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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府調查中共對美大學影響力
China’s Vigilant Influence over  
U.S. Universities

A6識大體的大唐長孫皇后
Generous and Broad-Minded
Empress Zhangsun

中國八成國土「凍透」 
多地仍限電B3A4 中國畫家難以逾越的

三座名山B2雙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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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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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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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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U.S. Pushes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Guid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rael reached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s with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Bahrain. The 
two Arab states signed peace agreements 
with Israel on Sep. 15 at the White House. 
Israel also restored relations with Sudan on 
Oct. 23 and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
tions with Morocco on Dec. 10.
Meanwhile, Iran suffered setbacks to its 
militant aspirations. General Qassem So-
leimani, who played a key role in spread-
ing Iranian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as 
head of the Quds Force, was assassinated 
by a U.S. air raid on Jan. 3. Then on Nov. 
27, Iran’s top nuclear scientist, Mohsen 
Fakhrizadeh, was shot by assassins who 
attacked a vehicle in which he was travel-
ing through the city of Absard. No one has 
claimed credit for the assassination.

U.S.-China Diplomatic War
  On July 21, the U.S. ordered the Chi-
nese Consulate in Houston to close within 
72 hours, accusing it to be a “den of es-
pionage”. Upon receiving the order, the 
consulate hastily organized a classified 
documents burning party in its courtyard, 
triggering fire alarms and attracting spec-
tators. China retaliated by ordering the 
closure of the U.S. consulate in Chengdu.
On September 14, the U.S. announced 
the recall of Ambassador Terry Branstad. 
To date, the U.S. has not appointed a new 
ambassador.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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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快樂

開卷有益  相約2021

 在過去的2020年，《看中國》有幸與
您同行。值此新年之際，《看中國》

全體員工向海內外各位讀者、各位榮

譽會員致以誠摯的問候，祝大家新年

快樂，萬事如意！

2020年大戲連連，風起雲湧，註定
是人類歷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美

國總統大選結果未定，武漢肺炎病毒

（COVID-19）發生變異，全球疫情
不容樂觀。人類正處於歷史的十字路

口，如何看清未來？如何趨吉避凶？ 

中華五千年文明蘊藏着卓越智慧。相

生相剋，福禍相依，大破或能大立，

大危難或意味著大轉機。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養浩然之氣，

禦外邪侵擾。

面對充滿無限變數的將來，廣開視

聽，辨明真偽，以智慧和良知照亮人

生的前程。讓我們相約在2021！ HAPPY 
NEW YEAR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恭祝各位恭祝各位

感謝各位客戶過去感謝各位客戶過去 3030 年對本人的信賴及支持！年對本人的信賴及支持！

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西北 Hamptons W/O 土庫�部完成

獨立�層屋 2356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屋頂 , �院向東 , ��一� , 主層�
�高 9 呎 , �實木�� , �上 2 �鋪實木�
� , 3+2 �� + 主層書� , 3.5 浴廁 , ��學
校�����車站� $649,900

獨立�式�層屋 1,605 呎 + 較�土庫完成（2014
年）, 大量裝� : �屋廁所翻� , 較�屋頂��合
����磚�大理石檯面�不�鋼煮⻝爐�洗�� , 
較�土庫裝� , �客� , 2 ����廁 , 3+2 ��
3.5 浴廁 , ��學校�
����車站� $439,900

Coventry Hills �屋�裝�

獨立�層屋 2285 呎 , 建於 2004 年 , �屋大
量裝� , �屋一樣 , 主層�實木��磚�� , 
客���層高���壁爐 , �上 4 ��設計 , 
主人�套廁� 5 件裝�套 , 較�完成土庫 , 
���� �1 ���
書���廁 � $515,000

西北 Evanston 步行 1 �鐘至學校

獨立�層屋 1954 呎 , 建於 1997 年 , 主層�
��� , �中��� , 客���高�層 , �
�裝� ( 大理石檯面 , 家� , �水爐 , �户 ,
�� , 浴廁 )�3 �� 2.5 浴廁 , �院向南 ,
光猛開陽 , �����
�車站� Costco� $485,000

西北 Citadel  �屋�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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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Country Hills �屋大量裝� 西北 Hamptons 豪� 15,000 呎�皮

獨立�層屋 2413 呎 + 土庫�部完成 , 由 Janssen 
Homes 建於 1999 年 , 光猛向南�院 , ��一� , 
主層��高 9 呎 , �實木��磚�� , 較�不�鋼
煮⻝爐�洗���3+2 ��,主層書� , 3.5 浴廁 , 
�大�院 , ���場�
����車站� $729,900

3 � 2 � � 2 浴 廁 柏 文 � � 697 呎,建 於
2017 年 , 開放式設計 , 客����廚�鋪
�合�� , ��理費 $270, 包暖��水 , 包
一�下停車位 , ������場 (Walmart, 
McDonald�s)� $212,500

西北 Kincora 水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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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層屋 1793 呎,土庫�部完成,建
於 2005 年,光猛開陽,向西�院,��
�大��,較�屋頂��牆�家���水
爐,3+1 �� 3.5 浴廁,��學校���
��場� $509,900

Panorama Hills ���大����景

獨立�層屋 1890 呎,土庫�部完成,建
於 2014 年,���屋,��一�,主層
� 9 呎高���實木��,中���,三
層玻�,3 �� 3.5 浴廁,��學校����
�車站� $499,900

西北 Evanston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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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明綜合報導】

阿拉伯建交以色列 
美推中東和平進程

在川普政府的推動下，以色

列與阿聯酋和巴林達成歷史性

和平協議，9 月 15 日，川普在

白宮主持簽署儀式。以色列 10
月 23 日同蘇丹恢復關係，12 月

10 日同摩洛哥建交。

美國與中東盟國合作斬首行

動，2020 年 1 月 3 日擊斃伊朗

聖城旅首腦蘇萊曼尼，11 月 27
日擊斃「伊朗核彈之父」法赫裡

扎德。

   美中外交戰 
   互關大使館

7 月 21 日美方下令休斯頓

中領館 72 小時內關閉，美方指

稱該領館為「間諜窩」。休斯頓

領館當晚匆忙焚燒機密文件，引

發火警。

7 月 24 日，中共外交部通

知美方關閉成都領館。 9 月 14
日，美國駐華使館聲明，美大

使布蘭斯塔德 10 月卸任。到目

前，美方仍未任命新大使，美中

外交關係降級。

80年最大洪水 
三峽面臨潰壩

5 月至 9 月，中國南方 26
省持續暴雨，重慶出現 80 年來

最大洪水，三峽大壩超出防洪限

制水位。為防潰壩，長江中下游

近千座水庫緊急泄洪，700 多條

河流水位超警戒，導致 1998 年

以來最嚴重的洪災。水利部統計

稱，2020 年洪水導致 6346 萬

人次受災。

安提法全美暴亂 
砸燒搶共產革命

非裔弗洛伊德案引發全美

24 州 40 多城市打砸搶燒、傷人

殺人的暴亂。警方發現 80% 的

店舖洗劫者為合夥從外地趕來的

安提法（ANTIFA）激進無政

府主義者。白宮宣布安提法為恐

怖組織。暴亂嚴重的紐約、西雅

圖等城的市長拒絕聯邦支援並限

制當地警力。

安提法起源於上世紀 20 年

代蘇共第三國際，是西方社會共

產主義暴力組織之一，在美國受

左派「全國律師公會」（NLG）

支持，金融大鱷索羅斯被曝是幕

後金主。

台灣防疫有效 
美台關係增進

因 2003 年中共隱瞞消息

而 經 歷 SARS 慘 痛 教 訓， 又

因 WHO 拒絕接納，台灣早在

2019 年底就開始嚴控武漢直飛

台灣的航班。未經封城或社會停

擺，染疫人數少，台灣成為全球

防疫典範。

中共軍方在台海頻頻武力威

脅。 8 月 4 日，美國衛生部長

阿扎爾訪台，這是 1979 年美台

斷交以來，訪台層級最高的美國

政府官員。 12 月 27 日，川普

簽署的聯邦撥款法案，內含「台

灣保證法」，支持台灣參與聯合

國事務、定期對台軍售、檢視國

務院對台交往準則等。

中推「港版國安法」 
美祭「香港問責法」

中共人大常委會 6 月 30 日

15 分鐘內通過「港版國安法」，

成立國安委和國安公署，不受香

港特區管轄，香港立法會、法院

等不能幹涉。

川普 7 月 14 日簽署香港自

治法案和行政令，終止香港特殊

待遇。美國 8 月 7 日通過《香港

自治法》，制裁11位港中官員。

12 月 7 日，美國追究 14 名中共

人大副委員長在破壞香港自治上

的責任，這 14 人及其直系親屬

禁入美國，凍結在美資產。

新型病毒 全球爆發 
政經改變 病毒變種

武 漢 肺 炎（COVID-19）
2019年12月始發於中國武漢，

當局封鎖消息。 2020 年 1 月

20 日，中方承認疫情，23 日武

漢封城，禁止國際醫學專家進

入。世衛組織與北京官方口徑

同步強調疫情可控， 3 月 11 日

才宣布定性為「全球大流行」。

截至 12 月 29 日，全球 191 個

國家和地區逾 8,145 萬確診病

例，逾 177 萬人死亡，是史上

致死人數最多的流行病之一。

疫情導致世界經濟停擺，社會

活動封鎖。

12 月底，疫苗在歐洲大量

分發 1 週後，英國突然爆發變

種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新一

波疫情，傳染性比原有病毒高

70%，60% 新患者染有新種病

毒，英國採取了最嚴格封城措

施，歐洲已經封鎖了和英國的

交通。WHO 警告：未來或發

生更大疫情，全世界應該認真

對待。

美國大選驚爆舞弊 
深層政府話題熱議

2020 年美國大選爆發大規

模舞弊，如選舉夜候選人得票

數增長的詭異曲線，上千證人

實名舉報選票舞弊，計票現場

的舞弊視頻， Dominion 投票

機的境外操縱結果等證據。

但這些證據被主流媒體迴

避， 被 YouTube、 臉 書、 推

特全面封殺，被各級州法院和

聯邦法院以技術性理由拒絕受

理。「深層政府」，由過去的

陰謀論，成為民眾如今熱議的

話題。

美國發布移民新規 
中共黨員移民受限

美移民局 10 月 2 日發布新

政策，共產黨員及其附屬機構成

員申請移民，均不受理。新規

案例包括：長期沒交黨費的「被

動退黨」不算數，申請人須出具

「主動退黨」證明；黨員持旅遊

簽證在美國機場海關被截，取消

簽證，原機遣返；申請入籍者或

已入籍者，因隱瞞過去的黨員身

份，被控移民欺詐罪。華人律師

提示同胞：全球退黨中心出具的

《退黨證書》，獲美國政府認可。

涉執行政治任務 
微信、抖音遭禁

抖音、微信等多款 APP
遭美國及多國不同程度禁止，

理由是這些應用涉嫌與中共政

府共享資訊，並執行部分政治

任務。

例如抖音海外版 TikTok 
2020 年 3 月傳播了大量「美

軍帶毒到武漢」相關影片；5
月，在美國全境發生暴力示

威後，傳播煽仇鼓暴信息；6
月，傳播教人如何參與破壞川

普的競選集會的信息。至於微

信，華盛頓智庫指，因涉及敏

感通信，微信風險程度更高。

中共能通過微信支付系統，收

集使用者面部、財務、職業及

私生活等敏感數據和信息。

  
Major Flooding in China

  Heavy rainfall from May to Sep-
tember caused widespread flooding 
in southern China. Water level rose 
above emergency flood control level 
in the Three Gorges Dam. To prevent 
dam failure, nearly 1,000 reservoir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opened their 
floodgates, swelling more than 700 
rivers and causing the worst flood-
ing since 1998. 63.46 million people 
were affected by this year’s floods.

Antifa Riots Across the U.S.
  The phone video of George Floyd’s 
death while under police arrest trig-
gered widespread protests in more 
than 40 cities across 24 states. Many 
of the protests descended into looting 
and riots, resulting in injury and kill-
ing. Police found that 80 percent of 
the looters were radical Antifa anar-
chists who were not local residents to 
the protest venue. The mayors of New 
York, Portland and Seattle, where the 
riots were severe, refused federal sup-
port and impeded local police forces’ 
ability to combat the riots.

Global Outbreak of CCP Virus
  The outbreak of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 (CCP) virus, aka CO-
VID-19, began in Wuhan, China, in 
December 2019. Chinese authorities 
concealed the outbreak until Janu-
ary 20, 2020, and then was forced to 
seal off the city of 5 million people 
on January 23. While international 
medical experts were denied access 
to Wuhan, WHO and Beijing of-
ficials reassured the world that the 
outbreak was under control. Yet on 
March 11 WHO declared a “global 
pandemic”, which subsequently 
resulted in global public health and 
economic devastation. As of Dec. 
29, more than 81.45 million cases of 
CCP virus infection have been con-
firmed in 191 countries and territo-
ries worldwide, with more than 1.77 
million deaths, making it one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s in history.

Taiwan Gets World Attention
  On August 4, U.S. Health Secretary 
Azar visited Taiwan, the highest-
ranking U.S. government official 
to visit since 1979, and on Decem-
ber 27, Trump signed a federal ap-
propriations bill that included the 
Taiwan Assurances Act, which sup-
ported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regular arms sales 
to Taiwan, and a review of the State 
Department’s guidelines for dealing 
with Taiwan.

Hong Kong Loses Autonomy
Without debate, China’s rubber-
stamp congress passed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within 
15 minutes of introduction June 30. 
The law established two security 
apparatuses that were no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Hong Kong SAR. 
It granted sweeping powers to arrest 
and prosecute anyone suspected of 
secession, subversion, terrorism or 
“collusion with foreign count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U.S. Election Fraud
The 2020 U.S. election was marred 
by widespread fraud, including evi-
dence of massive ballot dumps in 
favor of Joe Biden on election night 
in multiple Democrat-run cities in 
battleground states, violation of poll 
observer rules, thousands of wit-
nesses reporting ballot fraud, videos 
of fraud during vote counting, and 
offshore manipulation of Dominion 
voting machines.

U.S. Bans Communists
On October 2, the USCIS issued a 
new policy that excludes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af-
filiates from being considered for 
immigration. The new rules declare 
that party members cannot “pas-
sively resign” by not paid party dues; 
one must produce proof of “active 
resignation” of renouncing commu-
nist party membership to be allowed 
entrance into the U.S.

TikTok, WeChat Banned
For their roles in sharing informatio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arrying out political assignments on 
U.S. soil, TikTok, WeChat and other 
apps of Chinese origin was banned 
by the U.S.. For example, in March 
2020, TikTok distributed videos ac-
cusing the U.S. troops of introduc-
ing the CCP virus to Wuhan. As for 
WeChat, DC think tanks think it is 
more dangerous because people use 
it for sensitive communications and 
financial transactions. Use of the app 
will provid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cess to the user’s sensitive infor-
mation such as facial recognition, 
finances, careers and private lives.

2020年
十大新聞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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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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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 Images)

(視頻截圖)

(網絡圖片)

(網絡圖片)

(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Dominion涉嫌造假，其總裁
John Poulos在聽證會上
(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https://avalonmasterbuilder.com/rockland-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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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種病毒全球蔓延 加國已發現

【看中國訊】應對武漢肺炎疫情，

加拿大聯邦政府推出了緊急福利金

（CERB），為那些無法領取就業保險金

（EI）的受雇 / 自顧人士提供救助。在

CERB 申領條件中，其中有一項是對申

領人收入的要求：2019 年收入或申領救

助金前 12 個月內收入達到 5000 元。但

是稅務局（CRA）並沒明確規定 5000 元

是否指淨收入。

後來，CRA 發布消息稱，有未滿足

條件的人士「錯誤地」領取了 CERB。

隨後，CRA 聯繫了 44.1 萬名加拿大人，

要求他們還款，有些人欠款高達 1.4 萬

元。一些被要求還錢的人對 CERB 的資

格要求感到困惑，特別是與自僱人士的

收入有關。

近日，一份網上請願書呼籲加拿大稅

務局 (CRA) 取消還款。截至發稿時，這

份請願書已經獲得超過 8 萬個簽名，人

們希望加拿大稅務局原諒那些善意的「錯

誤地」領取了 CERB 的人。

「這些申請人中的許多人都是誠心

誠意地申請這些福利，反覆閱讀申請資

格要求，以確保符合要求。」請願書中

寫道。

政府承認 CERB 申領條件中對收入

的定義不清，但 CRA 官員表示，目前仍

沒有取消還款的計畫。

雖然 CRA 沒有規定還款的最後期

限，但其建議人們在12月31日前還款，

以確保不影響他們 2021 年報稅。對於確

實須返還部分 CERB 的人，CRA 表示，

可以根據個人支付能力安排，因為在疫

情緊急狀態期間，稅務局已暫停了追收

欠款。

CRA 還警告民眾要提防 CERB 還款

騙局，不要輕信看似是 CRA 發出的要求

還錢或提供個人信息的簡訊、電話或電子

郵件。

【看中國訊】近日，在安大略省和卑

詩省已發現傳染性更強的 COVID －19
變種病毒感染案例，該變種病毒於近期

在英國首先被發現。有研究表明，在英

國首次發現的新型變異病毒株「VOC-
202012/01」（或名VUI–202012/01、病毒

株 B.1.1.7）可以更容易、更快地傳播，其

傳播力比原始病毒高出 40% 到 70%。目

前還沒有證據表明，加拿大衛生部批准的

疫苗對新變種的效力將有所降低。

12 月 26 日，安省衛生官員說，當地

發現兩起確診病例，被感染者是該省南部

的一對夫婦，近期沒有已知的旅行記錄，

也沒有與高風險的人接觸過。兩人目前已

進入自我隔離檢疫狀態。安大略省 26 日

進入封閉狀態。第 3 例是一名渥太華居

民，他目前在進行自我隔離檢疫，該患者

12 月 19 日從英國返回，進入加拿大後進

行了自我隔離，僅一名與該患者同住的人

被視為高風險。

卑詩省上週日（12 月 27 日）宣布

發現了首宗變種病毒案例，這名受感染

者住在溫哥華島，該患者於 12 月 15 日

乘坐加航 AC855 航班，從英國返回加拿

大，在 14 天檢疫期中出現了症狀後進行

檢測，12 月 19 日確診，已隔離了少量的

親密接觸者。

在英國出現了變種病毒病例之後，加

拿大政府已宣布至明年 1 月 6 日，禁止

來自英國的航班入境。

目前英國首先發現的變種病毒已經蔓

延到義大利、荷蘭、丹麥、瑞典、德國、

西班牙等國。澳大利亞、日本、以色列、

奈及利亞等國也陸續發現該變種病毒。

12 月 29 日，美國科羅拉多州政府確認，

該州一位患者確診罹患 COVID-19 變種

病毒。

據法新社報導，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地方政府 26 日已經確認境內出現 4 名

確診患者，他們帶有新型變異的病毒株

(VOC-202012/01)。
馬德里自治區衛生副部長稱，這 4

名新增病例都是近期從英國進入西班牙的

民眾，他們目前的健康情況狀況還可以，

這種新型病毒株儘管具有更高傳染性，但

它不會讓人病情變得更加嚴重，因此民眾

不必慌張。

12 月 22 日，西班牙官方宣布，除本

國國民及有居留權的民眾之外，所有來自

英國的旅客都禁止進入西班牙。

另據日本媒體日本放送協會（NHK）

與共同社報導，12 月 26 日，日本新增加

2 名確診患者，他們都感染了新型變異病

毒株「VOC-202012/01」。這也是日本

首次在機場檢疫區之外檢測出新變異病毒

株的病例。

日本厚勞省稱，患者是一位剛從英國

返日居住在東京的機長。因為是機長，不

屬於機場檢疫的對象；另一名女子近期沒

有去過英國，因此推測她應該是在國內被

機長傳染而得病，這是英國變種病毒株在

日本國內人傳人的首例。

由於新型變異病毒株的出現，導致

日本政府於 12 月 26 日晚宣布，自 12 月

28 日開始至 2021 年 1 月底，日本將全

面禁止來自其他國家地區的旅客入境。借

加強邊境防疫措施阻止疫情在日本蔓延。

在這期間，具有居留權的日本人和外國人

可以返回日本，必須在家中或旅館自我隔

離 14 天。不過先前日本所開放商務往來

的 11 個國家（包括南韓、臺灣、中國與

越南等），並不在此次禁止的範圍之內，

仍然維持商務人士可以入境。

此外，馬來西亞也出現了另一種變

種的病毒株 A701V，而且研究人員於境

內多達 85% 病例中，皆發現了此種病毒

株；而之前曾經在境內流行的變種病毒株

D614G，則出現在 100% 的病例中。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大爆發影

響全世界，許多人失業或陷入經濟困境

中。日前，在艾德蒙頓一處社區，一位匿

名人士以聖誕老人的署名，對數百位居民

寄發打氣詩文和 250 加元的沃爾瑪商場

禮品卡。

艾德蒙頓居民麥諾頓（Leigh － Ann 
MacNaughton）在臉書上發文表示，她

醒來在門前階梯發現了一個信封袋，裡面

裝著一張豐厚的禮品卡和一首有關希望和

團結的詩文，寫著：「疫情過去幾個月奪

走大批人命，多月以來民眾艱苦度日，但

明年日子會更好。」麥諾頓說：「我整個

早上都在哭。」

在疫情期間失業的鄧南特（Elisha 
Tennant）在見到這封神秘信時同樣熱淚

盈眶。她對加拿大廣播公司（CBC）表

示，這樣的禮物真是非常暖心，令人感

動，這是她們家一個月的買菜錢。

當地居民告訴媒體，該社區平安夜當

天出現的類似信封袋約 400 封，信封內

除了詩文，還有價值 250 加元的沃爾瑪

（Walmart）連鎖賣場消費券。

寄件人信末署名「神秘聖誕老人」並

附有電郵，媒體通過電郵找到了這位「聖

誕老人」。對方表示，之所以會這麼做，

是因為知道很多人在這一年過得很困苦，

而他有能力助人一臂之力，也希望這些禮

物讓人們感受到這世界是美好的，並且更

光明的未來就在前方不遠。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下，世界

各國都出臺了各種防疫政策，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針對遏制入境傳播制定的隔離

政策。很多國家或地區，都要求入境人

員必須強制進行為期 14 天的隔離。對

於被隔離者來說，14 天確實非常漫長。

因此，近日加拿大已經在考慮取消 14
天的隔離政策了。只要入境的加拿大人

以及國際學生，在入境時機場檢測結果

為陰性，就可無需進行隔離，直接入境

正常生活，但於一星期內仍需進行第二

次檢測。

目前，卡爾加里和蒙特利爾兩座城市

已經開設了機場檢測站，作為旅客即使檢

測的試點，在安檢區域前對旅客進行檢

測，15 分鐘即可快速出結果。

亞省衛生局發言人表示，入境檢測試

點項目的運行狀況良好，亞省將於明年把

埃德蒙頓機場也納入試點機場中。機場管

理局負責人表示，他們非常希望這個計畫

能夠完全取代 14 天隔離政策。

該措施只針對搭乘國際航班入境的旅

客，國內航班旅客則不需要檢測。蒙特

利爾的檢測費用為每人 149 加元，暫時

只針對法航、KLM、Air Transat 和 Air 
Canada 乘客。

加拿大聯邦政府自今年 3 月起實施

限制令，只有多倫多、蒙特利爾、卡爾加

里和溫哥華 4 個機場接收國際航班。

溫哥華機場目前尚不清楚會否加入該

試點項目，但此前已推出離港快速檢測服

務，並表示對入境快速檢測非常支持，期

待政府將來批准在溫哥華機場及加拿大其

他機場的推行實施。

溫哥華機場與西捷航空、UBC 大學

以及 Providence Health Care（PHC）共

同合作推出了加拿大首個登機前快速測試

實驗，對選定的離港航班乘客進行自願的

COVID-19 快速檢測，測試檢驗結果和

檢測過程。自 11 月 27 日起，溫哥華機

場快速檢測已正式啟動，隨到隨檢，用唾

液代替鼻腔樣本，15 至 20 分鐘即可獲得

檢測結果，大大增加了在旅行前識別出潛

在感染者的機率。

此外，自 11 月 21 日起，加拿大政

府要求最終目的地為加拿大的航空旅行

者，在登機之前通過 ArriveCAN 以數字

的方式提交信息，且入境之後必須通過

ArriveCAN 或 致 電 1-833-641-0343 提

供信息。

ArriveCAN 可以作為一種手機應用

程序、也可通過在線登陸來使用。兩個星

期的隔離政策，讓不少人打消了非必要旅

行的念頭，也讓因短期出差或探親而不得

不過境的旅客十分苦惱，因為這樣浪費了

不少寶貴的時間。但出於安全考慮，隔離

似乎又是必要的。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視頻截圖）

加拿大或將豁免留學生入境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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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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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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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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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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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990$37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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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850

$699,000$699,000$6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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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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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000$699,000$6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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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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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智鵬 Jim

土地出售 新近建成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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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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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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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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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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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www.cathychen.cawww.cathychen.ca

緊急福利金還款期來臨 數萬人請願減免 平安夜收到神秘大禮
艾城居民感動落淚

（Shutter Stock）

http://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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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近日來，大陸多地爆出

武漢肺炎疫情。據大陸官媒消息，12 月

28 日，北京市新增 7 例本地武漢肺炎確

診病例，並宣布疫情防控進入應急狀態。

當日，瀋陽新增 6 例本地確診病例，當

局要求瀋陽高校不得提前放假；當日大連

新增 2 例本地確診病例。

另據黑龍江黑河市媒體報導，12 月

29 日下午，黑河市政府通報黑河市出現

嚴重疫情，發現一老年患者肺炎重型，這

名患者的孫子也被確診。目前當局將愛輝

區喇嘛臺社區學府佳苑小區調整為中風險

地區。

29 日江蘇無錫當局通報，發現一例

感染者，而這名感染者曾去過醫院就診，

去過餐館用餐等，目前該患者行動軌跡已

經公布。

29 日凌晨，浙江杭州市發現一例無

症狀感染者，系某安保公司員工。相關人

員半夜被叫起來進行核酸檢測。

日前有網友爆料稱，12 月 23 日、

24 日，武漢天馬微電子公司員工全員做

核酸檢測後，有數千人出現發熱、咳嗽、

流鼻涕症狀。 25 日，武漢天馬微電子有

限公司發聲明稱，武漢天馬 G4.5 產業基

地於 12 月 23 日至 24 日組織了全員核酸

檢測，所有檢測結果均有陰性，並未出現

網路平臺所爆料的相關情況。隨後，當地

媒體《楚天都市報》也引述天馬公司的聲

明「闢謠」。同時還要求民眾不信謠、不

傳謠。但網友們紛紛表示：「闢謠就是官

宣證實」。

有中國網友留言表示：「既然是謠

言，那官方闢謠的公告為啥不聲明要對造

謠生事的追加法律責任？」、「官方的闢

謠，你懂的」、「反正最近的闢謠，第二

天都會變成真的」、「現在看見不造謠不

傳謠就想笑，想想李文亮」。

由於北京當局慣於隱瞞疫情真相，目

前真實情況尚有待核查。

有網友在 Twitter 發布視頻顯示，從

12 月 27 日開始，瀋陽疫情大規模爆發，

許多小區突然就被封閉，有的居民要去上

班，才發現小區已經封了，禁止居民出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On December 22,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Office of the General Coun-

sel sent a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
sity of Alabama. The letter begins by stating 
that under Section 117 of the Higher Educa-
tion Act of 1965,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
tion must report gifts and contracts “from or 
with a foreign source” to federal authorities.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was given 30 
days to produce the “True copies of each gift 
or donation agreement, contract, and/or con-
ditional gift or donation” received by these 
universities, corporations, and/or ag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n fact, on Oct. 20, US Secretary of Edu-
cation Betsy DeVos (D-CA), along with offi-
cial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released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showing that U.S. universities did not 
report approximately $6.5 billion in foreign 
gifts and contract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rom 
2014 to 2020, U.S. universities had received 
a total of more than $19.6 billion in foreign 
gifts and contracts, including nearly $1.5 bil-
lion from China, $3.1 billion from Qatar, and 
$1.1 billion from Saudi Arabia. 

