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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soon as the calendar flipped 
to 2021, China is witnessing 
renewed CCP coronavirus out-
break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From Heilongjiang, Jilin in the 
northeast down to Guizhou in the 
southwest, ten provinces have re-
ported outbreaks, forcing them to 
cancel their annual governmental 
plenary sessions. A spokesman 
for China’s Health and Welfare 
Commission acknowledged on 
January 13 that the situation was 
complex and serious.
  According to an exclusive source 
in China, this round of outbreak 
originated from Zhengding Inter-
national Airport near Shijiazhuang, 
which is about 100 miles south-
west of Beijing.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much 
incoming air traffic to Beijing was di-
verted to Shijiazhuang to protect the 
capitol. Although the airport imple-
mented strict quarantine protocols, 
their enforcement may have relax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Returning 
passengers from Russia reported that 
customs officials at Zhengding were 
no longer taking the health inspec-
tions seriously and were just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In addition, unconsumed inflight 
meals were thrown into giant open-
air garbage piles near the airport, 
attracting nearby residents to scav-
enge for food. The first confirmed 
case was a local villager in her 50s 
who regularly rummaged for food 
at the airport. The source specu-
lated that the patient and her fel-
low villagers may have contracted 
the virus but did not receive timely 
medical treatment, resulting in 
widespread infection.
  Major metropolises in Hebei 
have taken steps to seal off their 
perimeters. All roads leading to 
Beijing have been closed off. Non-
residents without a clear PCR test 
are not allowed into the capitol city.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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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入住之前，TRICO 將為您支付房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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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更多了解 Trico 公司的展示屋回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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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專業維護的房屋以更優惠價格實現更多升級選項

絕佳的投資機會
無物業管理費

展示屋回租項目好處多：

在24個社區建造房屋：前置車庫獨立屋 後巷車道獨立屋 雙拼屋 城市屋

查閲所有待售展示屋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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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根據北京官方的數據，1 月

12 日 0—24 時，中國各地共有

115 例確診病例。但外界普遍質

疑，認為實際感染人數遠遠高於

官方數據。

河北、山西村鎮遷移

武漢肺炎病毒（又稱中共

病毒）在大陸廣闊的村鎮區域

發生傳播，河北、山西的部分

村莊已經完全淪陷，當局開始

了大規模的村鎮遷移行動。被

認為市河北省疫情的發源地石

家莊�城區增村鎮超 2 萬名村

民 1 月 11 日被要求大轉移，

其中小果莊村一地就遷移了

4000 人。

為了掩蓋小果莊村疫情，

一度曾傳因為來自歐洲的 30 多

名天主教牧師來到小果莊村進

行宗教活動而將病毒從歐洲帶

到石家莊，事實是小果莊村有

部分村民是基督教徒，也並未

有牧師傳毒一說，最後以官方

不得不闢謠告終。

危險區將成無人區？

河北省石家莊、邢臺、廊坊

三市目前已經實行了封閉管理，

石家莊代管的新樂市也宣布封

城，因為河北省位置特殊，加之

此次疫情爆發區域緊鄰北京，據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方面現

在已經全面鎖死河北進入北京的

各條交通要道，河北戶籍人士無

核酸檢測者不可入京，包括官警

察等。

記者了解到，北京房山區周

邊區域因緊鄰河北部分村莊，村

政府已經通知各戶不排除撤離可

能性。分析認為，北京方面是想

通過人口的遷移，讓幾個危險區

域變成無人區，以此控制疫情。

但醫療專家擔心，眼下正是中國

北方的寒冬，冬日大規模的遷移

本身難度就很大，大規模的遷移

也會造成疫情的再次擴散。

去年武漢人被歧視的經

歷，河北人這幾天也經歷了。

一位鄭姓貨車司機向海外中文

媒體描述：因為封城來得突然，

他無處可去，在車裡依靠麵包

和水維持了幾天，目前尚不知

何處可去。像他這樣被困的（司

機）不計其數。不僅僅是石家

莊，陝西、山西，或者東北，

現在都特別排斥冀 E 跟冀 A 的

車牌。（下轉 A2）

【記者真瑜、邢亞男採

訪報導】2021年伊始，大陸

多地因疫情爆發進入戰時

狀態。目前，河北、山西、山

東、黑龍江、吉林、安徽、貴

州、北京、天津、武漢等省市

都報告了相關病例，多省已

因此延後或取消了「兩會」。

衛健委發言人13日承認，此

次疫情形勢複雜嚴峻。

中國疫情急爆中國疫情急爆

CHINA EXPERIENCES NEW OUTBREAKS
2021年1月10日武漢街頭，人頭湧湧。（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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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人：正定機場 
垃圾造成疫情傳播

此次疫情從河北石家莊正

定國際機場周圍的村莊開始傳

播，正定國際機場位於石家莊

市正定縣、新樂市和藁城區交

界處，正定縣是習近平曾在任

職縣委書記的地方。爆料人向

《看中國》透露，正定國際機混

亂的管理造成了病毒擴散，北

京方面震怒之下撤換了石家莊

的四大領導班子。

爆料人向《看中國》講述，

因為疫情緣故，由俄羅斯回國

的航班部分被安排在正定國際

機場降落，之前機場的檢疫還

是很嚴格的，但是隨著時間的

推進難免有走過場之嫌，包括

經正定中轉的留學生都認為機

場的檢測有點兒戲。

爆料人說，航班降落後，

垃圾被堆在露天場所，因為飛

機垃圾中存有大量未食用的航

空餐食，引來很多村民翻找食

用。首例患者是一個 50 多歲的

女性村民，她在機場專門是撿

垃圾的，爆料人推測，這位村

民和其他村民可能是在此過程

中不幸感染了病毒，感染後也

未及時進行醫治，從而導致病

毒大範圍擴散。

風險地區數量激增

12 日晚黑龍江省全省進入

應急狀態；齊齊哈爾已在全市

範圍內啟動應急響應機制；12
日上午 10 點起，昂昂溪區封

城；鐵力市 13 日起封城。

根據官方統計，截至到 1
月 12 日 0 時，大陸中風險地區

已增至 84 個。其中包括：河北

省石家莊市 29 個、河北省邢臺

市 10 個、河北省廊坊市 1 個、

遼寧省瀋陽市 11 個、遼寧省

大連市 16 個、北京市朝陽區 1
個、北京市順義區 8 個、黑龍

江省黑河市 7 個、黑龍江省綏

化市 1 個。高風險地區 1 個，

依然是石家莊市藁城區。

疫情嚴重地血漿告急

由於疫情原因，多個疫情

嚴重地區血漿告急。河北省及

遼寧省首先出現血漿告急狀

況。陸媒《齊魯晚報》稱，受疫

情影響，石家莊市採血形勢嚴

峻，血小板庫存告急。臨床病

患生命健康面臨重大威脅。山

東省於近日緊急招募機採血小

板捐獻者，支援河北。衛健委

也稱，將調集血漿支持遼寧及

河北的重症救治。

官方通報稱，由於國內多

地疫情呈零星散發及局部聚集

性爆發，要求民眾在即將過年

之際，減少不必要的聚會、聚

餐。目前已有 29 個省市提議就

地過年。

疫苗剛上市 
國藥控股董事長閃辭

中國國藥控股是中國藥

品、醫療保健產品及醫療器械

行業的龍頭。其研製的兩款中

共病毒疫苗在去年 12 月 31 日

剛獲官方批准上市。然而，就

在國藥控股推出的兩款武漢肺

炎疫苗剛剛上市不到兩週，該

公司董事長李智明，董事兼總

經理李輝突然在 1 月 12 日雙雙

因「個人原因」辭去公司所有職

務，事件備受關注。

此外，習近平的「疫苗外

交」受挫。 1 月 13 日，巴西公

布的臨床實驗數據顯示，中國

科興生物開發的疫苗有效率僅

有 50.4%，令巴西失望。

英媒：川普或解密情報 
揭疫情與中共軍方關係

英國《每日電訊報》等多家

媒體 1 月 13 日報導，川普總統

可能會在任期內的最後幾天，

投下「震撼彈」，解密美國掌

握的跟中共病毒相關的祕密情

報，以證實中共病毒是從武漢

實驗室外洩。

英國消息人士告訴《每日電

訊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可能

最早在 1 月 13 日就公布這些情

報，內容包括中共軍方在開展

一些研究項目，其中涉及在實

驗室中通過動物實驗，來「培育

危險的冠狀病毒」。

報導說，這將引發更多的

疑問，即中共軍方為何會參與

這種項目，以及這跟潛在的生

物武器有何關係。

病毒變種

從去年 2 月份發現的第一

個重要變種病毒 D614G，它

的變化不大。去年 9 月出現

了英國變種病毒 B117，但基

本上樂觀，因為疫苗似乎還有

效；之後傳出南非出現病毒變

種 B1351，變化比較大，相當

於病毒進入人體的鑰匙變形了

1/3，引發業界擔憂疫苗能否對

此有效。上週日，日本在從巴

西抵達的 4 名乘客身上，發現

了全新的變種新冠病毒，和南

非的接近。

中共官媒報導，中國大陸

也出現英國變種確診病例，據

稱患者近期從英國搭機返回上

海所致。不過，因為北京嚴密

的輿論管制，大陸病毒變種的

具體實情尚不得而知。

中共病毒越變越嚴重。從

全球範圍看，疫苗剛出現，病

毒卻開始不斷朝脫離疫苗的方

向變種，這不禁引人擔憂：接

下來的疫情，會走向何方？

    

中國疫情急爆   Due to the proximity of the 
outbreak to Beijing, officials 
have initiated massive evacua-
tions in the provinces of Hebei 
and Shanxi. More than 20,000 
villagers in Zengcun, a town in 
Shijiazhuang’s Gaocheng dis-
trict, were asked to evacuate 
on January 11, including 4,000 
people in Xiaoguozhuang vil-
lage alone.
  Village authorities in the area 
surrounding Beijing have noti-
fied local residents not to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evacua-
tion. Apparently Beijing au-
thorities plan to clear out the 
population in its surrounding 
countryside. However, medical 
experts pointed out that large-
scale migration in the depth of 
northern Chinese winter may 
actually exacerbate pandemic’s 
spread.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tis-
tics, as of midnight January 
12, China reported 84 at-risk 
areas. They are distributed in 
three provinces: Hebei, Liaon-
ing and Heilongjiang. So far, 
Shijiazhuang’s Gaocheng dis-
trict is the only area classified 
as high-risk.
  Due to the outbreak, Hebei and 
Liaoning are reporting short-
ages of plasma and platelet. 
China’s Health Commission 
had mobilize plasma donation 
drives to support critical care in 
Liaoning and Hebei.
  Meanwhile, Chinese authori-
ties have asked people to refrain 
from gatherings and dinners in 
the run-up to the Chinese New 
Year. Twenty-nin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have told 
residents to shelter in place for 
Chinese New Year.
  Sinopharm, China’s largest 
pharmaceutical company, re-
ceived approval on December 
31 to bring two coronavirus vac-
cines to market.  However, it set 
of alarm bells in people’s minds 
when both Sinopharm chairman 
Li Zhiming and CEO Li Hui 
suddenly resigned on January 
12 for “personal reasons”.
  In the mean time, clinical tri-
als of the Chinese vaccines suf-
fered a setback in Brazil. On 
January 13, Brazil’s clinical 
data showed that the vaccine 
developed by Kexing Biologi-
cals was only 50.4%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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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被二度彈劾 成史上首例
【看中國訊】1月13

日，美國眾議院投票通過彈

劾總統法案，使川普成為史

上首位被兩度彈劾的總統。

當天他也通過白宮發布公

告，強調示威活動務必沒有

暴力等破壞行為，並譴責科

技巨頭打壓言論自由。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週三就彈劾川普總統法

案啟動了長達 11 小時的激烈辯

論，最終，眾議院以 232：197
通過了彈劾議案，使川普成為美

國歷史上第一位遭到兩次彈劾的

總統。全部民主黨眾議員和 10
位共和黨眾議員投了贊成票。這

是川普任內第二次遭到彈劾，距

離他任期屆滿僅剩 7 天。

辯論期間民主黨人認為，

川普應對 1 月 6 日攻擊國會的

暴力行為擔責，所以應被彈劾。

反對彈劾的共和黨人則辯

論道，川普總統的行為的確有

不當之處，但不至於被彈劾，

民主黨推進的程序太快，且漏

洞百出；美國目前需要團結，

而不是彈劾造成的分裂；去年

夏季發生的黑命貴暴力行為更

加嚴重。

接下來，彈劾條款將交給

參議院，參議院將召集川普離

任後的審議。民主黨參議院領

袖舒默（Chuck Schumer）一

直向共和黨參議院領袖麥康奈

爾（Mitch McConnell） 施 加

壓力，要求他立即重新召集參

議員開會，但被麥康奈爾拒絕。

麥康奈爾在眾院通過彈劾

條款後證實了這一點，他表示

審議不會在拜登 1 月 20 日就職

之前進行。

麥康奈爾說目前不清楚參

議院是否將通過彈劾案，這需

要三分之二的投票，目前民主

黨只佔一半的席位。

彈劾案如通過，對川普最

致命的後果將是 2024 年被禁止

再次競選總統。

川普在 2020 年第一次被彈

劾時，參議院否決了兩項彈劾

指控，宣告他無罪。

週三下午，就在辯論進行

之際，川普總統通過白宮發出

書面公告，傍晚在白宮油管頻

道和推特發布相關視頻。

公告稱，「鑑於獲知有更

多的示威活動，我強烈要求

務必沒有暴力、違法行為和

任何形式的破環行為。這些

行為都不是我支持的，也不

是美國支持的。我呼籲所有

美國人緩和緊張局勢、穩定

情緒。謝謝！」

「我的真正支持者永遠不

會贊同政治暴力。我的真正支

持者永遠不會不尊重執法或我

們的偉大美國國旗。」

臉書、Instagram、推特、

YouTube 和其它科技平臺已經

封鎖或取消了川普的帳號。很

多川普支持者帳號也被封殺。

川普在視頻中譴責科技巨頭的

審查行為。

「對 我 們 的 同 胞 進 行 審

查，取消和列入黑名單的工作

是錯誤的，而且是危險的。現

在需要的是我們彼此傾聽，而

不是彼此沉默。」他說。

（從左到右）長春市民眾瘋搶白菜；小區居民等待掃嗎外出；武漢街頭小販販賣口罩等防疫用品。（網絡圖片）

佩洛西簽署彈劾議案。
（Getty Images）

http://www.cathychen.ca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3看加國Canada2021 年 1 月 14 日 — 1 月 20 日    第 141 期    

