村部分住宅被強拆（圖：自由亞洲電台）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多

國紛紛開展疫苗研發。中國也例

外，不僅研發疫苗，更是藉機大

搞「疫苗外交」。為了搶佔全球

市場，在疫苗臨床實驗並不充分

的情況下，急推多款武漢肺炎病

毒疫苗。

有報導指，中國政府近期為

百姓提供武肺疫苗接種，但並不

會納入醫保範圍，令大陸百姓無

法負擔，同時也有民眾因對國產

疫苗不信任而拒絕接種。

據自由亞洲電臺 15 日報

導引述武漢一位社區義工陳女

士指，當地接種疫苗收費一次

2700 元，分 3 劑注射：「2700
元一針，要打 3 針。我們家人

第一沒有去打，第二沒有地方去

打。我如果要打針，還要去找關

係。我們這邊的領導，有關係的

人早就已經打了（疫苗），而且

還是免費打的。」

中共當局還重申，這種預防

性疫苗不納入醫保支付範圍，因

此造成各地接種疫苗價格懸殊。

事實上，早在一個多月前，

嘉興疾控中心曾稱，疫苗需要接

種 2 劑次，間隔 14 至 28 天，

疫苗價格為 200 元（人民幣，

下同）一支（瓶），2 劑次共

400 元。但此次價格與此前浙江

省嘉興市疾控中心宣稱的官方報

價相差甚遠。也因此令相當多的

民眾無法負擔昂貴的接種費用而

陷入困境。

兩個月前，鳳凰網旗下自媒

體「腫瘤情報局」曾透露，中國

醫科院和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

公司共同研發的武肺病毒疫苗是

中國首次向海外出口的疫苗產

品，對國外的報價是一針 2 美

元，兩針 4 美元，合計人民幣

不超過 30 元。由於此篇報導當

時引發大量國人批中共是「寧與

友邦不予家奴」，而後被刪除。

除了價格過高，另一個中國

人拒絕接種的重要因素就是質疑

國產疫苗的質量問題。

過去十數年間國產疫苗悲劇

不斷傳出。例如 2007 年山西疫

苗事件導致近百兒童受傷或死

亡，2018 年長生生物的百白破

疫苗事件中，就有 25 萬支劣質

疫苗流入市場。

上述陳女士就說道，有來自

內部的人士提醒她，先觀察別人

注射疫苗的反應再作決定。另

外，北京毒奶粉受害兒童家長郭

利表示，「即便是國企、（美國）

輝瑞和生物科技這種公司也不是

保證百分之百，如果國產疫苗加

上冷鏈運輸，就風險非常大。」

此外，今年 11 月底，上海

要求市級醫院進行摸底調查。但

在上海市醫護界，有超過 9 成

醫護人員因對國產疫苗缺乏信任

而拒絕接種。

有觀察人士認為，這是一

種政治盤算。北京將秘魯、菲

律賓、印尼等國家作為「疫苗外

交」的主要對象，是為了在當前

全球圍剿其的背景下，拉攏發展

中國家，洗白自己，同時在東南

亞爭奪盟友以對抗美國的亞洲

小北約。北京是為維持其政權

而「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

心」。至於中國人的福利，並

不在其關注範圍之內。 

國產疫苗百姓打不起 醫護界拒打 世界人權日 她揭非人經歷

國產疫苗價高質量受質疑。
（Getty Images）

前央視主持人 
畢福劍露面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綜合報

導】因在一次飯局中諷刺調侃毛

澤東，被迫離開央視的知名主持

人畢福劍，近年鮮有公開露面。

失去工作後，曾有不少媒體披露

其現狀。有稱畢福劍每天都很清

閒，與朋友相聚，參加體育運

動，也有消息說他開了一個餐

廳，生意不錯。

畢福劍離開央視已近 6 個

年頭，近年來有傳聞指他寄情書

畫。日前多個社交媒體上熱傳一

個畢福劍畫畫唱歌的視頻，視頻

中畢福劍一邊作畫，一邊與盲人

女歌手劉賽對唱。等畢福劍唱完

後，劉賽調侃道：「姥爺你要是

再年輕點就好了，我倆都能唱更

時尚的歌曲了」。

畢福劍畫了一幅老絲瓜。他

身邊友人指著「老絲瓜圖」說：

「絲瓜年輕的時候可以炒菜熬

湯，老了也能刷鍋洗碗。」畢福

劍則一邊大笑一邊說道：「廉頗

老矣，還能畫畫。」

畢福劍近年來酷愛書法和畫

畫。現年 61 歲的畢福劍，曾任

中共央視文藝部導演，主持過

《星光大道》等。因其主持風格

樸實自然、風趣幽默，常被稱作

「老畢」、「畢姥爺」等。

【看中國記者真瑜採訪報導】

12 月 10 日是世界人權日。來加

拿大已 6 年的趙海燕女士，講

述了她曾經在中國所遭受的種種

嚴酷迫害。

趙海燕對《看中國》表示，

她曾任新疆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

綠洲城市大氣環境研究所副所

長。 1999 年中共開始鎮壓法輪

功，她因為修煉法輪功受到騷

擾。 2000 年中國新年，她坐了

4 天 4 夜的火車去北京上訪，希

望中共能停止打壓法輪功。

趙海燕說，進入北京信訪大

廳後她立即被扣押，轉至新疆駐

京辦事處後被押送回烏魯木齊，

緊接著就是近一年的監視居住。

2001 年 3 月，趙海燕被關

進烏魯木齊六道灣看守所，警察

給她上了手銬和腳銬，她遭受手

銬和腳銬綁在一起的刑罰，她以

這樣的姿勢在牢房中待了 20 多

天，吃飯、上廁所、刷牙都需要

其他人幫助。

趙海燕以絕食抗議警察濫用

私刑，兩天後她嚴重脫水。絕食

到第 4 天，幾個人把她拖出通

過鼻腔對她進行灌食。趙海燕

說，因為長時間滴水未進，食物

灌進去後，胃裡頭就像被火燒一

樣疼，管子拔出來時，血也跟著

從鼻子裡帶了出來。最後趙海燕

被拖回監舍，獄友們哭著幫她擦

血，當時大家除了哭，沒有人能

說出話來。

後來趙海燕被強行轉入烏魯

木齊市女子勞教所六大隊進行勞

動教養。在那裡，警察把她關進

一個一平米見方的鐵籠子裡一站

就是 4 天，頭頂的大燈 24 小時

不間斷照射，犯人負責看守她不

讓她睡覺和移動。兩天後的晚

上，兩個女警用電棒的尖頭電遍

趙海燕全身，直到兩根電棒全部

沒電為止。期間，趙海燕的父親

去探視她，無意中看到了她發黑

的手腕，頓時泣不成聲。

趙海燕表示，兩年的牢獄經

歷就像活人去了一趟地獄。中共

對她的迫害，沒有一個環節是依

法辦事的。中共讓她一個不諳世

事的小姑娘瞭解了其邪惡本質。

她說，與中共的對抗就是人與魔

鬼的較量。另外，趙海燕也特別

慶幸，慶幸自己有信仰，才能分

清甚麼是善惡、正邪，有了這場

經歷才能知道，原來邪惡是甚麼

樣的。

小夥人生第一棟房 
600㎡漂浮別墅

中國留學生去世後仍交作業

左為建築師董欣猛；右為屋主海岸線

海席。（本文圖片來源：《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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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圖片來源：網絡，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從 12 月 14 號以後一方面

嚴峻的形勢還會繼續下去，今

天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趙

曉蘭的先生麥康奈爾首次承認

拜登是當選總統，這削弱了昨

天七個州共和黨人單獨投出一

波選舉人票的努力。

有一位叫 Ivan Raiklin 的

憲法專家介紹一種設想的劇本

是 這 樣， 當 1 月 6 號 國 會 參

眾兩院開聯席會議的時候。各

個州的選舉人票按照字母順序

被念出來統計，比如亞利桑那

州，Arizona 字 母 A 排 在 前

面，當念到它的時候，一位國

會眾議員出來反對（比如是

Mo Brooks，他現在志願這麼

做了）、再有參議員表達同意

（Ted Cruz，還有一票參議員現

在也自告奮勇當志願者），這就

達到了法律的最低要求。這個

時候參眾兩院會分出來各自開

會，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當然

會接受亞利桑那州民主黨州長

認證的選舉人票；而共和黨在

參議院佔多數，可能會推翻。

然後彭斯作為參議院議長，行

使打破平局的一票，亞利桑那

州的選舉人票就會被拒絕接

受。在那七個出現雙選舉人團

的州，每個州都上演這一幕，

直到拜登和川普都得不到足夠

的選舉人票。然後就進入我們

談過幾次的權變選舉，眾議院

一州一票選出總統。

但是麥康奈爾的屈服，讓川

普陣營在參議院不容易得到共和

黨自己的足夠票數，以否決搖擺

州選舉人團票。現在是共和黨自

身繼續分裂的時息，在到 1 月 6
號還有大約三個星期的時間，我

們要看到這段時間還會有不少領

人沮喪的事發生，不排除還會有

被寄與厚望的人在關鍵時刻掉鏈

子的事發生。

我一再講直接證據的重

要，今天任何騎牆派的表態只

是基於形勢的估算，當有強

大的直接證據湧現，足以動搖

人們對這次選舉誠實的印象，

他們的態度也會再變回去，目

前出現的波折都不是有決定性

的。直接證據這個東西它是客

觀的，是不會搖擺騎牆的。它

擺在那裡所有人都對面對它。

昨天談到的密西根州 Antrim 縣

對 22 臺多米尼投票機的司法取

證審計就是這樣的直接證據。

威星康星州參議院也授權進行

同樣的司法取證審計，如果現

在時間還來得及，數據還沒有

被刪，也能獲得這樣的直接證

據。星期三有國會參議院的聽

證會、按計劃有 18 號星期五之

前的國家情報總監的報告。這

個星期沮喪的消息還會有、來

自於某些大咖的態度；更振奮

的消息是來自於事實的揭曉。

今天川普總統還有一個重

要的舉動，就是委任了包括前

眾議院議長金里奇在內的一

批國防政策委員會（Defense 
Policy Board）成員。可以肯定

的一件事是：能在這個時刻接

受川普任命的人是把自己的政

治生命和川普綁在一起的人，

是挺川的鐵粉。

就連華人當中知名的支持

川普的民運活動家都不斷收到

來自於朋友、同道的諄諄告誡：

你把自己和川普綁在一起，你

在海外幾十年積累的人脈、榮

譽隨著川普下臺就都沒了，你

以後就到處受白眼、找人找不

到、說話沒人聽了。你得聰明

一點，左右逢源、兩頭下注。

這個時刻還能堅定支持川普的

人都是有勇氣的、不計個人得

失的人。也有另一些民運圈裡

的人說：我受到了川粉的霸凌，

我也在挺身為捍衛民主戰鬥，

我也有很大壓力。他心裏真正

想的是自己佔在了勝利者的一

邊，這種矯情和真正的勇氣相

差甚遠。

華人都如此，資深很深的政

治人物當然更加這樣，這個時刻

真說得上是臨危受命，騎牆搖擺

的人躲還躲不及呢。這批人將真

的成為川普可以依賴的國防政策

團隊。川普總統在國內謀求扭轉

乾坤的過程也是他頭腦中構思對

中共策略的過程，如果他能夠連

任成功，排乾華盛頓沼澤和對中

共的猛烈開火不會是分先後的兩

件事，而是合成一件事做。整個

世界的變化節奏會非常快。還是

那句話：我們正在見證一段前所

未有的歷史，各種權威、慣例、

歲月靜好會被打破。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文：文昭疾風知勁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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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民間說的魔鬼附

