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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太歲？B5雙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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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January 6, a million people gath-
ered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DC, to monitor the certification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votes by the 
Congress and to voice their displea-
sure against election theft. As the two 
chambers of the Congress come to-
gether in a joint session to certify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f at least one 
senator and one House representative 
challenge a state’s slate of electors, it 
would trigger a two-hour debate and 
vote in each chamber.
  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
nnell had previously asked Republican 
lawmakers not to challenge the elec-
tion results. Senate Minority Leader 
Chuck Schumer was confident those 
who would challenge the Electoral 
College would be in the minority and 
would lose their challenge.
  Arizona’s electors were the first to be 
challenged, by the state’s own Repub-
lican Congressman Paul Gosar. His 
objection was applauded by a number 
of legislators, and then was joined 
by Texas senator Ted Cruz. Cruz de-
clared that American democracy was 
in crisis, and reminded his colleagues 
that if they voted against the objec-
tion, they would be telling nearly half 
of the country who believed the elec-
tion was rigged: “Voter fraud doesn’t 
matter, it’s not real, and it shouldn’t be 
taken seriously.”
  Rep. Jim Jordan (R-OH) stated that 
60 million Americans believed the 
election was stolen, yet the House did 
not hold a single investigation, or a 
single hearing, despite repeated calls 
for investigation and over 200 witness 
affidavits attesting to election fraud.
  As Senate President, many legal 
scholars contended that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had the authority to reject 
electors he deemed illegitimate. How-
ever Pence released a statement before 
the joint session stating his role was 
merely “ceremonial” and declared that 
“vesting the Vice President with uni-
lateral authority to decide presidential 
contests would be entirely antithetical 
to” the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between branches of the government 
designed by the framers of the Consti-
tution.(To Next Page)

825.222.8805
central@partnershomes.ca

By appt only from Dec 24th to Jan 1st inclusive, regular hours resume Jan 2nd

Mon - Thur: 2 - 8 pm       Weekends & Holidays: 12 - 5 pm

partnershomes.ca
Development Group

*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Build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without notice. E&O

Development Group

$460 incl.
GST

Townhomes from
the

$260 incl.
GST

Bungalow villas from
the

587.755.1166
sage@partnershomes.ca

With Partners, you enjoy
A low-maintenance lifestyle. No need to 
cut the grass or garden.

Move-in ready homes with all appliances 
and blinds included.

A beautiful home for a fantastic value.

High-specifications.

587.755.1166
symon@partnershomes.ca

403.568.0077
journey@partnershomes.ca Opening Spring of 2021

Opening Spring of 2021

587.231.1133
crestmont@partnershomes.ca

NW CALGARY

NE CALGARYNE CALGARY

NW CALGARY SW CALGARY

鎮屋

平房別墅

825.222.8805
central@partnershomes.ca

By appt only from Dec 24th to Jan 1st inclusive, regular hours resume Jan 2nd

Mon - Thur: 2 - 8 pm       Weekends & Holidays: 12 - 5 pm

partnershomes.ca
Development Group

*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Build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without notice. E&O

Development Group

$460 incl.
GST

Townhomes from
the

$260 incl.
GST

Bungalow villas from
the

587.755.1166
sage@partnershomes.ca

With Partners, you enjoy
A low-maintenance lifestyle. No need to 
cut the grass or garden.

Move-in ready homes with all appliances 
and blinds included.

A beautiful home for a fantastic value.

High-specifications.

587.755.1166
symon@partnershomes.ca

403.568.0077
journey@partnershomes.ca Opening Spring of 2021

Opening Spring of 2021

587.231.1133
crestmont@partnershomes.ca

NW CALGARY

NE CALGARYNE CALGARY

NW CALGARY SW CALGARY

起
價 含

825.222.8805
central@partnershomes.ca

By appt only from Dec 24th to Jan 1st inclusive, regular hours resume Jan 2nd

Mon - Thur: 2 - 8 pm       Weekends & Holidays: 12 - 5 pm

partnershomes.ca
Development Group

*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Build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without notice. E&O

Development Group

$460 incl.
GST

Townhomes from
the

$260 incl.
GST

Bungalow villas from
the

587.755.1166
sage@partnershomes.ca

With Partners, you enjoy
A low-maintenance lifestyle. No need to 
cut the grass or garden.

Move-in ready homes with all appliances 
and blinds included.

A beautiful home for a fantastic value.

High-specifications.

587.755.1166
symon@partnershomes.ca

403.568.0077
journey@partnershomes.ca Opening Spring of 2021

Opening Spring of 2021

587.231.1133
crestmont@partnershomes.ca

NW CALGARY

NE CALGARYNE CALGARY

NW CALGARY SW CALGARY

起
價 含

Partners購買 房屋，盡享輕鬆生活

幾乎無需維護房屋。也不用剪草和

打理花園。

房屋即刻入住，家用電器和百葉窗

都已就緒。

美觀的房屋，價值之選。

高規格打造。

卡城西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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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西北區 卡城西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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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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美國國會召開聯席會議期

間，國會內發生暴力衝突，認證

過程中斷。議員們在晚間恢復會

議。推特當日表示，已將川普總

統賬戶鎖定 12 個小時，並首次

警告稱可能將賬號永久吊銷。

國會認證遭遇挑戰

截至美東時間 1 月 7 日零

點，挑戰亞利桑那州的選舉人票

在參議院與眾議院均告失敗，不

過，投下反對票的有 121 位共

和黨眾議員。眾議員對內華達

州、密歇根州、喬治亞州分別提

出了挑戰，但因為沒有一位參議

員出來挑戰，所以反對失敗。

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
堅持在參議院會議上挑戰賓州選

舉結果，這是幾個關鍵州之一。

霍利介紹了賓州在整個選舉過程

中出現的多項違法行為，並表示

賓州高院拒絕聽取這些訴訟、解

決質疑。但最終在 7 日凌晨，參

議院以 92 票對 7 票未能通過反

對認證賓州選舉人團票的爭議。

1 月 6 日的美國國會兩院舉

行聯席會議，對各州提交的總統

大選結果進行認證。如果至少一

個參議員和一個眾議員對每個州

提出挑戰，將引發兩院分別進行

兩個小時的辯論和投票，只有兩

院都投多數票，才能推翻原來的

選舉人團認證。

首位提出挑戰的參議員是克

魯茲（Ted Cruz）。他說，美國

民主陷入危機。他提醒同事，如

果他們投票反對挑戰選舉結果，

就等同於對相信此次選舉被操縱

的近一半國民發出聲明：「即選

民欺詐並不重要，不是真實的，

不應該被認真對待」。

眾議員喬丹（Jim Jordan）
發言表示，6000 萬美國人認為選

舉被盜了。眾議院沒有舉行一項

調查，沒有一次聽證會。我們要

求過調查，我們有超過 200 份書

面聲明，但國會沒有傳票，沒有

證詞的宣誓，沒有詢問問題的機

會或對證人的盤問。他們為甚麼

不調查呢？為甚麼沒有聽證會？

彭斯未出手相助

1 月 6 日的國會聯席會議，

由副總統彭斯，以參議院議長身

份監督選舉人團投票的認證。

2020年 12月 14日，在各州

選舉人團投票時，在拜登被州政府

認證為贏家的 7個州出現了兩套選

舉人票，由共和黨議員推出的選舉

人把票投給了川普和彭斯，以保持

川普的法律挑戰繼續。（下轉A2）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繼2020年11月14日和

12月12日，美國民眾於華盛

頓DC進行了兩場和平集會

後，1月6日，百萬民眾再聚

華府國會山，監督國會認證

選舉結果，反竊選衛自由。

百萬民眾聚華府百萬民眾聚華府
國會認證遭衝擊

MILLION RALLY AGAINST ELECTION THEFT I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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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彭斯在會議開始

前，發表了一份聲明說，自己的

角色只不過是「儀式性」的，不

相信自己具有「單邊權力」來決

定有爭議州的選舉人人選。

川普隨後發推表示：「邁克．

彭斯沒有勇氣去做該做的事，來

保護我們的國家和憲法，給各州

一個機會來證明事實，而不是他

們之前被要求證明的欺詐或不準

確的事實。美國要求真相！」

戈默特最高院訴彭斯

當天，德州聯邦眾議員戈默

特要求最高法院介入針對副總統

彭斯的調查。此前，地區法院和

上訴法院均駁回此案。

戈默特、亞利桑那州共和黨

選舉人和其他原告提交了一份緊

急申請，要求最高法院法官阿利

托（Samuel Alito）介入起訴彭

斯的案件，並採取臨時救濟。原

告要求法院宣布彭斯擁有「專門

權力」在 1 月 6 日國會聯席會議

上拒絕有爭議州的選舉人票。因

為 1887 年的「選舉計票法案」

（Electoral Count Act）的一些

條文限制了副總統的這一權力，

這違反了美國憲法。

鑑於 1 月 6 日是國會聯席

會議之日，這份 86 頁的起訴書

要求最高法院緊急回應。原告表

示，如果不採取臨時救濟，彭斯

就會援引「選舉計票法案」中違

反憲法的內容，那麼 2020 年大

選將無法得到修正。

安提法衝擊國會

當天會議進行約 2 小時，

抗議者衝入國會大廈，與警察爆

發衝突，認證總統的程序暫停，

國會議員全體轉移。一名女子在

國會大廈中彈，DC 市長下令 1
月 6 日 18 點開始宵禁。

主流媒體批評川普的支持

者，但隨後流出視頻顯示，衝進

國會的人，身上紋有代表共產主

義的鐮刀斧頭紋身。林伍德律師

發照片推文稱，無可爭辯的攝影

證據表明，今天 Antifa（安提法）

猛烈闖入國會，造成傷害和損

害，這些人不是川普的支持者，

別被騙了。川普的支持者是和平

的。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正是

Antifa 造成了我們城市的暴力。

一位退休軍官告訴《華盛頓

時報》，XRVision 公司使用其

軟體對抗議者進行面部識別，

將兩名費城安提法成員與參議

院內部的兩名男子進行匹配。

消息來源向《華時》提供了照片

匹配。其中一個人有紋身，表

明他是斯大林主義者同情者；

XRVision 還確定了另一名男

子，雖然他與安提法的聯繫並

不廣為人知，但他曾出現在黑

命貴抗議活動中。

在夜間美東時間 22 點，眾

議員馬特．蓋茲（Matt Gaetz）
在眾院大廳發言說：「今天侵入

國會大廈的一些人不是川普的支

持者，他們是偽裝成川普的支持

者，實際上（他們）是暴力恐

怖組織 Antifa 的成員。」

川普在德州？

在國會爆發衝突後，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立即發表講

話，稱民眾衝入國會為「煽動叛

亂」。隨後，川普也發表了講

話，他說，我知道你們的痛苦…

我們愛你們，你們很特殊，你們

看到了發生的一切，看到人們被

邪惡對待。我知道你們的心情，

但是請回家，請和平地回家。

林伍德（Lin Wood）律師

的推特賬戶被禁言，他於 6 日

晚間在 parler 發出消息，稱川

普總統現在正在德克薩斯州的

國防指揮中心。有網友查出一

架被稱為美軍「末日客機」，

全稱為「國家空中指揮中心」

（NAOC）波音 E-4B，在飛行

路線圖上顯示正處於德州邊界。

國民警衛隊赴DC
在國會大廈被攻破後，國防

部啟動了整個華盛頓特區國民警

衛隊。五角大樓首席發言人說：

「代理（國防）部長米勒一直與

國會領導層保持聯繫，白宮發言

人麥肯納尼也一直與特區政府合

作。執法部門的應對措施將由司

法部牽頭。」

民主黨籍紐約州長庫默

（Andrew Cuomo） 發 出 聲 明

說，應美國國民警衛隊的要求，

同意派遣 1,000 名國民警衛隊到

華盛頓特區。他說，部署是為了

協助權力轉移，預計部署時間為

兩週。

華盛頓特區警察局長康提

（Robert Contee）6 日 晚 間 表

示，當日現場有四人死亡，其

中包括一名被國會警察射殺的

婦女，以及三名因「醫療緊急情

況」喪生的與會者。

截至 21：30，華盛頓 DC
警察局已逮捕了約 30 名違反宵

禁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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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承蒙各界支持，我們團隊在承蒙各界支持，我們團隊在 20202020年逆境中仍獲佳績，年逆境中仍獲佳績，

成功售出成功售出152152個樓盤！個樓盤！
Amidst economic challenges, housing market ends 2020 on a high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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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thly Statistics

December 2020

SALES

11,,119999

40.1%

INVENTORY

DETACHED PRICE SEMI-DETACHED PRICE
33,,667700

449900,,550000$$   339933,,330000$$   

NEW      
LISTINGS

11,,117722
TOTAL RESIDENTIAL PRICE

442222,,330000$$   10.5%

20.4%

2.8% 1.5%

ROW PRICE APARTMENT PRICE

1.5% Y/Y

0.2% 2.1% 43.2%

MONTHS OF 
SUPPLY

228800,,550000$$   224433,,660000$$   33..0066

CCiittyy ooff CCaallggaarryy,, JJaannuuaarryy 44,, 22002200 -- With December sales of 1,199, this is the highest December 
total since 2007.
“Housing demand over the second-half of 2020 was far stronger than anticipated and nearly 
offset the initial impact caused by the shutdowns in spring. Even with the further restrictions 
imposed in December, it did not have the same negative impact on housing activity like we saw 
in the earlier part of the year,” said CREB® chief economist Ann-Marie Lurie.
Attractive interest rates along with prices that remain lower than several years ago have likely 
supported some of the recover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nnual sales activity declined by one per cent compared to last year and remain well below 
long-term averages.
New listings in December increased by 11 per cent. However, the number of sales exceeded the 
number of new listings in December contributing to further declines in inventory.
Reductions in supply and improving deman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have contributed to 
some of the recent price improvements in the market. However, the recent gain in the benchmark 
price was not enough to offset earlier pullbacks as the annual residential benchmark price in 
Calgary declined by one per cent over last year. 
The pandemic has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shift in economic conditions, yet the housing market is 
entering 2021 in far more balanced conditions than we have seen in over five years. This will help 
provide some cushion for the market moving into 2021, but conditions will continue to vary 
depending on price range, location, and product typ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2021 housing market forecast for Calgary will be available at the 
CREB® Forecast on Tuesday, January 26, 2021. 
For more event details, please visit crebforecast.com.

全部住宅價格

獨立屋價格 半邊屋（孖屋）價格

公寓價格城市屋（排屋）價格

City of Calgary Monthly Statistics

December 2020 DDiissttrriicctt TToottaall RReessiiddeennttiiaall BBeenncchhmmaarrkk PPrriiccee

City Centre

Y/Y2.0%

CITY CENTRE

$$447799,,990000

Y/Y0.2%

NORTH

$$337744,,770000

Y/Y

NORTH EAST

$$333344,,880000

1.0%

Y/Y

NORTH WEST

$$446688,,880000

0.8%

Y/Y

WEST

$$550066,,110000

4.5%

Y/Y

EAST

$$229955,,550000

0.7%

Y/Y1.3%

SOUTH

$$440033,,770000

Y/Y0.4%

SOUTH EAST

$$441144,,770000

2020 年 12 月份各社區住宅基準價格2020 年度卡城房地產的回顧

2021 年度房地產展望

�為 Covid19 ��的��, ���個國�的���受��大的��。�城�地�
�場在 2020 年有�不一樣的走�，年��封城的�故，�個�地�買賣���下
來。但由��行貸���持���，�上��價������年，獨���在下
�年���勁。12 月�的���量為 1199 �，超���上�的�量。
獨�����量�一�下�，形成某�個�手地�由買��場轉為賣��場。我
們團�有十�個獨���在上巿當�已用�價賣�。2019 年� 2020 年基�價�
升幅為百��三。

��大�行��持���，����
�温�華����里����價��
有�大的��，�上��香���希
�回������大，�城�成為�
國�地���香����的�佳��。
�城�有���需���供�而�動
��價�有百��三��的��。

���場��供���，2020 年��
����� 10％，�幅�大的是�中
�和其他地�，預期 2021 年���價
�持���。

北區

西北區

東北區

市中心
西區

東區

東南區
南區

  About two hours into the joint ses-
sion, some protesters entered the Capi-
tol and clashed with police, forcing the 
Congressional members to take shelter 
and suspend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In the melee, a woman was shot and 
killed inside the Capitol by a man who 
looked like a Secret Service officer, ac-
cording to witnesses. Subsequently DC 
Mayor Muriel Bowser ordered a 6:00 
PM curfew.
  As mainstream media criticized 
Trump supporters for inciting a riot, 
videos released by people at the scene 
showed many people leading the in-
cursion into the Capitol were famil-
iar figures at prior Antifa and Black 
Lives Matter riots. Witnesses also 
disputed the reporting that the crowd 
“breached” the Capitol; they claimed 
that the police actually opened the bar-
riers to allow the crowd in.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clashes 
in Congress,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Joe Biden spoke out against 
the incursion, characterizing it as “in-
surrection”.
  President Trump tweeted a short vid-
eo that said: “I know your pain, I know 
you’re hurt, our election was stolen, we 
all know that. But you should go home, 
we don’t want to see anyone get hurt. 
We love you, you are special, you have 
seen what has happened, you have seen 
people being treated with evil. I know 
how you feel, but please go home, 
please go home in peace.” That video 
was also taken down by Twitte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cti-
vated the DC National Guard after the 
Capitol was breached. According to the 
Pentagon, Acting Defense Secretary 
Christopher Miller was in contact with 
congressional leadership the entire 
time, and White House spokesperson 
Kayleigh McEnany was coordinating 
with the DC authorities.
  As of Jan 7 00:00 EST, the challenge 
to Arizona’s electoral votes failed in 
both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although 
121 Republican Representatives voted 
against it. The House challenged Ne-
vada, Michigan and Georgia, but none 
of the Senators came forward to chal-
lenge them, so the opposition failed.
  Senator Josh Hawley (R-CA) insist-
ed on challenging the outcome of the 
Pennsylvania election, one of several 
key states, on the Senate floor. Haw-
ley described a number of violations 
of Pennsylvania’s laws throughout the 
election process and said the Pennsyl-
vania high court refused to hear the 
lawsuits and resolve the challenges.
  The Twitter account of attorney Lin 
Wood, who is now banned, revealed 
on the evening of Jan 6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now at a defense command 
center in Texas. A netizen also identi-
fied a Boeing E-4B, known as the Na-
tional Air Command Center (NAOC), 
shown on the flight path map to be on 
the Texas border.

https://www.calgaryhou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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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起 航空入境加國
需出示COVID-19陰性證明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COVID-19）
疫情大流行造成全球性危機，嚴重影響了

航空業和所有旅行者。加拿大政府表示，

自 2021 年 1 月 7 日 0 時起，要求 5 歲

以上旅客在降落加拿大之前，必須出示 3
天之內測試的 COVID-19 陰性證明。即

使證明測試結果呈現陰性的旅行者，抵加

後仍必須完成強制性的 14 天隔離。

加 拿 大 交 通 部 長 馬 克． 加 爾 諾

（Marc Garneau）12 月 31 日表示，在染

疫病例激增的情況下，加拿大收緊旅行限

制。 1 月 7 日才開始實施，旨在令航空

公司有足夠的時間來遵守新規定。

加爾諾說：「我們政府始終致力於保

護加拿大人的健康和安全。這些新措施

將為加拿大人民提供另一層保護，而我

們將繼續評估公共衛生風險並努力限制

COVID-19 疾病在加拿大的傳播。」

該要求規定，所有搭乘航班進入加拿

大的人，需要在抵達前 72 小時獲得聚合

酶鏈反應（PCR）測試陰性的證明。

PCR 測試目前被視為 COVID-19 測

試的黃金標準，相關測試需要在實驗室中

進行，通常至少需要一天的時間才能得出

結果。

聯邦公共安全部長布萊爾（Bill 
Blair）表示，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將在增

加派駐陸路邊境和機場的人手，以確保加

拿大人理解新的規定要求。

他強調說，新的旅行規則不會取代現

有的 14 天隔離規定，違反隔離法規可能

導致長達 6 個月的監禁，或高達 75 萬加

元的罰款。「如果你必須旅行，請瞭解回

國後必須遵守指南，並隔離 14 天。」

疫苗方面，英國已成為第一個授權使

用由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牛津大

學聯合開發的 COVID-19 疫苗的國家。

加拿大衛生部表示，還需要更多信息，才

能決定是否批准使用該疫苗，並稱正在與

英國等國際同行合作，分享有關正在審查

的疫苗信息。

看中國訊】曼省溫尼伯市一個家庭的

一氧化碳探測器失靈，未能測出室內一氧

化碳濃度超高，導致家庭成員吸入大量泄

露的天然氣中毒，幸好這家人及早報警，

但仍須吸氧氣 6 小時，身體才能恢復。

據 CBC 報導，溫尼伯居民梅利莎．

費尼克（Melissa Feniuk）表示，她與子

女一般會很早起床，但有一天起床後，家

人都感到頭昏眼花，她 14 歲女兒亞歷克

西斯（Alexis）緊接著還昏倒了，她馬上

致電 911 求救。

費尼克表示，醫護人員抵達後告訴

她，如果再在房子內待上 30 分鐘，全家

人可能都會中毒死亡。

當溫尼伯消防救護人員到達費尼克家

時，其手提一氧化碳警報器發出警報，

她家中的一氧化碳濃度竟高達百萬分之

八十。

費尼克及其子女隨即被要求到戶外且

進行血液檢測，費尼克血液中的一氧化碳

含量約為 15％，亞歷克西斯血液中的一

氧化碳含量更高，需要吸氧氣 6 個小時，

身體才會恢復正常。

費尼克回憶說，事發前幾日家中的一

氧化碳探測器出現故障，就算已更換電

池，但仍顯示電量不足，她以為電池是全

新的不會有問題，就沒再理會。

費尼克現已更換了 1 個全新的一氧

化碳探測器，並將更換現有十分陳舊的暖

爐。她表示，定期檢查一氧化碳及煙霧探

測器十分重要。

一氧化碳無色無味，其中毒的症狀與

流行性感冒十分相似，包括噁心、頭暈、

意識模糊、視力或聽力喪失等。

如何預防一氧化碳中毒？要注意不要

在車房內一直開動著汽車不理；不要在封

閉的空間內使用汽油式發動機、木炭或丙

烷驅動的燒烤爐；火爐須安裝排氣喉；每

年聘請合資格維修技術人員檢查燃油、燃

氣設備；確保所有新鮮空氣進氣口、排氣

口及煙囪沒有積雪覆蓋。

【看中國訊】週二（1 月 5 日），加拿

大元兌美元匯率報 78.95 美分，為 2018
年 4 月以來最高點。

加元看漲的最大推動力是石油價格上

漲，因為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同

意不再使廉價石油充斥市場。沙烏地阿拉

伯和俄羅斯限制原油供應一年來，西德克

薩斯中間基原油價格上漲了近 5％，至每

桶 50 美元以上。

統計數據表明美國的製造業正穩步發

展，目前達到 2018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製造業的發展，帶動經濟復甦，也給油氣

行業帶來繁榮。

外 匯 公 司 Oanda 的 市 場 分 析 師

Edward Moya 表示：「工廠活動在 12 月

仍然很健康，這是個好現象，說明武漢肺

炎疫情過去後經濟會繁榮。」

加元匯率於去年 3 月份跌破 69 美分

探底，此後反彈並一直穩定上漲。

豐業銀行首席外匯策略師 Shaun 
Osborne 表示，往常年初通常是美元的強

勢期，但今年並非如此。他說，2020 年

的大部分時間內，很多投資者傾向於持有

美元規避風險，而現在很多投資者開始再

次關注風險較高的投資領域。

【看中國訊】加拿大過去幾年最受歡

迎的嬰兒名字，每個省和地區的前十名名

單都完全不同。雖然某些名字在全國範圍

內很流行，但另一些名字只在特定的地區

最受歡迎。喜迎新生兒的加拿大家庭，不

妨看看自己寶寶的名字是否在流行榜上。

據 Narcity 報導，以下是目前每個地

區最受歡迎的名字：

1. 安省：根據安省最新數據，該省

人最喜歡的名字很常見，2018 年，男孩

名 字 Liam、Noah、Lucas、William 和

Benjamin 名 列 前 茅。Olivia、Emma、
Charlotte 和 Amelia 則是女性的最愛。

2. 卑詩省：2019 年，卑詩省最受歡

迎的女孩名字也是 Olivia，最受歡迎的男

孩名是 Liam。

其 他 榜 上 有 名 的 還 有 Oliver、
Noah、Lucas、Emma 和 Charlotte。
Theodore 是卑詩省的寵兒，這個名字在

其他很多地方都沒有出現過。

3. 魁 北 克：2019 年，Olivia 和

Liam 排名靠前，出現在前 20 名名單

中的還有一些獨特名字，如 Florence、
Rosalie、Beatrice、Clara、Logan、
Felix、Raphael 和 Edouard。

4. 薩省：截至 2018 年，薩省最受歡

迎的男孩名字已經連續 9 年是 Liam，而

Olivia 則連續兩年保持在首位。

該地區其他受青睞的名字還有女孩的

Harper 和 Paisley 以及男孩的 Ryker、
Grayson 和 Emmett。

5. 亞伯塔省：2019 年，亞伯塔省的

年度最佳名字是 Noah 和 Olivia。在過去

的幾年裡，他們也都是榜首，Olivia 已經

連續六年穩居該地區的榜首。

6. 曼 省：Liam 和 Emily 是 2019
年受歡迎的名字，另外還有 Lucas 和

Charlotte。該省不同尋常的最愛包括

James、William 和 Abigail。
7. 新不倫瑞克省：在新不倫瑞克省，

Olivia 連續四年是最受歡迎的名字冠軍。

緊隨其後的是 Amelia、Violet、Ella、
Scarlett 和 Sophie。

Liam 和 Noah 是最受歡迎的男孩名

字，之後是 Jack、Jackson 和 Lincoln。
8. 紐省：紐省過去兩年都沒有公布

最受歡迎的新生兒名字，2018 年的記錄

顯示，Charlotte 和 William 很受歡迎。

然而，各種拼寫版本的 Layla/Laylah/
Leila/Lalia 和 Jackson/Jaxyn/Jaxxon/
Jaxsin/Jaxson/Jaxon 也佔據了前列。

Callie/Cali/Kaley/Kailee/Kaylee 的

各種拼法也是 2018 年的堅定寵兒。

9. 新斯科舍省：2019 年新斯科舍省

最受歡迎的選擇是 Charlotte 和 Jack，而

今年，Olivia 和 Oliver 則成為冠軍。

今年該省也出現了一些熱門名字，如

Luke、Evelyn 和 Thomas，以及 Henry
和 Nora。

10. 愛德華王子島：2020 年，男孩

名字方面，Hudson 佔據了最受歡迎的位

置，Emmett、John 和 Wyatt 也在前五名

之列。

Nora 和 Charlotte 是女孩名字中最

受 歡 迎 的，Claire、Scarlett、Madison
和 Avery 也榜上有名。

11. 西北地區、努納武特和育空地

區：在 2019 年，Zoey 是西北地區最受

歡迎的名字，其次是 Hazel 和 Kinsley。
lias、John、Joseph 和 Michael 也名列前

茅。

同年在育空地區，Henry 是最受歡迎

男 孩 名。Ava、Isla、Livia 和 Quinn 四

個女孩名字分獲頭名。

努納武特人對他們最喜歡的名字保

持 沉 默 了 好 幾 年。 2015 年，Liam、

Mason、Sandy、Anna、Samantha 和

Sarah 組成了前六名。

加國最流行的寶寶名 各省不同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令 2020 年

非同尋常，以往不值錢的廁紙和洗手液成

為炙手可熱的商品。

政府每次宣佈某地區將進入更嚴格的

防疫限制時，該區商場外就會排起長隊。

防疫措施使商家增加了成本，很多商

品也因此漲價。

RBC 銀行的經濟專家表示，2020
年食品和雜貨價格上漲約 2.5%。按 12
月初發布的加拿大《2021 年食品價格報

告》預測，2021 年的食品總價格將上漲

3% 至 5%，其中價格漲幅最大是：肉

類和蔬菜都是 4.5% 至 6.5%，其次是麵

包價格升 3.5% 至 5.5%，水果的價格漲

2% 至 4%。

價格上漲的原因包括：邊境、工廠和

配送中心關閉；勞動力短缺；物流中斷；

消費者需求變化；生產、製造、分銷和零

售業防疫措施增加，等等。預測結果顯示

明年四口之家的食品雜貨平均開支，預計

比今年增加 695 元。

一氧化碳報警器失靈
全家中毒

加元匯率升至79美分

預計2021年加拿大生活開支上漲

https://mru.ca/Chinese-music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4 看時事 News 第 140 期     2021 年 1 月 7 日—1 月 13 日    

【看中國訊】近來中國與印

度於邊界劍拔弩張，在局勢相當

緊繃之際，目前傳出中國西藏軍

區為其士兵配備一款所謂的「新

型單兵數位化作戰系統」，此套

系統裝有一個自毀裝置，能夠由

士兵自己來啟動，如果指揮官一

旦發現有士兵異常脫隊且聯繫不

上，那麼也可遙控啟動該裝置使

士兵「自毀」。

根據中媒《觀察者網》報導

指出，該套系統於頭盔上設置

一個衛星天線，並配屬一個單

筒夜視多功能目鏡，在手臂上

有一個數控終端。護具方面，

除了提供防彈保護之外，還集

成了攝影模組、導航儀、音訊

轉換器、資訊處理、供電模組

及單兵電臺等。

報導中聲稱，這個系統可以

一鍵引導炮擊，若被印軍撿獲就

會自毀，所有單兵的信息全在指

揮屏幕內。另一方面，很可能首

先動用了特種部隊滲透至印軍後

方，以尋找印軍的高價值目標，

之後再呼喚炮兵群發起急襲。

此外，該套系統設有自毀

裝置，若有單兵重傷但又不想

遭俘虜，就能夠啟動自毀裝

置，這樣一來可以維護軍人尊

嚴，而且敵方亦無法獲得此套

系統的任何相關資訊。而另一

個自毀手段，是在營旅一級的

指揮部內，若指揮官於螢幕上

發現有單兵與其他部隊拉遠了

距離，且又無法聯絡到該名單

兵，那麼也會啟動自毀裝置。

對此，有網友評論稱，「這

下中國軍隊將韓戰的『向我開

炮』，以高科技實現了」。

還有網友說，美國大兵於出

發之前，政府給每一個軍人準備

一個用 10 幾種文字所印製的投

降書。當在戰場上，一旦遇到寡

不敵眾的情況，為了保護軍人生

命，軍人可舉起此份投降書，請

求敵方按照國際慣例給予生命上

的保護。

其實，中國央視新聞於

2013 年就曾經報導稱，中國的

女子特種部隊亦配備了該款新型

的「單兵數字化作戰系統」。

中印邊界衝突

去年 6 月 15 日，中印度兩

國士兵在加勒萬河谷（Galwan 
Valley）發生衝突，造成嚴重

傷亡。印度宣布有 20 名士兵死

亡，但中方並未公布死傷人數，

但外傳有超過 40 人傷亡。

去年 8 月 31 日，印度陸軍

發言人安南德（Aman Anand）
在發布的新聞稿中批指，在 8 月

29、30 日晚間，中國軍人違反

了兩國先前雙方達成的共識，竟

然單方面進行挑釁軍事行動，企

圖來改變現狀。中方試圖週末從

拉達克地區班公錯湖（Pangong 
Tso）南岸進到印度管轄地帶，

可是印度軍人挫敗了中方的單方

面改變地面現狀的行徑。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Jack Ma’s Ant Group went public in China 
and Hong Kong in early November, but 

the world’s largest IPO in history was sus-
pended at the last minute after news broke 
that Jack Ma had been interview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uthorities. 
The once-richest Chinese man who founded 
Alibaba, a competitor to Amazon, has not ap-
peared in public for 2 months amid a rapid 
shift to the left in China’s political climate 
and a massive state takeover of private com-
panies. 