加國禁涉新疆強迫勞動商品貿易
【看中國訊】加拿大政府發布新規，禁

止進口涉及與新疆強迫勞工有關的商品貿

易，並且禁止企業對華出口有可能被用於

監控、任意拘押或強迫勞工等的技術或產

品。加拿大維吾爾人社區就此表示歡迎，

而中國外交部則批評加拿大干涉其內政。

繼英國之後，加拿大也宣布禁止加國

企業涉入中國在新疆侵犯人權及強迫勞動

等行為，包括要求加國企業作出書面承

諾，保證他們清楚新疆當地的人權狀況，

不會與涉及強迫勞動的公司做生意；如果

在生產線上使用被強迫勞動的工人，將要

面對法律責任及商譽受損的後果；禁止出

口有可能被用作監控、壓迫、任意拘留或

強迫勞動用途的產品到中國。

12 日，加拿大原外交部長商鵬飛

（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在調任

創新、科技及經濟發展部長前，對新疆

人權問題做出了重要表態。他聲明表示：

「加拿大深切關注有關中國政府對維吾爾

及其他少數族裔人士進行的任意拘禁及不

恰當對待，沒有人應該因為宗教及種族背

景而受到不恰當的對待。」

去年 10 月，加拿大國會國際人權委

員會發表報告，列舉中國在新疆侵犯人權

的種種行徑，形容是「種族滅絕」。上個

月，商鵬飛在一次記者會上被問及新疆情

況就說：「我們非常關注新疆情況。我多

次公開和私下都曾向中國外長提及此事，

加拿大在聯合國會議上也主動呼籲要派員

到新疆考察，要求中國做出明確說明。對

新疆人權問題，我們持續向中國施壓。」

溫哥華維吾爾人協會（Vancouver 
Uyghur Association）青年領袖莎莉娜．

納利（Shalina Nurly）感謝渥太華終於

有所行動 :「這是我們所能做的一個小事

情，至少希望對當地情況有所幫助。若人

人能重視此問題，能對服裝品牌、手機廠

商都施壓，世界上強迫勞動的悲劇就能減

少許多。」

她並批評北京當局連新疆人民的飲食

文化都不放過，當地被中國以提振經濟為

由而建造養豬基地，還強迫當地人吃豬

肉，是故意屈辱信奉穆斯林的新疆人民。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13 日抨

擊，所謂強迫勞動完全是美國等個別西方

國家的機構和人員憑空捏造的謊言：「英

國和加拿大基於虛假信息而出臺針對性的

措施，如此外交政策根本沒有嚴肅性，只

是少數政客的鬧劇。中方要求英方、加方

應立即撤銷錯誤決定，停止干涉中國內

政。」

加拿大移民部：留學生工簽延長18個月

【看中國訊】據《環球郵報》報導，對

加拿大緊急工資補貼（CEWS）數據分

析發現，有 12 家外國航空公司通過該補

貼計畫獲得了資金，其中有 3 家中國國

有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北京首都航空

和海南航空。其他獲得 CEWS 的 9 家公

司為：國泰航空公司、聯合航空公司、

土耳其航空公司、約旦王家航空公司、

漢莎航空公司、荷蘭航空公司、El Al 航
空公司、衣索比亞航空公司、IndiGo 航

空公司。

加拿大政府推出緊急工資補貼計畫的

目的在於幫助加拿大公司及其員工應對武

漢肺炎（COVID-19）大流行帶來的經濟

影響。

代表 15,000 名航空業工人的工會

Unifor 總裁迪亞斯（Jerry Dias）表示，

對外國航空公司的補貼令加拿大的航空公

司在競爭中處於劣勢。「這真令人難以置

信」他說。

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

官西姆斯（Ed Sims）也認為，此形勢對

加拿大公司不利。他說：「我們呼籲政府

迅速採取行動，為我們的行業提供經濟援

助。該行業已有約 20% 的國際乘客流失

到外國航空公司。」

加拿大財政部長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辦公室發言人庫普林斯卡斯

（Kat Cuplinskas）表示，如果這些救助

資金被濫用，當事者會被處罰，不但要償

還收到工資補貼，而且要徵收 25% 的額

外罰款，還會因欺詐被起訴。

如果外國公司在加拿大註冊了子公

司，並為其子公司在加拿大的僱員申請

CEWS 並不違規。航空業界最關心的是

聯邦政府何時為本國航空業提供救援。

《環球郵報》報導稱，政府內部傳出的消

息顯示，渥京正在考慮此事。

【看中國訊】週二（1 月 12 日）加拿

大聯邦政府創新、科學及工業部部長貝恩

斯（Navdeep Bains）辭職，並宣布下次

選舉不再參選。貝恩斯在發布的視頻中表

示，他想花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隨後，總理特魯多對內閣進行了小范

圍改組，調整了 4 個內閣部長的職位，

並於當天召開了內閣會議。

貝恩斯的職位由原外交部長商鵬飛

接任。外長由原交通部長馬克 ‧ 加諾

（Marc Garneau）接任。

交通部長一職由原總理國會祕書阿爾

巴拉（Omar Alghabra）接任。

前國際貿易多元化部長吉姆 ‧ 卡爾

（Jim Carr）重返內閣，出任草原省特別

代表。這位前部長在 2019 年 10 月被診

斷患有多發性骨髓瘤後辭職。

內閣將在未來兩週內召開 4 次為期一

天的會議。重點議題是，在武漢肺炎疫情

爆發期間，政府的應對措施，包括如何加

快疫苗國產化等。其他議題還包括，經濟

重啓、氣候變化、創造就業機會、經濟適

用房、技能培訓和全國兒童保育項目等。

貝恩斯並不是特魯多政府第一位辭職

的部長。去年 8 月，原財長莫紐因 WE
慈善醜聞辭職，副總理方慧蘭兼任財長。

有媒體分析認為特魯多此次改組政府

是為可能提前舉行的大選做準備。

【看中國訊】1 月 9 日，美國、澳大

利亞、加拿大三國外長與美國務卿蓬佩奧

再次就香港問題發表聯合聲明，對香港政

府以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為名，逮捕

55 位民主人士表示譴責。

聯合聲明寫道：「國安法明顯違背

《中英聯合聲明》，破壞了『一國兩制』框

架。它限制了香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很

明顯，國安法正被用來剷除異議和敵對政

治觀點。」

聲明呼籲香港和中共政府，尊重香港

人民在法律下享有的自由及權利，讓他們

不用擔心遭到逮捕和拘留。聲明還強調，

9 月立法會選舉必須以公平方法進行，亦

應該包含不同政見的候選人。

香港政府於 1 月 6 日逮捕了 55 位去

年 6 月份參與組織民主派立法委初選的

民主人士，此舉遭到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

責。

自香港去年「返送中「以來，香港的

人權狀況持續惡化，許多港人設法離開

香港。據公開資料，2019 年至 2020 年 6
月，加拿大難民公署至少接獲了 49 名港

人提交的政治庇護申請。據《自由亞洲電

臺》報導，加拿大新香港文化協會 12 日

透露，港人為躲避政權迫害遠赴海外，目

前在加國最少有 14 位港人已取得了加拿

大的政治庇護身份，更有部分申請人已經

在加拿大就業、讀書或者進修。目前成功

獲批政庇的港人正在申請永久居留權。

新香港文化協會表示，若非疫情令加

國從 2020 年 4月起實施旅遊限制，相信

就有過百名以上「手足」選擇遠赴加拿大。

協會還透露，將會設立新的非政府組織，

協助香港年輕示威者以「年輕人才計畫」

（Young Talents Scheme）來移居加國。

加拿大移民、難民與公民部的部長門

迪奇諾（Marco Mendicino）2020 年 11
月公布，加拿大將會推出多項的便利措

施，包括提供新的工作簽證，以及寬鬆港

人獲得永久居留的途徑，吸引港人赴當地

發展。

2020年10月20日，溫哥華維吾爾人協會舉行抗議活動。（FB）

特魯多改組內閣

美澳加聯合聲明
譴責港府逮捕55民主人士

【看中國訊】加拿大移民部近日推出

新政策，允許畢業工作簽證已過期或即將

到期的國際留學生申請新的工作許可，有

效期 18 個月。申請自 1 月 27 日開始。

據《環球郵報》報導，加拿大移民部

長門迪奇諾（Marco Mendicino）表示，

因疫情而未能獲得加拿大工作經驗的國際

學生，將再次獲得機會，以滿足申請本

國永久居留所需的必要條件。從 1 月 27
日開始，持有過期或即將過期的畢業後

工作許可證（Post － Graduation Work 
Permit，簡稱 PGWP）的留學畢業生，

可以申請新的開放式工作許可證。

新的工作許可證，將使受影響的畢業

生在加拿大再停留 18 個月來尋找工作。

移民部稱，多達 52,000 名擁有已過期或

即將過期許可證的畢業生，可以從該新政

策中獲益。

PGWP 簽證容許國際留學生畢業後

可以在加拿大工作長達 3 年，令他們可

以取得本地工作經驗，並使自己滿足申請

移民加拿大的條件。

2019 年，有超過 58,000 名從加拿大

教育機構畢業的國際學生，成功申請成為

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讓國際學生永久留在加拿大，解決持

續的勞動力短缺問題，是加拿大政府的主

要政策之一。門迪奇諾在一份聲明中說：

「我們向國際學生和畢業生傳達的信息很

簡單：我們不僅希望你們在這裡學習，我

們希望你們留在這裡。」

渥太華去年 10 月公布了加拿大 2021
至 2023 年移民水平計畫（Immigration 
Levels Plan），計畫在今後 3 年吸納逾

123 萬新移民，2021 年的目標就超過 40
萬人。

加拿大工資補貼 惠及外國航空公司

https://mru.ca/online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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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美 國 佛 羅

里達一名醫生接種武漢肺炎

（COVID-19）疫苗兩週後，死

於罕見的血液病。美國疾病控制

及預防中心（CDC）和疫苗生

產商輝瑞（Pfizer）公司正在開

展調查。

據英國《每日郵報》1 月 13
日報導，現年 56 歲的邁克爾

（Gregory Michael）是邁阿密

西奈山醫學中心（Mount Sinai 
Medical Center）的婦產科醫

生，他接種輝瑞疫苗 16 天之

後，於 1 月 3 日去世。他的妻子

內克爾曼（Heidi Neckelmann）
在臉書（Facebook）上發布了

他死亡的消息，內克爾曼寫道：

「非常健康的邁克爾，由於疫苗

接種反應強烈，腦出血死亡。」

輝瑞公司 12 日表示，這是

一種稱為「血小板減少症」的

「高度不尋常」的嚴重病例，血

小板減少症可以防止血液凝結並

引起內出血。該公司稱，正在與

佛羅里達州衛生署和美國疾病控

制及預防中心一起調查邁克爾的

死亡原因，但目前不相信（死

因）與疫苗有任何「直接聯繫」。

內克爾曼說，邁克爾打完疫

苗之後，突然出現一種罕見的自

身免疫性疾病，導致機體破壞

了自身的血小板，因此死於出

血性中風。內克爾曼認為，輝

瑞 -BioNtech 疫苗可能以某種

方式觸發了這一事件。

她強忍著眼淚對《每日郵

報》說：「在我看來，他的死與

疫苗有 100% 的關聯。沒有其

它解釋。他身體很好，他不抽

煙，他偶爾喝酒，但只是在社交

時。他鍛練身體，我們劃皮艇，

他喜歡釣魚。」

「在事後，他們檢查了他

的、你可以想像的一切，甚至是

癌症，而他絕對沒有其它健康問

題。」

邁克爾接種疫苗後，並沒有

立即發生不良反應，但三天後他

洗澡時，發現腳和手上有瘀點 -
紅色斑點，表示皮膚下出血。當

他到自己工作的醫院檢查時，醫

務人員發現他正嚴重缺乏血小

板。

「他們給他吃藥。他們給了

他大量的血小板輸液，我被告

知，邁阿密 - 戴德縣的所有血小

板都輸給他了。但是不管他們做

了什麼，都無濟於事。每次血液

檢查都返回零血小板」她說。

「我的丈夫與醫生交談，他

們說很可能是疫苗的原因。在我

看來，疫苗可能指示他的身體攻

擊了錯誤的東西 -- 血小板」內

克爾曼說。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On January 5, a woman claiming to be a 
police officer released a video clip that 

was widely circulated on the Internet, show-
ing the demolition team of a town.

  The video shows how the demolition team 
broke into the house, demolished the villa 
and used a fire extinguisher against her. She 
angrily denounced: “I can’t even protect my 
own village, how can I protect the people’s 
property?” The demolition team in return 
broadcasted a message saying: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Punishment 
Law, refusal to enforce and obstruction are 
illegal and will be handed over to the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to be dealt with according 
to the law.” She responded, “It is the people’s 
hearts that are being demolished, and it is 
the ruling regime that is being demolished!” 
Ironically, during the confrontation, Xi Jin-
ping’s “anti-American aid” speech was heard 
in the background - “The Chinese nation 
cannot be frightened or overwhelmed. The 
Chinese people cannot be intimidated or 
crushed”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not 
provoke or be afraid of trouble”.

  According to Radio Free Asia, the woman’s 
home is in Xiangtang Village in Beijing. The 
village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a large-scale 
forced eviction of “small property rights” 
housing, which refers to housing built and 
sold on land that is “collectively owned” in 
rural and suburban areas of China. It is popu-
lar because housing prices in major citi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unaffordable for 
many urban residents. But these houses do 
not have land and premise permits issued by 
the state, but they face the risk of demolition. 

  News circulated online shows that more 
than 500 houses in Xiangtang Cultural Vil-
lage, which has more than 3,800 small prop-
erty rights houses, have been designated as 
illegal structures by authorities. The owners 
said they were told to move out within 7 days 
before they were granted administrative re-
view and were ordered by the court to demol-
ish the houses by February 12, 2021, which is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Since December 13 last year, the author-
ities have reportedly been cutting off water 
and electricity to houses slated for demoli-
tion in order to force homeowners to move 
out. On January 7, the coldest morning since 
1966 was recorded in Beijing, with the low-
est temperature dropping to -19.6°C. Just ten 
days earlier, China had been hit by a major 
cold wave. In such cold weather, thousands 
of residents are about to lose or have already 
lost their homes.

  The government’s action provoked anger 
among the villagers and strong condemna-
tion from the public. In a video uploaded by 
the owner of the property, an old Communist 
Party member on crutches, who claimed to 
be in his eighties, cried out to security guards 
wearing red armbands in the courtyard, say-
ing that he had spent his whole life to buy the 
house for sale by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in 
order to live his old age in peace, and now it 
was going to be demolished, which was even 
more distressing than the Japanese occupa-
tion.

  A three-story villa was also demolished just  
after renovations were completed and before 
the owner could move in.  The woman, sitting 
on her balcony on December 18, 2020, hold-
ing a banner with the words “private property 
demolition is unconstitutional and illegal,” 
was beaten by a group of about seven or eight 
demolition workers who came over the wall. 
The process was filmed by neighbors and 
circulated on the internet, where the woman 
can be heard screaming in misery as she was 
punched and kicked.

  In addition, a mother and daughter were sent 
to the ambulance for emergency treatment 
for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after their 
house was cut off from electricity and water 
and gas and they were burning a coal stove 
for heating.

  Fan Zeng, a well-known Chinese calligraph-
er and painter who has repeatedly praised Xi 
Jinping in his poetry and calligraphy, also 
could not escape this “fate” when his man-

sion was forcibly demolished on December 
21, 2020. Fan was a prominent figure in 
Chinese art and literature,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rtists Association and a lifelong 
fellow of the China Academy of Art. He is 
a UNESCO Special Advisor on Multicultur-
alism and an active advocat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mmunity. But Fan’s Chinese compound 
and more than a dozen houses in the fourth 
district of Beijing’s Xiangtang Village were 
quickly razed to the ground by demolition 
crews and security guards.

  Yang Yusheng, a professor at China Uni-
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s one 
of the owners facing demolition in Xiang-
tang Village. He told the Voice of America 
that it was hard to understand the authorities’ 
insistence on demolishing more than 500 
properties. He stated: “It’s not legal, it’s not 
in line with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stability 
and unity of the country, and it’s not in line 
with the ruling philosophy that everything is 
for the people. In short, there is no benefit at 
all. I don’t know why they have to do this.”

  Not long ago, Yang Yusheng wrote in an 
open letter to the main leaders of China Uni-
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that his 
current residence, quote: “is the location of 
the house base of Xiangtang Village, so the 
nature of its land is not in question. The pur-
chase contract signed not only has the offi-
cial seal of the village committee, but also 
the official seal of the CuiCun Township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Collective 
Land Construction Land Use Certificate’’ 
issued by the Changping District Land Bur-
eau, so it should be protected by law.” Some 
rights owners posted online that Yang’s ad-
vocacy actions led to the authorities cutting 
off water and electricity in retaliation. This 
Doctor of Law is now trapped in his cold 
home, and announced a hunger strike in pro-
test. 