體一樣，一個人一旦加入了共產

黨（黨、共青團、少先隊），這

個共產邪靈（魔鬼）就附在了

這個人的身上，只有退出共產黨

的組織（黨、團、隊）才能清

除掉這個附體，才不會成為共產

黨的陪葬品。

馬克思在伯恩大學時就加入

了魔教，他不好好讀書，甚至和

人決鬥被打傷，他父親很害怕，

就把馬克思轉學到柏林大學。在

柏林大學，馬克思同樣不好好讀

書，自然就無法畢業，結果他花

錢從他從來沒有上過課的耶拿大

學（Jena University）買了一個

博士學位。他和光照幫臭味相

投，被光照幫雇佣為寫手。為

了掩蓋《共產黨宣言》的真正來

源，光照幫就把馬克思說成是

《共產黨宣言》的作者。

在光照幫的第一任幫主魏

薩普去世的時候，光照幫已經

形成了類似於文武的組織結

構。「文」的部分相當於智囊

團、幕僚團，負責制定戰略、

宣傳等等，身為新幫主的帕默

斯頓勛爵同時也領導這一部

分。「武」的部分叫「政治行動

委員會」，具體推行和實施由

智囊團制定的秘密計畫等等。

負責光照幫政治行動委員會的

是義大利人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 他 在

大學時代就成為最高的 33 級

共濟會成員。馬志尼同時也是

大東方共濟會領袖，控制歐洲

大陸的共濟會。馬志尼是個組

織和行動能力很強的人，被稱

為「義大利的邪惡天才」。他

能快速地推動光照幫的陰謀計

畫，他聽命於幫主帕默斯頓勛

爵，從英國情報部門領取活動

經費。

《共產黨宣言》在 1848 年春

正式出版後，馬志尼領導的光

照幫「政治行動委員會」具體負

責實施光照幫的共產主義革命運

動計畫，主要是通過他領導和控

制的各國大東方共濟會，尤其是

法國大東方共濟會，在法國、義

大利、德國、匈牙利、瑞典、奧

地利、捷克、丹麥、瑞士等國，

組織和發動了武裝暴力革命運

動，所以 1848 年又稱為「革命

年」，不過這些「革命」最後都

失敗了。

作為光照幫的政治行動委

員會領導人，馬志尼為光照幫

成立了許多秘密的「青年團」組

織， 如「青 年 歐 洲」（Young 
Europe）、「青年德國」（Young 
Germany）、「青 年 義 大 利」

（Young Italy）等等。這些「青

年團」都是光照幫的外圍組織，

類似於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共青

團。馬克思、恩格斯都是歐洲青

年團的秘密會員。大家知道，馬

克思到英國後，長期在大英博物

館裡研究、「寫作資本論」。為

什麼呢？真正的原因是，歐洲

青年團當時的總部設在大英博物

館裡，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館裡

學習、研究歐洲青年團指定的書

籍。馬克思聽命於光照幫的歐洲

青年團，並沒有自由選擇自己喜

歡的書籍。所以就不難理解馬克

思為什麼罵自己寫的東西是「大

糞」，以泄心中的不滿……

「邪惡天才」馬志尼名不

虛傳，他把義大利的犯罪網路

組織了起來，創立了現代的黑

手 黨。 黑 手 黨「mafia」 是 義

大 利 語「Mazzini Autorizza 
Furti,Incendi,Avvelenamenti」
的第一個字母縮寫，意思是「馬

志尼授權盜竊、放火、下毒

藥」。光照幫通過黑手黨一舉

控制了義大利的犯罪組織，為己

所用。

在1848年至1850年之間，

歐洲的共產革命運動失敗後，整

個革命氣氛低沉，共產主義者同

盟也逐漸蕭條，到 1851 年，共

產主義者同盟停止了活動。

馬志尼受光照幫之命召集會

議成立第一共產國際，他派他的

秘書沃爾夫負責籌備工作。經過

1862 年至 1864 年的籌備，「第

一共產國際」（簡稱「第一國

際」）於 1864 年成立。馬克思

沒有參加第一國際的籌備工作。

沃爾夫代表馬志尼作為第一國際

的一名重要成員。馬志尼指定馬

克思為第一共產國際的書記，但

馬克思並不是第一共產國際的實

際創始人。第一共產國際是由光

照幫直接創立的。

馬克思領導的第一國際還從

事恐怖暗殺活動。 1866 年 5 月

7 日，馬克思的同事、第一共產

國際成員卡爾庫恩企圖暗殺普魯

士總理，但失敗了。後來他們繼

續從事暗殺活動。 1878 年的某

一天，有人看見當一次暗殺行動

失敗了，馬克思知道後暴跳如

雷，大聲咒罵失敗的殺手。

通過歷史我們看到，黑手黨

和第一共產國際是光照幫馬志尼

創立的親兄弟。第一共產國際其

實是個秘密的黑幫恐怖組織。

（節選自《中共道路是魔鬼

的選擇》，未完待續）

◎文：龍延

光照幫與《共產黨宣言》

英 國《星 期 日 郵 報》報

導，中共 195 萬名註 冊黨員

名單，於加密的聊天應用程式

Telegram 泄露後，由異議人士

傳送給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數據安全分析師評估

了相關資料，最後將名單傳送給

4 家媒體，其中英國的《星期日

郵報》，辨認出部分中共黨員竟

已滲透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各大

銀行、製藥公司輝瑞和航空巨頭

波音。

中共有將近一億黨員，問

題是這 195 萬人是屬於哪一種

類別的黨員。如果是農村黨員

就毫無意義，然而根據《星期

日郵報》的比對，已經辨識出

滲透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各大

銀行、製藥公司輝瑞和航空巨

頭波音。那幾乎肯定，這 195
萬人有相當部分是已經出國

的中國人。現在主要只是查出

分布在企業裡的，應該還有在

政壇及文教機構以及社會和階

層的。而最多的，一定是在美

國。如果美國能夠及時查出，

可能對選舉結果會產生影響。

《星期日郵報》說，名單傳

給 4 家媒體，難道沒有美國的

媒體嗎？如果有，是否要以「核

實」為名等拜登上任後才公布？

但是如果不及時查出，恐怕相關

人員及早逃走。根據我聽到的，

1986 年華航貨機機長王錫爵騎

劫貨機投奔廣州，是因為擔心金

無怠案會把他牽扯出來。 2003
年洛杉磯華人僑領、雙面諜陳文

英案（她的 FBI 兩個上司先後

與她上床）爆出後，我一直懷

疑借六四血卡潛伏在華文媒體高

層的某人也從美國首都華盛頓立

即消失。

據 2000 年美國《僑報》估

計，近 20 年來至少有 200 萬中

國公民移居海外，其中 60 萬人

定居北美。從那時到現在又是

20 年，出國定居的人更多。除

了定居，還有留學生，以及企業

外派人員，所以如果其中有 195
萬黨員並不奇怪，尤其外派者必

然有高標準的政治要求，那就是

對黨的政治忠誠（即使是貪污

犯，他們在政治上也是忠誠的，

因為只有黨國體制才便利他們貪

污）。

這樣一個重要名單能夠外泄

有兩個可能，一個是駭客進入，

一個是內部、而且是高層出現叛

徒。前者可能性小，因為防護非

常嚴密，駭客不知從哪兒下手；

後者可能性大。中共內部近日出

現一個不太令人注意的人士變

動，當時已經引起我的注意。

今年 12 月 9 日，香港蘋果

日報引用中央社與日本經濟新

聞的報導說：「大陸對臺重要智

庫、全國臺灣研究會（全國臺

研會）前日公布，被稱為『知臺

知習派』的臺盟中央副主席汪毅

夫，已接替大陸前國務委員戴秉

國，成為第七屆理事會會長。」

戴秉國是何許人？只是一般

的前國務委員嗎？他的重要在於

擔任過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

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部長。這是負責國外的情資工

作！

他能夠擔任這個工作，因為

背景不簡單，他的岳父是軍人出

身，在中共建國後長期擔任外交

工作的黃鎮將軍。因此他也算紅

二代。但他出身貴州土家族的貧

困家庭，長期在外交部工作，到

1985 年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時才

被提拔為副司長，相信他同中共

極左派的思路很可能背道而馳。

戴秉國今年 79 歲，但是做

智庫理事長是榮譽職務，與年齡

沒太大關係，最近突然被撤職才

引發我的關注。是否真的同這

場泄密事件有關，還有待今後釐

清。

然而這份外泄名單涉及全

球各國的中共情報工作，就是

中國的友邦也難以接受。因此

全球必然會出現一次「清共」潮

流。這 195 萬人不一定各個都

是間諜特務及其外圍，但是肯

定成為各個國家的防範對象。

尤其美國正在清理內部被滲透

情況，這份名單的出現，無疑

大有裨益。對中共來說，這是

最致命的一擊。向泄密的有功

人員致敬！誰敢迫害他們，必

然遭受歷史的清算及懲罰。

◎文：林保華

是誰使195萬
黨員名單外泄？

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被美國總統川普任命

為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維基百

科）

2010年9月德國工人正在移除柏林的一座馬克思雕像。雕像是1986年前
東德共產黨頭目昂內克豎立的。（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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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即將於31日到來
卻仍陷於膠著的英國脫歐

貿易協議談判，本週雖微露

一線曙光，但在英國「以漁

業綁協議」的烏賊戰術下，

歐盟執委會主席16日坦承，
漁權談判艱辛甚感無力，未

來幾天是重要關鍵，是否能

於最後一刻達成貿易協議，

她仍無法斷言。

寰宇新聞

英烏賊戰術 脫歐貿協膠著

脫歐倒計時  
漁業與公平競爭談不攏 

脫歐協議政治部分雖已於今

年元月達成過渡性協議，但在過

度協議終止前，也就是 12 月 31
日，雙方必須就將近 1 兆美元

的貿易往來達成貿易協議，以避

免明年元月後，雙方在漁業捕撈

與關稅問題上肇生混亂與糾紛。

至於備受爭議的《國內市場

法案》中，違反《貝爾法斯特》中

有關北愛邊境等國際法的部分，

英國當局 8 日已承諾移除，等

同拆除了脫歐談判上最大的一枚

炸彈；愛爾蘭外交部長也對本項

達成的協議表示歡迎，並指出，

新的邊境協議對愛爾蘭來說「非

常重要」。

然而，雙方貿易談判在 13
日的期限內，對於歐盟漁民在英

國領海捕撈議題，以及公平競爭

環境和貿易協議管理執行機制等

爭議點上，即便歐盟執委會主席

范德賴恩與英相約翰遜親自坐鎮

布魯塞爾，雙方卻依舊是無所共

識。因此雙方 13 日決定在未來

的野貓式（Wildcat）和梅林式

（Merlin）直升機現也正待命，

以加入沿岸監控行動。英國也已

將軍事人員調派到聯合海上安全

中心，以協助處理漁場發生的任

何衝突，這些軍艦甚至可能奉命

扣押違規的法國漁船。   

烏賊戰術:漁業干擾正題                              
范德賴恩16日無奈的表示，

在漁權問題的談判方面，過程非

常艱辛。而如同烏賊戰術般的政

客手法，則是成功模糊了歐盟最

在意的公平競爭環境議題，使英

國得於談判中取得有利位置。

在公平競爭議題上，歐盟希

望英國在勞工權利保護、環境法

規和政府援助等方面跟歐盟保持

一致。但是，英國明確表示，脫

歐就是為了不再受共同規則的束

縛。媒體指出，一旦北愛軟邊界

確立，透過政府補貼的大量商品

將大量經由北愛流入歐盟；英國

大幅限縮歐盟國家所流入的勞動

力，也將衝擊受到歐盟保護的歐

盟勞工；歐盟嚴格的環境保護法

規，也無法再對英國起到約束

力，更無形降低英國的產銷成

本，陷入另一個不公平貿易環

境。而這正是英國想要的結果。

一旦迎來無協議脫歐，英國

與歐盟之間的經貿往來將回歸世

界貿易組織（WTO）規範，屆

時關稅將使得物價上漲，進口商

也得處理因脫歐而衍生的文書驗

證，而且談判失敗可能在未來數

年損及英國與歐陸的關係。但即

便如此，談判雙方依舊劍拔弩

幾天，繼續就達成貿易協議進

行磋商。范德賴恩 16 日對此表

示，現在已有一條通往協議的路

徑，這條路徑或許非常狹窄，但

路就在那兒。她說，她很高興其

中有關貿易協議管理執行機制的

大部分問題都已解決；而目前最

明確尚待解決的問題，則剩下公

平競爭環境與漁權。

脫歐急先鋒                          
英漁產業：奪回主導權

在脫歐歷程中，英國漁業一

直是力挺脫歐的鷹派前鋒。這

自然與英國自古以來即是以海

洋立國的精神息息相關，但更

大一部分是受到政治炒作的結

果。許多漁民堅信約翰遜的脫歐

口號「奪回主導權（Take back 
control）」，並認定歐盟漁業船

團的侵門踏戶是英國漁業不振的

主因。然而，根據《金融時報》

報導，從英國飲食習慣上觀察，

在食用海產上，英人高度集中在

分布於歐陸所屬魚場的鱈魚、黑

線鱈、鮪魚、鮭魚和明蝦，報導

強調，不是這五種，英國人可是

碰都不碰的！因此，英國在海產

上，實際是極度仰賴歐盟進口，

而自家的魚貨卻因不符市場胃

口，大多數都銷往歐盟。

此外，英國漁民只占全國

勞動人口的 0.1%，漁業占全英

GDP 的年產值也不到 0.12%，

而這樣一個數字的產業竟然會成

為脫歐貿易談判的主要障礙之

一，正是因為政客們抓準了餐桌

上的炸魚 ( 英國主食 ) 要比公平

競爭等「虛」議題更為容易地挑

起老百姓的草根激情，進而為此

拚個「魚死網破」。

英國甚至為此還出動海空

部隊，為無協議下的「護漁」做

出準備。據英國「每日郵報」網

站（MailOnline）報導，如果

英國和歐洲聯盟未能達成貿易協

議，英國將派 4 艘長 80 公尺的

皇家海軍砲艦在英吉利海峽和愛

爾蘭海巡邏，以防歐盟國家的拖

網漁船駛入捕撈。而皇家海軍

英相約翰遜與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於 9日親自坐鎮布魯塞爾，就

脫歐貿協進行最後一輪談判。(Getty Images)

世界衛生組織（WHO ）秘書長

譚德塞（ Getty Images）

張，在公平競爭環境議題上各執

一方。歐盟談判代表巴尼耶表

示，歐盟永遠不會為了達成一個

後脫歐協議而做出削弱統一市場

的讓步，從而葬送歐盟的前途。

約翰遜則表示英國有沒有這樣一

個協議都會「繁榮昌盛」，他也

排除了在 2021 年重開雙邊談判

的可能性。

邱吉爾：                        
永遠選擇那敞開的大洋

英國首相邱吉爾有句名言徹

底道出英國人內心的真實想法。

他說：「我們有著自己的夢想和

目標；我們和歐洲在一起，但不

在其中；我們彼此關聯，但不是

融合；我們保有興趣和夥伴的關

係，但也保持距離。如果英國必

須在歐洲與廣袤的海洋做出選擇， 
她必須永遠選擇那敞開的大洋。」

英國雖然在 1973 年加入歐

洲經濟共同體（EEC），並在

1975 年的公投中以 67% 的支

持率決定續留。但是數十年來，

英國與歐盟之間的摩擦不斷：

1995 年拒絕加入申根區、1999
年決定不採用歐元、2000 年不

完全採納歐盟權利憲章、2011
年否決歐盟因應歐元區危機的

修正案，最終，2016 年公投脫

歐，並在歷時多年的談判下，定

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必須真正

脫歐的底線。雖說公投明顯受到

網絡媒體的操弄，但不容諱言

的，也真實反映出邱吉爾這段名

言背後所代表英國人民骨子裡深

厚的海洋情結。

◆英國衛生大臣韓考克

（Matt Hancock）14 日 表 示，

在英格蘭南部發現比現行病毒

傳播速度更快的新變種病毒

株，日前已通報世界衛生組織

（WHO）。韓考克表示，在英格

蘭南部發現的新變種病毒株，或

許與當地的疫情傳播速度變快有

關。他表示：「我們辨認出一種

新變種病毒株，可能與英格蘭東

南部的疫情快速傳播有關。初步

分析顯示，新變種病毒株的傳播

速度比現行更快，目前已發現

超過 1000 例，主要在英格蘭南

部，出現在近 60 個不同地區，

案例迅速增加。」而其他國家也

發現相同病毒株，WHO 已被告

知。不過他表示，沒有跡象顯示

其致命率高於原病毒，也無跡象

顯示疫苗會因此失效。

◆摩洛哥 11 日與以色列達

成關係正常化協議，美國同意承

認摩洛哥對西撒哈拉的主權，作

為談判的籌碼。摩洛哥是 8 月

以來，第四個與以色列達成類似

【看中國訊】世界衛生組織

（WHO ）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被 指

控協助埃塞俄比亞叛軍組織「泰

格瑞省人民解放陣線」顛覆埃塞

俄比亞政府 。近日甚至有一位

美國經濟學家向國際刑事法院

（ICC）控訴其犯下了「種族滅

絕罪」，指他涉嫌下令安全部隊

等拘留、折磨及殺害埃塞俄比亞

國民。若 ICC 法庭受理此案，

譚德塞將成為第一位被檢控的聯

合國高層官員。

14 日，根據《泰晤士報》

報導指出，曾經獲得諾貝爾和

平獎提名的美國經濟學家斯坦

曼（David Steinman） 披 露，

譚德塞曾經當過有共產黨背景

的「泰格瑞省人民解放陣線」

（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TPLF）的領袖。這個組

織也被美國政府列為一個全球恐

怖組織，並列入馬里蘭大學「全

球恐怖主義資料庫」（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此組織

譚德塞被控種族滅絕   黑暗史曝光 協議的阿拉伯國家，另外 3 國

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蘇

丹，白宮表示，美國總統川普與

摩洛哥國王達成協議，摩洛哥將

恢復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擴大

經濟與文化合作，促進地區穩

定。摩洛哥在西撒哈拉地區與阿

爾及利亞支持的波利薩里歐陣線

有領土爭執，後者盼望能在當地

成立獨立國家。川普高度讚揚這

是個歷史性的突破。

◆美國財政部 12 月 16 日

宣布越南和瑞士為貨幣操縱國，

並把中國等九個國家列入觀察名

單。這是美國從 2019 年 8 月認

定中國為貨幣操縱國以來第一次

採取這樣的行動。美國財政部在

年度報告中說，越南和瑞士是滿

足貨幣操縱國全部三項指標的國

家。一旦被美國確認為貨幣操縱

國，美國就會在明年與這兩個國

家進行特別談判。如果它們不能

夠有效解決美國關注的問題，美

國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對它們

實施經濟制裁。今年 1 月美中

達成階段性貿易協議後，川普政

府取消了對中國的貨幣操縱國的

認定。

奉行恐怖統治，除了濫捕殘殺異

見者之外，還強占國內最大族群

奧羅莫人大約 34% 的土地。

斯坦曼披露，譚德塞是

TPLF 的一名重要成員，他曾

經參與了恐嚇反對派候選人與

支持者，其中包括任意逮捕及

長期的審前拘留，是「埃塞俄

比亞軍隊遭殺害、任意拘留與

實施酷刑的一名至關重要決策

者」。他更提到，譚德塞還曾

監督對於埃塞俄比亞境內的阿

姆 哈 拉（Amhara）、 奧 羅 莫

（Oromo）、索馬里（Somali ）
及孔索（Konso）等部落的屠殺。

斯坦曼援引美國 2016 年於

埃國監察人權的報告，其指地方

當局沒有維持對於安全部隊的控

制，使得郊區警察和民兵有時會

獨自展開行動。

此外，譚德塞也曾經在

2017 年 10 月任命了臭名昭彰

的辛巴威獨裁者穆加貝（Robert 
Mugabe），讓他當「親善大使」

來幫助抗擊非洲的非傳染性疾

病，可是由於穆加貝迫害人權，

更加導致辛巴威的衛生系統崩

潰。所以，譚德塞的這個決定，

引發醫療專業人員及人權組織的

強烈反彈，最後譚德塞不得不放

棄支持穆加貝的決定。譚德塞是

泰格瑞出身的政治人物，過去他

是一名埃塞俄比亞執政聯盟「埃

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

（EPRDF）成員，曾經出任過埃

塞俄比亞前政府的衛生部長和外

交部長。不過，去年獲得諾貝爾

和平獎的現任總理阿邁德（Abiy 
Ahmed）於 2018 年上台之後，

EPRDF 亦解體，且分裂成現在

執政的繁榮黨和 TPLF，而譚德

塞也隨之加入了 TP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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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嗎？雖然今年以來鐵