  The report notes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foreign funding goes to the largest and most 
prestigious U.S. universities that receive 
billions of dollars through a range of inter-
mediaries. These universities are dependent 
on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U.S. taxpay-
er money for subsid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are largely diverted from a sense of taxpayer 
obligation or concern for U.S. national inter-
ests, security or values.

  Yale University had received at least $375 
million in foreign donations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without reporting them. The Uni-
versity of Pennsylvania received a $3 million 
dollar donation last year that was questioned 
because it could not explain the source. There 

were even donations coming from several 
mysterious shell corporation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 Free Bea-
con, one of the Hong Kong shell company is 
called Nice Famous Corporation Ltd., owned 
by a Shanghai businessman named Xu Xe-
uqing. Xu has no apparent ties to the Uni-
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was previously 
involved in a public corruption scandal in 
Shanghai that he got out of unscathed. Docu-
ments reviewed by the Washington Free Bea-
con indicate that the businessman has close 
ties to the CCP.

  Since 2012, the CCP has provided 
$680,273,016 in gifts and contracts to 87 
U.S. universities. The 15 institutions that re-
ceived the most donations include:

  1. Harvard University $79,272,834
  2.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64,842,308
  3. Stanford University $57,826,822
  4. New York University $47,921,981
  5.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33,531,022
  6.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32,919,192
  7.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31,332,013
   8.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31,472,548
  9. 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 $23,988,361
 1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3,044,226
 11. Yale University $21,832,445
 12.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829,587
 13. Ball State University $16,235,586 
 14.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3,784,326
 15. Princeton University $9,608,438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ad-
dressed the threat of the CCP in his speech 
at the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n 
Dec. 9. He emphasized that the CCP poses 
a danger to security and free speech on U.S. 
college campuses and that many U.S. univer-
sities are being “bought” by Beijing and are 
censoring themselves to avoid offending the 
communist regime. Pompeo warned that the 
Communist regime is “poisoning the well of 

ou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or its own 
ends” and “degrade our freedoms and Amer-
ican national security” 

  In a commentary on Fox News, former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peaker Newt Gin-
grich (R-Ga.) said Beijing has been using a 
“money strategy” to influence US post-sec-
ondary institutions for years, donating large 
sums of money and partnering with universi-
ties to establish cultural centers. 
  Gingrich said, one of the universities that 
Beijing has its closest eyes on is Harvard. In 
recent years, Harvard has received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 contracts and gifts from 
Beijing.

  When Beijing sees an area of technical im-
portance, it seeks out scholars with relevant 
expertise to fill the gap and provides the 
scholar with “project cooperation funding.

  In January this year, Charles Lieber, chair 
of Harvard’s Chemistry and Chemical Biol-
ogy Department, was arrested.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harged him with par-
ticipating in the CCP’s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He was federally indicted for al-
legedly lying to the US about their involve-
ment with China’s government. 

  U.S. prosecutors say he became a “strategic 
scientist” at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
ogy in 2011 and was paid $50,000 per month 
plus living expenses of $158,000. He was 
also provided $1.5 million to set up a re-
search lab in exchange for preparing inter-
national seminars, publishing papers and ap-
plying for patents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On June 9,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indicted Lieber on charges of “making false 
statement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Lieber was later indicted on tax charges. 

  In addition to using direct donor funds to 
influence U.S. universities, the CCP has es-
tablished more than 100 Confucius Institutes 

on campus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Con-
fucius Institutes around the world are man-
ag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n in-
stitution directly under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ir 
funding,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ir Chinese 
directors and teaching staff. The U.S. Depart-
ment of State designated the Confucius Insti-
tute as a Communist foregin mission earlier 
this year. 

  Willy Lam,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a 
Jamestown Foundation fellow, describe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s “a base from which 
Beijing’s propaganda and unification ex-
perts can infiltrate its partner universities and 
shape the views of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 
2011, a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of-
ficial candidly admitted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a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
tion to enhancing soft power. The Confucius 
brand has a natural appeal. Everything seems 
reasonable and logical under the pretext of 
teaching in Chinese. 

  Moreover, a year ago, the Communist 
Party’s propaganda minister made it clear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the overseas 
cultural centers supported by the CCP  were 
part of “an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war to 
create a goo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 In addition, the CCP is providing 
“Confucius classes” to more than 500 K-12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ame of 
supposedly teaching Chinese. 

  In February, a report by the Senate Home-
land Security Subcommittee, a bipartisan 
group of U.S. lawmakers, recommended that 
U.S. universities close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 recommendation was supported by vari-
ous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and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美政府調查中共對美大學影響力
China’s Vigilant Influence over U.S. Universities

北京、瀋陽疫情升溫 杭州等地現病例

圖片來源：Twitter:@tw_tomy_

瀋陽市 · 12月29日 黑河市 · 12月29日

行。當局也出動大巴士，將密切接觸者拉

走隔離。目前，瀋陽市五個小區均已封閉

管理，並對小區居民進行全員核酸檢測。

另一則視頻顯示，29 日黑龍江省黑

河市突爆嚴重疫情，雖然當局稱只發現一

例重型確診病例和一名感染者，但整個黑

河城已經被封閉，任何人不得隨意進出。

另外，29 日江蘇無錫天鵝湖小區封

閉，杭州市某小區封閉的視頻也在網上廣

為流傳。

【看中國訊】2020 年 4月中旬，中國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對武漢市民

衆進行的一項 COVID-19 病毒抗體研究

表明，在武漢市生活的 1,100 萬人中，有

4.43% 的人有 COVID-19 病毒抗體。相

當於有近 50 萬人感染過武漢病毒，但當

時武漢市報告了約 50,000 例感染。

CDC 的研究，對武漢和附近六個省

的 34,000 多人進行了抽樣調查。據《南

華早報》12 月 29 日報導，在武漢以外

的地區，研究發現抗體率顯著降低，為

0.44%。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說，低比

率表明，武漢的疾病控制措施「有效地阻

止了該病毒的大規模傳播」。

武漢市4月份
肺炎感染人數或達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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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房地產市場2021年預測
【看中國訊】日前多家加拿大房地產

機構及銀行均發布 2020 年報告，指在今

年春季 COVID-19 爆發期間，加拿大的

房市短暫擱淺，此後又出現了創記錄的增

長，預計這種增長將持續到新的一年。

加國最大房地產平台 Zoocasa 的首

席執行官 Lauren Haw 在她的 2021 年房

市趨勢報告中引用了了多名業內頂級經紀

人，預測 2021 年加拿大房地產市場的發

展前景。

「18小時城市」將持續發展
「18 小時城市」的概念相當於二線城

市，不過不同的是，加國二線城市往往代

表著有現代化的配套、清幽的居住環境及

較慢的生活節奏。隨著遠程工作的選擇在

全國範圍內變得越來越普遍，目前一些加

國公司考慮將其成為永久化選項，於是越

來越多的購房者開始優先考慮居住空間的

質量。

這不僅導致了單戶住宅銷售量的飆

升，也刺激了買家將找房的邊界遠遠擴大

到城市範圍之外。Haw 說：「許多人把目

光投向了 18 小時城市，通常被定義為具

有吸引人的設施、高於平均水平的人口增

長以及比最大的城區更低的生活成本和商

業成本的中等規模城市，以找到更好的價

值」。

此外，18 小時城市的崛起，意味著

加拿大將加速成長，因為二線城市的發達

不但帶動當地就業和發展，更會創造出新

的資產增值市場。

例如，在渥太華，11 月份的房價同

比上漲了 19%，潛在買家的競爭依然激

烈。渥太華 Zoocasa 的經紀人 Jonathan 
Amodeo 說：「由於外地買家過渡到渥太

華市場，催生了巨大的購買需求，我們可

以預期新的一年價格會被推高」。

買家將面臨激烈競爭

隨著 2020 年 3 月份封鎖令的實施，

全國經濟幾乎陷入停滯狀態，春季房市也

不例外，價格和銷量都出現了創記錄的下

降。後來加國房地產行業轉為虛擬優先的

模式。

隨著案件數量在夏季有所緩解，潛在

的需求和有限的庫存導致了許多人所描述

的「春季市場延遲」效應，隨後導致了全

年剩餘時間內經歷的創記錄的銷售。

Haw 在報告中指出，「基於今天對獲

批的 COVID-19 疫苗在未來幾週和幾個

月內推出的預期，再加上整個房地產行業

現在已經有了安全工作的經驗，買家和

賣家可以期待更多傳統的房地產週期在

2021 年重新出現，市場將在春季和秋季

最繁忙」。

更重要的是，Zoocasa 最近的一份報

告發現，加拿大 25 個主要住房市場的住

房競爭對賣家非常有利，包括多倫多、溫

哥華、渥太華、滿地可、卡爾加里、艾德

蒙頓、密西沙加、溫尼伯、里賈納等，其

中一些買家競爭最激烈的情況還集中在滿

地可、卡爾加里、艾德蒙頓、密西沙加、

溫尼伯這些中型城市。Haw 說，我們可

以預期這種趨勢會繼續下去，因為更多追

求更多面積和綠地的加拿大人願意進一步

尋找住房。

公寓租賃需求將上升

在整個工作場所、大學和加拿大邊

境普遍關閉旅遊和移民之後，10 月份多

倫多等大型城市的公寓密集市場的出租

房空置率上升了 2.8%，高於上年同期的

僅 0.7%，也是十多年來首次達到最高水

平。需求低迷導致新房源增加，租金價格

也隨之下降，特別是在整個市中心，以及

短期租賃的熱門地區。

Haw 指出，「租賃市場受挫於今年的

封閉措施，如果 2021 年邊境重新開放，

生活開始恢復於疫苗導致的流行前的樣

子，我們可以預期城市中心的租賃需求將

再次增長，特別是在今年下半年。」

多倫多的 Zoocasa 經紀人 Andrew 
Kim 補充說，「如果租房者想在黃金地段

入手一套漂亮、時尚的市中心公寓，現在

是鎖定它的好時機。」

抵押貸款利率 
將繼續保持低位

為應對疫情，加拿大央行在今年大部

分時間裏將隔夜貸款利率維持在 0.25%
的「有效下限」，並計畫將這一利率維持

到疫情帶來的經濟受挫被消化為止，這可

能至少要到 2023 年。而抵押貸款利率則

仍處於歷史低位，固定抵押貸款利率徘徊

在 1% 關口附近。

加拿大央行早前也表示，加拿大經濟

在 2023 年之前不會恢復到 COVID 之前

的水平，在此之前，房貸利率很可能保持

在低位。

Haw 補充說，就抵押貸款利率而

言，隨著債券市場因疫苗消息和推廣而復

甦，固定利率仍有可能略有上升。不過即

使固定利率上升，這也會反過來影響到房

地產價格的上漲速度，因此 2021 年初仍

亞省住房負擔力報告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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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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tter Stock）

是入市的好時機。

草原地區 
房市將會提振

今年，草原地區（亞省、薩省及曼

省）受到疫情以及能源市場波動對就業

和消費者債務及支出的持續影響。儘管如

此，該地區的住房競爭依然激烈，今年秋

季該地區所有主要地區都出現了強勁的賣

方市場狀況。

Haw 指出，「草原地區各大城市的平

均房價都在 50 萬美元以下，該地區的經

濟和移民開始因疫苗而復甦，速度比其他

城市更快我們可以預計，草原地區的房市

可能會在今年晚些時候開始反彈」。

【看中國訊】儘管受武漢肺炎疫情影

響，卡爾加里的房地產市場一直銷售相對

活躍。然而，研究機構房地產投資網發布

的最新報告顯示，從投資角度來看，卡城

房市仍然處於低迷狀態。該機構的副總裁

詹妮弗．亨特（Jennifer Hunt）說：「房

地產週期處於低迷階段。」

報告認為，卡爾加里房市（與加拿大

大多數其他城市一樣）從投資角度來看正

在大跌。儘管如此，亨特指出，該報告表

明，對於那些有能力等待復甦的勇敢的投

資者來說，市場並非沒有其投資機會。「如

果您打算採取買入並持有的策略，那麼現

在正是這樣做的好時機。」她說。

相比之下，當前的市場狀況可能會使

現在成為購買投資性房地產以立即出租或

修理和翻轉的糟糕時機。

根據卡爾加里房地產局的數據，亨

特指出，這座城市的房價處於長期下行

週期，房屋的基準價格從 2015 年的約

470,000 加元下降至上個月的約 424,000
加元。

亨特說：「可以市場底部買入房產，

以支付最少的錢，然後持有它，等待回

彈。」

報告顯示卡城房市低迷

https://partners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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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霸王級寒流侵襲中國，中

央氣象臺於 12月 29日晚間 6 時持續發布

「寒潮橙色預警」，中國中東部大部地區

將是大風和強降溫的天氣型態。預計 12
月 29 日晚間 8 時至 31日晚間 8 時，江淮

東部、江漢東部、江南中東部、華南北部

和東部等地降溫 12 至 16℃，局地降溫幅

度可達 16℃以上，上述地區還將有 4 至 6
級、局地大風甚至可達 10 至 11 級。

中央氣象臺還提醒，預計在 12 月 30
日的早上，0 度線就會越過長江，長江中

下游地區的氣溫將會斷崖式下跌，31 日

早晨 0 度線將繼續南移，直至廣東北部、

廣西北部一帶，屆時中國將有超過 8 成

的國土被「冰凍」。

河南省氣象臺 12 月 29 日晚間 6 時

45 分發布低溫藍色預警：預計當晚到 30
日上午，黃河以北和三門峽、洛陽、商丘

三地區及南陽地區北部、鄭州地區西部、

信陽地區南部山區最低氣溫將降至零下

10℃以下。

與此同時，浙江、湖南、江西、內蒙

等多地卻成為中國停電「重災區」。

位於湖南省長沙市的麓谷訊息港物業

運營中心 28日便發出「緊急通知」，指電

力公司將在 12 月 30 至 31日對園區進行

用電控制，大樓將會停電；燃氣公司也於

12 月 29 日至 1月1日停止供應天然氣，

並安排各單位在 12月 30 至 31日休假。

湖南科技大學也於 28 日發出停電通

知，指當晚 10 時 30 分至凌晨零時，第

十教學樓東附樓、化學樓、化工樓、理論

有機化學與功能分子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體育館、物理樓、生物樓、生物園、第一

田徑場停電，電梯、網路隨停電而中斷。

浙江省多家工廠也收到政府緊急通

知，要求從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實施

限電，所有加工廠全部停止生產。甚至政

府機關鬥收到通知，要求氣溫在 3℃以上

不得開空調。益陽市工業和訊息化局則發

通知，要求即日起下午 5 時至晚上 8 時

關停景觀燈，路燈減半開啟，待上級通知

後再恢復正常。

江西、內蒙等多地也有類似限電通

知，要求地方電力部門採取相關措施。江

西省發改委從 12 月 15 日起，每日早晚

高峰段實施可中斷負荷，並啟動有序用電

工作；內蒙烏蘭察布地區發布有序用電方

案通知，限制當地居民用電。

網路上，大陸網友抱怨聲一片。 12
月 30 日晨，仍能看到大量民眾抱怨，他

們紛紛表示，「最近長沙限電限氣，公司

一律開始停止供暖，... 差點把我人都凍

沒了。」「好冷啊，還限電，空調都不能

開。」「長沙限電辦公室不開暖氣想冷死

誰啊。」「2020 年的最後三天，天氣預報

最冷的三天，限電、關空調、關取暖。這

是要凍死在這年尾嗎？」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報導】美國

總統川普已經簽署了 2.3 萬億美元的武漢

肺炎（COVID-19）疫情紓困法案和政府

支出法案，為數百萬美國人提供失業救

濟，也避免部分政府部門關門的狀況。

12 月 27 日，川普總統在個人推特

發文：「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紓困法案和政

府支出法案的好消息，詳細信息隨後發

布！」

隨後，美國白宮官方網站發表了川普

總統的一份有關簽署武漢肺炎疫情紓困法

案和政府支出法案的聲明。川普總統在聲

明中說：「作為美國總統，我有責任保護

我國人民免受中國病毒造成的經濟破壞和

困苦。」

以下是川普總統聲明的譯文：

我瞭解到，由於民主黨執政的州採取

了嚴厲的防疫措施，導致許多小企業被迫

停業關閉。許多人重新開始工作，但直到

所有人都能重返工作崗位，我的工作才算

完成。

幸運的是，由於我與國會在今年早

些時候通過了 CARES 法案（CARES 
Act）的合作，我們避免了另一場（經濟）

大蕭條。在我的領導下，Project Warp 
Speed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的政府和我

提前多年開發出了一種疫苗，超出了人們

的期望，我們正在將這些疫苗和即將推出

的其它疫苗分發給數百萬人。

身為總統，我已經告知國會，我希望

減少很多不必要浪費的資金，而要給美國

人更多的錢，每位成年人 2,000 美元，每

個孩子 600 美元。

作為總統，我要根據 1974 年的 the 
Impoundment Control Act 提出許多要

求。該法律規定：只要總統確定不需要

任何預算授權的全部或部分，就可以執

行其所計畫的全部目標，或計畫範圍，

或因財政政策及其他原因（包括終止已

提供預算授權的項目或行動），而取消該

預算授權，總統應向國會兩院致意，說

明其保留金額，撤消的原因以及撤消的

經濟影響。

我將在 Omnibus and Covid 紓困法

案簽字，並強烈要求國會需要削減不必要

的資金。我將逐項將帶紅線的（法案）版

本寄回給國會，並附有正式的撤銷請求，

其中堅持要求從法案中刪除這些資金。

我簽署這項法案，是為了恢復失業

救濟，停止遷離，提供租金援助，為

PPP 增加資金，讓我們的航空公司職員

重返工作崗位，為疫苗分發提供更多的

資金等等。

週一，眾議院將投票決定是否將個

人紓困援助金額從 600 美元提高至 2,000
美元。若是通過，一個四口之家將獲得

5,200 美元。此外，國會已承諾，將對第

230 條款（此條款令科技巨頭獲益匪淺，

但卻損害美國民眾的利益）進行審查，

並予以終止或實質性修訂。

【看中國訊】今年澳中關係趨向緊

張，中國持續對澳大利亞進行貿易報

復，而煤炭進口又是中國針對的一個重

點，這導致澳大利亞向中國的出口急劇

下降。

據美國之音報導，近期越來越多運

載澳大利亞煤炭的散貨船被困在中國沿

海，等待卸貨，數量達到 82 艘，船上載

有 800 到 1000 萬噸煤炭，涉及的船員多

達 1500 餘人。船上貨物價值超過 11 億

澳元（約合 8.12 億美元），引發澳大利

亞政府擔憂。

紐約時報 12 月 26 日報導，一些被

困運煤船上的各國的海員對被困海上感到

沮喪，情緒憂鬱，精神健康急劇惡化，而

且有人曾試圖自殺。

中國是全球最主要煤炭消費國。

2020 年前 10 個月中國累計進口近 2.4 億

噸煤，其中從澳大利亞進口量多達 7049
萬噸。

但是，在澳大利亞今年 5 月呼籲要

求國際社會對新冠病毒源頭展開獨立調查

後，中國感到惱怒，並開始對澳大利亞展

開貿易報復。中國禁止進口的澳大利亞產

品已多達十幾種，其中煤炭、鐵礦、大麥

等都赫然在列。

今年入冬以來，中國大面積停電，尤

其是繼浙江、江西、湖南、廣東等省後，

北京、上海也相繼停電。有分析表示，中

國的電力很大部分是靠燃煤的火力發電，

但目前對澳大利亞進行煤炭禁運報復，造

成沒有足夠煤炭發電，是「殺敵一千，自

損八百」。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2

月上旬，全國煤炭價格已經普遍上升，熱

值 4500 大卡到至 5800 大卡的混煤，已

經比 11 月下旬分別升了 2.2% 到 3.4%
不等；而且諮詢公司 SunSirs 的數據顯

示，中國大宗商品進口港秦皇島的動力煤

庫存量，已經接近 2 年低點，從 5 月以

來，價格已經飆升近 67%。

基於上述的情況，迫使許多電廠減

產，而且廠商都認為，問題不會很快就能

夠獲得解決。因為當下中澳關係仍然僵持

不下，有一名華電集團主管表示，我們認

為這些小事，並不會讓北京政府就放鬆

進口管制，因為在中國「政治永遠是第一

的」。

有「戰狼」之稱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 11 月 25 日曾辯稱，近年來中國

海關對進口煤炭的安全質量進行風險監

中國八成國土「凍透」 多地仍限電

川普總統簽署紓困法案

【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倍受矚

目的美國納什維爾聖誕爆炸案似乎並不簡

單。除了炸燬 AT ＆ T 大樓外，太陽風

（SolarWinds）公司也在被衝擊之列，有

分析指出，這起案件的背後有太多的巧

合，都與中共有關聯。

AT ＆ T 大樓的前擁有者是博龍資

產管理有限公司，其前高管是涉入本次

大選欺詐的 Dominion 的母公司 SSC
（Staple StreetCapital）。大選前一個月（ 
今年 10 月），SSC 獲得了紐約瑞銀證券

的四億美元投資。中共曾擁有瑞銀證券

75% 的股份。

此外，AT ＆ T 和 Dominion 均是

太陽風的客戶。太陽風（SolarWinds）
於 2020 年 3 月起遭受震驚全美的黑客

入侵，事件涉及國家安全，其客戶包含

425 家財富 500 強公司和美國軍方、國

務院、總統辦公室等。

太陽風由銀湖公司（Silver Lake）
和托馬．布拉沃（Thoma Bravo） 擁

有。在 2015 年之前，與中共關係密

切 的 銀 湖 擁 有 SunGard， 這 是 一 家

IT 公司，其數據中心就位於納什維

爾聖誕節爆炸地商業街 200 號（200 
Commerce St.）。

聖誕節早晨 6：30， 警方接到「有人

開槍」的報案電話後，前往市中心發現一

輛房車停在第二大道和商業街附近的 AT 
＆ T 大樓外。警察沒有發現槍擊事件的

任何證據，因此他們召集了拆彈小隊。約

30 分鐘後，房車播放了提前錄製的撤離

消息後，發生了大爆炸。

根據銀湖網站的個人簡歷，銀湖

執行合夥人兼董事總經理、太陽風董

事局主席郝也康在 2008 年 ~ 2011 年
領導建立了公司在中國和日本的辦事

處，並領導了銀湖對阿里巴巴集團的

投資。網站還顯示，郝也康目前在包

括太陽風（SolarWinds）、諾頓救生鎖

（NortonLifeLock）在內的幾家公司的董

事會中擔任董事。

太陽風去年 3 月被網絡攻擊之前的

數月，托馬．布拉沃在 2019 年以 18.8 
億美元的價格從「有深厚中資背景的私募

投資公司」的 XIO Group 手中收購了汽

車測評公司 J.D.Power。毛阿敏的先生解

直錕稱，他向 XIO 提供了近 10 億美元

的種子資金。

太陽風公司與中共的聯繫密切。太陽

風在 2020 年 5 月與 M.Tech 合作，以擴

大在中國的商業機會。太陽風網站顯示，

其在中國的分銷商包括：衛實康、崑崙永

通和北京凱耀科貿。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分析，爆炸的時

間、地點經過精心策劃；爆炸不是衝著傷

人的目的，直接後果是 AT ＆ T 大樓內

通訊設施受損嚴重；AT ＆ T 大樓的所

有者與 Dominion 公司的母公司有關係；

AT ＆ T、Dominion、銀湖、阿里巴巴

與中共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不難看

出，這起爆炸案看起來並不像簡單的恐怖

主義襲擊。

【看中國訊】中國公民記者張展因在

年初疫情期間至武漢報導當地實況而被北

京當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逮捕拘押。

12 月 28 日，張展被當局指控「涉嫌尋釁

滋事罪」一案在上海浦東新區法院開庭審

理，張被當庭重判有期徒刑 4 年。

當局出動大量警力在法院周邊戒嚴維

穩，有許多中國公民欲入內旁聽遭拒並被

逮捕，只准張展父母進庭聽審。另有大量

外媒記者在法院外欲進行採訪，均遭到警

方阻撓。

此前，張展就已因報道武漢肺炎疫

情，及在看守所絕食抗議等相關情況，被

國際主流媒體關注報導，今次張展獲刑的

消息再度被世界多國媒體迅速報導傳播。

包括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德新社等

多國國家通訊社及各大外媒駐華記者都給

予了報導，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

本等國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緊跟報導。

根據網友上傳的起訴書內容，中共當

局指控張展於今年 2 月進入湖北武漢，

之後多次透過微信、Twitter、YouTube
等網路媒介散發大量「虛假」信息，並接

受多家境外媒體採訪，指張展犯「尋釁滋

事罪」。但張展曾表示，她在武漢走訪

了社區、藥店、超市，採訪了許多市民，

報導的都是真實的一手信息。張展被關押

後，自 6 月起開始絕食抗議，被當局暴

力灌食，身體一度非常虛弱。據法廣報導

指，張展另一位辯護律師張科科在宣判後

受訪時表示，張展的身體情況不太好，需

要坐輪椅出庭。

事實上，在中共政權統治下，近年來

因言獲罪在中國大陸已屢見不鮮。今年 3
月上旬，任志強在一篇文章中，抨擊中共

處理疫情掩蓋真相，並不點名批評習近

平。文章流傳網路不久，任志強失聯。任

多位友人證實，任於 3 月 12 日被帶走，

中共將此事定為國安「重案」。

今年 2 月，原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

發表文章，抨擊中共隱瞞武漢疫情，並譴

責當局政治敗壞。有媒體報導稱，他隨後

被北京當局軟禁在家中；7 月 6 日被警方

以涉嫌嫖娼的罪名從家中帶走，引發外界

廣泛關注。

（ 圖片來源：Feng Li / Getty Images）

納什維爾爆炸案或另有內幕

中國禁澳洲煤炭 逾千海員被困
測和分析發現，進口煤炭環保不合格情

況較多。

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

12 月 14 日報導說，中國經濟計畫機構國

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發改委）上週末

在會見 10 家電力公司的代表時表示，它

們進口煤炭不受審批限制，但澳大利亞煤

炭除外。

澳大利亞總理莫裡森 12 月 15 日談

到環球時報的消息時表示，如果屬實，這

對澳中兩國經濟來說都是一個糟糕的結

果，是雙輸的局面，因為其他國家的煤

炭排放量比澳大利亞高出 50%。莫裡森

說，中國如果放棄澳大利亞煤炭而轉用其

他國家的煤炭，這對「環境將產生一個很

壞的後果」。

同時，莫裡森還強調，中國的這一做

法是對澳大利亞的歧視，違反了世貿組織

的規定，澳大利亞將會就此向世貿組織提

出訴告。

張展因言獲刑4年

多國媒體關注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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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2020年12月28日，阿
里巴巴集團宣布，董事會已