  Professor Sheng Hong, former director of 
Beijing’s Tianz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
search, a private-sector institute with liberal 

and reformist leanings, was forced to close 
its doors more than a year ago. In a tweet, 
Sheng Hong wrote: “They are only making 
the decisions themselves, without any nego-
tiation with the public, not even an adminis-
trative review in court, but just like that, and 
in the middle of winter, when the epidemic is 
serious. This is so outrageous.”

  On December 10, which was also World 
Human Rights Day, thousands of Demoli-
tion workers dressed in black and security 
guards wearing red armbands reportedly 
entered Xiangtang Village along with large 
machinery. Mr. Jin, a homeowner who was 
on the scene, told Voice of America that he 
was witnessing what he called a fascist-style 
demolition when men in black broke into two 
unoccupied homes and started moving things 
out, preparing them for demolition. He said, 
“They don’t want to give compensation, so 
they put the label of illegal construction, tak-
ing advantage of the law, and then carry out a 
fascist-style demolition.”

  Many of th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violent 
demolition of Xiangtang Village belong to 
the powerful and wealthy class of the Chi-
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even the “Red 
Second Generation” or “Red Third Genera-
tion”, who have vested interests in the Chi-
nese system. If their interests are not pro-
tected, then the situation of ordinary citizens 
can be imagined. The demolition has made 
people lament that no one is safe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ust two winters ago, Beijing was the scene 
of an outrageous campaign of evictions and 
demolitions of low-class people, and on Nov-
ember 18, 2017, a fire broke out in an apart-
ment building in Daxing District, killing 19 
people. Beijing authorities violently evicted 
the so-called “low-class population” without 
any transitional measures or rehousing plans, 
citing reasons such as removing safety haz-
ards. As a resul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ow-income households and migrant workers 
have been left homeless on the streets in the 
cold winter.

嚴冬襲來 香堂村強拆仍在進行
Beijing Village Demolished Including Homes of Mainstreamers

佛羅里達醫生意外身亡 
或與疫苗有關

輝瑞公司生產的武漢肺炎疫苗。（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紐約市將終止

與川普集團的所有城市合同，合

同額超過 1,700 萬美元。

紐約市長德布拉西奧 1 月

13 日在 MSNBC 電視的早間新

聞宣布了這一決定。他說：「如

果一家公司或該公司的領導從

事犯罪活動，我們有權切斷合

同。」

川普當選總統時，他已退出

了川普集團。川普總統並非川普

集團的領導。

川普總統 12 日對記者說：

「人們分析了在那天（1 月 6 日）

的集會上的演講，包括最後一

段，都一致認為，我的講話內容

是適當的。」同時，他在 1 月 6
日的「拯救美國」集會期間，多

次發推文，告訴支持者要和平，

要守法。

6 日，很多網民在社交媒體

上揭露 Antifa 成員打著川普支

持者旗號，衝進國會大廈，引發

混亂。之後，左派主流媒體及部

分議員開始攻擊川普，稱川普應

對國會山的騷亂負責。

紐約市將取消
川普集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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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對住房市場保持信心
【看中國訊】疫情令買家沮喪嗎？

不，至少十年來，加拿大人對住房市場都

沒有如此看好過。調查發現，約 52％的

受訪者認為未來六個月房價將上漲。每週

電話民意調查顯示，對未來至少十年的時

間，加拿大人是最看漲本國房地產的。這

相當有助於提升消費者的信心。

彭博新聞社報導，Nanos Research 
Group 的一項調查顯示，加拿大約有

52% 的受訪者認為未來六個月房價將上

漲。這是自 2008 年開始的此類調查以

來，取得的最高比例。對房地產市場的如

此樂觀看法，業內人士認為，這有助與推

動加拿大家庭的整體情緒恢復到瘟疫大流

行前的水平。儘管加拿大正在處於第二波

COVID-19 中，並且一些省份開始了新

的封鎖；但人們相信一旦限制最終解除，

加拿大的經濟將快速反彈。

Nanos Research 每週都會對 250 名

加拿大人進行調查，以了解他們對個人理

財、工作保障、以及對經濟和房地產價格

的看法。這個加拿大信心指數是基於連續

四個星期的民意調查平均水平得出的綜合

指標，連續第六週上升至去年 2 月中旬

以來的最高水平。

該指數在 2020 年三月和四月暴跌了

三分之一，跌幅是創記錄的，然後在五月

開始回升。

調查認為，創記錄的低利率和對更寬

敞住房的強烈需求將加拿大房價在 2020
年底的某些城市推至創記錄水平。尤其，

加拿大人相信，在疫苗推出後，加拿大的

經濟前景會越來越樂觀，個人財務和工作

穩定性都將得到改善。

這個消息對於亞省人來說，或許至少

在精神上能得到安慰。從 11 月份開始，

亞省實行了更加嚴厲的公共衛生控制措

施，包括關閉宴會廳，會議中心和貿易展

覽館，限制零售店的人數容量上限等，停

止賭場除老虎機之外的其他遊戲項目。目

前尚未看到實施這些公共衛生控制措施減

緩了病毒傳播的明顯效果，但就業人數的

下降是驚人的。 2020 年的 12 月份，亞

省失去了 1.19 萬份工作，是全國就業人

數下降幅度最大的省份。與去年同期相

比，亞省的私營部門就業人數減少 12.1
萬人，自雇職業人數減少 1.56 萬人，而

公共部門就業人數增加了 3,900 人。

亞省住房負擔力報告出爐【看中國訊】在加拿大是買新房還是

二手房？這或許是買家們需要深思熟慮的

一個問題。

買新屋的好處毋庸置疑。比如省去了

房屋檢查，質量有保障。在購買二手房

時，合同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附加條件是房

屋檢驗，但有些問題在房屋檢驗中是發現

不了的。而且，新建高級公寓每個月管理

費較低。

另外，新房子的維護費用要低。新

房子一般更加節能，封閉性更好，因此

買主支付的水電費也會較少。所有設

備都是嶄新的，房子和電器等還有保

修（warranty）。通常新屋所需的保養較

少，不必馬上就擔心是否要換屋頂、暖

爐、熱水器或窗戶。再有，新屋通常都有

最新的節能和安全裝置。比如更好的隔熱

系統，密封系統，加熱系統等。這也會減

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當然，這些低能源消

耗也減少了房主的支出。

並且，嶄新的房子買家不用顧慮是否

無意之中買到了大麻屋或是凶宅，對於看

重風水的華人買家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

購買新房者可以隨心挑選他們喜歡的室內

設計，從地毯、地板到牆壁，買家可以按

照自己的風格品位設計和裝修自己的新

家。相比之下，二手房已經被前主人設計

和裝修過了。重新裝修需要額外的花費，

而且還會影響正常生活。

買新房還避免了 Offer 大戰。特別是

市場處於賣方市場時，二手房的房源少，

好的房源更是少之又少。在這樣僧多粥少

的情況下，極有可能多個買家就一座心儀

的房屋展開激烈的搶 Offer 大戰。

那麼二手房呢？首先，加拿大房屋的

價值，地段因素是首要因素。在成熟社區

的黃金黃金地段通常被二手房佔據了。一

般二手房所在的社區已經發展成型，而且

具有一種鮮明獨特的社區文化。更關鍵的

是由於房屋所在的社區經歷了多年的建

設，大都擁有現成的景觀和成熟的綠化

帶。重視地段因素的買家可以在指定區域

選擇，可售房源較多。周邊配套相對完

善，社區較成熟，生活便利。過戶後可立

刻出租，產生現金流收益。

價格也同樣很重要，二手房的價格較

便宜些，同樣買新屋的錢，也許可以買到

更大的二手屋。省下的錢可以用於裝修，

把二手屋變成自己的住家。因為建造新屋

時間長，因為新屋往往要等完工或是按客

人指定安裝不同設備和裝修材料。

同樣無需等待的是周邊環境。二手屋

往往位於一個成熟的住宅社區，買家入住

之後，不必忍受噪音污染和正在建設施工

的工地所帶來的灰塵和污垢。新建築並不

一定有植草和車道，剛種下的樹苗也需要

10 年才能茂密成蔭。

加拿大二手房的交割日期一般都在

Offer 談妥之後的 30 天至 90 天之內。在

這樣的情況下，買家就可以在短時間內搬

進房屋，這個房屋的交割日期定下後當然

就不再改變。二手房還有一點新房無法比

擬的優點就是二手房一般佔地較大，一些

房齡老一些的房屋前後都有寬大的花園。

比起新社區，一些老社區中，房屋與房屋

之間的間隔距離也相對較大。比如卡爾加

里老的社區，房子佔地 400 多到 500 多

平方米。新區的房子土地就小很多，普通

獨立屋的土地，大概 300 平方米多。

所以，對買家來說，買新屋還是二手

屋，最終需要考慮自己的需求再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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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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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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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省省會埃德蒙頓（Shutter Stock)

在卡城 買新房還是二手房？

https://partners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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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成容綜合報導】美國第