礦暴漲、銅價暴漲，糧食價格也

大幅度上漲，但——統計數據卻

顯示，中國陷入了通縮。

有人就說了，你看看，連

CPI 增速都變成負值了，而 PPI
的增速，在最近連續兩年時間

裏，要麼在 0 附近，要麼就是

負值，這是典型的嚴重通縮啊，

「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為了中

國經濟的增長，央行一定要堅持

疫情以來的貨幣寬鬆政策，要加

大放水力度，要為經濟保駕護

航……」。

這是典型官方騙人的話。

過去 13 年裡，人民幣廣義

貨幣擴張了 175 萬億元，淨增

416%；但其中過去 3 年裡，人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 文： 路財主

為什麼和美國出現這種時間

上的差異，我分析是因為，美國

長期以來貨幣價值穩定，所以他

們的普通民眾，對於貨幣增發的

感受沒有那麼深刻，貨幣 - 物價

的關係，在整個社會經濟體系的

鏈條傳導比較緩慢，所以需要比

較長的時間。

相比之下，中國作為一個發

展中國家，民眾對於貨幣增發的

感受更為明顯，對於通貨膨脹的

敏感性也普遍較高，所以從貨幣

擴張到物價上漲之間的鏈條，會

被縮短到 12 個月左右。

更有辛巴威、委內瑞拉、

阿根廷等國家，在通貨膨脹最

嚴重的時候，民眾甚至會提前

反應，也就是政府的貨幣還沒

有印出來，老百姓就先把你的

貶值預期算在裡面了——在

民幣廣義貨幣擴張了45萬億元；

過去 10 個月裡，人民幣廣義貨

幣擴張了 15 萬億元。

就在這兩天，我和一個從事

化工產業的朋友聊天，他說，從

2020 年下半年以來，眾多化工

產品都開始暴漲，連他們自己也

完全想不到，不到半年時間，多

數品種的漲價幅度都在 50% 以

上，更是有一些品種的漲價幅

度，接近 100%……

更重要的是，這個漲價不是

他們想要提價，而是訂單太多接

不過來，不得不提價。他說，最

近訂單他們都不怎麼敢接，因為

上游的化工原料才是漲價最多

的，由一些大型國有企業所生產

的化工原料（基本都是從石油

煉化來的），價格漲得他們都不

敢多進貨和庫存，都是有一個訂

單，然後才敢去買一點兒原料，

趕緊生產一批，趕緊賣出去……

我問他怎麼回事？他說主要

是因為疫情影響之下，國外的一

些化工企業停止生產，而市場上

又急需這些東西，至於為什麼化

工原料也漲了這麼多，他也表示

說看不懂，因為上半年原油價

格暴跌，現在也還在 50 美元以

下，按道理來說，這些化工原料

價格根本不應該漲價的……可能

是煉化廠工人工資上漲太多吧！

我個人對化工行業也並不熟

悉，但他告訴我說，他們所生產

的化工產品，與大家穿的衣服，

用的紙張油墨，機器的生產過

程，甚至包括電路板生產，都有

很大的關係，如果這些化工產品

都漲價了這麼多，那麼，過不了

多久，就一定會傳導到其它行業

和整個社會……

他的話，讓我想起來諾貝爾

獎得主弗裡德曼曾經說過：「在

任何時候，在任何時間，通貨膨

脹永遠是一種貨幣現象！」

根據弗裡德曼對於貨幣擴張

與通貨膨脹的研究，在美國，通

貨膨脹一般出現在貨幣增發之後

的 12-24 個月。不過，根據我

個人對中國 1979-2009 年間人

民幣廣義、狹義貨幣與通貨膨

脹關係的研究，中國的通貨膨

脹，一般出現在貨幣擴張之後的

6-12 個月。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

局的數據，剛剛過去的

11月份，中國的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同比增速
變成負值，而在過去一年

裡，中國生產者物價指數

（PPI）同比增速也一直
維持負值的狀態。這意味

著，按照官方統計數據，在

時隔11年之後，中國正式
陷入通貨緊縮。 1948-1949 年的中國國民政府

法幣和金圓券時期，也有這種

現象。

中國的 CPI，與狹義貨幣

M1 的關係更密切一些，一般在

M1 增速變化 6 個月之後，就會

有反應，與廣義貨幣 M2 的關

係，則會略略滯後一些，但最

遲也一般不會超過 12 個月。

近年來，由於中國生產力提

升，社會物資極大豐富，人民幣

廣義貨幣的增速相比以往大幅度

下降等原因，貨幣擴張之後，通

貨膨脹的滯後時間，也開始延

遲，特別是近年來網際網路支付

的迅速發展，中國的 CPI 與狹

義貨幣 M1 的關係，也不再像

以前那麼緊密……但是，只要貨

幣擴張速度加快，通貨膨脹可能

會遲到，但不會缺席！

中國的通脹馬上就要來了？財經 
評析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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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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戴東尼

康熙帝玄燁，乃清

代第二位皇帝，在位61年
（1662至1722年）。康熙帝
在位時間長久，在中國歷

代帝皇之中地位顯赫，世

界各國統治者鮮有能及。

康熙帝登基時清朝立國不

久，根基未穩，康熙帝用心

飽讀詩書，為更好地統治

這個多民族帝國。他開創了

清代盛世康雍乾三朝，期

間聲威遠震，國力鼎盛。

康熙朝藝談——《南巡圖卷》

康熙帝曾六次南巡，為了

巡視國土，親覽民情。皇帝深

入江南經濟及文化腹地，瞭解

當地風土人情，同時意在向百

姓展示一國之君的仁厚和威

儀。在每次南巡中，康熙帝都

盡量從簡，往返供儀都是從內

務府支取，還曾要求「預飭官

吏，勿累閭閻」，嚴禁地方官豪

華接待。其沿途行宮也比較儉

樸，隨行護從僅三百多人。

康熙帝南巡，指清朝康熙

帝 (1654-1722) 六次南下巡遊

視察的歷史事件。六次南巡的

時間分別是 1684 年、1689 年、

珍，一卷為私人收藏，兩卷下

落未明。

第一卷，畫出京師永定門

至南苑；第二卷，畫康熙帝一

行由京城至山東濟南一段的行

程；第三卷，畫由濟南府經泰

安州至泰山；第四卷，畫康熙

帝率領眾官員視察黃、淮水災

的情景；第五卷不明，從記載

的康熙皇帝南巡路線來看，應

當畫的是途經揚州一段的行

程。第六卷第，畫康熙帝南巡

隊伍從瓜洲渡過長江，在金山

寺駐蹕，經鎮江府、丹陽到常

州的巡視。第七卷，畫惠山、

錫山至蘇州。第八卷不明，應

當畫的是康熙皇帝一行從嘉興

至杭州一段的行程。第九卷，

畫渡錢塘江，抵紹興府。第十

卷，畫從浙江迴鑾抵江寧府。

卷首文字中提及康熙皇帝曾在

此祭祀明太祖陵。第十一卷，

畫江寧府燕子磯乘舟渡過長

江。第十二卷，畫返抵京城，

自永定門入城。

此畫卷中選取了奔牛、朝

京門兩處重要節點，根據畫中

的描繪與場景，與歷史記載中

的文亨橋、朝京門、花市街、

米市河等常州標誌性建築相

似，因此可推斷，畫作中標注

「常州府」的畫面應該是西贏

裡一帶。整張畫氣勢恢宏，記

錄了皇帝下江南時常州到奔牛

的盛況，畫作中，東邊城牆上

方，「常州府」三個大字赫然映

入眼帘，在城西運河邊，「奔牛

鎮」三個漢字也是清晰可辨。運

河兩岸商鋪林立，運河中舟楫

往來，行人、工匠、商販，各

色人物栩栩如生，城外沿運河

兩岸，阡陌縱橫，農田密佈。

在南巡過程中，康熙確也

特別喜歡遊覽各地「景物雅趣、

川澤秀麗者」，而且要欣賞很長

時間，他說自己喜愛秀麗山川

的興趣與一般百姓是一樣的。

1684 年，康熙帝與隨行數百人

臨幸金山游龍禪寺，面對眼前

海天一線，動人心魄，著筆御

書「江天一攬」四字，成南巡

盛事中一美談。不過從總體上

說，他南巡的主要興趣並不在

山水和美色，而在於如何穩定

社會，如何發展經濟。大清朝

興盛的根基奠定於康熙時期，

康乾盛世就是在這樣一種謹慎

理政的前提下出現了。

增加江浙一帶入學名額來獎勵

文人。每次南巡，他還要召見

還鄉舊臣或親臨他們的府第，

為其題匾題聯，以示優容。

第二次南巡 (1689 年 ) 以
後，康熙帝邀請南方重要畫家

王 翚，領銜籌辦繪製《南巡圖

卷》，仔細描繪由京師出發至

江南，歷時三個多月，來回約

3000 多里的旅程，表現出對

南方漢人文化之欣賞，以慰民

心。最終，王翚耗時六月，繪

十二高頭大卷，每卷近十丈，

涵蓋康熙帝喜愛之景物、地方

名勝及風土民情。記錄並畫出

此般路程，展現咫尺千里，凸

顯畫家之心思獨韻。

楊晉，王雲，冷枚等亦有

參與繪製。《南巡圖卷》畫軸用

料上乘，盡顯皇室氣派，康熙

帝大悅，御賜王翚「山水清暉」

四字。《康熙南巡圖卷》是記事

性的畫卷，皇帝的聖容也描繪

其中，按照清宮規矩，先皇畫

像都送到壽皇殿供奉，因此《南

巡圖卷》在康熙皇帝崩逝後長期

存放於景山壽皇殿，將近二百

年後散佚。近來，學界認知其

中九卷為海內外各大博物館秘

1699 年、1703 年、1705 年、

1707 年。其中兩次祭泰山，六

次到揚州府，六次祭明孝陵，

六次到蘇州府，五次到杭州府。

康熙南巡的最重要一件事

是治理黃河。當時黃河常氾

濫，河南、安徽、江蘇、山東

數省受害不斷。康熙六次南

巡，前三次主要是為了調查瞭

解災情，後幾次是為了親自部

署治河。勤政愛民的康熙帝通

過親自考察河務，欽定治河方

略，終於在幾十年治理後，使

黃河、淮河水患減少，兩河兩

岸人民安居樂業，漕運無阻，

其歷史功績與其平定三藩之

亂、收復臺灣、擊敗俄羅斯等

相比，同樣彪炳青史。

康熙南巡的另一重要目的

是「觀覽民情，周知吏治」。

南巡的山東、江蘇、浙江等東

南沿海各省，歷來是中國經濟

文化興盛之地，士紳集中，康

熙就謁明陵，祭孔子，召見學

者，獎勵文學，亦體現了其胸

襟廣闊的一代聖君的風範。

1864 年，他第一次南巡時親赴

曲阜，舉行隆重盛大的祭孔典

禮。他還不斷舉行各種考試，

清 王翬 等 康熙南巡圖 （卷三- 濟南至泰山） 卷，約1698年。（Wikipedia）

散失近300年的《康熙南巡圖第六卷》局部，記錄了康熙皇帝於1684年至1707年先後6次微服私訪江南的所見所聞。（蘇富比）

《康熙南巡圖第九卷》局部，記錄了康熙從浙江杭州出發，渡錢江塘，經蕭山縣，抵達紹興府大禹陵沿途情景。（台灣故宮博物院）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3看博談Bilingual2020年 12月 17日— 12月 23日      第 1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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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心高氣傲  博學無益
博學為何？通古至今，縱橫捭合，

只為修己身。若以讀書為裝點門面，以

博學作誇耀之本，心高自傲、不可一

世，以為莫己若者，縱然讀盡天下古今

之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有何

益？徒增一恨耳！

七、時運不濟  妄求無益
這裡不是宣揚宿命論，不是奉勸人知

足而止、不思進取。有句話說，謀事在

人，成事在天。所謂時勢造英雄，人要成

事，不僅僅要知己之所能為，更要知彼之

所能為否。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非但無

益，而且有害。

八、妄取人財  布施無益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無功不受

祿，妄取人財，與謀財害命差之不遠。

妄取人財，拿來布施，無異於先飽

私囊後，借花獻佛博取善名，典型的偽

君子！

九、不惜元氣  醫藥無益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當惜愛之。外

軀內氣，養身莫過於養氣。孟子說：「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色欲、食欲、財欲，

人生於世，天下無處不有欲。若縱慾而

行，傷身十分，更是有傷元氣，雖靈芝妙

藥，服之無益。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

安，以養浩然之氣，誠哉斯言！

十、淫惡肆欲  陰騭無益
如若生活放縱奢侈，荒淫無度，雖然

屢屢行善多積陰德，也是枉然無益。

陰鷙，即積陰德之意。俗話說，勿以

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若有驕奢

淫惡之惡行，而雖有善行亦無益於己，無

濟於事。達人先自達，以身作則，嚴於律

己，從艱苦樸素開始。

◎文：白雲飛

Lin Zexu (林則徐, 1785-1850) was an 
honest offici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

ty known for his strict crackdown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in southern China. In 1839, 
he made a tour of Macao and, seeing the 
ills plaguing society, penned 10 maxims 
based on his 54 years of experience to warn 
against the futility of performing superficial 
good deeds while neglecting inner morality.

  Because Lin’s sayings all end in the Chi-
nese word 無益, or literally “no benefit,” 
they became known as the “10 no goods” 
(十無益). 

Continued from Part 1

6. If you are prideful and arrogant, 
broad study does no goo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view,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gain wis-
dom, not to collect academic titles as seems 
to be the case in modern times. Many have 
noted the rise of the “intellectual-yet-idiot” 
who has little practical knowledge but as-
sumes an air of superiority over others sim-
ply on the basis of his scholarly credentials 
and ability to parrot whatever viewpoint 
happens to be in vogue. 

  Confucius told his st-udents to see anyone 
they came across in life as a possible teach-
er. According to Daoist teaching, while a 
cup may be made of a variety of materials, it 

is always the emptiness within that makes it 
useful. Likewise, people should be humble 
and respectful — no matter how great their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 

7. If the timing is not right, ambitious 
aims are no good

  It is not enough for a person to simply want 
to do something — no matter how hard he 
wishes it, his aims will not bear fruit if he 
pits himself against the world in the process. 

  There is a Chinese saying: “Planning a 
deed is the work of man, but the result is 
a matter of heavenly will.” The Chinese 
also speak of the need for “heavenly timing, 
earthly advantage, and human harmony” (
天時、地利、人和) before an undertaking 
can commence. 

8. If you have taken wealth that is not 
yours, offerings to Buddha do no good

  It is said that the sup-erior man deals in-
justice, while the man of low character is 
attached to profit and advantage. He takes 
every opportunity to skim profit in his deal-
ings, in effect taking what does not belong 
to him.  

  In recent decades, as the Chinese Commu-
nist Party (CCP) embarked on its economic 
reforms, Marxist ideology temporarily took 
a back seat. Many Party officials, aside from 

consulting with Daoist masters and for-
tune-tellers, found a renewed faith in Bud-
dhism. Numerous Buddhist temples were 
built or renovated, creating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Chinese were returning to their tra-
ditional roots. 