授權增加公司的股份回購

計畫總額，由60億美元增
至100億美元。但其市值仍
大幅蒸發，阿里巴巴及旗下

螞蟻集團身陷風暴眼。

阿里巴巴發布公告稱，本次

股份回購計畫的有效期為兩年

（至 2022 年底）。公司已於本

季度開始執行該股份回購計畫。

股票回購是指上市公司利用

現金等方式，從股票市場上購回

本公司發行在外的一定數額的股

票的行為。股票回購關鍵目的之

一是穩定公司股價，維護公司形

象。當出現危機的時刻，公司開

展危機公關，希望通過股份回購

將這一信息傳遞給市場，從而穩

定股價，增強投資者信心。

不過，在中國金融監管當局

緊盯阿里巴巴及旗下螞蟻集團的

雙重夾擊下，儘管阿里巴巴宣布

大增未來兩年的股份回購規模，

但仍難挽頹勢。 12 月 28 日，

其股價曾急挫 9.2%，創逾半年

低位，收市之後收復少量失地，

股價跌 8%，報 210 港元，為 7
月初以來收市最低，單日市值蒸

發近 3940 億港元。

阿里巴巴及旗下螞蟻集團身陷風暴眼。（Getty Images）

以阿里巴巴、騰訊、美團

及小米集團為首的科技股受拖

累，4 支股票拖累恆生指數跌

逾 402 點，抵銷了大部分由金

融股創造的升幅，恆生指數收低

0.27% 或 72 點，恆生科技指數

跌 4.26%。

據路透社 12月 28日報導，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稱：

「阿里巴巴股價仍未見底，應該

還要繼續下跌，可能跌穿 200
港元水平，連帶其板塊股份也要

跟著下跌。因為公司被內地當局

指其涉嫌反壟斷，同時螞蟻亦受

針對，對公司是雙重打擊。」 
阿里巴巴在 12 月 24 日聖

誕節假期前亦大挫，其港股兩個

交易日共累計蒸發市值逾 8300

財經簡訊

億港元。阿里巴巴美國上市股份

12 月 24 日大幅收低 13.3%，

報 222 美元，單日市值蒸發超

925 億美元（約合 6038 億元人

民幣）。

港臺時間 12月 24日早間，

中方官媒報導稱，市場監管總局

根據舉報，對阿里巴巴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實施「二選一」等涉

嫌壟斷行為立案調查。同時，中

方央行發布消息稱，會同中國銀

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

管理局，將於近日約談螞蟻集

團，督促指導螞蟻集團按照市場

化、法治化原則，落實金融監

管、公平競爭和保護消費者合法

權益等要求，規範金融業務經營

與發展。

阿里市值再蒸發4千億港元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作為中國的近鄰，人口重度老齡

化的日本，2020 年出生人口數

量創歷史最低，而中國情況同樣

不樂觀，三十年間少出生 1.5 億

人，人口危機和養老危機正在衝

擊中國經濟。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日

本《東方新報》報導，最新統計

數據顯示，日本 2020 年的出生

人口約為 84.8 萬人，與 2019
年相比減少約 1.7 萬人，降至

1899 年有該項統計以來的歷史

最低。報導稱，日本新生兒減少

的速度已超過日本政府的預測，

少子化問題日益嚴峻。

日本的近鄰——中國的情況

同樣不樂觀。 12 月 27 日，在

清華大學第 40 屆「中國與世界

經濟論壇」上，中國社科院財經

院綜合經濟研究部副主任、清華

大學 ACCEPT 研究院研究員馮

煦明指出，中國存在著「人口世

代斷崖」的問題。馮煦明表示，

目前中國「90 後」人口總數相比

「80 後」減少了 1172 萬人，「00
後」總人口相比「90 後」又減少

了 4736 萬人。以 30 年劃分世

代，「90-10 後世代」總人口相

比「60-80 後世代」減少了 1.5
億人，這意味著，中國在三十年

當天 11 時左右，阿里巴巴

集團發布公告：今日，阿里巴巴

接到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通知，依

法對阿里巴巴涉嫌壟斷行為立案

調查。阿里巴巴將積極配合監管

部門調查。

12 月 28 日消息，中國央行

等金融管理部門再次聯合約談螞

蟻集團後，指螞蟻集團「藐視監

管合規要求」，存在違規監管套

利行為；並提出五項重點業務領

域整改要求，包括回歸支付本

業、依法設立金融控股公司、確

保資本充足等。

港媒 12 月 28 日報導指，

有專家分析，若阿里巴巴被認定

構成濫用市場支配機制，根據中

國《反壟斷法》規定，阿里巴巴

或會被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

相關收入所得，並以上一年度銷

售額的 1% 至 10% 作為罰款。

報導說，若以阿里巴巴上一個財

政年度收入計算，罰款金額最高

達近 510 億元人民幣。

獨立智庫天鈞政經在〈馬雲

打了習近平臉 兩件事導致官方

殺一儆百〉中分析了美國民主黨

候選人拜登家族，和中共權貴

「白手套」葉簡明的合作。在金

融方面，合作雙方可以把資金以

投資的方式在全世界流轉，一些

歐洲和南美洲的小國主權財富基

王健林手下       
功臣朱戰備被警方帶走

【看中國訊】中國萬達商管副

總裁兼丙晟科技總裁朱戰備，傳

出因貪腐罪名被上海警方帶走調

查。朱戰備已加入萬達 10 年，

負責信息系統，直接從屬董事長

王健林，兩人之前合作密切，不

過，在朱戰備被帶走後，他的名

字已在公司系統中被除名。目前

【看中國訊】中國銀行業將

面臨的巨額壞帳會減少投資者們

對銀行業的興趣，從而導致中國

銀行業面臨融資困難。

據美國之音引述路透社的報

導稱，今年 6 月，為減小疫情

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衝擊，中國央

行行長易綱呼籲中國金融機構犧

牲利潤，通過降低貸款利率、推

遲貸款償還、削減各項費用等措

施讓貸款企業受益。隨著疫情消

退，寬鬆措施逐漸收尾，預計接

下來會新增大批之前暫未被計入

不良貸款範疇的壞帳。

根據國際和中國對銀行業的

監管要求，銀行將急需注入大筆

資金作為不良貸款準備金，以防

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而籌資困

難會讓疫情期間本就利潤銳減的

銀行業面臨雪上加霜的困境。

目前，中國不良貸款率已

接近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

的最高值。根據中國銀保監會

數據，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

中國不良貸款達 2.84 萬億人民

幣，不良貸款率為 1.69%，此

數據與中國在 2009 年第一季度

2.04%的不良貸款率非常接近。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機構和學界

一直認為上述數據存在水分。

中國銀行業面臨壞帳激增融資難
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曾

於今年 8 月表示，預計 2020 年

中國銀行業將處置 3.4 萬億元的

不良貸款，而且 2021 年將面臨

更大數額。

惠譽中國銀行業評級團隊董

事薛慧如指出，中國銀行業的籌

資壓力很大。例如：四大行工商

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建

設銀行若要在 2024 年，滿足巴

塞爾金融穩定委員會設定的要

求，其吸收虧損債務資金缺口，

共約達 4.7 萬億元人民幣。而中

國的中小型銀行在吸引投資方面

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間少出生了 1.5 億人。

馮煦明表示，未來中國以

二十年計的世代人口數量落差仍

將超過一億人，這種劇烈的「人

口世代斷崖」將帶來廣泛影響。

「地球上人口總量超過 1 億的國

家只有 15 個左右。根據世界銀

行的統計數據，2019 年德國人

口為 8313 萬人，英國為 6683
萬人，法國為 6706 萬人。而未

來中國以二十年計的世代人口數

量落差就超過了一億人。」

馮煦明指出，未來中國一些

區域和城市的住房需求明顯收

縮，尤其是在微觀層面體現為

「421」家庭結構的地區，將出現

住房供需結構性失衡。「421」
家庭即四個老人、一對夫妻、一

個孩子。隨著中國第一代獨生子

女大多已進入婚育年齡，這種家

庭模式開始呈現出主流傾向。 
而這種家庭結構，也衍生出一些

現實的社會問題來。例如：如何

養老？如何教育孩子等。

中國三十年間少出生1.5億人

金也參與其中，並且利用可以避

稅的離岸空殼公司拆分資金，幾

經流轉之後洗白。有些資金的擁

有人甚至成為境外投資者，大搖

大擺的進入中國大陸，享受外資

才擁有的一些政策和信貸資源等

方面的特殊待遇。

文 章 舉 例，2014 ～ 2016
年度，中國依靠對外貨物貿易賺

取了 1 兆 4853.6 億美元。中國

外匯儲備在 2014 年 6 月，達到

歷史高點的近 4 兆美元之後，

到 2016 年 12 月，官方數據減

少了近 1 兆美元。外貿賺取的 1
兆 4853.6 億美元，並沒有令官

方外匯儲備數據增加，這意味著

中國外匯儲備至少流失了 2 萬

億美元。在 2014 年到 2017 年

間，拜登家族和葉簡明這些人的

活動最為頻繁，而恰恰也是在那

個時間段，中國的外匯儲備大量

的、快速的流失。

習近平也發現了這個情況，

怎奈錯綜複雜的金融結構令其哀

嘆，近年來只好不斷發聲，要求

各部門「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

金融風險的底線」。而馬雲卻

在 10 月 24 日的上海外灘金融

峰會上說，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

風險，因為沒有系統。中國金融

還沒有完全成熟起來，缺少健康

金融系統。

丙晟科技總裁一職尚處於空窗狀

態。據界面新聞報導，朱戰備此

次疑似插手公司的 IT 設備採購

的招投標，從中謀取不正當利

益。近日，萬達高管已在內部通

報此事，不過，訊息直到昨天才

曝光；但有關他貪腐具體詳情目

前還不清楚，有待官方公布。

中國11月進口美國  
石油暴增逾1300%
【看中國訊】中國海關總署

發 布 2020 年 11 月 石 油 進 口

數據，顯示中國 11 月進口的

石油共 4535.6 萬噸，較 2019
年同期減少 0.8%，但引人注

目的是，從美國進口的石油

高 達 361.2 萬 噸， 與 2019 年

同期的 25.7 萬噸相比，暴增

1304.1%， 相 當 於 多 了 12 倍

以 上， 也 較 2020 年 10 月 多

122.2%。中國 2020 年下半年

以來，進口美國石油的速度有急

遽增加的趨勢，路透社曾在報導

中引述消息人士的說法，指北

京當局的採購肯定是「政治性」

的，很可能是在美中關係惡化的

背景下，向美國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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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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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冥誕鬼火熾熱 習近平為何學毛左轉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12 月 26 日是中共前黨魁毛

澤東 127 歲冥誕。當局對毛的

紀念和宣傳，火熱程度罕見。習

近平近年全面左轉，方方面面都

露出學毛傾向，被指是為保政權

及自己的權力。

多家官媒 12 月 26 日統一

發文紀念毛澤東。官方特意將神

舟十號返回艙交接儀式，安排在

毛澤東冥誕前一天於韶山舉行。

網絡傳出的一段視頻顯示，

26 日凌晨零時，在湖南韶山的

毛澤東銅像廣場，有大批人聚

集，現場還有司儀喊口號帶動氣

氛，並播放歌頌毛澤東的「東方

紅」等毛時代紅歌。

除了湖南，在上海毛澤東舊

居陳列館內，26 日增補部分陳

列物品後再開館；山東棗莊市

25 日舉行紀念毛誕紅色文化主

題活動，青少年被安排敬獻花籃

等等。

有親北京港媒說，民間「火

熱程度近年罕見」。報導認為，

當下時間點相當敏感——明年將

是中共成立 100 週年，因此預

計這股熱潮還將延續。

但是，毛澤東的獨裁專制，

以及發動文化大革命等歷次運動

帶給中華民族的浩劫，已是血淚

斑斑的史實。

2011 年，北京知名作家鐵

流，曾發表起訴毛澤東罪惡的倡

議書，控訴毛製造事端，殺害黨

內數十萬人。 1957 年以「陽謀」

陷阱，把全國 50 多萬民族菁英

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分子，使得他們家破人亡，禍及

三代，沉冤 20 多年。

倡議書還說，毛違背自然規

律，大搞「超英趕美」的「大躍

進」運動，導致 3700 多萬中國

人活活餓死。毛大搞家天下，發

動文革，陷害忠良。毛是中國最

大的一個動亂因素，受害的人如

果還活著都是歷史的證人，都是

毛澤東一樁一樁罪惡的見證人。

近幾年來習近平的左轉路線

遭各界批評，而掌管意識形態和

文宣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則被

指為推動習近平左轉的策劃者。

由王滬寧牽頭，當局不但將毛的

一套用到應對貿易戰和國家治理

上，還以找回「初心」為名的進

行了黨內整風運動。

此外，習近平於去年 10 月

1 日舉辦史上最大規模建政 70
週年閱兵式，在閱兵前一天，習

近平帶著一干政治局委員打破禁

忌，到毛澤東紀念堂祭拜。

香港電臺引述時事評論員劉

銳紹指出，在習近平的閱兵式講

話裡，未像十年前的安排一樣，

逐一提及各個前領導人名字，而

只提及毛澤東一人。且多項閱兵

安排都在強調黨對軍隊領導作

用，目的是為了鞏固習核心。

劉銳紹認為，習近平講話僅

提毛澤東、少講其他領導人，且

多項閱兵安排突出黨對軍隊領導

作用，目的是鞏固習核心。

陳楓出掌中聯辦警聯部曾「點讚」色情視頻 大使劉曉明傳將退休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共「戰狼」外交官、駐英國大

使劉曉明即將退休。劉曉明在任

上被爆出諸多醜聞，曾「點讚」

色情視頻引爭議。其職位意外地

由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鄭澤光接

任。

現年 57 歲的鄭澤光，1986
年開始成為外交部科員，隨後被

公派到英國卡迪夫大學留學。

自 1990 年以來，一直專注於美

國事務。在 2005 年至 2008 年

間，他曾擔任外交部北美事務主

任，並在美國大使館擔任顧問。

2015 年，他被提升為外交部副

部長。

對此，有分析指，中共駐英

國大使的變化，是在兩國關係逐

漸惡化的情況下進行的。

近年來，北京最高層推行強

硬外交政策，以強烈反擊，甚至

挑釁性的外交言論著稱，外界頻

頻指責中共搞「戰狼外交」。中

共駐英大使劉曉明、外交部發言

人趙立堅、華春瑩等都被視為中

共外交官中戰狼式的人物。

劉曉明擔任駐英大使後，經

常在電視上露面，抨擊中國異議

人士，對中國鎮壓香港民主倡導

人士以及在新疆地區大規模拘禁

維吾爾族人的批評進行反擊。例

如多次在 BBC 等節目上顛倒黑

白，如聲稱《中英聯合聲明》已

經過期無效等。

據報導，今年 6 月 30 日，

北京強行通過「港版國安法」，

英國方面迅速應對。英國在當

天代表 27 個西方國家敦促北京

重新考慮剛剛通過的「港版國安

法」，稱北京必須保留其允諾的

香港擁有集會和新聞自由的權

利。

英國外交部 7 月 1 日召見

中共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外交與

聯邦事務部負責人西蒙 ‧ 麥克

唐納（Simon McDonald）向劉

曉明明確表示英國對「港版國安

法」的「深度關切」。他說，國

安法違反了 1984 年簽署的《中

英聯合聲明》。這是自 1984 年

以來，第二次有中共大使因為香

港問題被英國外交部召見。

同時，劉曉明頻頻爆出各種

醜事。今年 9 月，劉曉明官方

認證的推特賬號為一段色情視頻

點讚，此事被英國媒體報導，引

來了英國議員的圍觀和譏諷。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據港媒 12 月 28 日報導，北京

組建駐港國安公署。據知情人透

露，福建省莆田市副市長、公安

局局長陳楓已到香港，出掌中聯

辦警聯部。報導說，陳楓大概兩

三個月前已經抵港工作，並與部

分紀律部隊負責人接觸。 
現年 53 歲的陳楓是福建連

江人，曾經留學英國，擔任過駐

美使館警務聯絡官，英語流利。

值得關注的是，中共公安部

常務副部長王小洪曾任福建省公

安廳副廳長，是陳楓的老上司。

王小洪早年一直在福建公安

系統工作，是習近平的親信，兩

人交往多年。 2020 年 4 月，中

紀委宣布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

「落馬」，執行行動的正是王小

洪特勤局管轄的中央警衛團。王

小洪主張「公安姓黨」。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移交

主權後，江澤民、曾慶紅一直通

過其在中央政法委的親信滲透、

掌控香港警隊。周永康在 2004
年任中共公安部長時，公安部駐

香港中聯辦警務聯絡組升格為警

聯部。據稱，隨著鎮壓反送中運

動，港警已歸屬中聯辦警務聯絡

部直接領導。

時政評論員李燕銘分析，王

小洪舊部陳楓此次履新中聯辦警

務聯絡部部長，接替郭聲琨舊部

李江舟直接領導港警，是習近平

陣營接管曾慶紅長期操控的香港

警隊的又一重大舉動。這也意味

著，曾慶紅、郭聲琨長期操控的

香港警隊及香港黑幫面臨清洗。 

新華社日前發表辛辣社評，

痛批「跪美」、「崇美」論調，

稱他們逢美必捧、逢中必貶，信

奉「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

文章稱，「一些人……思想

上患了『軟骨病』，在鬥爭中甘

當『投降派』……以利益換安

全，靠妥協求自保……還自詡這

是『客觀』『深刻』『洞見』……

必須堅決鬥爭……消除其影

響」。

該文作者「辛識平」是新華

社《學習進行時》欄目「講習所」

的一個評論署名，「辛識平」是

「新習評」的諧音，也是習近平

團隊向外傳遞信息的一個直接渠

道。

在美國之音 23 日節目中，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

為，新華社評論中所說的「崇

美」、「跪美」和「投降派」所

指的並非一類人，前者是中國社

會上的公知、「美粉」，而後者

指的則是黨內甚至高層的不同聲

音。

他說：「上次新華社發表文

章，就是去年 6 月，說讓投降

派成為國家老鼠，那個背景是貿

易戰，因為黨內主張深化經濟改

革的那些人和自由派公知就借貿

易戰之機倒逼改革。中方當時也

做了一些讓步，習近平的權威因

此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削弱。後來

習近平反悔，殺個回馬槍，那篇

新華社的文章就反映了這樣一個

問題，調子很高。但那一次習近

平沒有成功，因為幾個月後中方

還是不得不走上談判桌，還是做

了一些讓步，包括頒布了一些加

強保護知識產權的法規等等，簽

定了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胡平又說 :「這次的背景就

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在疫情

初期，由於習近平的打壓和隱

瞞，錯過了把疫情遏制在萌芽狀

態的時間窗口，導致了疫情的大

爆發，習近平本人也陷入了他上

臺以來的最大危機。可是後來由

於中國比較快地控制住了疫情，

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深陷疫

情，難以自拔，這個時候中共就

趁機改寫疫情的敘事，把疫情當

作是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標誌，

重新強化他的權力。這次新華社

發表的短評大批投降派，這實際

上是對自由派公知和黨內不同

聲音的秋後算帳。」

北京的獨立時評人吳強則認

為，當局批判「投降派」，其最

大的意義在於，防止黨內出現中

美關係變化的獲益者。

吳強說：「其實哪有甚麼投

降派，誰都是執行習的最高元首

的意志。某種意義上講，只有務

實派，沒有投降派。真正投降派

在我看起來其實是習本人，他既

是主戰派又是投降派。批投降派

最大的意義實際上是防止黨內在

中美關係這種談判當中、在中美

關係的變化當中成為黨內有奢望

的人。他 ( 習近平 ) 要防止某一

個人或某幾個人成為中美關係變

化的勝利者、收穫者。」

去年 9 月中美貿易戰正酣

時，就有人稱北京高層分了兩

派，其中和投降派類似的，是所

謂務實的「洋務派」。

當時有美國媒體文章，援引

一位中南海官員在圈內指出，中

共高層在中美貿易戰上存在嚴重

分歧，是之前中斷貿易談判的主

要因素。消息指，北京在貿易戰

中左右搖擺，是因為帝師派（王

滬寧派）、元老派（江澤民等元

老）認為，簽署貿易協議，會

損害黨的統治基礎。而以李克

強、汪洋、劉鶴為代表的務實

派，深諳中國經濟形勢嚴峻，深

知中美貿易戰繼續打下去，禍不

可測。

文章還說，當局當時向美方

釋出了一些善意，表明北京高層

對貿易談判立場出現變化，務實

的「洋務派」似乎正壓倒保守的

「帝師派」。

時評人士陳破空認為兩個派

系真實存在。陳破空說，高層是

黑幕政治，外界不容易看出來，

黨內派系鬥爭一直很激烈。

 誰是當局猛批的「投降派」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

報導】北京文宣喉舌最近

接連猛批黨內的「跪美

派」與「投降派」，美媒

指出，這表示北京戰狼外

交受到阻力，而黨內鬥爭

也檯面化。

汪洋和李克強，被歸入「洋務派」，和「投降派」近似。（Getty Images）

傳上將李繼耐之子落馬美記者：中共海軍指揮吃力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中美關係持續惡化，南海局

勢依然緊張。美國軍事記者大

衛．艾克斯指出，中共專制政體

下，「中國海軍有指揮問題」，

這與習近平為首的黨控軍隊模式

有關。

美國軍事記者大衛．艾克

斯在《富比士》刊文指出，指揮

部隊作戰可分為 2 種概念，「命

令—控制」與「控制—命令」，

差別在於領導者對部隊的微觀管

理有多細，而且隨著美軍和中共

軍隊在西太平洋可能發生的對

抗，這差異變得很重要。

艾克斯指出，相較之下，美

軍是較寬鬆的「命令—控制」，

有人稱作「任務型指令」，領導

者設定目標，交給下屬決定如何

達成；而中共軍隊卻相反，遵循

的管理模式是「控制—命令」，

反映中共「由上而下」的專制政

體。

他 引 述 美 國 蘭 德 智 庫

（RAND）分析指，中共領導人

習近平 2016 年透過改組確保全

面掌控中共軍隊，要部隊「聽

黨指揮」，也決定了「控制—命

令」的指揮模式；中共海軍延襲

由中央控制的僵硬制度，當有了

航艦打擊群，這樣的指揮模式將

越來越吃力。

艾克斯說，美軍的指揮方式

可能適合高科技海戰，有利於軍

隊發展技術與相關軍事概念，最

終比競爭對手更快達到創新。

艾克斯認為，中共現在打造

航艦、組建航艦打擊群比改革指

揮流程快，這對北京是個麻煩，

但對美國而言是機會，美軍大可

利用中方的缺陷。

蘭德智庫也在報告中也對中

共軍隊打上問號：「中共能放更

多權力給軍方獨立決定嗎？」他

說，這問題沒有答案。

習近平近年不斷重申軍隊要

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確保

對軍隊「絕對領導」，做到「絕

對忠誠」。

香港學者、紅二代徐澤榮

對《看中國》指出，習近平正處

於中國局勢火山口，用水泥填不

住。他透露有人準備搞逼宮政

變，懷疑到時軍隊會否護習。

中共前黨校教授蔡霞早前受

訪時表示，習近平有攻臺的野

心，但中共如果要武攻臺灣，這

種武力和南海熱點，它會倒過頭

來，引發軍隊內部發生政變，這

個是有可能的。

美國國家安全教育委員會

（NSEP）委員戈爾卡（Sebastian 
Gorka）日前在受訪時說，中共

是一隻紙老虎。如果美、中一旦

真的開戰，中共軍隊會迅速崩

潰，這一點中共也心知肚明。 

【看中國訊】據中方官媒報

導，12 月 25 日，雲南省政府前

黨組成員、省長助理李磊被當局

調查。

現年 49 歲的李磊，山東滕

州人。他不僅擁有北京大學、國

防科技大學、清華大學的博士頭

銜，而且 30 歲出頭就擔任中科

院軟體件研究所副所長。李磊曾

掛職雲南省政府黨組成員、省長

助理，2011 年 12 月獲任德宏

州委書記（掛職），成為當時最

年輕的地委書記。 2014 年，李

磊突然不再擔任德宏州委書記，

去向成謎。

港媒《星島日報》12 月 26
日報導稱，據瞭解，李磊是前中

央軍委委員、前總政治部主任、

上將李繼耐之子。

外界分析認為，李繼耐或步

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後塵。郭

伯雄 2015 年 7 月被查時，他兒

子郭正鋼2015年3月已被調查。

李繼耐是江澤民在 1998 年

組建總裝備部時的首任政委，

2000 年被提為上將，2002 年

十六大被提為軍委委員。 2004
年 9 月，徐才厚當上軍委副主

席後，李繼耐接任總政治部主任

及黨委書記，還兼任全軍「610
辦公室」主任，成為江澤民軍中

迫害法輪功信仰團體的特務機構

頭子，直至 2012 年 10 月十八

大才退休。

2016 年 8 月，《南華早報》

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李繼耐上

將和總後勤部主任廖錫龍上將，

在 7 月的一次退休高級幹部會

議中被帶走。

李繼耐於 2016 年初公開上

書，對習近平提出批評和質疑。

廖錫龍也參與了李繼耐的上書活

動，二者的公然對抗惹怒了習近

平。

習近平當局升溫對毛澤東的紀念

宣傳。（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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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央社報導稱，美國白

宮 27 日發布新聞稿表示，川普

總統已經正式簽署總額高達 2.3
兆美元的 2021 財政年度撥款法

案。該法案除了包括 9000 億

美元的武漢肺炎經濟紓困方案

外，也包括「台灣保證法」與

「西藏政策及支援法」。川普

並首度匡列 300 萬美元的授權

額度予「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GCTF），展現對台美關係的強

勁支持。

中華民國外交部今（28 日）

發布新聞稿指出，「台灣保證法」

內容包括支持對台軍售常態化、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27日正式
簽署內含「台灣保證法」的

聯邦撥款法案。該法案呼籲

美國政府對台軍售常態化、

檢視國務院對台交往準則

等。中華民國外交部對此表

示歡迎與感謝。

美國「台灣保證法」生效

協助台灣加強自我防衛能力、支

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也

敦促美國國務卿檢視對台交往準

則，並就檢討結果以及「台灣旅

行法」執行情形向國會提交報告。

外交部表示，「2021 會計

年度聯邦政府撥款法」也首度

授權撥款 300 萬美元，以支應

GCTF 相關活動，有助台美日 3
方未來持續透過 GCTF 平台擴

大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專業交流及

合作。

外交部感謝美國行政部門

及國會跨黨派以具體行動支持台

美關係，政府將持續秉持互信、

互惠及互利原則，與美方攜手合

作，深化台美合作夥伴關係。

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 28 日

表示，總統府誠摯感謝川普總

統任內推動 11 次軍售案，美國

政府以具體行動落實《台灣關

係法》及「六項保證」的安全承

諾，強化我國軍戰略與防衛需

求。同時，在川普總統任內，透

過《台灣旅行法》的落實，不僅

讓台美間的政府部門有更多互訪

交流，也大幅深化台美合作夥伴

關係。

張惇涵指出，此次撥款法

中，除再次重申協助台灣加強自

我防衛能力、支持台灣有意義參

與國際組織外，也建議美國國務

卿檢視對台交往準則，並針對檢

討結果及《台灣旅行法》執行情

況向國會提交報告。

「台灣保證法」目的在「台

灣關係法」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台

美關係。根據美國會意見，美國

政府支持台灣持續針對不對稱戰

力、促進台灣增加國防支出以提

供國防戰略的足夠資源、常態化

對台軍售以協助台灣強化自我防

衛能力。

在國際參與方面，國會意

見顯示，美國政策為支持台灣

有意義參與聯合國、世界衛生

十二港人將面臨大陸法院審判
【看中國記者李家宏綜

合報導】12名港人偷渡台灣
被捕「送中」關押，其中10人
12月28日於深圳鹽田法院受
審，家屬、港媒和外國使節

均無法旁聽，擇日宣判。

12 港人關注組星期二透露

家屬接獲官派律師電話，指案

件將於週三（12 月 30 日）早

上 10 時 30 分宣判，又稱他們

「好乖」認罪，部份人有機會判

囚 7 個月以下。反而兩位未成

年人的聽證日期則仍待通知。

《蘋果日報》報導，12 港人

關注組成員鄒家成 29 日表示，

10 名港人家屬陸續收到官派律

師電話，稱法庭將會在 12 月 30
日早上 10 時半宣判，並稱被告

人「表現好好」，鄒相信與 10
人認罪不反抗有關，「不講中共

眼中多餘的說話」。鄒家成又

透露，有官派律師提到不涉及

組織偷越國境罪名的港人，或

有機會判囚 7 個月以下。

法院 12 月 28 日審理案件

後宣佈擇日宣判，12 港人關注

組及家屬擔心宣判會被無限期拖

延。對於法院突然決定週三宣

判，鄒家成表示沒有特別想法，

認為中共處理這宗政治敏感案件

的節奏相對快。不過從中共無意

讓家屬到庭旁聽，可知親屬獲安

排往大陸探望的機會十分低。他

們宣判後會繼續協助家屬爭取探

望家人。

被捕 12 港人中有英國、葡

萄牙和越南公民。公開信敦促各

國政府派大使館人員到場旁聽，

以保證法庭進行適當而公正的審

判。據「12 港人關注組」透露，

他們已經致信英國、葡萄牙、越

南、歐盟、澳洲、紐西蘭、加拿

大、美國、丹麥的駐廣及駐港領

事，但最終家屬、香港傳媒和多

國領事代表最終都無法聽審，10
人據報在完全封閉的審訊中全部

認罪，擇期宣判。未成年的黃臨

福同廖子文，檢察院稱將於日內

舉行不公開聽證。

至於家屬是否有意上訴，

鄒家成指，他們要在 10 日內決

定是否提出，但一旦上訴後，

黎智英辭任壹傳媒主席兼執行董事
【看中國訊】壹傳媒

公佈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將

辭任主席即執行董事職

務，以便有更多時間處理

私人事務，並宣佈現任非

執行董事葉一堅獲委任為

董事會主席。

據《蘋果日報》報導，新任

董事會主席葉一堅在新聞界工作

逾 40 年，在 2016 年 6 月獲委

任為壹傳媒非執行董事，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1 月任職董事

會非執行主席。他亦出任過執行

董事及行政總裁－印刷媒體，負

責監督壹傳媒集團於香港和台灣

的報紙、雜誌以及印刷業務，亦

為蘋果日報社長。

壹傳媒將與葉一堅訂立為期

兩年的委任函，有權收取每年

袍金 20 萬港幣，葉與家人持有

1,283 萬股公司股份，按壹傳媒

今日（29 日）收市價的 0.26 元

計算，市值約為 333 萬港幣。

大 會（WHA）、 國 際 民 航 組

織（ICAO）、 國 際 刑 警 組 織

（INTERPOL）及其他國際組

織，並支持台灣以會員身份參與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及

其他國際組織。

國會意見也建議檢視國務院

對台交往準則，要求在法案生效

後 180 天內，國務卿向參眾兩

院外交委員會提交報告，包括對

國務院指導對台關係文件的檢討

結果與對台交往準則更新版本、

台灣旅行法執行情況等。

另據美國在台協會（AIT）
官方網站說明，這次法案中所

包括的「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GCTF）撥款，是由美國、台

灣、日本交流協會共同主持，是

作為台灣與世界各地分享公共衛

生、執法、災難救助、能源合

作、數位經濟和網路安全、媒體

識讀及良善治理等領域的專業知

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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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一：