59 屆當選總統喬．拜登（Joe Biden）的

就職委員會，退還了前參議員伯克斯爾

（Barbara Boxer）的 500 美元捐款。因

為，這位加州民主黨人，已經註冊為一家

中國監控公司海康威視的外國代理人，該

公司被指控協助北京政府大規模地監視維

吾爾族人。

綜合美國媒體 1 月 12 日的報導，根

據水星公共事務公司（Mercury Public 
Affairs）1 月 8 日向司法部提交的文件，

伯克斯爾將為中國監視公司海康威視的美

國子公司提供「戰略諮詢服務」。伯克斯

爾目前是水星公共事務洛杉磯辦公室的共

同主席。

曾在 1993 年至 2017 年在參議院任

職的伯克斯爾已註冊為外國代理人，為美

國海康威視（Hikvision USA）做遊說工

作，該公司是一家中國監控公司杭州海康

威視數字技術股份有限公司（Hikvision）
在美國的子公司，該公司已被美國政府列

入黑名單。

伯克斯爾的披露文件是根據《外國

代理人註冊法》提交的，並由美國媒體

《Daily Caller》首先報導。在報導透露了

她在去年 12 月底，向拜登就職委員會捐

贈了 500 美元後，該委員會發言人告訴

Axios（美國媒體），將退還這筆捐款。

發言人說，捐款違反了就職委員會關

於不得接受註冊外國代理人捐款的政策。

這位發言人還說，伯克斯爾的捐款是根據

她自己的意願做出的，而就職委員會並未

要求其捐款。

拜登在去年的總統競選中，強烈譴責

北京當局對待維吾爾族人的方式，並稱其

為「種族滅絕」。北京否認了在新疆的侵

犯人權行為，但美聯社 2020 年的一項調

查發現，有報導稱對維吾爾族人進行強制

絕育和墮胎。

海康威視在美國的處境

2019 年，川普政府禁止海康威視與

沒有獲得美國政府許可證的美國公司開展

業務，理由是母公司涉嫌參與鎮壓中國新

疆地區的穆斯林少數族裔。美國商務部於

2019 年 10 月 8 日將海康威視添加到貿

易黑名單中

2020 年，川普政府指控海康威視與

中共軍方有聯繫，並禁止美國人對該公司

進行投資。川普政府已經打擊了對與中共

政府和軍方有聯繫的公司的投資，包括海

康威視和華為。

中共政府擁有的中國電子科技集團，

是海康威視的控股股東，持有 42% 的股

份。海康威視攝像機已安裝在新疆的拘留

營中，據估計，那裡有超過一百萬的維吾

爾族人被囚禁或遭受強迫勞動。

據《華爾街日報》2017 年 11 月 12

日的報導，海康威視也生產用於監控美國

軍事基地、美國街道和房屋的許多攝像

機。

伯克斯爾與拜登的關係

據 Axios 的說法，伯克斯爾的註冊

表明，水星公共事務正在加強其海康威視

的宣傳團隊，其目標是更有效地引導即將

上任的拜登政府。

伯克斯爾在水星公共事務為海康威視

工作可能表明，由前共和黨眾議員韋伯

（Vin Weber）創立的遊說公司，希望利

用一位資深民主黨人來擴大其政府接觸範

圍。

拜登曾是伯克斯爾參議院二十多年的

同事，根據在加利福尼亞州初選之前發

布的拜登競選聲明，伯克斯爾於 2020 年

3 月 1 日擁護了拜登為候選人。她並在

2020 年總統大選期間對拜登讚不絕口。

伯克斯爾從 1993 年開始擔任參議

員，直到 2017 年退休。當選副總統賀錦

麗（Kamala Harris）於 2016 年 11 月當

選為參議員，接替她的參議員職位，因

此，兩人相當於是一個地區的參議員職位

的前後輩關係。

據 Axios 稱，伯克斯爾是為海康威

視遊說的兩名前參議員之一，另一名是前

共和黨參議員維特（David Vitter）。
《華盛頓郵報》於 2019 年 10 月報導

稱，維特在公司電話會議上抱怨川普政府

對海康威視的「攻擊」。維特說：「從一

開始，我們在這種反華貿易戰環境中的所

有集中目標，實際上就是確保海康威視得

以倖存。」

水星公共事務為外國政府遊說

據 Daily Caller 報導，水星公共事務

部代表多個有爭議的外國客戶進行遊說，

包括土耳其、利比亞和哈薩克斯坦政府。

聯邦檢察官還調查過水星公共事

務與前川普競選主席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進行的遊說工作的聯繫。馬

納福特與包括水星公共事務和現已倒閉的

波德斯塔集團（Podesta Group）在內的

多家遊說公司合作，在 2014 年代表烏克

蘭政府進行遊說。

水星公共事務和波德斯塔集團從未在

調查中受到起訴。

水星公共事務於 2018 年 8 月與海

康威視簽署了一項協議，按照《國防授權

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為海康威視提供與遊說、政府

關係和公共事務有關的「戰略諮詢和管

理」。水星公共事務在其註冊表中表示：

「這些服務將包括與美國官員的聯繫。」

根據水星公共事務的最新財務披露，

海康威視在 2020 年上半年向該公司支付

了超過 914,000 美元的費用。

【看 中 國 訊】 安 全 網 站 Safety 
Detectives 團隊的一項最新調查發現，位

於深圳的社交媒體管理公司「笨鳥社交」

（Socialarks）儲存了至少 2.14 億臉書、

Instagram 及 LinkedIn 等社交平臺用戶

的圖文、影片等，但笨鳥社交的伺服器

缺乏安全防護，有伺服器 IP 地址的任何

人，都可以訪問笨鳥的資料庫。這些個人

敏感信息有高達 3.18 億條記錄，總容量

達 408GB。

SafetyDetectives 公司的首席研究員

阿努拉格．森（Anurag Sen）表示，他

的搜索在線漏洞的團隊能夠在「笨鳥社

交」的伺服器上訪問超過 400GB 的數據

和 3.18 億多條記錄，這些數據「完全沒

有安全保障……沒有密碼保護或加密」。

這意味著任何掌握該伺服器 IP 地址的人

都可以進入這個包含 2 億多人私人信息

的資料庫。

「從我們發現的泄露數據中，可以確

定人們的全名、居住國、工作地點、職

位、用戶數據和聯繫信息，以及他們個人

資料的直接鏈接。」他說。森表示，這些

數據可能被犯罪份子獲取，並用於身份欺

詐或針對人們進行詐騙。

雖然數據蒐集並不違法，但卻違反了

這些大型社交媒體公司的條款。

澳洲九號臺報導，Safety Detectives
在這 2.14 億全球社交媒體用戶中，發現

有大約 200 萬澳洲人，其中有截圖資料

似乎能顯示出澳洲大部分州和行政區一些

臉書用戶的詳細信息，包括電話號碼、電

子郵件這些沒有在社交媒體上公開顯示的

信息以及其它公開信息。

報導援引技術與網路安全專家特雷

弗．朗（Trevor Long）表示，這是他見

過的最大規模的數據收集庫之一，把這樣

多種信息彙集於一處的風險，是人們不常

見到的。

據「笨鳥社交」官網的資料顯示，該

公司 2014 年成立，總部位於深圳，同時

還有北京、廈門、上海等十餘個直營城

市。自稱是外貿營銷服務平臺，協助中國

外貿行業聯絡潛在客戶和提高銷售額。該

公司去年 8 月亦曾發生事故，導致 1.5 億

LinkedIn、臉書和 Instagram 用戶的個人

資料外泄，包括姓名、居住國家、工作地

點、位置、聯絡訊息等。

【看中國訊】11 日，北京同意 WHO
國際專家 10 人小組入境中國進行考察。

此次隨行的唯一德國醫學家雷恩德爾茨表

示，此行目的是蒐集資料，為未來疫情爆

發做好準備。並非是找哪個國家來怪罪。

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亦於 11 日宣布，

國際專家小組將會從武漢展開研究，以確

定早期病例的感染途徑。

任職於德國防疫機構羅伯特．科赫研

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的雷恩德

爾茨 (Fabian Leendertz)，是一位人畜共

通傳染病專家。他在出發前接受德國廣播

電臺（Deutschlandfunk）訪問時表示，

世衛小組由不同專業人士組成，目的是調

查武漢肺炎病毒的源頭。

雷恩德爾茨表示，第一階段專家小組

先到武漢，與當地專家討論研究進度，找

出漏洞。第二階段才會提出假設與做出結

論。但調查需要時間，不大可能幾週後就

看到成果。

雷恩德爾茨直言，學界目前對武漢肺

炎病毒的瞭解還是很有限，對於武漢市場

究竟是病毒最早從動物傳給人的地方或第

一次爆發大傳染的地點還沒有定論。

而由於某些人感染武漢肺炎病毒後症

狀可以比較輕微，因此，雷恩德爾茨說，

要找到第一位感染者的難度就非常高，而

他們到中國後會調查哪些動物身上有病

毒，或找出傳染給人類的中間宿主，例如

農場飼養的動物等。

雷恩德爾茨還強調，調查病毒源頭不

是在找罪魁禍首，而是弄清楚病毒如何從

動物傳給人類，學到教訓，改變人類的行

為，讓這樣的疫情不要再發生。

據悉，此次參與疫情源頭調查任務的

國家包括澳洲、丹麥、德國、日本、肯尼

亞、荷蘭、俄羅斯、英國、美國和越南。

武漢肺炎疫情自中國爆發以來，已

經多次傳出中國的武漢 P4 實驗室是「泄

漏病毒」的源頭；也有分析認為湖北武漢

的「華南海鮮市場」才是病毒的爆發點。

然而，北京政府卻用盡各種理由來「甩

鍋」，其中包括指控疫情源自於美國、法

國和意大利等國，也由此引發多國不滿。

據英國媒體《週日郵報》（Mail on 
Sunday）報導，北京當局再度被質疑掩

蓋武漢肺炎相關證據，因為在中國國家自

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C），原本有大

量的研究資料，現今卻有逾 300 個研究

資料已被刪除，其中包括了武漢病毒研究

所中的大量研究。

拜登退還前參議員捐款為哪般

【看中國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本週接受了胡佛研究所

「太平洋世紀」（Pacific Century）播客

節目採訪，在討論中國問題時表示，美國

數十年前開始的綏靖政策助長了中共的猖

狂。而川普總統上任後，美國改變了策

略，採取行動，有力回擊了中共的挑戰。

蓬佩奧指出，幾十年前就開始的綏靖

政策，使美國屈服於中共對美國人民的安

全和繁榮的不利影響。因此使中共開始在

全球違背承諾，「威脅西方國家的能力，

並以我們從未見過的方式侵犯法治、主權

理念以及我們的人權」。

蓬佩奧強調說，川普總統上任後，美

國政府改變了對中共的策略，也採取了相

關的行動，並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聯盟，協

助我們維護民主、人權、法治和主權的理

念。他說，川普政府的基點是，不能讓中

方在盜竊美國知識產權後不付出代價，不

能讓中共在休斯頓建造間諜窩點後而不承

擔責任。

受訪中，蓬佩奧強調了不依賴中國供

應鏈的重要性，並在重要問題上不投降。

他說，《巴黎氣候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

例子。「如果美國重新加入該協定將給中

國（中共）帶來巨大的意外收穫，因為

它們（中共）根本不想為實現《巴黎氣候

協定》的目標而損害自己的經濟。」

同時他指出，扭轉美國數十年的政

策，並說服其它一百多個國家與美國併肩

為民主和自由而戰，短短四年的時間遠遠

不夠。蓬佩奧還說，美國對中共的反擊，

使它們會採取對抗措施，試圖加以阻止。

因此，「我們需要堅定不移的領導人，不

怕中共威脅，敢於回擊挑戰，從而實現維

護美利堅合眾國兩個多世紀以來自由和民

主的承諾。

當被問及下一屆政府是否會繼續和

川普政府立場一致，蓬佩奧回答說，「我

祈禱是這樣的，這對美國人民來說很重

要。」他說，本屆政府對中共採取的行動

得到了民主黨人的支持，有兩點共識：第

一，對發生在中國的最嚴重的侵犯人權行

為，要讓其付出代價，這是世紀的污點；

第二，反擊中共在香港問題上違背承諾以

及對臺灣的壓制。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也於本週在接受採訪時表

示，川普總統在經濟上採取了國家主義政

策，讓美國人認清中共，標誌美國對中共

不再綏靖。

【看中國訊】福克斯新聞的黃金時段

主持人漢尼蒂（Sean Hannity）1 月 11
日說，拜登兒子亨特的筆記本電腦內容將

「震驚這個國家每個人的靈魂」，並稱他

有「大量可靠的消息來源」。

漢尼蒂說：「我有許多可靠的消息來

源告訴我，這款筆記本電腦的內容將對拜

登和民主黨人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1 月 11 日 晚 上， 漢 尼 蒂 在 他 的

「肖恩．漢尼蒂秀（The Sean Hannity 
Show）」開幕獨白中發表了上述評論。

在川普總統的社交媒體賬戶最近被暫

停後，漢尼蒂抨擊了大科技公司的審查制

度。漢尼蒂表示，此舉並不令他感到驚

訝，因為在 2020 年總統大選期間，《紐

約郵報》（New York Post）在證據確鑿

的亨特．拜登（Hunter Biden）電子郵件

的報導就受到過限制。

「在選舉前幾週，推特（Twitter）、
臉書（Facebook）和許多這類公司，都

試圖消除那些報導，而不是讓您看到《紐

約郵報》上有關拜登兒子筆記本電腦上的

骯髒資料的準確報導，」他說。

主持人說：「民主黨人、媒體暴民、

大科技公司在聯合行動。」

漢尼蒂說，FBI 擁有的拜登兒子的筆

記本電腦的內容，將「震驚這個國家每個

人的靈魂」。

也許亨特電腦的內容對人的常規底線

具有強大的衝擊力吧。

1月8日，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在特拉華州Wilmington女王劇院宣布內閣名單。（Getty Images）

深圳笨鳥社交伺服器無加密
全球2億人社媒隱私遭泄露

北京放行調查團 世衛稱並非究責

福克斯:亨特硬碟震驚所有人

        川普逆轉了

前政府對中共的綏靖政策

蓬佩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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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在中國，除了人們熟悉

的支付寶和微信支付以外，

現在美資的PayPal全資控
股成為中國第三方支付機

構國付寶，引發輿論熱議。

不過，有分析指，北京當局

打擊馬雲並營造開放假象，

PayPal可能中計了。

中國第三方支付機構國付寶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已

經發生變更，原股東國富通信息

技術發展有限公司退出，新增

股東為美銀寶信息技術（上海）

有限公司。

目前，國付寶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由北京智融信達科技有限

公司、美銀寶信息技術（上海）

有限公司共同持股，而北京智融

信達科技有限公司，則由美銀

寶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100% 持股。

值得關注的是，公開資料

顯示，美銀寶信息技術（上

海）有限公司為 PayPal 旗下公

司，也就是說，國付寶已成為

PayPal 的全資子公司，成為中

國首家全外資擁有的第三方支付

平臺。

中方央行網站信息顯示，

2011 年 12 月 22 日，國付寶信

美資的 PayPal全資控股中國第三方支付機構國付寶。（Getty 

Images）

息科技有限公司首次獲得央行頒

發許可，將其作為互聯網支付類

型的第三方支付方式，業務類型

為互聯網支付、行動電話支付。

國付寶的發展      
並非一帆風順

2018 年，國付寶違規將客

戶備付金存放銀行帳戶，由銀行

做成相應額度的理財產品，以獲

得銀行貸款，並涉嫌將貸款輸送

給海航集團。中國央行給國付

寶開出罰單，除以罰金人民幣

4646 萬 2102.94 元。

先被開罰單 後又「涉賭」
中國裁判文書網信息顯示，

財經簡訊

2019 年 12 月，一份法院判決

書稱，從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間，上海濤周網絡科技

有限公司名下的「雲盛支付」平

臺，累計通過天下支付科技有限

公司、商銀信支付服務有限責任

公司，和國付寶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等第三方支付平臺，為「新葡

京棋牌」網站等多家網站提供在

線資金支付介面，並結算資金人

民幣 54 億餘元。

螞蟻集團及旗下支付寶屢被

中方金融監管當局打擊，卻在此

時此刻將外資 PayPal 引入第三

方支付市場，究竟是有何盤算？

根據《蘋果日報》報導，經

濟學者羅家聰分析指出，「打馬

北京打馬雲 造開放假象 
雲是內鬥，防止他謀朝篡位，富

可敵國」。估計中共趁美國政權

更替，與歐洲簽投資協議，想營

造「開放」假象，「講到機遇處

處，希望吸引資金流入，不知道

PayPal 是否中了計，為何還會

（以為中國）容許市場經濟？」

羅家聰認為，開放予 PayPal
進入市場，或者是「借力打

力」，令國內第三方支付平臺聽

話，「用常識判斷都知道中共不

會真正開放金融市場」。

北京當局以反壟斷等名義，

不斷對阿里巴巴集團和螞蟻集團

等互聯網巨頭採取壓制措施，1
月 11 日消息，監管部門擬促使

科技巨頭共享消費者信用數據。

當局除了要控制金融，也要對民

眾監控無死角。

大型互聯網公司通常不願共

享數據，因為消費者數據是各家

公司最關鍵的資產，幫助公司開

展日常經營、管控風險和吸引新

客戶。

包括央行在內的金融監管部

門，準備指令各大互聯網公司，

把其龐大的貸款數據錄入官方控

制的信用機構。

消息人士說，這些機構可能

是由央行營運或者是具有央行支

持，這些機構將把數據與銀行、

其他放款機構更廣泛地分享。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1 月 11 日，中國官方公布

了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和工

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的數

據，官媒聲稱物價平穩。但實際

上，經濟堪憂、通貨膨脹嚴重。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

顯示，2020 年 12 月，CPI 同比

上升0.2%；PPI同比下降0.4%。

按月變化（環比）可見，食品價

格上升壓力很大，菸酒類價格按

月上漲 2%，影響 CPI 上升 0.63
個百分點。鮮菜、豬肉、鮮果的

升幅顯著，影響 CPI 漲幅分別達

0.06 至 0.28 個百分點。

分析指，中國進口原材料和

燃料價格持續上升，令企業面臨

成本上升的壓力，企業需要相應

調高售價，轉嫁成本壓力。鮮菜

和鮮果等受天氣轉冷影響，價格

也快速上漲。

同時公布的 2020 年全年

數 據 顯 示，CPI 比 2019 年 上

漲 2.5%。官媒發文稱，物價平

穩，居民消費價格漲幅 3.5% 左

右的物價調控目標較好實現。

然而，2019 年 12 月的 CPI
同比上漲了 4.46%，在這樣高

的基數影響下，2020 年 12 月

的 CPI 仍然在上漲，中國民眾

正在承受高物價的衝擊。並且在

2020 年 1 月，CPI 同比漲幅達

到 5.38% 的高點。

美國領航集團已清空 
被制裁的中資公司股份

【看 中 國 訊】1 月 11 日，

三家與中共軍方有聯繫的電信

公司股票交易，被紐約證券交

易所正式停止。這三家公司是

中國電信、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和中國聯通（香港）。美國場外

交易市場（OTC Markets）也

宣布加入限制在美上市中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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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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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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價「平穩」真相 
通脹數字遊戲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1月12日，券商發布研報認為，

中國央行大概率會通過降息緩解

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外資購買

中國債券的規模來看，中國央行

有意通過人民幣升值吸引外資進

入中國，但卻傷及外貿出口。

1 月 12 日，業證券宏觀團

隊發布報告稱，若人民幣繼續大

幅升值，不排除使用貨幣政策工

具緩解升值壓力，大概會通過降

息收窄境內外利差來抑制外部資

金流入的壓力。

報告認為，出口企業在人民

幣升值階段的承壓情況，或是影

響匯率升值調控節奏的關鍵。若

外部環境變化，人民幣升值開

始影響到出口企業，匯率調控

的節奏或將加快。 2020 年人民

幣匯率的走勢呈現先抑後揚。

2020 年初，受疫情影響，人

民幣匯率一度走低。至 5 月 29
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

7.1316，跌破 2008 年 3 月以來

的低點。

但此後，人民幣開啟一路

狂飆模式。 2020 年 5 月 29 日

至今，人民幣的漲幅已經達到

9.34%，反彈幅度超 7000 點。

恰恰是中國央行有意而為，

利用人民幣升值吸引外資進入中

國。人民幣升值強勢預期，外資

機構持續購買人民幣資產，尤其

是債券。 1 月 7 日，中國中央

結算公司發布的 2020 年 12 月

債券託管數據顯示，當月境外機

構的人民幣債券託管面額達到

2 兆 8848.44 億元，較 2020 年

11 月增加 1185.08 億元，同比

漲幅達到 53.7%，這是境外機

構投資者連續第 25 個月增持中

國債券。

2020 年，境外機構投資者

增持人民幣債券資金量已超過兆

元。而外貿出口企業則叫苦不

迭。

1 月 12 日，據《時代周報》

報導，多家中小型外貿公司負責

人表示，此前接下的訂單已無法

再提價，匯率波動造成的損失只

能自己扛，新訂單則會適當提高

售價。目前尚無進行鎖匯、套期

保值等應對措施。人民幣持續升

值對出口企業的影響非常大，不

少訂單已無利潤可言，甚至已出

現虧本的情況。

中國央行令人民幣
升值吸引外資【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1 月 12 日，中國財政部發布消

息稱，已經完成劃轉國有資本總

額 1.68 萬億元人民幣充實社保

基金。但是，養老保險金等社會

保障資金不足的情況愈發嚴重，

難以彌補虧空。

1 月 12 日， 中 國 財 政 部

稱，與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和國

資委配合，截至 2020 年末，符

合條件的中央企業和中央金融機

構，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

基金工作全面完成，共劃轉 93
家中央企業和中央金融機構國有

資本總額 1.68 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財政部稱，為建立更加

公平、更可持續的養老保險制度

提供保障。由此可見，中國養老

保險金的虧空十分嚴重，「未富

先老」是中國社會面臨的嚴峻現

實，劃轉國資充實社保也是積極

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現實需要。

2020 年 12 月 27 日，在清

華大學第 40 屆「中國與世界經

濟論壇」上，中國社科院財經院

綜合經濟研究部副主任、清華大

學 ACCEPT 研究院研究員馮煦

明指出，中國存在著「人口世代

斷崖」的問題。中國在 30 年間

少出生了 1.5 億人。

中國社科院研究認為，中國

未來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社會

保障基金帳戶面臨壓力，政府基

礎設施投融資的可持續性壓力會

進一步加大。此外，汽車、能

源、電子產品等行業，以及教

育、醫療服務、養老、保險等行

業，未來都將不可避免地受到世

代間人口數量劇烈變化的影響。

中國1.68萬億國有資本充實社保

司的陣營，禁止 12 支中國證券

在該平臺交易。 1 月 13 日，

全球知名共同基金公司領航集

團 (Vanguard Group) 發表聲明

稱，自週五開始已經清空了政府

2020 年 11 月 12 日所公布名單

上的中資公司倉位。以符合美國

政府投資禁令的要求。

澳大利亞阻止中建集團

收購澳洲建築商

【看中國訊】澳大利亞拒絕

中國建築集團對澳洲一家建築商

提出的收購建議，顯示中澳之間

的緊張關係持續升級。

澳大利亞政府拒絕這樁收購

建議的原因，是保護國家安全。

這家澳大利亞建築商曾經參與過

一些備受矚目的建築項目。

總部位於澳大利亞的建築

承包商普羅比爾德公司的大股

東——南非公司 WBHO，1 月

11 日在提交給約翰內斯堡證交

所的文件中說，在得知澳大利

亞外資收購監管機構將「以國家

安全為由」拒絕其收購建議後，

「一家大型國際建築和民用服務

公司」撤回了收購要約。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8 看官場 China 第141 期     2021年 1月14日—1月 20日    