  But this revival, which took place mainly 
following the 1980s, took place in the back-
drop of the CCP’s continued dictatorship 
and the growth of truly massive corrup-
tion. Chinese society has become extremely 
transactional, with talk of money even dom-
inating relations between family members. 
The modern Buddhist clergy in China is 
known to largely be a profit-making scheme. 
Many Party officials who were arrested for 
corruption have been found to be self-pro-
claimed believers in Buddha, but because 
they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basic morality, 
their “faith” did them no good. 

9. Without maintaining your vital ener-
gy, taking medicine does no good

  The Chinese speak of one’s health as being 
maintained by yuan qi, which can be trans-
lated as “vital energy.” While “vital energy” 
may be a nebulous concept, the need to take 
care of your body is very obvious. How-
ever, many people don’t do the many little 
things that can help them stay in shape, such 
as eating better or exercising regularly. 

  This is not entirely the fault of people’s 

laziness. The ancient Chinese warned that 
medicine is “three-parts medical and sev-
en-parts toxic,” a saying that holds true 
even today as many drugs have deleteri-
ous side effects. But as preventative and 
other simple fixes for ailments threaten 
the interests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
try, today’s health professionals often af-
ford them less attention than they deserve. 
Medical costs thus increase as more peo-
ple become ill from preventable condi-
tions, placing greater burdens on society. 

10. If you are driven by fleshly pleas-
ures, performing acts of secret charity 
does no good

  “Do not neglect to do a good deed, small 
though it may be, and do not ignore a small 
sin on account of it being minor,” a Chinese 
saying goes. 

  Confucius and other Chinese philosophers 
taught that of the many evils that lurk in hu-
man nature, lust was the worst. If left un-
checked, it leads people to commit all other 
manners of sins. 

  Here, by “secret charity” Lin refers to any 
virtuous conduct or undertaking. By this 
last admonishment, the imperial official 
warns that lofty ideals can be derailed if 
one’s mind is not right. 

The 10 Admonishments of  Imperial Official Lin Zexu (Part 2) 

開
卷
有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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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談做人十無益（下）

林則徐與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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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著名的大醫學華佗

 指南車復原模型 蘇頌繪製水運儀象臺圖

天體爆炸巨大能量從何來？
◎文：紫雲

伽馬射線暴，是目前已知宇

宙中最強的爆射現象。短至千分

之一秒，長則數小時，會在短時

間內釋放出巨大能量。但一個不

到 2 秒的伽馬射線暴，顛覆了

天文界對伽馬射線暴的認知。

天文學家在偵測到這個不到

2 秒的伽馬射線信號僅 3 天後，

哈勃望遠鏡發現了一個極其明亮

的近紅外信號源，它是一般伽馬

射線暴，可發出的近紅外輻射量

的 10 倍之高，打破了天文學家

預期的認知。

天文學家認為，伽馬射線暴

通常是兩顆中子星，或是一顆中

子星與黑洞合併而發出。中子星

是極其高密度的天體，就像把整

個太陽的質量壓入一個小城市那

麼大的空間內。如果把中子星放

在地球引力的環境下，一茶匙的

物質可重達 10 億噸。

中子星合併事件非常罕見。

科學家認為，這種事件是宇宙中

重金屬元素的來源，比如金和

鈾。一般高能伽馬射線信號，也

會伴隨著極亮的可見光信號，也

就是所謂的千新星（kilonova）
爆發，亮度可達到普通新星爆發

的上千倍。

而這次天文學家看到的信

號，比一般的千行星事件更亮。

他們提出了一種可能的解釋：多

數中子星合併後產生一個黑洞，

而這個合併事件產生的是一顆磁

星。磁星就是磁場特別強大的中

子星，使得千星爆發所拋出的物

質含有更高的能量，因此更加明

亮。研究者表示，未來幾年對它

產生的無線電波的觀測，可以證

實它是否的確形成了一顆磁星。

天文學家從未證實過由中子星合

併產生磁星的過程，這是非常罕

見的情形。

對此次觀測到的現象，這份

研究的的主要作者美國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天

文物理學助理教授方文慧（Wen-

fai Fong，譯音）說：「在研究

了同類事件十年後，我們發現了

這樣前所未見的信號，這太令人

激動了。」

多國出現神祕金屬柱子
◎文：陳俊村

神祕的金屬柱子持續在世界

各地出現。除了羅馬尼亞、荷蘭

和英國之外，西班牙、德國和比

利時、澳大利亞等另外四個歐洲

國家也出現了。目前尚不清楚這

些柱子是何人所設置、用意為

何。

在 12 月 6 日，西班牙城鎮

艾利翁（Ayllón）一處老舊教

堂的廢墟出現了一根金屬柱子，

類似先前在美國猶他州等地出現

的三角柱。

而在德國黑森州小鎮蘇爾

茨巴赫（Sulzbach），上個週末

也出現一根類似的柱子。另外

在 12 月 8 日，比利時巴斯羅德

（Baasrode）的一處馬鈴薯田裡

也出現了一根類似的柱子。巴斯

羅德位於該國北部的東法蘭德斯

省（East Flanders）。
至於在這種神祕金屬柱子的

發源地──美國，這幾天也有

類似的柱子在不同州出現，其

中包括：新墨西哥州、德州和

猶他州和內華達州。新墨西哥

州的柱子於 12 月 7 日出現在該

州人口最多的城市阿爾伯克基

（Albuquerque）。該市市長凱勒

（Tim Keller）在推特上分享了

它的照片，同時詢問人們：「你

認為它代表什麼意思？」

德州的柱子於 12 月 7 日出

現在該州西部城市厄爾巴索（El 
Paso）。有網民在推特上分享了

它的照片。而內華達州的柱子則

於 12 月 4 日出現在該州著名賭

城拉斯維加斯（Las Vegas）的

市區。

截至目前為止，美國（包

括猶他州、加州、賓州、內華達

州、新墨西哥州、德州）、羅馬

尼亞、英國、哥倫比亞、荷蘭、

西班牙、德國和比利時等多個國

家都出現過類似的柱子。波蘭華沙波蘭華沙美國新墨西哥州美國新墨西哥州

美國猶他州美國猶他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文：藍月

沙漠之舟 
駱駝  

◎文：青蓮

近年來，科學家對氣功修煉

者或練習打坐的人進行了許許多

多的研究。他們發現，修煉可產

生超常的能量，而且對新陳代謝

和其他身體機能有明顯的影響。

一個修煉有素的人所發出的能

量，可以超過正常人的百倍甚至

千倍。

伽馬射線，是頻率高於 1.5 
千億億赫茲的電磁波光子，能量

大，穿透力強。而西藏修行佛法

的喇嘛身上，也能發出強大的伽

馬射線。

2004 年，斯坦福大學神

經 學 教 授 戴 維 森（Richard 
Davidson）在西藏修行的喇嘛

中進行了一次能量測試。這些喇

嘛中的一些人已經修煉了 15 ～

40 年了，道行高深。

戴維森藉由腦電圖（EEG）

測試和腦部掃瞄來測量喇嘛們在

打坐時，大腦所發出的伽馬射

線。伽馬射線被認為是一種「頻

率最高、最重要」的腦電波之

一。它的產生需要有成千上萬的

神經細胞在極度高速狀態下同時

運作。

測量結果顯示，這些喇嘛腦

部產生的伽馬射線活動，其振幅

比起歷史上任何文件中所記載的

都要來得強。而與沒有任何修煉

經驗的志願者相比，喇嘛發出的

伽馬射線更有組織性；研究還顯

示，打坐可能使大腦灰質再分配

並避免其流失。大腦灰質是中樞

神經系統中主要的三個組成元素

之一，它的流失對許多心理功能

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例如情緒

控制、衝動、思考和行為。這

是因為負責大腦學習與記憶系

統重要部分的尾狀核（caudate 
nucleus）也位於大腦灰質內。

打坐，不僅是藏傳佛教喇嘛們的

修行方法，也是人們所熟知的氣

功修行方法。

1988 年，北京中國醫藥學

院展開對氣功修練者的研究，出

具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氣功師發

出的氣，其中包括超過正常人

100 倍的次聲波。 1998 年，魯

豔芳（Lu Yanfang）和幾十位

美國科學家在中國展開對氣功師

世界上有許多修行

者，他們具備常人所沒

有的能力。無神論者認

為，這些所謂的超能力

不過是騙術，事實真的

如此嗎？也許，科學家

們對修行者超能力的試

驗與研究，可以給出答

案。

的研究。

她發現氣功師能發出強大的

次聲波，超過正常人的 100 到

1000 倍。甚至只要經過幾週的訓

練，初學者就能在實踐中發出比

訓練前高出 5 倍的次聲波能量。

這兩項研究成果，都被詳細地記

錄於中國衛生研究院報告中。

2002 年，《哈佛大學憲報》

發表了一項針對印度北部西藏喇

嘛進行的實驗研究。喇嘛們穿著

單衣服，肩披浸泡冷水的床單，

他們被安置在一間華氏 40 度

（攝氏 4 度）的房間裡，在那裡

打坐，深度入定。

其間喇嘛們沒有受到溫度的

影響，一直維持正常的體溫，不

但如此，他們身體的熱度不久就

將床單「烘乾」了。一旦喇嘛身

上的床單幹了，研究人員就會拿

來更多潮濕而冰冷的床單披在他

們身上。幾個小時內，每一位喇

嘛都「烘乾」了數張床單。

  
修行者的超常能量    

而如果一個常人在這樣的條

件下，只是身穿單衣必定會凍得

顫抖而無法控制，更不要說是披

著濕床單，那還有可能會因身體

失溫而導致死亡。

研究打坐超過 20 年的本森

（Herbert Benson）告訴《哈佛

大學憲報》，「佛教徒認為，我

們生活中的現實不是最終的現

實。還有另外一個不受我們的情

緒和現實世界影響的境界。佛教

徒認為這種境界可藉由為他人付

出和打坐來達到。他表示，喇嘛

身上所發出的熱能，只是打坐的

副產品。類似的研究還有很多。

每日打坐的修行者確實能發

出各種各樣的高能量物質，而且

有些可以通過儀器測量出來。他

們也能控制新陳代謝和其他身體

的機能。現在，不但是修行者，

包括普通人也有很多練習打坐，

因為許多人都有親身體會打坐帶

來的好處。

有「沙漠之舟」之稱的

駱駝，為甚麼能適應如此艱

困的自然環境，耐寒抗熱，

抵擋嚴苛環境的種種考驗。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動

物園（San Diego Zoo）動

物護理主管施瓦茨（Rick 
Schwartz）表示，駱駝可

以在炎熱的沙漠裡生存，秘

密全在駝峰裡。當食物足夠

時，駱駝會攝取更多的卡路

里並堆積在其駝峰裡。

當駝峰長滿時，牠們攝

取的卡路里可以讓駱駝四、

五個月不吃東西。當牠們將

駝峰裡面的脂肪耗用完時，

駝峰會就會像洩氣的氣球一

樣倒下。直到牠們吃了足夠

的食物，駝峰才能再度膨脹

起來。 駱駝的駝峰並非一出

生就有，一般會在 10 個月

或 1 歲大時，才會長出來。

駱駝處理缺水問題的能力也

非常驚人。牠們可以一次喝

下多達 30 加侖（114 公升）

的水，牠們的腎臟可以有效

地從水中移除毒素，以便重

複使用這些水分。 沙漠日夜

溫差急遽變化，駱駝厚長的

毛具有在夜間保暖與白天防

晒的功能，體溫變化範圍介

於 34~42℃之間，隨環境溫

度自動調節。

金屬柱子：網絡；天體爆炸：NASA/ESA  ;其他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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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陰間的管理機構是用