  On December 31st, multiple media report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eeking to 
continue to shrink Jack Ma’s tech and fi-
nancial empire and is planning to take more 
stakes in his companies, including fintech 
giant Ant Group Co. This echoes Xi Jinping’s 
policy of “Guo jin min tui”, which means 
“the State enterprises advance, the private 
sectors retreat”. In other words, the Com-
munist government is gradually taking over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Let’s start by recalling that the day before 
Ant Group’s IPO on November 2, 2020, Jack 
Ma, Chairman  Jing Xian Dong and Presi-
dent Xu Xiaoming were subjected to a regu-
latory interview by the top manage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next day, 
Ant Group’s IPO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were suspended, causing a wave of panic 
among investors. 

  What caused all this? At the Bund Finan-
cial Summit in Shanghai on Oct. 23, Ma 
made some sharp criticisms of official fi-
nancial policies. He blasted the “pawnshop 
mentality” of Chinese banks, most of which 
are state-owned, and criticized China’s ex-
cessively stringent financial regulation for 
stifling innovation. He argued that there is no 
systemic risk in the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 
but rather a lack of a financial system. His 
words may have angered the CCP top tier, 
especially those in charge of financial regu-
lation.

  At a meeting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
ist Party of China held on December 11, it 
was explicitly pro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strengthen anti-monopoly and prevent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

  Three days later, Alibaba Investment Ltd. 
and two other companies were fined 500,000 
yuan, that is 71,500 USD, for allegedly “vio-

lating the anti-monopoly law”. On the 17th, 
Ant Group announced that it had voluntarily 
removed the Internet deposit products from 
its platform.

  On the 22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of China held an “admin-
istrative guidance meeting” in which Alib-
aba, Tencent, Jingdong, Meituan, Jindo, Drip 
and other Chinese Internet giants were asked 
to participate. On 24th, Ant group was again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ity,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an-
nounced the opening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Alibaba’s alleged monopolistic practices, 
both are Jack Ma’s company.

  On December 30, Alibaba’s subsidiary 
Tmall and two other e-commerce compan-
ies were again fined 71,500 USD each by 
the Authority for violating “anti-monopoly” 
laws.

  In half a mon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hitting Ma’s corporate empire 
like a storm. Fearing the same outcome, other 
online platforms have begun to retrench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before the authorities ac-
tually take action.

  However, Ma himself has not appeared in 
public since November. On January 1, 2021, 
Ma was supposed to appear in person at the 
“African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re-
ality show led by his Foundation, but he did 
not appear, and his photo disappeared from 
the show’s website and related media cover-
age.

  Jack Ma was also the president of Hupan 
University. On December 10, the authorities 
terminated the tender planning for the uni-
versity’s Yunnan branch.

  Jack Ma is known to many as a success-
ful private business owner in China, and is 
widely seen by the Chinese as a role model 
for commoners working their way up to the 
upper echelons of society, even affectionate-
ly referred to as “Papa Ma”. In the last few 
months, however, as the political climate in 
China has rapidly changed, most of the posi-
tive stories associated with Jack Ma have 
been removed from Chinese online platforms 
and replaced by official media attacks on 
how his corporate empire monopolizes the 
market. Public sentiment has shifted rapidly, 
calling him a “villain,” an “evil capitalist,” 
and a “vampire,” with more and more people 

leaving quotes from Marx under reports 
about him: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In a widely circulated social media post, an 
online commentator wrote, “A good people’s 
tycoon like Jack Ma should be hanged to the 
street lamp,” referring to the famous French 
Revolutionary lynching slogan, “À la lan-
terne”, meaning “To the Lamp Post!”. The 
article has been liked more than 150,000 
times on Weibo and has been circulated 
more than 200,000 times. As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China is 
serious, the “anti-rich complex” has been de-
veloping among the people for a long time. 
Now the official media vigorously promotes 
Jack Ma’s “monopoly” of wealth, and it has 
caused the “anti-rich complexes” to explode 
in Chinese society. 

  Ma has been in danger for a long time, and 
he knows it. Last August, just a month be-
fore Ma announced he was stepping down as 
board chairman, a roughly 35-second video 
began circulating on the Internet in China, 
showing Ma telling entrepreneur Liu Chuan-
zhi, the then CEO of Lenovo, that he had 
been poisoned and nearly died. 

  Later, unconfirmed reports surfaced on Chi-
nese networks that Ma had purchased a home 
in a remote area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s 
suspected of wanting to flee China, but offi-
cials used various means to prevent him from 
doing so. 

  Ma announced his retirement in September 
2020 with tears on his face. On the day Ma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his Alipay was 
also “taken over” by China’s state-owned 
UnionPay. Chinese commentator Chen 
Bukong pointed out that Ma’s control of trad-
ing platforms such as Alipay and e-money 
has threatened the monopoly of state-owned 
banks and violated the taboo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cause of its widespread 
use. 

  In fact, although China’s economic figures 
are still good this year, many companies are 
heavily indebted and there are many signs 
that China is in the midst of the biggest sub-
prime crisis in its history. Beijing has issued 
at least six major economic reforms in a year,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igitaliza-
tion of the RMB and new regulations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Notably, the digitization of 
the RMB echoes the takeover of Alipay, Jack 
Ma’s e-money platform. 

  Many see the crackdown on Jack Ma as a 
move by the CCP to “fight monopoly” and 
create a more balanced market, but if one 
observes the CCP’s approach in recent years, 
one can see that this is wrong. 

  In response to China’s economic crisis, Xi 
Jinping has proposed two policies in 2019: 
“the State enterprises advance, the private 
sectors retreat” and “double-circulation” of 
the economy. Since 2019, many Chinese pri-
vate companies have been forcibly acquired 
or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The founders of the 
three major technology giants, Baidu, Alib-
aba, and Tencent and Lenovo, have all been 
interviewed and announced their “retire-
ment” afterward and their company’s share-
holding and board of directors are joined by 
state personnel. 

  The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also found that 
the operating rights of 165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changed hands, 60% more than in 
2018. 44 of them were acquired by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or government-owned 
investment companies, with a total market 
value of about $17 billion USD, most of them 
are in the high-tech, industrial, and scientific 
fiel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lso made use of 
the opportunity to list in China, Hong Kong, 
and eve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shell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o buy sensitive technolo-
gies overseas, meanwhile exposing investors 
to Chinese debt.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taken similar action, 
as it has done on a large scale to nationalize 
private propert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vernment in 1949, and in early 1956, 
at the height of its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t achieved a nationwide public-private part-
nership for all industries. 

  In fact, Jack Ma is not the first targe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2016 to 2017, 
a number of billionaires went missing during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mongst, Chi-
nese Canadian businessman Xiao Jianhua, 
the owner of Tomorrow Holdings, was taken 
to Mainland China by a squad of Chinese 
security officers from his room in the Four 
Season Hotel Hong Kong, and is held by 
the authorities until today. These billionaires 
may reappear some time later, but some of 
them were never heard from again. 

 反壟斷風暴 馬雲2個月沒露面
Jack Ma Has Not Appeared for 2 Months

西藏軍區士兵配備「自毀」裝置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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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加里12月房屋交易激增 
創2007年以來最高

 【看 中 國 訊】卡 爾 加 里 房 地 產 局

（Calgary Real Estate Board，CREB）

表示，剛剛過去的 2020 年 12 月，本地

住宅房地產市場交易量創 2007 年以來最

高，房地產經紀人們售出了近 1200 套房

屋。

卡城房地產局表示，相比於去年同

期，本地上市的房產庫存下降 20%，低利

率和低庫存量使得 12 月房屋銷售增加至

1199 套，比 2019 年 12月增長 40.1%。

卡爾加里以北的小鎮 Airdrie，其房

屋銷售在 12 月同樣創歷史新高。卡城西

北的 Cochrane 市，2020 年房屋銷量創 5
年來新高。

CREB 首席經濟學家安 - 瑪麗．盧裡

（Ann-Marie Lurie）認為，到目前為止，

從全國範圍看，第二波 COVID-19 病毒

造成的限制並沒有像春季那樣阻礙房地產

銷售。

房 地 產 投 資 研 究 機 構（th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Network）副總裁詹

妮弗．亨特（Jennifer Hunt）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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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當前的市

場狀況，對於購買投資性房地產，以圖立

即出租或裝修轉賣，不是好時機。」

根據卡爾加里房地產局的數據，卡城

房價處於長期下行週期，房屋的基準價格

從 2015 年的約 47 萬加元下降至上個月

的約 42.4 萬加元。因此，目前人們可以

最少的錢，在市場底部買入房產並持有，

只是不要期望立即獲得投資回報。

此外，卡爾加里與其它地區的經濟不

景氣不同，這個城市擁有強大的石油經

濟，市場可能會復甦，價格和租金會上

漲。因此在投資房地產方面，有不少評論

者認為，購買和持有股票的最佳時間是在

最蕭條的時候，投資房產也如此。

亞省住房負擔力報告出爐

中國武肺疫苗副作用高達73種

【看中國訊】卑詩物業估價局（BC 
Assessment）近日表示，卑省大部分業

主的房屋估價出現了小幅增長。

本年度卑詩省超過 105.6 萬個物業

的業主將收到 2021 年物業估價通知書。

根據卑詩物業估價局提供的信息，獨立

屋的價格漲幅將最為明顯，現任疫情期

間人們並沒有產生房地產市場可能崩潰

的擔憂。

根據卑詩省評估局的數據，在全省範

圍內，獨立屋和分契物業（Strata Units）
的增長幅度在 0% 至 10% 之間。在溫哥

華，獨立屋增幅最大。 2020 年的「典

型」評估價值猛增 10%，達到 117.7 萬

加元。斯誇米什區的標準房產也有 10%
的漲幅，達到 102.6 萬加元；素裡市的典

型獨棟房屋評估值增長 5%，為 106.2 萬

加元；列治文市的典型獨棟房屋評估值激

增 6%，達到 140.5 萬元。

在分契物業中，北溫市的漲幅最大，

達到 6%，至 73.2 萬加元，「典型」物業

上漲 5%，達到了 69 萬加元。

溫哥華市和素裡市的物業增長了

3%。而在穆迪港、惠斯勒和三角洲，這

裡的房產的價值增長不大，僅為 1%。

在這個期間，貸款低利率依然吸引人

們購買和投資房地產的主要因素，並導致

房價居高不下。而這場瘟疫為一些人們投

資大戶型住宅提供了機會，有不少正在尋

找更大的空間，以滿足所有家庭的需求。

公共衛生官員們的建議在疫情中，人們避

免非必要旅行，留在家裡。而更大的空間

可以讓人們同時在家中生活、學習、工作

和娛樂。

【看中國訊】對於首次購房者來說，

或者海外投資者，打算在加拿大購買房

子，除了房市價格需要清楚之外，以下的

費用瞭解一下，也會有幫助。

海外買家最好準備 20% 的資金作為

首付以外的費用，因為很多零星的費用加

起來，總數還並不算少。

在加拿大購房若沒有持有護照或者

不是 PR（永久居民），需要準備房價

15% 的首付費用。土地轉讓稅，城市不

一樣費用收取的比例有所差異，一般都

是按照房價 1.5%-3% 的比例準備的。如

果是第一次購房且擁有護照或 PR 可以

退稅；在大多數情況下，需要準備房子

的裝修以及維修費用。如裝修廚房、地

下室的費用大約為 20000 加元；換窗戶

大約為 12000 加元；換屋頂大約為 6000
加元等，具體根據不同買家的實際情況

而變動；地稅或也成房產稅預留款。每

一個城市的徵收比例不一樣，一般都在

0.7%-1% 之間取值；每月按揭預留款，

建議至少準備六個月費用在銀行；在加

拿大購房是需要律師的，所以這個費用

一定要預留。一般會幫助購房者買房屋

產權保險以及相關的雜費，價位一般在

2000-3000 加元上下；房屋價值估算費

用，一般是銀行會負責，防止貸款作弊

的，費用在 450 加元左右。

【看中國訊】大多倫多萬錦一位名叫

薩伊德（Arif Adnan Syed）的男子，租

下 12 幢豪宅，然後擅自改造成分租屋，

最近被法院責令在 10 天內向各房東共支

付 3.6 萬元賠償金，否則將被逮捕並監禁

4 個月。但眾房東認為法院判決太輕。

薩伊德將 12 套豪宅改裝後，出租給

給了上百位分租客，他的銀行賬戶表顯

示，他每月的總存款在約 3-20.8 萬元之

間，每月的總取款金額高達 21.6 萬元。

並且他還開著蘭博基尼跑車。

法院判決薩伊德支付 3.6 萬元的賠償

金，以及 6.5 萬元的訴訟費用，否則，將

被逮捕並監禁 4 個月。薩伊德表示，會努

力先支付賠償金，然後再付法律費用。法

官宣判後，薩伊德表示尊重法院的判決。

房 東 之 一 約 翰． 戴 衛 斯（John 
Davies）表示，法官判的 3.6 萬元賠償金

是「可笑」的，因為這筆錢分給 12 個房

東，遠不足以修復房子。比如他除了房屋

受損外，薩伊德還拖欠了 1 年租金，總

計近 4 萬加元。

【看中國訊】中國醫藥集團（簡稱：

國藥集團）研發的武漢肺炎滅活疫苗

2020 年 12 月 30 日獲得北京當局批准有

條件上市，成為大陸首個允許在國內廣泛

使用的武肺疫苗。然而，近日有中國疫苗

專家稱，看過國藥說明書，內容提到接種

這款疫苗後副作用高達 73 種，他痛批該

疫苗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

近日中共官媒拚命炒作，稱有日本富

商和菲律賓總統保鑣偷打走私的中國制疫

苗，試圖帶起連外國人都對中國疫苗「夢

寐以求」的風向。但國產疫苗過去黑歷史

頻多，加上也沒見中共高官效法西方領袖

「帶頭接種疫苗」，因此民間普遍對國產

疫苗沒有信心。

2020 年 1 月 5 日，中國工業和信

息化部再進行傳宣，稱為滿足重點人群

COVID-19 疫苗接種需求，國藥中生北

京公司、國藥中生武漢公司、北京科興中

維公司 3 家企業已開啟加速模式，目前

中國已有 18 家企業陸續開展新冠病毒疫

苗產能建設，產能可滿足中國大規模接種

需求。

然而，中國疫苗專家陶黎納近日在微

信發文表示，他收國藥疫苗最新的電子

版說明書，商品名稱為「眾愛可維」，核

准日期為 2020 年 12 月 30 日，看後讓他

「倒吸一口冷氣」。

陶黎納進一步說，「我數了一下『不

良反應』欄，一共有 73 種局部／全身不

良反應。」他還列出說明書提及的副作

用，在接種部位常見的副作用包括：疼

痛，偶見紅暈、腫脹、硬結、皮疹、搔

癢，罕見副作用則包括紅斑。

至於全身的不良反應，說明書提到，

「頭痛是十分常見」，發燒、疲勞乏力、

肌肉痛、關節痛、咳嗽、呼吸困難、噁

心、腹瀉、皮膚搔癢等「也是常見」，至

於偶見的副作用包括：頭暈、厭食、嘔

吐、口咽疼痛、吞嚥困難、流鼻涕、便

（Shutter Stock)

卑詩省2021房產估價 獨立屋漲幅最大 加國買房的隱藏費用

豪宅被非法分租 業主斥罰單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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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過敏反應。

陶黎納直言：「沒有任何一種現役疫

苗的不良反應種類數能超過眾愛可維」。

陶黎納還指出，有醫生同行戲稱這是

一份「長長的免責聲明」，只要寫在說明

書的不良反應清單裡，那麼患者用藥後出

現這些不良反應，可不做賠償。但他卻認

為，中國當局免費為民眾注射，等於是若

日後有人在接種疫苗後出現不良反應，企

業無需補償，而是由各省財政出錢補償。

只有接種自費疫苗，才由企業出錢補償。

也就是說，免費接種疫苗出事的人，

其實最終很難有地方說理。

截至發稿前，陶醫師發表的相關文章

已遭刪除，原因不明。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早前表示，

將會全民免費接種疫苗，並優先安排「臺

灣同胞」施打眾愛可維。對此，臺灣陸委

會上週四呼籲中共當局不要將臺灣人視為

疫苗試驗的試驗品。

http://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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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導】美國

民主黨候選人喬 · 拜登（Joe Biden）家

族深陷「硬盤門」，拜登兒子亨特 · 拜登

（Hunter Biden）再次被曝出新的醜聞，

他與中國華信能源集團（CEFC）董事長

葉簡明美國助理、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

熙來私生女薄嘉琪（音譯，Jiaqi Bao，
原名：薄甜甜）之間的電子郵件內容被

曝光，顯示中共通過華信能源集團等公司

干預美國選舉，施加影響力，而亨特、吉

姆及喬 · 拜登勾結北京當局，並積極參與

這些行動。

美 國 媒 體 網 關 專 家（Gateway 
Pundit） 報 導， 電 腦 視 覺 初 創 公 司

XRVision 首席執行官亞科夫 · 阿佩爾鮑

姆（Yaacov Apelbaum）曝光了拜登家

族「硬盤門」更多的醜聞，包括亨特 · 拜
登與一為名叫薄嘉琪女子之間的電子郵件

內容。

報導稱，薄嘉琪有不少其他名字，

如：JiaQi, AKA JaiQi Bao, AKA Jiaqi 
Wang, AKA Jiaqi Wang Bao, AKA 
Wang Bao Jiaqi, AKA Qinping Bao, 
AKA TianTian Bo 等，她是葉簡明在美

國的助理兼顧問。而葉簡明是中國華信能

源集團董事長，也是亨特和吉姆 · 拜登的

商業夥伴。

葉簡明、他的美國員工與中共情報部

門進行密切合作，中共情報部門掌控了華

信能源集團與拜登在中國的合資公司渤海

華美（BHR）的大部分發展戰略、資金

和海外業務。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薄嘉琪表示，由

於工作需要不適合通過第三方進行聯繫，

必要時她將親自登門拜訪亨特 · 拜登。

2017 年 11 月，薄嘉琪發送給亨特

拜登一封電子郵件，緊急傳達了中共當

局的信息，並表示對前副總統拜登何志

平（Patrick Ho）問題上缺乏行動感到

困惑。

在其它電子郵件中，薄嘉琪還對渤

海華美的商業計劃和全球投資戰略提出

了建議，要求關注人工智能（AI）、國

防、監控和芯片製造技術的發展動向；

也傳達了中共情報部門在美國技術投資

策略的意見。

薄嘉琪的電子郵件甚至談到了川普總

統和美國政府的政策，喬 · 拜登參選美國

總統以及美國大選有關的話題，顯示中共

當局積極對美國大選施加影響力，而拜登

家族則勾結中共積極參與其中。

郭文貴自媒體路德社 2020 年 10 月

曾爆料稱，薄嘉琪是薄熙來和中國大陸某

明星的私生女，真名薄甜甜，由薄熙永代

為扶養，曾在葉簡明手下工作，並負責該

公司與亨特拜登聯絡事宜，即她是中共當

局與拜登家族同盟的重要中間人。

習近平陣營在調查葉簡明的過程中，

發現了薄甜甜，因為這是薄熙來的勢力在

反攻，背後是江澤民、曾慶紅，所以抓捕

了葉簡明。

葉簡明政商背景複雜

葉簡明所創立的華信能源集團公司政

商背景很複雜，並聘用了一些曾在中共軍

方任職的人員。

據 英 國 BBC 新 聞 2018 年 3 月 報

導，除了聘請前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

平擔任秘書長的中華能源基金會外，葉簡

明還在上海成立了一個基金會——華信公

益基金會。報導引述大陸媒體《財新網》

消息稱，前上海警備區政委李光金擔任華

信公益基金會執行理事長，前中央軍委辦

公廳管理局副局長王宏源擔任基金會常務

理事。李光金曾將葉簡明引薦給前甘肅省

委書記王三運，後者於2017年9月落馬。

美國媒體 The Daily Caller 引述一份

2018 年 2 月 8 日美國法庭文件稱，美國

聯邦法院批准對亨特．拜登一名中國商業

夥伴的外國監視令，這個商業夥伴是何志

平（Patrick Ho），美國聯邦調查人員認

為何志平是秘密替外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

的特工。何志平曾經擔任中國華信能源有

限公司（CEFC China Energy Company 
Limited）的高管，中華能源基金會秘書

長。 2017 年 12 月 18 日，何志平被指控

違反《反海外腐敗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和賄賂乍得總統、烏干

達外交部長，及涉嫌華信能源非法活動。

《紐約時報》曾 2018 年 12 月報導，

何志平在被捕之後第一個電話是打給前副

總統拜登的兄弟詹姆斯．拜登。

【看中國記者理奧綜合報導】來自美

國密蘇里州的聯邦參議員、共和黨人喬

什．霍利（Josh Hawley）發聲，指 1 月

4 日深夜，一群「安提法（Antifa）惡棍」

闖到其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家中恐嚇他的妻

子和剛出生的女兒，只因為他日前宣布計

畫在 1 月 6 日國會聯席會議期間就選舉

人團的認證提出挑戰。

霍利在推特上說：「今晚，當我在密

蘇里州時，Antifa 暴徒闖到了我們在哥

倫比亞特區的住所，威脅我無法旅行的妻

子和剛出生的女兒。他們尖叫著威脅，破

壞，並試圖砸開我們家的門。讓我說清

楚：我的家人和我不會被左翼暴力嚇倒。」

「安提法」（ANTIFA，或譯為「反

法」）源於斯大林，是以反法西斯的欺騙

性的名稱與修辭所掩蓋的，秉承共產意識

形態，並推崇暴力革命的組織。 2020 年

年中，川普總統宣布其為恐怖組織。

一個名為「關閉政府（Shutdown 
DC）」的組織在其網站上承認它對事件負

責。對於恐嚇參議員家人的行徑，該組織

揚言，那是「使用直接戰略行動來伸張正

義並追究官員的責任」。它稱讚了北弗

吉尼亞郊區（霍利家的所在地）的「深

夜房屋訪問」，並提到警方趕到了現場。

該組織說，這次「訪問」是一個小時

的「守夜」活動，大約有 12 個「活動家」

參加。

霍利說：「『守夜』意味著通過擴音器

尖叫威脅、破壞財產、錘擊房屋的門以及

恐嚇無辜的人和孩子。」

在「關閉政府」網站上發布的視頻顯

示了那些示威者，其中一些人帶有擴音

器，他們闖入一所房子範圍，大聲尖叫、

唱歌，並有幾個人上前砸門。

「關閉政府」的激進份子帕特里克．

揚（Patrick Young）在網上發表的一篇

文章中公開了他們行動的意圖，並再次發

出威脅。

ANTIFA 恐嚇其家人的當晚，霍利

出現在《福克斯新聞》上，表示他決定在

1 月 6 日選舉人團的認證過程中提出反對

的決定，是要回應他的廣大選民對總統選

舉完整性的「重大關切」。

【看中國記者張麗紫綜合報導】居

住在墨爾本的中國商人劉輝峰在申請澳

洲永居簽證時被拒，澳洲安全情報組織

（ASIO）評估其對澳洲國家安全造成威

脅，未來他可能面臨被遣返回中國。

據澳洲廣播公司（ABC）報導，澳

洲聯邦警察證實，正與 ASIO 反海外干

預工作組展開聯合行動，共同調查中國商

人劉輝峰（英文名 Haha）。
現年 52 歲的劉輝峰約自 2014 年起

就住在澳洲，他之前曾申請了重大投資者

簽證，希望最終能獲得澳洲永居簽證。但

澳洲移民部長以其個人品質為由拒絕了他

的申請，並要求他限期離境。之後他向聯

邦法庭申訴，2020 年 9 月，法庭批准暫

緩執行驅逐令。

劉輝峰曾是中共退伍軍人，還曾是澳

大利亞緊急互援協會（AEAAI）會長，

該組織接受中共領館指令和資金。

澳大利亞緊急互援協會自稱是「為給

各族裔居民提供在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緊

急狀態下相互援助及信息發布的平臺」，

其微信公告顯示，目前有 5.5 萬名在澳華

人會員和逾千名志願者。

但澳廣獲取的機密文件發現，中共領

事館曾承諾對該組織提供資金，而該協會

也同意執行領事館的指令，並向領館匯報

涉及到中國公民、需要領館干預的「安全

風險」事件。

報導稱，劉輝峰曾向澳大利亞自由黨

捐贈，和與北京關係密切的澳大利亞聯

邦自由黨議員廖嬋娥、澳大利亞聯邦財

政部助理財長邁克爾．蘇卡爾（Michael 
Sukkar）有聯繫。廖嬋娥幫助劉輝峰與

維州警察局建立聯繫，而且根據劉輝峰的

說法，廖嬋娥在與國會議員和商業領袖的

活動中為他翻譯。

根據澳洲緊急互援協會不具名委員對

澳廣透露的信息，劉輝峰一直要求所有

人，特別是委員，不要觸碰政治，但他自

己似乎與中國領事及部分地方政客一直保

持著良好關係。

斯 威 本 大 學（Swinburne 
University）中國問題專家約翰．菲茨傑

拉德（John Fitzgerald）表示，中國政府

將其領事活動擴大到所有華裔，而不僅僅

是中國公民。

他對澳洲廣播公司說：「雖然這些領

事館有責任保護中國公民，但他們沒有責

任也沒有權利干涉澳大利亞華人社區事

務。如果他們支持一個實際上是在保護澳

大利亞華人而不僅僅是中國公民的組織，

人們會問為什麼？這可能被認為是領事越

權……因為那是聯邦或地方警察的事。」

去年 11 月，劉輝峰辭去了澳大利亞

緊急互援協會會長一職。據稱，該協會管

理層指責劉輝峰向協會隱瞞了他受到澳洲

安全情報局調查一事。劉輝峰認為自己永

久居留簽證被拒的決定對他不公平。他說

自己沒做錯事，正向法院提訴。

傳薄熙來私生女 涉拜登硬盤門

美參議員：在家妻女遭恐嚇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武漢

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一年多，稍早傳出世界

衛生組織專家將進入中國探究病毒起源，

但這場訪問受到外界高度質疑，迄今中共

官方仍拒絕透露專家們到訪中國的確切日

期和細節，不禁令人產生遐想。

但對於這一消息，中共當局本週仍拒

絕證實世衛專家到訪中國的確切日期和細

節，顯示這場任務仍具敏感性。

事實上，世衛組織已不是第一次因武

肺疫情派專家前往中國，去年曾有小組前

往中國調查當局因應疫病的方式，但未調

查疫情源頭，官方也沒有透露他們的具體

行程。

此次世衛專家再計畫前往中國，民間

不禁質疑世衛是否能獲得成果，以及他們

將面臨何種政府壓力。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合報導】1 月 4
日，有網友在網路熱傳一張領事證明，