白宮顧問納瓦羅： 
習近平用馬雲「殺雞儆猴」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從

公眾視野消失已逾兩個月，其下

落成為近期海外媒體的關注點之

一。

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Peter Navarro) 受訪時，談到

馬雲時則認為，習近平此次將矛

頭指向馬雲，此舉用意是想要殺

雞儆猴。

1 月 10 日，白宮貿易顧問

納瓦羅在接受《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 專訪時表示，中共

總書記習近平近年來一直在鞏固

個人權力，此次打壓馬雲的目的

是「殺雞儆猴」。

納 瓦 羅 說：「他（馬 雲）

偷走了我們所有的電子商務技

術。」

納瓦羅表示，儘管馬雲在做

生意方面很精明，但他並沒有意

識到他本身和周圍顯而易見的難

題，習近平在過去四至五年時間

裡不斷在鞏固權力。

納瓦羅進一步指，有種中文

表達方式叫做殺雞儆猴，習近平

對付馬雲，是想讓馬雲這類賺了

大錢的中國富豪，不要愛上西方

國家，不要忘記他們自己從何而

來，應該把嘴閉上，乖乖賺錢。

關於馬雲目前的下落，《紐

約郵報》引述知情人士報導稱，

馬雲在中國的「消失」很可能是

暫時的，至於網傳馬雲已逃亡至

新加坡的消息並不屬實。

馬雲現在可能被要求保持

低調，或許是待在家中，或許

在「非常舒適的地方」，與中共

官員一起閱讀「馬克思主義教

條」，這個過程被稱為「接受審

查」。

馬雲 2020 年 10 月底，在

上海外灘金融峰會的一席演說中

批評中國的金融監管制度。之

後，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集團預

估 370 億美元的首次公開募股

（IPO）被叫停，官方也對阿里

巴巴集團啟動反壟斷調查。

一向高調的馬雲自那次峰

會「惹禍」後便再未露面，馬雲

「被失蹤」的傳言甚囂塵上。包

括美國《紐約時報》、英國《金融

時報》、《德國之聲》，以及美國

《巴隆週刊》等媒體均猜測其行

蹤。

美國市場研究機構「中國

褐皮書」執行長米勒（Leland 
Miller）日前接受美國財經雜誌

《巴隆週刊》採訪時表示，馬雲

本人和他的公司遭遇很多麻煩，

馬雲可能是明智地保持低調，也

可能是因為「沒有向黨致敬」而

遭中共逮捕，待在一個黑暗的房

間裡。

美國避險基金大亨、海曼資

本（Hayman Capital）創辦人

巴斯（Kyle Bass）就指出，馬

雲恐在 18 個月內遭判刑入獄，

可能要蹲 10 年以上的苦牢。

稍早有媒體披露，馬雲乘坐

私人飛機或私家遊艇出逃。大陸

有著名段子說：「謠言往往是遙

遙領先的預言，很多謠言最後都

變成了真的。」這一次，關於馬

雲已經外逃到聖基茨的傳言，最

後會成真麼？值得關注。

1 月 7 日，胡懷邦以受賄罪

被河北承德中級法院判處終身監

禁，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胡懷邦

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上訴。

從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王

益被判死緩，「創行元老」、監

事長兼黨委副書記姚中民被判

14 年監禁，原行務委員兼巡視

組長郭林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

待遇，再到胡懷邦此次被判終身

監禁，國家開發銀行已經成為官

場中的貪腐「重災區」之一。

針對海外媒體廣為轉載有關

習近平向陳元動手的分析，自由

亞洲電臺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

稱，儘管胡懷邦被官方列舉一

項罪狀：「導致國開行成為金融

犯罪的重災區」案件中涉及不少

級別較高的官員，都是陳元的舊

部，也有部分是「創行元老」，

但這並不代表習近平準備要向陳

元動手的信號。

2019 年 2 月落馬的郭林，

曾是陳元的秘書，因為護主有功

被提拔至油水豐厚的發達地區分

行行長；原副行長王益是陳元從

中國證監會調到國家開發銀行擔

任副部級的副行長；2016 年 6

月落馬的姚中民，在陳元時期擔

任副行長時間長達 15 年。

文章稱，儘管上述這些人都

與陳元關係密切，但陳元依舊沒

有被追究責任，說明習近平對陳

元是另眼相待。

對此，「天鈞政經」研究員

任重道認為，習近平為首的北京

當局加大力度為中共 20 大進行

人事布局，過程中必定要打擊和

震懾政治對手。胡懷邦落馬時間

是 2019 年 7 月 31 日，直到今

年 1 月 7 日才被正式判刑；再

加上述一些國家開發銀行的貪腐

舊案，這些足以震懾陳元。在習

近平上臺之後，根基深厚的太子

黨家族已經為數不多了，而且陳

元也並非是習近平當下最重要的

打擊目標，因此，不動陳元也是

正常的，至於是否拿陳元開刀或

甚麼時候抓捕陳元，這要看習近

平對中共內鬥和國內外形勢的評

估是否樂觀。

陳元是已故中共八大元老之

一陳雲的長子，1998 年至 2008
年，陳元擔任國家開發銀行行

長、黨委書記；2008 年改制之

後，擔任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兼

黨委書記；2013 年 4 月出任全

國政協副主席，2018 年退休。

2012 年習近平出任中共中

央總書記之後，與王岐山聯手

開始在黨內進行「反貪腐」。

2013 年 4 月 3 日，陳元在清明

節前祭薄熙來父親薄一波。 4
月 10 日，陳元在《人民日報》撰

文「重溫」江澤民 93 年講話，

稱讚江澤民。 4 月 11 日，財新

網引述多名國開行內部人士披

露，陳元將近期內被解除國開行

董事長職務。 4 月 15 日，陳元

被免去國開行職務。

2013 年 4 月 16 日， 自 由

亞洲電臺評論員高新認為，江澤

民給陳元安排一個全國政協副主

席的職務是陳元對江澤民感恩戴

德的理由，而江澤民出任中共總

書記是陳雲向鄧小平力薦的結

果。

2014 年 7 月 22 日， 美 國

之音發表旅美知名學者何清漣評

論文章認為，陳元被免去國開行

董事長的原因是「國開行的重慶

帳本」。在薄熙來調任中共重

慶市委書記後，採取唱紅打黑，

並建立所謂「重慶模式」。在薄

熙來被捕後，英國《金融時報》

在 2012 年 5 月 15 日發表〈國開

行的重慶帳本〉文章。「從 2007
年至 2011 年底，重慶市全部地

方融資平臺餘額應該在 4620 億

元左右，國開行的平臺貸占重慶

全部平臺貸的 25%，即 1155 億

元左右。也就是說，如果不是陳

元鼎力相助，做薄熙來『重慶模

式』的大金主，這個戲臺至少塌

了一隻角。」

習近平會動陳雲的兒子嗎？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綜合

報導】因受賄罪，中共國

家開發銀行前董事長兼黨

委書記胡懷邦，近期被判

終身監禁。由於胡懷邦是

陳雲長子、原國家開發銀

行董事長陳元的接班人，

因此傳聞這是習近平向陳

元動手的一個信號。那麼

陳元是否面臨著清算呢？

陳元曾是薄熙來的聯盟者，外界關注習近平是否會清算這位太子黨。 

(Getty Images）

高官遭遇下屬「黑吃黑」黑龍江省長空缺 或涉習李之爭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黑龍江省長王文濤於去年 12 月

進京履新，調任商務部黨組書

記、部長。黑龍江省長職務空

缺至今一月有餘。在中共肺炎

（COVID-19）疫情捲土重來之

勢的背景下，外界對於這種「難

產」的原因猜測紛紛。港媒指王

文濤的繼任人選傳是清華大學女

黨委書記陳旭，是習近平親信陳

希的清華人馬；而另一名熱門人

選則曾是李克強主政地方時的部

下。

2020 年 12 月 24 日，黑龍

江人大常委會通過前任省長王文

濤的辭職決定。王文濤在 1 月 2
日即獲任商務部黨組書記，並於

1 月 26 日兼任了商務部部長。

香港《明報》1 月 5 日報導

稱，就在王文濤調離的消息公布

後，其繼任者傳聞亦隨之傳出，

就是清華大學女黨委書記陳旭。

現年 58 歲的陳旭從讀大學

到工作，近 40 年從未離開過清

華校園，在仕途上，陳旭從系黨

委書記，一路升遷做到副部級的

校黨委書記。並在中共十九大上

躋身候補中委之列。

陳旭被視為陳希的愛將，陳

旭擔任清華學生工作指導委員會

副主任、校黨委副書記、副校長

期間，清華大學的黨委書記正是

現任政治局委員兼中央組織部長

陳希。

習近平上臺後，「清華系」

在中共政壇迅速崛起。習近平清

華嫡系陳希，是習近平當年睡上

下鋪的同窗好友，還是習近平的

入黨介紹人，而且陳希掌管清華

大學期間，幫助習近平獲得博士

學位。陳希可謂習近平的鐵哥

們。

陳希曾長期在清華大學任

職，又做過教育部副部長和中國

科技協會黨組書記，因此對大學

校長以及清華大學出身的學者官

員自然是情有獨鍾，而他又是習

近平的人事大總管，近年可以看

到很多清華學者和大學校長加入

習近平人事班底。除陳希外，現

任北京市長陳吉寧就做過清華校

長，文化旅遊部長胡和平曾任清

華校黨委書記，如果陳旭真能出

任黑龍江省長，將成為大陸除少

數民族自治區外唯一的女省長。

目前官方還未公布陳旭的新

職。港媒分析表示，一來可能陳

旭的履歷過分單一，只有大學這

唯一的經歷，一步出任正省長步

伐太大，畢竟當年胡和平從清華

校黨委書記空降地方，也是先從

浙江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做起，

然後到陝西當省委副書記，才升

省長的；二來陳旭這種凌空飛

降，可能會挫傷當地幹部的情

緒。

而另一名熱門人選，黑龍江

現任省委副書記陳海波比陳旭大

一歲，已有兩省從政經驗。他曾

是李克強的部下，李克強主政遼

寧省時，他出任過遼寧省建材局

長、勞動和社保廳長、盤錦市

市長、市委書記等職務；2007
年 10 月，李克強中共十七大進

入政治局常委，陳海波 2008 年

1 月升任遼寧副省長。 2014 年

12 月陳海波從瀋陽市長調任哈

爾濱市委書記，後升任黑龍江省

副書記，中共十九大上也躋身候

補中委。

港媒分析說，按照順位替補

慣例，陳海波本來是接任黑省省

長的熱門，如果半路上殺出個陳

旭，對他可能要重新安排。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近日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原黨

組成員、政協原副主席馬明涉嫌

受賄罪被提起公訴，馬明曾被通

報大肆賣官鬻爵，要價 1000 萬

但僅僅到手 200 萬，被下屬「黑

吃黑」私藏了 500 萬。

資料顯示，1957 年出生的

馬明，曾長期任職於吉林省，曾

任吉林省副省長，省公安廳黨委

書記、廳長，省委政法委副書

記。 2012 年調任內蒙古自治區

副主席，自治區公安廳廳長，

2018 年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副

主席，自治區公安廳黨委書記、

廳長、督察長直至落馬。

2019 年 12 月 1 日， 馬 明

接 受 調 查。 2020 年 11 月 16
日，馬明被開除黨籍、公職。

雙開通報指，馬明「大肆賣

官鬻爵，嚴重破壞任職地區、系

統的政治生態」；「追求物質享

受，既要當官，更要發財，與不

法商人大搞權錢交易」，利用職

務「為他人謀取利益，並非法收

受鉅額財物」等。

據知情人士稱，2017 年，

時任呼和浩特市交通管理支隊支

隊長的王永清動起了「買官」的

心思，打算花錢請人將自己從呼

市交通支隊，運作到呼市或包頭

局長職位。

於是，他便找到了時任內蒙

古自治區公安廳副廳長趙雲輝。

而趙雲輝只是充當「中間人」的

角色，真正在背後收錢、運作的

是他的頂頭上司——時任內蒙古

自治區公安廳廳長馬明。

當時，趙雲輝給王永清亮

出了「買官價碼」——1000 萬

元。但王永清只拿出 700萬元。

趙雲輝在收受王永清 700 萬元

賄賂後，私藏了 500 萬元，只

給了馬明 200 萬元。

馬明嫌出價太低，便將王永

清運作到了興安盟任行署副盟長

及公安局局長。興安盟是一個經

濟落後的地區，王永清心有不

甘，他找到趙雲輝，質問其為

何「收錢不辦利索事」。但趙雲

輝居然說：「當初讓你出 1000
萬元你不出，只出 700 萬元。

700 萬元只能被運作到這裡當局

長，甚麼時候你把那 300 萬元

補齊，甚麼時候調你去呼市或包

頭。」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近日評論馬

雲事件。（Getty Images）

福建漳浦副縣長墜海亡 
港媒曝內幕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據《楚天都市報》報導稱，2021
年 1 月 9，漳浦縣公安局接到報

警：漳浦縣赤湖鎮亭裡村將軍澳

碼頭有人落水，警方初步排除刑

事案件，隨後有媒體證實落水之

人是失蹤副縣長陳志偉。中國人

權民運信息中心透露，事件或與

村委選舉有關。

陳志偉為福建漳浦人，

1971 年 5 月出生，1993 年 8 月

參加工作，2016 年 7 月起任漳

浦縣長至今。陳志偉協助分管工

業與信息化、工業區、科技、招

商、外事、央企國企對接以及濱

海新城等工作，協助葉毓常務副

縣長分管重點項目。

總部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

信息中心 1 月 13 日報導指，在

陳志偉 2016 年 7 月升任副縣長

前，有一些人實名向省、市投訴

「陳志偉利用職權保護貪污腐敗

者，受賄嫌疑巨大」；2017 年

漳浦縣沙西鎮嶼頭村再有數千村

民打手印聯名控告他貪污。

據嶼頭村村民的投訴書指，

2015 年 8 月 21 日，沙西鎮政

府到嶼頭村督導換屆選舉，嶼頭

村選民共 4248 人，實際參選只

有 2034 人，按規定這次選舉是

無效的。但後來沙西鎮鎮長為嶼

頭村選舉造假，以漳浦縣選舉辦

的名義宣布嶼頭村有 3728 人參

選，平白多出 1694 票，陳志偉

作為「嶼頭村貪污腐敗案件督查

組組長」來督辦該案，但被村民

指與貪污者勾結。

港媒報導說，嶼頭村村民已

向中共中紀委、最高檢、國家信

訪局等部門控告選舉造假等 109
條之多。報導還引用內蒙古包頭

市副市長王美斌在跳樓自殺時正

被調查的案例。 2020 年 12 月

12 日，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副

市長王美斌在鄂爾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家中墜樓身亡，原因不明。

當時中紀委正在「倒查 20 年」

內蒙古的煤炭資源違規問題，大

量廳級官員落馬，外界猜測，王

美斌自殺或與此有關。

中共基層選舉受操控和舞弊

現象屢見不鮮，最著名的是廣東

烏坎村。 2011 年，該村曾為抗

議村委會選舉舞弊和土地維權，

舉行了世人矚目的村委會民主選

舉，但整個事件最終在 2016 年

以土地維權被打壓、民選村委會

主任林祖戀被捕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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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的獨家報導引述了