哪裡的曆法？那兒的公文也寫

有年月日嗎？

答：在滿清的時候就用滿

清的曆法，公文上所寫的年月

日和人世間相同。

問：人既然是由鬼投胎轉

世來的，那麼，陰間婚姻所生

的新生兒又是什麼來投胎的

呢？

答：這是人死了以後的剩

餘之氣所投而成。

問：陰間婚姻所生的孩兒，

將來能不能投胎轉世呢？

答：不能。

問：陰間同樣也有風雨霜

雪嗎？

答：我不曾見過，但是，

遇到陽世間風雨霜雪的日子，

陰間的鬼也都苦於寒冷，而顯

出身體蜷縮、心神不安的狀態。

問：鬼是否也有應酬以及

喜慶弔喪的禮節嗎？

答：和陽世間沒有兩樣。

問：燒香燃燭有什麼用處

呢？

答：燃燭是為了取得光明，

燒香則是為了招集思念的親眷

鬼魂，讓他們到來。

問：爆竹有什麼用處呢？

答：鬼害怕爆竹，是不適

宜用的。

問：念佛經有很大的功德，

念儒書有沒有功德呢？

答：同樣有功德。

問：佛教的護法神是韋陀

菩薩，道教的護法神是王靈

官，儒教是否有護法神呢？

答：這個事情我不知道，

因為儒家不以神道設教，所以

沒有必要設立護法神。但是，

儒家的經典書籍還是受到鬼神

的呵護，這是無庸置疑的。

問：陰間主管所得到的薪

金是從哪裡來的呢？是不是也

有錢糧稅捐之類項目的收入

呢？

答：我曾經向同事們詢問

過這些問題，他們都囑咐我不

要問，所以不知。

問：人頭頂上的光色，什

麼是善色、什麼是惡色呢？

答：人頭頂上的光色為紅

色、白色、黃色，這樣的人是

心行善良的人；如果是黑色的

光，那就是品行惡劣的人。

問：鬼是由人變成的，人

又是由鬼投胎而來的，到底世

間是先有人還是先有鬼呢？

答：這應該分兩方面來說。

遠古以前，天地混沌初開，淳

樸之風還未散失，那時候自然

是先有人而後才有鬼；如果就

後來的時代說，就是先有鬼，

後來才有人了。

問：鬼是不是也能回憶起

自己生前妻子兒女呢？

答：是的，鬼也是非常思

念自己生前的妻子兒女，只是

時間久了就漸漸淡忘了。

（全文完）

曾於地府做冥判 清末民初奇人著述幽冥見聞

◎黎澍口述 林黝襄手錄 王敏白話譯

《幽冥問答錄》七

《幽冥問答錄》乃

民初法界聞人黎

澍先生事跡，自

言曾任冥司判官

多年，地方大哲

編錄先生所言成

書，寓勸善懲惡

之意，於世道人

心大有裨益。

◎文：曉淨 ◎文：甘露

善念得救 鬼戰瘟疫   隔世狐精報羞辱之仇

許多人想不透，為何離大陸

最近的臺灣，竟能把疫情控制得

如此之好？

至今臺灣民眾生活如常，游

泳比賽、划船比賽、煙火表演，

照常舉辦，當然也會在限定場所

遵守安全距離的規定並配戴口

罩。不過兩岸往來頻繁，眾所周

知，為何臺灣至始至終都能堅守

堡壘，並沒有發生疫情的大爆

發？除了健全的公共衛生制度，

清明廉能而高效的行政官員；在

接受外媒專訪時，蔡英文總統及

多位政府官員與民間學者都表

示，臺灣防疫的成功得力於「超

前部署」，而之所以能早在世衛

組織統籌前及早準備，又得力於

對於一海之隔的中共，長期以來

有著深刻的理解與認識，產、

官、學都能輕易的識破中共官媒

謊言，相互配合，防範於未然。

兩岸一海之隔的距離，從政府到

民間，各方面都顯出巨大的不

同。

我自小出生在臺灣，長大後

遊踏諸國，其中也包括中國內陸

的偏壤野地。我發現，臺灣人特

別相信神的護佑，家家戶戶大都

會祭祀神靈及祖先；而從臺灣頭

走到臺灣尾，沿路都有著色彩繽

紛、精雕細琢的華麗廟宇，善惡

有報是基本常識，互動親和、與

人為善，也是人與人之間不言而

喻的默契。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中

有一則故事，發人省思。

作者描述他的岳父曾提到，

河北省東南部、緊鄰山東省的東

光縣，有位廖姓人家，向來樂善

好施，並募捐召集村民建造義

塚，埋葬無主屍骨。

一晃眼，也就三十年過去

了，正值大疫肆虐。

某夜，廖姓主人夢見有百餘

人聚集站立在他家大門外，有一

人前行代表致詞，說道：「取人

性命的疫鬼就要來了！請您乞求

並焚燒紙旗十餘面，準備百餘把

木刀，並用銀箔糊住，我們將會

與疫鬼對決一戰，以報答貴村的

恩惠。」

廖姓主人本來就是個急公好

義的大善人，毫不推辭，立即準

備並誠心焚燒。幾日後，夜半聽

聞四處都有喧呼格鬥聲，直到天

明。果然，此村沒有一人染疫。

古語云：人可瞞，天不可

瞞。上天公正無私，主宰善惡報

應，行善者得福報，做惡者得惡

報。

即墨楊槐亭前輩說，濟寧有

一個少年被狐精所纏，每夜都一

同睡覺。到這少年長到二十多

歲，狐精仍然夜夜找他。有人讓

這少年留鬍鬚，鬍鬚稍微長些，

狐精就在他睡覺時給剃去，還給

他塗脂抹粉。家裡人屢次請和尚

道士用符咒驅狐，都沒有作用。

後來正乙真人乘船路過濟寧，這

個少年寫信乞求真人鎮治。

真人往城隍那裡發去一紙公

文，狐精自己便找到真人來訴

說。狐狸說：「前生我是女子，

這個少年是位僧人。有天夜裡路

過寺廟，被他劫持，關在廟裡的

暗室中，隱忍受污達十七年，最

後鬱鬱而死。死後我告到陰曹，

陰曹判這個和尚在地獄受完罪

後，來生還要償債。這期間我投

生轉世後因犯其它罪投生為狐

狸，在山林中過了一百多年，未

能和他相遇。現在我已修煉成

形，正好那個和尚今世成為這個

少年，所以我來報仇。十七年滿

之後我自己會離開，不必別人驅

趕。」

真人聽後沒有再管這件事

了。人自己做了壞事欠下了業債

就得自己去償還，誰也改變不

了。無論歷經多少輪迴也難逃罪

責，終究還是要還的。

Carlo Maria Viganò主教：Lawrence Jackson/Wikimedia；米迦勒踐踏撒旦圖:公有領域;其他圖片：Adobe Stock

1 0 月18 日，被 視

為先知 的撒督孫大索

牧師（Sadhu  Sunda r 

Selvaraj）在YouTube上

傳的影片中，針對美國

大選 發 表預 言。他 表

示，即便川普在11月3日

成功當選，事情也不會

一帆風順，在大選後一

直到明年1月20日之間，

還會有大事件發生。

美國大選後將有大事 

神派天使守護川普

這位孫大索先知說：「我

不知道甚麼紅和藍（紅代表川

普的共和黨，藍指拜登的民主

黨）。我不瞭解他們的政治，我

只是傳達來自天上的聲音。」

他說，在第一次祈禱時，看

到了顯像，那是一隻鷹，那鷹就

是美國，這隻鷹在對著他哭泣，

並告訴他，如果美國人選錯了

人，牠就會跌落，從此不會再崛

起。他還說，神把川普總統的心

給他看，川普的心在滴血、在流

淚，別看他在人前心很大，很堅

強的樣子，可是他很孤獨，他是

一個人在戰鬥，他在面對上帝祈

禱時會暗自落淚，他很難過。孫

大索先知說：「你們千萬不要選

錯人，神又給了美國 4 年的時

間，千萬不要選錯。川普是戰

士、是反抗者，他很堅強，他願

意肩負美國人民和美國的重擔，

願意為美國而戰。」

孫大索先知還提到，神派出

了三位大天使來保護川普。但他

提醒人們，並不是說到 11 月 3
日大選結果出來就萬事大吉了，

因為有人想要顛覆這一切。他強

調：「你們要繼續祈禱，不是只

到 11 月 3 日，而是要到 1 月 20
日，因為這之間會有大的事件。」

《川普預言》： 

神保護他

美國退休消防員馬克 ‧ 泰

勒是位虔誠的基督徒。 2011 年

4 月 28 日，當他在電視上看到

川普的電視專訪時，突然有一個

聲音對他說：「你正在聽總統講

話。」這讓泰勒大吃一驚，但回

頭一看，屋裡並沒有其他人。

那個聲音告訴泰勒，祂是「神」

（Lord God）。於是泰勒趕快拿

出紙、筆，將神對他說的話記錄

在《川普預言》一書中。

神告訴泰勒：「川普是神選

定之人，而且他會成功連任美國

總統。我將用此人，爲美國尋回

榮耀、尊重與復興；美國將再受

尊崇，成為世上最強大、最繁

盛之國；美元將前所未有的強

大，再次成為其他貨幣的判斷標

準。逆天的勢力會為此震驚發

抖，他們懼怕我選中的人，他們

說：『這個人知道我們的花招和

詭計，我們已經掠奪美國幾十年

了，我們如何阻止這件事？』

神說：「沒人能阻止我要做

的事。這個人（川普）的話就

是炸彈，全世界和美國人都知

◎編輯整理：唐笛湧動的黑暗勢力  

表示，上帝已經派遣了《聖經》

但以理書中所說的大天使米迦勒

（Saint Michael），帶領一群大

天使從天上下來，助川普贏得大

選，所以川普最後一定能連任。

沃爾諾說，在《聖經》的故

事中，「大天使」米迦勒率領上

帝的軍隊，對陣魔王撒旦與其邪

惡戰士，最終擊敗了惡魔。

而目前「大天使」正在觀察

美國的政治、社會混亂，並將做

出應對方式。

沃爾諾說：「上帝挑選了川

普，一旦挑選了他，你打擊他，

你就是在打擊上帝的選擇。」他

相信：「誰與川普對壘，就是在

與神對壘。如果川普坐不到那個

（總統）座位上，那（美國）就

結束了。」

大主教致信川普 

祈求萬王之王救贖美國

邪惡猖獗，但邪不壓正的道

理恆古不變。前梵蒂岡教廷駐美

大使、烏爾帕納區名義大主教

卡洛 ‧ 瑪麗亞 • 維加諾（Cario 
Maria Viganò）於 11 月 4 日發

表第三封致美國總統川普的公開

信。信中，他建議川普在目前的

困境中祈求萬王之王救贖美國。

維加諾對川普說：「您應該

祈求萬王之王救贖您的國度，而

您將（因此）得到回報。您的

見證將觸動祂的心，來自上天的

恩賜將倍增，前所未有。」

維加諾譴責美國總統大選中

出現「巨大欺詐」。他說，川普

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總統，他不

會被擊敗，而世界上所有的好人

都應該為他祈禱，擊敗上帝的敵

人。「就如同他神聖的職責不可

被擊敗一樣，川普也不會被擊

敗。」他也警告人們，不要天真

地以為「黑暗之子」會有誠信。

早先，大主教維加諾致川普

的第二封公開信中說，邪惡勢

力正在利用病毒全球大流行，

實施進行「大重構」（The Great 
Reset）的全球議程，以健康危

機的名義，封鎖世界，要求人民

交出自由與財產，建立起全球暴

政。公開信中明言：「一場善惡

的生死大戰正在展開，川普正

是『阻礙』深暗勢力的人，是黑

暗之子最後攻擊的人，而全能的

神正在排兵布陣，幫助川普這位

『守護者』。」

維格諾直言，邪惡只知道

仇恨，而善良的人們有神看

護：「我靠著那加強我能力的

（神），凡事都能做。神如果支

持我們，誰還能反對我們呢？

道，敵人會懼怕，因為這個人無

所畏懼……神的敵人會花費數

十億美元想保住他們想要的總

統，這些錢被邪惡利用，但是這

將如同把錢扔進馬桶。讓他們浪

費去吧！……無論逆天勢力如何

去做，都不會影響他，我會保護

他（川普）。」

除了《川普預言》外，據

美國媒體 Newsmax10 月 9 日

報導，曾經成功預言川普贏得

2016 年總統大選的基督教傳教

士沃爾諾（Lance Wallnau）也

Carlo Maria Vigan主教

拉斐爾·聖齊奧所繪的米迦勒踐踏撒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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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孝經通，四書熟，
我周公，作周禮，
著六官，存治體。
大小戴，注禮記，
述聖言，禮樂備。