【漸凍人症，即肌萎症】一位病人患肌萎
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即漸凍人症近一年，
求治西醫無效。轉至本門診，經治二個月
後，肌肉逐漸長起；七個月後，肌肉形態
及功能基本恢復，行動自如；十個月後，
西醫認為已基本康復。患者感慨「我覺得
自己又活過來了！」

              病人反饋之二：

【視網膜脫離】一位病人高度近視，突發
視網膜脫離，手術後視網膜水腫，視覺模
糊，影響精確視力，不能開車。病人來本
門診，經過二個月針灸及中藥治療，雙眼
矯正視力達 0.8。「（開車中）我能看清
路邊的樹葉了！」病人興奮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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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行政總裁張劍虹表示，

董事局人事變動對公司營運和未

來發展不會有太大影響。

早在 2014 年，黎智英曾表

示希望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進

一步追求個人興趣，於同年 12
月 12 日辭任主席和執行董事，

即時生效。 2017 年 12 月，黎

智英再獲委任，成為非執行主席

兼非執行董事，翌年 2 月 1 日

生效。今年 5 月 25 日，黎智英

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壹傳媒是黎智英一手創辦，

因旗下雜誌、報刊抨擊時弊而屢

被打壓，中共當局曾向廣告商施

壓，阻止在壹傳媒刊登廣告，導

致壹傳媒逐年虧損。今年創辦人

黎智英先後被控欺詐罪和勾結

外國勢力罪，提堂後被拘押 20
天，在收押所度過 73 歲生日。

上周黎智英成功向高等法院申請

保釋，成為首宗被批准保釋的國

安法案件。

據悉，黎智英獲準保釋的

條件是，現金 1000 萬港元保釋

金，另加 30 萬元人事擔保，每

週三次。

到警署報到，期間，不准外

出、不准勾結外國勢力、不准接

受訪問、不准網上發表任何言

論，以及需交出旅遊證件等，條

件相當苛刻。

台陸委會：台人
入共產黨將法辦
【看中國訊】中共 195 萬名

註冊黨員名單近日流出，多家國

際知名企業被滲透，引發外界對

中共滲透的警覺。美國媒體整理

名單後發現，臺灣石化龍頭台塑

集團、電子大廠臺達電等台企也

都設有中共黨支部。陸委會 17
日表示，將密切關注臺灣企業

內，員工具有中共黨員身份的問

題，依照兩岸條例，臺灣人不得

擔任中共黨、政、軍成員，呼籲

國人不要觸法。

英 國《週 日 郵 報》（The 
Mail on Sunday）與澳大利亞

《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
等多家西方媒體，近日大篇幅報

導，有 195 萬中共黨員個人資

料外洩，至少 10 個國家在上海

的總領事館、銀行、藥廠與多個

外國高等院校，都僱用了中共黨

員。《自由亞洲電臺》梳理名單

後發現，臺灣的重點企業台塑集

團、電子大廠臺達電等也都有中

共黨支部。

其中，臺灣電子大廠臺達

電設有「臺達電子有限公司黨

支部」，名單列有 255 人，僅 3
位學歷是高中，其他皆為大學或

碩博士以上學歷。

台灣石化工業集團台塑公

司也設有「越南台塑項目黨支

部」，名單列有 25 人。

12 月 17 日，陸委會副主委

李麗珍在例行記者會表示，「不

只是對於台商，對於其它國際、

其它外商，也有疑慮，因為這的

確是會涉及干預企業自主權，也

破壞公司治理，傷害整個自由經

濟運作，這樣的規定，我們是覺

得並不妥。」

(Getty Images)

10 名港人就不再被視為在囚人

士，外界反而不能探訪，變相

令家屬探望的時間進一步縮減。

另外，12 月 28 日的庭審在

封閉下進行，惟中共對外宣稱

有「親屬」旁聽、又稱家屬可透

過網上得知審訊最新消息等。

12 港人之一的鄧棨然胞弟在港

台節目《千禧年代》中一一提出

反駁。他說，案件審訊期間，

家屬根本無法在法院網站得知

任何消息，連基本的開庭時

間、負責法官等都無法查找，

他亦曾以短訊及致電法院查

問，惟一直未獲回覆。直至 28
日晚上，才有官派律師通知指

10 名港人在庭上「過程好乖、

好合作」，已承認所有控罪。鄧

對法庭不即日宣判感到失望及

憤怒，形容是對家屬的折磨。

家屬抗議（VOA）

黎智英被捕（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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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自美國宣布限

制中共黨員及家人移民和入境美

國後，中國人辦理退黨手續的人

數急增。全球退黨中心義工近日

透露，也有百餘名小粉紅做了三

退（退出共產黨、退出共青團

和退出少先隊）。

美國退黨中心義工趙女士

對《看中國》說，美國 7 月頒布

禁止中共黨員入境的規定後，退

黨中心熱線就特別繁忙，除了一

些在美國學習工作的中國年輕人

打來電話要求辦理「三退」外，

不少老人也打電話要求辦「三

退」。

香港《開放》雜誌報導法輪

功團體從 2004 年 11 月起呼籲

中國民眾「退黨自救，迎接沒有

共產黨的新紀元」。法輪功學

員籲請中國共產黨、中國共青

團、中共少先隊的成員或前成員

通過以正式名字或化名在大紀元

的三退網站自願聲明，宣布退出

該組織。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在美

國首都國家記者俱樂部舉行的

『九評共產黨』研討會，報導中

引述了美國、加拿大和瑞典國會

議員發言支持民眾退出中國共產

黨。而中國共產黨則回應表示大

規模退黨是無稽之談。

美國國會眾議院於 2011 年

9 月 23 日的 416 號議案《譴責

中共當局迫害法輪功，並聲援中

國民眾退出共產黨》。 2012 年

底，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問

題委員會 (CECC) 將全球退黨

服務中心提交的報告收錄進美國

國家政府檔案，並藉由美國國家

印刷總局刊物發行。

報導稱，美國移民局早些年

就確認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簽發的

退黨證書是強有力的支持文件，

並將退黨證書作為中國公民移

民、入籍等申請文件。全球退黨

服務中心主席易蓉也肯定了該說

法，「全球退黨服務中心還可以

給在海外的華人提供中英文退黨

證書。退黨證書終身有效。」她

說。

今年 10 月 2 日，美國公民

及移民服務局（USCIS）發布

最新政策，限制中共黨員移民美

國，只要具有中共黨員或相關黨

組織成員身份，或者具有其它極

權政黨身份的人，就無法獲得美

國綠卡或公民。這項政策對中共

權貴殺傷力相當大，可能令中共

內部的衝突更為加劇。

趙女士表示，撥打熱線的民

眾除了要辦理「三退」外，也有

很多人想瞭解法輪功的真實情

況，他們提出各種問題；還有人

打電話來表示感謝，誇義工們

「做得好」；也有不少大陸公檢

法人員打電話來表示「懺悔」。

加拿大退黨服務中心義工張

玲對《看中國》表示，最近頻繁

接到中國大陸的大學生打來的電

話，每次都是一群學生對著她破

口大罵，但不管他們罵的話多麼

難聽刺耳，張玲始終沒有生氣，

一直平和耐心地跟他們講真相。

最後這群大學生都很受感動，一

批一批地辦理了「三退」。他們

還告訴張玲，其實他們也不想罵

她，有人給錢讓他們這樣做的。

張玲表示，她還跟這些學生

講了很多共產黨作惡的真相，學

生們都受到觸動，「他們本來是

來搗亂的，後來他們明白了真

相，都轉變了，領著一波一波的

人、不斷的來做三退，接連退了

100 多人。」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

全球已有近 3.7 億人在大紀元退

黨網站上聲明「三退」。

「我現在是在中國大陸寫下

我的故事，」在中國北方城市打

工的尹先生在電子郵件中這樣寫

道。 「該死的中國武漢病毒害慘

我全家了，因為我一旦感染上這

種病毒，就會發展為重症而死

亡，沒有特效藥，沒有疫苗。」

另一位 39 歲的成都居民謝

俊彪也表示，「底層這些人都是

病不起的，」「真是某一天遇到

大病，或者遇到疫情這樣的，我

們都覺得無能為力。」

除了擔心疫情外，他說自己

更擔心因言獲罪。「在網路上一

定要閉嘴，一定要閉嘴，一定閉

嘴，」他不斷提醒自己，擔心過

多談論疫情，一不小心就被說成

造謠生事。

儘管如此，他還是在劫難

逃。今年 2 月，他因參與為疫

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立碑的

網上簽名，多次被「喝茶」；5
月他再因舉牌聲援中國知名異見

人士黃琦，被拘留 30 天，目前

還在取保候審。「送飯和寄個明

信片都要被喝茶、被警告，真是

見了鬼，」 謝俊彪說。「送飯」

是指為被囚禁的異見人士及家屬

提供幫助和支援。

離開看守所後，他開了兩個

微信公眾號，想掙點廣告費過

活。幾個月後，其中一個號被

封，他只得更加倍小心地經營僅

存的帳號，生怕哪天這個名叫

「愛到處說」的公眾號也「不慎

陣亡」。

「愛到處說」這個名字的靈

感來自武漢醫生艾芬。和李文亮

一樣，她也是最早在網上分享疫

情消息，被官方訓誡的醫務人員

之一。

3 月，當疫情開始蔓延至全

球之際，中國《人物》雜誌刊登

了艾芬專訪《發哨子的人》。文

章很快被屏蔽，但被無數網民接

力轉發，反響巨大。

無數中國人記住了艾芬的這

句話，「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

批評不批評，『老子』到處說，

是不是？」

在民間，「老子到處說」和

李文亮去世前說過的「一個健康

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被

評選為 2020 年十大流行語。

美國之音聯絡到「十大流行

語」的作者——一位要求匿名的

中國 95 後。他說，流行語的挑

選標準是「在這一年裡，真正在

中國網民中間，特別是年輕人群

體裡面，引發共鳴的辭彙」。

防火長城內外，這個流行語

榜單引發了中國人的集體共鳴，

獲得大量轉發。

每到年底，中共官方媒體

也會盤點當年的流行語， 排在今

年榜首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同樣上榜的還有「逆行

者」、「雙循環」。

這位中國 95 後說，「這應

該是一種政治任務吧，官方將

『弘揚社會正能量』作為挑選標

準。」他還說，雖然兩個榜單也

有一些重合的辭彙，比如「後

浪」、「內捲」、「打工人」，但

入選理由顯然是不一樣的。

「我看中的是這些辭彙背後

反映出當下年輕人面臨的階級固

化困境和潛在的政治訴求，而官

方更像是謀求對年輕人的一種

『統戰』，」他說。「但我認為

這種『統戰』不會有好的效果，

因為他們和年輕人之間存在巨大

的代溝。」

在廣東上大學的湖北男生

William 說，2020 年是「黑暗

且悲慘的一年」。他在給美國

之音的電子郵件中寫道：「對於

2020，我只想說可悲。在經歷

了那麼多苦難之後，居然都沒法

為這個民族，為這個社會留下些

什麼，連讓人們反思都沒有做

到，實在可悲。」

曾在中國金融業工作多年的

孫先生說：「我們在國內基本上

不能說關於美國的實話，更不能

說真話，國內那種精心設計的把

美國作為假想敵的策略確實太成

功了，給民眾洗腦的效果顯得邪

惡和瘋狂。」

年初時，孫先生和家人赴美

探親，卻被病毒風暴困在這裡。

上個月，他們一家在美國慶祝

了感恩節。這天，孫先生百感

交集，想在內心真誠地道一聲：

「感謝美國和感恩美國人民」。

他在電郵中說：「雖然美國

人民今年 3 月以來飽受爆發自

中國的新冠疫情之苦，但依然讓

我們全家近半年多在美國更多感

受友愛，讓我們全家得到善待。

我們內心既感動又忐忑，無法言

表的感慨，有抱歉、有愧疚、有

焦慮，同時又感覺無力。我們只

有祈禱願疫情盡快過去，祝福美

國繼續偉大。」

採訪結束後，成都的謝俊彪

發來信息：能肉身翻牆的話，以

後一定帶著孩子到處去呼吸真正

的新鮮空氣和自由的空氣。 

2020，聽中國百姓講自己過活的日子
【看中國訊】據美國

之音報導，44歲的尹先生
是家中的頂樑柱，每月掙

3000多元人民幣，妻子患
心臟病，沒有工作，在家照

顧12歲的兒子。7年前，尹先
生被確診為糖尿病患者，因

為不捨得買監測血糖的試

紙和針頭，今年夏天病情加

重，住進了醫院。 

2020年12月10日一名商販在武漢市擺攤工作（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英國當局為

了能夠對抗武漢肺炎疫情，將

在明年 1 月進行全球第一個中

共病毒「人類挑戰」（human 
challenge），並徵求自願者來故

意染疫，也就是將中共狀病毒塞

入鼻孔內，且接受長期的觀察，

這些「人類白老鼠」有助於測試

不同疫苗效用，來降低武漢肺炎

的死亡率。而志願者必須接受隔

離觀察。英媒報導稱，每一個人

可以獲得 4 千英鎊的補償金，

近日有多名自願者曝光了，他們

表達期望能夠協助抗疫的想法，

甚至有超齡者希望能參加此實

驗，且說「就算病死了，也是死

得光榮」。

一直以來，故意使健康者染

病的「人類挑戰」，一向都有道

德方面的爭議，所以醫學界並不

常使用。不過，英國政府在 10

月宣布將投注 3360 萬英鎊，藉

此獲知能使人類感染武漢肺炎病

毒的最少劑量，在歷經數個月的

準備及當局審核，將於下個月展

開實驗。而第一階段是由倫敦帝

國學院、皇家自由醫院，以及

民間的 hVIVO 診所共同合作。

據《每日郵報》報導稱，自願者

在接受病毒之後，將會被隔離 3
周，並接受密切觀測，而他們也

可以獲約 4 千英鎊的補償金。

實驗計劃在 10 月間曝光之

時，原本想要招募 90 位自願

者，希望能夠是 18 至 30 歲的

健康人士，因為他們屬於染病的

低風險族群，但最後卻有多達

2500 人參與。

專家希望可以從實驗中證

明，感染了武漢肺炎且症狀輕微

的患者，在染疫至少 4 個月內，

仍然能有抗體的存在。據參與計

畫機構之一的倫敦帝國學院表

示，預計這項實驗進行至 5 月

將能見到初步的成果。

18 歲的青年志願者傅雷

瑟烏庫哈特（Alastair Fraser-
Urquhart）認為，已經有成千上

萬的人，因為疫情而遭受痛苦，

且陷入困境，雖然我沒有染疫，

但我不能坐視不管，我想要對終

結此疫情有參與感，而且自己是

屬於低風險族群，不應該錯過這

個做出貢獻的機會。所以，不管

要被隔離多久，也都願意加入這

個實驗。

66 歲 的 范 登 鮑 許（Paul 
van den Bosch）因為超齡而無

法參加實驗，他希望醫學人員能

夠考慮納入中高齡族群的受測

者，他說：「人終將會死，若要

死，因實驗而病死，總比失智而

死來得光榮。」 

病死也光榮 英人自願將病毒塞進鼻孔 75%美選民不喜歡社會主義

芬蘭移民計畫
吸引科技人才
【看中國記者成容報導】芬

蘭最近實施了一項前所未有的

移民計畫，在一個月裡就收到

了 5300 多份申請。該計畫為外

國科技工作者及其家人，提供了

到芬蘭 90 天的機會，以瞭解他

們是否願意永久移居此地。赫爾

辛基商業中心的負責人 Johanna 
Huurre 說：美國和加拿大人約

占申請者的 30%，大多數人想

為他們目前的僱主提供遠程工

作，有 800 多人是企業家，有

60人是投資者，其餘是找工者。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報導】

近日，根據美國公共智囊團 The 
Heartland Institute（THI） 和

民意調查機構「拉斯穆森報

告」，聯合進行的一項最新民意

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的美國

選民更喜歡自由市場經濟體制，

而不是社會主義政策。

THI 寫道：「儘管極左翼的

許多人士呼籲實行社會主義政

策，但絕大多數選民認為美國應

該擁護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只有

一小部分選民認為，美國應該放

棄讓美國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富有

國家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政策。

儘管媒體和好萊塢精英人

士，無數次呼籲提高社會主義水

平，但美國人對採取社會主義政

策並不感興趣，因為無論在何處

嘗試，社會主義政策都會導致大

規模貧困。

該民意調查中一個問題是，

「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還是社會

主義經濟體制，哪個更好？」

有 75% 受訪的美國選民回答

「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而只有

11% 受訪者回答「社會主義經

濟體制」。

在美國 18 歲至 39 歲受訪

選民中，大約有五分之一選擇了

社會主義，這與 THI 在 2019 年

年輕人面對同樣問題的回覆答案

差異不大。不過，對「自由市場

經濟」的支持有所增加，2019
年美國年輕選民對自由市場經濟

的支持率為 59%，今年則是增

至 68%。

令人感到有趣的一個調查結

果是：對於美國最知名的社會主

義者之一，來自紐約的聯邦眾

議員亞歷山德里婭 · 奧卡西奧 ·
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
Cortez，AOC），大多數美國選

民對她持有負面的看法。

百名小粉紅集體「三退」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最新報告發現，美國喬治亞

州的一個智能設備，將美國總統

選舉的選票信息發送給中共。

選舉安全專家拉姆斯蘭

德（Russell Ramsland）12 月

24 日 接 受「Zooming In with 
Simone Gao」採訪時作出了上

述表述。拉姆斯蘭德在受訪前一

日看到了一份相關報告。

報告中指出，在喬治亞州的

一個製表室中，有一個智能設

備，該設備可以與製表伺服器進

行對話，並向中方報告選票信

息。相關信息已被一名微軟的工

程師追蹤到。

拉 姆 斯 蘭 德 還 提 到

Dominion 投票機與中國、塞爾

維亞、巴基斯坦、加拿大都有直

接的網絡連接。這些國家都可以

通過後門訪問 Dominion 系統，

從而訪問美國的選舉系統。

其中，中共除了用前述提到

的與喬治亞州投票機聯絡的方式

以外，還經常通過一兩個其他國

家的伺服器，間接訪問美國的伺

服器。

拉姆斯蘭德在喬治亞州的發

現，引發輿論關注。

如 果 在 推 特 上 面 搜 索

「Exam Indica tes  Georgia 
Tabula t ing Machine Sent 
Results to China」，即可看到

眾多網友都在轉推相關消息。

「新聞 360」將喬治亞州把

投票結果發送給中方的消息，與

中共用錢操縱選舉聯繫起來。

美 國 保 守 派 網 站「Hal 
Turner Radio Show」，11 月引

述聯邦調查局（FBI）聯合反恐

特遣部隊的高層國家安全情報人

員的消息說，FBI 有喬州州長布

賴恩．坎普（Brian Kemp）和

州務卿拉芬斯珀格接受賄賂的證

據。

美國著名律師林 ·伍德（Lin 
Wood）12 月初曾發布推文，

文中特別提到了喬治亞州州長和

州務卿。伍德律師表示：「喬治

亞州任何公民，無論有無官職，

只要拿了中國（中共）、喬治 ·
索羅斯（George Soros）或比

爾 · 蓋茨（Bill Gates）的錢，

來操縱我們的選舉，無論是以何

種方式（操縱），都是叛國者。

我們需要把他們徹底挖出並關起

來。」呼籲關心自由的人們「採

取行動」。

美國喬治亞州將選舉數據傳至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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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者，始也。旦，則是一輪

大日從地平線上冉冉升起。所

以，元旦帶給我們初始與新生、

光明與希望的意象。然而，初始

之前必經終結，新生之前必經淨

化，光明之前必經黑暗，希望之

前必經渺茫，這個過程，我們稱

之為汰舊更新，而這也是 2021
年元旦到來之際，我們所正在經

歷的。

回顧 2020 年，以一場世紀

大瘟疫為開篇，中共絕口不提它

隱瞞真相而造成疫情大流行的重

大責任，反而以大國抗疫領跑全

球的姿態繼續其霸權擴張之路。

在另一端的美國，則是一邊

全力抗疫、恢復經濟，一邊像遏

阻瘟疫一樣，全力遏阻中共的霸

權擴張，從對中共間諜活動的打

擊，對中共人權迫害的制裁，到

加強與歐洲互動，加強印太部署

等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全球戰

略大調整，不僅讓美國再次偉

大，也在努力讓這個世界從失控

的邊緣上重回正軌。而到了年終

的總統大選，由於共產主義者群

體的干預，大選變成一片混亂。

國內外共產主義邪惡勢力裡應外

合，對美利堅共和國的偷竊。混

亂之中，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

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汰舊更

新。

作為自由燈塔的美國，一旦

被偷走，整個世界都將陷入一片

漆黑。這樣一場關乎世界走向與

未來的大選戰，美國做為滅共大

潮的先鋒，它的走向意味著世界

將被滅共大潮所淨化，還是被共

產主義禍水所吞沒。

我們更看到，美國人在選總

統，所有人在選未來，而在這一

切選擇之上，更是神對人的大檢

選。而當這一切過去之後，能夠

秉承道德，堅持正義的人們，會

得到神的認可，在新元開啟的光

明中彼此相望。

所以，這樣的一場大檢選，

這樣的一場汰舊更新，其過程也

必然是酷烈的。

在這場大檢選中，沼澤之水

被漸漸排乾，隱藏的大鱷不斷浮

出水面——他們在議會，他們在

法院，他們在地方，他們在聯

邦。令人驚悚的不只是驚人的腐

敗，瘋狂的犯罪，還有那長久以

來，從未被識破的偽裝。

在這場大檢選中，道貌岸然

的腐敗政客，全球主義的科技巨

頭，橫行街頭的安提法、黑命

貴，沆瀣一氣。它們與無神論的

中共為友，向撒旦教的勢力稱

臣。它們以民主的名義摧毀民

主，以自由的名義摧毀自由，它

們憎恨美國，抹黑歷史，毀掉未

來。

在這場大檢選中，邪惡的舞

弊只是開始，它們完整的計畫叫

大重構。

然而，它們想不到的是，在

地獄之火的試煉中，那些正直的

人們，神會賦予其無與倫比的勇

氣與信心，為著世間的正義挺身

而出。

那上千名勇敢的證人，他們

頂著壓力與威脅，願意現身法

庭，將他們親身經歷、親眼所見

的瘋狂舞弊行徑公布於眾。

還有那上百萬平和的愛國

者們，在「制止竊選」的大遊行

中，在昭昭天日的見證下，展示

他們向舞弊說不的勇氣，與永不

放棄的決心！他們聲勢浩大的正

義之場，為共和國護航！

蒼穹之上，神在布局全

盤，掌握一切。當歷史的巨輪

從 2020 駛向 2021，是神開啟

了這場大檢選。不要只見邪惡

的猖獗，那不過是將試煉的火

燒得更旺，為了淘汰與撒旦為

伍的行騙者，為了喚醒被邪惡

欺騙的迷途者，為了成就維護

正義的真勇者。神看重的，不

是人的成功，而是人在看不到

成功，看不到希望時，還能堅

持的對正義的堅守。只有那些

真正對神充滿虔敬與信心的人

們，才能高舉正義的聖幟，雖

千萬人吾往矣，向著新元的曙

光！

◎文：宋紫鳳

向著新元的曙光  雖千萬人吾往矣

原本美國的政治體制，就是

把權力關進籠子裡，限制政府的

權力。現在，左派政客們便以疫

情為由，無限放縱政府的權力，

限制人民的自由，甚至開始干涉

百姓的私生活，將權力蔓延到百

姓的家裡。

很多專家都作出警告：相應

的封城措施，其實對減緩疫情的

傳播並沒有多大作用，但卻給人

們增加了更多的壓力，破壞了社

會經濟，得不償失。

加 州 州 長 紐 森（Gavin 
Newsom），做出了這樣的規

定：他說「為了避免疫情傳

播」，必須強制關閉所有「非必

要」的行業，只允許「必不可

少」的行業營業。

這個「非必要」的行業包括

什麼呢？包括教堂、餐館等，這

些都是必須強制關閉的；而這個

「必不可少」的行業又包括什麼

呢？大家認真聽好，這必不可少

的行業包括：脫衣舞俱樂部、墮

胎診所、大麻販賣點等，這些都

是可以正常營業的。由此可以知

道這個紐森，以及其背後的深層

政府到底都是些什麼意圖。它們

就是要用各種手段強迫民眾遠離

神，投進魔鬼的懷抱，實現它們

的全球共產主義夢。

一位加州的牧師麥考伊對

此憤怒的說道：「這真是癲狂

了！」。為讓教堂能開放，牧師

麥考伊便將其教堂註冊為「脫衣

舞俱樂部」。就這樣，教徒們

終於可以到教堂做禮拜了。

這個瘋狂規定讓很多正常人

不敢相信。加州西薩克拉門托

（West Sacramento）市的另一

位牧師塞斯莫（Bob Sisemore）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便去當

地的脫衣舞行看了看，發現一家

叫「城市限制」的脫衣舞俱樂部

在週五晚上確實是開門的，他不

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回家後便

和麥考伊神父想到一塊去了，打

算把他的教堂也轉行做脫衣舞俱

樂部了。

不久前人們上傳了一個視

頻，其中紐森和他的親朋好友在

一個生日派對上玩得不亦樂乎，

完全忘記了他自己制訂的「戴口

罩」和「社交距離」的強制規定。

隨著美國大選舞弊的出現，

越來越多普通人注意到了一個

詞，「深層政府」。

深層政府藉助疫情，強制關

閉營業場所，封鎖城市、限制民

眾的自由，其實並不是為了控制

疫情，而是另有陰謀，那就是推

行「全球大重構」計畫。

10 月 25 日，前天主教駐美

國大主教卡洛 ･瑪麗亞 ･維格

諾（Carlo Maria Viganò）向川

普總統發出了今年的第二封公開

信，詳細揭露了深層政府的「全

球大重構」計畫。

維加諾對川普說：藉助全

球大瘟疫，一個名為「大重構」

（The Great Reset） 的 全 球 計

畫，正在進行中，它的設計者是

一群全球精英，他們想征服全人

類，採取強制措施，徹底地限制

個人和所有民眾的自由。而那些

全球的領導人就是參與這一地獄

計畫的幫凶和執行者，他們的背

後還有一幫不道德的人與組織，

在推動這個計畫。

他們將以所謂的第二波和

第三波瘟疫大流行為由，進一

步實行封鎖計畫，推行健康獨

裁，以防疫為由嚴厲限制個人

自由。在相關計畫實施之時，

他們會巧妙地挑起一場世界性

的經濟危機，會用一些確保全

民收入或取消個人債務的承諾

作為誘餌，吸引人們上當，剝

奪人們的私有財產。他們會藉

助比爾 ･ 蓋茨與主要製藥集

團合作而推動的 Covid-19 和

Covid-21 疫苗接種計畫，給

全民綁定健康護照和數字身份

證，以此監視、跟蹤全世界每

個人的相互接觸情況。對於反

抗者，他們會進行拘押或軟

禁，甚至沒收所有財產，進而

建立起一個「全球暴政」。在

一些國家，這一計畫已經得到

批准和資助；而在另一些國家，

這一計畫正處於早期階段。

關於維加諾所說的比爾 ･蓋

茨與主要製藥集團合作而推動的

全民疫苗接種

計畫，背後的

水非常深，很

可能隱藏著恐

怖的陰謀。它

們到底往這疫

苗中摻了什麼

東西？（未完

待續）

◎文：李道真

2020深層政府計劃書

12 月 24 日，中國市場監

管總局宣布，依法對阿里巴巴

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實施的涉嫌

壟斷行為進行立案調查。有消

息稱，中央多部門的調查組早

於 11 月底已進駐阿里巴巴，還

進駐了騰訊、美團等巨型科網

企業。為什麼中國要此時劍指

大型網際網路企業？反壟斷的

背後存在怎樣的考量？本文綜

合了兩位作者的看法。

名為張傑的作者認為：第

一，反壟斷指令來自最高層。

12 月 11 日召開的中共政治局

會議，首次明確提出「強化反

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隨後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也