兩名不具名消息人士，二人聲

稱是中方官員。其中一名官員

稱，中央政府「深度介入」指

揮了拘捕逾 50 名民主派初選組

織及參與者的行動，這場拘捕

是震懾民主派人士的連串行動

之一，「確保香港不會重新回到

18 個月前的狀態」。 2019 年

6 月爆發的反送中運動，被形容

為 1989 年天安門示威以來最大

規模的示威運動。

港警國安處上周首次引用顛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港府去年借疫情押後9月
立法會選舉一年後，路透社1
月12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報
導，北京深度介入指揮了港府

最近的搜捕行動。而為防民

主派取得過半數議席，北京

正考慮改動香港立法會選舉

制度，令原訂9月5日舉行的立
法會選舉可能再度押後。

北京或直接介入香港立法會選舉

覆國家政權罪拘捕 53 名參與去

年民主派初選的人士，被捕人還

包括美籍人權律師。這是《國安

法》生效以來最大規模的拘捕行

動，且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該官員還揚言，北京已經

「長期過於忍耐，需要一勞永逸

地解決問題」。他並稱，未來

「至少一年」，更多強硬措施還

陸續有來。

原本去年 9 月舉行的立法

會選舉，被押後至今年 9 月 5
日舉行。該官員透露，北京仍擔

心如果讓投票繼續舉行，反對派

仍會在民意的支持下，取得議會

的大多數議席。因此中共官員正

在討論如何改動選舉制度，以

處理目前政治架構上的「缺陷」

（deficiencies），因此選舉可能

再押後。消息人士稱，具體方案

仍未落實。

特首辦回應路透社稱，自

《國安法》去年 6 月實施後已遏

止「街頭暴力」，但沒有回應有

關北京角色的問題。發言人又稱

選舉預定今年 9 月 5 日舉行，

官員正進行準備工作，確保選舉

「公開、公平、誠實」。發言人

又透露，正探討使用電子投票及

在大陸設立投票和點票站，讓當

地選民投票。

另一名親北京消息人士向路

透社證實，北京正考慮對香港

政治制度進行「結構性改動」，

包括削弱民主派在 1,200 人行政

長官選舉委員會的影響力；又

形容這次改動會「動搖整個政

治根基」（shake up the whole 

美國務院取消與台交往限制
【看中國訊】美國國

務院國務卿蓬佩奧（Mike 
P o m p e o）9日發布聲明
表示，針對美國國務院過

去以國務卿名義授權發布

的全部關於台灣的聯繫準

則，現在行政機構都可以

視為無效。

美國 1979 年與中華民國

斷交、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交，自此奉行以台灣關係法、

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對台六項

保證為依據的一中政策，國務

院多年來以複雜的對台交往準

則限制美台官員往來。

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

中心（CSIS）亞洲事務資深顧

問葛來儀（Bonnie Glaser）向

華爾街日報表示，蓬佩奧宣布

對台交往準則無效，台灣官員

進入美國國務院、美方官員拜

訪中華民國駐美代表官邸的限

制可能跟著解除。

葛來儀說，拜登政府肯定

會對川普政府卸任前這類政策

決定感到不悅，「如果這些限制

妨礙美國以符合美國國家利益

的方式促進關係發展，川普政

府早該這麼做了」。

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

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表

示，這兩、三年來，美國早已

在檢討跟台灣互動的行為準

則。他說，過去的台灣駐美代

表不得進入國務院，但前駐美

代表高碩泰在去年就突破了這

一項禁忌。

在北京鐵腕管治香港的局

面下，美國兩大黨支持美台深

化關係、嚇阻中共武力犯台的

呼聲高漲。

前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

柯 伯 吉（Elbridge Colby） 表

示，美台官員往來許多限制為

美中關係熱絡時期的產物，是

港擬禁雙國籍 驚動官場
【看中國訊】香港行政

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在《南華早報》撰文，

呼籲北京禁止港人持雙重

國籍，持外國籍的港人將自

動失去申請並持有特區護照

的權力，並同時失去香港的

居留權和選舉權。此舉原意

是對付以BNO護照申請移
民英國的香港人，不料驚動

中港官場。

任保安局長時力推 23 條惡

法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文中

稱，隨著《國安法》生效，香港

正面臨另一個移民高潮，又引述

英國政府估計未來 5 年內或有

逾 25 萬人透過新計劃移民，指

中國政府認為英國違反了承諾，

正考慮採取反制措施。

她說，中國政府或是時候

「出手」終止出於歷史原因對

港台簡訊

港人的「特殊待遇」，嚴格執

行《中國國籍法》，禁止雙重國

籍。她建議當局可設定確實的

「截止日期」，日後獲取外國國

籍的港人，會被視為出於個人意

願，根據《中國國籍法》第 9 條

放棄中國籍，自動失去持有特區

護照、香港居留權和投票權。她

並揚言，「決定離開的港人，是

時候抉擇了。」

葉劉淑儀是協助特首決策機

構行政會議的成員。不過，特首

林鄭月娥 12 日早上見記者時，

似乎有意與葉劉的建議「劃清界

線」。林鄭指，國籍問題非常

敏感，澄清行政會議沒有討論過

有關議題，也沒有提出如何處理

BNO 作為旅行證件等問題，「我

不想大家誤會」。

《眾新聞》12 日引述資深政

political base）。香港下次特首

選舉將於 2022 年舉行。

《蘋果日報》報導，早前政

圈有消息稱，北京或將選委會

1,200 人中的逾百個區議員選

委議席大減，改由政協委員頂

替，改動不涉修改《基本法》附

件一。另一可行方法就是撤銷

（DQ）民主派區議員的議席，

順勢令選委會的議席出缺。

路透社指，自《國安法》實

施以來，當局已藉拘捕了 93 名

反對派人士、凍結資產、沒收手

機電腦、收繳旅遊證件、褫奪部

份議員資格並針對傳媒機構；數

百人被迫流亡海外。

最新的搜捕行動令民主派人

士對香港黯淡的前景感到憂慮。

他們認為當局會採取的下一步措

施，可能是 DQ 數百名民主派

區議員、要求公務員宣誓效忠中

國、擠壓曾公開支持民主的企業

老闆；以及逐步對互聯網和媒體

實施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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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五：

【老年性黃斑變性】一病人患老年性黃
斑變性，黃斑出血，視力下降。西醫治
療效果不顯；轉至本門診，經針灸及中
藥治療一月，視網膜出血停止，滲出吸
收，雙眼矯正視力恢復至 1.0。「真沒
想到，中醫能治黃斑變性！」她說。

            病人反饋之六：

【甲狀腺瘤】一病人頸部甲狀腺瘤一個
月內增長至雞蛋大。病人不願接受西醫
化療及手術，轉至本門診。經針灸及中
藥治療二次，腫瘤縮小一半，治療一月
半，腫瘤完全消退。「中醫真是很神奇！」
病人曾經的主治西醫感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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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專才
愛赴台灣發展
【看中國訊】依據台灣移民署

數據，2018 年有 75 萬 8583 外

籍人士獲得台灣居留證；2019
年是 78 萬 5341 人；2020 年 11
月為止達到 79 萬 2401 人，儘

管去年疫情流行，各國實施旅遊

限制。台灣於 2017 年通過了鼓

勵外國專業人才到台灣就業的修

正案，確立招攬海外人才的準

則。報告指出，除了媒體自由與

商業環境吸引外籍人士以外，台

灣的成功防疫也是重要吸引力。

務官的說法指，不少香港現任常

任秘書長或部門首長的高級政務

官，都是在八、九十年代加入政

府，相信他們都透過港英年代的

居英權計劃獲得了居英權。對

此，當局回應稱，《基本法》並

無對公務員的國籍或所持護照訂

明要求，只有《基本法》第 101
條規定的例外情況則除外（即

司長、副司長、局長、廉政專

員、審計署署長、警務處處長、

入境處處長及海關關長，須由無

外國居留權的香港永久居民中的

中國公民擔任）。

《蘋果日報》則報導，林鄭

月娥 2017 年參選特首時，曾

自曝一家人 97 前已獲得英國國

籍，她本人在 2007 年擔任發展

局長時放棄英籍，但丈夫和兩名

兒子仍擁有英籍。此後她也未有

再回應家人是否仍持有英籍。

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 12
日撰文指，因歷史原因，擁有

外國國籍的香港人「數以十萬計

甚至百萬計」，遍佈政商專業界

別，還包括不少舉足輕重的財團

首腦或政界頭面人物，怒斥葉劉

淑儀的建議「唯恐香港不亂」。

受此影響的，還不止是一般

香港人或官員 2016 年的「巴拿

馬文件」曾揭示，中國最少七名

現職或離任中央高層官員，後代

或配偶都擁有離岸公司及持有香

港身分證，包括時任中央政治局

常委張高麗女兒張曉燕、常委劉

雲山的媳婦賈立青、已故領導人

鄧小平的外甥女栗小兵及丈夫俞

一平，全國政協前主席賈慶林女

婿李伯潭及外孫女李紫丹，以及

國務院前總理李鵬女兒李小琳。

香港立法會。(Wikipedia)

長期累積的官僚障礙與束縛。

柯伯吉說，北京鎮壓民主

運動、對外日益強勢之際，

美國強化與台灣的關係至為

關鍵，「我們需要台灣增強韌

性、防禦能力與經濟實力，因

為中國很可能會對台採取侵略

行動」。

美國國務院早前宣布將派

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

（Kelly Craft）訪台，但 12 日

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指，為確

保政權交接順利，決定取消本

週所有原定的訪問計畫，包括

國務卿蓬佩奧的歐洲行。

港被捕人士
手機被送中破解
【看中國訊】港警國安處上

星期大搜捕 55 名民主派人士，

指控他們協調和參與民主派初選

觸犯了《國安法》顛覆罪。多名

被捕人其後發現手機出現異常活

動，包括遭中國黑客嘗試登入賬

號。美媒《華盛頓郵報》1 月 12
日報道，該行動撿走逾 200 部

手機和電子設備，港警內部消息

稱，由於警方無法破解較新型

號 iPhone，將被捕人士的電子

設備送往中國大陸，以更先進的

黑客技術破解手機。《華盛頓郵

報》形容，當前這一波「電子清

掃」，反映香港當局在《國安法》

下運用新權力，範圍已遠超特首

林鄭月娥早前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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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 2021 年 1 月 12 日

訊】日本一項耗時 20 多年的研

究發現，月亮靠近地球時的「超

級月亮」現象，因導致大浪與大

潮，使海水侵蝕海岸砂石的程度

是平常的 1.5 倍，影響海岸地形

改變。

日本放送協會（NHK）、日

本經濟新聞等媒體報導，超級月

亮（supermoon）是指月亮最接

近地球的現象，觀測到的月球直

徑約會比平時大 14%，亮度也

會比平時約增加 30%。

當月亮和太陽處於地球兩

側，並且月亮和太陽的黃經相差

180 度時，從地球上看，此時的

月亮最圓，稱之為「滿月」，亦

稱為「望」。而「超級月亮」指

的就是月亮在滿月的時候，剛好

位於近地點附近。由於靠近地

球，所以看上去此時的月亮比平

時更大。

「超級月亮」每年都會發

生，有時還不止一次。有天文專

家表示，每年出現不超過 4 次

的「超級月亮」。一輪圓月，往

往寄託著人們美好的心願和思

念。

然而，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的

港灣機場技術研究所，針對超級

月亮與潮汐的漲退潮之間的關係

進行研究，觀測茨城縣的海岸長

達 24 年。

經研究分析發現，超級月亮

期間，平均一個晚上海水侵蝕海

岸砂石的程度，約是平時的 1.5
倍；且漲退潮之間的海平面差

距，與大潮時相比，平均也會多

出約 13 公分。

報導指出，超級月亮時，月

球的引力增加，潮汐也隨之變

強，並導致地形產生變化，但過

去無法掌握超級月亮對地形影響

的程度，這是世界上首次觀測出

超級月亮影響地形的變動量。

【看中國訊】從 1 月 6 日到

10 日期間，因推特封鎖包括川

普在內的 6 萬多保守派人士的

賬戶，導致大批網民「移民」到

Parler 上。此後 Parler 也遭到

科技巨頭的聯合封殺，不但被

Google、蘋果（Apple Inc.）兩

家科技公司從應用商店強制下

架，甚至為 Parler 提供伺服器

服務的亞馬遜公司（Amazon.
com Inc.）也對 Parler 關閉了

託管服務。此舉引來民眾的強烈

不滿，川普總統 1 月 12 日譴責

大科技公司們在分裂美國。

川普遭社媒封殺

1 月 6 日，一群人衝進國會

大廈，中斷了國會兩院計算選

舉人票的聯席會議。在這起衝

突中，有 4 人喪生。川普 1 月 7
日在推特上發表視頻講話，他譴

責國會大廈的暴力事件，強調美

國必須永遠是一個法治國家。

民主黨國會議員、部分共和

黨國會議員以及主流媒體將暴力

闖入國會事件歸咎於總統川普。

川普的支持者表示，川普在演講

中沒有煽動暴力，是主流媒體誤

解了 1 月 6 日的集會，且有人

滲透到了抗議人群之中。也有人

擔心美國正處於社會主義或馬克

思主義的邊緣。

川 普 總 統 1 月 8 日 曾

經在他的總統官方推特帳戶

（@POTUS）上批評推特作為一

傢俬人公司，在禁止言論自由方

面走得越來越遠了。隨後被推特

（Twitter）和臉書（Facebook）
等社媒徹底封殺。此外，推特還

封鎖了 6 萬多保守派人士的賬

戶。

Parler 
被科技巨頭圍剿

因不滿推特、臉書等社交媒

體封殺言論自由，大批網民「移

民」到保守派社交平臺 Parler
上。 根 據 與《國 會 山》（The 
Hill）共享的市調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數據，在 1 月 6 日到 1
月 10 日之間，Parler 的 Apple
和 Google 應用商店的安裝量約