證明上寫著一位名叫「李娜」的人士持第

E89456349 號中國護照提出退出中國國

籍的要求。

中國駐釜山領事館在該證明中稱，根

據《國籍法》第 9 條規定：「定居外國的中

國公民，自願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即

自動喪失中國國籍。」當李娜取得外國國

籍時，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證明顯示簽

發時間為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上面並有

領館二等秘書兼領事張禕的親筆簽名。」

由於該證明上只有公民姓名「李娜」

及護照號「E89456349」外，並無其他更

多信息，因此有不少網友聯想到這個「李

娜」是不是網球名將李娜。相關消息迅速

衝上微博熱搜，閱讀量達千萬次。

值得注意的是，李娜本人並未發聲明

澄清。隨著事件的持續發酵，官媒澎湃新

聞 5 日就該事件採訪了李娜本人，報導

中稱，李娜已經瞭解此事，並表示官方已

經給出了闢謠，自己對此不想再有更多評

論：「也沒有太多可以說的。」

【看中國訊】北京 6 日晚間 8 時溫度

降到攝氏 -18 度左右，打破 2000 年以來

北京氣溫最低紀錄，目前，北京氣溫仍在

繼續下降。

此次寒流侵襲中國，北京市氣象台

從 5 日下午 4 時 30 分相繼發布大風黃色

及持續低溫黃色預警信號，截至目前，雙

預警仍在生效中。 6 日白天北京氣溫出

現倒降，早晨 6 時 47 分，南郊觀象台氣

溫為 -9.4℃；而到了下午 2 時，南郊觀

象台氣溫為 -11.2℃，全市大部地區氣溫

在 -13℃至 -10℃之間，陣風 7、8 級。

據實況監測顯示，到了 6 日晚間 8
時平原大部分地區氣溫為攝氏 -18 度左

右。其中，觀像台測得攝氏 -17.9 度，

打破近 20 年 1 月上旬極端最低氣溫攝

氏 -16.7 度。且氣溫在夜間仍持續下降，

預估 7 日早晨平原地區氣溫會下探攝

氏 -20 度左右。

那麼，為什麼此次寒潮過程北京會這

麼冷？中國天氣網氣象分析師王偉躍解

釋說，此次寒潮來襲，低空冷氣團更加

寒冷，使得本就低迷的氣溫更是「雪上加

霜」，且在降溫的同時伴隨大風天氣，風

寒效應明顯，因此人們會感受到比實際氣

溫更加「徹骨」的寒冷。

不過，由於此次寒潮過程，北京沒有

暖濕氣流的輸送，水汽條件差，所以，即

使已經「凍透了」，北京還是不會有雪花

「光顧」。

另根據中國中央氣像台發佈的「寒

潮預警」指出，「1 月 6 日 20 時至 1 月 8
日 20 時，東北地區東部和南部、西北地

區東部、華北中南部、黃淮、江漢、江

淮、江南、西南地區東部、華南大部、等

地將先後降溫 6 至 8℃。降溫過後最低氣

溫 0℃線將南壓至江南南部到華南北部，-
10℃線將南壓至秦嶺到江淮東部一線。 」

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 圖片來源：Feng Li / Getty Images）

澳洲華商監控華人 面臨被遣返

世衛欲進中國

調查病毒源頭

傳李娜退出中國國籍

寒流再襲 北京迎21世紀最冷一夜

Josh Haw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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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紐交所發布日前公告

稱，將啟動中國電信、中國

移動及中國聯通（香港）有

限公司退市程序，隨後又宣

布取消此計畫。最新消息

指，在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

的施壓之下，紐交所再次考

慮這一決定。

1 月 5 日，據彭博社報導，

紐交所（紐約證券交易所）再

重新考慮摘牌中國三大電信營

運商，原因是美國財長姆努欽

（Steven Mnuchin）的施壓。

三位知情人士表示，在美

國財政部長姆努欽表示反對紐

交所宣布暫停摘牌中國電信三

巨頭後，紐交所正在重新考慮

其決定。報導還稱，姆努欽

於 1 月 5 日致電了紐交所集團

總裁斯泰西 · 坎寧安（Stacey 
Cunningham）表示不贊成。在

收到姆努欽的意見後，紐交所已

經開始重新評估，重啟中國三大

電信商下市程序的可能性。

據中央社報導，紐交所在這

個議題上搖擺的態度，也反映出

美國證券業內仍存在分歧。

1 月 4 日晚上，紐交所發表

一份聲明說，鑒於美國財政部外

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就制裁中共

在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的施壓之下，紐交所再次考慮這一決定。

（Getty Images）

（Shutter Stock）

軍方企業列出的問答資訊提供的

進一步指引，紐交所不再計畫推

進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宣布的針

對中國三家電信的摘牌行動。

聲明說，這三家公司的美國

存托憑證 ADR，將繼續在紐交

所的平臺上交易，證交所也會繼

續評估第 13959 號總統行政令

對這三家中國公司的適用性。

中國商務部稍早前也針對紐

交所宣布將三家中國電信公司摘

牌一事，揚言要採取報復行動。

除紐交所之外，全球主要股

指提供商 MSCI 公司、標普道

瓊斯指數公司、富時羅素公司和

納斯達克公司，都先後把一些中

國企業從各自的指數中剔除。

財經簡訊

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紐

交所在聲明稿中表示，正在展開

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及中國聯通

（香港）有限公司，這三家中國

電信企業的退市程序。將在 1
月 7 日或 1 月 11 日暫停交易。

紐交所表示，其監管部門已

做出決定，認定這三家中國電信

企業不再適合掛牌，原因是川普

政府的行政命令禁止，旨在向任

何美國投資者提供對有中共軍方

背景公司的此類證券投資機會的

證券交易。

在這之前，美國總統川普

於 2020 年 11 月頒布了一項行

政命令，不少大型中資企業包括

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華為等公

紐交所再次考慮摘牌三巨頭 
司，都在名單上。禁止美國投資

者投資由中共軍方持有或控制的

公司，要求已持有股份的投資

者，要在 2021 年 11 月 13 日前

放棄相關股份，這條行政命令將

在 2021 年 1 月 11 日生效。

業內人士則預期，繼電訊公

司後，多家中國石油公司也有可

能被除牌，風險最大的是被認為

擁有解放軍背景的中海油。

金融學者司令認為，中海油

在很多領域實施的很多戰略，越

來越受到外界質疑是在擴展中國

軍方某些利益。它們可能正在利

用這些企業攫取本國的石油資

源。美國對於中海油等這些制裁

往往帶有希望中海油在國際社會

能收斂一下（的意圖），因為中

海油可能派出一些技術人員作為

間諜，刺探其他重要石油儲備。

白宮聲明指出，北京當局正

蠶食美國資本，在美國市場吸納

資金發展軍隊現代化，導致中國

的情報、軍事和國家安全機構，

有能力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北京

政府發展大殺傷力和先進武器，

以及發動惡意網絡行動，攻擊美

國和國民。川普表示，中國企業

利用美國市場公開交易出售證

券，又遊說美國投資機構發行證

券集資，從而獲取巨大資本發展

中國軍備。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螞蟻集團上市此前突遭中國

當局叫停，而美國總統川普 1
月 5 日簽署的一項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司法管轄範圍的任何人

與螞蟻集團的支付寶等八個與中

國相關的應用軟體進行交易。高

盛認為，阿里巴巴估值最慘將出

現三種情形。

這項行政命令名為《應對中

國公司開發或控制的應用程序和

其它軟體所構成的威脅》。川普

要求，從該命令簽署 45 天後開

始，禁止美國司法管轄範圍的任

何人與財產「與開發或控制下列

中國相關應用軟體及其子公司者

及其子公司」進行交易。美國商

務部將界定具體什麼樣的交易屬

於被禁之列。

除了支付寶和騰訊集團的

微 信 支 付 (WeChat Pay)， 被

列入禁令的還有掃瞄全能王

(CamScanner)、QQ 錢 包、 茄

子快傳 (SHAREit)、騰訊 QQ、

VMate 和 WPS Office。
支付寶母公司螞蟻集團與騰

訊集團均未立即回應。

川普表示，這些與中國大陸

相關的應用軟體，可能掌握大量

用戶的敏感個人資料，北京當局

與中國共產黨已經在蒐集美國大

螞蟻集團再遭重擊 高盛估最慘三種情形

數據。為了應對這些威脅，需要

限制相關應用程序和軟體，保護

美國國家安全。

川普在行政命令中提到，這

些應用程序不僅有許可權獲取用

戶私人信息，還讓北京當局能追

蹤聯邦僱員與承包商的位置，並

建立個人資訊檔案。

行政命令指令美國商務部長

來界定具體什麼樣的交易屬於被

禁之列，並指認這些應用軟體的

開發者和控制者。並且還指定商

務部長繼續評估與中國有關的軟

體應用程序可能對美國的國家安

全，外交政策或美國經濟造成不

可接受的風險，並根據 2019 年

5 月 15 日發布的《保護信息和

通信技術與服務供應鏈安全》的

13873號行政命令採取適當行動。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 1 月 5
日發布聲明稱，將開始運行總統

川普剛簽署的行政命令。

據《美國之音》1 月 6 日報

金融業內人士指出，中國對

外資一直持利用的態度，中國企

業到美國上市最大的目的就是融

資。三大營運商用了一年半的時

間，已經建設了 70 萬個 5G 基

站，耗資約 3500 億元，2021
年預計再建設 100 萬個 5G 基

站，投資需要約 5000 億元。

面對這麼大的融資缺口，許

多企業會選擇在美國資本市場上

市融資，三大營運商也不例外。

因為美國能憑藉其強大的資本市

場，為上市公司提供了豐厚的流

動性和最精準的價值定位。流動

性高，意味著交易順暢，公司可

以放心無憂地安排後續增發融

資，這是任何上市公司都無法拒

絕的誘惑。

如果 5G 基站在中國大規模

建成，與之相伴的中國的互聯網

產業也會隨之擁有更大的發展空

間，網絡技術例如 AI 等將會在

國際上有更強的競爭力，這直接

威脅到了美國科技公司的發展。

不只是中國三大電信營運

商， 據 Dealogic 數 據，2020
年初以來，中國企業在紐交所

和納斯達克首次公開發行募

股（IPO）的數量達到 29 家，

2019 年同期僅有 9 家。已上市

企業完成籌資 29 億美元，較

2019 年同期增長近 30%。

華為今年5G手機市占率
預估暴跌至3.4%
【看中國訊】中國電信巨頭

華為在美中貿易、科技戰下，成

為美國的重點打擊對象。外界預

計，華為的手機業務將因美國封

殺芯片供應而陣亡，而據市場研

究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 最新

數據，雖然在 2020 年的全球 5G
智能手機市場中，華為的市占率

約達 29.2%，但預計受美中糾紛

影響，華為 2021 年 5G 手機的

市占，將大跌至僅約 3.4%。數

據顯示，去年全球 5G 智能手機

市場中，華為的出貨量為 7960
萬台、市占率約 29.2%；蘋果

出貨量為 5230 萬台、市占率約

19.2%；三星電子出貨量為 4100
萬台、市占率約 15.1%。

經濟學家： 
中國居民收入降幅25%

【看中國訊】中國首席經濟

學家論壇研究院副院長林採宜表

示，2020 年武漢肺炎疫情嚴重

衝擊了中小企業，居民可支配收

入下滑明顯，降幅達 25%，預

計2021年消費很難有大的起色。

【看中國訊】在一些中企被

踢出美國股市之後，全球知名股

指公司英國的富時羅素（FTSE 
Russell），決定再把幾家中企從

其相關指數中剔除。

據美國之音報導，從 1 月

7 日開始，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集

團有限公司、中芯國際和南京熊

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將被從

富時羅素的富時環球股票指數

（FTSE Global Equity Index）
系列，及富時環球中國 A 股指

數中剔除。

倫敦股票交易所集團全資

擁有的富時羅素公司 1 月 4 日

還表示，將把中國最大的晶元

製造商中芯國際及杭州海康威

視，從富時中國 50 指數（FTSE 
China 50 Index）中剔除。去年

12 月，海康威視已被從富時全

球股票指數系列中剔除。

川普總統去年 11 月發布了

一項行政命令，禁止任何美國人

或機構對由中共軍方擁有或控制

的中企進行投資。去年 12 月，

有數十家中企被列入美國的黑名

單。包括紐約證交所、摩根士丹

利資本國際（MSCI）、標普道

瓊斯指數和納斯達克在內的其他

全球指數提供商，也已將一些中

國公司從其基準指數中剔除。

在紐約證券交易所 1 月 1
日宣布，將依據美國總統行政令

強令三家中國國有的通信行業

的巨頭從紐交所退市後，1 月 4
日，即新年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

三大電信公司，在香港證券市場

的股價出現了劇烈震盪，最大跌

幅一度接近 6%。不過，到收盤

時，這三家公司基本收復失地，

中國移動的股價下跌了 0.8%。

中國電信收跌 2.8%，中國聯通

的股價略漲了 0.5%。

富時羅素指數又剔除幾家中企

導，白宮資深官員說，鑒於中共

利用數據來鎮壓香港人和新疆的

維吾爾人等，因此川普政府試圖

做的就是向全世界說明情況，然

後採取具體步驟，阻止中國的大

數據戰略對美國的侵蝕，並防止

美國人民的數據被輸入到這個全

球壓迫的大工具裡。

一些分析認為，應該制裁阿

里巴巴集團，因為其業務涉及了

銀行、保險、基金等金融領域，

還涉足了人工智慧、企業服務等

諸多非金融領域。

近 2 個月來，阿里巴巴集

團創始人馬雲和旗下的螞蟻集團

陷入一場當局發起的反壟斷監管

風暴，導致阿里巴巴股價暴跌。

高盛認為，阿里巴巴估值最慘將

出現三種情形。

1. 廣告佣金收入增速同比下

降，鑒於部分成交額可能被其他

電商平臺所稀釋，核心電商業務

市盈率將由 18 倍下調至 10 倍。

2. 金融業務估值對標傳統

金融機構，隨著平臺成交額增速

放緩，貸款餘額也會降低。

3. 基於對中國稅務機關繼

續加強平臺間數據共享的預期，

阿里巴巴將不再享受此前減按

15% 徵收企業所得稅的稅收優

惠，所有業務線稅率升至25%。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北京文化，在中國電影圈可

謂是正能量的代表。

近年來，憑藉《我和我的

家鄉》、《戰狼 2》、《我不是藥

神》、《流浪地球》等所謂「正能

量」電影，在圈內名聲大噪。

2020 年 1 月 4 日，A 股新

年開市第一天。北京文化開盤即

跌， 報 5.28 元， 跌 10.05%，

封上跌停板。原因是北京文化在

3 日晚發布公告稱，因公司涉嫌

信息披露違法違規，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收到中國證監會《調

查通知書》，將被立案調查。 7
萬股民炸了鍋，這是北京文化給

股東的新年禮物嗎？

同時，北京文化還發布了關

於公司及相關人員收到北京證監

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顯示，公

司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收到北

京證監局《關於對北京京西文化

旅遊股份有限公司採取出具警示

函措施的決定》（[2020]179 號）

和《關於對宋歌、張雲龍、陳

晨採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決定》

（[2020]180 號）。 
警示函顯示，北京文化存

在以下 2 宗違規事項：其一，

2018年部分項目收入不符合《企

業會計準則第 14 號——收入》

規定的確認條件，導致公司於

2018 年度多計營業收入約 4.6

億元，多計淨利潤約 1.91 億

元。公司 2018 年年報財務信息

披露不準確。 
其二，未能對收購子公司進

行有效整合，缺少對子公司項目

管控、預付資金管理與監督等關

鍵控制環節，內控設計層面存在

缺陷。另外，子公司部分項目預

算調整、合同簽訂未經母公司層

面審批，不符合公司《合同審批

流程及管理制度》的相關規定，

內控執行層面存在缺陷。公司在

對子公司管理、預付款及投資款

管控、項目管理等方面存在重大

問題。公司 2018 年年報中內控

自我評價報告部分披露財務報告

重要缺陷數量為 0 個，該信息

披露不準確。 
網友嘲笑說，都跟著正能量

拍了，怎麼還被查？

《戰狼2》出品公司新年爆雷

（Adobe  Stock）

據中共官方數據，截至

2020 年 11 月，中國消費增速

同比下降 4.8，未能由負轉正。

《搜狐財經》1 月 6 日報導，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副

院長林採宜接受搜狐智庫線上採

訪時表示，截至 2020年 11月，

投資增速與消費增速的差距已拉

大至 7.4 個百分點。由於消費難

以在短期內有很大起色，2021
年中國經濟仍需靠投資支撐。目

前，病毒變異引發疫情復發的風

險正在上升，出入境受阻，預計

2021年高端消費也將受到影響。

法國最大輪胎製造商 
米其林計畫裁員2300人

【看中國訊】當地時間 1 月 6
日，法國最大、全球第二大輪胎

及橡膠品製造商的輪胎及橡膠品

製造商米其林宣布，將於未來 3
年內在法國裁減 2300 名員工。

裁員將涉及公司位於法國的總部

和境內所有 15 家工廠，主要採

取提前退休和自願離職的方式進

行。削減員工數量約佔到在法國

員工總數的 10%。

集團總裁弗洛倫特．梅內格

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表示，最近

十年，世界輪胎市場發生了深刻

的結構性變化，大量價格更為低

廉的產品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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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站過的地方鑲金磚 網民：馬屁拍過頭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共官場諂媚之風由來已久，習

近平兩個月前視察廣東潮汕地區

後，當地出現了一股對習近平進

行個人崇拜的風潮，甚至在習現

身的地方還鋪設了金磚。有評論

分析說，拍馬屁之風盛行的原

因，即是政治需要，也是地方官

員投習所好，希望日後能陞官發

財。

2020 年 10 月 12 至 13 日，

習近平在廣東省委書記李希、省

長馬興瑞陪同下，曾先後來到潮

州、汕頭等地視察。

據自由亞洲電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報導稱，當地居民反

映，在習近平離開潮汕地區之

後，當地官員大興拍馬屁之風。

據在汕頭大學讀書的林先生

說，習近平曾現身的汕頭小公園

開埠區有很多裝修工程，有些地

方還掛起習視察時拍的照片，或

循環播放有關習視察的新聞節

目。街上的政治標語也變多，有

些還是習關於汕頭的講話，給人

感覺是在拍馬屁。

另一位汕頭居民吳先生則表

示，在習近平離開潮汕地區後，

他去過的潮州牌坊街和汕頭小公

園成為了「很多機關單位的工會

活動、黨建活動的新目的地」；

市區內也出現了一些習近平的語

錄、標語及畫像。

吳先生認為，這種現象的成

因有兩方面，一是習通過黨建將

他自己確立為所謂的「一尊」。

另一個原因是，這種所謂的「黨

建活動」帶動了當地的部分旅

遊、服務行業，反過來再推動了

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就像井

岡山的紅色旅遊」一樣，成為了

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網路視頻顯示，在汕頭街

頭，習近平站過的地方，被鋪

上金色地磚，「金磚」上還標示

了習近平當時站在那裡的時間：

「2020 年 10 月 13 日 17:00」。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向香港

《蘋果日報》表示，潮汕地區

出現習近平個人崇拜有兩方面

因素，是「上有好者，下必甚

焉」，習近平需要萬人崇拜他，

加強「習核心」地位；地方官員

看見領導人有這方面需要，亦會

跟風推行，因為崇拜習近平「無

蝕底」，可以用小成本去獲取政

治保障，甚至日後陞官發財。

此前一張在網上熱傳的照片

顯示，習近平在潮州牌坊街視察

時，拿著麥克風對在場民眾講

話，習身後一名中年婦女雙手擺

出「合十」對於膜拜。有網友嘲

諷，對於宣揚無神論的的中共最

高領導人來說，這樣的「膜拜」

頗為諷刺。 

據央視報導，習近平 1 月 4
日簽署「中央軍委 2021 年 1 號

命令」，發布開訓動員令。除了

要求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

還特別提到，要「聚焦備戰打

仗」，全面提高訓練實戰化水平

和打贏能力，確保「全時待戰、

隨時能戰」。

翻查去年的動員令，內文有

部分和今年相同，但並沒有「確

保全時待戰、隨時能戰」的字

句。雖然去年的動員令也強調要

「來之能戰、戰之必勝」，但也

是以防守為主，要求全軍要「保

持高度戒備狀態」。

今年的動員令又說，要深化

聯戰聯訓，加速提升一體化聯合

作戰能力，並深化科技強訓，加

強新裝備、新力量和融入作戰體

系訓練。

對此臺灣的《自由時報》

稱，解讀此文告已將備戰層級高

度提高，恫嚇意味濃厚。

也有分析認為，習近平今次

的訓令，新加了「全時待戰、隨

時能戰」的內容，較為少見，這

顯示北京高層對國內外時局的判

斷並不樂觀，並做出最壞打算。

習近平近期一再下令「備

戰打仗」。他還在 2020 年底陸

續簽署了新修訂的《軍隊裝備條

例》、《軍隊後勤條例》、《軍隊

軍事職業教育條例（試行）》，

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

2020 年 11 月 30 日，習近

平主持中共政治局會議，審議軍

隊政治工作條例，要求加強中共

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

同時聚焦聚力備戰打仗。

11 月 25 日，習近平在中央

軍委軍事訓練會議上表示，當前

中國安全環境、軍事鬥爭態勢發

生了新變化，同時要求軍隊「堅

持聚焦備戰打仗」。

11 月 13 日，黨媒稱，經習

近平批准，中央軍委日前印發

《軍隊聯合作戰綱要（試行）條

例》，11 月 7 日起施行。條例

要求強化「備戰打仗」的鮮明導

向。

10 月 13 日，習近平在前往

深圳並視察廣東潮州海軍陸戰隊

時也要求，海軍陸戰隊要把全部

心思和精力放在「備戰打仗」，

並保持高度戒備狀態；另外習

近平在去年 6 月 29 日主持中

央政治局會議也曾強調，要「聚

焦聚力備戰打仗」。

近幾個月以來，中共不斷升

高對臺灣文攻武嚇的強度，除了

軍隊在臺灣周邊多次進行軍事演

習，軍機也幾次飛過極具爭議的

臺海中線。

中美關係緊繃、臺海局勢動

盪之際，不斷有國際專家警告可

能發生「熱戰」風險。去年 11
月 16 日，美國白宮國安顧問奧

布 萊 恩（Robert O，Brien) 警
告說，美國對北京各種虎視眈眈

的侵略行動瞭若指掌。中共膽敢

武力犯臺，一旦美國介入臺海衝

突，中共的處境將變得十分危

險。美國最近也連續宣布對臺

軍售計畫，川普總統在任四年

以來，已經成為臺美斷交後以

來，宣布對臺灣軍售最多的美

國總統。

此前，前海軍司令部中校姚

誠受訪時說，軍人們根本就不想

上戰場，內部問題很嚴重。因為

一胎化，有很多逃兵，根本沒有

能力開戰。而且軍隊跟習近平不

貼心。現在北京政局混亂，高級

軍官都不站隊了，他們都在觀望

局勢。

父親曾任高階軍官、六四後

流亡海外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王

軍濤也向海外媒體披露說：「我

認識或間接認識這些人，他們是

很生氣的。」習近平前段時間軍

隊搞清洗，明日反腐敗，實際上

是培養自己人。他提拔的人，約

一半都是原來廈門部隊的人，這

些人打不了仗，只能給習近平

看家。

習近平新年令 再提備戰打仗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新年伊始，習近平

簽署軍委 2021年 1號命
令，要求全軍確保「全時

待戰、隨時能戰」。臺媒

稱，解讀此文告已將備戰

層級高度提高，恫嚇意味

濃厚。

習近平近期強調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並聚焦備戰打仗。(Getty Images）