專門提到了相關反壟斷議題。

現在，阿里巴巴已被中國監管

部門立案調查。可見，反壟斷

來自中共最高層的決定。學者

關興旺指出，官媒利用製造輿

論，塑造政府正面形象：讓民

眾仇恨富人，現在要下手的又

是一家大公司。民眾一看，拍

手稱快。所以中共藉助民眾這

種心理。藉助喉舌高大上的宣

傳，悄無聲息的搞國進民退。

北京政府最終要治理的所謂金

融亂象，一點都解決不了，可

是，國有化卻在一步一步地推

進。

二，反壟斷的目的在於國

有化。觀察人士分析，馬雲早

在 11 月 2 日的監管會議中就主

動提出，願意將螞蟻集團之部

分持股奉獻給中央政府的傳聞

來看，未來螞蟻恐難逃被中共

收編的命運。中共緊縮對科技

巨頭的管控除了有內部的維穩

因素，也有外部的地緣政治考

量。

「紅色資本主義」一書的共

同作者傅立澤．霍伊認為，「在

習近平的眼中，黨才是核心，

才是最重要的一切，就這麼簡

單。所以，民營企業即使為私

人所擁有，最終還是受國家和

共產黨管控。如果中共想要接

管、也決定接管，企業就會被

接管。民營企業家是沒有能力

抵抗的，尤其無法 ( 像美國一

樣 ) 可以透過獨立的法院系統

來反擊 ( 政府 )，只可能透過黨

內派系或其政治盟友的私下角

力，來達成協議。」

三，保政權，防範顏色革

命。近年來，以 P2P（網貸）

為典型表現形式的網路金融

平臺和公司 " 爆雷 " 和 " 跑路

" 頻出，很多指望一夜暴富的

中低收入階層民眾把大部分積

蓄投入網貸，導致血本無歸，

這些 " 金融難民 " 轉而向政府

討說法。然而，比起阿里、京

東、百度等網際網路巨頭來，

這些 P2P 公司只是小螞蟻。

如果說，它們產生的金融風險

對社會乃至對中共統治只是

小池塘的風波，構不成很大衝

擊，那麼網際網路金融巨頭有

能力掀起的，則堪稱幾何級的

完美金融風暴，其對中國社會

和中共統治的衝擊將會非常

大。

中共對網路金融加大反壟

斷力度和節制資本，重塑監管

權威，決不僅僅針對過去金融

科技在發展過程中缺乏監管、

盲目發展、快速擴張所帶來

的風險防控的需要，同時也是

防範網路巨頭對中共權力的挑

戰，是有著政治考量在內的。

名為王友群的作者認為，

10 月 24 日，馬雲在上海金融

峰會上發表了與中共國家副主

席王岐山針鋒相對的講話。王

岐山說：「中國金融不能走投機

賭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

自我循環的歧路，不能走龐氏

騙局的邪路」。要堅持防範、

化解金融風險，金融安全永遠

排第一。王岐山的這個強硬講

話，事先肯定是得到習近平認

可的。

馬雲卻說，「中國沒有系統

性金融風險」，因為「中國金融

基本上沒有系統，中國實際上

是『缺乏金融系統』的風險」。

「過去 16 年，螞蟻金服一直

圍繞著綠色、可持續和普惠發

展。如果綠色、可持續和普惠

包容的金融是錯誤的話，我們

將一錯再錯，一錯到底」。

2015 年 6、7 月，大陸發

生了一場驚心動魄的 A 股暴跌

事件，股市一瀉千里，數以萬

億的資金被吸走，通過地下錢

莊等各個渠道，流往海外。這

場股災被認為是長期把持中共

金融市場的江、曾勢力發動的

一場「金融政變」。從那時起，

習近平一直在清洗金融市場上

的江、曾勢力。除「一行三會」

（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

會、保監會）的一批金融高官

外，拿下的系列重大影響的「金

融大鱷」。

2014 年 7 月 14 日，《紐約

時報》披露，馬雲創辦的阿里巴

巴，股東包括江澤民的孫子江

志成，前中共元老陳雲之子陳

元，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賀國強

之子賀錦雷，前中共政治局常

委劉雲山之子劉樂飛等。馬雲

買下香港《南華早報》。該報的

經營權和控制權卻在中共港澳

工委手裡，港澳工委的實際控

制人是曾慶紅。

2015 年習金融反腐以來一

直沒有動他。金融監管部門對

螞蟻集團上市一路開綠燈。此

時本應低調的馬雲，卻突然反

常地高調了，公然向習、王開

炮。

習近平、王岐山很可能馬

上聯想到在金融市場呼風喚

雨、翻江倒海的肖建華等及其

背後的江、曾。於是，多管齊

下，緊急叫停螞蟻集團上市。

馬雲遭重挫，實際上是習

與江、曾內鬥白熱化。 2020 年

年底前，習與江、曾是否會最

後攤牌？讓我們一起靜觀吧。

◎文：苗青

北京為何要對阿里巴巴下手？

阿里巴巴創立者馬雲（圖源：PHILIPPE LOPEZ/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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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和歐盟終於在聖

誕節前（12月24日）達成了
貿易協議，建立了新的經濟

和安全夥伴關係，雙方都希

望這將最終結束英國脫歐

造成的多年爭論。

寰宇新聞

歷史性貿協達成  英元旦脫歐

綜合英國媒體報導，英國首

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和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Ursula von der Leyen），經歷

長達九個月的談判，直到聖誕節

前夕，雙方還在因漁業問題討價

還價，但最終，在聖誕夜的前一

刻，雙方終究是達成了協議。

歐盟如釋重負                        
英相：奪回控制權 
約翰遜在推特上寫道：「交

易已經達成。」唐寧街在一份聲

明中說，該協議意味著英國「已

經奪回了對我們的資金、邊界、

法律、貿易和捕魚水域的控制

權……協議實現了在 2016 年脫

歐公投期間及去年大選中，為英

國公眾所承諾的一切。我們已經

完成了英國脫歐，現在我們可以

充分利用作為獨立貿易國提供給

我們的絕佳機會，與世界各地的

其他合作夥伴達成貿易協議。」

馮．德．萊恩則在布魯塞爾

的新聞發布會上說：「這是一條

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但我們達成

了很好的協議來彰顯這段歷程。

這是公平的、平衡的協議，對雙

方來說都是正確和負責任的事。」

有勝於無 市場受鼓舞
該協定將於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保證大多數商品的免關

稅貿易，並為今後在諸如打擊犯

罪、安全、能源、運輸和數據共

享等問題上的合作創造平臺。

隨著人們對交易公告的預期

增加，英鎊兌美元匯率在 2020
年 12 月 24 日接近年內高點。

倫敦開盤前，英鎊上漲 0.5%，

至 1.3559 美元。

協議後的脫歐過渡期將會在

格林威治時間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3 時結束，英國政府敦促業

者做好準備。

原本英國脫歐日期是 2019
年 3 月 29 日，而脫歐過渡期原

本同意的是，保持雙方既有貿易

關係不變 21 個月；但脫歐延後

到 2020 年 1 月 31 日，過渡期並

未跟著延長，因此隨著 2020 年

12 月 26 日 2000 多頁完整貿易

協議公布，業者只有不到一個星

期的時間針對新規定做出調整。

英國脫歐之後                
雙邊貿易協議焦點

據中央社引述法新社報導，

這份內容多達 1246 頁的協議，

涵蓋 2020 年 12 月 31 日後從漁

業到未來競爭等各方面問題，協

議焦點如下：

● 關稅方面
雙方企業跨越英吉利海峽

的進出口貿易，將無可避免各種

新的繁文縟節。雖然英國方面表

示，協議確認雙方「可信賴貿易

夥伴」（trusted trader）計畫，就

得以減少彼此的程序機制，但這

項計畫的適用範圍仍有待觀察。

此外，雙方敲定貿易協議，

雖代表彼此的貨物交易時不會有

關稅或配額問題。但是英國出口

仍須符合歐盟衛生與安全標準，

同時，當產品有部分成分或組成

元件出於歐盟或英國境外地區

時，其管理方式仍須遵守嚴格規

範。也正是因為這項規範，英相

約翰遜在談判的最後階段尋求一

項協議，以幫助英國的日產汽車

公司和豐田汽車公司的工廠，得

以使用從日本進口的零部件開發

電動汽車，否則，當這些汽車出

口到歐盟時，可能會造成歐盟收

取高額關稅。但是歐盟試圖只對

主要由歐洲零件製造的英國汽車

提供免關稅待遇，這項措施將會

分 6 年實行，可能引發對未來

投資憂慮。

● 漁業方面

大多數英國公民認為，「有

協議總比無協議好」，至少，該

協議意味著雙方已經就友好「離

婚」問題進行了談判，這或許將

有助於緩解 1 月 1 日起，雙邊

貿易將要求報關和海關檢查邊境

等所造成的潛在混亂局面。

同時，儘管這並不能接近

複製英國與歐盟的現有貿易關

係（英國將離開關稅同盟和單

一市場），但大多數實體商品得

繼續以零關稅和零配額進入歐盟

單一市場的貿易協議，應該還是

會受到部分商業團體的歡迎。

在 2019 年，英國向歐盟出售了

2940 億英鎊的商品和服務，占

英國出口總額的 43%。

繞過金融與服務業                  
歐盟有盤算

不過媒體分析指出，占英國

經濟 80% 的服務業，並未明確

地在貿易協議中述明，這可能是

英國對歐貿易最大的隱憂。

據《華爾街日報》，金融服

務業是英國最大的出口項目之

一。在過去的 40 年中，英國倫

敦金融市場蓬勃發展，成為了

歐盟領先的信貸、交易和投資

中心，去年的出口額即高達 790
億英鎊，也是順差最大的產業。

但是，該貿易協定對服務行

業所為甚少，對那些以英國為根

據地的銀行、保險業者與資產經

理人，未來進入歐盟市場的管道

恐將受到壓縮，營運規模和影響

力都無法預測。

《華爾街日報》分析指出，

早在此前，布魯塞爾高層即對

40 年來始終以倫敦為金融重鎮

的歐洲金融市場憂心忡忡，進而

尋求擺脫之道。也因此，在這次

的談判中，歐盟僅同意兩項金融

服務活動於元旦准入，其餘均予

擱置不談。這使得未取得任何特

別待遇的倫敦，在歐盟地位僅與

對手紐約相仿。

根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Ernst&Young) 的數據顯示，

其實早在英國公投脫歐的 2016
年起，倫敦的多家銀行與基金管

理公司就已經超前布署，將 1.2
兆英鎊的資產轉移到了歐盟，其

中還有 7500 多個工作崗位遷離

英國；另外有 4 家公司宣布計

畫在歐盟當地進行招聘僱，或者

創建新的職位。

此外，邊境報關、查驗等混

亂局面是否能如所期，也是問號

連連。英國出口份額有 43% 銷

往歐盟，進口份額逾 50% 來自

歐盟 27 國，如此龐大的雙邊貿

易，儘管敲定協議避免硬脫歐，

仍將使從食品安全與出口法規到

產品認證等，都將面臨更多前所

未有的繁文縟節，各大港口勢將

上演混亂和延宕的局面。

脫歐過渡將屆滿                  
當局敦促上緊發條

英相約翰遜在唐寧街 10號宣布與歐盟達成脫歐貿易協議，完成了英國

脫歐。（Getty Images）

英國烏賊戰術下的漁業談判

竟然成了最終關鍵。歐盟（尤

其是法國）堅持維持在英海域

的捕魚權，但漁業僅占 GDP 約

0.12% 貿易額的英國，則堅持

收回海域全部控制權，雖是象

徵意義居多。最終英國從原本

歐盟漁船漁獲須減配 8 成寬限

期 3 年，讓步到在 5 年半過渡

期內逐步將目前漁獲配額減少

25%。之後雙方每年將針對歐

盟漁船在英國水域的漁獲量進行

談判，若歐盟方面不滿談判結

果，可以對英國祭出經濟措施。

● 公平競爭環境方面
另一個障礙是「公平競爭環

境」規範，歐盟堅決主張制定此

規範，防止未來英國用降低標準

或補貼產業的做法時，英國企業

會比歐盟競爭對手更具有優勢；

英國則力抗這樣的規範，不想給

歐盟得以強迫英國在環保、勞動

規定，或國家補助等議題上掐住

脖子的機會。

最終雙方於協議明確承認，

貿易和投資需有「公平競爭環

境」的條件，然雙方將可擁有

「重新平衡」協議的權力，由彼

此各設一個獨立的補貼控制裁決

機構，以解決規則上的重大分

歧。換言之，英國將有獨立判斷

的權力，若是遇到紛爭不用受歐

洲法院的管轄。但是，協議允許

任何一方在自認權益受損提交仲

裁後，得以拿出相對應的反制。

此外，協議將讓雙方持續

在安全方面進行合作，包括共

享 DNA、指紋及旅客信息，

並透過歐盟旗下歐洲刑警組織

（Europol）合作。

從 1 月 1 日起，英國和歐

盟公民將無法自由往返兩地居住

和工作。歐盟表示：「人員、貨

物、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將終

止。畢竟歐盟和英國之間已經形

成 2 個獨立市場，2 個不同的監

管和法律空間。這將為貨品和服

務貿易、跨境流動與交流帶來目

前不存在的壁壘。」 

◆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了一

項新法律，賦予俄羅斯卸任總統

終身豁免權，並允許他們成為

終身參議員，這一職位也賦予了

免受刑事起訴的豁免權。 2020
年 12月 23日，俄羅斯國會議員

投票通過另一項憲法改革立法，

正式允許普京總統繼續執政至

2036 年。該法律草案將需要上

議院的支持，並提交給普京總統

簽署後才能正式生效。按照現今

的俄羅斯《憲法》規定，俄羅斯

總統任期只能連續擔任 2 屆。

◆韓國 2024 年應該要有

15% 的工作崗位實現自動化。面

對這一挑戰，環繞首爾的京畿道

已開始試行普世基本收入。據法

廣報導，京畿道（Gyeonggi）當

地 20 萬年青人，每人每季度可以

通過信用卡收到大約 190 歐元。

這筆錢只能在當地商店裡使用。

對於求職者和大學生而言，這筆

錢就能另有所為，可用於社交，

在外與朋友聚會。就個人而言，

普世基本收入改變了年青人的消

費模式，有利地方經濟。一份民

調結果顯示，近半數韓國人支持

發放基本收入。

◆波蘭將通過一項新法律，

每當大型高科技公司違憲審查

在線合法言論自由時，將對其

處以高達 220 萬美元的罰款。

當西方國家的一些自由主義政

府試圖通過罰款社交媒體巨頭

Facebook 和 Twitter， 來 消 除

一些所謂的「仇恨言論」時，波

蘭則採取了另一種令人耳目一新

的方法。根據其規定，如果社交

媒體服務上的內容未違反波蘭法

律，則不得刪除其內容或屏蔽

帳戶。如果（用戶）被移除或

屏蔽，可以將投訴發送到申訴

平台，該平台將有 24 小時的時

間進行審議，判決後的 48 小時

內，可向法院請願要求其恢復使

用權。波蘭司法部長明確表示，

該法律倡議旨在打擊審查制度。

目前，美國總統川普和司法部已

敦促國會考慮撤銷 1996 年《通

信規範法案》第 230 條規定，該

規定保護了谷歌、推特和臉書等

科技公司可免於對內容審查而被

起訴。

◆美國著名民意調查機構

蓋洛普（Gallup）發布了 2020
年最受尊敬的人榜單。川普去

年 與 前 總 統 奧 巴 馬（Barack 
Obama）並列，但今年他擊敗

了奧巴馬。川普的人氣是喬．拜

登的 3 倍。根據調查結果顯示，

有 18％的美國人提名川普，

15％的人提名奧巴馬，6％的人

提名拜登和 3％的人提名福西。

今年是川普第 10 次躋身十大人

物之列，包括他進入政黨政治之

前的 4 次：1988 年至 1990 年

和 2011 年。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將於下

月召開勞動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

會，試圖增強公眾對他的忠誠，

並制定新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以

應對其執政九年以來最嚴峻的挑

戰，即新冠狀病毒疫情繼續蔓延

將延長朝鮮的閉關鎖國，並可能

引發一場經濟風暴，導致食品短

缺和市場動盪，引發公眾恐慌。

這將是朝鮮五年來第一次舉行全

國代表大會。這個大會是勞動黨

的最高決策機構。在 2016 年的

勞動黨代表大會上，金正恩重申

他發展核武器的承諾，並宣布了

一項雄心勃勃的經濟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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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什麼比特幣會暴漲？是

的，大機構入場了。

早 在 2020 年 3 月 份 疫 情

爆發前後，著名的對沖基金經

理 Paul Tudor Jones，（美國歷

史上第一個對沖基金經理）以

及索羅斯曾經的搭檔 Stanley 
Druckenmiller，都已經認知到

比特幣的價值，他們都開始買入

比特幣，至於著名的灰度基金

（Gray），更是持續不斷的在增

持比特幣。

美 國 上 市 公 司

MicroStrategy， 就 在 聖 誕 節

前的週一，公開宣布再次購買

29646 枚比特幣，致使其持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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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依然在持續收幣，由此導致千

幣戶變得越來越多。

很多人以為比特幣就是真

實的龐氏騙局，但從 1971 年迄

今，在由各國政府控制的可以隨

意擴張的信用貨幣支撐之下，人

類的經濟似乎進入了一個永遠指

數增長的美好時代，每年經濟都

比上一年好，每年的財富都比上

一年大量增加，在無限的慾望、

無限的借貸刺激之下，人類經濟

和財富，似乎很快要把人類給撐

爆炸，把地球撐爆炸，很快要充

斥宇宙的每一個角落……

但是，從 2009 年起，人們

有了另外一個選擇——比特幣。

比特幣剛開始出現，似乎給人類

到了 70470 枚比特幣，其 CEO 
Michael J. Saylor 表示：「今天

宣布的對更多比特幣的購買，再

次證實了我們的信念，即比特幣

作為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加密貨

幣，是可靠的價值存儲。我們相

信資產負債表的積極管理，加上

公司收入和盈利能力的改善，是

近期股價上漲的重要因素。」

賽勒還進一步宣布，公司已

經通過發行 6 億美元年債券的

方式，用以購買更多的比特幣，

他還建議特斯拉的馬斯克把自己

的一部分財富換成比特幣。而在

此之前，美國的人壽保險公司

MassMutual 也證實，他們也購

買了 1 億美元的比特幣，而且透

露有其它保險公司也加入了這個

行列……這可是傳統金融機構裡

最保守的機構了，連他們也開始

購買比特幣？

一方面是傳統金融機構大量

入局比特幣；另一方面，各大交

易所賬戶上的比特幣總量卻越來

越少——5 大加密貨幣交易所錢

包的比特幣總量從 2020 年 1 月

份開始，比特幣交易所的比特幣

總量開始持續下降，而從 7 月份

開始，這個下降開始加速……直

到 12 月，部分下降了近一半。

正規金融機構入場購買，主要交

易所的比特幣流出——對，交易

所流出的幣，很大一部分進入了

專業金融機構的賬戶。

在比特幣的世界裡，所謂的

「千幣戶」和「萬幣侯」了，除

非機緣巧合，一般的人，現在已

經不大再有可能「富裕」到這個

層次。最可惜的是，比特幣世界

的貧富差距，就在最近，正在變

得越來越大，跟現實世界一樣。

比特幣世界的貧富差距，原

本就很大。根據有人對比特幣地

址的統計，比特幣數量最靠前的

大約 1600 個比特幣地址，擁有

大約 500 萬枚比特幣，而另外

有大約 400 萬枚比特幣實際上

已經丟失——儘管它們在比特幣

鏈上清晰可見，但實際上，他們

已經永遠沉睡在這些賬戶中了，

再也不會醒來。例如英國的 IT
從業者詹姆斯 - 豪厄爾 (James 
Howell) 曾經挖出過 7500 枚比

特幣，但他卻意外地扔掉了存儲

密鑰的硬碟。這個硬碟驅動器，

已經被埋入威爾士的一個垃圾填

埋場中，豪厄爾曾試圖獲得議會

的許可，挖掘這個垃圾填埋場並

且找回密鑰，但沒有成功。

根 據 Santiment 平 臺 的 統

計，就在最近的幣價快速上漲

中，千幣戶的賬戶數量正在變

得越來越多，與此同時，不到

1000 枚比特幣的地址數量，卻

出現了明顯下降。

一個合理的猜測就是：小型

的比特幣富人，正在現在的歷史

高價兌現利潤；而真正的大鱷，

2020年12月27日，比
特幣價格突破2 . 7 9萬美
元，距離3萬美元，僅有一
步之遙。在此之前，人們基

本都是看空的，在23000
美元附近停頓的時候，很

多人還以為，因為基差太高

（無風險收益率現在接近

20%），大量獲利資金的湧
出，有可能會讓比特幣下跌

一波，所以很多人包括我判

斷，比特幣有可能會在聖誕

節前遭遇一輪暴跌。

一個創造新型財富的希望，也確

實有人因此致富，但從如今比特

幣被大戶及金融機構收割的情況

來看，新型財富最終還是聚焦到

了大機構手中。

我並不認為，由比特幣主

導的信用貨幣時代泡沫破裂是

件好事，因為這意味著無數普

通人的苦難。但是，比特幣現

在呈現的趨勢，何嘗不是各國

央行們自 2008 年以來，肆無忌

憚的擴張信用貨幣的表現？只

要各國央行們不放棄他們不負

責任的信用貨幣擴張政策，比

特幣刺破人類信用貨幣泡沫的

這個趨勢和過程很可能已經在

發生當中。

比特幣已經離普通人越來越遠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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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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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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賞

◎ 文：戴東尼

中國繪畫史有一個很

有意思的特點，就是出道

即巔峰。因為中國傳統文

化是神傳文化，直接由神

傳給帶有使命的人，所以一

下子就是最好最正的。拿

書法來說，自東晉王羲之

初創新體，那一時期的書

法就成為後世翻越不過的

高峰；而山水畫同樣如此，

它真正成熟就是在北宋時

期，同時，也是在此時達

到滿級成就。

中國畫家難以逾越的三座名山

其中，北宋範寬《溪山行

旅圖》、北宋郭熙《早春圖》、

宋李唐《萬壑松風圖》等三幅

北宋宗派大家的山水畫，是藝

術史學家作為藝術史斷代分析

的佐證，為確定無疑的真跡神

品，成為其後中國畫家心摹手

追的巔峰之作，從未被超越。

範寬字中立，華原人，也

就是現在的陝西銅川耀州區

人。範寬為人豪爽狂放，不

受世事拘束也不愛功名，心

醉高山茂林之間，這種性格

其實是最適合創作巨幅山水

的。他自創寫實雨點皴法，

形成「遠望不離座外」「峰巒

渾厚，勢壯雄強」的北方山水

畫傳統，成就了北方山水的

典範 , 其畫品極高，其畫風對

望」、「可游」、「可居」的

境界，創造了一片紙捲上的

春山寒林。他曾經提到，在

山水畫的創作中，要分清四

時的差別——「春山澹冶而

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

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

如睡。」（《林泉高致》）。我

們在《早春圖》中，彷彿可以

看到這種澹冶的環境和「笑」

的動態，正是這種環境和動

態，渲染出畫面寧謐而生機

勃勃的氛圍。

李 唐（ 約 1 0 6 5 - 約

1150）， 字 晞 古， 河 陽 三

城（今河南孟縣 ）人。初以

賣畫為生，徽宗趙佶政和中

參加畫院殿試，以切題畫佳

中魁，補入畫院。「靖康之

變」後被擄往北國，後冒死南

逃，至臨安（今杭州 ）復以

賣畫度日。李唐在高宗紹興

年間授成忠郎，任南宋畫院

待詔，賜金帶，成為引領南

宋畫院的重要人物。

李 唐《萬 壑 松 風 圖》其

左側山峰上有『皇宋宣和甲

辰（1124）春河陽李唐筆』

的隸書款題，考證為李唐約

六十歲高齡時於北宋晚期南

渡前的山水畫作品，被學術

界視為兩宋繪畫的分水嶺。

此畫尺幅巨大，畫中山泉奔

騰，山腰間雲霧縈繞，若動

若靜。山上有茂密松林，略

的一幅絹本設色畫，此畫創

作 於 神 宗 熙 寧 五 年（1072
年），為郭熙晚年之作。《早

春圖》主要景物集中在中軸

線上，畫家以全景式構圖巧

妙地將他所提倡的高遠、平

遠、深遠「三遠」表現手法融

為一體，細微處有呼應，大

開合處相顧盼，氣勢渾成，

情趣盎然，表現出初春時北

方高山大壑的雄偉氣勢，為

觀者營造了「可行」、「可

後世影響極大。

在《溪山行旅圖》面前，

最能體會何謂高山仰止，連

推崇南宗的明董其昌也評此

畫為「宋畫第一」！此畫撲

面而來的懸崖峭壁佔據了整

個畫面的大半。人在其中抬

頭仰視，山就在頭前，在如

此雄偉壯闊的大自然面前，

人顯得如此渺小。山底下，

一 隊 商 旅 在 一 條 小 路 上 行

走，緩緩進了觀者的視野。

馬隊鈴聲與山澗那潺潺溪水

應 和， 動 中 有 靜， 靜 中 有

動，詩情畫意在一動一靜中

顯現出來。畫家描繪出巍峨

的山峰，突兀的巨石，蔥蘢

的林木，雄偉的自然景色；

再加上山路間行商的小隊，

增添了人世間的生活氣息，

自然與人世間活動又處於如

此的和諧之中。

郭 熙， 字 淳 夫， 據《宣

和畫譜》所載其「乃河陽溫

縣人，為御畫院藝學，善山

水寒林，得名於時。」郭熙

一生經歷了真宗、仁宗、英

宗、神宗、哲宗五朝，而最

輝煌的時期，則是在神宗熙

寧年間，其時「雖年老落筆益

壯如隨其年貌焉」（《宣和畫

譜》）。他所創作的山水畫，

深受宮廷內外的歡迎。

《早 春 圖》是 郭 熙 創 作

低山頭的松林與後方山體之

間，以留白方式表現白雲，

一方面把群山的前後層次感

劃分出來，亦使畫面有疏密

相間的效果，調和氣氛，不

會有過分的壓迫感，為北派

山水的代表作。

這三幅畫都是典型的巨碑

式北宋山水巨作，至今還是

中國山水畫家難以逾越的三

座名山。

  宋 李唐

《萬壑松風圖》

當李唐在塑造

石塊的質感時，

是以毛筆側鋒

刷出斧頭劈裂

石塊的效果，

後人稱此種技

法為「斧劈皴」

。這種筆法，

日後被南宋畫

家馬遠、夏珪

所承襲，形成

馬夏山水的重

要特徵。

《早春圖》

《溪山行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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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像大唐長孫皇后那般識大

體、有胸襟的皇后如鳳毛麟角。

613 年，時年 13嵗的長孫氏嫁給唐

國公李淵次子李世民為妻。唐朝建立後，

李世民被立為秦王，長孫氏則為秦王妃。

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受唐高祖李淵

禪讓，登基稱帝，廟號太宗。

長孫皇后除盡心盡力的照顧李建成和

李元吉的遺孀外，還盡力安慰和補償死者

家屬，為他們安排住處，挑選侍女照料生

活起居，極盡撫恤之意。

長孫皇后喜愛看書籍圖傳，常常手不

釋卷。善借古喻今，經常與唐太宗一起共

執書卷，談古論今，從容以對，發表獨特

見解，對唐太宗與朝政大有裨益，與唐太

宗感情極好。

長孫皇后的哥哥長孫無忌，因其才德

兼備，不僅見識多，且善謀略，所以深受

唐太宗的賞識，被封為齊國公。

有一次，唐太宗想擢升長孫無忌為尚

書右僕射，卻遭到長孫皇后的反對。他認

為太宗應以漢代呂氏、霍氏等外戚干政的

例子為借鑒，不應讓長孫家的兄長們掌太

多政權。但太宗仍堅持要擢升長孫無忌。

長孫皇后只好先私下找哥哥來商量，

希望他能以國家大局為重，不要讓外戚有

過多機會參與政治，也不要落人話柄，應

向太宗辭卻官位。後來，長孫無忌果然向

太宗表達拒絕封官的意願。太宗見兄妹兩

人都如此堅持，也只好作罷。

雖然長孫皇后貴為一國之母，但是她

生活勤儉樸素，完全沒有官夫人的奢靡習

性。她自用的衣飾、車馬等，都力求儉

約。不僅如此，她也帶動兒子、嬪妃們都

這樣做。

有一回，太子的保姆建議添購一些器

具給太子使用，長孫皇后知道了很生氣的

說：「現在國家剛建立，百姓還生活在戰

亂不安當中，身為一國的太子，應該節儉

自持，體恤百姓，才配的上是賢德的人君

啊！」

如果說唐太宗是一位能接納諫言的賢

能皇帝，那麼長孫皇后就是促成他有雅

量、接納直諫的幕後推手。

有一次，太宗下朝後怒氣沖沖的回到

後宮，對長孫皇后直說：「總有一天要把

魏徵給殺了。」

原來魏徵經常在眾人面前毫不留情的

提出諫言，有時甚至讓太宗覺得顏面盡

失，所以太宗氣得想把魏徵除掉。不料，

長孫皇后聽完太宗的話之後，竟入內到

房間，換上隆重禮服，向唐太宗下拜。

太宗驚異而不解。長孫皇后笑道：「恭喜

皇上！臣妾聽古人說：『唯有明君，臣子

才敢直言勸諫』，魏徵敢如此大膽提出諫

言，那表示陛下您有雅量，能接納臣子意

見，是個英明的皇帝啊！所以我要向您道

賀呢。」這一番話就像一盆清涼的水，把

唐太宗滿腔怒火給澆滅了。

長孫皇后年僅 36 歲，因病去世。臨

終前，還一再要太宗記住：「親君子、遠

小人，納忠諫、省勞役、止遊畋。」除恪

盡婦道作為一個賢慧妻子外，長孫皇后的

開闊胸襟與氣度，也給千秋萬代留下了良

好的母儀典範。

◎文：白雲飛

In ancient times, it was really rare for a 
queen like the Empress Zhangsun to be 

generous and broad-minded.