為 825,000，比一週前的同期增

長了十倍以上。

因 Parler 受到川普支持者

的歡迎，谷歌 1 月 8 日將 Parler
從其 Android 應用商店 Google 
Play 中刪除；1 月 9 日晚，蘋果

在其 iPhone App Store 中也刪

除 了 Parler。Apple 和 Google
應用商店，基本上是美國人下載

移動應用程序的唯一場所。在

其它科技巨頭採取封殺行動後

不久，亞馬遜網路服務選擇在 1
月 10 日晚間停止託管 Parler。

因無法訪問亞馬遜網路服務提供

的伺服器，從 1 月 11 日開始網

民無法使用該應用程序。

Parler 於 2018 年 推 出。

Parler 首席執行官約翰 • 馬特

（John Matze）在 2020 年 6 月

說：「我們是一個社區城市廣

場，一個開放的城市廣場，沒有

審查制度。」

馬特 1 月 10 日表示，在亞

馬遜、蘋果和谷歌終止與這家社

交媒體服務的協議之後，Parler
實際上已被其所有商業聯盟所拋

棄。他在新聞節目上說「在同一

天，從簡訊服務到電子郵件提供

商再到我們的律師，每家供應商

都拋棄了我們」。

馬特承認，這些封殺可能使

公司倒閉，同時引發言論自由問

題，稱這是「對所有人的攻擊」。

「我從沒想過我生活在一個

會發生這種情況的國家，」馬特

說，「網站已關閉——這簡直是

一個黑洞。這太可怕了。」

Parler 於 1 月 11 日起訴亞

馬遜，稱亞馬遜停止託管服務的

行為，違反了反壟斷法（反托

拉斯法），並違反了公司間的合

同。在訴訟中要求聯邦法官下令

亞馬遜恢復該平臺的上網。

 網民再次「社交移民」
在美國多家科技巨頭聯手

封 殺 了 Parler 後， 大 量 川 普

支持者再次「社交移民」，改

使用源於俄羅斯的通訊應用程

式 Telegram（電 報 ）， 目 前

Telegram 在美國的下載排行榜

已躍升至第 2 名。

據 Sensor Tower 統計，從

1 月 6 日至 10 日，Telegram 在

美國的下載次數已逾 54.5 萬次，

幾乎是上週的 3 倍。

Telegram 是由俄羅斯企業

家杜洛夫（Pavel Durov）所研

發，於 2013 年推出後便由於其

高度保密性以及安全性而廣受前

蘇聯國家與伊朗民眾歡迎；香港

「反送中事件」爆發時，也有不

少香港民眾運用 Telegram 來溝

通及傳遞資訊。目前 Telegram
在全球約有 5 億用戶，預計未

來用戶數量可增長至10億以上。

另 據《科 技 關 鍵》博 客

（TechCrunch）1 月 12 日 的

報導，根據阿普托匹亞公司

（Apptopia）的數據顯示，2012
年 5 月創辦的 MeWe 全球累計

有逾 1,600 萬下載量。

應 用 程 式 MeWe 全 球 下

載量急增，72 小時內錄百萬新

用戶。大部分的新下載來自美

國，有近 14.3 萬次。他們主要

是 Parler 被下架後「轉場」到

MeWe 的新用戶。

單 是 1 月 9 日 至 10 日，

MeWe 於 美 國 已 經 錄 得 逾

110,200 次的新下載。公司向

《科技關鍵》博客透露，過去 72
小時有 100 萬新用戶登記，現

時每小時新增逾 2 萬名新用戶。

川普譴責大科技公司 
在分裂美國

1 月 12 日川普總統在安德

魯 空 軍 基 地（Joint Base An-
drews）準備乘坐「空軍一號」去

德克薩斯州視察邊境牆之前，譴

責大科技公司們在分裂美國。川

普表示這對美國是一件可怕的

事，而對那些大科技公司來說則

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會引起眾

怒和反作用力。

川普說：「我認為，大科技

公司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對我

們的國家非常非常不利。這導致

其他人也做同樣的事情，這會帶

來很多問題和很多危險。大錯特

錯！他們不應該這樣做。但是當

他們這樣做時，總會受到一個反

作用力。我從未見過像現在這

樣的憤怒，這是一件可怕的事

情。」

川普總統已經表示他要自建

一個發聲平臺，並承諾「很快就

會有重大宣布」。

推特、臉書、谷歌、蘋果和

亞馬遜這些大科技公司為限制川

普總統的影響力而對他採取的最

強有力的封殺行動，不僅激怒了

川普總統的支持者，還讓更多非

川普總統的支持者們也在為川普

鳴不平，並指責這些大科技公司

的壟斷和言論審查已經越界了。

川普譴責大科技公司在分裂美國

社交平台Parler遭到科技巨頭們聯合無理封殺。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合報導】

近期，中國大陸從北到南，多地

受寒潮侵襲，出現歷史低溫。北

方一些地區卻在此時禁煤、強拆

煤爐，南方多地亦出現了停電限

電，上海北京亦突然停電。網民

紛紛在社交媒體上抱怨：「這麼

冷的天氣停電，要人命嗎？」

入冬以來，繼浙江、江西、

湖南、廣東等省分出現部分地區

停電限電後，北京和上海的部分

地區也相繼出現斷電。據悉，中

國近幾年從未出現這種大面積停

電的情況。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至少四個省分數十個中國城市已

經頒布了用電新規，其中包括對

居民用電和企業用電的減少。

1 月 7 日晚，上海市多區出

現突發停電狀況。有多位網友在

微博爆料，上海徐匯區、浦東新

區出現大面積停電情況。據上海

電力公司解釋，由於上海 7 日

白天最高氣溫僅 -3 攝氏度，居

民集中使用電暖設備，令部分地

區用電負荷急增。上海最高用電

負荷於當晚 8 時半達到 3339 萬

千瓦，打破了 2020 年夏季用電

高峰創下的3311萬千瓦的紀錄。

北京也出現突然停電的情

況。 1 月 7 日，北京最低溫度

達到 -19.6 攝氏度。據北京電力

公司發布的消息，1 月 7 日北

京電網最大負荷達到 2457 萬千

瓦，再創歷史新高。

很多北京當地居民紛紛在

網絡留言：「這種新聞還好意思

發？明顯是供暖不足才靠電熱來

補、多少煤改電，家裡開的是空

調啊。」還有北京市民稱，收費

的集體供暖，較往年溫度更低

了，甚至達不到要求的最低供暖

溫度 18 攝氏度。甚至有的北京

小區竟然出現停電、停水、停供

暖的情況。

事實上，北京和上海出現停

電已非首次，去年 12 月分就發

生過。同期，湖南、江西和浙江

等省均出現停電或限電情況，加

上近期煤炭價格上漲，亦令外界

猜測中國的發電產能是否因禁止

澳洲煤炭進口而受衝擊。

除此之外，山西省臨汾市近

期也為達成禁煤的環保指標，

在 -15 度的寒流中強拆居民取暖

用的煤爐，並強制收走存煤。但

因電力取暖費用太高，民眾仍然

選用煤爐取暖。中共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日前強調：「要求各地務

必保障民生用氣用電用煤，絕不

允許人為斷供。」

李克強發聲要求保障民生用

氣、電、煤，外界並不看好。因

李克強當上總理後，政令不出中

南海，曾多次為此而發火，他也

被認為是最窩囊的總理之一。

中國多地寒冬限電禁煤

世界首次觀測 超級月亮可侵蝕海岸？

【看中國訊】據俄羅斯《消息

報》近日報導稱，研究人員在一

名中共病毒 ( 又稱新冠狀病毒，

COVID-19) 女性感染者的體

內，檢測出了 18 種變異的中共

病毒毒株，其中一些與英國檢測

出新型變異病毒相同，還有一些

與丹麥水貂所攜帶的變異病毒相

吻合。

據報導，這名患者今年 47
歲， 患 有 淋 巴 瘤。 2020 年 4
月，該女子在一次化療中感染中

共病毒，之後她定期進行核酸檢

測，結果一直是陽性。

俄羅斯學者們稱，這位患者

的免疫力低下，中共病毒在該患

者體內長期存在。在最近的檢測

中，他們在這名女患者體內發

現了 18 種不同的變異的中共病

毒，部分變種病毒與英國出現的

新型變異病毒相同，還有 2 種

同丹麥水貂體內所攜帶的變異中

共病毒相吻合。

俄羅斯西伯利亞聯邦大學基

因學和生物信息學系教授康斯丹

丁 . 克盧托夫斯基指出，這項研

究工作首次讓人們明白了一個事

實，也就是中共病毒在人體內的

長期存在會導致大量病毒毒株突

變。他稱在俄羅斯的中共病毒菌

株的傳播速度還不清楚，目前只

出現了這一個案例。

據病毒學家稱，一些病毒為

了適應不同的宿主而能產生變

異，這是病毒自我複製過程中的

「常態」。人們不要對「病毒在

持續變異」這個事實嚇倒。

病毒在人體細胞內繁殖時，

會發生基因突變，突變後的新毒

株適者生存，可能會變得更易傳

播，甚至對人體破壞力和致病性

更強。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病毒傳

播速度加快，也並不意味著對人

的致病性更強。對於病毒本身，

繁殖和更廣泛的傳播才是目的，

而並不是對宿主有緻命的危害，

因此某些病毒在自我變異，強化

自身繁殖傳播能力的同時，它的

致病性會更弱。

世界衛生組織首席科學家蘇

米婭．斯瓦米納坦稱，中共病毒

屬於 RNA（核糖核酸）病毒，

變異相對較快。與流感病毒等其

他 RNA 病毒相比，中共病毒穩

定性更高，因此，中共病毒的變

異速度比流感病毒要慢得多。

雖然如此，如今世界各地的

中共病毒疫情呈爆髮式態，新

一輪的封鎖正在進行。據俄羅

斯中共病毒防疫官網 1 月 12 日

的最新數據稱，俄羅斯已新增

22,934 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目前累計確診 3,448,203 例，新

增死亡病例 531 例，累計死於

中共病毒的患者為 62,804 例。

另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

心今天宣布，自 1 月 26 日起，

搭機入境美國的乘客，必須出示

在 3 天內武漢肺炎檢驗為陰性

的醫學證明。如果乘客不能提供

核酸檢測的陰性證明或醫學康覆

文件，將不得登機。這是在全球

多個國家發現變種中共病毒之

後，美國為確保國門安全作出的

更嚴格的邊境管制。

俄羅斯女子體內竟有18種變異中共病毒

中國民眾 
被要求原地過年

【看中國訊】黃曆新年臨近

之際，中國疫情正捲土重來。各

地要求民眾如非必要不要返鄉，

就地過年。有些地方更要求，若

返鄉必須出具核酸檢測證明，提

前報備。不過外界相信，屆時仍

然會有大批民眾返鄉過年。

今年返鄉潮將從 1 月 28 日

開始，至 3 月 8 日結束。面對

即將到來的人員大量流動和聚

集，當局要求民眾在新年期間在

工作地休假。

為減少人員流動，北京提

出「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出

境」。上海要求「錯峰返鄉返

崗」。擁有大量外來人口的深

圳也已發布通知，新年期間離開

深圳必須事先申請。安徽、四

川、湖南等勞動力輸出大省，近

期也密集發布通知，要求「非必

要不返鄉」。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在北京

打工，老家在黑龍江的馬小姐表

示，民工若想回家過年，核酸檢

測報告、健康碼、通行碼必不可

少。如果老家在黑龍江、遼寧、

河北等疫情嚴峻地區，則未必可

以成行。

（Getty Images）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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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美國眾議院 1 月 4 日通過了