雲南省委書記的陞官路三罪破官場紀錄 賴小民判死刑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綜合報

導】黨媒新華社報導，1 月 5 日

天津市第二中級法院公開宣判，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黨委書記、董事長賴小民受

賄、貪汙、重婚一案。賴小民以

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

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因貪汙罪獲刑 11 年監禁，並沒

收個人財產 200 萬元人民幣；

重婚罪則判監禁 1 年。三罪合

併判決賴小民死刑，剝奪政治權

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

產。

根據天津市第二中級法院宣

判內容，2008 年至 2018 年，

賴小民利用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

利條件，直接或通過特定關係人

非法收受、索取財物，共計摺合

17.88 億錶元人民幣。 2009 年

底至 2018 年 1 月，賴小民還利

用其所擔任的職務，夥同特定關

係人直接侵吞大量公共資金，達

2513 萬餘元人民幣。

賴小民在合法婚姻關係事實

存在的情況下，長期與他人以夫

妻名義同居，並育有子女。

2019 年，前山西省呂梁市

副市長張中生，二審被山西省高

級法院維持死刑判決，成為中共

官場自 2011 年以來第一位被判

死刑的貪官。

中共官方電視專題片《國家

監察》稱，賴小民在北京某小區

一處房屋內專門藏匿贓款，並稱

作「超市」，收錢後賴小民親自

開車送到這家「超市」。除現金

之外，賴小民還收取大量房產、

名車、名錶、黃金、珠寶首飾、

字畫等。賴小民對物質占有慾驚

人，查辦賴小民案時，中紀委審

查組扣押了大量本、外幣現金、

金銀製品、字畫、汽車、購物卡

等物品，凍結了銀行、證券、基

金帳戶，查封了賴小民位於北

京、珠海、海南等地多處房產。

賴小民案發之後打破了官方

報導的多個官場紀錄，財新網曾

形容賴小民有「三個一百」，包

括 100 多套房產、100 多位關

係人及 100 多名情婦。

網絡流傳〈三宮六院七十二

妃：他把 100 多個情人安置在

一個小區，所有的孩子都喊他爸

爸〉、〈金融圈「第一貪」：家藏

3 噸現金，把 100 多個情人安置

同一小區〉等自媒體文章稱，賴

小民的情婦中有幾十位來自華融

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此

外，也有家喻戶曉的女明星。

賴小民被捕當天，從其住宅

裡搬走了近 3 噸的人民幣和外

幣現鈔，摺合人民幣 2.7 億元。

【看中國訊】2020 年 11 月

20 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

決定將時任雲南省長阮成發晉升

為省委書記。回顧阮成發的仕途

經歷，身陷貪汙落馬的傳聞，並

以「法學博士」頭銜時常讀錯字

的笑話，在中共官場留下了一些

獨特的紀錄。

阮成發遭受質疑的有兩件

事：第一、武漢為加大城市建

設力度，全市曾一度有 1 萬多

個在建工地，阮成發為此得到

了「滿城挖」惡名；第二、武

漢因中心城區內澇問題而投資

130 億元進行城市防汛工程，但

2016 年 7 月 5 日以來的特大暴

雨演變成汛情，證明武漢防汛工

程無法應對內澇。

2016 年 12 月，59 歲的阮

成發升任雲南省委常委、代省

長。中國大陸微信公眾號「知是

廳」評論稱，按照官場慣例，副

省級官員通常在 60 歲左右退居

二線，然而阮成發以 59 歲晉升

為正省級官員，可謂搭上了一趟

「末班車」，算是一個特別之處。

2016 年 12 月 28 日，晉升

為雲南代省長的阮成發在滬昆高

鐵開通儀式上，連續 2 次把著

名的「滇越鐵路」念成「鎮越鐵

路」，其博士學歷遭到質疑。

自由亞洲電臺文章〈習近平

和阮成發如此惺惺相惜〉稱，

2017 年 2 月，阮成發將雲南著

名美景「撫仙湖」念成了「撫優

湖」。 2017 年 3 月，阮成發在

雲南昆明五華山現場，將成語

「飲鴆止渴」讀成「飲鳩止渴」。

文章稱，即使習近平怎麼欣

賞阮成發，處於年齡原因，省委

書記應該已經是他所能獲得的最

高職務了。

習近平去年 10月到廣東潮汕街頭

講話（左）後，當地官員把他站過

的地方鋪了金磚（右）。（圖片來

源：視頻截圖）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二年三十二年的積累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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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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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拘捕的民主派人士還包括

前立法會議員和現任區議員，如

涂謹申、尹兆堅、林卓廷、譚

文豪 、楊岳橋、劉穎匡、袁嘉

蔚、何桂藍、梁晃維、范國威

等，據報他們因參與民主派初選

而被指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的

「顛覆國家政權罪」。

黃之鋒臉書編輯發文指，警

方以涉嫌違反國安法為由，曾到

黃之鋒住所搜查近 1.5 小時；因

目前黃之鋒正在石壁監獄服刑，

他有可能在獄中被警方調查。

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的助手

在臉書發布今晨林被捕的視頻，

並在最新帖文中指，警方於上午

搜查林卓廷地區辦事處，據悉其

後將林帶去田心警署調查。

看中國記者李松兒綜合報導

2020年9月香港立法會
選舉前夕，民主派提出「35+
公民投票初選計劃」，希望

以民調式初選決定正式選舉

人，以獲得在立法會中過半議

席。其後林鄭月娥以疫情為由

將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1月
6日港府展開對民主派人士的
大搜捕，截至6日晚間至少有
53人被警方國安處拘捕。

港府大清算 拘捕逾50民主派

2019 年 11 月，於反送中

運動期間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民

主派大獲全勝，取得逾八成議

席。因此，在去年立法會選舉前

夕，民主派希望獲得過半數席

位，用否決港府財政預算案或議

案的方式迫使林鄭月娥下台。

2020 年 7 月，民主派 35+
初選舉行前夕，香港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接受官媒

訪問，表示初選或違反港版國

安法。 35+ 發起人、時任香港

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曾反

駁有關言論，指初選亦不涉任

何分裂國家主張，強調立法會

議員有權力否決港府財政預算

案或議案，這是《基本法》賦予

立法會的權力，不涉及任何違

法的可能。

負責初選技術操作的香港民

意研究所位於香港仔黃竹坑的辦

公室，早上 8 時許已被十多名

國安處探員登門搜查，樓下還有

十多名警察機動部隊人員駐守。

國安人員搜查至下午，撿走了 7
至 8 個膠箱的文件帶走；民意

研究所主席兼行政總監鍾庭耀據

報需協助調查。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

鍾劍華稱，有警員到民意研究所

行政總裁鍾庭耀住所搜查，而他

於當日上午亦接到警方來電，稱

希望邀請他協助調查。鍾劍華表

示，香港民意研究所在初選的角

色只是提供服務，10 多名全職

員工均有參與，加上義工及票站

有數百人，他將視乎情況再決

定是否諮詢律師意見。

身在英國的前香港眾志主

席羅冠聰在臉書回應事件指，

「國安法對政治自由、言論自

由的打壓，已再上升多一個層

次。香港人，要記住這份仇。

任何尚替國安法辯護、和稀泥

的人，都是香港人的敵人。」他

表示，當局劃下的紅線之寬史

無前例，同一早上五十多人被

拘捕，編制超乎想像。另外，

羅冠聰認為政府要製造「政權就

是可以無法無天」的形象，而在

當權者眼中，反抗，才是真正

的罪名。

美籍人權律師 
被控犯國安法

6 日這場拘捕

規模除了是國安法

生效以來最大，牽

連範圍也比以往更

廣，被捕的還包括美

籍人權律師關尚義（John 
Clancey）、連鎖百貨老闆林景楠

等，連帶民調機構、律師樓也被

搜查。

位於中環雲咸街何謝韋律師

事務所，早上遭國安探員掩至，

港最高法官駁斥北京「司法改革論」
【看中國訊】《港區國

安法》的實施衝擊香港司法

獨立傳統，港澳辦副主任張

曉明等近月再提倡「司法改

革」，矛頭直指香港的法院

和法官。即將卸任的香港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1月
5日罕有反駁。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

將於 1 月 11 日正式卸任，本週

五（8 日）最後一天上班。他 1
月 5 日召開記者會與本地和海

外傳媒見面。在開場發言時，

他提及有評論認為香港變了，

但「社會變了多少都好，司法機

構和我們的態度都不變，就是

維持香港法治。」

《國安法》去年 7 月實施

後，香港親共力量將矛頭指向

香港的司法制度和法官，熱議

進行「司法改革」，包括要設

「司法推薦委員會」遴選出「愛

國」法官、審案要有「量刑指引

委員會」等。港澳辦副主任張曉

明去年 11 月也首次提出「司法

改革」，引發新一輪針對司法

機構的文宣與施壓攻勢。

馬道立離任之際終於開腔

回應司法改革爭議，指司法機

構的立場並不反對改革，但要

提供細節、理由和理據，「為

何、哪裏需要改革？」他又不

點名反駁外界「輸打贏要」的

指控，說：「如果只是不喜歡今

日的判決，昨日的判決或明天

的判決，所以就要改革，如果

你意思說次次想打官司一定要

贏，贏不了就要改革，這不是

特別好的理由」，很多市民也

會難以接受。

不過，被傳媒問到「三權分

立」的爭議時，馬道立明顯有所

避忌，不願正面回答香港是否

有「三權分立」，稱該詞已變成

「很政治、很爭議性的問題」，

形容香港最需要司法獨立，《基

本法》有 3 條條文清楚寫明，

台灣經濟表現佳 新台幣大漲
【看中國訊】新台幣5

日攻破27元關卡，盤中曾升
至27.973元，打開27字頭新
時代。經濟部長王美花表

示，台灣競爭對手的貨幣均

在升值，加上台灣經濟表現

佳，讓新台幣有升值壓力。

中央社報導，近來新台幣

可謂氣勢如虹，5 日攻破 28 元

整數關卡，盤中最高則升抵

27.975 元， 創 下 自 1997 年 7
月 29 日以來的新高紀錄。

台灣在今年初疫情流行全球

之際迅速反應，防疫有成，也是

台灣經濟快速反彈的原因。

王美花 5 日會前接在受媒

體訪問時表示，台灣的競爭對手

的貨幣皆在升值，屬於弱美元態

勢，再加上目前台灣經濟表現很

好，導致新台幣有升值壓力，針

封鎖樓層搜查，又趕走記者。其

後，警方拘捕了美籍人權律師

關尚義（John Clancey）。白髮

蒼蒼的關尚義律師下午 2 時許

被警察帶走時柱著柺杖，向記

者表示：「we need to work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Hong Kong」（我們需要為香港

民主和人權而努力），之後登上

警車。

關尚義是亞洲人權委員會

主席。他於 1997 年加入律師

樓，是醫療過失和人身傷害案

件專家，他也是中國維權律師

關注組理事會的執行委員。他

曾協助馬尼拉人質事件生還者

和遇難者家屬向香港法院提起

訴訟，控告菲律賓政府等

要求賠償。

關尚義律師被捕

特別引起了國際媒體

關注，因為他屬美國

公民，且沒有香港永久

居民身份，成為了《港區

國安法》下首名被捕的外國

人。多個外國媒體報導，關尚

義不持有香港護照，與同時持

有外國護照的雙重國籍港人有

別，他被拘留一事可能將成為

華府重要外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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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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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調：日本人 
對台灣印象好
【看中國訊】台灣駐日代表

處委託日本「一般社團法人中央

調查社」於 2020 年 11 月針對

日本民眾對台灣觀感進行民意調

查，民調結果顯示，有 77.6%
日本受訪者對台灣懷有親近感。

對台灣抱持親切感的日本民眾

比 2016 年增加了 11%。對比

另一項中國跟日本聯合於 2020
年 9 月、10 月 進 行 的 民 調 顯

示，對於中國的印象「不好」或

「算是不好」的日本受訪者高達

89.7%。

對面臨台幣升值有壓力的企業，

確實要予以協助。

王美花表示，長期而言，政

府會針對幾個面臨較大壓力的傳

統產業加大升級力度。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

理事長表示，匯率確實不是政

府、央行能夠控制。新台幣匯率

在過去兩三年來，大約維持 30
至 32 中間，因台灣經濟成長，

在全球佔有一席之地，新台幣因

此走強。

面對這一波新台幣走升，

經濟部稱今年將要協助面臨較

大壓力的傳產加大升級力度。

對此，許文憲表示，傳產業確

實需要趕快升級，台灣需要第

二、第三座的護國神山，還需

要排除萬難，並針對傳統產業

加速升級。

部分被捕的民主派人士。(合成圖)

他在法律上的理解也沒變。但

是，他「不敢講、亦不應該講」

政治方面有否改變。

翻查報導，馬道立在 2014
年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曾說《基

本法》清楚訂明立法、行政、司

法機關三權分立的原則。惟《港

區國安法》去年實施後，港府教

育局在教科書刪去「三權分立」

制度，特首林鄭月娥和律政司

司長鄭若驊更明言香港沒有三

權分立、該制度不適用於香港。

至於坊間指香港「法治已

死」，馬道立稱說法難以接

受，認為香港仍有法治，期望

香港人對法治仍有信心。對於

國安法下指定法官，他同樣避

答，也不願回應林鄭委任他前

如何諮詢他。

馬道立（Getty Images）

北京擬在港 
設「文化央企」
北京中央擬在香港組建「文

化央企」，提升「軟實力」。港

媒報導，這家「巨無霸央企」，

其實是統合已在香港的中資出版

業，包含銀都、《紫荊》雜誌社、

聯合出版集團、中華文化城等，

並在這四家企業之上，再增設一

個管轄公司，總資產高達逾千億

港元。《紫荊》雜誌則是香港的

一本綜合性新聞月刊；聯合出版

（集團）目前是香港最具規模的

綜合性出版集團，旗下還包括三

聯書店、中華書局跟商務印書館

等多家知名出版機構，負責出版

全港教科書，並有香港特區護照

承印權、及大量房產資產等。

關尚義（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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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網名「蘋果橙子妹妹」的網

友 1 月 4 日披露，她的公司近

日派給他們「智能坐墊」，稱坐

墊可感應人體很多數據，包括心

跳、呼吸、坐姿正不正確等。此

外，如果坐墊感應到使用者長時

間不動，還會提示使用者活動一

下。公司員工初時還覺得它「很

實用」，但用了一段時間後發

現，自己的工作情況全被上傳到

了公司人力資源部。

「蘋果橙子妹妹」進一步

說，她知道真相後，「突然有種

上班被扒光了的感覺。上班就像

坐牢，時時刻刻都是被監控被監

視的那種感覺。這種體驗真的很

差。也不是有心要摸魚、要偷

懶，但是誰上班能保證每一分一

秒都是在認真工作。」

至於為何讓員工使用，該公

司解釋稱，本意是為了收集跟多

的試驗數據，並強調數據會保

密，不會計入考核、考勤，也不

會作為發放獎金的依據。聲明還

表示，有人力資源部員工未遵從

隱私保護條例，已被嚴重警告。

根據天眼查 App 顯示，杭

州荷博物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科技創業公司。據《都市快報》

報導，這家公司的行政總裁名

叫張先勇，是荷蘭燕豪芬理工

大 學（Technische Universiteit 
Eindhoven）人機交互工程博

士，畢業後回國，曾在阿里巴巴

工作。

事實上，中國以高科技監控

員工已不是新鮮事，除了早前

科企「快手」在洗手間裝設計時

器，計算員工如廁時間外，江

蘇南京 2019 年 4 月也曾向環衛

工人派發有定位功能的智能手

環，如果工人原地停留超過 20
分鐘，手環就會發出「加油」提

醒，相關事件一度引發爭議。

目前，對於 IT 公司員工使

用智能坐墊一事，許多網友紛

紛表示屬於侵犯隱私，「細思極

恐，送坐墊以為是關愛。」「企

業和員工之間的關係現在變的越

來越對立了，尊重，信任，契約

似乎已經成了空話。」「人工智

能，專治工人。」「沒有人性！

乾脆直接上班腿上套個鎖鏈，長

度按崗位定制，比如自己的座

位到財務科、最長放到廁所坑

位。」「這個產品太可怕了。」 

艾芬於去年 12 月 31 日對

媒體曝光了自己疑似被愛爾眼科

誤診而導致右眼幾近失明的事。

她表示，她於 2020 年 5 月經熟

人介紹前往武漢愛爾眼科醫院治

療眼疾，該院為其做了人工晶

體植入手術，共花費 2.9 萬元手

術費。但在術後 5 個月，艾芬

突然發覺右眼「被布遮擋住了一

樣」，右眼看物非常模糊，且右

眼左下角視野缺失。有同行醫生

告訴她，視野暗淡就是眼底出了

問題，眼底變性一般指視網膜變

性，是眼底病變的一種，用激光

治療眼底變性比植入晶體便宜很

多。但武漢愛爾眼科醫院為她做

了人工晶體植入手術，且在術前

並未對艾芬的眼底做檢查。

因此，艾芬表示，有理由懷

疑愛爾為了利益，忽略常規操

作，為她做晶體植入。因用激光

治療眼底變性很便宜，但晶體植

入卻要花費 2 萬 9 千元。

隨後，陸媒新浪財經 1 月 4
日也披露，愛爾眼科醫療事故頻

發，曾多次導致患者失明，且還

曾發布虛假宣傳廣告。

公開信息顯示，近些年，愛

爾眼科醫院發生的醫療事故和醫

療糾紛時有發生，不少案例與艾

芬醫生情況相似。

2017 年 4 月 8 日，患者周

某某，因「左眼球突出近 5 個

月」就診於武漢愛爾眼科醫院，

診斷為「甲亢突眼」，於 2 月

14 日、3 月 7 日、4 月 8 日 行

「利多卡因 + 曲安奈德球後注

射」，4 月 8 日注射後出現左眼

劇烈脹痛，看不見物體，隨即

收入 11 樓眼眶科急診觀察，於

5 月 5 日出院，至今左眼視力障

礙無法治癒。後經司法鑑定，周

某某左眼盲目 3 級評定為九級

傷殘；武漢愛爾眼科醫院對周某

某的診療過程存在醫療過錯；醫

療過錯與周某某的損害後果之間

存在因果關係，是導致其損害後

果的主要原因。

2017 年 2 月 1 日，患者王

某某因左眼視力下降，到武漢愛

爾眼科醫院尋求治療。在未全面

告知風險的情況下，愛爾眼科於

2017 年 2 月 6 日對王某某採取

了手術治療。但在手術過程中，

由於武漢愛爾眼科準備的人工晶

體大小不適合，無法成功安裝，

導致王某某大出血；又因該院沒

有作絲毫應急準備，在急需更改

治療方案時，相應的醫生和設備

不能及時到位，以致王某某只需

要一個小時的手術拖延了近六個

小時。現王某某左眼已完全失

明，右眼視力也明顯下降。經司

法鑑定，武漢愛爾眼科醫院醫院

在對被鑑定人王某某的診療活動

存在過失，診療活動與被鑑定人

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係，院

方醫療過失參與度係數為E級。

即院方醫療過失參與度為 60%-
90%，建議院方醫療過失參與度

係數值為 70%。

2018 年 1 月 16 日， 患 者

劉某在葫蘆島愛爾眼科醫院實施

左眼行玻切手術，注硅油晶體植

入。 2018 年 1 月 25 日劉某出

院，但因葫蘆島愛爾眼科醫院在

診療過程中存在過錯行為，導致

劉某後來視網膜脫離，硅油不能

取出，最終造成劉某左眼失明。

經葫蘆島市醫學會鑑定，愛爾眼

科對劉某的醫療活動構成四級醫

療事故。

除了醫療事故，愛爾眼科醫

院還曾因發布虛假廣告被處罰。

據市場監管總局網站公布

的《2019 年第一批典型虛假違

法廣告案件》顯示，河南許昌愛

爾眼科醫院有限公司發布 " 激光

近視手術是國家軍檢認可，國家

體委、軍委、教委等五部聯合下

文，通過准分子激光矯正近視

後，可以參加各類考試和當兵 "
等內容的醫療廣告。通過官網發

布含有童星形象代言宣傳圖片、

" 愛爾眼科集團角膜庫，手術成

功率 90% 左右 " 等內容的醫療

廣告，違反了《廣告法》相關規

定。因此被當地工商局作罰款

10 萬元，並停止虛假廣告。

據悉，愛爾在 2019 年的收

入近 100 億人民幣。但自艾芬

右眼失明事件的持續發酵，近來

股票呈不斷下跌之勢，僅 4 日

當天，愛爾眼科股票最大跌幅就

超過 9%。

公開資料顯示，愛爾眼科

成立於 2003 年 1 月，註冊資本

412151 萬元。愛爾醫療投資集

團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7 年，註

冊資本 4338.5 萬元。愛爾眼科

於 2009 年登陸創業板。目前，

已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民營眼

科醫療機構。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愛爾眼科和並購基金

旗下在大陸地區已開業醫院 434
家，門診部 118 家。白內障手

術項目屬於愛爾眼科的重要業務

板塊。 

愛爾眼科年入百億 曾多次致患者失明
【 看 中 國 記 者 文 儷

綜合報導】近期，武漢肺

炎疫情「發哨人」、武漢

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

芬因疑右眼被愛爾眼科誤

診，導致幾近失明的消息

在 網 路 熱 傳 。 事 件 持 續

發酵，日前，有陸媒報導

指，愛爾眼科年入近100億

人民幣，曾多次發生醫療

事故致患者失明。

陸媒報導，愛爾眼科曾多次發生醫療事故致患者失明。（圖：微博）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英國變種武漢肺炎病毒正在

世界迅速蔓延，中國也在去年

12 月 30 日證實了首例變種病毒

確診病例。不過，在大陸媒體上

很難看到相關信息。

根據中共官方的消息，中國

首位感染英國變種武漢肺炎病毒

的是一名 23 歲的女學生。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12
月 30 日發布研究報告指，該學

生去年 12 月從英國搭乘飛機返

回上海，12 月 14 日檢測呈陽

性。同日晚，該患者被送往當地

一家醫院隔離。 12 月 24 日，

相關機構對該患者的樣本進行

基因檢測後發現，病毒毒株與

11 月在上海檢測到的先前菌株

不同，進一步研究證實，該患

者感染的病毒株與自 10 月下旬

以來在英國傳播的變種病毒株

「VUI202012/01」相同。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強

調，這名患者是中國出現的第一

起英國變種病毒確診病例，對疫

情防控造成巨大的潛在威脅。

據悉，英國變種病毒比原來

病毒的傳染力增加了 40-70%。

但有專家認為，這不代表英國變

種病毒更危險。目前，全球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英國變

種病毒的確診病例。在亞洲，除

中國外，印度、韓國、日本、香

港、臺灣等地也都報告了該變種

病毒的病例。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出現

傳染力增強了的變種病毒的信

息，在大陸媒體上並沒有過多報

導。臺灣 TVBS 新聞網的報導

說：「大陸媒體大篇幅報導首批

國產新冠疫苗上市，稱保護效力

有 79.34%，全民免費施打；但

另一個信息（大陸出現首例英

國變種病毒），則鮮少出現在新

聞上。」連日來，大陸多地，特

別是遼寧地區，疫情越發嚴峻。

但如上海出現變種病毒的信息一

般，大陸媒體對國內各地的疫情

信息，一如既往的弱化甚至封

鎖。

《看中國》從知情人士處獲

悉，大連市政府已下了死命令，

不到萬不得已不率先公布死亡案

例。大連市第六人民醫院要求醫

院內工作人員，嚴禁對外透露疫

情相關信息。

被中共當局吹捧為「書寫抗

疫史詩」的中國，近期武漢肺炎

疫情急速升溫，其中，遼寧省大

連傳出患者採檢 11 次才檢出陽

性，還有「1 傳 33」的「毒王」，

瀋陽則現「1 傳 27」的超級傳播

者。

當根據大陸媒體報導，黑龍

江、遼寧、北京、河北相繼傳出

本土確診病例，遼寧醫師更透過

微信發出警告「疫情真的非常嚴

重」。就在疫情持續升溫之際，

網路再傳出一段揭露遼寧省某村

村長在廣播裏喊話的視頻。該村

長公然放話威脅說，「咱們村，

我希望這個村幹部，弄點鎬把，

各路口弄點志願者，誰出去打死

他！」引發外界譁然。

河北疫情急速蔓延，一天內

暴增 63 例本土感染，石家莊市

�城區增村鎮小果莊村成為目前

全國唯一高風險地區，全省已進

入「戰時狀態」。

從本月初開始，河北多個大

學就已經展開封閉式管理，此舉

給學生們帶來諸多不便，並令他

們惶恐難安、心情急躁。 1 月 4
日晚間，河北醫科大學學生們在

焦慮中自發集體喊樓「要放假回

家」。

中國出現變種病毒

疫情之下 
Z世代更信神
【看中國記者成容報導】英

國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十幾歲到

二十出頭的 Z 世代，比千禧一

代更傾向於信神，這表明年輕人

的宗教信仰趨勢正在改變。

據英國《泰晤士報》近日報

導，人們認為，年輕人可以輕鬆

的獲得有關信仰的信息，並在網

上找到志趣相投的人，這可能有

助於建立和加強他們的信仰。

專家表示，年輕人對宗教信

仰持開放態度，面對疫情，他們

可能會傾向於更多地思考信仰問

題。

調查發現 60 歲以上的人最

虔誠，有36%的人說他們信神。

對於最年輕的年齡組，信神

的比例增加了，16 至 24 歲年齡

段人中，有 23% 信神。

杭州IT發「智能坐墊」 員工：有被剝光感覺

【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在美國喬

治亞州參議院舉行的聽證會上，

多位證人作證，又曝光了大量選

舉舞弊證據。聽證會上浮出的證

據包括：富爾頓縣某投票站電腦

遭入侵；川普總統在多個縣的票

數突然現負增長；至少兩個縣的

選票超過九成投給了拜登；富爾

頓縣 Dominion 投票機不識別帶

條形碼的正常選票等等。

根據證人普利策作證時表

示，就在聽證會進行時，他的技

術團隊不僅訪問了喬治亞富爾頓

縣某投票站的 Poll Pad（用於

登記選民的平板電腦），而且入

侵了系統，記錄下了即時的「雙

向交流」，也就是說，既接受數

據，也發送數據——意味著外人

可以即時改動數據。這些發生在

大樓裡，而不是流動投票站。

普利策還披露，富爾頓縣的

選票被發現與正常的選票不同，

沒有條形碼。用了這種假選票

的富爾頓縣，67.7% 的選票都

投給了民主黨。而喬州其他縣

69.2% 選票投給了共和黨。

普利策和朱利安尼都要求審

核紙質選票，普利策還表示，只

需 2 個小時，他就可以對 50 萬

張選票做出鑒定。普利策是一個

著名的發明家及億萬富翁。他的

專利被 330 多家公司使用。

一個數據專家小組通過視頻

連線作證。

專家表示，他們研究的數據

來自《紐約時報》Edison 數據、

Scytl 公司和州政府。他們發現

喬州大選數據存在多個明顯不合

常理之處。

例如，多個選區的拜登得票

比例超過 90%，而這個比例一

旦超過 75% 就應該被視為不真

實。在好幾個縣，缺席選票和大

選日親自投票中，川普得票數多

次出現離奇下降。川普在 3 個

縣就累計損失了 3.7 萬票。

他們還通過分析一組數據發

現，川普在一些縣得到 29391
票，拜登則得到 17218 票，然

而 8 分鐘後，中心資料庫就把

兩人得票數做了對換。

喬州 Cobb County（科布

縣）選民審查小組的成員費舍

爾披露，11 月 16 日手工重新計

票時發現軍人選票有可疑問題。

保守社區 9 成軍人票都投給了

拜登，這是不可能的。

美國喬州大選舞弊證據不斷浮現

熱門國旅城市 
基隆入選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臺灣基隆市在著名旅遊網智

遊網所公布的 2021 年旅遊趨勢

報告中，入選為 2020 年十大熱

門國旅城市，排名第七。

為促進觀光發展，基隆市政

府推出創意遊程、打造觀光亮

點。基隆市長林右昌說，雖然疫

情衝擊觀光產業，但臺灣防疫表

現好，國內旅遊業興旺。基隆

10 月將舉辦城市博覽會，預計

將掀起基隆觀光熱潮。

基隆觀光及城市行銷處曾姿

雯處長說，遊客來到基隆，除深

夜可以逛嵌仔頂漁市、遊海港及

享受基隆深夜美食之外，白天還

可以暢遊正濱漁港彩色屋、和平

島公園、海科館、潮境公園，凌

晨則可以前往阿拉寶灣觀賞日出

等，因此基隆推出了「24 小時

不斷電遊程」。

基隆市更首創了正濱漁港

「海派浪漫光雕秀」，邀請在地

藝術家吳騏來製作動畫，採集基

隆的聲音製成音樂，再注入光雕

技術，打造基隆的浪漫意象，為

基隆觀光加分。

基隆廟口夜市（Pixabay）

（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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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傳出，中國人民大學國