【字詞義解釋】

（1）周公：姓姬，名旦，亦稱叔旦，

周文王的第四個兒子。因封地在周 ( 今陝

西省岐山北 )，故稱周公或周公旦。（2）
周禮：書名，周公著。記載古代政府各部

門的職官制度，故又名周官。（3）著：

撰寫敘述。（4）六官：周朝的六種官制，

其為：（一）天官蒙宰；（二）地官司徒；

（三）春官宗伯；（四）夏官司馬；（五）

秋官司寇；（六）冬官司空。（5）存：

存有、存在。（6）治體：治理國家的體

制。（7）大小戴：指西漢的學者戴德與

戴聖；二人是叔侄關係，有「大戴」、

「小戴」之稱。（8）注：解釋。（9）述：

闡述。（10）聖言：聖賢的言論。（11）
禮樂：各種禮儀與配合典禮的音樂和制

度。（12）備：完備。

【譯文參考】

周公撰寫了《周禮》這本書，記載了

周朝的六種官制，保存了治理國家的體

制。西漢的學者戴德和戴聖，分別注釋了

《禮記》這本書，書中闡述聖賢的言論，

以及各種有關禮樂的典儀制度，相當完

備。

【讀書筆談】

周公之所以撰寫六官的禮制，無非就

是要君臣上下都能夠謹守自己的身分和職

責，不要做出逾越禮制的行為來。用今天

的話來說，就是國家管理官員的一套體

制。這些禮制，孩子們可以從自己生活中

經歷過的事情來理解。

比如：班級的同學或幹部分工不同，

有班長、學習委員、體育委員等等，大家

各盡其責，統一聽從班長的協調。班長就

像國家的君王，各個組長或委員，就像 

各級官員，都要做好各自的工作，這樣整

個班級的事物才能管理好。如果沒有管理

上的規定和處理事情的規矩，沒有做好本

分的事，或者互相干擾，出現矛盾，那麼

這個班級就會亂套了。如果定好的事情無

法下達，出現的問題，無法上傳，整個班

級就如同一盤散沙，風氣會如何？可想而

知。

正如以前所說，孔子一生的理想，就

是希望德化天下。他的教育，最後就是希

望培養出君子，讓君子來管理國家，讓自

己的弟子能擁有胸懷天下的志向，以高尚

的道德為百姓謀福利，這樣才能讓天下太

平。因此，幾千年來，儒家的教育，是站

在為國、為民憂心的基點上，並且以仁愛

關懷天下的角度來培養人才的，所以，必

然涉及到國家體制的學習。《周禮》和《禮

記》，是儒家學者必學的典籍，否則光有

救國、救民之心，而無六經之才——這些

是將來管理國家必須具備的學識，就無法

具體承擔官員的職務。

所以通曉《易經》和《尚書》後，還要

懂得管理體制，通曉各種典儀和禮樂。這

樣一來，各自的本分和享有的禮遇就會清

清楚楚，賞罰有據，進退有禮，次序井

然。就連為君者，國王自己的婚喪用度，

也皆有規定，為君者也不敢肆意妄為。

正因如此，中國的士大夫，以天下民

生為己任，為民請命，責無旁貸，敢於糾

正君王的過失，敢於真實記錄君王的言

行。留下千古罵名是歷代帝王最為害怕

的，因為一切有根有據，有祖先治國禮儀

制度在，誰都不敢為所欲為。相反，中共

建國後之所以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之後

又毀掉所有文物和典籍，徹底的文化大革

命，為的就是讓後人失去這些最基本的認

識。這樣它便可以為所欲為，進行流氓土

匪式的霸權，將所有文人志士的聲音通通

關閉了，讓人們變成不敢討論政策得失，

不敢糾正國事的小人。

《三字經》的深度，到此依稀可見，

誰讀了三字經，都會升起治國救民的壯

志，深思自己的責任和人生的價值，會自

發地想要跟隨聖賢的腳步，變成真正的君

子。從這個意義上說，《三字經》是一本

啟蒙人生志向的書，啟蒙為何學習的書，

以及如何學習、該學習甚麼的書。

我們中國人在古代的時候，只要受過

儒學的教育，都會升起將來成為正人君子

的志向，所以，他們不會將錢財看重，並

且將變節視為極大的恥辱。所謂「窮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是何等

寬廣高尚的胸襟。學習不是為了榮華富

貴，也不是為了風花雪夜，而是為國為民

奉獻自我。如今人們羨慕日本，其實日本

的忠義、誠信等倫理觀，就是儒家理念在

日本的一點點繼承和表現。其實，中國禮

儀之邦的美好，是不可思議的，是曾被全

世界公認和仰慕的。

所以，《三字經》學完後，孩子們便

會立志，便會關心天下百姓，從這個意義

上說，這是君臣之道的學習，是以王道治

國的啟蒙，是正統帝王學的開始。所以，

若要展開系統瞭解這些經書，就要接受進

一步的學習，啟蒙階段必然只是需要知道

有這些經書，以及學習這些經書的目的和

作用即可，但是意義非凡。

曾子易簀的故事

曾子重病躺在床上，弟子樂正、子春

坐在床下，兒子曾元、曾申坐在床腳。坐

在角落的童子拿著蠟燭。

童子無意中發現曾子身下是一張華美

而圓潤，只有大夫才能享用的竹蓆。便脫

口稱讚，子春忙制止他不要講下去。曾子

聽見後，驚懼地說：「啊！是的。那是季

孫賜給我的，我一直沒換。元，扶我起來

換竹蓆。」

曾元答道：「您的病很嚴重，不能挪

動您的身體。等天亮一定遵從您的意思換

了它。」曾子說：「你愛我不如童子。君

子以德愛人，小人用姑息遷就來愛人。我

還有甚麼可求的？ 我能得正道而死，已

足夠了。」

於是，他們趕緊換掉蓆子。換完蓆

子，曾子尚未安穩地躺下就逝去了，這

就是「曾子易簀」的故事。（《禮記 · 檀弓

上》）

從這故事，人們就會真正懂得，儒家

對君子的理解是節操勝過生命，所謂捨生

取義，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儒生將仁義看

得很重，不會為了金錢、地位和生命，將

自己做人的原則更改。而且我們也理解

了，甚麼叫以德愛人，對君王勸諫，給以

忠告，才是愛君王，才是真正的忠心，只

有小人才會投其所好，或者遷就姑息，抱

有私心。

那麼在生活中也是一樣，君子之交才

是真正的朋友。給朋友忠告才是真正的仁

愛，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含義，講的是

乾淨的德行，不帶私欲的關係。

註釋

⑴ 薊門：在今北京西南，唐時屬範

陽道所轄，是唐朝屯駐重兵之地。

⑵ 燕臺：原為戰國時燕昭王所筑的

黃金臺，這裡代稱燕地，用以泛指平盧、

範陽這一帶。客：詩人自稱。

⑶ 笳：漢代流行於塞北和西域的一

種類似於笛子的管樂器，此處代指號角。

⑷ 三邊：古稱幽、並、涼為三邊。

學妹說班上的小然又暈了，一週

裡暈了數次，升上高三後，小然成了輔

導室的常客。

學妹快放產假了，代理導師是位新進

教師。某天，學妹班上學生奔來通知，小

然暈倒了，代理導師擔心的哭了，不知該

怎麼辦？於是我要學生將小然抬到輔導

室，不久，小然甦醒後，她驚恐的看著班

上同學冠鈞說：「教室裡有鬼，就在身邊

徘徊，很恐怖、很害怕。」

輔導組長是一個篤信佛教的人，認

為最好祭奠一下死者，撫慰亡靈，但主

任則認為若這樣做，恐怕會讓班上學生

心生畏懼，產生動盪，最好等中元節普

渡時學校再一起祭祀。一時間，校園裡

充斥了很多靈異傳說的小道消息，儼然

成為課堂上師生探討的顯學題材。而小

然還是常常暈倒，醒來總說：「有鬼……

害怕不已！」

幾週來，注意到小然的暈倒是有規律

的，只要上午暈倒，臉色會稍白，但嘴唇

是粉紅色的；若下午暈倒，則臉色紅潤，

且富有光澤，靠近還可以感受到她身上的

熱氣，閉上的眼睛，眼球也會轉來轉去

的，這是會暈倒的人正常反應嗎？還有冠

鈞一定會跟著陪在小然身邊，而冠鈞的表

情卻寫著無奈……

某天早上，小然又暈倒了，我要冠鈞

回去上課，不要跟來。小然比往日快醒

來，問她：「好些了嗎？」她點頭，然後

悄悄地瞄了一下輔導室，臉上滿滿寫著

失望。「咱們聊聊，可以嗎？」她點頭。

「請問記得何時開始可以見到鬼了？」我

關心的問道。「從升上高三後，才看得到

的。」「那現在這裡有嗎？」她害怕的點

頭。「請問妳看到的是女鬼？還是男鬼？」

她小聲回答： 「是女鬼。」

我微笑著說：「那妳現在見到的鬼是

甚麼顏色呀？」小然睜大眼睛，驚訝問

道：「鬼有顏色嗎？」我肯定的回說：「是

啊！我班上學生說，他從小就看得到另外

空間，老師請他過來看看並和妳聊聊，好

嗎？」

小然瞬間臉上刷上一層嫣紅，囁囁嚅

嚅的說不出來，我再順勢問道：「當然老

師要先跟妳的父母報告一聲，也要瞭解一

下你家族中是否有秘史，咱們一起梳理

梳理一番，好嗎？否則妳常看到，會影

響健康的。」聽完我的話，小然的臉頰已

如蘋果般紅通通了，緊張的坐起來問道：

「這事要跟媽媽說嗎？」我耐心的解釋道：

「當然要啊！妳常暈倒，醫生也找不到原

因，妳媽媽很擔心，不論用哪種方式，她

都會去試試的。老師現在去請學弟過來看

看，妳看可好？」心想直搗黃龍或許可以

找出她的癥結。

只見小然低著頭小聲的說：「我現在

沒看到了。」我認真看著她說：「現在不

見了！？那我去叫學弟過來，讓他用心看

看。妳等等……」我起身往外走。小然急

著說：「老師，我好多了。」

「那行，但還是要請學弟過來瞭解一

下，妳大都看到甚麼顏色的鬼啊？」在我

連續追擊下，小然臉紅心虛地坦白說：

「我、我，其實看不到鬼。」我釋然一

笑：「所以，妳其實都看不到鬼的？那暈

倒是有其他原因嗎？」她用微弱不安的聲

音回說：「我會這麼說是因為……為了暈

倒，有時故意不吃早餐或……老師我說

謊，您可以處罰我，但不要讓任何人知道

好嗎？」我安慰道：「老師想，妳這樣做

應該有困擾或難題，對吧？妳願意說說

嗎？」

小然眼眶泛淚的說：「因為我想留住

冠鈞，他要分手，說要高考了，想全力

認真讀書。但我不要分手，因此想用這

方法，讓他注意、關心我。」小然哀怨地 
說：「我付出很多，他不能拋棄我。」我

理解的說：「冠鈞這樣做，妳傷心難過老

師能明白，可是離大考只剩下 2 個月，

是需要全力衝刺的，把心放在課業上妳認

為他有錯嗎？」小然搖頭無語。

我繼續問道：「冠鈞的家怎麼樣，妳

知道嗎？」「他們家的經濟並不寬裕，說

想要考上國立大學，減輕家裡的負擔。」

「所以，妳內心知道冠鈞是對的。」小然

點頭。「小然，咱們轉個念，或許就海

闊天空唷！兩人若有緣分，以後有機會

就會再接上前緣；若無，強力扭轉只怕

會讓自己受傷的，更何況，不管咱們愛

不愛、喜不喜歡，緣盡了，終會走向自

己該走的路。而這份情緣，是留下美好

的回憶，還是留下傷害的記憶，其實取

決於你自己的一念喔！」小然看著我，傷

心的說：「可是，我會想起我們在一起的

時光，會傷心……」我勸慰她：「小然，

這段時間或許很難熬，老師建議妳轉移

注意力，可以去運動、讀書、算算數學

題或做菜、做點心，這樣才能夠紓緩情

緒，並將沉溺於過去關係當中的情懷抑

制住，進而剝離出來。試試吧！還有，

身體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也是大家所

希望的。」小然啜泣點頭。

學生高考結束後，學妹也返校上課，

高興地告訴我：「小然又恢復成健康美少

女了，打算大學讀夜間部，現在準備開一

家早餐店，這孩子高二時就考上中餐證

照，曾說要開一家英式早午餐店，現在正

和家人籌備中呢！」我關心的問：「那她

和冠鈞……」學妹笑著說：「學姊，他們

經過此事，學會如何分手也是一門藝術，

是好事，其餘的順其自然吧！」

是啊！隨著社會風氣丕變，孩子們早

早投入愛情的世界裡，年少輕狂的他們，

遇情感危機時，偶而會做出一些出格的

事。一時忘了，愛情裡彼此有尊重、有承

諾、有責任、有生活態度。可是，當我們

能放下，仁慈對待、尊重別人，以正面態

度祝福、成就對方時，自己就成了最耀眼

的寶石了。

註：中元節是一個漢人的傳統節日，

日期為黃曆七月十五日，本來為初秋慶

賀豐收、酬謝大地的節日。後來道教視

中元節為地官赦罪日，也是為亡魂赦罪

的日子。

佛教傳入後又以此日為盂蘭盆節，加

上東亞巫覡宗教及民間信仰習合，不少地

區在同一日都有各式活動。（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

詩 詞 賞 析

《三字經》讀書筆談 文 |劉如18

校 園 風 情 分手的藝術
文｜何詩

（圖片來源：Adobestock）

望薊門
唐代/祖詠

燕臺一望客心驚，

笳鼓喧喧漢將營。

萬里寒光生積雪，

三邊曙色動危旌。

沙場烽火侵胡月，

海畔雲山擁薊城。

少小雖非投筆吏，

論功還欲請長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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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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台 2021 邁巴赫 S580 都搭載

有 496 馬力雙渦輪增壓 4.0 升 V8

發動機，並通過 48 伏混合動力系

統提供額外的 21 匹馬力動力。這

電池輸送的動力輸出保證平滑的線

【看中國訊】梅賽德斯-奔馳（Mercedes-Benz）S級轎車一向是奢華轎車的代表，其旗下新款2021梅賽德斯-邁巴

赫（Mercedes-Maybach）S580當屬最大最奢華的S級車，或很快成為上流社會的新寵兒。邁巴赫S580在軸距、座艙

設計以及發動機性能方面都有顯著的提升。儘管新款邁巴赫S580有著相當豪華的內飾及設備，但其外觀並沒有同

規格競爭車型那般誇張，非常適合保守而低調的大亨們。

作為豪華轎車的代表，梅賽德

斯 -邁巴赫的內部空間設計可以說

是精華匯聚。S580 的軸距比前

輩 S級轎車還要長 7英寸，提供

了更大的腿部伸展空間。

內飾表面配有精美的皮革包

覆，提供了極佳的舒適度。此

外，64 色室內環境照明系統、

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

局（NHTSA）和公路安全保險協

會（IIHS）尚未發布 2021 邁巴

赫 S580 的碰撞試驗等級，且此

類超豪華轎車不一定會進行碰撞

試驗。不過 S580 共享了許多梅

賽德斯 S級的安全配置及駕駛輔

助功能，且 S級是梅賽德斯優先

提供突破性安全技術的車型，從

前輩車型的表現來看，邁巴赫

S580 的安全性應該不錯。

該車型的主要安全功能包括

帶行人檢測功能的自動緊急制

動、車道偏離警告以及帶自動駕

駛模式的自適應巡航。

MAYBACHMAYBACH
MercedesMercedes 20212021SS580580

性加速過程。當然 S580 少不了梅

賽德斯 4Matic 全輪驅動系統。此

外，S580 還配置了空氣懸架與主

動消音系統，以提供平穩、順滑、

安靜的乘坐體驗。

S580 還提供後輪轉向功能，

將有助於這款大型豪華轎車在狹窄

的城市街道中穿梭自如。

帶按摩功能和位置記憶功能的前

排可加熱及通風座椅、帶按摩和

動力調節的可加熱後排座椅、具

有特徵香氛的空氣電離系統以及

全景天窗都會為乘員提供無比舒

適的乘車體驗。邁巴赫 S580 還

提供了可選配的高級後座套件，

其中包括折疊桌、可擴展中控

台、後座木製裝飾和可控溫杯

架。電動後門、冰箱和邁巴赫品

牌香檳槽也在選裝配置菜單中。

在信息娛樂和網絡互聯方

面，S580 共享了梅賽德斯 S 級

轎車眾多的配置和功能。其

MBUX 信息娛樂系統搭載於標配

的 12.8 英寸 OLED 觸屏顯示器

上，駕駛員則將體驗到 12.3 英

寸數字儀表盤組以及增強現實

導航系統。該系統還內嵌無線

Wi-Fi 網絡以及 Apple-CarPlay

和 Android Auto。車內標配還

包括 6 個 USB-C 端口、有著 30

揚聲器的 Burmester 立體聲系

統、手機無線充電座以及後座娛

樂系統。

Car Guide

SS580580動力性能

SS580580設計特點

SS580580安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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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39 歲中國女星范冰冰

與李晨曾有過一段 4 年戀情，男方也求

婚成功，卻因「陰陽合同」事件攪局，

讓兩人歷經不少風波，雖雙方一度有攜

手度過難關，卻仍在去年 6 月宣告分

手。事隔多時，范冰冰也難得在受訪時

談及對李晨的感情。

范冰冰在最新的雜誌專訪透露，自

己與李晨的感情，她表示對方是一個值

得自己尊敬的人，也是值得付出的人：

「感謝他在這段時間裏給我的美好，當

時我的狀況他受了很多牽連，許多工作

停擺，受了很多委屈。我唯一能做的就

是讓他離開我，不要受到我的影響。」

范冰冰也提到兩人分手的真正原

因：「很多人去詆毀他，那是因為他們

沒有站在當時我們兩個人的環境裡面，

根本不知道我們當時每走一步有多麼困

難。」她表示在當時爆出「陰陽合同」

期間，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讓李晨和家人

遠離自己，不因個人的醜聞影響大家，

儘管她做了這個決定，仍認為：「我還

是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人，是非

常值得我尊敬，非常值得我去付出的一

個人，所以直到今天，我們還是很好的

朋友，也希望他未來一切都好。」

復出復出

《陽光普照》值得奧斯卡青睞影評網站
Indiewire：

日本漫畫家一峰大二過世
范冰冰忍痛首曝原因

【看中國訊】鍾孟宏執導的電影

「陽光普照」（英語：A Sun）日前才

獲美國娛樂週刊「綜藝」（Variety）影

評人選為 2020 年十大電影第一名，今

天再獲權威影評網站 Indiewire 資深影

評人特別介紹。

Indiewire 資 深 影 評 人 艾 立 克

（David Ehrlich）也是因為看到「綜藝」

權威影評人德布魯（Peter Debruge）
發表的 2020 年十大電影名單，才發現

「由鍾孟宏執導、遺漏在 Netflix 茫茫

片海中的這部新鉅作」；並以「埋沒在

Netflix 中，臺灣犯罪片鉅作『陽光普

照』值得奧斯卡青睞」為標題，撰文介

紹這部電影。

艾立克還說，55 歲的鍾孟宏以格

調高雅但令人意外嚴肅的方式，講述

罪與罰的故事，與他之前 3 部長片「停

車」、「失魂」和「一路順風」有所不

同。他的作品是引人入勝的道德探索

之旅，混合喜劇、極端暴力、通俗劇

的元素，以細火慢燉的手法描寫一般

人的日常生活。

電影一開頭，飾演流氓的劉冠廷

砍下仇家的手掌丟進火鍋裡，最後卻

以溫暖的恩典時刻作結。

艾立克表示，很容易把「陽光普

照」聯想到楊德昌的「一一」，這兩部

電影都巧妙地將高深的道理藏在日常

瑣事中，讓歡樂與悲傷變得幾乎難捨

難分，逝去的每一秒鐘都含有相同寶

貴的時間。

2000 年楊德昌以「一一」獲得坎

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為臺灣首位獲此

殊榮者，更被 BBC 評選為「21 世紀最

偉大的 100 部電影之一」。

艾立克表示，德布魯列出的 10 大

電影名單讓「陽光普照」獲得一波新的

關注，但無法因此保證這部影片在角

逐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時，會有不

同結果，因為 Netflix 上也有其他 3 部

參賽影片。不過，也許能透過演算法

讓「陽光普照」在今年頒獎季其他時間

甚至過後，能比較吸引目光。

因為儘管片中許光漢飾演的大兒

子陳建豪曾說過：「這個世界，最公平

的是太陽，24 小時從不間斷，明亮溫

暖，陽光普照。」但艾立克指出，在現

實世界中，太陽並不是公平地照耀萬

物。

該片入選 2019 年多倫多國際電影

節、釜山國際影展及東京國際影展，

並獲得第 56 屆金馬獎 11 項提名；最

後拿下最佳影片、導演、男主角、

男配角和剪輯五個獎項以及觀眾票選

獎。該片被選為代表臺灣參與第 93 屆

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獎。

【看中國訊】日媒報導，曾將知

名電視影集「鹹蛋超人」畫成漫畫

的日本漫畫家一峰大二，於 11 月底

因病去世，享壽 84 歲。日本漫畫家

協會官網今天公布一峰辭世訊息。

日本讀賣新聞報導，一峰大二

（本名寺田國治）11 月 27 日因病

去世，享壽 84 歲。親人已辦完告別

式。一峰出身東京都，曾在少年雜

誌內負責將多數電視影集的英雄等

人物，例如鹹蛋超人畫成漫畫。他

的代表作品有「電子分光人」，及

棒球漫畫「黑色秘密兵器」等。

一峰曾在 2005 年以「繪畫工作

半世紀一峰大二大全集」，獲頒日

本漫畫家協會特別獎。一峰曾在 60
年代到 70 年代，負責將鹹蛋超人等

電視影集英雄作品畫成漫畫。

施瓦辛格與小25歲的女友高調外出
【看中國訊】近日，好萊塢媒體曝

光了一組影星阿諾德．施瓦辛格的照

片。當時他與小 25 歲的女友希瑟．

米利甘乘坐豪車外出，特別拉風，引

髮網友關注。

從畫面中看，施瓦辛格戴著帽子

和太陽鏡，蓄著花白鬍子，絲毫不顯

老，看著非常時髦，非常精神，簡直

就是好萊塢帥氣性感的硬漢大叔。

小女友雖然快到 50 歲了，但畢竟

比施瓦辛格年輕二十多歲，看著挺年

輕，同樣戴著太陽鏡，輕鬆愉快地笑

著，陪富豪影星男友高調外出，非常

幸福。

這幾年，媒體經常拍到施瓦辛格

與希瑟．米利甘出雙入對的畫面，很

多時候他們看起來好似父女，也因

此，一些人並不看好他們的愛情，認

為巨大的年齡差會產生難以逾越的思

想代購，感情難以維

繫。

其實能不能得到

外界的祝福真的不重

要，因為施瓦辛格和

小女友的感情似乎更

穩定，更甜蜜了，他

們會在大型頒獎禮上

合體亮相，看起來就

像恩愛夫妻。

如今，所有人都

知 道 施 瓦 辛 格 與 希

瑟．米利甘熱戀，然

而有件事至今是個迷。

究竟兩人是何時確立關係的？有

個說法是 2013 年；因為就是從那年

起，施瓦辛格開始與希瑟．米利甘頻

繁高調亮相。沒多久，又有人發現，

其實他們談戀愛的時間最晚可提前至

2012 年。這個看法引發熱議，因為

2011 年施瓦辛格因為有外遇被發現，

和妻子離婚，於是大家懷疑希瑟．米

利甘很可能就是小三。

然而，猜測總歸是猜測，兩人的

關係好著呢。有件事就可以證明。

每次施瓦辛格與希瑟．米利甘外

出，都會開著豪車接送，可見他對小

女友相當在意，從中可以看出這對兒

戀人的感情還是很穩定的。

算起來，施瓦辛格與希瑟．米利

甘談了七八年戀情，時間證明了二人

的感情一路走得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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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李晨分手1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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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12月23日