  Empress Zhangsun was the wife of Em-
peror Taizong (Li Shimin) of the Tang Dy-
nasty who became emperor shortly after the 
incident at Xuanwu Gate where he defeated 
and killed his brothers, Li Jiancheng and 
Li Yuanji, who were staging a coup against 
their father. As well as taking care of Li Ji-
ancheng’s and Li Yuanji’s widows, Empress 
Zhangsun did her best to comfort and com-
pensate the bereaved families, arrange ac-
commodation for them, and choose maids 
to take care of them.

  Zhangsun Wuji, who was the elder brother 
of the empress, was very well thought of by 
the emperor due to his talents, knowledge, 
and strategy, and was named Qi Guogong. 
Once, the emperor wanted to promote 
Wuji as a chancellor, but he was opposed 
by the empress. She believed that Emper-
or Taizong should take a lesson from his-

tory and should not let the elders of the 
Zhangsun family hold too much power.

  Emperor Taizong still insisted on pro-
moting Wuji. The empress had no choice 
but to privately discuss it with her brother, 
hoping that he would consider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would choose 
not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To stop people 
criticizing the emperor, Empress Zhangsun 
suggested that Wuji give his resignation 
to the emperor. Later, Wuji expressed his 
unwillingness to be an official to Emperor 
Taizong. On seeing that both the brother 
and sister insisted so much on it, Taizong 
had no choice but to relent and allow Wuji 
to resign.

  Empress Zhangsun’s life, from her cloth-
ing to her horses and carriage, was frugal 
and humble. She also asked her sons and 
maids-in-waiting to live in the same man-
ner. One time, the prince’s nanny suggested 
buying some equipment for the prince. Em-
press Zhangsun was very angry and said to 

the prince: “Now that the country has just 
been established, the people are still living 
in war and restlessness. As a prince, you 
should be frugal, show self-restraint, be 
compassionate to civilians, and thereby be 
a virtuous emperor in the future!”

  If Tang Taizong was a virtuous emperor 
who could accept admonishment, then Em-
press Zhangsun was the behind-the-scenes 
supporter who promoted his generosity and 
acceptance of admonishment. On one occa-
sion, Taizong returned angrily from a meet-
ing and said that he would kill chancellor 
Wei Zheng.

  After asking what had happened, it turned 
out that Wei Zheng made reckless remarks 
in front of everyone in the imperial hall, and 
made Taizong completely lose face. Taizong 
was so angry that he wanted to get rid of 
Wei Zheng. Unexpectedly, after listening 
to Taizong’s words, Empress Zhangsun 
retreated to her bed-chambers and put on 
the official empress gown and came out. 

Taizong was surprised and confused.

  Empress Zhangsun smiled and said: “Con-
gratulations, your Majesty! I have heard that 
only a virtuous emperor will have subordi-
nates who have integrity. Wei Zheng dared 
make such a bold remark, which means that 
your Majesty has the grace and can accept 
the opinions of the courtier, and is a virtu-
ous emperor! So I congratulate your Maj-
esty.” After hearing this, Taizong suddenly 
came to an understanding.

  Empress Zhangsun died of illness at the 
age of thirty-six. Before she died, she asked 
Taizong to remember her words: “Get close 
to those who have a noble character, stay 
away from those who have low morals, ac-
cept loyal admonishment, save labor, and 
refrain from hunting.”

  As well as being a virtuous and capable 
wife, Empress Zhangsun’s broad-minded-
ness and generosity also left a role model of 
motherhood for all generations.

Generous and Broad-Minded Empress Zhang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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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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喝了三升醋泡蒜沫後，吐出了一條蛇。

上圖為克拉尼（Ernst Florens Friedrich 

Chladni）。下圖為在振動板上的沙粒顯

示出獨特圖案，被稱為「克拉尼圖形」。

◎文：青蓮

美國獨立戰爭開始時，北美

殖民地一盤散沙，既沒有正規軍

隊，也不是所有人都贊成和英國

開戰。華盛頓的大陸軍因缺少經

費，兵力匱乏，裝備低劣，面對

強大的英軍節節敗退。

1777 年那個寒冷的冬天，

大陸軍被困在一個叫福吉山谷

（Valley Forge）的地方，缺衣

少糧，一半的士兵連鞋子都沒

有，也沒有保暖的衣服和毯子。

很多士兵得了天花和傷寒病，一

萬一千人的隊伍，連病帶凍死了

兩千多人。不僅全軍士氣極其低

落，殖民地的很多人也反對大陸

軍繼續打下去。

困境中的華盛頓時常獨自一

人一馬，跪在雪地上向上天祈

禱，祈求神的救助，讓自己完成

為自由而戰的使命。終於，他的

虔誠感動了上蒼，神給他演示了

美國從誕生、成長到住世的歷

程。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裡有一份

紀錄，記載了華盛頓在福吉山谷

中得到的神啟。

華盛頓敘述道，在那個下

午，他看到了一個特別美貌的女

子站在他的面前。

他在女子的注視下無法照自

己的意志行事，「一種新的、神

祕的、強大的、無法抗拒的影

響占據了我。」他聽到一個聲音

說：「共和國之子，看好了，記

住了。」隨著那個聲音的引導，

他看到了一些場景，被認為是分

別預示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

美國南北戰爭最終的聯邦大融

合，以及今天正在發生的一切。

美國獨立戰爭

第一次聽到那個聲音時，

「我看見一個黑色的、模糊的身

影，像是一個天使，站在或者更

確切地說飄在歐洲和美洲之間的

半空。

美 國 獨 立 戰 爭 期

間，大陸軍總司令喬治．

華盛頓帶領的殖民地聯

邦軍隊，曾遭遇絕境。在

日日祈禱中，他曾得到

神啟，看到了美國未來

200多年的歷史，也預見

今天美國面臨的巨大危

機。今天在美國國會圖

書館裡有一份紀錄，記

載了當年華盛頓在福吉

山谷中得到的神啟。

他的雙手從海裡各捧出一捧

水，他用右手灑了一些在美洲，

左手灑了一些在歐洲。立刻就有

雲從這些國家升起，匯合到海洋

中部。

雲停滯了一會兒，然後慢慢

向西移動，直到把美洲籠罩在黑

暗的雲層中。間或有一道道閃電

穿透牠，我聽見美洲人民沉悶的

呻吟聲和哭喊聲。

天使第二次從海裡捧出水

來，像先前那樣灑下。黑雲就被

拉回到海裡，沉入洶湧翻滾的海

浪中，從視野中消失。」

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

然後他又聽到那個聲音，看

到了另一個場景：「黑影天使把

臉轉向南邊，我看到一個不吉利

的魔影從非洲接近我們的陸地。

牠慢慢地掠過我們陸地上的每一

個市鎮和城市。居民們現在成爲

互相對抗的戰鬥隊形。我繼續看

時，看見一個光明的天使，額上

有光的頭冠，上面可見「Union」
（聯邦）這個詞，天使把美國國

旗放在分開的國民之間，說道：

記住，你們是兄弟。立刻，居民

們扔掉他們的武器，再次成為朋

友，集合在國家旗幟周圍。」

今日美國正在發生的

在最後一次聽到那個聲音

時，一個可怕的場景出現了：

「從每個州都升起了厚厚的黑

雲，很快彙集成一片。黑雲中閃

現出一道暗紅色的光，大群大群

武裝的人，隨著黑雲移動，在陸

地上行走或在海上航行，都朝向

美洲。我們的國家被籠罩在這塊

雲中，我看見這些龐大的軍隊摧

毀了整個國家，燒燬了我先前看

見湧現出來的村莊、市鎮和城

市。我的耳中聽到大炮的隆隆

聲、劍碰撞的聲音和數百萬人在

殊死搏鬥中的喊聲和哭叫聲。」

「黑影天使再次把號放到嘴

裡，吹出又長又可怕的一聲。瞬

間，像有一千個太陽那麼亮的光

從我上面照下來，穿透並把籠罩

美洲的黑雲打成碎片；同時額頭

上亮著 Union（聯邦）這個詞，

一隻手拿著我們的國旗，另一隻

手持劍的天使從天堂降下，同他

◎文：蘭心

聲音的形狀  
德國科學家恩斯特 • 克拉尼

用一個著名的克拉尼圖形告訴人

們，聲音也是有形狀的。

克拉尼在正方形金屬薄片上

鋪了一層薄薄的細沙，接著拿起

小提琴琴弓，將弦靠在金屬片邊

緣，緩緩拉動。細沙隨著金屬片

的細微震動而上下跳動，慢慢改

變位置，結果竟形成一幅對稱的

幾何圖案，這就是著名的克拉尼

◎文：紫雲

青海德令哈，在蒙古語中，

是「金色的世界」，這片土地上

有非常多奇怪的巖洞和沙漠怪

圈，藏著許多神秘的現象。

在距離德令哈市區 40 多公

里的懷頭他拉鄉，有一座被荒漠

和沼澤包圍的山，名叫白公山，

山高 200 多米。在山下有著 3
個大小和形狀都不一樣的山洞。

與普通的天然山洞不一樣，明顯

有著被開鑿過的痕跡。洞內除砂

岩外沒有任何物質。

在最大的一個山洞中，有一

根直徑 40 釐米的鐵質管狀物 ，
從頂部插進了洞中斜通到底，足

足有百餘米長。雖然經歷了千萬

年的風霜銹蝕，但還是能看得清

楚原本的模樣。

在山洞的洞口還有 10 幾根

的鐵管，同樣將整個山體給穿透

了。這些鐵管與岩石嵌合得天衣

無縫，不見頭尾，所以專家猜

測，明顯是在開鑿的時候將這些

鐵管直接插入岩石中的。

專家們將一些鐵管上面的碎

片拿去採樣分析。結果發現是這

些碎片中氧化鐵的含量達到了

60% 以上，而且在檢測的過程

中專家們驚奇地發現，有 8% 的

元素無法查出的，元素週期表中

也無相關記載。能讓鐵管插進這

麼堅硬的岩石中而不變形，估計

就是這神祕元素在發揮作用。

經科學家鑑定，這些鐵管形

成於 15 萬年前，而這裡有人類

存在的紀錄不超過 3 萬年。所

以很多科學家認為，這裡很可能

就是外星人留下的證據，而且那

8% 無法檢測出的元素就是來自

於外星。當地政府在此設立了外

星人遺址旅遊景點。

15萬年前的鐵管是外星之物？  

圖形。

原來，聲音不僅可以被聽

到，也可以被看到。

其實這個實驗在 1680 年就

有人做過。只不過當年虎克做這

個實驗時用的是玻璃板與麵粉。

一百多年後，克拉尼系統

性地展開了一系列實驗。 1787
年，他出版著作，將實驗結果

公布，此後這類由音頻產生的

幾何圖案就稱為「克拉尼圖形」

在科幻電影或奇幻小說中，

有時會有用意念控制別的人或動

物行動的場景。事實上，有的人

真的可以做到。《遊藝與雜技》

雜誌的一個編輯，在回憶錄中介

紹馴獸師杜洛夫時，就談到他用

思維暗示使動物進行表演的事。

杜洛夫馴養了許多動物，也

常常用思維命令他的動物們去做

事。有一次，他邀請一些科學家

和記者參觀他的「小動物園」，在

關養著一對獅子的獸欄前，大家

提出請杜洛夫暗示雄獅去攻擊母

獅。而這兩頭獅子，已在一個籠

子裡相處了3年，關係十分融洽。

杜洛夫答應了，他看著雄獅，在

◎文：秀秀 心裡設想出一個場面：母獅躡手

躡腳走近雄獅，想偷吃雄獅爪子

旁的一塊肉。突然，雄獅大吼一

聲，向趴在遠處的母獅撲去，並

且想咬母獅。杜洛夫制止了雄獅。

有一位研究人員卡仁斯基不

信，他找到杜洛夫對他說：「您

能進行思維暗示，那麼請您暗示

我做個甚麼動作看看？」杜洛夫

同意了，讓他坐下。杜洛夫在一

張紙條上寫了幾個字，將紙條字

朝下放在桌上，便開始望著卡仁

斯基。卡仁斯基並沒有感受到甚

麼，只是不由自主地用右手搔搔

耳後。他的手還沒放下來，杜洛

夫便把那張紙條遞給他，他赫然

看到字條上的字「搔搔右耳後！」

聲音的形狀、鐵管：網絡圖片；華盛頓 :公有領域;白宮：Adobe Stock

奇妙的「思維感測」 

一起的是白色神靈的軍團。他們

立即加入了我看著幾乎要崩潰的

美國居民，居民們立刻重新鼓起

勇氣，收攏被打散的士兵，重新

開始戰鬥。最終這片土地的居民

取得了勝利。」

「光明天使把他帶來的蔚藍

色旗幟豎立在他們中間，大聲喊

出：只要星辰存在，只要上天還

把甘露灑下大地，聯邦就和牠們

一樣長久存在。他取下額上寫著

聯邦的頭冠，把牠放在旗幟上，

人們紛紛跪下祈禱。」

然後華盛頓聽到同樣的聲音

說：「共和國之子，你所看到的

給你這樣解釋：共和國將面臨三

次巨大的危險。最可怕的是第三

次 。但是在最大的衝突中，整

個世界聯合起來也不會戰勝共和

國。讓共和國的每個孩子學會為

他的上帝、他的土地和他的聯邦

生活。」華盛頓感到，這些所顯

示出來給他看到的是美國從誕

生、發展到註定的命運的景象。

1783 年，大陸軍在華盛頓

的帶領下，經過艱苦卓絕、堅持

不懈的努力，終於贏得了獨立

戰爭。 1789 年 3 月 4 日，美國

《憲法》生效的這一天，美國進

行了歷史上第一次總統選舉。喬

治．華盛頓得到選舉人團全票通

過，成為美國第一任總統。

美國當下的情況，是否正是

華盛頓總統當年看到的第三次、

也是最危險的那個景象呢？

美國大選已經過去 1 個多

月了，至今未曾塵埃落定。在這

場精心策劃、由外而內、自上而

下、全面覆蓋大規模的舞弊中，

全世界的邪惡力量都在結集，美

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

誠願就像華盛頓看到的那樣，在

神的幫助下，聯邦共和國終將回

到上帝的子民手中。

神給華盛頓演示美國的三次危機

片邊緣時，會使金屬片產生共

振，於是位於震動較大之部

位的沙就會不斷跳動，直到

彈跳至震動較小的位置──

也就是波的節線，因而勾勒

出波的共振圖案。

不同的頻率會產生不同型

態的共振，如今信號產生器可

以產生精確的各種頻率，更能

輕易製造出繁複美麗的共振圖

案。克拉尼圖形也被用來設計

或改良提琴、吉他等樂器。因

為這些樂器所發出的美妙聲音

就是源自琴身本身的共振。

（Chladni patterns）。
除了弦樂器，克拉尼還曾在

教堂的管風琴中裝入各種氣體，

測量其振動頻率，而首度計算出

不同氣體中的音速。

書香門第出身的克拉尼最初

並不是學音樂的，而是秉承父親

之意學習法律與哲學。 1782 年

大學畢業後，父親過世，克拉尼

終於可以轉向自己熱愛的音樂與

科學，並因在聲學領域的卓越成

就，被稱為「聲學之父」。

克拉尼圖形呈現的就是駐波

的二維波形。當弓弦劃過金屬

華
盛
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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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人傳奇

直徑 40釐米的鐵質管狀物深入山

體。(Have fun/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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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四年（一九一五

年）九月，我和符夢松、陸拜

葛、杜公輔三位，出差到新會

縣城，借住在共和學校。當天晚

上有位朋友邀請我們到城外，為

我們設宴洗塵，到了深夜酒席才

散，這時城門已經關了，我們就

借道某個人家廢棄的園林回住

處。符、杜二人走在前面，看見

一匹白馬在路邊吃草，就舉起燈

來照了一下，不料白馬瞬間化成

了惡鬼，張開雙手向二人猛撲過

來。陸君走在最後，見一乞丐坐

在路邊，反穿著一件羊皮襖，感

到很奇怪，就停下腳步用燈火照

他，誰知乞丐竟然變成了披頭散

髮吐著舌頭的厲鬼。三人先後受

到驚嚇，也顧不得別人，各自狂

奔回到住處，身穿的幾層衣服都

被汗水濕透了，身體忽冷忽熱，

但我卻安然無恙，什麼也沒看

見，朋友們都說我的運氣好。其

實我平時就近視，當天晚上沒有

月亮夜色很黑，我又沒帶燈火，

腳下的小路崎嶇不平，荒草高過

腳踝，每走一步都要頗加小心，

自然沒有閒暇往兩邊看，所以才

免於這場驚嚇，這又是一件事。

四、我故鄉周溪的婦女，因

連遭荒年和戰亂，感到生命像朝

露一樣短暫，就聯合起來共同吃

齋持戒設立法壇，推選出十六位

信女輪班虔誠讀誦《五公經》，

要七天七夜誦經不斷，希望能保

佑全村人平安。果然精誠所至感

動天地，誦經到第三天的時候，

壇中忽然聞到從來不曾聞過的濃

烈香氣，所供的淨水，變成了淡

紅色，再來又變成淡金色，還不

斷的冒出像珍珠串一樣連綿不絕

的水泡；所有的玻璃器皿，都顯

現出五公菩薩的法像，面貌栩栩

如生，有年老的、有年少的，所

穿衣服的顏色也各不相同，緊接

著庭院裏又有金砂從天而降，紫

色的霧靄籠罩著屋頂；特別讓人

稱奇的是，五公菩薩的喜怒，隨

著各人對他是否信仰而不同，村

裏的男女老少全都趕來，爭相跪

拜五公菩薩，生病的人祈求菩薩

施灑淨水，多數人都痊癒了。就

這樣顯靈三天，只可惜有個剛

剛吃過狗肉的人，混進人群中來

參觀，各種瑞像隨即就全部消失

了。這件事確實發生過，實在是

不可思議。這又是一件事。

五、高姻丈伯循有個遠房

親戚姓周，濾縣人，娶個兒媳

張氏，這個婦人兇悍潑辣忤逆不

孝，他的兒子則性情軟弱無法與

她抗衡，這對老夫妻已經容忍她

很久了。一天夜裏夫妻倆同時夢

到天邊有一行金色的字，上面寫

道：「六月十三日雷劈周張氏」，

這對老夫妻以為不過是金子堆成

的字而已，都沒在意。不料第二

天夜裏又做了同樣的夢，他們的

兒子也是。夫婦倆都認為兒媳

雖然忤逆不孝，但她的罪過還不

至於驚動上天來誅殺，於是動了

惻隱之心向上天虔誠祈禱，願

以減掉各自的陽壽為代價，換取

上天對兒媳的寬恕。當時正是五

月底，距離夢中的日期還很遠，

張氏開始並不相信，還和以前一

樣我行我素，言行不加收斂，到

了那天上午，天空風和日麗，根

本看不出要下雨的樣子，兒媳張

氏得意的嘲笑公公與婆婆太迷信

了，沒事似的把鄰居請來打牌，

不料到了中午，天上忽然起了烏

雲，大雨如注，電雷交加，張氏

見狀驚恐萬分，慌慌張張爬上了

樓，把所有的窗戶和門都關得緊

緊的，自己則藏身到衣櫃裏，怎

料一聲雷把樓上的門窗劈開，張

氏竟被雷拉到街上劈擊而死，街

上一對夫妻和他們的孩子也同時

被雷電擊中，鄰居們急忙想盡辦

法救治才活了過來，但他們的兒

子額頭上被雷電燒傷，病好後留

下了一塊黑疤，怎麼治療也沒能

去掉。這又是一件事。

其餘聽說過的神鬼之事還有

很多很多，無法一一列舉，只選

擇性的記錄了幾件事，以供大家

參考研究之用。

甲申（一九一四）年初夏，

我同方子樵、劉紀文、謝仙庭、

孫義慈等幾位先生，還有家兄惺

父一起遊覽丹霞山，途中沒有其

他人，偶爾談起這些奇怪詭異的

事情，方子樵拿出《幽冥問答錄》

給我們看，說這本書是林黝襄參

謀長，當年在陸軍大學擔任特別

班主任時，和黎澍教官一起，用

你問我答的形式把冥間的諸多事

情記錄下來；並託付他將此書印

刷發行，讓世間人都知道鬼神確

實存在，常常生起警醒之心，

那麼社會上的罪惡或許會減少一

些，對於挽回世道人心，會有很

大幫助。我收下這本書拜讀了一

遍，裡頭寫的內容真實不虛，和

我平日裏聽說過的有關鬼神的事

件大體相同，互相印證。我認為

《幽冥問答錄》這本書，應當把

它當作引導人心向善的感應篇來

讀，如果認為它宣揚迷信，那麼

就枉費了方子樵先生的一片苦心

了。（全文完）

讀《幽冥問答錄》書後
◎甲申（一九四四年）盂蘭節三水杜之英　敬識

12月2日，美國總統

川普在白宮發表了他認

為一生中最重要的演

說，就在當天，天降異

象，一道白色閃光籠罩

紐約上空，伴隨轟鳴巨

響。

◎編輯整理：夏泠

「人死了，一了百了」

是錯誤的說法，生前來不及

算的帳，死後還可到陰間提

告。相傳古時有位汪某人，

研習法家學說，夜晚在冥間

為官，協助陰司審案。

陰司審案是 3 人一組，

穿著當今朝廷的衣冠，主事

者坐正中，頭戴珊瑚冠帽，

汪某則坐在他的左側。一

日，有位披髮號哭的女鬼，

手持狀子呈遞主事者，主事

者命人將狀子交到汪某面

前；汪某閱覽完畢，驚訝萬

分，女鬼所告之人竟是自

己！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汪

某曾在某縣擔任幕僚，有位

女子被人調戲而自盡了，調

戲之人理應判為死罪，但是

汪某擅改了判詞中的一個

字，讓罪人減免一等，僥倖

逃過死罪，為此，女鬼在陰

間提告。

汪某以案件涉及自身，

將狀子轉呈主事者；主事者

與女鬼商討良久，最後鬼大

笑而去，汪某不知他們說了

甚麼？隔天，某縣要重修縣

志，請汪某執筆，他才領悟

女鬼大笑的緣故。

在修縣志時，汪某為女

鬼立傳，將案件本末交代清

楚，載入縣志。

（清《右台仙館筆記》）

上天的明示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因涉

及系統性舞弊事件，所以大選結

果目前仍處於膠著狀態。

為此，川普於 12 月 2 日在

白宮發表了他認為一生中最重要

的演說，川普表示：「如果不根

除舞弊，我們將永遠失去美國。」

巧合的是，當日紐約上空驟

然白光籠罩，伴隨轟隆巨響，震

撼當地居民；城郊地區的警察、

消防部門同時接獲大量關於巨響

的報案電話。

美國太空總署（NASA）解

釋是流星穿過大氣層所造成的音

爆，這是普遍的看法；但它也可

能符合佛教的說法：「天鼓鳴」

具破魔之功。

據《大方廣佛華嚴經》記

載，忉利天是三十三天，位在須

彌山頂顛，那裡有一個天鼓。

當天人與阿修羅作戰時，天

鼓出音告訴諸天眾，不要憂怖，

阿修羅就要敗了。

阿修羅聽到天鼓鳴，心生畏

懼，率將兵眾退走。是故《法華

義疏 ‧ 卷一》亦云：「外國名佛

以為天鼓，賊欲來時天鼓則鳴；

賊欲去時天鼓亦鳴。天鼓鳴時諸

天心勇；天鼓鳴時修羅懼怖。」

◎編輯整理：穆臻

天降異象 號角響起   

阿修羅在人間（道）指的正是

土匪、小偷，天降異象，應是上

天在明喻那些竊取美國大選的小

偷，就要敗了；而那些支持川普

回歸信仰的眾生，不要憂怖，要

發起勇猛之心，堅持作戰。

美國大選12月的情勢

11 月 28 日，印度裔占星師

Vijay Jyotish 在 Youtube 上 發

布以占星術分析的 12 月分美國

大選情勢。

他根據太陽和計都（古印

度占星名詞）在天蠍座 25 度的

對合，精準的預測出 12 月 11
日～ 14 日，美國最高法院可能

無法給川普所需要的幫助，也就

是「最高法院駁回德州對 4 個搖

擺州的選舉違憲訴訟事件」。

12 月 14 日，在天蠍座 25
度，發生了日全食和水星、計都

（古印度占星名詞）的精確合

相；14 日～ 17 日，太陽和水星

正過渡到射手座，Vijay Jyotish
也精確的預測出這段時間是川普

的艱難時刻。

這源自於主流媒體不真實的

報導，以及 Twitter、Youtube
和 FACEBOOK 對川普言論的

審查或限制。

對應現實的發展，我們看

到 12 月 14 日的選舉人團投票

結果，其中有 84 張選舉人票有

爭議性，而這個爭議將在明年 1
月 6 日由國會決定結果；因此，

大選尚未結束。

但是許多社群平臺和主流媒

體大力的壓制真相，紛紛報導拜

登勝選，誤導民眾以為川普已經

無法翻轉局面了。

這將觸發川普廢除《通信規

範法》230 條款。

到目前為止，Vijay Jyotish
的預測都與現實發生的事件相符

合，然而，接下來會如何呢？

Vijay Jyotish 說 12 月 27
日，火星從雙魚座過渡到白羊座

後，將會看到第一個明確的信號

──比賽結束。 12 月 30 日，

是雙子座的滿月，選戰可能會取

得重大進展，川普總統的支持者

將很高興。

所以對於他接下來的預測是

否會應驗，讓我們拭目以待。

總有交代

清朝時，江西上高縣有個

乞丐，只要討來了錢就買酒

喝，所以大家就叫他「酒丐」。

這位酒丐每天都喝得醉醺醺

的，講話也沒個條理，顛三倒

四的。然而仔細一聽，他說的

大都是別人暗地裡幹了甚麼不

為人知的壞事；有時又說些將

來會如何的話，過了一段時間

竟都應驗了。有悟性的人漸漸

的都知道了 —— 此酒丐絕對不

是尋常人啊。

宣統己酉年，也就是宣統

元年，西元 1909 年，上高縣下

了一場鋪天蓋地的大雪，平地

都積了五、六尺厚的雪。而這

位酒丐喝醉了，躺著就睡在郊

外露天裡，就這樣被大雪掩埋

了，沒有人知道。過了兩個多

月，慢慢的春暖雪消，郊外行

走的人漸漸多了起來。一天，

人們忽然發現漸漸融化的雪堆

下，露出了酒丐的身體。大家

都以為酒丐已經去世了，就把

他從雪堆裡扒出來，正準備為

他收屍，張羅後事呢！此時，

酒丐忽然睜開了眼睛，張口說：

「人間又過了一年了，真是人生

如夢啊！」

大家以為他復活了，靠近

一看，又覺得他似乎沒有甚麼

氣息，人群中不知是哪個膽小

的人喊了聲「詐屍了」，大家趕

快都跑到遠處觀望。突然一陣

大風刮來，只見在風中，酒丐

起身騰空而起，飛向高空，越

飛越高，漸漸超出人們的視線

範圍，看不見了，大家這才悟

酒丐飛升的故事
◎文：德惠

 當時政界與文化界名人郭則澐聽
說此事後，將其記錄下來。

一場大雪，

這位酒丐喝

醉了，被大

雪掩埋。

雪景：ADOBE STOCK；郭則澐：公有領域 到，酒丐已經飛升成仙了。此

時「觀者如堵，咸俯伏膜拜」，

大家一起嚷著 —— 酒丐成仙

了。這時天上又飄下人們從未

見過的雪絲來，這種雪絲長的

有一尺多，短的則只有幾寸

長，過了好一會兒，雪絲才停

止。

這件事是上高縣的一位孝

廉，也就是舉人，到北京辦事

時講的，當時的政界與文化界

名人郭則澐聽到後，便將其記

錄下來。郭則澐感歎道：「這酒

丐真的是神仙嗎？難道就如《莊

子》中記載的關令尹和列子對話

中提到的，通過醉酒而達到『神

全』之境界，最後『得全於天』

了嗎？」

資料來源：郭則澐《洞靈續

志》

美國福斯新聞旗下位於紐

約的第5頻道報導，紐約

市中心上州上空在2日下

午白光閃爍，一聲神秘

的巨響響徹美國多州。

(Twitter)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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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曰國風，曰雅頌，