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翟東升 11 月

28 日的演講視頻，泄露了中共

對美統戰和滲透的密聞。翟東升

聲稱，「在 1992 年到 2016 年之

間，中美之間各種危機都可以在

兩個月之內搞定」，「什麼原因？

咱們上邊有人，我們在美國的權

勢核心圈有我們的老朋友！」北

京對美國的滲透早已經傳得沸沸

揚揚，但是一個中共學者公開昭

告天下，還是令人震驚。

北京的主要目的有三個：竊

取美國高科技技術、輸送「社會

主義理念」進入美國以及腐化美

國政界，讓美國政府依照中共的

意志行事。根據翟教授的說法，

「這 3 個工作項目，中共都得到

巨大的成果」。翟東升說：「天

下沒有美元搞不定的事情。如果

一沓（鈔票）搞不定，我就兩

沓，這是我的工作方式。」

翟東升特別指出「在 1992
年到 2016 年之間」，即 1992
年， 也 就 是 從 克 林 頓（Bill 
Clinton）贏得總統大選開始，到

2016 年，川普（Donald Trump）
贏得總統大選為止。在這期間

內，中共對美國滲透與收買「權

勢核心圈」進行很順利。克林頓

開放美國「導彈關鍵技術」輸出

給中共的訊息，已經有不少報

導。從 1995 年起數年間，美國

「休斯太空通訊公司（Hughes 
Space and Communications）」
與「勞拉太與空通信公司（Loral 
Space&Communications）」在克

林頓政府的許可下，對中國輸出

「導彈系統」技術，並且接受了

60名中國科技人員到美國訓練。

當時中國導彈技術嚴重落後，歷

經數次發射失敗，接受美國技術

後突飛猛進。如今，中國的長程

導彈可以攜帶核彈頭，射程涵蓋

全美國，全是克林頓一手造成

的。換來的是，「休斯」與「勞

拉」對民主黨的巨額捐款。

後來，經過數年的調查，

「休斯」與「勞拉」兩家公司分別

被罰巨款，因為違反美國聯邦法

律，但是克林頓卻逍遙法外。

在美國也有出現了吹哨人，

12 月 20 日名作家彼得．施韋澤

（Peter Schweizer）在福斯新聞

（Fox News）電臺，討論有關

拜登（Biden）家族醜聞，與主

持人瑪麗亞（Maria Bartiromo）

的一段對話中。他說：「在華府

有很多有權勢的人希望，杭特．

拜 登（Hunter Biden） 的 事 件

趕快結束，因為這有可能直接

影射到他們的身上。你只要看

美國立法機構的最髙層，參議

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的妻子，交通部長

趙小蘭（Elaine Chao）所擁有

的船運事業，購船是由中國政府

貸款，船只是中國政府製造的，

船員是中國政府招集的，公司的

業務與所運輸的貨物大多數來自

中國國營企業。因此，假如麥康

奈爾做出中共不喜歡的事，他們

可以毀掉這個家族事業。」

施韋澤繼續說，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Nancy Pelosi）的丈夫

在中國完成一連串的交易以及參

議員範士丹（Dianne Feinstein）
的丈夫在中國經商 25 年都得利

於中共特別照顧。最後他提出一

個問題：「為了摧毀美國政府的

領導階層，中國政府讓一些美國

高級政治人物的家人，享有特殊

商業優惠。」「問題是，我們必

須要有反制的行動，或我們就讓

它過去了？」

瑪麗亞回答：「在這裡我向

我的觀眾們承諾，我絕對會追究

到底，不容中國共產黨接管美

國。」瑪麗亞大義凜然的回應令

人感動，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卻令人震驚。數日後，同樣在福

斯的新聞節目，主播瑪麗亞在節

目中剛提到「拜登與亨特被調查

的醜聞」，整個節目就被掐斷，

轉播表彰納什維爾爆炸案幾個警

察的內容……

顯然地，有人決定瑪麗亞

不可以繼續追查「拜登醜聞案

件」，而這個人的權力大到可以

馬上斷播。回想自從美國總統大

選競選期間以來，美國的「大媒

體包括社交媒體」不約而同的，

不報導「對拜登不利的消息」與

「對川普有利的消息」，實在可

怕。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有一

只可怕的「黑手」在背後操作，

決定美國人民「可以知道什麼

訊息」，與「不可以知道什麼訊

息」。這跟共產中國有什麼不

同？只是共產黨是明目張膽的控

制新聞報導，而在美國是邪惡的

「黑手」在背後操控。

這隻黑手的真面目是什麼？

還暫時看不清楚，但是我們知道

「這隻黑手正在摧毀，已經建立

了 200 多年的美國自由民主政治

體系。」我們必須喚醒民眾，剷

除黑手，護衛自由民主。

◎文：李木通

美政界高層腐化知多少？

2020年12月12日，華盛頓DC舉行挺川普遊行集會（圖源：看中國）

2020 年 12 月 13 日，比爾．蓋茨在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上與左翼

名嘴傑克．塔珀（Jake Tapper）討論了

全世界接種疫苗的問題。比爾．蓋茨認

為疫苗不應該給富人優先接種，並說輪

到他了，他才接種，也就是說他還沒有

接種這疫苗。然而就在近兩年前，2018
年 2 月 7 日，鎖定新聞網（Locks News 
Network）曾經報導說，比爾．蓋茨過

去的醫生透露，蓋茨拒絕給自己的孩子

接種疫苗。

世界日報報導，美國 14 日正式展開

輝瑞疫苗的大規模接種工作，輝瑞首席

執行官博爾拉表示自己尚未接種疫苗，

並稱他跟公司高層都不會「插隊」，也就

是說他們全部都沒有接種該疫苗。

另外 13 日晚，川普總統突然發布

推文，表示推遲白宮人員的疫苗接種計

畫，原因不明，是不是川普總統感覺到

了什麼？這些謎底可能等到今年深層政

府勢力被一網打盡後，才能揭曉。

深層政府是誰？

西方預言中說：今年是宇宙神魔大

戰的一年。魔鬼已經統治人類世界幾

十年了，只是人類不知道。而今年起，

神開始大規模清掃人間，宇宙最後的邪

惡勢力即將從宇宙中剔除乾淨，它們正

在人間這最後的領地作最後的垂死掙

扎，所以今年是人類歷史上極不平凡的 
一年。

先看看世界大局勢：人類社會分為

兩大陣營，一方是以中共為代表的共

產主義陣營，另一方是以美國為代表的

西方自由社會陣營。這兩大陣營一直表

面上對立，看似水火不容，其實表面上

很多時候只是作戲給人看的，魔鬼最擅

長的是偽裝，喜歡躲在暗處在背後操縱

這個世界，這是魔鬼的本質與特徵。魔

鬼早已統治了人類世界，在魔鬼的操縱

下，人類世界的兩大陣營背後勾肩搭

背、沆瀣一氣，又一脈相連。

共產主義邪惡陣營，其脈絡發源於

馬克思的共產邪說。提到馬克思就必須

提到一個黑暗而秘密的地下邪教 -- 撒旦

教。而魔鬼的偽裝，有一個最常用的手

法，就是寄生、附體。《共產黨宣言》的

第一句話就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

幽靈，在歐洲遊蕩。」

馬克思說了真話，它們就是陰間地

獄的幽靈、陰魂，它不能見人、見光，

必須寄生、附體於一個陽間的外形，才

能出現在人間。共產黨起初也一直躲在

地下發展，稱為地下黨，這東西就是這

特性。

共濟會、光明會原本只是人類的一

個秘密社團，一個會員間互助的組織。

正因為它們高度的隱秘性，不公開性，

符合了魔鬼的口味，所以成為魔鬼在人

間選擇的寄主。

被魔鬼相中後，共濟會、光明會便

開始被寄生了，魔鬼從陰間地獄向它們

伸入了脈絡，慢慢滲入、腐蝕。除隱蔽

性外，共濟會、光明會有一個不同點，

就是共濟會的成員各社會階層都有，而

光明會的成員基本都是能夠控制、影響

人類社會發展的頂級階層，比如控制能

源經濟的大財團、控制輿論的傳媒巨

頭、名人、明星、政要、領袖……都是

它的秘密會員，這是吸引魔鬼附體的一

個最重要的原因。所以魔鬼將光明會作

為重點寄主，最終完全寄生操縱了這組

織，藉助它來控制人間。

美國被稱為人類自由民主的燈塔，

是西方自由價值的代表，美國倒了，西

方自由世界就徹底淪陷了。大家可能都

知道：一美元紙幣上面所印的圖案就是

光明會的標誌。可見光明會在美國的勢

力有多大。

魔鬼的組織是層級分明的，它會在

這兩個秘密組織中選擇性考核、發展它

的成員，而不是全盤接受。只有當其選

擇的成員通過了它的一層層考核後，才

能不斷升級，最後進入它的核心階層。

而只有進入其核心階層的，才能接觸到

撒旦教的真相，知道它的真正面目和目

地。沒有進入其核心階層的是不能知道

最終真相的，會被它層層加以迷惑，所

以即使是共濟會、光明會的內部成員，

也不一定知道它的真相，除非是它的核

心成員。

◎文：李道真

在 2020 即將過去的時候，可能很多

人都跟我一樣，往事歷歷，千言萬語堵在

心頭，最終卻又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在李醫生去世後的群情激昂中，我們

一度以為那就是最糟糕的時刻，也是最有

希望的時刻。但顯然，這場史無前例影響

了人類歷史進程的大疫情最終還是告訴我

們，人生如 A 股，熊市不言底。糟糕之

後，還有更糟糕；希望之後，卻很難有新

希望。

再偉大的吹哨人，如果只是孤零零的

一人，哨聲縱使刺破雲霄，恐怕也如驚鴻

一瞥，終究埋沒在後來洶湧的一地雞毛之

中。

一個偉大的時代，終究不是由孤單的

哨聲來開啟，它需要無數勇敢的追隨，良

知的回應。

我總會想起秋瑾姑娘的某些片段。

一百多年前，除了這位女俠彪炳史冊的豪

情，其實還有很多溫暖的人物。在曾經的

秋瑾祠裡，還祭祀著一位抓捕秋瑾的人：

李鐘岳。

秋瑾在被捕之前，其實早就收到了風

聲。當時負責抓捕秋瑾的山陰縣令李鐘岳

雖然是滿清命官，卻是一個極具良知的君

子。本身非常佩服秋瑾，頂住壓力一拖再

拖，故意留出時間讓秋瑾逃跑。但是秋瑾

的想法跟譚嗣同類似，她早就抱定了殺身

成仁的決心，隨意決意不逃。

李鐘岳對此佩服之至，所以頂住壓

力，堅持不對秋瑾用刑，也不定罪。浙江

巡撫令他立即將秋瑾正法，他擲地有聲的

回懟到：「供證兩無，安能殺人！」無奈

人微言輕，無法改變結局。即便在最終面

臨丟官的壓力，他也沒有突破良知的底

線，處處保護秋瑾，為走上刑場的秋瑾保

留了最後的尊嚴。

秋瑾對李鐘岳的幫助也心知肚明，那

句世人熟悉的「秋風秋雨愁煞人」的絕筆

就是寫給李鐘岳的。李鐘岳在秋瑾死後因

為「不作為」被彈劾免官，儘管他已經盡

力而為，但內心的良知依然讓他難於面對

秋瑾之死，最終自縊。

不僅僅是李鐘岳，當時滿清內部那些

即便是對革命黨恨之入骨的守舊派，也不

讚同殺秋瑾。因為他們認為殺一個辦學的

革命黨，且是個女性，太沒品太下作。當

時的社會輿論更是不懼清廷封殺，一面倒

的討伐。在當時中國輿論中心的上海，所

有大小報紙均連篇累牘，發出哀惋和抗

爭之聲，《申報》、《文匯報》、《時報》、

《神州日報》不惜向所有參與秋瑾案的官

員開炮，所有官員均被抄底，指名道姓 
唾罵。

殺秋瑾的浙江巡撫張曾揚迫於輿論被

清廷調任江蘇，江蘇民眾聽到消息，怒不

可遏，群情激奮，堅決抵制張曾揚赴任江

蘇，無奈之下，張曾揚只能灰溜溜去陝

西……

滿清可能也沒有想到，本來殺雞儆猴

的恐嚇，不僅沒有能夠嚇退猴群，反而真

正激發了他們起而為人的決心。秋瑾之

死，真正點燃了各地綿綿不絕的舉事烽

火，為滿清敲響了最後的喪鐘。

其實秋瑾之後，還有很多的秋瑾。但

可惜這些偉大的女性，在和黑暗的抗爭

中，卻再也沒有秋瑾那樣的榮光，更多的

是默默的湮滅。她們用生命吹響的哨聲，

沒有響起，也沒人聽見。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做秋瑾，也不是每

個人都要對標李鐘岳。但是百年之後，我

們是不是能夠如那些末世的勇氣，在圍觀

之中，給前行者鼓勵，給殉道者呼號？在

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用自己的方式為良知

打上烙印？如果每個人都在等待勇者來為

光明的未來獻祭，而自己只想躲在沉沉的

陰影中旁觀，那麼縱有千百個秋瑾，也不

過是千百個終將遺忘的悲劇。它除了證明

我們不配擁有高貴的自由，再無別的意

義。

◎文：二大爺

2020千言萬語在心頭

杭州秋瑾墓（圖片來源：Zhangzhugang/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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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與北京在2020年
終前達成歐中投資原則性

協議，消息傳出後，美方給

予激烈的批評，譴責歐盟為

了經濟利益不惜向北京做

出原則妥協，甚至不惜以歐

盟終於撕掉了遮羞布這樣的

語句來指責盟邦。而歐盟內

部也因北京侵害人權，未實

質承諾將批准禁止強迫勞

動國際公約，在正式簽署前

就已掀起巨大反對聲浪。

寰宇新聞

罔顧人權  歐中達成投資協定

中歐達成投資協定

歷經 7 年的漫長談判，原

定 2020 年 12 月 22 日達成的中

歐投資協定，因歐盟部分成員國

反對，尤其法國的表態，幾乎泡

湯；但卻在去年 12 月的最後一

天，戲劇性地峰迴路轉，宣布達

成。據時評人士陳破空分析，轉

折的關鍵在於德國總理默克爾和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最後階段的

強勢介入。

在中國方面，大概由習近平

拍板，決定口頭上答應法國提出

的兩項條件：中國更加開放市

場；中共暫停在新疆的強迫勞動

及其出口棉織品。在德國方面，

除了德國是歐盟最大國家、最大

經濟體，影響力和發言權最大之

外，當時德國正值歐盟輪值主席

國。默克爾利用其有利地位，趕

在德國作為輪值主席國的最後一

天，也利用她即將卸任德國總理

的最後機會，冒險與中共敲定中

句空話。

法廣指出，外界認為北京所

謂的承諾其實含糊不清，歐盟在

未得到北京進一步改善的更多承

諾前急於簽署，除了很難再向北

京施加更多壓力外，更留下歐洲

人權價值觀向商業妥協的形象。

利益當頭 放棄人權立場
法廣指出，必須承認的是，

達成這一協議對德國的好處最

大。在歐盟，德國是中國最大的

合作夥伴，遠遠領先其他成員

國。 2019年，德中貿易交易額達

到 2060 億歐元，德國出口中國

960 億，中國出口德國 1100 億，

占據了歐盟對華貿易額的三分之

一。多年來，默克爾為了謀求中

國市場而基本放棄了西方的人權

立場。而面臨美國的強大壓力的

習近平，急切希望與歐盟達成這

個協定，以化解美歐聯盟的遏制。

批評人士指出，即便歐盟能

夠從這個協議中獲取短期的商業

利益，但歐盟和中國兩大經濟體

將因這個協議而連接在一起，這

將會幫助中共這個專制政權發展

其經濟力量產生越來越大的作用。

美國官員對這個協議，可能

幫助中共化解了西方國家要求其

改變由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的壓

力而感到擔憂。批評人士說，北

京之所以會向歐盟讓步，部分原

因是它要分化布魯塞爾與華盛頓

之間的關係。歐盟官員表示，這

個協議的達成不會削弱西方的 
團結。

歐投資協定，圖謀為她個人留下

政治遺產。

美官員譴責歐盟

據美國之音報導，白宮副

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
ttinger）2020 年 12 月 30 日在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講話時表

示，美國兩黨領袖和美國政府官

員對歐盟趕在美國新一屆政府就

任前夕，簽署一個新的投資協定

「感到困惑和震驚」。

他說：「布魯塞爾或者歐洲

的官僚們無所遁形。我們不能再

繼續自欺欺人地認為，北京繼續

在新疆為強迫勞工修建數百萬平

方英尺廠房的同時，還會準備尊

重勞工的權利。」

博明是川普內閣的對華強硬

派官員。他在講話中直言不諱地

批評歐盟，為了自己的經濟利

益而放棄了人權原則。博明說：

「歐盟委員會不顧（中共）惡劣

的踐踏人權狀況而匆忙與北京合

作，把遮羞布給撤掉了。」

這應該是本屆美國政府對歐

盟做出的最為嚴厲的公開批評。

北京人權問題                                           
協議文本空話一句

然而，據法廣報導，在此

一人權問題上，歐盟官員卻「引

以自豪」的認為，在他們的堅持

下，北京「被迫」表示，願意為

批准國際勞工組織關於禁止強迫

勞動基本公約「繼續努力」。

但是，看到這個協定文本的

人士指出，協定並沒有制定出相

關的執行條款，而且北京拒不承

認新疆和西藏存在大規模使用強

迫勞工的問題。因此，所謂中共

承諾禁止使用強迫勞工不過是一

2018年 3月 25日，習近平在法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與馬克龍、默

克爾走在愛麗舍宮的院子裡。（Shutter Stock）

英媒：歐盟相信中國 
會尊重協議很天真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外

事 專 欄 作 家 拉 契 曼（Gideon 
Rachman）指出，歐盟無視中

國不守信用的歷史、單方面相信

其會尊重簽署的協議，相當天

真。德國專家也指出，中國在很

多領域做出過口頭承諾，卻幾乎

不付諸實踐，此次是否也僅限於

口頭承若，還有待觀察。

據《自由時報》報導，拉契

曼 4 日發表評論指出，中國過

去一年輾碎香港的自由、加強壓

迫新疆、屠殺印度士兵、威嚇臺

灣，還報復澳洲，儘管如此，歐

盟仍和中國簽署協議，意味著歐

盟根本不在乎這些事，正如歐洲

外交關係委員會智庫亞洲計畫主

任鄂特爾（Janka Oertel）所言

「這對中國來說是巨大的外交勝

利」。

來自科隆德國經濟研究所的

馬特斯 (Jürgen Matthes) 認為，

「雙方的起點地位是不平等的。

中國的市場更加封閉，而所有人

本來就可以在歐洲自由投資。因

此，從一開始就很清楚的是，中

國會比歐盟做出更多的讓步，這

並不特別值得他們慶祝。」

拉契曼直指，歐洲官員相信

中國會尊重簽署的協議實在很天

真，忽視當今與中國談協議的地

緣政治含義很天真，以為北京的

政治陰霾永遠不會掃到柏林或布

魯塞爾真的很天真。

◆朝鮮一直強調的「無償醫

療制度」，隨著武漢肺炎的影響

擴大，早已成為一個「有名無

實」的制度了。 4 日，有消息人

士向 DailyNK 表示，目前朝鮮

的無償醫療服務，僅是進行「診

斷」而已，在診斷之後並沒有提

供藥品與注射等措施。朝鮮在武

漢肺炎出現之後，發生進口藥品

劇減的情形，普通百姓已經很難

於市場上買到藥品了。在市場或

各村藥店能夠買到常備的藥品，

但進口藥品僅能通過走私商販、

醫院及藥局工作人員，以走後門

的方式購買。在過去，能夠買到

退燒藥、止咳藥和止瀉藥等基本

藥品，以及注射針、注射器、消

毒器與輸液等。但現在不只很難

弄到這些東西，而且價格也暴漲

了。據消息人士披露，跟去年 1
月末封鎖邊境之前相比，進口藥

品價格已經漲了 10 倍以上，而

且賣家要賣多少錢，就是多少

錢。連平壤製藥廠及順川製藥廠

等朝鮮藥廠所生產的藥品價格，

也上漲超過了 6 倍。

【看中國訊】馬來西亞警方

在新年的第二天突擊檢查了檳城

的一家中餐館，原因是餐館的牆

紙上張貼了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

的畫像和看似毛語錄實則為打趣

的標語。

這家名為「湘閣裡辣」的餐

館是一家湘菜館。這家餐館的特

色之一是它以毛澤東和共產主義

為主題的裝飾。社交媒體上貼出

的照片顯示，牆紙上除了貼有穿

著軍裝、帶著五星帽的毛澤東以

及拿著毛澤東的「紅寶書」、咧

著嘴笑的群眾畫像以外，也有很

多看似毛語錄的話語。只不過這

些標語並不是真的毛澤東語錄或

是共產主義宣傳口號，而是詼諧

打趣的話。例如，「毛主席說，

唯有美食與愛，不可辜負」、

「吃貨最光榮」、「俗話說，吃

貨好養活」等等。

顯然，並不是所有人都理解

或是欣賞這種半開玩笑的做法。

一些人在臉書上留言說，「如果

你仍然愛你的祖國，不要呆在這

裡！」另外一個人說，「希望對

這家餐館進行調查，因為它在宣

揚共產主義。」

檳城刑事調查部的負責人告

訴馬來西亞國家通訊社，這家餐

廳因涉嫌發布一個「非法社團」

的宣傳和傳播可能引起公眾警覺

的內容而受到調查。如果罪名成

立，這家餐館的老闆可能會被罰

款和 / 或長達兩年的監禁。

分析認為，馬來西亞大量的

華人以及這個國家在冷戰時期經

歷的共產黨叛亂活動使得馬來西

亞公眾和當局對任何與共產主義

有關的事情都很敏感。近年來，

隨著中國政府尋求與其海外僑民

進行接觸，這種敏感性看起來又

重新出現了。

◆沙特阿拉伯在 1 月 5 日

的 OPEC+ 會議結束之後，意

外發布聲明，宣布自願進行單方

面大幅減產。這一舉動讓所有人

意外，國際油價也進一步走高，

WTI 2 月原油期貨一度大漲逾

5%，2020 年 2 月以來首次衝上

50 美元 / 桶大關。布倫特原油 3
月期貨也大漲近 5%，至 54 美

元 / 桶附近。第 13 屆 OPEC+
部長級會議在維也納結束，產油

國同意在 2 月將合計產出維持

在當前水平，稱武漢肺炎疫情的

反覆對全球經濟增長以及原油需

求繼續構成威脅。相比之下，為

了讓 OPEC+ 此次會議圓滿結

束，各國同意俄羅斯與哈薩克斯

坦的增產要求，二者的合計增產

量在 2 月和 3 月都是 7.5 萬桶 /
日。其他所有 OPEC+ 成員的

產量配額保持在 1 月水平。

◆阿富汗國家安全局局長薩

拉 傑（Ahmad Zia Saraj）1 月

6 日在國會證實，有一群中國人

因涉嫌在喀布爾從事間諜活動被

捕。據悉，在北京壓力下，阿富

汗已經讓這些人返回中國。印度

斯坦時報先前指，曾任阿富汗情

報局局長的阿富汗副總統沙雷

（Amrullah Saleh），去年底獲

總統授權與中國駐阿富汗大使王

愚會面，要求北京正式道歉，並

承認違反國際準則和背叛喀布爾

的信任，阿富汗政府可考慮赦免

這 10 名中國間諜，否則將繼續

刑事訴訟。但在北京壓力下，阿

富汗似乎沒有堅持原先的要求，

有分析家說，也有可能雙方私下

另有其他交易。

中央社報導說，被捕的

10 名中國人中，有李陽揚（Li 
Yangyang，音譯）和夏紅（Sha 
Hung，音譯）2 名漢人，以及

8 名維吾爾人。印度斯坦時報先

前引述與阿富汗當局有聯繫的消

息人士說，兩名漢人率領 8 維

吾爾人，試圖在阿富汗建立一

個假冒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

動（Eastern Turkista nIslamic 
Movement，ETIM）的組織，

並透過恐怖活動嫁禍給 ETIM
和維吾爾人權運動者。東土耳其

斯坦伊斯蘭運動是新疆維吾爾人

反抗中共專制統治尋求獨立的組

織，北京一直以 ETIM 為藉口

限制新疆維吾爾人的自由，美國

日前才把 ETIM 從恐怖組織名

單中除名。

馬來西亞餐館
現毛澤東主題裝飾後被查處

 @Bunnie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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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類資產規模龐大，流動

性非常好——截止 2020 年底，

全球的股市總市值 100 萬億美

元（其中美股佔比50%左右），

而債券市場規模高達 130 萬億

美元，至於房地產市場，加起來

大約是 230 萬億美元，幾乎相

當於股票和債券加起來。

這三類資產，一方面是全球

目前規模最大的三類資產，流動

性極好，方便普通人進入和退

出；另一方面，這也是各國政府

鼓勵民眾持有的資產——這就

是我所謂的「親政府資產」，所

以，只要政府在，這些資產都是

沒有問題的。

那為甚麼不是買股票？

從金融的角度，有必要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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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與此同時，在低利率的

刺激之下，美國家庭部門債務卻

從 2000 年起開始穩步上升，其

主要表現就是房地產借貸，結果

導致居民部門的整體資產負債率

在 2007 年底到達接近 20%（居

民個體信用不如企業，而資產總

規模遠超企業部門，所以能承擔

的資產負債率很低）的歷史最

高點，於是美國發生次貸危機，

進一步引發了 2008 年的全球金

融危機。

2008 年以後，美國家庭部

門進入長期去槓桿時間，而企業

部門則又開始了新一輪債務擴

張，到了 2019-2020 年，企業

部門的資產負債率一路抬升到再

一下主流國家所謂「經濟發展」

或「財富積累」的真相：

1）從社會四部門（政府、

金融部門、非金融企業、家庭部

門）來看，政府和金融部門只

是在分配和轉移財富，並不參與

真實財富創造。若僅從實體經濟

的角度來考慮，政府被稱為公共

部門，而非金融企業和家庭部門

則被稱為「私營部門」。

2）除基本的生產和消費活

動之外，經濟（貨幣）擴張的

途徑，在於私營部門非金融企業

或家庭部門的信用擴張活動，也

就是借債的能力——當非金融企

業借貸之後，用於生產上的投

資，創造利潤，帶來商品和服務

的增加，而家庭部門借貸之後，

主要用於購買房子，而房子則關

聯著一系列的產業，從而促成經

濟擴張，另有一部分用於消費，

同樣帶來經濟擴張。

3）借貸過程，從貨幣端來

看，金融機構（商業銀行）用

這些借貸做抵押，從央行得到新

的貨幣，這些貨幣在商業銀行和

私營部門之間來回流轉（這就

是貨幣乘數），形成了整個社會

的信用擴張；從經濟端來看，家

庭或非金融企業得到資金，進入

生產或者消費環節，這些資金的

支付增加了經濟要素之間的流

通，創造了新的財富，經濟也得

以擴張。

4）金融部門的利潤，表面

上看，是居民、企業和政府借貸

的利息和資金流轉的佣金，如果

穿透了來看，除了為實體經濟服

務的佣金和利息之外，還有很大

一部分來自央行的額外印鈔，這

時候，看起來是錢在「空轉」，

實際上是藉助央行信用，從全社

會汲取財富；

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就會

導致一個結果——為了讓經濟保

持持續擴張，政府和金融部門，

一定會鼓勵居民部門和非金融企

業部門的債務持續抬升——如果

某個部門債務到達極限，那麼就

會引爆一場金融危機，接下來，

就會出現非金融企業部門和居民

部門債務交替上升的情況。

以 美 國 為 例，1995 年 以

前，在整體債務比較低的情況

下，美國非金融企業和居民部門

債務幾乎同時上升，但從 1995
年開始，隨著新一輪個人電腦和

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人們對企

業的前景有了更大期待，於是企

業部門的資產負債率一路上升，

並在 1999 年，超過了 140% 的

水平。過於樂觀的前景與過高債

務形成共振，於是科技股泡沫破

裂，納斯達克股市崩盤。

在美聯儲大幅度降低利率

的情況下，企業進入長期去槓

桿（降低債務水平）階段，一

直到 2008 年金融危機槓桿才降

把時間限定在10年之
內，不推薦黃金和比特幣

的話，在美國應該持有什

麼資產？我回答說：買房。

除儲蓄之外，無論美國還

是其他國家，可供普通人

投資的三大類資產，就是

股票、債券和房地產。所

謂投資，也無非就是這三

種類資產之間如何切換的

問題。

次接近 140% 的水平，而家庭

部門的資產負債率則降至 1980
年代接近 12% 的水平。這大概

是 10 年左右的一個輪迴。

2020 年疫情爆發，美聯儲

又將利率降低到 0，並且推出無

限印鈔措施，歷史性的低利率，

歷史性的廉價貨幣，於是企業部

門和家庭部門都趁機大肆擴張債

務，企業部門和家庭部門的資產

負債率都迅速上升。

但是，不管怎麼快速上升，

家庭部門的債務槓桿率怎麼著

也沒有企業部門的債務槓桿率

更高。所以，以 10 年的期限來

看，在美國，要考慮買房子！

未來10年在美國投資甚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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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章僅反映作者觀點，讀者請僅作參考。

https://www.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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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 
 鑑賞