南瓜

 Rutabagas 蕪菁甘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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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 Lettuce 西生菜 Assorted Hard SquashCelery 西芹10lb Yellow Potatoes 黃土豆

Green Onions3lb Yellow Onions 黃洋蔥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青蔥 Jumbo Eggplant 大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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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 個白蘭瓜。

$0686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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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8
ea

$09898
2

H&W Produce H&W Produce 

$1 9898
ea

$$009898 ea

10lb Yellow Potatoes

$ 14848
ea

$04848 lb

$39898
ea

3 磅裝

10 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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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ry 

$

臺灣電影「陽光普照」獲權威影評網站

Indiewire資深影評人看好。圖為該影片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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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17 日至 26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17 日至 26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17 日至 26 日

特價
每磅3$ 99

特價
9/ 2 件$

可樂 百事 
12x 355ml 罐裝

散裝炒核桃

特價
100g2$ 79

Western Family
招牌煙燻火腿
限量版 $8.80/ 公斤

買一送一！

Western Family
熟白蝦 340g/ 袋
限購 6 袋

特價
6 件3$ 49

現焗牛油牛角包

特價
每件1$ 49

Western
Family
各式湯底
946ml

特價
5/ 4 件$

金寶濃湯

特價
每件5$ 99

泰諾特效傷風感冒藥

買二送二！

Energizer
電池

料理更美味
加 點 兒 酸

酸用得好 料理加分
做菜時酸味用得好，菜餚更

加美味，同時，酸味可令甜味更

加明顯，增加食用滿足感，可降

低料理用鹽量，是廚藝與健康雙

贏的利器。居家飲食值得多多製

作酸味料理。

蔬果和海鮮加酸對味

烹調油脂高的肉類，加醋或

搭配酸味食材可解油膩；海鮮、

蔬果類，也同樣受益於酸醋，酸

味可襯托食材中的甜味，令甜味

更加爽口，菜餚的味道和層次也

會更加豐富。

◎ 文 :斯玟

不是所有的料理都需要加醋，但是醋絕對是廚房裡不可或缺

的重要角色。

香醋燒豬腳

豬腳一隻，洗淨切小塊，入
滾水鍋汆燙，刮洗乾淨；蔥切

段；薑切片備用。

起鍋熱油，放入蔥段、薑片
爆香後加入豬腳，轉中大火，

翻炒均勻。

將作法  盛入砂鍋，再加入
醬油、八角、陳醋，加水淹過

食材。

以大火煮開後，改小火煮約
一小時。加入冰糖，轉中大火

燒至湯汁收乾即可。

豬腳和黑醋一起熬煮，成品入

味解膩，軟糯美味。同時，酸

會軟化肉質，可視自家偏好的

口感，拿捏熬煮的時間。

豬腳（前腳、後腳皆可）適量、

薑 1塊、蔥4株、八角1粒。
調料：黑醋（山西老陳醋或鎮

江醋尤佳）1杯半、冰糖  3匙、
醬油2大匙。

1

烤番茄土豆

土豆刷洗乾淨，擦乾後切粗
條。加醃料攪拌均勻，靜置約

15分鐘。 
其他食材洗淨瀝乾。紅椒切
條、蘑菇切片備用。 
土豆條和番茄、蘑菇均勻鋪
在烤盤裡，淋上橄欖油。輕輕

攪拌幾下。 
烤箱事先預熱200°C，再將
烤盤送進烤箱，烤30分鐘，直
至土豆表面稍焦即可。 
出爐後，灑上培根碎片或蒜
末，均有提味效果。

土豆的味道淡，用番茄提味，

相得益彰，這從知名的炸薯條

與番茄醬的組合可知。做成料

理，土豆與番茄也同樣相配。

小番茄 10個、土豆中型2個、
蘑菇數朵。 
醃料：鹽 1/2小匙、意大利香
料3小匙、黑胡椒少量。

2

油醋甜菜根沙拉

甜菜根去皮切大丁。沙拉醬
和材料混合，攪拌均勻。 
取一大沙拉碗，均勻鋪上芝
麻葉，再加入其他食材。 
最後淋上醬料，略拌勻即可
上菜。 
美味秘訣

因為甜菜根是做沙拉生吃，所

以表皮要處理很乾淨。甜菜根

顏色深，沾土也許不容易看清

楚，表面凹洞的部分應盡量挖

除，清理乾淨。

沙拉料理很隨興，可依自己喜

好加入當令蔬果。甜菜根與酸

味食材很搭，酸味醬料或水果

都可以令這道沙拉更美味。

甜菜根、核桃 1杯、羊奶起司
1杯、芝麻葉適量。 
沙拉醬：橄欖油 1大匙、蜂蜜
1大匙、紅酒醋 1大匙、食鹽 1
小匙、檸檬汁2大匙、黑胡椒。

4

草莓燉飯

蔬菜高湯：將高湯材料放入
冷水鍋，大火煮滾，轉小火燉

煮30分鐘。加少許鹽提味。 
橄欖油下鍋，開中小火，下
洋蔥，翻炒至透明，加米翻炒

均勻。加白酒翻炒均勻。 
不黏鍋中慢慢加高湯，飯快
熟時，部分草莓切丁加入。

開小火，繼續煮，直至草莓
與米飯融合即可。

盛盤後，可點綴草莓裝飾。

這道美味的燉飯，同時也是很

好的清冰箱料理，不只可以享

受草莓酸香，還將冰箱裡的蔬

菜零碎食材，一次清乾淨。

新鮮的草莓  4個、新鮮草莓切
丁  1/2杯、洋蔥丁1杯、米（2
人份）、白酒50c.c.。 
蔬菜高湯：紅蘿蔔  300g、芹
菜  300g、洋蔥  300g、高麗菜
300g、番茄 1個。

5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日式醋拌小卷

海帶芽事先用開水泡發；蔥
薑切絲；醬料材料混合在一

起，攪拌均勻。

汆燙小卷：清水加少量蔥、
薑、米酒煮滾，小卷下鍋即熄

火靜置，3分鐘後撈起瀝乾。
小卷放冰水或冰塊冰鎮，快
速降溫，使口感更有彈性。

小卷和海帶芽盛盤，加蔥、
薑絲，均勻淋醬料即可。

美味秘訣

如果沒有海帶芽，也可以使用

青蔥取代。

醋味噌醬與海鮮是最佳拍檔，

醋和味噌的組合會令海鮮及蔬

菜的甜味更明顯，開胃效果

佳，是餐桌上很好的前菜。

小卷10尾、乾海帶芽1大匙、
青蔥2株、薑 1片、米酒 1匙。
醬料：白味噌  2大匙、白醋  2
大匙、糖 2大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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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日是一年中白晝時間最