號四詩，當諷詠。

詩既亡，春秋作，

寓褒貶，別善惡。

【字詞義解釋】

（1）國風：《詩經》體裁之一，指周

代諸侯國的民間歌謠；共 160 篇，分為

15 國，大抵是西周至春秋中葉的民歌。

（2）雅：《詩經》體裁之一，分為大雅、

小雅。大雅是諸侯朝見天子時所用的詩

歌，小雅是天子宴享賓客時的詩歌。（3）
頌：《詩經》體裁之一，是祭祀宗廟的詩

歌，分為周頌、魯頌、商頌三類。（4）
號：號稱。（5）四詩：《詩經》的四種體

裁。（6）諷詠：朗誦與吟唱。（7）既：

已經。（8）亡：失。（9）春秋：書名，

孔子根據魯國史書編纂而成，記載了魯國

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至魯哀

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共 242 年

的史事，為中國較早的編年史。其文字簡

短，多含褒貶，後世稱為「春秋筆法」。

（10）作：產生。

【譯文參考】

《詩經》中的國風、大雅、小雅、

頌，合稱為「四詩」（《詩經》的四種體

裁），應當時常朗誦與吟唱。後來，由於

周朝的衰落，《詩經》逐漸被人們遺忘，

於是孔子就編著了《春秋》，這部書中有

褒、有貶，善惡分明。

【讀書筆談】

這一課，很明顯地講到了儒家六經中

的《詩經》和《春秋》，這兩部經典的主要

內容和作用。

孔子曾說：「不學詩，無以言。」孔

子編撰《詩經》，並讓弟子學習，為的是

教育弟子擁有在社會立足，以及治國為

政的才能。無論是社會交往，還是出仕

為官，甚至是持家，都要懂得如何表達

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意願或志向，所謂

詩以言志。

孔子說：「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它是說，《詩經》三百篇，

抒發的都是真實的情感，真實的意願和想

法，沒有淫邪的東西。可見，沒有淫邪的

真摯的意願，是治國和做人的首要，孔子

的志向在於復興周禮和王道，而周禮之本

在於直，就是不做假的真意。

因此，讀《詩經》可興起志向，可觀

民風，甚至可以學習如何表達的技巧。即

使是技巧，也是為了更好地傳達心意給對

方，目的還是為了在社會立身，在治國上

有明確的方向和想法，以便處理政事，可

平民怨，導正氣。因此，周朝置采詩之

官，「觀風俗、正得失」。可見孔子讓弟

子學《詩經》，不是為了文學欣賞為主，

而是為了辨別心志，求的是真性情，是君

子首先要具備的品德。只有這樣，才能是

真正有禮的人，才能治國務實，不沽名釣

譽，真正地處理國政，為民請命。

至於《春秋》，是孔子直接以歷史的

筆觸來整理歷史。孔子整理魯國的編年

史，是因為他意識到，歷史的教訓對於後

人有多麼重要。孔子是魯國人，當然整理

的是魯國的歷史，《春秋》是先秦對歷史

的叫法，由於孔子著述魯國的《春秋》，

後人便把這部書的筆法，也就是寫法，當

作了範本來著述歷史。孔子編著《春秋》

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明瞭治國的教訓，

給後人留下經驗和智慧，明白世道興衰的

規律，讓後代的君王和臣子，都要以史為

鑑。可以說《春秋》筆法的褒貶，這種寫

法來評論人物和政事的得失、善惡，都是

為了後世吸取教訓。這就是讀歷史的目

的，也是孔子寫歷史，叫弟子讀歷史，讀

《春秋》的原因，所以教育的一個重要內

容，就是讀歷史。

但是，今天的現代教育，讀歷史卻不

知所用，為的只是炫耀自己懂得知識很

多，或者為求考試得高分而已。不能積極

地讀歷史，也不知將其如何運用於現實人

生，這就是學生不愛讀書、學習歷史的原

因。沒有志向、沒有歷史參照，不知學以

致用，導致沒有目的地接受各種信息。很

多學生為此逃學，或者覺得學習很累、很

辛苦，而不是學出樂趣，原因就在於此。

沒有志向和目的去學習，只是在大量灌輸

各種知識，這就是現代教育的最大問題。

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讓讀者

痴迷，是由於他們塑造了一個又一個「奮

不顧身，拔刀相助」的英雄人物。這些英

雄對貪官汙吏、流氓惡霸、不合理的黑暗

社會，進行奮力反抗，不顧一切去維護正

義，講義氣、重感情，為朋友兩肋插刀，

即使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這樣的英雄人

物正是人們所嚮往的，也是邪黨、黑幫所

害怕的。

孔子的弟子子路以率直勇敢聞名。對

於子路的勇敢，孔子在《論語 · 公冶長》中

曾經調侃過，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

海，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子

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孔子

說：「如果我的主張行不通，我就乘上木

筏子到海外去。能跟從我的大概只有仲

由吧！」子路聽了之後，非常高興。孔子

說：「仲由啊！你的勇敢超過了我，可其

他方面，實在沒有可取的地方啊！」

孔子並不欣賞那種匹夫之勇，而是推

崇智、仁、勇相結合的勇敢。他認為「君

子之道有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

不懼。」(《論語 · 憲問》) 在孔子看來，

智、仁、勇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有仁德

之人，是樂觀通達而沒有憂慮的；聰明而

有智慧的人，是不會被迷惑的；勇敢的

人，是無所畏懼的人。三者之中，仁是

核心，知是知仁，勇是行仁，因此「仁者

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 · 憲
問》)。真正的勇敢是從仁義之心產生出

來的，因此有仁義之心的人肯定勇敢，而

勇敢的人卻不一定有仁心。由此看來，勇

是仁者之勇，是智者之勇，而絕非匹夫 
之勇。

關於匹夫之勇和智者之勇，《論語 ·
述而》中有這樣一段話，子路曰：「子行

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

而不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也！」子路問孔子：「先生如果

率領三軍作戰，你選擇誰做你的助手？」

孔子說：「我是不會與一個能夠赤手搏

虎、徒步過河、死也不後悔的人共事的。

與我共事的人，應該是個遇事格外謹慎小

心、善於謀劃之後再作決定的人。」孔子

不願與「暴虎馮河，死而無悔」的人在一

起去統率軍隊，因為在孔子看來，這種人

雖然視死如歸，但有勇無謀，容易誤事。

「勇」是孔子道德範疇中的一個德目。但

勇敢不是蠻幹，而是「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的智勇雙全之人。

東漢時，班超以漢朝特使的身分出使

西域諸國。到鄯善後，鄯善王的態度由起

初的恭敬，變得冷淡起來，班超探明是匈

奴使者到來的原因，於是召集隨員 36 人

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當今之計，

只能夜間火攻匈奴人，先下手為強，把他

們全部殲滅。這樣鄯善人膽破，就大功告

成了。」半夜，班超率領部下，飛奔匈奴

陣地，經過激戰，鄯善王嚇得叩頭謝罪，

表明服從漢朝．以後絕無二心。班超用他

的智慧和勇敢，贏得了鄯善的服從，這才

是真正的勇敢。

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說：「太膽小

是怯懦，太膽大是魯莽，勇敢是適得其

中。」出於虛榮心、好奇心或者貪婪之

心，去冒生命危險的人，不是勇敢的人。

勇敢不同於激情中的不顧一切，它是根植

在心中的、持久穩定的人生品質，如同經

冬不凋的松柏，四季常青。

勇敢無所謂大小，追求進步、追求真

理、追求正義的人是勇敢者；在戰場上，

衝鋒陷陣、奮不顧身的人是勇敢者；在事

業中，開拓進取、與困難做不懈鬥爭的人

是勇敢者；在成長中，與阻礙自己進步

的觀念、慾望進行堅決鬥爭的人是勇敢

者。勇敢不在臂膀上，而是在冷靜的頭 
腦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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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論勇
文｜慧勉

北 宋 官 員 彭 汝 礪（公 元 1041 ～

1095 年），字「器資」，饒州鄱陽 ( 今
江西鄱陽 ) 人，是宋英宗治平二年 ( 公元

1065 年 ) 的科舉狀元。他當過侍郎、尚

書等高官，敢言他人不敢言之事，以正直

無私、不計前嫌而聞名。

彭在中年時，遇見一位新寡的宋姓女

子，就想娶她為妻，因當時太忙而沒有成

功。十二年後，他又遇見了此宋姓女子，

這次終於娶了她。宋女頗有姿色，婚後彭

對她百般討好，並十分順從於她。

宋哲宗紹聖年間，彭被派往江州（今

九江）任職，在任上得了重病將要死時，

向人要來紙筆並寫下遺言：「宿世冤家，

五年夫婦，從今以往，不打這鼓。」寫完

後就死了，也許在他臨終時，有神靈告訴

了他與宋姓女子之間的因緣關係，才有了

這句遺言吧！

從此，「宿世冤家」成為了一句成

語，指生命之間的前世仇怨，往往形容積

怨很深，很難化解。有時夫妻間、親人

間，也用「冤家」、「小冤家」、「宿世冤

家」一類的詞語，作為暱稱來稱呼對方。

「宿世冤家」能成為日常

使用的成語，也說明了中國

古人普遍相信神靈的存在，

相信輪迴轉生，相信因果報

應的，可見無神論並非是中

國的傳統文化。

（資料來源：《畫墁錄》）

【看中國訊】大多數的父母因為從小

就在嚴厲的傳統教育環境中長大，所以等

到自己為人父母後，養兒育女也常常照搬

自己從小被灌輸的各種觀念。

而一向給人「開明公平」的美國家

庭，其實也有他們共通的育兒經，有時甚

至比起我們，還要更加嚴厲。以下是 11
條美國爸爸普遍的教育方式，各位爸爸不

妨可以與自己的觀念比較看看，或許也有

許多值得借鑑的地方哦。

1、看到人一定要先打招呼，尤其是

認識的人；若受到別人任何恩惠和幫助，

也一定要以口頭或者書面的方式表示感

謝；如果做了給人感覺困擾的事情，則一

定要當場道歉。

2、除了像遊樂園、公園這類可以盡

情玩樂的地方以外，在一般的公共場合說

話，音量要控制好，不要干擾到別人。

3、有些事不願意告訴爸爸沒關係，

那你可以只告訴媽媽；不願意讓媽媽知道

的事情，那你可以跟爸爸說，總之就是不

可以兩邊都不說。

4、不允許隨口撒謊騙人，否則你會

失去朋友與家人最寶貴的信任，這絕對會

讓你後悔一生。看來外國人在這方面的要

求比東方的標準嚴格許多。

5、如果打架是無法避免的，那就不

可以使用工具和牙齒，也不許戳眼睛。只

要能做到這幾點，那你可以去打架，而且

大多數的爸爸會希望你能打贏這場架。

6、掉在地上的硬幣可以撿起來，拿

回家積攢起來，但是別人的錢包絕不能據

為己有。

7、別人真誠款待你吃東西時，如

果你不喜歡的話可以告訴對方「我吃飽

了」，但是絕對不能跟對方抱怨東西「很

難吃」。

8、任何食物和東西都是有生命的，

要懂得珍惜，絕對不能想吃就吃，不想吃

就隨意扔掉。

9、少數服從多數，必要時須遵從全

體，並聽從專家的意見。但即使如此，內

心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想法，不要輕易被人

左右。

10、每個人都和他的名字長相一

樣，都擁有自己獨特的特質，沒有必要處

處都去跟別人比較。

11、只要你一感覺到危險，或是覺

得有必要的時候，你可以無視上面的規

矩，盡力喊叫、反擊對方，甚至打壞任何

貴重的東西。你曾經聽說過的任何規矩在

那樣的緊急時刻都不用遵守，因為你的生

命比什麼都來得重要。

看完之後，不知各位爸爸們感想如

何？或許其中幾點與我們的傳統觀念

有些出入，但大多數都還是非常相似

的呢。

成 語 故 事

宿世冤家
文 |德惠

中國歷史上英雄人物輩出，許多

名將以勇著稱。東漢末期有關

羽、張飛、馬超；大唐時期有

「所向披靡」的薛仁貴；宋朝有

「精忠報國」的岳飛。這些燦如

星辰的將星，以親身所為演繹了

勇的內涵，激勵著後世。

公有領域

子
路

孔
子

酌 古 鑒 今

美國爸爸的11條家訓

一向給人「開明公平」的美國家庭，其實也有他們共通的育兒經。（圖：Adobe Stock）

（Adobe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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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誠聘華語銷售誠聘華語銷售
要 求要 求

熟練國、粵、英語熟練國、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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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聯係請聯係 Howard LumHoward Lum

【看中國訊】打算買輛新

車，又不擅長討價還價，怎麼

辦？買車時，人們通常最容易

犯哪些錯？對於這些問題，汽

車專家 Jason Tchir 最新撰稿

中為大家提供一些好的建議。

研究搜索

專家建議是，想買到價

廉物美的車，最重要的是做

足準備功課。美國車評網

edmunds.com 消費者顧問編

輯 蒙 托 亞（Ron Montoya）
說，人們常犯的一個最大錯誤

是事先沒有充分搜索。

進經銷店前，最好是搜索

一下想要買的車及相關市場競

爭情況。買車誰都不想衝動消

費，最好辦法就是事先做足研

究，不要想著一天就把所有事

情都辦了。

《消費者報告》建議，首

先從瀏覽汽車廠家網站開始，

瞭解目標車輛的裝飾和配置選

擇等基本信息。車輛描述和廣

告上的一樣，不要指望有甚麼

公正評價。然後再搜索瀏覽車

主們的評級、車評和評價等，

這類信息有些可在網站上免費

找到。

這些都做完了，仍無需著

急買車。接下來是到銀行，得

到貸款申請預批，瞭解自己的

真正買車預算、利息和月供。

如信用良好，可能還會拿到廠

家更好的買車付款條件。

先試車

做足研究功課、確定買車

條件後，就可以去車行了，記

住此時還不要急著買。蒙托亞

說，此時先試車，不要覺得非

買不可。根據自己需求，不要

怕多試車，買車就是要買輛滿

足自己需求的車。如看車內能

不能放進高爾夫球棒？後座是

否舒適？不要怕覺得浪費銷售

員時間，也不要擔心最後是否

買得成車。

蒙托亞說，令人驚奇的

是，有些人根本不試車。以前

曾聽一個大高個子抱怨說，本

田思域（Civic）太小了。自

己就想，當初幹嘛不先試駕一

下？

詢價、比價和還價

蒙托亞說，試完車後，不

要再回到當初這家車行。而是

至少諮詢 3家車行，或聯繫其

在線銷售部，詢問報價，再進

行比價。這麼做，比走進店就

跟對方討價還價要好得多。

他說，如能瞭解經銷商在

該車輛上的支付成本，以及

自己所在地區同一品牌和車

型成本，就更有幫助了。國

內有許多這類網站可瞭解此

類信息，如 unhaggle.com 和

carcostcanada.com 等。

詢價時，一定要求經銷商

提供包括所有成本和費用的最

後實際報價，而不是提供一個

估計的月供報價。如跟銷售員

說，自己能月供 400，銷售員

就會按這個來報價，搞不好最

後被坑。拿到報價後，可向對

方還價，如跟對方說：「根據

我以前對該車研究和搜索，發

現都是這個價，能不能比這個

再便宜點？」

還沒完？

雙方達成最後價格後，經

銷商還會向你推銷其它東西，

如 VIN 刻印、底漆和延長保

修等額外服務。記住，買車不

能衝動，買額外服務也不可衝

動。蒙托亞說，經銷商就是用

這個機會再賺點額外利潤，此

時注意不一定當天非買不可，

也不用當場決定這些額外服務

是否真的重要。而是事後再做

些研究，看是否需要這些額外

服務，然後再搜索搜索哪些地

方可買到更便宜的。

他說，有些車非常可靠，

根本不需延長保修。此外，在

汽車保修期快到之前，還有很

多時間決定是否買延長保修，

此時有的時候到處比比看看。

Fotolia

【看中國訊】據《消費者報

告》最新發布的 2020 年最可靠

汽車品牌排名，馬自達今年的排

名超過了豐田和雷克薩斯，這令

人很意外，其排名是基於平均得

分品牌型號。

我们為了在年度《消費者

報告》調查中挖掘出 2021 型號

的佼佼者，參考了它的可靠性

得分，同時該雜誌挑選了大約

329,000 名 2000 ～ 2020 年 模

型車車主。然後，使用這些數據

及其自身的測試結果為每個模型

提供一個得分，以預測它們在

2021年可能提供的可靠性水平。

馬自達在《消費者報告》

2020 年的整體品牌排名中取代

了豐田和雷克薩斯登上領獎臺。

豐田普銳斯混合動力汽車獲得

93 分（滿分為 100 分）；而雷

克薩斯 NX 緊湊型 SUV 和別克

Encore 微型 SUV 以 91 分的成

績並列第二。

排在前 5 名的是雷克薩斯

GX 大型 SUV 和小得多的本田

HR-V，並列 90。馬自達所有車

款中，排名第一位的是其 CX-5 
SUV，該車款以 85 分排名第

10。當然，這意味著馬自達在

整個產品陣容中還是表現出色

的。

最可靠 2021 款車型排名：

第一名：豐田普銳斯 Prius
（93）；

第 二 名： 雷 克 薩 斯 NX
（91）；

第 2 名（並 列 ）： 別 克

Encore（91）；
第四名：雷克薩斯 GX（90）；
第 四 名（並 列 ）： 本 田

HR-V（90）；
第六名：豐田 Prime（88）；
第七名：現代科納（87）；
第八名：奧迪 A5（86）；
第八名（並列）：奧迪 A4

（86）；
第 十 名： 馬 自 達 CX-5

（85）。

最可靠的2021車型

買車關鍵幾步別漏掉
專家建議：

《消費者報告》：

2021 Toyota Pr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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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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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 180398

Sales Manager
Leo Mei

(403) 612-3976

Product Advisor
Jay Jiang

(403) 816-4976

Product Advisor
Danning Wang
(403) 479-9762

Product Advisor
Bin Wu

(403) 966-9088

Finance Manager
Ken Huang

(403) 243-8000

Director of Finance
Elaine Zhu

(403) 243-8000

Director of Sales
Peter Chen

(403) 667-3588

Public Relations Mgr
Doris Sun

(403) 243-8000

2020 RAV4 LE SUV

加稅

節
省

$14.40/ 天 , 84 月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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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41
2020 RAV4 LE SUV

Stock: 18056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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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貨大清貨BOXING WEEKBOXING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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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eningertoyota.com/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2 看娛樂 Entertainment 第139期     2020年 12月 30日—2021年 1月 6日    

疫情事故使得拍片延遲，他於

12 月來到了英國，傳其花數千

萬元將英國一座秘密軍事基地

直接改建成「防疫片廠」，他自

己也忙到自 8 月起，就沒有再

更新個人社群網站。

原 定 於 2020 年 2 月 20
日在威尼斯開始拍片。然而，

受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本

片取消了在義大利的拍攝。

2020 年 3 月，為確保電影如

期上映，劇組改於英國的薩裡

郡進行拍攝，並於當地建造義

大利小鎮的場景 6 月時他被

直擊於英國牛津郡的空置皇家

空軍基地，架設豪華休息車，

讓一眾演員在拍攝期間居住，

與外界隔離。而 9 月時他則被

當地媒體拍到，為避免疫情耽

誤電影拍攝進度，斥資新台幣

1830 萬元在挪威租郵輪，作

為劇組人員於當地拍攝時的住

宿，直接控管工作人員與外界

出入，可說是為了《不可能的

任務 7》防堵疫情，不耽誤拍

攝，可說是想盡辦法。

2020 年《不 可 能 的 任

務 7》製作團隊移動到波蘭進

行拍攝工作，準備炸毀當地

Pilchowickie 村莊上的一座

擁有 111 年歷史，於 2016 年

已經停用的鐵橋，引起相關單

位的爭論。波蘭鐵路局 PKP 
PLK 於 3 月份否決了這一計

畫，並在推特上說：「我們不

炸毀橋樑，我們決定改善橋

樑的狀況 - 以保留了歷史」。

在 7 月 23 日，製作公司向波

蘭文化與民族遺產部部長巴

維爾．勒萬多夫斯基（Pawe 
Lewandowski）申請拍攝請

求，並得到後者的大力支持

後，但遭到當地居民反對。波

蘭國際遺產保護委員會和西裡

西亞工業遺產保護基金會就此

事向波蘭總統安傑伊．杜達發

送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將這座

橋樑列入保護古蹟清單，以便

為其提供永久性的法律保護。

原訂《不可能的任務 7》將
在 2021 年 7 月上映。現本片

延期至 2021 年 11 月 19 日在

美國上映。

據 瞭 解，《不 可 能 的

任 務》是 好 萊 塢 最 賣 座 的

系 列 電 影 之 一，2018 年

的《不可能的任務：全面瓦

解》（Mission:Impossible-
Fallout）全球票房高達 7 億

9100 萬美元，除此之外，該

系列電影還贏得第 12 屆最高

賣座的電影系列和 35 億美元

的全球銷售率。

由於武漢肺炎疫情已延燒至義大利，湯姆 ·克魯斯（Tom 

Cruise ）主演新的《不可能的任務七》確定將延後開拍。

(圖片來源：Jeff Spicer/Getty Images)

【看 中 國 訊】好 萊 塢 男 星 湯 姆 · 克 魯 斯（Tom 
Cruise） 自 今 年 初 開 拍《不 可 能 的 任 務 7》
（Mission:Impossible7）以來，因疫情屢次受阻。近日

傳出阿湯哥 12 月到了英國，超大手筆再灑數千萬元（台

幣）傳改建軍事基地，將英國一座秘密軍事基地直接改

建成「防疫片廠」，要求影片工作「不准再延誤。」

據報導，10 月份劇組中有 12 人在意大利被驗出武漢

肺炎呈陽性，《不可能的任務 7》被延遲。阿湯哥不想因為

【看中國訊】現年 46 歲的大陸女

星周迅與美籍華裔演員高聖遠結婚 6
年，近幾年屢屢傳出婚變消息，更有

媒體爆料指稱兩人早已分居。最近兩

人都發了微博，陸媒指出他們是正式

官宣離婚了。

早前網上流傳著一組高聖遠與

某位女子的接吻照，該 IG 帳號上還

曝光高聖遠手寫的情書，寫著：「親

愛的，祝你旅途好運。充分利用每一

天。我將滿懷熱情地等你。『世界上

也許有數百萬朵玫瑰，但我是你唯一

的，獨一無二的玫瑰。』我愛你。」

消息曝光後，23 日周迅和高聖

遠（Archie Kao）接續在微博發文，

都寫著，「祝安好」，間接證實：此

前屢傳的婚變消息為真，兩人已為 6
年的婚姻畫上句號，隨後「周迅高聖

遠離婚」關鍵字立刻衝上微博熱搜。

2014 年 7 月，兩人在中國杭州

的一場公益晚會上公開交換戒指，

甜蜜宣布結婚消息，成為那一年娛

樂圈最閃亮的明星夫妻。今年 5月，

有網友發現，高聖遠常用的 IG 帳號

刪除了有關周迅的全部內容，包括

與周迅的結婚照以及雜誌的合影。

12 月 15 日，高聖遠貼出慶生派對

的視頻，也沒見到周迅的身影。兩

人的婚姻狀況再次引發熱議，但雙

方都保持緘默。

周迅與高聖遠最後一次互動是

2018 年 10 月，此後兩人再無交集，

多次被媒體爆料已離婚，只因礙於當

初兩人並未簽訂婚前協議，由於兩人

收入相差懸殊，周迅對於男方提出的

財產分配要求無法接受，故導致遲遲

未能辦理手續。

對此，高聖遠澄清表示，自己

與周迅結婚時財產一直各自獨立，因

此離婚後也沒有財產糾紛的問題。他

透露自己正在籌備幕後製作，雖有新

歡，但目前仍然單身，可能指他尚未

再婚。

據《聯合新聞網》報導，疑似是

高聖遠女友的 IG 也被網友挖出，瘋

傳該女是新加坡人，微博擁有 578 萬

粉絲的娛樂博主更爆料稱：「兩人即

將結婚，且女方已懷孕」。

【看中國訊】中國湖南網路影音

平臺「芒果 TV」推出的綜藝節目

《明星大偵探》第 6 季 24 日晚間首

播，影片中除了藝人外一片模糊，

所有應景的耶誕裝飾幾乎全被打

碼，經過霧化處裡，引起輿論熱議。

《明星大偵探》剛巧在平安夜

（24 日）播出第 6 季第 1 集，製作

單位為了增添熱鬧氣氛，還特別以

大量耶誕樹進行裝飾應景，連來賓

的服裝也都刻意安排以紅、綠兩色

為主。

未料，節目播出後，只要有耶

誕相關元素的物品，全被「後制」

處理成霧化效果，但由於打碼手法

過於粗糙，嚴重影響觀感，不少鏡

頭甚至除了藝人外，其餘一片模

糊，搞得整個畫面霧濛濛。有些甚

至連藝人頭戴的耶誕帽與髮飾，也

都被用動畫圖案遮掩，僅有些許裝

飾沒有被後制遮掉。

報導指出，該節目播出之後引

起網友熱議，紛紛批評電視臺矯枉

過正，也質疑「這到底是文化自信

還是文化自卑」；此外也有網友說，

「既然要遮，何不一開始就別放了

呢？」就算要「抵制洋節」，這種做

法「太過粗糙」、「大可不必」。

據悉，大陸自 2017 年十九大

後，開始試圖排除西方宗教思想

「抵制西方節日」，抵制具宗教背

景的聖誕節日活動，爭議已經持

續多年。今年，北京當局打壓升

級，甚至要求小學生宣誓「拒絕洋

節」。據瞭解，近年不少大陸小

學每逢 12 月，都會「自發性」開

始宣傳：「勿忘八國聯軍之恥」。

北京當局以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為

由，但真實情況是推廣黨文化。在

學校發出的通知中顯示，小學生被

要求學習的並非中國傳統文化，而

是毛澤東詩詞。

六年情斷，大

陸女星周迅與

好萊塢華裔男

星高聖遠宣布

離婚（Getty 

Images）

阿湯哥改軍事基地為防疫片廠《不可能的任務7》 

屢遭延遲

周迅官宣斷六年婚姻

陸綜聖誕樹遭打碼

復出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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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2021年1月6日