◎ 文：戴東尼

張大千的一生，他所
嘗試過以及開創出的畫
風，幾乎涵蓋了自5世紀以
來各個時期的創作理念，
因此他的畫作為許多人認
為是一部見證了千年宏觀
的藝術史，這也是「五百年
來一大千」的來源。

五百年來一大千

在中國畫壇上有這麼一位畫

家，他在近代的中國畫家當中，

一生展覽最多，畫冊最多，傳奇

故事最多，生前死後傳記版本最

多，報章雜誌介紹報導最頻繁，

擁有私人園林最大，鬍子留的最

早，學習古代名家數量最多，對

傳統吸收得最多，瞭解得最深，

也表現得最好，以及有生之年知

名度最大，畫價最貴。他喜愛身

著中國傳統長袍，頭戴高冠，長

髯飄拂；他臨摩研習的書畫縱貫

古今，歷經清、明，直追宋唐晉

魏；他的足跡遍及海內外，四川

是他家鄉，阿根廷、巴西、美國

舊金山、臺灣都曾是他人生旅途

的歇腳處。他就是被譽為「五百

年來一大千」的張大千。

張 大 千 (1899 年 5 月 10
日—1983 年 4 月 2 日 )，名爰，

字大千，別號大千居士。他的

畫作「包眾體之長，兼南北二

宗之富麗」，集文人畫、宮廷

畫和民間藝術為一體。詩文真

率豪放，書法勁拔飄逸，外柔

隆冬，松樹依舊鬱鬱蔥蔥，精

神抖擻，象徵著青春常在和堅

強不屈。這幅畫可以看作張大

千當時心志的一種抒情。

為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

更多的營養，張大千還去到塞

外敦煌莫高窟。在莫高窟看到

這數以千計的三唐六代之精

英，佛法諸天之神變，光彩奪

目，張大千傾慕喜愛之情達到

極點。

敦煌壁畫，氣勢宏偉，結

構謹嚴，人物生動富麗，畫幅

高大。張大千以他忠於繪畫藝

術事業的精神，和他豪邁的藝

術家風度，立志按原作大小尺

寸臨摹，恢復原作本來面目。

他研究臨摹壁畫達兩年六個月

有餘。

自敦煌回來，張大千作

畫，氣勢更加堅實雄偉，色彩

更為富麗多變，畫風又為之一

新。大千先生的朋友，近代著

名書法家沉尹默曾題詩讚他：

「三年面壁信堂堂，萬里歸來須

帶霜。薏苡明珠誰管得，且安

筆硯寫敦煌。」有人還放風稱，

張大千在莫高窟留下了損害。

其實，早在 1981 年，就有署名

石湍的作者在《旅遊天府》發表

《張大千並未破壞敦煌壁畫》一

文中作證說，當時自己在敦煌

莫高窟工作過十餘年，從未親

眼見張大千破壞過敦煌壁畫，

相反對敦煌壁畫的恢復和整理

工作做不少貢獻。

更早的證明還有 1949 年 3
月，當時國民黨甘肅省參政會

對控告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

一事，作出了最後結論：張大

千在千佛洞，並無毀損壁畫情

事。但此結論，國民黨政府沒

有公開。後經大陸研究張大千

的專家李永翹先生於 1986 年 8

月，查找到 1949 年的裁決書原

件，才使世人得知真相。公認

的真相是，張大千是保護敦煌

莫高窟的大功臣，也為弘揚敦

煌藝術做出了巨大貢獻。

張大千還慧眼識邪靈，遠

離中共，不被中共所騙的見識

體現了他不凡的智慧。

1949 年夏天，張大千原

本想先來臺灣看看生活環境，

回頭再接上一家老小，舉家遷

臺。但是，局勢的變化太快，

張大千趕回家，接上一家老小

時，沒想到，機位不夠。他一

家僅分到三個機位，在當時那

一部中國繪畫史。

除了本身在中國藝術成就

之外，張大千有生之年往來

亞、歐、美各地舉辦畫展，為

宣揚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不惜

餘力，並作出了卓著的貢獻。

他還是畫家中的名廚，美食

家。大千先生的穿著、生活習

慣和禮節，比任何一位住在中

國的中國人，要更加中國、更

加傳統。

很多人認為張大千之所以

繪畫成就這麼高是因為他是天

才，可張大千卻不這麼認為。

他說：「有人以為畫畫是很艱難

的，又說要生來就要有繪畫的

天才，我覺得不然。」他認為

只要自己有興趣，「找到一條正

路，又肯用功，自然而然就會

成功的。」他還強調說：「尤其

是在基礎上下功夫是最重要！」

張大千所作的這幅「松下

高士」，以文人水墨風格為主

的技法完成，人物主要以白描

法畫出，從線條上來看，非常

流暢，充分發揮了張大千用線

的功力，用筆緊密延綿，在細

緻中有一種遒勁的力道。整個

畫面非常渾厚、精美，成為一

體，人物畫得尤為傳神，從畫

面人物的面部也透出自然和

諧。中國古代文人喜愛寄物喻

志，借大自然中的境物來表現

自己的理想品格和對精神境界

的追求。

堅毅不撥的青松四季常

青，姿態挺拔，在萬物蕭疏的

內剛，獨具風采。概括來說張

大千 30 歲以前的畫風可謂「清

新俊逸」，50 歲進於「瑰麗雄

奇」，60 歲以後達「蒼深淵穆」

之境，80 歲後「氣質淳化」。

他擅長所有傳統中國畫的

主要門類，無一不精通。張大

千的一生，他所嘗試過以及開

創出的畫風，幾乎涵蓋了自 5
世紀以來各個時期的創作理

念，因此他的畫作為新世紀見

證了一部千年宏觀的藝術史，

是幾乎涵蓋了自五世紀以降的

種局勢下，這還是一種特殊待

遇。張大千當機即斷，帶上四

太太徐雯波，以及三歲的幼女

張心沛飛離成都，隨民國政府

到了臺灣，從此再未回中國大

陸。雖然遠離了中國，但中國

政府還是想把張大千騙回中國

大陸，為其所利用。

張大千離開大陸後，當時的

統戰高官陳毅、周恩來等多次邀

請張大千回大陸，周恩來以幫其

還債為條件促其回國，並應允用

2 萬美金買下其藏品，另外發 2
萬美金供其自行開銷。但被張大

千一口拒絕，張大千先生回答：

「一個能隨便答應用公款替我退

還私人債務的政府，實在不如老

蔣，不回也罷！」

1950 年底張大千回到香

港，租了九龍一處院落住了下

來。沒多久四太太徐雯波便生

下一男嬰，張大千取名為心

印。在這個時候中國政府放出

張大千四個兒子，包括張心

智、張心一、張心澄、張心夷

到香港勸張大千回大陸。

張大千原本見到四個兒子們

當然很高興，但很快就覺得不對

勁，幾個兒子怎麼一個調門都勸

他回大陸。張大千眼見自己的親

生兒子被洗腦後，成為「統戰工

具」，就明白的告訴他們，你們

究竟是要我這個老頭子，還是要

什麼人民政府 ? 要老頭子就留下

來跟著我，要跟什麼人民政府，

馬上就滾蛋 ! 總之你們休想騙老

子跟你們回去 !
張大千不願四個兒子回大陸

受罪，就告誡他們說，在這兒，

你們還能叫我爸爸，真要回去

了，苦日子還在後頭呢！總有一

天，你們連我這個爸爸想認都不

敢認了 ! 在張大千的勸說下，四

個兒子決定不回大陸了。張大

千四個兒子是幸運的，因為他們

信了他們爸爸的勸說。從此，張

大千帶著家人展開了他在海外輝

煌的藝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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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有一位狀元名叫王杰，他的祖先

王翁是一位富豪，家資殷富、樂善好施。

王翁結婚後，妻子接連生下九個兒

子。不幸的是，這九個兒子都是愚鈍之

輩，沒有一個是聰慧的。

乾隆年間，當地發生大饑荒。百姓食

不果腹，不少人餓死了。王翁十分同情鄉

民，於是便將全部家財拿來賑濟他們，因

而保全了無數人的性命。可是，他自己卻

因散盡家財，而家道中落。

更不幸的是，一年之內，王翁的九個

兒子居然接連夭折，無一倖存。夫婦倆悲

憤不已，心中疑惑：散盡家財全力救人，

因何落得子嗣盡絕的下場？

於是，王翁夫婦便寫了一道疏文，在

菩薩像前焚燒，祈求菩薩解惑，文辭中充

滿了哀傷幽怨。

當天夜裡，王翁夢見菩薩悲憫地對他

說：「你所生的九個兒子是九魔轉世，都

是敗家子。因為你的祖上作了大惡，雖然

隱匿不被人所知，但上天派下九子來敗你

家。因你傾盡家產賑濟災民，積下了大

德，所以天帝特意命有司收回九魔。不久

之後，將另降文人振興你家。如果你能更

加勤修善德，二十年後，將派文曲星降生

你家。以後勿再埋怨憂傷。」

夫婦倆醒來後，發現做了同樣的夢。

從此，他倆扶危濟困，努力幫助他人。

不久之後，王家的妻、妾數人先後懷

孕，接連生了五個兒子。這五個孩子個個

天資聰慧，在學堂裡頗有聲望。傳到王杰

時，他高中狀元，官至尚書。王家子孫個

個家世顯赫。

◎文：白雲飛

China has one of the oldest music cul-
tures in the world, with a history span-

ning thousands of years. When it comes to 
how Chinese music originated, the Chinese 
have an interesting mythological tale to ex-
plain this — one that involves a magical 
creature.

Mythology
 During a time when immortals walked on 
the earth, a young woman once ended up 
treading on the footprint of a giant. She 
soon got pregnant and gave birth to a male 
child. Called Fuxi, he had the head of a hu-
man and the body of a dragon.

 As he grew up, Fuxi became as tall as a gi-
ant. After he came of age, Fuxi decided that 
it was time to know who his father was. He 
set out on a journey.

 Fuxi soon discovered that his father was the 
God of Thunder. Later,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Celestial Ruler of the East and tasked 
with watching over humanity. Fuxi was 
very compassionate and always sought to 
end the suffering of people.

 When he saw them becoming ill due to 
eating raw meat, Fuxi taught them how to 
make fire. When people struggled for food, 
Fuxi taught them how to make weapons to 
hunt and how to create fishnets.

  One day while walking in the mortal 
world, a parasol tree caught his eye. It had 
something very special about it. Sudden-
ly, a cloud that carried two phoenixes ap-
proached the tree. Numerous other birds 
soared behind the cloud.

 They all opened their beaks and sang, pay-
ing homage to their king and queen. Fuxi 
realized that the tree was blessed and any 
instrument created from it should produce 
wondrous music.

  “Fuxi created a zither-like instrument 
rich in symbolism. On one end, it tapered 
to four inches across, representing the 
four seasons. Its two-inch thickness corre-
sponded to the duo forces of yin and yang. 
Across its top, Fuxi fixed 12 frets for each 
month of the year and laced five strings for 
the Five Elements,” according to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

  After people discovered music, they were 
joyous. Fuxi had already taught them fish-
ing, hunting, and creating fire. Now, thanks 
to the instrument, they were able to enjoy 
music at their harvests and festivities. This 
is how, according to Chinese mythology, 
music came into existence.

History
  Archeologists have discovered bone flutes 
dating back 8,000 years in China. Clay mu-
sic instruments over 6,000 years old have 
also been found. However, not much is 
known about the music culture or knowl-
edge of these periods.

  The first time China saw a systematization 
of musical knowledge is during the Zhou Dy-
nasty (10th to 7th century BC). A formal sys-
tem of ceremonial and court music was es-
tablished. People in those times saw music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nature and the cosmos, 
in harmony with the concept of yin and yang.

 A big impact was created by philosopher 

Confucius, who saw music as one of the 
highest arts. “He thought that of the six 
most important subjects to study, studying 
music was second in importance only to the 
study of ritual or public ceremonies.

 He ranked music higher than the other 
four necessary subjects that were archery, 
chariot-riding, calligraphy or writing, and 
computation or mathematics,” according 
to China Highlights. Confucian philoso-
phy saw formal music to be morally up-
lifting.

  Between 500 B.C. and A.D. 1900, sever-
al musical ideas from foreign lands made 
their way into China. These combined with 
local knowledge to produce a rich musical 
culture. From India came the heptatonic 
scale.

  From Central Asia came instruments like 
the pipa and erhu.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618 to 907), an instrument called the qin 
was very famous. European music came in 
the 1600s when a visiting Jesuit priest gifted 
a harpsichord to the Ming Imperial court.

Wang Wenjian was the greatest intellec-
tual with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

nation mark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His 
ancestor, Wang Weng, was wealthy and did 
much for charity. Here is the story of Wang 
Weng.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a famine oc-
curred and many people died of starvation. 
Wang Weng was very sympathetic to the 
villagers and gave up his belongings to help 
them. Many people were able to be saved. 
However, he himself fell into poverty hav-
ing given all his wealth away.

 Unfortunately, Wang Weng’s misfortune 
continued as one by one, his nine sons died 
over the course of a year. Wang Weng and 
his wife were very sad and wondered why 
they gave up all their family wealth to save 
people and were rewarded by becoming 
childless. The couple decided to write a 
prayer, burning it in front of a Bodhisatt-
va statue and praying to the Bodhisattva to 
give them an answer. The prayer text was 
full of sadness and sorrow.

 That night, Wang- Weng dreamed that the 
Bodhisattva said to him compassionately: 
“The nine sons you gave birth to were actu-

ally reincarnations of the nine demons, and 
they were all prodigals. Your ancestors had 
done great evil deeds that were hidden and 
unknown to others; Heaven sent the nine 
sons to ruin your family.”

 “You, however, spent all your family pos-
sessions to help the famine victims, accumu-
lating great virtue, so the emperor of Heaven 
ordered the messenger to take back the nine 
demons. Soon, some intellectuals will de-
scend to revitalize your family. If you can 
be more diligent in developing moral virtue, 
then 20 years later, the Star of Wisdom will 
be sent to your home. Don’t be sad anymore.

 After waking up, both the couple realized 
that they had dreamed the same dream. 
From then on, they helped the poor and 
worked hard to help others.

 Soon, Wang Weng’s wife and his several 
concubines became pregnant in succession 
and gave birth to five sons. All his sons were 
intelligent and well-known in school. Wang 
Wenjian, one of his sons, scored highest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held a min-
isterial posi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Wang descendants all became prominent 
members of society.

樂善好施九子亡  菩薩解惑知原由
An Inspiring Story From the Qing Dynasty

The Mythology and History Behind Chinese Music

(Shutter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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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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秀秀

聖血預警，是意大

利那不勒斯教堂的傳

統。聖血融化，預示來年

風調雨順。聖血不化，則

災難臨頭。

意 大 利 那 不 勒 斯 大 教

堂（Naples Cathedral） 內

存放著前主教聖熱納羅（San 
Gennaro）的聖血。

聖熱納羅是那不勒斯當地

的守護聖人，曾於西元三世紀

擔任貝內文托（Benevento）的

主教。他在殉教後，血液被收

「聖血」示警有災難？  
冥王星系統：NASA, ESA, and L. Frattare (STScI);卡戎.冥王星照片：NASA/JHUAPL/SwRI/ Wiki;其他圖片：Adobe Stock

集在一個瓶子，存放在那不勒

斯大教堂。而這位聖人的血，

至今還保持新鮮，因此被稱為

「聖血」。

自 1389 年起，每年 5 月的

第一個週六、9 月 19 日與 12
月 16 日，教堂都會將裝有「聖

血」的容器取出，在信徒的祈禱

中，觀察「聖血」從凝固狀態變

成液體，見證「聖血奇蹟」。

當地人相信，只要聖血在

每年 3次的儀式中都成功液化，

那麼來年就會風調雨順、一切

平安。如果沒有液化，就是不

祥之兆，預示來年會有戰爭、

疾病、飢荒等天災人禍。

2020 年的 12 月 16 日，教

堂人員按慣例將聖血取出，信

徒們依舊舉行祈禱儀式，結果

卻沒有出現人們想要的結果：

聖血始終保持固狀，沒有液化。

而在 2020 年 5 月和 9 月的

2 次儀式中，聖血都順利液化，

儘管是在疫情流行期間。

聖熱納羅皇家寶藏小堂

（Chapel of St. Januarius） 的

神父葛列格理（Vincenzo de 
Gregorio）表示，雖然當天，

信徒祈禱了好幾個小時，甚至

在下午舉行特別彌撒。但直到

晚上彌撒結束，聖血都沒有液

化，信徒們對於這樣的情況感

到非常緊張，他們擔心這是災

難將至的預兆，未來恐怕會有

可怕的事發生。據悉，過去也

曾發生過「聖血未液化」的情

況，一次是在上世紀 40 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還有

一次是在 1980 年，意大利南

部隨即發生了里氏規模 6.9 的

伊 爾 皮 尼 亞 大 地 震（Irpinia 
earthquake），近2500人喪生。

聖血示警並不是孤獨現

象，近來占星學家、玄學家們

也頻頻發出災難預警，聲言

2020 年的災難遠遠沒有結束，

◎文：天羽

據科學研究，人體衰老是因

為染色體端粒隨著年齡的增長不

斷縮短。

端粒是位於染色體末端的

DNA 重複序列。近代研究發現，

它具有保持染色體的完整性和

控制細胞分裂週期的功能。嬰

兒出生的時候端粒較長，隨著

年齡的增長和身體的老化、疾

病的出現，端粒逐漸變短。那

麼，採用人工干預延長端粒，

是不是具有返老還童的效果？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的研究者 ，
近期完成的一項實驗顯示，這種

方法確實有效。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報導，特拉維夫大

學的研究人員嘗試使用氧氣吸

入，讓 DNA 恢復活力。幾名

64 歲的志願者參與了試驗，他

們每天戴著一個提供 100% 的

氧氣面罩坐在高壓房裡，每週五

天連續吸氧 90 分鐘，三個月為

返老還童有新法？  

一個療程。實驗結束後，研究人

員發現，他們的染色體端粒看上

去就像二十幾歲時候的狀態。

研究者表示，這樣的療法是

否存在負面效應，目前尚不清

楚，也無法證明參與者壽命是否

真的會延長。

人類大腦中顳葉部位存儲

著一部視覺詞典，對人的閱讀

能力至關重要。

這個最新研究成果，是德

州大學健康科學中心的研究人

員發表在科學雜誌《自然人類

行為》上的。研究人員表示，

大腦新發現的這一區域，將閱

讀時遇到的字串與存儲的單詞

模式進行比較。在識別出單詞

之後，再把信息傳播到大腦的

◎文：蘭心 其他視覺處理區域。

這項研究有助於增進人們

對閱讀能力的理解，並可以幫

助克服人類的閱讀障礙。

研究人員表示，由於單詞

頻率是決定人們閱讀速度的主

要因素之一，因此大腦的這一

區域可能成為閱讀速度的瓶

頸。試驗表明，如果使用短暫

的電脈衝信號，暫時破壞大腦

這一區域的活動，則會導致人

暫時無法閱讀，但不會破壞人

的其他語言功能。

大腦中的視覺字典 

成人學外語
增加右腦使用

◎文：藍月

人的語言能力由左半腦

掌管。一份新研究發現，成

年人學習一種新的語言，會

讓右半腦也參與對新語言的

理解。美國神經科學學會

（SfN）近期發表在《神經病

學雜誌》（JNeurosci）上的

研究發現，成年以後學習一

種新的語言，隨著對語言學

習的深入，右腦也開始參與

對新語言的理解工作。

科學家認為，人的語

言、邏輯判斷、分析推理是

左半腦負責運作的，而右半

腦主要負責靈感、想像等感

性認知。只有當左半腦受傷

的情形下，右半腦才會自動

承擔左半腦的工作。

研究人員使用功能性磁

共振成像（fMRI）觀察的

實驗結果顯示，在學習新語

言的初期，仍然依靠左半腦

完成，隨著學習的深入，新

語言開始在一定程度上需要

右半腦參與理解的工作。但

在使用新語言表達時，仍然

會依靠左半腦。研究者認

為，這可能正好解釋了為甚

麼成年人學習新語言，即使

閱讀理解力不錯，但表達上

仍較困難的問題。

哈柏太空天文望遠鏡拍攝的冥王星系統：冥王

星、冥衛一、冥衛二、冥衛三、冥衛四、冥衛五。

◎文：青蓮

冥 王 星 於 1930 年 2 月 18
日，由克萊德．湯博，根據美國

天文學家洛韋爾的計算發現。

人類曾經將其視作太陽系

的九大行星之一。但冥王星其實

並不在太陽系內，而是與太陽

的距離很遠，平均距離 59 億公

里，處於寒冷的柯伊伯帶。相對

於地球而言，冥王星表面溫度

在 -220℃，十分寒冷荒涼，彷佛

神話世界中的幽冥之地。

由於冥王星直徑 2300 公里

（小於月球），平均密度 2.0 克左

右 /立方釐米，質量1.290×10^22 
千克。公轉週期約 248 年，自轉

週 期 6.3867 天。 2006 年 8 月

24 日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大會上，

冥王星被視為是太陽系的「矮行

星」，不再歸為大行星行列。冥

王星的陰暗和寒冷，使得人類瞭

解它的願望一直遙不可及。雖然

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對於宇宙

的探索正一步步擴大。但到目前

為止，科學家對冥王星的瞭解也

僅僅存留在表面上。

科學家們在勘測冥王星的

過程中發現，冥王星上似乎存在

著一些形狀極其奇特的洞穴。這

些洞穴引起了人們的遐想，這是

甚麼人打造的？那裡有生命存在

嗎？

冥王星探測器又有了新的發

現：冥王星的神秘衛星卡戎，竟

然有可能是一顆人造衛星。

冥王星的衛星共有五顆，分

太陽系冥王星軌道

外側的柯伊伯帶（Kuiper 

Belt），昏暗冰冷，恍如

冥界。這裡有一顆孤獨

的矮行星冥王星和與它

相對的守護星卡戎。卡

戎的外觀與神秘運行軌

跡，讓科學家相信，那是

外星文明的人造衛星。

別為卡戎、尼克斯、許德拉、科

波若斯和斯提克斯。卡戎，中譯

名冥衛一。在希臘神話中，卡戎

是死者的擺渡人，與冥王哈得斯

（在羅馬神話是普魯托）在神話

圖中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神祇。

卡戎的半徑值為 580±50 公

里，超過冥王星的一半，是太陽

系中與行星比例最大的衛星。

卡戎恰位於冥王星的同步衛

星軌道上，兩者中心距 19000 千

米，與冥王星始終以同一面相

對。卡戎的自轉週期、繞冥王星

的公轉週期，都與冥王星的自轉

週期相同，均為 6.3867 天。卡戎

繞太陽公轉的週期也與冥王星一

樣是 248 個地球年，與太陽的距

離也是大約 59 億千米。

卡戎的外觀和獨特的運行週

期，在太陽系中是一種獨一無二

的存在。天文學專家通過對比和

測量得出結論，卡戎的直徑大約

是冥王星的三分之二，質量則是

冥王星的十分之一。儘管在卡戎

的運行軌道上，它的確是冥王星

的衛星，但就星體大小而言，它

更像是冥王星的兄弟。

一般來說，主星不能捕捉到

大小、質量與主星相近的衛星。

那麼，冥王星究竟是如何捕獲卡

戎的，這一直是科學界無法解釋

的謎。卡戎的旋轉週期和公轉週

期幾乎完全一樣，只有一面與冥

王星相對，正如月球與地球總是

同面一樣。這種情況在宇宙中非

常罕見。因此科學家認為卡戎並

非自然產物，而是地外生物有意

製造的。

也就是說卡戎和冥王星之間

一直處於相對靜止的狀態，卡戎

就像地球上的衛星一樣，永遠在

冥王星的上方。

科學家一直無法瞭解，是甚

麼樣的力量，能把卡戎與冥王星

牢牢地捆綁在一起，億萬年相對

而不離不棄？有推測認為，卡戎

並不是一個普通的衛星，很有可

能是由高等生物操縱的。

守護孤星的神秘天體

由新視野號拍攝的卡戎彩色照片由新視野號拍攝到的冥王星彩色照片

2021 年還會有大災難發生。

而近日，中共病毒的變株已經

讓英國失控，整個歐洲再次陷

入恐慌之中，多個國家再次封

國、封城，經濟必將遭受更大

的打擊。

印度少年占星師阿南德

（Abhigya Anand）， 在 2020
年 11 月上旬發布的影片中提到

2021 年的各種災難，包括新一

波疫情、疫苗可能發生問題、

經濟崩潰、戰爭，以及媒體和

政府有意加強人們的恐懼等等。

一切正在發生。人們該如

何在亂世之中保護自己和家

人？

阿南德說，當前世界諸多

問題的根源是無神論，因此要

有對神的信仰，才能獲得上天

的垂憐，走過劫難。

意大利那不勒斯大教堂內存放著

前主教聖熱納羅的聖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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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網址：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電郵：admin@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為方便西南區和 Airdrie 
客戶，歡迎預約黎醫生
在 Richmond 和 Sonata 

診所應診。

植牙材料選用瑞士品牌 Straumann 或 Nobel 提供牙骨牙齦再生手術服務

全科牙醫服務，包括普通家庭保健、明星牙美容、根管治療、隱形正牙、牙橋、智慧齒拔除、植牙、牙周病及兒童牙科保健等。

6000 餘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代理保險結算

可解決：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Dr. Zhang 張欣    醫生（國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7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營業時間恢復正常
牙醫服務全部開診

接受新症及急症
彈性營業時間，接受新症及急症

403-275-4000
華語熱線

假牙鬆脫
咀嚼困難

長者植
牙關愛套餐

長者
佳音

$2300 起

人心易昧 天理難欺    
◎編輯整理：黃麗娟

   清代，浙江湖州人姚文田

先生與曼雲公 ( 梁運昌 ) 同為嘉

慶四年進士。與他同郡的某人

在夢中來到一所官府，聽到喧

傳：「狀元榜出來了。」隨之朱

門大開，兩位身穿紅衣的官吏

手持黃旗走出，旗尾各綴有四

字，「人心易昧，天理難欺」，

夢醒後不解其意。

    當姚文田被欽點為狀元，

有人把這個夢告訴他。姚文田

想了很久才驚喜道：「這是我某

位先祖說的話啊！先祖在皖江

擔任提刑官時，監獄中有二人

被仇家誣陷為死罪，經先祖查

明無罪後準備將人釋放。

仇家行賄二千金，請先祖

務必判他倆死罪。 先祖道：『人

心易昧，天理難欺。為了銀兩

而枉殺無辜，天理不容啊！』遂

斥退仇家的賄賂，還將那兩人

無罪釋放。黃旗尾端所書的四

字難道是指這件事？」

姚文田遂感嘆道：「嗚呼！

先祖的話上達天庭，其德必福

蔭後代子孫。」

後來姚文田被授為國史

館、唐文館纂修，累遷內閣學

士，戶、禮、兵諸部侍郎，禮

部尚書。謚文僖。

( 參閱《北東園筆錄初編》)