短，夜晚時間最長的一天。過了

這一天，北半球白晝一天比一天

長，直到夏至日。

《易經．復卦》象曰：「先王

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後不省

方。」復卦為十二消息卦之一，

代表子月，亦即黃曆十一月（冬

至所在之月）。古人用十二種卦

象（復、臨、泰、大壯、夬、

乾、姤、遯、否、觀、剝、坤）

配十二個月，代表一年中陰陽的

消長變化，每一卦為一月之主，

所以又叫十二月卦。閉關的意思

是閉塞關口，禁止人的大規模流

動；還有一層意思是打坐默想，

靜以待變。至日這裡指的就是冬

至，商旅不行，是指商人、旅客

不行於道路；後不省方，是君王

不省視四方之事。

《後漢書》也說：「冬至前

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世，

不聽政，擇期而省事。」也就是

說在漢朝時，每逢冬至日，連朝

廷百官都要放假休息，邊境關

冬至日養生

教中則統歸為「喜、怒、憂、

懼、愛、憎、欲」，在儒家則

解釋為「喜、怒、哀、懼、愛、

惡、欲」七種情緒轉變。

《紅樓夢》第 16 回〈賈元春

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中提到，秦家的悲劇：「寧榮兩

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歡天喜

地，獨有寶玉置若罔聞。你道甚

麼緣故？原來近日水月庵的智能

私逃入城，來找秦鐘，不意被秦

業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鐘打

了一頓，自己氣得老病發了，

三五日便嗚呼哀哉了。秦鐘本自

怯弱，又帶病未痊，受了笞杖，

今見老父氣死，悔痛無及，又添

了許多病症。因此，寶玉心中悵

悵不樂。」

秦業一家三口在半年內先

後夭逝，可說是中了「七情之

毒」。 秦 可 卿， 諧 音「情 可

輕」，似乎暗示其留情是有令人

輕蔑之處，她的違倫關係讓其

恐懼悔恨，最終不堪其擾，香

消玉殞；秦鐘諧音「情種」，秦

可卿之弟，面貌美秀，羞澀內

向，有著女性的特質，幼時與寶

玉同塾，感情特好，被疑有斷袖

之癖，在學堂裡又與香憐鬼鬼祟

祟，與金榮發生衝突，後又與尼

姑智能兒幾次幽會，被父親發現

後痛打，秦業氣死，最後自己也

病死；秦業諧音「情孽」，是他

將女兒嫁入賈府，間接促成這段

孽緣，而其嗔怒也讓自己一命嗚

呼！

天地草木皆有情，七情表現

本正常現象，不會致病，但突然

強烈的七情刺激，或長期情志過

激，會產生臟腑功能逆亂，從而

成為致病因素。《黃帝內經》在

〈陰陽應象大論〉中提出「怒傷

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

喜」、「思傷脾、怒勝思」、「憂

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

勝悲」，不同的情志刺激，會產

生不同的病理現象，但若能及時

調整，還是有機會回轉。

《紅 樓 夢》第 77 回〈俏 丫

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

月〉中提到，抄檢大觀園後，王

夫人將尚在病中的晴雯趕出園

子，寶玉來到了她寄居的兄嫂

家探望，寶玉看著，眼中淚直

流下來，連自己的身子都不知

為何物了，一面問道：「你有甚

麼說的？趁著沒人告訴我。」晴

雯嗚咽道：「有甚麼可說的！

不過是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

七情也可致命

（轉載自自由時報）

常吃白菜可
緩解便秘
白菜是冬天的應季

蔬菜，含豐富的粗纖維，

有助於促進腸道蠕動，幫

助消化，防止大便乾燥，

故多吃白菜可緩解便秘。

白菜還能清熱解毒、通利

腸胃，因此，心煩口渴、

小便發黃者，可以多吃白

菜。白菜又含有豐富的水

分，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滋

養皮膚的功效。

棗、白木耳、蒟蒻一起煮，取代

加紅豆、地瓜、花生等配料，包

餡花生、芝麻湯圓因內餡甜度

高，建議不加糖烹調。吃無餡甜

小湯圓時，只吃料，不喝湯。糖

尿病患想吃甜則加代糖調味。

鹹口味：可加入肉絲及茼

蒿、香菇等蔬菜，增加膳食纖

維。包餡鮮肉湯圓因內餡絞肉含

油脂量高，烹調時，勿再放入油

蔥酥等爆香材料。

●小叮嚀：吃湯圓記得減少

當餐主食類；慢性腎臟病患需注

意花生、芝麻湯圓含磷、鉀量

高；鮮肉湯圓須控制蛋白質及鹽

分攝取，建議吃無餡小湯圓，並

注意水分控制。

燉補

●適量吃，不是吃多一點就

是補，不當進補容易造成體重及

身體各器官負擔。

●不以吃肉燉補當一餐，

減少肉類分量，並搭配主食類

（如：麵線、冬粉、白飯），以

及多吃青菜（如：高麗菜、菠

菜、大白菜等）。

●燉補材料幾乎是肉類或內

臟類，屬於高膽固醇、高普林及

富含飽和脂肪，可選擇魚類或低

脂的肉類，將浮油撈掉再食用，

少吃肥肉、皮、內臟及少喝湯。

●沙茶醬或豆瓣醬等沾醬，

含鹽分及油脂較高，可用醬油、

蔥、薑、蒜末等調製來取代，且

最好以茶代酒。

冬至吃湯圓 主食宜減量
湯圓

●製作材料：主材料是糯

米，為六大類食物中的全穀根莖

類。

●熱量分析：1 份主食 70
大卡＝ 1/4 碗飯＝ 10 顆無餡小

湯圓＝ 1 顆芝麻、花生湯圓＝

1.2 顆鮮肉湯圓。每吃 4 顆芝

麻、花生湯圓或 5 顆鮮肉湯圓，

就等於吃 1 碗白飯，而無餡小

湯圓則約 40 顆。

●烹調方法：

甜口味：可加入桂圓、紅

閉，商旅停業，以安身靜體，靜

待陽氣的生成，可見古人對冬至

的重視。

大家知道，一個物體由靜止

開始運動的時候，它所受的阻力

是最大的。陽氣初生的時候也是

這樣，從群陰中生出一點微陽，

要經歷陰氣的很多次反撲。氣候

學中有一個詞叫「倒春寒」，儘

管已經到春暖花開的季節了，還

會有寒流的侵襲。宋朝著名詞人

李清照也發出「乍暖還寒時候，

最難將息」的感慨。

冬至日如何養生

首先要養「藏」。《黃帝內

經》有「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還有「冬不藏精，夏

必病溫」。其實陰陽本一體，

人體是不存在孤陰和孤陽的，除

非病理情況。

所以古人知道冬至日前後，

盡量安靜的待在家裡，不出門，

也不做劇烈運動，甚至打坐閉

關，這都是養藏的方法。冬至日

前後應該早點睡覺，還要節制房

事，因房勞會損傷陰精和陽氣。

冬至還應該進補。俗話說：

「冬至的餃子，夏至的麵。」有

很多地方都有冬至吃餃子的習

俗，這是怎麼來的呢？餃子原

名「嬌耳」，是醫聖張仲景發明

的。張仲景看見很多窮苦百姓忍

飢受寒，耳朵都凍爛了，他心裡

非常難受，決心救治他們，於是

他叫弟子在一塊空地上搭起醫

棚，架起大鍋，在冬至那天開

張，向窮人捨藥。張仲景的藥名

叫「祛寒嬌耳湯」，其作法是用

羊肉（性味甘溫）、辣椒和一些

祛寒藥材在鍋裡煮熬，煮好後再

把這些東西撈出來切碎，用麵皮

包成耳朵狀的「嬌耳」，下鍋煮

熟後，分給乞藥的病人。每人二

個嬌耳，一碗湯，人們吃下「祛

寒嬌耳湯」後，渾身發熱，血液

通暢，兩耳變暖。吃了一段時

間，病人的爛耳朵就好了。

七情過極都是

不好的，甚至會要

了性命。

節慶
食俗

除了食補之外，還可以藥

補，從冬至開始服用桂附地黃

丸。桂附地黃丸也是醫聖張仲景

所創，由肉桂、炮附子、熟地、

山藥、山茱萸、茯苓、丹皮、澤

瀉組成。桂附地黃丸比較平和，

陰陽雙補，陰中求陽，可以服用

到立春。當然每個人體質不同，

最好在醫生的指導下服藥。

還有一個更安全的保健方

法——冬至灸。大家都聽說冬病

夏治，是利用天時來治病的方

法。冬至灸也是利用天時來保健

的方法，它是在冬至前後選取具

有強身保健作用的穴位施行艾灸

的方法。冬至灸從冬至前 4 天

開始，到冬至後 4 天結束，加

上冬至當天，共做 9 天。

一般說來，人體氣血運行是

按照後升、前降的順序。所以穴

位可以按順序選取：神闕、關

元、腰陽關、命門、至陽、大椎

等穴位。神闕、關元、命門主要

用於補足陽氣；腰陽關、至陽、

七情在《黃帝內經》中提

及，即「喜、怒、憂、思、悲、

恐、驚」七種情志的變化，在佛

是一日！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

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

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雖

生得比別人好些，並沒有私情

勾引你，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

是個狐狸精！我今兒既擔了虛

名，況且沒了遠限，不是我說

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

當日……」說到這裡，氣往上

咽，便說不出來，兩手已經冰

涼。晴雯是容不得怨氣的女

子，而王夫人對其極度苛刻，

冷嘲熱諷，加諸許多不堪的罪

名，讓其胸中積滿對世間不滿

與憤恨，怨怒淤滯無法抒發，

又因病虛弱不堪，最終承受不

住，命喪黃泉。

大椎主要是打通陽氣上升的通

路。可以使用艾炷，也可以用艾

條，每穴灸 10 分鐘左右。

冬至灸能夠幫助陽氣的生

成，具有補火助陽、溫經散寒的

作用，可以提高機體的抗寒和抗

病能力，提高人體免疫力和對氣

候變化的適應能力，還具有延年

益壽的作用。須要注意的是，冬

天天氣寒冷，艾灸時一定要做好

保暖。

不論是湯圓或燉補食材，熱

量都不容小覷，有慢性疾病的人

更要注意，小心補過頭，造成身

體負擔。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俗話說：「立冬

補冬好過冬。」冬至

吃湯圓，象徵增添一

歲，家家戶戶會燉

補，幫家人調養體

質。

傳統中醫講，

冬至一陽生，冬

至是陽氣初生的節

氣，所以冬至決定

著下一年陽氣的生

成情況，是非常重

要的一個節氣。

 醫 師 講 堂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文：陳昭君

◎  文：肖川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  文：小萍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

遇到一些小問題、小

狀況，如果知道如何處

理，您就會覺得得心

應手，輕鬆許多。以

下介紹一些生活養生

小妙招，提供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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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或雜亂或清爽由什甚麼

決定的？它是由映入你眼簾的物品信

息量的多少決定的。信息量包括進入

我們視線的物品的色彩、材質、形狀

和大小。信息量越大，家居環境就越

顯得雜亂，空間也越顯得狹小；反

之，信息量越小，環境越顯得清爽，

空間也會感覺空曠一些。所以，房子

清爽時比雜亂時視覺感覺大。

想得到清爽的家居環境，就要減

少進入我們眼簾的信息量，這是通過

把很多物品藏到一個容器裡來實現

的。當我們把眾多物品藏到帶門櫃子

或容器裡時，那這些物品眾多的信息

量就被阻擋乾淨了。這其實也是收納

關於「藏」和「露」的話題了。

收納的藏、露最好遵循藏八露二

的原則，藏八是指收納到櫃子裡的容

器或物品為整體的 80%，露二是展示

在外面的，觸目可及的容器或物品為

20%。

收納「藏」的原則

藏到櫃子裡的容器盡量做到實

惠、實用，選擇方或長方體的，可疊

放的，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利用櫃子空

間，從而實現收納「藏八」的原則。

說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櫃子的使用

率，我們往往有這樣的體驗，就是家

裡櫃子比較深，或隔板間距比較大

時，櫃子深處或高處的利用率會較

少，如果把櫃子塞的滿滿的，拿取東

西時又比較麻煩。其實市面上賣的一

些塑料抽屜或隔板就會輕鬆解決問

題。

抽屜可以解決櫃子深，裡面的東

西被擋住不方便拿取的難題，不過購

買時一定事先量好櫃子的深度、高

度、長度，保證買的抽屜可以放進

去，抽屜也最好買單個的，如果櫃子

隔板間距大，可以把兩個甚至三個摞

起來放置。這樣的好處是方便靈活，

即使以後我們搬家或抽屜改變放置的

位置，也可以根據改變後的空間擺放

抽屜的層數。

如果櫃子隔板間距大，那麼買一

些活動的隔板或架子也是個不錯的方

法，會讓收納空間直接翻倍，以前放

不進櫃子裡的用品都可以輕鬆的放到

櫃子裡了，空出來的位置讓家無形中

就變大了。

總之，櫃子裡的收納原則不僅要

最大限度的提高櫃子的使用率，還要

方便拿取，並且一目瞭然（辦法就是

貼標籤或買透明容器），如果我們真

正把櫃子裡空間利用好，即使不再添

置新的儲物工具，原有的櫃子空出一

片天地也不是夢了。

收納「露」的原則

當大部份的物品「藏」好後，整

個家居環境就會變得乾淨、清爽，這

樣我們就可以把露在外面的 20% 的

物品好好規劃一下了。

有人也可能說，既然「藏」的好

處這麼多，那不如都藏起來吧，還露

什麼呀。

不行的，如果所有物品都被

「藏」起來，從就近拿取、方便生活

原則考慮，就會給生活帶來不變。畢

竟人還是比較懶的，很多日常使用頻

率高的物品，一定放在明處，最好是

就近可拿取的位置。

例如做飯時的油鹽醬醋和一些調

味料，大部份家庭都要放在灶台附

近，如果都藏起來，就會給做飯增加

很多麻煩，時間長了，反而會想：太

麻煩了，不管了，還是放在外面方便

拿，哪有時間拿進拿出的。

預料到這樣的後果後，就不如事

先做好準備。例如把露出的瓶瓶罐罐

換成統一的包裝系列，比如：油、醬

油、醋瓶最好不要用原來的包裝，而

是選用統一的、時尚美觀的替換瓶，

這樣就會整潔多了；鹽、雞粉或一些

常用的調料也選用統一的玻璃罐或

瓷罐，即使放多幾罐，也不會顯得雜

亂。

選用統一系列的容器，會因為元

素統一，完全可以看做是相同的信息

量，所以就會讓空間變整潔，不雜

亂，同時就會有變大的視覺效果。

當然，主人家喜歡的擺設、裝飾

品也是可以展示出來的，但是，這些

物品一定要精不要多，這樣才能起到

畫龍點睛，讓環境變得美觀又養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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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顧客滿意小時內快速反應 100%1
價錢公道 專業持牌技師服務 幫助申請政府補貼，長者補貼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曼麗夫人：您好！

我今年 29 歲，與男友的感

情和諧平穩，度過七年的交往。

男友的母親自幼困苦，個性強硬

加上艱苦持家，人際關係苛刻無

比，經常對人大聲斥責。記得第

一次見面，我便畏懼那冷峻的

眼，不由自主的失去信心。最近

父母催促婚期，穩定的感情開始

出現裂痕，原因就在是否與他父

母同住的問題上。

他母親認為住在家裡即可，

我堅持另找住家，男友於是變成

夾心餅。最後，他要我改變，我

嘗試與他父母閒話家常，可是話

不投機，他父母埋怨我不夠親。

考量後，我不願意讓他為難，又

恐懼婆媳問題，於是提出分手的

建議，男友卻不同意。我只想

問：我應該為兩人堅定的感情再

努力嗎？所謂的愛情，好像面臨

著現實的考驗就變得一文不值。 
小妍

小妍你好：

對七年感情放不下，又對婚

後可能要和婆婆同住的生活感到

恐懼。左右為難，讓原本憧憬的

婚姻充滿變數，相信你也不願意

放棄兩人一路走來的感情基礎。

但是，你的擔憂該如何釐清？兩

人是否該繼續走在一起？這的確

值得婚前仔細思考，畢竟，一旦

涉入婚姻，那就不是小倆口的問

題這麼單純了。

我想，你也許可以問一下自

己：是否和婆婆認識的第一面，

就你不由自主留下刻板印象？或

是透過男友的形容，在心中自己

形塑出婆婆的樣貌？人與人之間

是要靠緣分，有的婆婆訓兒子毫

不留情，疼媳婦如女兒。實際情

況如何得放下過多想像與觀念真

心相處才見分曉。如果在未嘗試

了解前你就給自己的婆媳關係給

了結論，甚至帶著既定的觀念面

對實際相處，那恐怕永遠無機會

體會到婆媳如母女的滋味。

其實，結不結婚已經不是最

重要的問題了。我們必須藉由這

個瓶頸想到：面對婆媳問題的

「怕心」是什麼？是對人我之間

缺乏安全感？信任感？或者將心

比心的態度？也許你會發現：只

要你存在這個世界上，人際關係

的溝通是一輩子的課題，有人如

魚得水，有人卻是載浮載沉。不

論相處的雙方關係為何？要解決

矛盾只有兩種方法：一是類似分

手誓死永不見面：二是其中一方

先釋放自己的戒備及付出關愛。

這兩者差別在於是否願意給生命

一次可能改變的機會。

前者的結果往往是逃避一

時，怕心並未根除，將會如影隨

形跟著我們的內心。你將來可能

碰到其他可以論婚嫁的對象，這

怕心得陰影是否會重現？而後

者，則有可能讓你見證真愛的力

量。因為真情流露能感動人，當

你試著用真心真情對待苦命的婆

婆，同理她撫養你男友是那麼不

容易，再看看這可能是未來丈夫

的男友是否有些良好令人著迷的

特質？而這些特質如果沒有婆婆

從小的培育如何塑造？

是人就絕對不完美，多看彼

此的優點，你會發現缺點是那麼

渺小不堪一擊。相反的，若我們

總是帶著框架去對一個陌生的人

下結論，恐怕就永遠沒有了解他

的機會，也可能因此錯失一段好

姻緣。

曼麗無法告訴你要如何做，

一旦你決定分手，你會面對的是

對情感割捨的修復，而面對下一

段情感，你仍有可能遇到真愛，

那又將是另一番期待與恐懼的拉

鋸。一旦決定走上紅毯、試著了

解婆婆，也許你會嚐到婆媳關係

良好的機會，也許你也會發現你

很努力卻仍不見起色的可能。

但是，至少你嘗試了，你努

力過了，先生絕對不會視而不

見，或許是否住在一起就沒有唯

一的方案，它可能充滿變數。兩

者之間如何取捨，就要看你比較

能接受哪一種選擇的可能結果。

婚姻不是一場賭注，兩人若

真的感情篤厚，建議可以好好放

下情緒長談一番。說出彼此的真

心話與擔憂，甚至諮詢婚姻專

家。不要怕面對衝突，不要選擇

逃避，才能坦然面對任何可能的

結果。

曼麗祝福你：柳暗花明！

戀愛容易 結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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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納容器的藏與露房子變大的秘訣
◎文：葉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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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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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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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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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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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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store

【看中國訊】輝瑞生物技術公司

（Pfizer-BioNTech) 的新冠病毒疫苗經過

美國 FDA 的緊急授權，現在已經投入社

會使用。但是，專家表示，疫苗需要很長

的時間才能產生明顯的效果。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蓋芬醫學院傳染

病科醫學教授布魯爾博士說，我們必須認

識到，由於疫苗生產的滯後和高需求，我

們的社會不會有「立竿見影」的變化。

首批疫苗接種優先考慮的是一線醫護

人員和高危老年人。布魯爾博士以加州為

例，他說，大約有 240 萬加州人屬於該

最高優先級類別，而目前大約只能滿足六

分之一的需求。

克利夫蘭診所的肺科醫生丹 · 卡爾

弗贊同布魯爾博士，他表示很可能要到

2021 年的第二季度，「我們才能期待實

質性的變化」。

疫苗需要低溫儲存

布魯爾解釋說：輝瑞

的疫苗需要在 -70°C 的溫

度下「超低溫儲存」，你需

要有零下 80°C 的冷凍室的

設施。

並非所有的醫療機構

都有這種特殊的存儲設

施。這意味著需要有能力

存儲大量疫苗的設施，然

後將其分發到其他地區。

與大多數其他接種一樣，新冠病毒疫

苗需要兩次接種，間隔約 3 至 4 週。布

魯爾和卡爾弗說，這是大多數其他種類疫

苗的標準。

疫苗可阻止病毒傳播？

如果你接種了疫苗，你就能免受病毒

的侵害嗎？布魯爾說，目前還沒有任何數

據表明這些疫苗是否能防止傳播。

他表示，疫苗可能保護你「不生

病」，但它可能不會阻

止你感染病毒，並將其

傳播給其他尚未接種疫

苗的人。

這意味著保持物理

距離和戴防護口罩等防

疫規定必須堅持下去，

卡爾弗強調。

卡爾弗和布魯爾都

表示人們可能再也回不

到「舊常態」了，而是會有一個「新常

態」，就是戴口罩的人們會比過去更多，

在超市裡的塑料屏障會繼續存在。

布魯爾說「你面對的是美國人的個性

問題，戴口罩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利他行

為，它們主要是減少其他人感染的機會。

我認為社會因此會發生真正的變化」。

前路漫漫

卡爾弗說，對於這種冠狀病毒，如果

你得了一次，你的免疫力最終會消失，就

像你得了流感一樣。他設想在將來人們可

能需要反复接種 COVID-19 疫苗，就如

同人們每年秋季接種流感疫苗一樣。

卡爾弗說，關於新冠病毒的性質，有

一個好的方面是，這種病毒似乎不會快速

變異——不像流感——這意味著你不必定

期為它開發新疫苗。

布魯爾要提醒人們，「在大多數人普

遍獲得這些疫苗之前，還需要等待幾個月

的時間。」

庫爾弗對布魯爾的觀點表示贊同，他

解釋說，鑒於現在只有相對少數的人會接

種疫苗，我們不會很快實現類似於群體免

疫力的東西，也不會很快實現一個完全

「我們都想要的自由和開放的社會」。

卡爾弗還重申，由於我們並不完全瞭

解疫苗是否能防止感染的蔓延，我們需要

保持這樣的心態：我們基本上仍然生活在

這場大流行的現實中。

新冠病毒疫苗能否挽救人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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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優惠在以下商店提供：
Savanna Bazaar 
3190 - 5850 88 AVE NE 
403-830-3800 

Sunridge Mall 
12K, 2525 36 Street NE 
403-444-8980

新開選定的手機計劃，
獲得每月2GB額外數據流量 ,

為期3個月。
外加，新開任何手機計劃，
獲得1月預存話費。
限時優惠

需新開通手機計劃。

現在，你就
打電話吧。

限時
特賣

Marlborough Mall 
718k, 515 Marlborough Way NE 
403-273-5855

電話：403-768-2765  地址：757 57 Ave NE

施嘉強 醫師
註冊針灸師

Body Therapy Wellness Centre

具香港十年臨床經驗具香港十年臨床經驗

配合骨傷推拿整復手法配合骨傷推拿整復手法

曾參與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研究

擅長治療痛症、婦產科、兒科、
腫瘤科及神經系統疾病

通過針灸治病及增強體質通過針灸治病及增強體質

曾參與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研究

擅長治療痛症、婦產科、兒科、

bodytherapycalgary.com
在綫預約
bodytherapycalgary.com
在綫預約

(Freepik.com)

https://www.chatrwirel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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