臍橙

Avocadoes 牛油果

*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Green Cabbage 捲心菜 Navel OrangesYellow Mangoes 黃芒果Honeycrisp Apples 蜜脆蘋果

Anjou PearsPapaya 木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安茹梨 5lb Yams 紅薯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and get  a free 
4 packages of garlic.4 packages of gar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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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袋大蒜。

$0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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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48
lb

$0989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139898
case

$$119898 ea$ 09898
lb

$19898 5

$08888
lb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 4 袋大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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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袋大蒜。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 4 袋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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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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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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至 1 月 1 日

特價
每磅10$ 99

可樂 百事 
12x 355ml 罐裝

紐約客牛排
加拿大 AAA 級
家庭裝 首份

特價
每件1$ 49

Western
Family
各式湯底
946ml 買二送一！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假期營業時間 :

12 月 24 日  早 6 點�� 6 點
12 月 25 日  �日休�
12 月 26 日  早 8 點�� 6 點
12 月 27 日  早 7 點�� 10 點
12 月 31 日  早 6 點�� 6 點
1 月 1 日       早 8 點�� 6 點
12 月 28, 29, 30 日  早 6 點�� 11 點

Happy
Holidays

紐約客牛排

Western Family
生虎蝦 340g/ 袋

特價
每件7$ 99

特價
/2 件4$

罐裝
煙燻生蠔

特價
每磅2$ 99

特價
每件5$ 99

進口藍莓
510g/ 盒

美國
無核紅提

特價
每磅3$ 993$ 99

冷凍豬肋骨

特價
100g2$ 99黃鰭吞拿魚

魚扒

特價
每件10$ 99

1 公斤裝
經典煙肉

歡慶元旦 應景菜設計
百匯炒麵

早年，麵食與米食都是平時不

常吃的食物，只有節慶時才有機會

品嘗，炒米粉或炒麵作為傳統節慶

料理，是老一輩人共有的過節記

憶。此外，麵條在許多文化中象徵

好兆頭，有除厄或長壽的意涵，麵

料理的確可以擔綱新年餐桌主食。

新年餐桌較平時豐盛，準備的

食物也更豐富多樣，匯集多種食材

作為炒麵的配料，較為隨手可得；

將食材分切妥當，事先煮透瀝乾備

用，在餐會開始前，將所有配料下

鍋，加上事先煮好的麵條，攪拌均

勻，依個人喜好調味，既方便快

速，又有節日氛圍。

什錦蔬菜派

不妨仿效法國人新年吃國王派

的傳統，除了享用新年大餐，吃到

藏有幸運食物的人，還能享受好運

降臨的快樂，可謂美味趣味兼具。

為了實現以上構想，綜合蔬菜鹹派

是很適合的選項，五彩繽紛的蔬果

丁鹹派，正適合幸運食物隱藏其

中。

家人們團聚共享新年大餐，祝

福彼此新的一年平安順利，幸運食

物象徵祝福的心意。鹹派可以做成

一個大圓派，也可做成一個個小圓

派；水餃也是很適合藏幸運食物的

料理，一大盤水餃上桌，人人都有

機會吃到包有幸運食物的水餃。

蔬菜豆腐鍋

新年的喜氣用鍋料理來呈現，

再適合不過。採用蓄熱性佳的鍋

具，例如砂鍋或鑄鐵鍋，延長鍋料

理保溫的時間；選用鍋面大的淺

鍋，布置排放食材更有發揮空間。

至於要採用一鍋料理，或是邊吃邊

放的中式火鍋吃法，可考量賓客的

用餐習慣。

火鍋的食材也可以表現新年的

歡樂，造型討喜的香菇開花、切成

花形的紅蘿蔔，或是象徵圓滿的丸

子、象徵福氣的豆腐。同時，選擇

火鍋食材，若能參考賓客的文化背

景，以各地的吉祥食物入菜，將能

引起賓客共鳴，餐桌氣氛更活絡。

◎ 文 :山平

西洋新年即將到來，為新年大餐設計菜單，想想看什麼菜色最應景，最

有節慶氣息。

 享用蔬菜鹹派，熱
吃、冷吃各有特色，蔬

菜鹹派很適合作宴會料

理，事先烘焙好，可輕

鬆地快速上菜。

百
匯
炒
麵

蔬
菜
豆
腐
鍋

什
錦
蔬
菜
派

作法

備料：土雞切塊以清水沖淨。黃
耆、枸杞、紅棗以清水沖洗乾淨，瀝

乾備用。

汆燙雞肉：雞肉加 2 片薑片以滾水
汆燙，水滾雞肉變白，撈出雞肉，洗

淨血沫備用。

準備保溫湯鍋，將所有食材放入
鍋中，加冷水 （水量視需要湯量，如：
湯味不濃，下次煮可增加食材量）。

開大火，水滾後，檢視湯面撈除浮
沫。 5 分鐘後，轉小火，燉煮約 40
分鐘 （試試雞肉口感，如要更軟嫩口
感，可以延長燉煮時間）。

土雞1.5Kg、黃耆約100g、枸杞約
100g、紅棗12顆、老薑 1小塊。

食材

美味的湯，暖心暖胃，總是能讓

賓主盡歡。除了料理得法，餐會

上湯的美味也來自全程保溫，砂

鍋或鑄鐵鍋有助於此。

紅棗雞湯3 美味秘訣

紅棗雞湯煮法
簡單，口味大眾

化，是一般都能

接受的藥膳湯品。

雞肉可以排骨
替代，選用少油

脂部位的排骨，

湯的口感較清爽。

歲末年終聚餐多，餐會菜單設

計如能著重蔬食與肉類均衡，

享受美食較無負擔。

◎ 文 :米娜

有菜有飯，一鍋搞定，不僅適合一個

人吃，更適合當聚會主食。菜飯作法

簡單，成品豐富美味又有飽足感。

什錦菜飯1

作法

備料：鮮蝦剪去鬚腳，剔除腸泥，
洗淨瀝乾。醃料中的蔥切段，薑切片

備用。

鮮蝦拌入醃料，抓勻，靜置 10分
鐘備用。

人蔘鬚、枸杞沖洗乾淨。陳皮用
溫水洗淨泡軟，以湯匙刮去內部白

色的內膜，然後切絲備用 （內膜有苦
味，必須刮除）。

準備一個蒸盤，放入作法的鮮
蝦，鋪上人蔘鬚、陳皮絲、枸杞、紹

興酒、桂花，食材整理均勻。

將蒸盤送入沸騰的蒸鍋，蒸約8分
鐘 （觀察蝦子外觀呈現 U字型）即
可起鍋擺盤。

上菜前，可撒上一些桂花裝飾，增
添視覺之美。

新鮮的蝦  1kg、人蔘鬚少許、紹興
酒 200cc、陳皮 10g、乾燥桂花 1/2
大匙、枸杞 1大匙。
醃料：紹興酒 70cc、蔥 4株、薑一大
塊、鹽少量。

食材

宴會菜單規劃，除了考慮賓客的

喜好，在餐會多的期間，選擇清

淡料理，例如蒸魚、蒸蝦，既爽

口也少油脂負擔。

桂花蝦2

作法

備料一：白米洗淨，加水浸泡 30
分鐘備用 （蔬菜經過蒸煮會出水，水
量減少一成）。

備料二：香腸以滾水燙洗去浮油後
切小丁。蒜頭切末。香菇切薄片。將

青菜洗淨瀝乾，分離菜梗與菜葉，分

別切碎備用。

熱油鍋，轉中小火，放香腸丁或
火腿丁，煸炒出香氣，放入蒜末，煸

香。倒入菜梗，翻炒均勻。

作法拌入作法，攪拌均勻。
按下開關開始煮。

開關跳起後再燜 20分鐘，打開鍋
蓋，拌入菜葉碎部分，蓋上鍋蓋，然

後再燜 5分鐘，至菜葉部分熟軟，即
可上菜。

以雞高湯取代水，煮出來的菜飯，
油潤光亮，多一分雞湯的鮮香。

米 2杯 （4碗飯）、香腸 2條或火腿數
片、青菜 300g、蒜頭 3瓣。

食材

新年派對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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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清朝袁枚寫的《隨園食單》

中提到粥時，曾指出：「見水不

見米，非粥也；見米不見水，非

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膩如

一，而後謂之粥。」中國南方產

稻，北方產小麥，但粥卻讓南、

北方人都喜愛，是日常膳食，也

被作為養生的飲食療法。

粥是調養身體的良藥

老人食粥呵護脾胃，幼兒食

粥有助脾胃，富貴食粥以為補，

貧者食粥以代飯，皇族食粥求長

壽，平民煲粥盼平安，真是貧富

皆食，南北皆吃。

粥可以以單一品項即完成，

如：大米粥、小米粥、紫米粥；

加上簡單配料，又是另一樣，

如：梨粥、芹菜粥、紅豆粥、牛

肉粥，而且鹹、甜口味均可。

蘇東坡在食粥後言道：「身

心顛倒不自知，更知人間有真

祛寒溫補的藥膳粥

均衡飲食多樣化

刊載於 2016 年《American 
journal of lifestyle medicine》
期刊的研究指出，均衡飲食是

增進免疫力，並降低感染風險

最實際的方式之一。據董氏基

金會食品營養中心建議，食物

多樣化，一天吃的食物最好 15
種以上，但不含零食、糖果、

飲料等，同時也要避免只攝取

某一類食物或加工食品。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

主任許惠玉說明，儘管許多人

都聽過「均衡飲食」原則，但

卻常常誤解而吃錯。「均衡飲

食」是指全穀根莖類、蔬菜類、

水果類、低脂乳品類、豆魚肉

蛋類、油脂類及堅果種子類等

六大類食物，都要攝取，每一

類食物多樣化，攝取不同的食

材，比如：豬肉、魚肉和香腸

是 3 種食材，但只能算在豆魚

肉蛋類中，選擇食材的同時，

也要避免為了攝取多樣化而獲

得過多的熱量。

許惠玉主任進一步指出，

對銀髮族來說，均衡飲食多

樣化，攝取六大類食物，不僅

與免疫力相關，多項研究亦指

出，飲食多樣化對銀髮族的好

處多多，像是營養素的攝取量

越高，死亡風險越低、憂鬱傾

向較低，還可預防失智。

儘管「均衡飲食」好處多

多，但是 2017 年《臺灣老年醫

學暨老年學雜誌》研究發現，有

高達 8 成 7 的銀髮族一天吃的

食物種類少於 15 種。許惠玉主

任表示，現代人雖然常吃得豐

盛，但卻是熱量過剩、營養不

足、不均衡。

補充兩大類要素  
增進免疫調節

據「上下游新聞市集」新聞

報導，在「均衡飲食」攝取多樣

化的食物時，如要增進免疫力

的調節，許惠玉主任特別提醒

要補充兩大類要素，分別為「植

化 素」（phytochemicals） 與

「蛋白質」。

許主任指出，許多植化素

都可以抗發炎反應、抗氧化、

消除自由基，進而緩解身體對

抗外來病原侵襲後的紅、腫、

痛等症狀。

專家建議這樣吃 顧好免疫力

骨等。

牛肉富含蛋白質，對於提

高人體抗病能力有幫助，尤其

適合術後、病後調養者，或生

長發育中的孩子做營養補充，

寒冬食之有暖胃功效。

牛肉可提供人體所需要的

鋅，鋅能強化免疫系統，加速

傷口復元，也是骨骼、皮膚、

毛髮的營養來源。牛肉的氨基

酸含量很高，經常食用對長肌

肉、增強力量特別有效。

番茄牛肉湯

番茄牛肉湯是秋冬季常見

湯品，用電子壓力鍋煮，因

為有高壓，牛肉比較容易煮軟

嫩，適合老人和孩子食用，營

養又健康。

材料

牛排骨 500克、番茄 3個、

洋蔥半個、土豆 1 個、胡蘿蔔

1 根、捲心菜半顆、生薑 7 ～ 8

片、蔥 1 根、香菜適量。

調料

清雞湯 1 罐、鹽 3 匙、糖 1
匙、胡椒粉 1 匙、番茄醬 3 匙、

沙茶醬 2 匙、醬油 3 匙；料酒、

花椒、白胡椒粒適量。

作法

1. 牛排骨先汆燙後取出，剔

除骨頭，切成小片，便於煮軟。

2. 料包內放入花椒、白胡

椒粒。先放入薑片，將牛肉片

放入電子壓力鍋，加入料包，

加 1 匙鹽、胡椒粉，加適量水

蓋過所有材料。設置煮牛肉模

式，先煮 20 分鐘。

3. 所有蔬菜清洗乾淨；番

茄劃十字，用滾水燙 15 分鐘，

剝去皮，切小塊；洋蔥切小塊、

土豆去皮切塊、胡蘿蔔切滾刀

塊、捲心菜切片。

4. 平底鍋內放入適量油，

放入 1 匙鹽，中小火加熱，倒

入洋蔥，炒香；再加入番茄，

翻炒出汁水。

5. 牛肉煮好了，打開電子

壓力鍋，放入洋蔥和番茄、土

豆、胡蘿蔔。再加入 1 匙鹽、

1 匙糖、醬油、沙茶醬、番茄

醬，上面覆蓋捲心菜，加入一

罐清雞湯，設置煮湯模式，再

煮 40 分鐘即可出鍋。裝飾上香

菜，顏色搭配更好看。

這道番茄牛肉湯，牛肉很

軟嫩，湯頭很濃郁，酸酸甜

甜，能讓全家人都喜歡。

秋冬湯品：營養補氣又防癌 番茄牛肉湯
能滿足人體對幾種維生素和礦

物質的需求。所含獨特的茄紅

素，抑菌作用甚佳，有助於抗

氧化、增強免疫力、預防多種

惡性腫瘤，也能減少罹患糖尿

病、心血管疾病、骨質疏鬆症

等風險。

番茄中的維 C，有生津止

渴，健胃消食，涼血平肝，清

熱解毒，降低血壓之功效，對

高血壓、腎臟病人有良好的輔

助治療作用。多吃番茄具有抗

衰老作用，使皮膚保持白皙。

尼克酸能維持胃液的正常

分泌，促進紅血球的形成，有

利於保持血管壁的彈性和保護

皮膚。

牛肉的營養價值

牛肉味甘、性平，歸脾、

胃經，含有蛋白質、脂肪、維

生素A、維生素B群、鐵、鋅、

鈣、胺基酸等營養成分，能補

脾胃、益氣血、消水腫、強筋

味。」《普濟方》中提到：「米雖

一物，造粥多般，色味罕新，服

之不厭。治粥為生命之源，飲膳

可代藥之半。」明代詩人張文賢

則在〈煮粥詩〉中說：「煮飯何如

煮粥強，好同兒女商量，一升可

作兩升用，兩日堪為六日糧。有

客只需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

湯。莫言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

情意長。」這其中包含著中國人

修身、養性、節儉的本性，用簡

單的粥來養生。醫聖張仲景在

《傷寒雜病論》中常用糜粥保護

胃氣，以助藥治病。清朝大醫家

王孟英，甚至在著作《隨息居飲

食譜》中說，粥是「世間第一補

人之物」。

天冷適用的粥品藥膳

首先介紹的是「羊肉蘿蔔

粥」，是用羊肉、米、蘿蔔、蔥

白（蔥白後放）煮成稀粥，加

鹽調味。溫熱服食，可補精血、

益虛勞、助元陽，對於腰背酸

痛、足膝萎弱、腎虛勞損、虛寒

怕冷適用。

再來是「韭菜粥」，就是先

煮粥，待粥煮沸時，加入韭菜和

飲食
健康

鹽。溫熱服用，同樣可溫補腎

陽、健脾暖胃，對形寒肢冷、腹

中冷痛、帶多經痛等，都有一定

的效用。

「桂圓紅糖粥」，也是先煮

粥，待熟時，加入桂圓與黑糖，

再煮至米爛、湯稠，可看到粥油

形成最好。此粥可大補氣血、開

胃益脾、補虛療損，對於貧血健

忘、心慌氣短、神經衰弱等，有

一定的功效。

「黑糖桂皮粥」又是另一溫

補之品，首先煮粥至熟沸，再加

入桂皮與黑糖，同煮至爛熟。溫

如何吃得健康，又能兼顧

維持良好的免疫力呢？

臺灣董氏基金會建議，每

日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每一

種類食物多樣化，一天吃 15 種

以上的食物，便可顧好免疫，

銀髮族還能預防失智。

植化素存在於天然蔬果

中，不同色彩的蔬果各自含有

不同的植化素，如：蓮霧富含

花青素、胡蘿蔔富含類胡蘿蔔

素、番茄富含茄紅素、深綠色

蔬菜含有葉綠素和葉黃素、洋

蔥和大蒜含有大蒜素、薑黃含

有薑黃素等等。吃各種顏色蔬

果，補充多元植化素，可加強

免疫力調節。

「打仗過程一定會有破壞，

蛋白質則是用來修復系統。」

許惠玉補充說，在熱量足夠的

前提下，優良蛋白質的攝取也

很重要，有蛋白質才能修補耗

損。補充蛋白質的食材眾多，

像是豬肉、雞肉、魚肉、蛋及

黃豆等皆是。

平日除了均衡飲食多樣化

外，也要注意充足睡眠、規律

運動，為健康打好底子，便可

增強人體自我防禦能力，降低

染疫風險。

熱食用，可以補元陽、暖脾胃、

止冷痛、通血脈，對四肢發涼、

尿頻遺尿、食少洩瀉等，有功

效。

粥的製作多樣化

粥的製作很簡便，又可隨意

加減，適應面廣，容易吸收。煮

粥用的米有包容、調和的性質，

很像中藥的甘草，搭配不同的食

物藥材，就可產生不同的口味效

果，如：簡單的豆子加粥，就是

豆粥；豬肉加粥，就是肉粥；而

米本身就富含營養，在口味功能

上與其他食物取到截長補短的作

用。又四時可食用不同的粥，

如：春薺菜粥、夏綠豆粥、秋蓮

藕粥、冬臘八粥，可說變化多

樣，種類繽紛。

粥，千百年來一直在滋養人

類的生活，製造飲食的樂趣。

番茄牛肉湯是冬季常見湯

品，不但營養美味，還有補

氣、防癌、護膚、補脾胃、強

筋骨、消水腫、防輻射等諸多

功效。新的一年該為自己和家

人的健康打好基礎，就來試試

這道作法簡易又養生的番茄牛

肉湯。

番茄的營養價值

番茄酸甜可口，富含胡蘿

蔔素和維生素 A、維生素 B、

維生素 C、維生素 B2 和鐵、

鋅、銅、鈣、鉀、鎂、碘等多

種元素。番茄既是水果，也很

適合入菜烹調，深受大眾喜愛。

番茄的營養價值很高，每

天食用 50 ～ 100 克新鮮番茄，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冬季天冷，喝上

一碗溫熱的養生湯品

最是滋補。

防疫
常識

面 對 中 共 肺 炎

（COVID-19）疫情，
不可掉以輕心，除

了戴口罩與正確洗手

外，更要注意「均衡

飲食」，顧好免疫力，

也為身體的健康打下

重要的基礎。

冬日天氣寒冷，

很適合吃一點溫補袪

寒的粥品。粥，就是

米加上水，再加上配

料，煮至湯汁稠濃、

水米交融的半流質食

品。

煮粥時，加入桂圓可補虛療損。

煮粥時，加入韭菜可健脾暖胃。

◎  綜合編寫：林孟欣

◎  文： 吳翠華

 醫 師 講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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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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Judy Huang

冬季寒冷而乾燥的空氣容易帶走肌膚的水分，如果忽略對肌膚的保養，所有肌膚問題

將隨之而來。乾燥的肌膚缺乏水分，而失去彈性，整個人就變得沒有氣色與光采。如

何在冬季維持水潤光亮的肌膚?這次為大家提供正確的肌膚保養祕訣，讓肌膚在整個
冬季都能獲得保護及呵護。

別過度洗臉

冬季肌膚不容易出油，建議早

晨洗臉直接用溫水清洗就好。維持

簡單、乾淨，讓肌膚自有的油水維

持平衡狀態。熱水洗臉，因為容易

讓肌膚受刺激及帶走肌膚水分。

固定一週使用１至２次的面

膜，加強保濕，鎖住肌膚水分。

調整保養順序

還在使用夏季的保養品嗎 ? 隨

時依照氣候與溫度適時更換對肌膚

合適的產品。乾冷空氣容易帶走肌

膚表層水分，鎖水與滋潤的乳液添

加能為肌膚增強滋養效果。在日

常保養中需要加強保濕、滋潤的效

果，可以將乳液更換為乳霜，或者

在乳霜前加上美容油的保養，維持

肌膚油水平衡，並達到深層滋潤保

水效果。

有些女性在冬季，會有上妝卡

粉、乾燥的問題，建議可將化妝品

中的粉餅更換為粉底液，或是在粉

底液中加入幾滴精華液，能為您帶

來服貼又持久的底妝。

另外，還在延續使用夏季保養

產品的朋友，需格外注意含有酒精

成分的保養產品，由於酒精類產品

在冬天使用，會加速帶走肌膚水

分，使肌膚更容易乾燥。容易長痘

痘或是肌膚泛紅的朋友，需要減少

保養品的用量。

別忽略冬季防晒

與夏季相比，冬季的陽光不那

麼刺眼，因此容易讓人忽略紫外線

對肌膚的傷害。

建議冬季每天仍需擦防晒係

數 30 左右的防晒乳，選擇對ＵＶ

Ａ、ＵＶＢ都能起防護作用的防晒

產品，因為我們常看到的防晒係數

SPF 只對ＵＶＢ有防護作用而已。

別忘了身體肌膚

冬季泡澡是最舒服的一件事，

讓全身都感覺暖暖的。然而，熱水

會帶走肌膚水分和油脂，易引起皮

膚發生乾癢的狀況。

因此需要限制泡澡時間，並在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水果

加濕器

 乳霜

保暖衣物

多喝水

眼部保濕

抹乳液

起身後馬上擦上保濕乳液或是嬰兒

油。因為剛洗完的皮膚的角質中含

水量較高，立即用乳液或保濕力強

的產品把水分鎖在肌膚裡。建議在

腳跟、膝蓋、小腿處加強塗抹，能

讓身體肌膚多一道保濕防護。

健康飲食，裡外都保濕

冬季常常讓人忽略喝水的重要

性，每天維持 2000 cc 的飲水量，

攝取維他命ｃ含量多的蔬果，不僅

能增強免疫系統，同時達到抗老與

幫助膠原蛋白生成，使肌膚從裡到

外光亮出來。

保暖身體

穿戴好保暖衣物，讓體內血液

循環順暢，將穿戴圍巾與手套養成

習慣，您能發現肌膚較不容易受外

在寒風影響而乾燥，並能保護頸部

穴道。

提高室內溼度

冬季室內常使用暖氣的讀者，

不妨多放一台加濕器，來避免乾燥

熱風對肌膚的傷害。

加強唇部與眼尾的保濕

唇部與眼尾是肌膚最脆弱的地

方，在上乳液或乳霜時，可以重複

多次塗抹。

冬季如何保養肌膚

溫水洗臉

面膜

粉底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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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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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Services

政府授權
註冊機構

Country Hills Blvd. NW
Reg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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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英國衛生大臣馬特 · 漢考

克在 12 月 14 日向議會發表聲明說，在

英格蘭東南部發現了一株新的冠狀病毒。

他說，新發現的 SARS-CoV-2 病毒

株似乎比其他現有病毒株傳播得更快。到

目前為止，由新的冠狀病毒變種引起的

病例已經超過 1000 例，主要在英格蘭南

部。然而，這些數字正在「迅速增長」。

漢考克強調，沒有跡象表明導致

COVID-19 的新病毒株可能導致更嚴重

的疾病。此外，漢考克表示，它「極不可

能」不會對疫苗作出反應，然而，重要的

是要繼續保持警惕。

新的冠狀病毒毒株是什麼

內華達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助理教授布

萊恩 ·拉布斯博士表示，對於什麼是「新」

毒株，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定義。

「一般來說，這是由於一種或多種突

變，造成病毒在傳播方式或與免疫系統的

交互方式上有所不同」拉布斯說。

科學家能夠識別新的毒株，因為他們

定期對病毒的遺傳物質進行測序，以尋找

變化，他說。

「當我們看到這些變化導致人們有稍

微不同的疾病，或者更容易將病毒傳播

給其他人，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新的毒

株，」拉布斯說。

我們應該關注這個問題嗎

不一定，拉布斯說。他表示，病毒一

直在突變。這是病毒複製時發生的正常、

自然的現象。僅僅因為有突變並不意味著

有關注的理由，拉布斯說。

「許多突變對病毒沒有影響，因為基

因密碼中有很多冗余。有些突變使病毒更

難以傳播，導致這些變種很快從人群中

消失，」他說。「如果突變的毒株導致更

容易傳播或更嚴重的疾病，那就令人擔憂

了。但能做到這一點的突變是罕見的，」

拉布斯說。

關於在英國發現的新毒株，拉布斯

說，突變是在尖峰蛋白中，這可能使它更

容易傳播。「如果它更容易傳播，我們就

要關注它了，」拉布斯說。不過，「是否

真的是這樣，還在研究中」。

疫苗對新毒株還能有效嗎

拉布斯同意漢考克的評估，稱新毒株

不太可能影響疫苗是否有效。

「當我們開發疫苗時，我們早知道病

毒是一個不斷變動的靶子，所以在設計疫

苗時已經考慮到病毒的突變」他說。

「我們還不明白這種突變意味著什

麼，更不清楚它是否會影響疫苗的功效。

不過，疫苗的功效不大可能受到影響。」

拉布斯說。

繼續保持警惕很重要

隨著新冠病毒疫情的持續，即使你已

經接種了疫苗，或者已經從新冠病毒感染

中恢復過來，也有必要繼續遵循所有建議

的預防措施。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 建
議戴上口罩、洗手、物理上保持距離，以

保護自己和他人。

我們仍在瞭解疫苗會提供什麼樣的保

護，以及免疫力會持續多久。有可能你可

能仍然感染或傳播這種病毒。

在我們知道更多之前，明智的做法是

繼續遵循所有的預防措施。

專家認為疫苗可能對變種新冠病毒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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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