宋哲宗執政時，皇太子還沒

有立。宋哲宗的幾個兒子，思前

想後，不知立哪一位是好。

於是，宋哲宗便秘密派遣侍

從宦官到泰州的「天慶觀」去問

徐神公。

徐神公有宿命通功能，心裡

明白未來的下一個皇帝是誰。但

是由於天機不可洩露，洩露天

機，會遭天譴。

於是，徐神公二話不講，只

寫了「吉人」兩個字，交給這位

秘密前來求教的侍從宦官。

宦官回宮奏報，皇上拿出徐

神公寫的「吉人」兩個字，讓身

邊的人看，大家看了半天，都不

知道這兩個字的意思。

自宋哲宗元符年以來，大臣

們上殿議事或平時隨宰相入見，

一定要手持笏板，巡視同一班列

的人，怕有不太恭敬的舉止，而

且要連聲說：「端笏立！」

不久，宋哲宗便死了，由徽

宗登基，徽宗是從他的端王府邸

入繼帝位的。這時，朝臣們才想

起，大家念「端笏立！」原來是

道出了端王府裡的徽宗立帝位的

徵應。

而「吉人」兩個字，合在一

起，恰恰是宋徽宗未做皇儲前的

名字，一點兒不差。宋徽宗，字

「佶」。

從這件事可以悟到：人的福

果祿位，早有天定，是神早就安

排好了的。所以民間諺語有言：

「萬事由天定，半點不由人。」

（事據宋代《春渚記聞》）

是福由天讞 必然會兌現

一、屬牛之人犯太歲

牛本身就是非常有韌性的，

不管是在生活、工作或健康上，

都是如此。

牛具備許多美德：溫馴、勤

奮、耐苦是牛性格上的特質，但

這種人牛脾氣一發，倔強的固執

也會令人難以消受 。
但因犯太歲的影響，看似很

有把握、自信的事情，會突然變

得波折、不順，需要經過幾次溝

通，才能順利進行。

建議在為人處事上，都要更

為靈活變通，別太死板、固執，

否則容易在職場上被人惡意暗

算，招惹是非。

想換工作也請三思而後行，

一切都要有萬全的準備才可以跳

槽，不然寧可不動，免得賠了夫

人又折兵。

2021 辛丑年的五行是金與

土，土生金是相生狀態，所以只

要腳踏實地，努力向前就好，不

要想太多，相信會是金牛的耕耘

收穫之年。

二、屬羊之人沖太歲

對屬羊的人來說，辛丑年代

表變動，往往會有一些變化，在

工作上、感情上、人事上容易變

動。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即使

遇到變動也視之泰然，懷著這樣

的心情，事情就會容易得多。建

議可至大廟點個太歲燈，保佑流

年平安、諸事順利。

沖太歲的年分中工作量也相

當大，要保守行事、步步為營，

雖然會有一些機會，如果耐不住

性子跟進，反而容易有更多的風

險，所以凡事小心謹慎。

在錢財方面，雖然工作後會

辛苦進財，但易破財，若有人請

您去擔保、借錢，完全不要考

◎文：紫薇老師

2021年哪些生肖犯太歲？ 

慮。另外，也不宜有重大投資，

因為這些投資項目，都可能令你

招致損失。

千萬不要幻想著升職加薪，

走上人生巔峰，只要能維持現

狀，保住自己的工作就已經相當

不錯了。

職場人際關係不太好，同事

間勾心鬥角，難以協調分工合

作，身邊還會充斥著各種小人，

所以千萬不能大意，對人要有一

定的戒備心。

三、屬狗之人刑太歲

對屬狗的人來說，辛丑年代

表波動，得失心重，總希望有所

得，容易心緒不寧，健康運不穩

定，以及容易破財，工作量大

增，需要應酬，開車要注意安

全，以防意外發生。

黃曆年過後會有機會得到貴

人、上司的賞賜提拔，自己不要

錯失機會，盡量把最好的一面表

現出來，同時要注意不能鋒芒太

露，才不會招人忌！

工作上野心變大，做事得心

應手，看似做得不錯，但是有些

項目可能忙中有錯，可能要再三

確認細節，才能順利完成，薪水

或是帳款才能入袋為安。

流年不好，不要想擴大規模

或是貪財。能夠順利完成平時的

業務量就已經很好了，太貪求反

而會造成更多的麻煩與是非。

四、屬馬之人害太歲

您會非常在意別人的眼光、

愛面子，常想有事衝第一，做老

大，做事不謹慎，常思考未周

詳，做起事來總是卡卡的，並且

最後的結果與自己的預期總是有

一段落差。

相信自己的見解行為是正確

的，有時候會使人誤以為剛愎自

用，或是不尊重他人，而影響人

際關係，反而吃力不討好，覺得

委屈。

辛丑年做事容易不順心、有

阻滯，所以要特別留意工作上之

問題，而且財運方面也是賺得不

多，容易花多，存錢不易！

將會有耗星容易購買一些本

身不太有用的東西，所以買東西

都要三思，錢要花在刀口上才不

會浪費。

健康容易有小毛病，過敏、

呼吸道方面宜多加注意。

五、屬龍之人破太歲

您在工作上體會使命必達的

重要，不會計較小事，能夠獨立

面對一切，有委屈也不願表現出

來，就是想盡快達成目標，是老

闆的好幫手。

但在流年不好的狀態下，不

如意的事情相對來說比較多，凡

事比較難達到預定的期待。

工作上盡力而為，留在原有

地方發展，專心做好分內事，不

要輕易離職，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才可換跑道。

這段期間因為潛意識裡只記

得別人都不瞭解自己的苦，所以

不太會去找人傾訴求助，不僅助

力較少，還可能面臨周遭朋友對

你予取予求，有老被占便宜的感

覺，健康可能會亮起紅燈。

身體上，會有突然性、急性

疾病發生的狀況，要注意健康。

經濟上，宜守不宜攻，小心

因為工作過勞而體力不支病倒，

要協調好生活與工作，別太拚命

了，否則即便賺了很多錢卻丟失

了健康。

風水輪流轉，「三十年河

東，三十年河西」，流年犯太歲

十二生肖都會輪到，每個人都有

屬於自己的生肖，由於每個人生

辰不一樣，所以同生肖卻是承載

著不同的流年運程，大範圍的生

肖共盤是可以參考趨吉避凶，但

不是全部的必然現象，還是以自

己的生辰，所排出的流年運勢比

較符合事實為準。

紫薇老師信箱：

gogo2531@yahoo.com.tw

腳踏實地是耕耘收穫之年。

工作上容易變動凡事小心。 流年不好不要想擴大規模。

做事容易不順心、有阻滯。

宋
哲
宗

◎文：陸文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6 看教育 Education       第 140期    2021年 1月7日—1月 13日

【原文】

三傳者，有公羊，

有左氏，有穀梁。

經既明，方讀子，

撮其要，記其事。

【字詞義解釋】

（1）三傳：《左傳》、《公羊傳》、《穀

梁傳》合稱「春秋三傳」，簡稱「三傳」。

者：語助詞。（2）公羊：《公羊傳》的簡

稱。早先是戰國時公羊高所撰，到漢景帝

時再由公羊壽與胡毋生寫定。此書以問答

形式來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3）
左氏：指《左傳》，也叫《左氏春秋》。春

秋時魯太史左丘明所撰。以敘事為主，著

重在以史事來證實《春秋》。（4）穀梁：

指《穀梁傳》，戰國時穀梁赤所撰。（5）
經：古代的圖書目錄有經、史、子、集四

部的分類，這裡指儒家典籍。（6）既：

已經。（7）方：才、開始。（8）子：古

代圖書分類經、史、子、集四部的子部，

這裡指諸子百家的書籍。（10）撮：摘

錄。（11）其：諸子百家的書籍。（12）
要：重點。（13）記：記住。

【譯文參考】

給《春秋》作解釋的有合稱「三傳」的

書，分別是戰國時公羊高的《公羊傳》、

春秋時魯國人左丘明的《左傳》、戰國時

穀梁赤的《穀梁傳》。儒家典籍都通曉了

之後，才開始讀諸子百家的書，對各家的

書要摘錄重點，記住其中的事例。

【讀書筆談】

這一課，除了告訴孩子們有專門為

了瞭解《春秋》這部經典的內容、作用和

意義而寫作的「三傳」之外，也讓孩子知

道，學習完儒家經典後，還要接觸諸子百

家的書籍，進行一定的學習。因此，這

裡很關鍵的兩句話，就是「經既明，方讀

子」，為何這句話重要呢？

其實，這是告訴學生，儒家經典基

本上是屬於道德的教育，即使學習歷史

的《春秋》，為官必須懂得的各種文章寫

法和意義的《尚書》，通曉天地自然萬物

之理的《易經》，瞭解民心社會和真情用

以明志的《詩經》，以及學習《周禮》瞭解

朝廷和百官的禮儀制度，這些都是為了實

現儒生匡扶天下、德化天下，以及為民請

命等治理國家、使得天下太平的理想。這

是告訴儒生要出自無私的為國為民的思想

和責任而讀書學習，以道德品性的修養為

重，是為人的基礎，這基礎如果沒有打

好，就不能學習諸子百家。

那為何如此呢？諸子百家如果通俗地

說，是各種方法論，基本上就是處理具體

問題時的措施。如《韓非子》，現代人研

究它，多是為了獲得攻讀人心的技巧，可

以說是高明的解讀人心理並加以利用，來

達到自己目的的方法和技巧。比如如何對

待上司，如何勸服上司，如何投其所好，

順著對方執著的名、利、情來說話，並把

它運用到現代的公司人際關係上。

又比如《孫子》這部兵法，更是可以

運用到商場的競爭，因為各種具體方法的

應對，分析得很透徹，幾乎很容易就能運

用到生活和工作中。所以現代人覺得很實

用，往往很多人都在研究和學習《孫子》

兵法，但是儒家經典卻沒有人願意讀，這

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諸子百家，幾乎可以

說是各種計謀、技巧的聚會，但是就如同

一把刀，用在甚麼地方、出自何種目的，

卻決定了這個方法將會給人們帶來好與壞

的不同結果。

一個好人運用它，會用在利國利民的

地方，但是一個品德敗壞的人，卻會用它

們來禍國殃民，用以謀取私利。孔子把這

種懂得技巧卻道德敗壞的人叫做小人，小

人是不能讀這些書的。只有具有君子品德

的人，才能學習這些方法和技巧，用來經

國救民。所以必須先讀儒家經典，懂得君

子的品德，擁有君子的志向，才能學習這

些諸子百家的書，走上以德馭才的道路。

所以，儒家並不排斥諸子百家，只是

善加使用。管理國家時遇到具體的問題，

比如：刑法的運用可以參照法家的，但是

要慎重，不能嚴刑峻法，一切以照顧好百

姓為原點；用兵打仗時，就可以參照《孫

子》兵法等，可以有個借鑑，有具體的方

法和實例作為參考，很實用，但是絕對不

能用在害人的地方。所以，讀這些諸子百

家的書，只要讀出關鍵的要點，記住那些

典型的實例就可以了。

韋編三絕的故事

孔子到了晚年，喜歡讀 《周易》。春

秋時代沒有紙，字是寫在一片片竹簡上，

一部書會有許多竹簡，必須用熟牛皮 (韋 )
繩子把這些竹簡編連在一起，才能閱讀。

平時捲起來放著，看時就打開來。《周易》

的文字艱澀，內容隱晦，孔子就翻來覆去

地讀，這樣讀來讀去，把編連竹簡的牛皮

繩子磨斷了許多次（韋編三絕）。

即使讀到了這樣的地步，孔子還是不

滿意地說：「如果我能多活幾年，就可以

多理解些《周易》的文字和內容了。」

這個故事也是告訴我們，孔子認為道

家的東西更加高深，自己不過整理了道家

做人的那部分文化，他可以理解的部分，

變成儒家的經典傳給人。實際上，孔子也

承認比起道家修道的理論，自己懂得實在

是太少了，所以，他一直不停地學習。後

來，人們用「韋編三絕」來形容讀書刻苦

勤奮。

半部論語的故事

趙普，原先是趙匡胤手下的推官。西

元 960 年，趙匡胤率軍北上，部隊到達

陳橋時，趙普為趙匡胤出謀劃策，發動陳

橋兵變。趙匡胤做了皇帝，建立了宋朝，

史稱宋太祖。接著，趙普又輔佐宋太祖統

一了全國，做了宰相。

宋太祖死後，他的弟弟趙匡義繼位，

史稱宋太宗。宋太宗時，趙普仍然是宰

相。有人對宋太宗說，趙普學識淺，所讀

之書只是儒家的一部經典《論語》，當宰

相不恰當。

有一次，宋太宗問趙普：「有人說你

只讀了一部《論語》，這是真的嗎？」趙

普老老實實地回答說：「我所知道的，確

實不超出《論語》這部分。過去我用半部

《論語》輔助太祖平定了天下，現在我用

半部《論語》輔助陛下，讓天下太平。」

後來趙普病逝後，家人打開他的書

箱，裡面果真只有《論語》二十篇。「半

部論語」是強調儒家思想的精深，僅僅通

過《論語》二十篇，就可以正確、妥善地

運用人才，以及平定和管理天下。

所以，《論語》絕非是其他諸子百家，

各種具體的小才可以相提並論的。當然有

的書籍，像《孫子兵法》，其實有更加高

深的內涵，但是並沒有揭示給普通人，如

果是不修煉的人也看不出來，這個就另當

別論了。

【看中國訊】現在太多的家長都擔心

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因此非常重視對孩子

的培養，但面對孩子的不盡如人意，父母

們到底是該拼，還是順其自然呢？

有一位校長的講話，讓許多父母得到

了安慰，內容如下：

「尊重每個孩子的差異，慢慢養。有

的孩子天生就有讀書的資質，有的孩子沒

有。沒有資質的孩子是來報恩的，因為讀

書特別好的，將來會去美國、英國、加拿

大，見面只能靠視頻，讀書沒資質的孩子

等我們老了可以常伴左右，今天載我們去

吃牛肉丸，明天載我們去吃海鮮，想想真

美好！

說到底都別再羨慕別人家有什麼樣的

兒子或女兒，很多事情冥冥之中早已注

定，不必太過強求。用心教育、陪伴成

長，自己的孩子都是最好的，共勉！」

校長的這一番話說到了家長的心坎

裡，是因為他最知曉教育的目的，教育不

僅僅是為了孩子的成績，在漫漫人生長河

裡，成績只不過是一葉扁舟而已，成績優

異是錦上添花，成績一般也沒關係，孩子

也可以有別的成就。重要的是，作為父

母，你有沒有尊重孩子之間的差異，看到

孩子身上的閃光點？

孩子生活在各種群體裡 
時刻被比較

今天的孩子很累，他們不止活在爸媽

的視線裡，還活在各種班級群和補習班群

裡，他們幾乎每時每刻都在被比較。

爸爸媽媽們最焦慮的不是別人家的孩

子太過優秀，而是因為那種優秀會讓自

己容易滋生出「自己以及自家孩子不夠努

力」的小心思。

如今學習竟然成了破壞親子關係的罪

魁禍首，在家長焦慮的同時，很多孩子也

是苦不堪言。網路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吳女士的孩子在南京一所小學上一年

級，用她的話說，只要進入寫作業環節，

「吼娃」便是家常便飯。最嚴重的一次，

孩子竟然直接在她面前下跪。那一剎那，

吳女士整個人都懵了！

「當天的作業要求孩子把每道口算題

讀 3 遍，還要記錄時間。因為孩子比較

磨蹭，讀得慢，我急起來了，要求她反

覆讀。她邊哭邊讀，情緒越來越不好，

就『撲通』一下跪在了我面前，求我放過

她。」

吳女士告訴記者，自己當時心都要碎

了。經過這一次「跪求」，吳女士慢慢變

得「佛系」，盡量不跟別人去比。

還有這樣一件事，在一個小區裡經常

看到一個年僅 13 個月的俄羅斯小孩兒和

一群中國小朋友一起玩滑梯，而她的爸爸

媽媽則坐在一旁的椅子上，低頭忙乎著自

己的事兒。

生活中，我們對小孩子的照顧都是寸

步不離百般呵護，恨不得用一根繩子把孩

子栓在手上才感覺放心，而這對外國夫婦

照顧孩子似乎有些太漫不經心了。面對我

們的質疑，他們解釋到：「我們總不能照

顧孩子一輩子，不要管得太多，要讓孩子

明白，自食其力是最重要的。」

不錯，與其過多的束縛孩子的手腳，

倒不如適當放手，從小培養孩子的自治能

力和安全意識，授予孩子在未來社會中克

服困難、適應環境和堅強耐折的生存本

領。正如麥卡瑟所說：「我祈求，請不要

把他引上平靜安逸的道路，而要把他置於

困難和挑戰的考驗和激烈之下。讓他學會

在暴風雨中挺立，讓他學會自食其力。」

你家小孩是來報恩、  
 過路、還是討債？

民間總是把孩子分成了三種，難帶的

孩子說成是討債的，乖巧的孩子說成是報

恩的，還有一種就是過路的。

報恩的：前世你是好人，給予別人恩

情，這世別人來報恩的，從此兩不相欠。

討債的：你前世做了太多的壞事，虧心

事，辜負了他人，傷害了他人，如今別人

是來討債的，你要把欠別人的給還清了，

才能相抵。過路的：這種過路者就是既與

你沒有恩情，也沒有仇恨，只是機緣巧合

投入了你家，做了你家的孩子，與你相伴

一生相親相愛。

無論上面的說法是不是真的，也無論

自己的孩子乖不乖巧，好不好帶，我們都

相信每一個孩子都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善

於發現孩子身上別樣的美。善待孩子，陪

伴孩子。據研究，在現實中造成孩子之間

有差異的，主要在這 3 點原因。

一、孩子的性格差別

我們說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每個

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特性，這主要是說的人

的性格和氣質。每個孩子在剛降生的那一

刻就已經表現出了不同的性格差異，有些

孩子天生就比較喜動，性格活潑爽朗，非

常的好動，這樣的孩子總是讓父母們精疲

力盡，帶起來非常的頭疼。

但是相反，有些孩子卻是天生的喜

靜，從生下來的那一刻開始就非常的安

靜，乖巧，這樣的孩子父母們非常的省

心，也非常的喜歡這樣的孩子。

二、孩子的體質差別

寶寶的身體體質很大程度受到媽媽的

體質、孕媽孕期的健康程度、父母身體的

健康等影響。有些孩子從小就遺傳了家族

遺傳病，身體體弱多病，健康總是堪憂，

這樣的孩子會遭很多的罪，同時父母也要

跟著擔驚受怕，自然就很不好帶了。

但是有些孩子出生的時候體質很好，

身體很健康，所以父母在照顧的時候自然

就省心了不少，而且寶寶本身也過的相對

舒服很多。

三、後天教育的差別

其實決定一個孩子走怎麼樣的路，後

天孩子接觸到的教育，孩子後天的發展尤

為重要，奠定著孩子一生的方向。有些孩

子從小在寵溺中成長，自然不懂真正的艱

辛，這樣的孩子很難真正的獨立。但是有

些孩子從小接觸社會，從小獨立自信，這

樣的孩子更容易融入社會，更容易獨立自

主。

家長們收起焦慮，選擇適度地放手，

讓孩子們順其自然地去成為他（她）們

自己吧。

文 |劉如《三字經》讀書筆談 20

尊重每個孩子的差異

孩子後天的教育和發展尤為重要。（本文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宋蘇漢臣〈灌佛戲嬰圖〉　軸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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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誠聘華語銷售誠聘華語銷售
要 求要 求

熟練國、粵、英語熟練國、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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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聯係請聯係 Howard LumHoward Lum

以店内實物為準，價格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2021 Sienna LE Hybrid FWD2021 Sienna LE Hybrid FWD

加稅

節
省

$41,999$41,999
$982$982

$42,981

Stock: 181159Stock: 181159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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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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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Prius Technology Advanced AWD-E

加稅$36,999$36,999$38,625
節
省$1,626$1,626

2021 Prius Technology Advanced AWD-E
Stock: 180852

2020 Camry SE AWD A Package

加稅$30,499$30,499$33,908
節
省$3,409$3,409$14.13/ 天 , 84 月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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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nna LE FWD

加稅$35,199$35,199$41,905
節
省$6,706$6,706

Stock: 180554

$14.78/ 天 , 84 月
1.99%

Stock: 180554

加稅$29,999$29,999$31,231
$1,232

Stock: 181182
2021 RAV4 LE FWD

節
省

$13.94/ 天 , 84 月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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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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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大清貨款大清貨20202020

C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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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加拿大

最暢銷的10款小型SUV
【看中國訊】小型 SUV

是當前各大車廠的金母雞，

2019 年的銷售量擊敗了過去

二十年加拿大轎車市場的霸

主本田 Civic。今年的小型

SUV 評比名單主要以加拿大

的銷售量為依據，不過也參考

了美國的銷售量。

豐田RAV4
豐田的常勝軍 RAV4 在

這個級別持續碾壓其它競爭

者。就銷售量而言，RAV4
去年甚至扳倒了全車種霸主本

田 Civic，有誰想得到呢？

這家日本大廠以這款小

型 SUV 建立了剛健穩實的聲

譽，還提供了許多不同的版本

供消費者選擇（汽油、油電

混合，還有最新推出的電動車

RAV4 Prime）。 儘 管 2020
年初市場承受了中共病毒的衝

擊，預計豐田 RAV4 還是會

穩居王座。

2019 年，豐田在加拿大

銷出了 65,248 台 RAV4，在

美國售出超過 448,068 台。

本田CR-V
暢銷排名亞軍是北美消費

者都很熟悉的本田 CR-V。這

款 SUV 算是車壇的常青樹，

這在加拿大很不容易；尤其在

加拿大 CR-V 只提供了一種

驅動系統，不像在美國的消費

者可以選購油電混合版。

2019 年在加拿大 CR-V
售出 55,859 台，在美國則售

出了 384,168 台。

福特Escape
 這家迪爾博恩的車廠能在

北美稱霸多年，多是拜該廠

的 F系列小卡車所賜。不過，

福特 Escape 比起其它車廠的

競爭車種，可是毫不遜色。

2019 年 Escape 在加拿大銷

售出 39,504 台，在美國則賣

出 241,387 台。

日產Rogue
雖然常常被忽視，不過

日產 Rogue 是加拿大最暢銷

的車款之一。 2019 年共售出

37,530 台。更令日產振奮的

是，Rogue 的銷售量在美國

排名第三，勝過美國本土設計

及製造的福特 Escape。

現代Tucson
緊 追 日 產 Rogue， 現

代 Tucson 在 2019 年 銷 售

了 30,075 台。在美國 Tuson
的表現略為遜色，只售出

137,381 台。

新一代的 Tucson 會不會

表現得好些？應該會。不光是

因為車款選擇較多，最主要是

現代將會推出全新的電動車版

本。

馬自達CX-5
這款加拿大銷售排名第

六的小型 SUV 儘管操作感優

異，卻流失了那些想要儲放空

間的消費者。CX-5 的儲放空

間基本上比不上其它競爭車

款。

再加上渦輪加壓版的銷售

不如預期，主要還是因為價格

太高。Signature 版本感覺像

是豪華車，卻又沒那個格。

儘 管 如 此，CX-5 已 經

是馬自達未來的一部份了，

2019 年在加拿大售出 27,696
台，在美國售出 26,543 台，

CX-5 依舊是銷售最佳的小型

SUV 之一。

大眾Tiguan
Tiguan 剛上市時備受讚

譽，但自從 2018 年重新改款

後便大不如前。大眾大幅加大

了車身大小，或多或少影響了

駕駛樂趣，不過車內空間確實

是同級車中最寬敞的。

2019 年，大眾在加拿大

售出 19,250 台 Tiguan，而在

美國則售出 109,063 台。

雪佛蘭Equinox
對雪佛蘭來說，Equinox

是難以割捨的車款。 2019 年

在加拿大售出了 18,503 台，

在美國則售出 356,049 台，在

銷售榜中佔了個不錯的位置。

如果你把 Equinox 的雙

胞胎，通用汽車公司的 GMC 
Terrain 的銷售量也算進去，

Equinox 在加拿大的排名會升

到第二，在美國第三。

吉普Cherokee
新吉普 Cherokee 雖不像

在八、九十年代時那麼受歡

迎，不過 2019 年在加拿大仍

以 13,687 台銷售佳績列入前十

名。在美國則售出191,397台。

10.速霸陸Forester
 速霸陸在過去十年中地位

不斷提升，逐漸成為北美的

主要車款之一，而這很大一

部份要歸功於 Forester。這台

小型 SUV 2019 年在加拿大

售出 13,059 台，在美國售出

180,179 台。
日產Rogue 2020

大眾Tiguan 2020

豐田RAV4 2020

現代Tucson 2020

Fotolia

Toyota

網絡圖片

Hyundai

Nissan

https://www.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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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一同出現在高爾夫球場打球的照片，爆料

兩人已經低調交往 8 個月。

據瞭解，玄彬與孫藝珍並非首次傳出戀

愛消息，包括 2018 年拍攝電影「極智對決」

時相識，兩人還同逛美國超市、在美打高爾

夫等，但經紀公司堅持他們只是在美國「巧

遇」，兩人當時對各種戀情傳聞一概否認到

底。

不過，這次戀情遭媒體曝光後，小倆口口

徑一致的大方承認戀情，被網友解讀為可能

好事將近。玄彬及孫藝珍所屬經紀公司分別

發出聲明表示，兩人是因戲結緣，拍攝結束

後仍對彼此懷有好感，發展為戀人關係，希

望外界以溫暖的眼光給予支持。

玄彬與蘇志燮、孔劉、姜棟元同為韓國知

名男偶像，被視為「韓國四大公共財」之一。

被視為超級放電機的他，早前曾與多位女明

星都傳出緋聞，上一段公開承認交往的對象

是和他同門的姜素拉。

而孫藝珍則極為低調，眾多合作過的男星

對她表達欣賞之意，但她始終定調彼此只是

「好朋友」，不願正面公開感情生活。這次罕

見地認愛玄彬，可見玄彬在她心中的份量。

據 Dispatch 報導，熟識兩人的匿名人士

透露，玄彬及孫藝珍在 tvN 戲劇「愛的迫降」

中合作，劇裡戲外互動甜蜜。隨著「愛的迫

降」拍攝結束，他們各自接下新戲約，玄彬

甚至遠赴約旦，讓他們更珍惜彼此相處的時

間，才會被「Dispatch」拍到高爾夫約會。

孫藝珍稍早在 IG 發文，PO 出了一盆

玫瑰色系的插花，害羞的寫下自己的戀愛心

情：用多種表情符號等取代內心想說的話。

她表示，「第一次以我個人的事公開面對大

家，為什麼會這麼害羞呢」、「對……就變成

這樣了」、「雖然不知道該說什麼，但好像

應該對大家說點什麼」、「好尷尬喔，很奇

怪吧……」。「感謝能遇到這麼好的人，我

會努力讓美麗的愛延續下去」，粉絲們看了

也都替她感到開心，感受到她的幸福滿滿藏 
不住。

【看中國訊】多次傳出戀愛傳聞的韓國知名演員玄

彬與孫藝珍，近日終於透過所屬經紀公司承認戀情，

成為韓國「元旦情侶」，請外界以溫暖眼光給予祝福。

韓媒 Dispatch 在元旦曝光了一組關於玄彬與孫藝

【看中國訊】大陸樂視網前老闆娘甘

薇依然列在失信執行人名單中，今年 7
月還有 5.3億的標的沒有償還，被法院限

製出境。從其社交媒體上曬出的奢華如

常的生活，讓眾網友迷惑了：破產負債，

生活還能過得這麼瀟灑？

甘薇在嫁給賈躍亭之前，是個普

通家庭出身的女學生，學的是表演。在

大二那年認識了「科技新貴」賈躍亭。

4 年後，當時賈躍亭創立的西伯爾科技

公司已經在新加坡上市。 2010 年，賈

躍亭樂視網登陸創業板上市，賈開始布

局自己的「樂視生態」，影視是重中之

重，通過甘薇在娛樂圈的積累，樂視和

張藝謀、郭敬明、鄧超和孫儷等大陸知

名導演、演員深度合作並給了他們樂視

股份。

2012 年，甘薇首次擔任製作人並

邀請她的閨蜜出演網劇《女人幫．妞

兒》，創下了 10 億的流量；2014 年甘

薇生下雙胞胎女兒。 2015 年的樂視最

風光無限，總收入達 130 億元人民幣，

而同一年，愛奇藝的總營收僅 53 億

元。估值達到 3000 億的樂視，躋身了

當年中國網際網路企業前 5 名。也是那

年，甘薇憑著《太子妃升職記》收穫了

「中國網劇教母」的稱號，達成了職業

的高光時刻。合照的時候甘薇被眾星捧

月，她幾乎是永遠不能撼動的 C 位擔

當。但她的好命在 2017 年截然而止。

2017 年初樂視經營慘澹，亞足聯中斷

合作、多家銀行上門催債、供應商圍堵

樂視大樓高呼「還錢」等問題，積重難

返，只能清盤處理。同年 7 月 6 日，賈

躍亭留下一句「會承擔全部責任，會盡

責到底」後就前往美國了。

2017 年的最後一天，甘薇回來

了。回國後不久，她出售了酷派集團

（02369.HK）部分股份獲得 8.07 億港

元，直接被招商銀行抵消對應的部分債

務（原債務本息約 14 億港幣），償債

比例僅 60%。而後，甘薇被列入「老

賴」名單。在幫丈夫處理國內債務的 1
年 10 個月後，甘薇在 2019 年 10 月，

提出了離婚。

有人覺得她是心灰意冷，有人覺得

只是夫妻轉移財產和洗白的方式。離婚

訴訟裡，甘薇向賈躍亭索賠 40 億，每

月另要求他支付撫養費 30 萬元。甘薇

試圖向公眾樹立生活拮据的景象，比如

穿著 200 元的淘寶裙帶孩子出去玩。很

多人都因為甘薇被拍到破產後還開 80
萬豪車，覺得她的生活有起色，或許有

後招能翻盤。也有很多人認為，平臺倒

了，人就散了。甘薇的下半場人生，並

不明朗。而她自己也感嘆道：這幾年，

見到的人心比鬼可怕。

【看中國訊】鄭欣宜是港星鄭少

秋與已故瀋殿霞的女兒。 12 月 30
日，香港舉行的一年一度的「新城

勁爆頒獎禮」，鄭欣宜與其他兩位

歌手同時獲得「勁爆女歌手獎」。

身穿紅藍花紋相間晚禮裙的鄭欣宜

上臺領獎時，露出滿臉笑容，顯得

十分開心。

鄭欣宜因父母明星光環，自幼

受媒體關注，但從小遺傳母親易

胖體質，她的話題一直離不開「肥

胖」，雖然現在體重飆破 90 公斤，

仍展現樂觀態度與自信心。

成為少女後的鄭欣宜，因為愛

美一度去減肥，但一直未能瘦身成

功，後來她索性放棄減肥，堅持做

自己。八個月大時就遇上父母離異

的鄭欣宜，曾在一檔節目中表示，

雖在單親家庭長大，但自己從沒責

怪過爸爸鄭少秋。儘管鄭少秋將家

裡的鑰匙交給她，但她為了不影響

爸爸再婚後的家庭生活，她還是選

擇了獨自生活。

鄭少秋 2017 年 5 月在香港紅

館舉辦入行 50 年巡迴演唱會，鄭欣

宜突然出場，父女倆牽手合唱。在

舞台上，鄭欣宜恭喜父親入行半個

世紀，父親則向女兒道歉：「我好慚

愧這麼多年在娛樂圈幫不到你，你

今日的成就都是靠你自己的奮鬥，

I'm proud of you ！」

港媒報導，瀋殿霞在 2008 年

離世後，留下約 6 千萬港幣遺產，

但她立下的遺囑要求，當時 21 歲的

鄭欣宜必須在 35 歲以後才能動用和

支配她所留下遺產。

今年 33 歲的鄭欣宜，繼承遺產

已進入最後倒數計時，外界都在關

注她如何支配母親留下來的龐大遺

產，瀋殿霞友人私下透露，她如此

用心安排，無非就是希望女兒努力

工作，凡事靠自己。

甘薇破產後被拍到還開80萬元豪車，另一

方面在抖音又呈現了完全不一樣的畫風：自

稱女漢子，大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

玄彬孫藝珍認愛元旦情侶

甘薇的悲喜人生

鄭欣宜體重破90公斤

多次傳出戀愛傳聞的韓國知名演員玄彬與孫藝珍，1日終於

透過所屬經紀公司承認戀情，成為韓國「元旦情侶」。（圖

源：instagram.com/yejinhand）

鄭欣宜自小遺傳亡母沈

殿霞（左）易胖體質。

繼承肥姐遺產倒計時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樂視網前老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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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291-3232
週一∼週五：8am-6pm        週六：9am-6pm      週日：10am-6pm

本週特價
2021年1月7日∼1月13日

青檸

Honeydew Melons 白蘭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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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Seedless Grapes 無仔紅提 Limes10lb Red Potatoes 紅土豆Ambrosia Apples 聖芳蘋果

Red OnionsZucchini 意大利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紅洋蔥 3pk Garlic 袋裝大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and get  a free 
3lb onion.3lb onion.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3 磅洋蔥。

$0989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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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8
lb

$0585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3 9898
ea

$005858 ea$ 08888
lb

$18888 ea

$08888
lb

10lb Red Potatoes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

Honeydew Melons

Red Seedless Grapes 

$

Limes

3pk Garlic

3 頭裝

10 磅裝

$

Ambrosia Apples

節氣飲食 時節到 臘肉自飄香
季節限定的美味

中國民間有「冬臘風醃，蓄以

禦冬」的習俗。入冬後，各地氣溫

急劇下降，天氣變得乾燥，是醃製

臘肉的好時候。尤其南方氣候較潮

溼，古人為了延長肉的保質期，把

生肉醃漬風乾保存，防止肉類敗壞。

臘肉料理團圓菜

早年冬天，家家戶戶都要醃臘

肉，當看到屋簷下掛起了一條條

臘肉，空氣中聞到傳來陣陣臘肉

香，就感覺到濃濃的年味。於是

開始盤算著還有幾天要過年了，

這是現代社會已不容易從季節及生

活中感受到的年味。

◎ 文 :山平

冬至前後，當寒風吹起，聞到臘肉飄香，就知年將到了。

食
材
臘肉、熟筍、大蒜、薑、蒜頭、

辣椒、大蔥適量。

臘肉與竹筍切薄片；大蒜、
薑、蒜頭、辣椒切細。

熱油鍋，放入薑、蒜頭與辣
椒，以中火爆香後，將臘肉下

鍋，快炒。

下筍片，翻炒均勻，加一小碗
水，將臘肉鹹香的滋味煮出來。

水量可以一點一點慢慢加，以免

無法收乾。

大蔥、大蒜下鍋，拌炒至大蒜
半軟，散發出香氣即可。

美味秘訣

臘肉買回家可先少量試煮，試試

滋味，就可以知道鹹度、軟度，

決定料理方式及配菜。

作
法

筍 片 炒 蠟 肉

想長時間保

存，臘肉須

冷凍存放。

入菜前，可

先將臘肉汆

燙減鹹度。

自己
下廚

主 角 配 角 皆 宜

青花菜意大利麵

青花菜切小朵，洗乾淨；火
腿切粗條狀；蒜頭切末。

青花菜以滾水煮滾後，續煮
1分鐘 （青花菜快熟，建議煮
滾即熄火，泡熱水裡備用）。

冷鍋放橄欖油，開中小火，
放蒜末，煸出香氣。

下火腿，雙面煎黃；下青花
菜和麵條，翻炒均勻；加調

料，攪拌均勻即可。

美味秘訣 
成品若太乾，可加再些煮麵水

拌炒。

青花菜花蕾球密，切成小朵會

更容易清洗。青花菜很快熟，

烹調時間不用長，搭配麵條做

成炒麵，略微快炒燜煮即可。

青花菜300g、火腿 100g、蒜
頭 2 瓣、巴西里葉適量、煮好
的意大利麵 2人份。
調料：鹽、黑胡椒酌量。

2 豬肉炒青花菜

豬肉切片後再切塊，加點兒
調料抓均勻，略微醃製20分
鐘左右；青花菜洗乾淨，視豬

肉切塊大小再調整青花菜的分

量；薑、蒜頭切末。

熱油鍋，以蔥、薑爆香，然
後下豬肉，兩面煎至金黃，取

出備用。

原鍋加少量水煮滾，放青花
菜，蓋上鍋蓋，蒸煮青花菜至

熟軟，加鹽提味。水量不用過

多，蒸煮過程不乾鍋即可。

將豬肉倒回鍋裡，攪拌均勻
即可。

這是一道健康美味便當菜，有

營養，且不易因覆熱而變色、

變味；變化肉類種類與切法，

可豐富青花菜的入菜方式。

青花菜200g、蒜頭 1瓣、豬
梅花肉350g、薑 1小塊。
調料：鹽、胡椒粉、香油酌量。

4

青花菜烘蛋

青花菜洗乾淨，切小朵，視
雞蛋用量調整青花菜分切大

小；紅蘿蔔切丁；蒜頭切末。

雞蛋先打散，再加調料，攪
拌均勻。

冷鍋放橄欖油，開中小火，
放蒜末，煸出香氣。下紅蘿

蔔、番茄，翻炒熟軟。

續倒入蛋液，配料撥均勻；
均勻鋪放青花菜，轉小火烘烤

至蛋液凝結，翻面繼續烘烤至

兩面金黃，即可起鍋。

青花菜心若變成褐色或變黑，

則可能是太晚採收或冷藏不當

導致。盡快食用之餘，青花菜

烘蛋是很好的清冰箱料理。

青花菜 300g、雞蛋 4個、紅
蘿蔔 100g、小番茄 100g、蒜
頭 1瓣。
調料：意大利香料、鹽、黑胡

椒酌量。

1 青花菜燴雙鮮

青花菜洗乾淨，視主料食
材大小調整青花菜分切大小；

薑、蒜頭切末。

青花菜以滾水煮滾後，續煮
2分鐘（青花菜快熟，建議煮滾
即熄火，泡熱水裡備用）。

熱油鍋，干貝兩面煎金黃。
熱油鍋，以蔥、薑爆香，然
後加水煮滾，放入香菇，煮熟

透備用。

所有食材排放在圓盤；取煮
香菇的水少量調味、勾芡，淋

在上面即可。

這是一道準年菜，以青花菜圍

一圈，襯托圓心主料。宴客

時，青花菜應挑選新鮮翠綠，

增加這道菜的美觀與口感。

青花菜 300g、中型乾香菇適
量、干貝適量、蒜頭 1瓣、薑
1小塊。
調料：鹽、胡椒粉、香油酌量。

3

青花菜

花球新鮮翠綠 
怎麼煮都美味

如何挑選優質的青花菜？主要是

看其花球翠綠、外觀完整密合、花球

面無嚴重凹凸現象、花球整體呈香菇

型蕾球。如花球有粗鬆、露出黃花，

則口感與質量不佳。

新鮮的青花菜，只要去除容易口

感不佳的粗硬部位，很容易料理，可

搭配肉類、海鮮、菇類，或其他蔬

菜，不管清炒燴煮或做湯，中西式料

理皆宜。單煮青花菜，以滾水汆燙熟

透，沾點鹽或醬油就十分美味，值得

把握盛產的季節，好好品嘗！

維生素C豐富 
熱門防疫蔬菜

青花菜性喜冷涼，以秋冬春季為

主要產期。青花菜富含維生素 C、蛋

白質、鉀、鈣、磷、鎂、銅等礦物

質，其所具有的抗氧化植化素，能活

化免疫細胞及保護呼吸道。根據醫學

期刊報導，青花菜所含的植化素有助

於對抗呼吸道發炎的疾病。

保存青花菜，只要不先水洗，以

有孔塑膠袋包裝冷藏，以保持濕度，

可保存約一週左右，過久組織會軟化

失水；室溫保存可放 2、3 天，冬天

則可保存更久。

◎ 文 :斯玟

青花菜料理變化多元，可以當主菜享受清甜口感，也可以當

美化擺盤的配菜，是餐桌上主角、配角皆可擔當的好食材。

         
整版圖

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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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初期症狀不明顯

「防微杜漸」是預防疾病擴

大傷身的好方法，不過，由於胃

癌的初期症狀並不明顯，和一般

的胃病難以區分，包括：腹脹、

胃灼熱、噁心反胃、消化不良、

上腹部疼痛等，都和胃炎、胃潰

瘍、十二指腸潰瘍等胃病類似，

症狀也不一定持續發作，所以容

易被忽視。

尤其是罹患過胃部疾病的

人，多半習慣自行服用藥物來

緩解不適，通常抱著「沒那麼嚴

重」、「不會是我」的僥倖心理，

容易輕忽了症狀的嚴重性，直到

出現一些倦怠、胃口不好，甚至

貧血、解黑便、體重明顯下降等

症狀，才就醫，往往已經拖到胃

癌中、末期，錯失治療的黃金時

期了。

一位 34 歲的李先生長期受

胃痛所苦，曾經罹患胃潰瘍，總

認為是工作壓力太大、忙碌，以

致三餐不定時所造成，直到透過

健康檢查，才經由胃鏡發現，胃

部已經嚴重潰瘍，切片化驗出潛

藏的癌細胞，所幸病情尚輕，才

得以及早治療。類似的案例屢見

不鮮，但並不是所有患者都如此

冬季養胃飲食原則

好運。

醫師建議，出現胃部不適

時，不要「自己當醫生」，最好

還是盡快求治於專科醫師。

胃癌可能會合併潰瘍的症

狀，所以有潰瘍的情形一定要積

極追蹤，找出原因。潰瘍處潛藏

著癌症細胞的可能，故須切片化

驗，且治療 8 週後要再次切片

化驗和治療，如果 2 次循環後

仍無改善，就要警惕可能是胃癌

了。

5 大胃癌高危險人群，包

括：有癌症家族史、慢性胃炎

者、免疫力差者、年齡較長者和

曾動過胃切除手術者，更應每年

安排做胃鏡檢查，以免延誤早期

發現癌症的契機，確實掌握胃部

的健康。

預防胃癌的飲食原則

美國癌症醫學會建議，飲

食要盡量符合「健康」的原則，

日常生活中應多以全穀類來代

替精製的穀類食物，選擇全穀

類的麵包、麵條和穀類食物；

多進食植物性食物，一天至少

吃 2 杯 半 的 蔬 菜、 水 果； 盡

量從豆類、魚類、家禽類等來

攝取蛋白質，以取代加工的肉

品、紅肉等，這些都有助於減

少癌症的風險。

有些研究則發現，營養不良

者若經常吃一些含維生素 A、

C、E 和礦物質硒的營養補充

品，或許能夠幫助降低罹患胃癌

的風險，不過，如果本身營養已

經很豐富，就不會有此種效果。

醫師指出，韓國、日本等，

是胃癌發生率較高的國家，以韓

國而言，大量吃泡菜等醃漬蔬

菜，恐與罹患胃癌有關。因此，

預防胃癌必須多吃新鮮、天然的

食物，少吃醃漬品。

日常護胃飲食

中醫學將食物劃分為五味

──鹹、甘、酸、苦、辛，不同

的味道對應著人體不同的臟器，

「鹹入腎、甘入脾、酸入肝、辛

入肺、苦入心」，鹹歸腎經。

古人養生方：「朝朝鹽水、

暮暮蜜糖。」亦即早上喝一杯淡

鹽水，能養護一天的精神；晚上

飲用一杯蜂蜜水，可清腸養胃、

潤肺養顏，既能增加胃酸分泌，

助消化，又可抑制胃液分泌，中

和胃酸，有養胃的作用。

蜂蜜宜用溫涼開水沖服，

不可用熱水，或加入溫牛奶、

豆漿中食用。需要注意的是，

1 歲以下幼兒不宜喝蜂蜜，糖尿

病患者應慎服，過敏體質者，

尤其是對花粉過敏者，也盡量

避免進食。

早上適合吃一些具有鹹味

的食物，主要有小米、大麥、

海帶、紫菜等；而晚餐適合吃

的甜味食物，例如：蜂蜜、

牛 奶、 茄 子、 芋 頭、 番 茄、

菠菜、冬瓜、南瓜、黃瓜、蓮

藕、 土 豆、 鱔 魚、 青 魚、 白

糖、白蘿蔔、胡蘿蔔等。

養胃小米粥

小米是五穀雜糧中的養生佳

品，富含蛋白質、胡蘿蔔素、B
族維生素、膳食纖維、菸酸、鎂

等多種營養成分。《本草綱目》

記載，小米具有「治反胃熱痢，

煮粥食，益丹田，補虛損，開腸

胃」的功效，為脾之果，最養脾

胃。

常喝小米粥能養心安神，增

強小腸功能，大補元氣。經常進

食還能抑制血管收縮，降低血

壓，特別是平時身體較虛弱的高

血壓患者，非常適合以小米粥來

調理身體。產婦坐月子也可以用

小米粥補養身體。

多喝些小米粥有利於腸胃

健康，早餐用小米熬成濃稠

的一碗香粥，能喚醒早起的腸

胃。小米添加蓮子、百合、大

棗紅豆、紅薯等熬粥，亦各有

風味。

熬煮小米粥的方法很簡單，

先於鍋中放足量的水，盡量不要

中途加水。

水燒開後放入洗淨的小米，

煮沸；剛下米時要隨時攪拌，防

止糊底，再轉小火，用文火熬至

少半小時以上，熬煮時盡量少揭

鍋蓋；熬煮至所有的小米都爆

開，湯變得黏稠即可。

ADOBE STOCK

冬季寒冷，陽氣日

退，平素胃有宿疾或脾

胃素虛的人，容易發生

胃功能紊亂，胃痛、悶

脹等症狀，故冬季是胃

炎、胃潰瘍、胃神經官

能症等疾病的多發季

節，不可不慎。

◎  文：李品岩
療養
保健

有效期
1月 8日～ 14 日

三小姐牌香米 2020 八道牌各式碗裝泡麵 泰國玫瑰牌中條米粉 魷魚標牌魚露 雄雞菠蘿蜜

加州產短紹菜

UFC 板橋廣東面

加州產無仔紅提子

墨西哥產白菜仔

李錦記錦珍鮮味耗油

好運牌蜜柚

加州產西生菜

好運牌菜籽油

特級基拿蘋果

加州產台灣菠菜

醃牛肉

墨西哥產哈斯牛油果

墨西哥產韭菜

廖孖記辣椒腐乳

意大利產黃金奇異果

墨西哥產大芋頭

賓賓米菓

墨西哥產泰式香蕉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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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走地雞

好運整隻大烤鴨

海燕牌去頭黑虎蝦

牛蹄

新鮮豬蹄

好運脆皮麵包

越金牌有頭白蝦

特級牛腱

幸福比內牌竹夾魚

好運牌巴沙魚塊

海燕牌潔淨魷魚須

新鮮特級雞腿球

海燕牌黑鳳魚

韓國什錦魚丸

新鮮鴨掌

海燕牌去頭黑虎蝦

好運牌整鴨

味全牌春捲皮

帶骨五花腩

菲律賓香腸甜 / 辣味

農場玉米雞

椰樹牌凍加料咸蟹

清真連背雞腿

耆英日優惠

週三 1 月 13 日

古典室內設計是傳統的、永恆

的。外觀結構勻稱平衡，配飾豐

富、紋理細膩、飾面有光澤。別被

嚇到，您可以在古典的基礎上採用

現代外觀，打造一個舒適而溫馨的

家。

古典室內設計遵循簡單的規

則，您可以在此基礎上加入自己

的現代品味。從重新定位家具開

始——您可能會驚訝於這種室內設

計的簡潔和高效。以下是四個關鍵

的古典設計元素，幫助您打造傳統

莊重的家居風格。

1、找到焦點
古典室內設計的關鍵在於對稱

和有序。家具的擺放和式樣通常圍

繞著一個焦點，比如壁爐。我們從

房屋的骨架開始看起：關鍵是找到

一個焦點——也許是一個大飄窗或

一組法式門。

如果您的房屋沒有這些設計，

您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房間的中心

線，並以此作為焦點。

2、對稱效果好
家具擺放是古典室內設計的重

要因素。想知道如何安排家具？考

慮一下對稱。試著製造一些鏡面對

稱，比如一模一樣的沙發彼此相

對，中間擺一張咖啡桌，或者將其

和一張長沙發、兩把相對擺放的扶

手椅合為整體，這樣仍可以製造對

稱。

計劃室內陳設時，首先安置大

件家具，然後再考慮藝術品和配飾

放在哪裡——同樣，對稱通常是最

好的選擇。

一旦您了解了這種布置家具的

簡單方式，就能很容易地在雜誌和

電影中識別出這種風格，並對您自

己的房屋做出調整。

古典風格包括精緻的家具，比

如精雕細琢的圓柱型的桌椅腿，以

及裝飾華麗的物件，有時還包括花

卉及動物。紋理細膩、帶有精緻圖

案的面料，以及條紋與色塊的混合

都是受歡迎的選擇。

您可以通過將現代方正線條和

傳統的造型來打造混搭風格的外

觀，當然這需要遵循一定的家具擺

放原則。

兩張並排的咖啡桌可以作為一

個整體。試著把兩把餐椅放在房間

的角落裡，使之形成鏡面對稱。正

是這種平衡的秩序帶來了和諧、古

典的感覺。

3、顏色：柔和而非大膽
古典外觀具有傳統元素，因此

來自大自然的顏色是最受歡迎的。

古典室內設計多選用柔和的黃色、

藍色、綠色和棕色，不輕易用大膽

的顏色。

您可以在遵循擺放規則的前提

下選擇祖母綠、紫紅色和搶眼的圖

案。灰白色是一個更加傳統的選

擇，而在細節裝飾上使用純白色則

可以打造更清新的古典風格。

舉個例子，選兩把相同顏色的

扶手椅，然後把它們放在一個顏色

更淺更中性的沙發對面，而沙發上

擺放的靠墊和扶手椅的布料或顏色

相同。

結構和層次也很重要，物件的

結構和擺放是美化整體外觀的「黏

合劑」，在房間裡重複使用相同的

色係也能打造和諧的室內氛圍。

4、配件的藝術
配飾的擺放對營造整體感覺也

同樣重要。試試在餐具櫃的中央放

一件較大的藝術品，然後在兩邊各

放兩盞配套的台燈；或者在門口的

兩側懸掛相同大小或顏色的藝術

品，或者將四到六件較小的作品拼

成一個大尺寸的作品。

說到坐墊，顏色和位置的搭配

非常重要。可以把它們一個接一個

地重疊擺放，給人一種正式的感

覺，或者把同樣顏色的坐墊以相同

圖案對稱擺放在沙發的角落裡。

如果您想讓事情簡單些，就直

接用成對的物件。如果更大膽一

些，可以按形狀將物品分組，或者

使用兩個大小顏色相似的物品，並

將它們以鏡像對稱的方式擺放，以

營造古典的感覺。

古典風格的室內設計

如何打造

◎ 文：李昭暉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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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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已經肆虐全球

一年多，其疫苗的安全問題，受到外界廣

泛的關注。在不久之前，美國醫學博士

Dr. Richard Urso 提出警告稱，當接種疫

苗之後，會有更大的可能性死於病毒。

2020 年 12 月 19 日，在美國轉折點

活動中，Urso 博士接受了記者採訪，並

發出了上述的警告。他指出，並非所有抗

體都是好的，也有些是壞的。

他表示，他給他的好朋友，以及中

國、韓國、紐約及西雅圖、路易斯安那

州、意大利的人都打過電話。他已經意識

到他們有一些策略，能夠用來減輕新冠病

毒的損害，並從根本上來提高對這疫病的

耐受性，甚至可以大大改善這種疾病的整

體結果。

Urso 博士說，「從 2020 年 3 月起，

就有患者來到我的辦公室，他們都非常害

怕，甚至有的在哭泣。因此，我決定開始

治療患者。」

Urso 博士也談及關於病毒變異方面

的問題，人們一直都在研究刺突蛋白，這

是比較保守的做法。他認為變異於早期是

一個大問題，但還有一些比病毒變異更重

要的事情。

他稱，有一種叫做致病性誘因的東

西，如果人們接種了疫苗，就有更大的可

能性會死於病毒，這也是沒有某些病毒疫

苗的一個原因。

Urso 博士指出，我們還沒有任何針

對呼吸道合胞病毒及鼻病毒的疫苗，即是

因為人們接種了疫苗之後，死亡的更多。

這就意味著並非所有的抗體都是好的，也

有些是壞的。其實，壞的抗體反而提高了

病毒的感染潛力，若人們接種的疫苗製造

了壞抗體，那麼接種疫苗之後因病毒死亡

的可能性更大。

他說，讓所有的人都接種疫苗是不合

理的。讓人們了解信息非常重要，這樣民

眾才可以做出明智的決定。

Urso 博士認為所有的事，皆應根據

背景來考慮。若你真的擔心，那麼就去接

種疫苗，或者考慮可以提早治療與預防。

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考慮使用羥氯喹及伊

維菌素來作為潛在的一個預防方法。

Urso 博士的上述關於接種疫苗的安

全問題之說法，似乎已經獲得證實。

2020 年 12 月有媒體不斷報導，接

種過中國製造的「滅活疫苗」，而派往國

外的中國員工，頻頻出現了群體確診。例

如在安哥拉，就至少有 17 名中國員工確

診；在塞爾維亞更有多達約 300 名天津

人確診，他們皆接種了中國產的疫苗。

台灣中央研究院的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所專家何美鄉博士表示，「滅活疫苗」的

製作步驟，即是將病毒養出來，而後再殺

死。因此，台灣根本就不會研發並使用此

種「全病毒疫苗」。

美國原沃爾特 · 里德陸軍研究所的病

毒專家林曉旭博士也指稱，「滅活疫苗」

的生產過程，其本身的風險非常大。首先

就是這些病毒會不會全部都被殺死；其

次，在殺死病毒的過程之中，必須加入很

多化學元素，而這些會不會對於人體有副

作用，這些都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也 就 是 說， 當 注 射 新 冠 狀 病 毒

（COVID-19) 疫苗之時，也有可能會將

病毒直接打到人體內，從而引發一些副作

用。 

驚爆疫苗內幕 專家：接種或更可能死於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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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愀lg愀r礀chi渀攀s攀.c漀m/礀攀ll漀wp愀g攀/m愀i渀.php?t礀p攀=2&id=441
谷歌博客：http://戀l攀ssi渀gsw攀ll渀攀ss.戀l漀gsp漀t.c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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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寒窗習醫，㠀年從師磨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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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l攀ssi渀gsw攀ll渀攀ss.戀l漀gsp漀t.c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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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華語銷售誠聘華語銷售
要 求要 求

熟練國、粵、英語熟練國、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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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聯係請聯係 Howard LumHoward Lum

#312, 5149 Country Hills Blvd. NW

403.286.6824
403.288.9677 info@calgaryregistry.com

calgaryregistry.com

車牌
駕照
實習駕照
交罰款
駕照路考
留置權搜索

出生證
結婚證
註冊公司

宣誓公證人
健康卡
地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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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gary

RegistryRegistry
ServicesServices

政府授權
註冊機構

Country Hills Blvd. NW
Registry

Crowchild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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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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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16日，美國科羅拉多州一家醫院

的護士正在接種輝瑞生產的新冠病毒疫苗。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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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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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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7 日至 1 月 13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7 日至 1 月 13 日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進口藍莓
510g/ 盒

積�免���� !
5000 �可��味��
6000 �可��式風味��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7 日至 1 月 13 日

特價
每件5$ 99

特價
每磅4$ 99

已醃製多款口味
新鮮�排 $11/kg

特價
每件7$ 99

星巴克優質咖�
�� 340g

特價
每個4$ 99

新鮮鳳梨
哥斯達黎加
進口 特大

特價
每件6$ 99

買兩件�� 700 積分

買一送一！

袋裝帶子 300g
每袋 120 至 150 顆
      上限 6 袋

特價
100g2$ 69

西岸野生紅鮭

特價
每件3$ 99

特價
每件7$ 99

特價
每件4$ 99

Delissio 薄� 510g

Activia 12 x 100g
獨立裝酸�

Western Family
�食開心果

�量有� 先�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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