國會新屆會議的系列規則條款，

通過了有助於進步派法案的預算

規則與性別中立詞彙等等條款。

該規則還更改了家庭的用語，目

的是讓性別中立。比如，將「叔

叔」和「姨媽」更改為「父母的

兄弟姐妹」，「丈夫」、「妻子」

更改為「配偶」，「兒子」、「女

兒」更改為「孩子」等。不能再

說『爸爸、媽媽、妻子、丈夫、

兒子、女兒等等詞語，這樣下

去，這些親情的名詞就將在美國

下一代人群中消失。

美國是一個由清教徒組成

的國家，對神的信仰是他的立國

之本。可是美國眾議院所通過

的這一條款，讓我們看到了美國

可怕的走向。美國對神的信仰己

經被摧毀，立國的根基已經動

搖，人性也已經走向泯滅，中共

魔鬼在滲透和控制著美國。也許

有朋友會認為，你這話說的是不

是有些誇大張詞，或者是聳人聽

聞了？那麼下面我們就談談這個 
問題：

人之所以成為人，是因為人

有人要遵守的道德規範，有人的

普世價值，有人規範的稱呼和人

際的關係，再加上人的情感，使

得人類幾千年來維繫著人類正常

的生存。

幾千年前，當人類出現了文

明以後，是誰給人規範了人的道

德與行為？是誰給人規定了親朋

好友之間的稱謂？又是誰把人與

動物作了嚴格的區分？是神，是

創世主造就和規範了人類的這一

切。

所以人的稱謂是不能更改

的，那是人類正常的生存方式。

比如，父母把孩子稱為兒子、女

兒；孩子把父親稱作爸爸，把母

親稱作媽媽。這是人類維繫親情

中最親切的稱呼與紐帶；把丈

夫、妻子稱作是配偶，給人的感

覺就是脫離了親情，成為了只為

滿足性慾和繁衍後代的動物。其

實人世間的夫妻是要講緣分、講

情感的，同時還要講報恩的。在

中國有句俗話：「百年修得同船

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說的正

是一個「緣」字。人生在世，有

存有亡，有聚有散，其中契機，

全繫於一個緣字。

而動物也有動物的稱呼，比

如，虎仔、狗仔、豬仔等等；動

物有公母的區別。所以動物跟人

是絕對不能混同的。宗教中講，

人是最珍貴的，是萬物之靈。所

以人的行為，人的稱謂絕不能跟

動物混為一潭。如果把動物的稱

謂用在人身上，那是對人類的侮

辱，對神佛的褻瀆。

《共產黨宣言》中寫到：「一

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

洲大陸徘徊」。這個幽靈來到

了人間，開始對人類的道德，人

類一切規範的行為進行全面的摧

毀。尤其這個幽靈到了中國後，

對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傳統文

化，對人類的普世價值，對人世

間的親情進行了全面的摧毀與破

壞。

中共邪靈在中國發動了所

謂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文

化大革命」的宗旨，就是為了毀

掉中華五千年來老祖宗給我們留

下的文物、古籍、寺院、神像等

等。因為中華五千年的文化是神

傳文化，是人類生存的普世價

值，是衡量善惡、好壞的標準，

也可以說是一面照妖鏡。所以當

中共毀滅了這個照妖鏡後，中共

就可以為所欲為，想怎麼欺騙就

怎麼欺騙；想幹什麼壞事就幹什

麼壞事，因為人沒有了參照，就

使人成為了一個盲人，無法分

辨。

中共邪黨給中國人灌輸無

神論，不讓人相信神，卻要中國

人相信和崇拜中共的毛魔頭。

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搞什麼階級

鬥爭，把信神的，遵循五千年文

化的那些人統統誣陷成為牛鬼

蛇神，徹底的打倒、消滅。為了

給毛魔頭表忠心，從而使多少家

庭夫妻反目，兒女與父母決裂。

用階級鬥爭的仇恨替代了人世間

的親情。在學校，學生可以造老

師的反，甚至敢於侮辱、打罵老

師，中國人的道德規範與行為準

則被中共徹底的摧毀。

中共執政七十年來，一直在

給中國人灌輸進化論，把萬物之

靈的人說成是什麼高級動物，所

以中共一再宣傳什麼叢林法則，

把軍人稱作是具有狼性的戰士，

把外交部的大外宣稱作戰狼等

等。

現在美國的左派人物已經

繼承了中共的衣缽。開始了不信

神，反對神，企圖摧毀美國的立

國之本。我們看到當今的美國，

宣傳性解放，立法支持同性戀，

男女同廁等等，那接下來會是什

麼？男女同浴？如果是這樣，那

麼人跟動物又有什麼區別呢？最

多是在動物前面加上高級兩個

字！

那麼這股勢力所做的這一切

目的是什麼呢？毀滅美國的立國

之本，摧毀美國的民主與法制，

使美國成為一個跟中共國一樣的

獨裁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而全面

接受中共邪靈的控制。

◎文：清竹

他們為什麼改變性別辭彙？

暴風雪中的美國國旗（Getty Images）

光明會在美國的勢力非常

大，上篇說過，一美元紙幣上的

圖案就是光明會標誌。但光明會

被魔鬼寄生後，發展出撒旦教

派，慢慢成了控制美國的黑暗力

量，稱為深層政府，藉以控制西

方自由世界，背後操控世界的局

勢。

撒旦教是崇拜魔鬼撒旦的

地下邪教。它是以反神、反基

督，讓魔鬼統治人類世界為目

地的。對於我們凡人來說，魔

王撒旦也是具有超能力的，對

人類來說是很可怕的，但它所

擁有的是黑暗能量，是對人類

的仇恨與毀滅，它是以毀滅世

界、拉人下地獄為目地的。據

說在某種邪教儀式下，它們可

以與魔王撒旦通靈，因而能夠

在魔鬼附身的情況下，獲知人

類世界將要發生的一些可怕

事情，或者是提前獲知魔鬼

將操控、毀滅人類的一系列 
陰謀。

1995 年，美國發行了一套

光明會遊戲卡牌，名字叫作《光

明會：新世界秩序》，是由史蒂

夫．傑克遜遊戲公司設計的一

款卡牌遊戲。該遊戲讓玩家扮

演光明會內部的秘密分支，以

戰爭、政治、經濟等手段，製

造陰謀，最終達到控制世界的

目的。它一直被認為是「光明會

的真相」。該版卡牌遊戲全套

共 409 張，在這套卡牌中，準

確地預言了 1995 年後人類社會

所發生的一系列災難，非常的詭

異。比如 911 恐怖襲擊、墨西

哥灣石油洩漏、日本核洩漏、

黛安娜之死、克林頓醜聞、印尼

大海嘯以及今年的全球大瘟疫 
等等。

這套卡牌是由史蒂夫．傑

克遜遊戲公司（Steve Jackson 
Games）於 1990 年設計，並於

1995 年出版發行的。黑客史上

最著名的黑客之一、著名《黑客

宣言》的發布者勞埃德．布萊肯

希普（Loyd Blankenship），當

時正好就職於史蒂夫．傑克遜遊

戲公司，是該公司的遊戲合夥

人。

就在這套卡牌剛設計出來

時，發生了一件非常詭異的

事：美國特勤部（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突然破門闖入

了勞埃德．布萊肯希普的家中，

翻箱倒櫃子，並且其後又闖入了

史蒂夫．傑克遜遊戲公司位於奧

斯汀的總部，以追捕黑客為名沒

收了公司的電腦等，並破壞現

場。

最終在新成立的電子前

線 基 金 會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的幫助下，遊戲公

司與美國特勤部對薄公堂，並贏

得官司獲得 5 萬美元的賠償。

該套卡牌最終於 1995 年得以發

行，但就在這套卡牌發行後不

久，卡牌又被迫停止發行，成為

絕版。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我

們不得而知。

當時美國特勤部關於此事對

外界的說法是：勞埃德．布萊肯

希普在 1988 年，曾入侵了貝爾

南方電訊公司電腦，並竊取了一

份「機密」文檔。

而其後公眾發現，這份所謂

的「機密」文檔的所有內容，都

能在貝爾南方母公司當時公開出

售的一份文件中找到，而這份文

件當時以 13 美元的價格公開出

售。

美國特勤部說擔心勞埃德．

布萊肯希普將當年竊取的這份

「機密」文件（這份文件早已公

開發行）發布出來，所以才突

然闖入搜查。美國特勤部給出的

理由，看起來非常幼稚可笑，明

顯是對外界的敷衍，在轉移公眾

視線。真正的原因，據推測與光

明會卡牌有關，很可能當時勞埃

德．布萊肯希普駭入了光明會內

部系統，竊取了光明會的核心資

料。

1995 年發行的這套光明會

卡牌，就是在他們查閱了光明會

內部機密資料後，設計出來的。

有人認為史蒂夫．傑克遜所設計

的這套卡牌，非常真實的再現了

美國深層政府的現實陰謀，所以

被禁止。

隨著卡牌預言不斷被驗證，

人們對卡牌的預測性幾乎不再懷

疑，進而對設計者是如何做到先

知的這一命題更感興趣。

人們普遍認為，卡牌的內容

源自於黑來的資料，真正的光明

會（撒旦派）內部資料，它們

試圖統治人類、打破世界秩序，

建立它們心中所謂新世界秩序的

一系列尚未實施的陰謀。

即可以說是預言，也可以說

是魔鬼將要在人間實施的陰謀與

其中環節，一旦實施成功，就成

了預言。目前這套卡牌中描述的

很多事情都在後來陸續發生了，

但還有一些可怕的事情沒有發

生，或可能將要發生。

在解讀卡牌之前，我們先看

一下史蒂夫．傑克遜公司發布的

「關於光明會的 50 件事情」這

篇文章，這裡選取部分給大家看

看：

光明會滲透和控制各式各

樣的組織。他們控制著學校，

以確保年輕人學會欣賞難聽的

音樂和古怪的遊戲，並確保他

們穿著怪異。他們還試圖招募

最優秀和最聰明的年輕人作為

代理人，以確保下一代繼續執

行他們的陰謀。他們對付敵對

者的首選方法就是收買他們。

對象光明會這樣富有的組織來

說，幾百萬美元根本算不上什

麼。如果收買不了，他們會嘗

試威脅。讓反對者的財產、地

位或親人面臨危險。當然，謀

殺是一種古老的政治武器。光

明會對現代一些最令人震驚

的暗殺事件負有責任。那些

很難處理的人會被抹黑或被 
逼瘋。

光明會操縱著國際股票市場

並控制著貨幣。同樣，「能源危

機」也是光明會的陰謀。他們正

努力使法律儘可能混亂。他們鼓

勵年輕人和持不同政見者抵制權

威，以分散政府對內部真正敵人

的注意力。

他們不鼓勵對奇怪和不尋常

的事情進行調查，因為這可能會

導致把矛頭指向他們。但他們鼓

勵人們開光明會的玩笑，例如拍

一部光明會電影，讓人們嘲笑調

查者是神經病。他們出版「地攤

文學」，讓人們對一些神秘事件

產生懷疑，不再相信。

◎文：李道真

2020深層政府計劃書 三

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民眾攜美國國旗遊行和支持川普總統。（圖源：

看中國）

港府出動過千警力，以意圖

癱瘓政府為罪名的大搜捕，是否

合法合理？多講無謂，任何人

只要看看《基本法》第 52 條和第

72 條關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

規定，即可知道《基本法》自有

癱瘓政府的程序，而行政長官也

有應對的辦法。至於「意圖」，

也就是動機，1837 年出版的

通行寶典《羅伯特議事規則》規

定：「不許質疑動機。」因為動

機看不見、摸不著和不可證實。

2016 年 1 月，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馬道立在法律年度開啟中說：

「法院所處理的只是涉及的法律

問題。訴訟各方的動機，不管是

政治還是其他方面的動機，實在

無關重要，對作出正確的判決結

果毫無幫助。」

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有什麼影

響？也多講無謂了，只要看這兩

天西方、日本等所有文明國家都

大幅報導香港的大搜捕，各國政

要紛紛發表意見，就知道對香港

作為中國白手套、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會有什麼影響了。

當然，專權政治因權力貪

婪，是不會顧及後果的，不見棺

材不流淚。這次歐洲議會自由

民主黨團主席、前比利時首相

Guy Verhofstadt 說，香港大搜

捕再次表明，國際協議不會使中

國變得更加開放和民主，如果香

港、維吾爾及西藏的人權不獲保

護，歐洲議會將不會通過中歐投

資協定。

中國正沾沾自喜於中歐投

資協定突破了美國的「圍中」戰

略，若到口的鴨子飛了，那是很

掃興的。因此，有傳聞說，被捕

的 55 人將暫不檢控。

香港市民切勿因此安心，

若不檢控也只是「暫」，歐洲議

會若擱置中歐協定也只是因應民

意而「暫」。蓬佩奧去年 9 月

說，香港已經徹底成為中共統

治的城市。「香港監察」創辦人

Benedict Rogers 表示，民主國

家的譴責聲明已無補於事，現

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包括落

實《馬格尼茨基制裁法》、實施

國際救生艇計畫、暫停所有與中

國的引渡協議、取消與中國的投

資協定等。他沒有再要求中國恢

復按《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權

利，因為已經隨風而逝矣。

許多講人生的書，最常提出

的意見，是叫人凡事要正向思

考，面對困厄要樂觀積極，從好

處想，就會渡過難關。於是九七

前有民主回歸，03 年有還政於

民大遊行，歷年爭取真普選，

梁天琦被 DQ 了，還認為一國

兩制有險可守，大量 DQ 發生

了還寄望有 35+，取消了立法

會選舉還相信留在議會有抗爭空

間……從民主回歸時代，所有

的追求我心中都認為不可能實

現，因為專權政治是容不下民

主的。臺灣能夠成功而香港不

能，是因為臺灣人爭取民主面

對的政權背後有西方民主大國

支撐，國民黨政權的本質與中

共大不相同。但從九七談判以

來，所有香港的民主追求我都

支持，因為那是應有的人權。

對自由的追求，寧願做過了失

敗，也好過不做而後悔。

然而，不要再相信樂觀、正

能量、有希望這些話了。正向思

維不能使癌症病人因而痊癒。直

面現實，丟掉幻想，堅定信念，

才有機會摸索出一條路。

◎文：李怡

丟掉幻想直面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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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的社

媒帳號相繼遭到以推特

（Twitter）為首的美國大
科技媒體公司所封殺。此事

不僅在美國引發強烈的輿

論反彈，各國政要也齊聲譴

責。而同為傳媒的美國傳統

平面媒體，也被揭發為了拉

川普下臺，而不惜踐踏新聞

專業，掩護左派暴行的編輯

臺黑幕。

寰宇新聞

社媒噤聲川普 各國政要譴責

墨西哥總統： 
不接受這種做法

墨 西 哥 總 統 奧 夫 拉 多

爾（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譴責社交媒體公司對

川普進行言論審查，稱他不能

「接受」這一舉動。

奧夫拉多爾說：「我不希望

有人受到（言論）審查，或被

剝奪在推特或臉書（Facebook）
上發布消息的權利。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

他繼續說：「你如何審查某

人：『讓我們看看，我作為神聖

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將懲罰你，

因為我認為你的言論有害。』法

律在哪裡？法規在哪裡？規範是

什麼？這是政府的問題，這不是

私營公司的問題。」

英國資深政客： 
更糟的事會隨之而來

英國脫歐黨領袖法拉奇在 1
月 8 日針對推特永久關閉川普

的基本權利。對這項基本權利做

出限制時，必須基於法律並遵循

立法者限定的框架，而不應基於

一個社交平臺管理層的決定。」

推特關閉川普帳號的決定

也在法國政界引發廣泛討論和批

評，不僅馬克龍的財經部長勒梅

爾認為這是懸在各國和民主制度

頭上的威脅之一。據法新社 11
日報導，法國政界從極左的「不

屈服法蘭西」黨魁的領導人讓呂

克．梅朗雄，到極右的「國民聯

盟」主席瑪麗娜．勒龐，都對數

字寡頭控制公共言論持批評態度。

為拉下川普                        
美媒體踐踏新聞專業

同為傳媒的美國多家傳統平

面媒體，也被揭發為了拉川普下

臺，而不惜踐踏新聞專業，掩護

左派暴行的編輯臺黑幕。

據《自由時報》10 日報導，

美國國會大廈示威演變成激烈衝

突後，包括美聯社在內的主流媒

體，立即以「暴民」（rioter）、
「暴動」（riot）字眼為事件定

調，並對川普百般撻伐，然而這

些媒體對去年「反法西斯運動」

（Antifa）、「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BLM）

等左翼分子襲擊川普支持者的暴

行，幾乎完全沉默，雙重標準引

發爭議。《華爾街日報》去年在

美國大選前，就揭發美聯社、

《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為了扶

持拜登上位，不惜踐踏新聞專

業，還揭露美聯社掩護左派暴行

賬號的藉口：川普在推特上鼓

動暴力，而發推文說：「震驚的

是，美國總統（賬號）已被推

特關閉。（川普）不參加（總

統）就職典禮很難鼓勵暴力。

必須贏得言論自由。」9 日，他

再發推文說：「大型社交媒體的

審查制度和民主黨的報復行動，

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反效果。川普

是數千萬美國人的聲音。封殺

他，更糟的事會隨之而來。」

法拉奇被稱為英國政壇的預

言家和推動者。他最先提出退

歐，並以小黨之力，最後讓英國

退歐。他在 2021 年的新年賀詞

中表示，他的下一步政治目標是

讓英國脫離中共的控制。

俄羅斯反對派領袖： 
這是審查制度

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是

堅定的普京批評者，他最近倖免

於兩次中毒暗殺。他發表聲明

說：「我認為推特對川普的禁令

是不可接受的審查行為。」

他繼續說：「我認為，禁止

川普的決定是基於情感和個人政

治偏好。不要告訴我，他因違反

推特規則而被禁止。多年來，我

每天都在（推特）這裡受到死

亡威脅，而推特並沒有禁止任何

人。」「擁有推特帳戶的人中包

括冷血的凶手、騙子和小偷。多

年來，推特、臉書和 Instagram
一直被用作普京的『網路水

軍』，以及其他獨裁國家的類似

團體的基地。然而，川普卻遭到

公然的、誇張的禁止。這種選擇

性表明這是審查制度。」

德總理：言論限制                   
應植基立法而非企業

據法廣報導，在國際政治上

常與川普相左的德國總理默克爾

透過其發言人塞柏特（Steffen 
Seibert）表示，川普的帳號遭到

永久封鎖是「有問題的」。她強

調：「 言論自由是具有核心意義

2020年 7月 8日，美國總統川普歡迎墨西哥總統奧夫拉多爾到訪白

宮。（Getty Images）

的編輯臺黑幕。

《華爾街日報》在去年一篇

〈搶救拜登大兵〉專文中指出，

多數美國主流媒體對拜登次子

亨特「電郵門」醜聞，輕描淡

寫甚至視若無睹，推特和臉書

等社交網站甚至出手箝制消息

傳播，以雙重標準「善待」拜

登。《華爾街日報》指出，這些

媒體在 2016 年川普競選時就以

偏頗報導對付他。但仍無法阻止

他勝選，於是在去年「加料」幫

川普的對手——絕對不刁難拜

登。文末以美國資深作家海明韋

（Mark Hemingway）一段評論

來總結：看到媒體處理拜登的新

聞，「就好像看到某人要確保一

個 3 歲小孩贏得糖果王國。」

歐盟：民主國家                      
21世紀生存問題
歐盟內部市場專員布雷頓擬

文表示：「一個 CEO 可以在沒

有任何制衡的情況下拔掉美國總

統的揚聲器的插頭，這一事實令

人困惑。這不僅證實了這些平臺

的力量，而且也顯示出我們社會

在數字空間的組織方式中存在著

深刻的弱點。」他強調：「這幾

天的情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明

顯，我們不能袖手旁觀，依靠這

些平臺的善意或對法律的藝術性

解釋。我們需要制定遊戲規則，

用明確的權利、義務和保障措施

來組織數字空間。我們需要恢復

對數字空間的信任。這是我們民

主國家在 21 世紀的生存問題。」

◆印尼廉價航空公司「三佛

齊航空」（Sriwijaya Air）1 架

載有 62 人的波音 737-500 型短

程民航機，9 日下午由首都雅加

達起飛，預定飛往該國西加里曼

丹省最大城坤甸市，出發 4 分

鐘後，由高空突然急速下墜，隨

後失聯，有漁民在附近海域撈獲

疑似部分機骸。 12 日已尋獲失

事客機的其中一個黑盒子（飛

航資料紀錄器），但尚未找到座

艙語音紀錄器（CVR）。判讀飛

航資料紀錄器需要 2 至 5 天，

搜救人員也將持續尋找座艙語音

紀錄器。

◆美國等七大工業國集團的

議員們，致信給各國政府，直指

北京當局無論是對內或對外的行

徑皆已違反了國際準則，對於國

際政治及各國社會已造成威脅。

所以，呼籲政府於人權、國際組

織改革、抗疫、科技標準和印太

區域安全等領域方面，應該對中

國主動展開出擊。起草信函的德

國議員表示，中共當局選擇性採

用國際法，以及其於印太地區的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朝鮮勞動黨 5 日在首都平壤

召開了第 8 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當天會議的焦點集中於經濟政

策、中共肺炎（COVID-19）防

疫和洪災後重建工作上，卻完全

未提及對於南韓、美國的外交方

針，更罕見地沒有討論過去於研

發核武等戰略武器上，所取得的

成果。

然而，在美國於 7 日凌晨

認證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勝

出後，金正恩在接續的會議上一

反 5 日的談話焦點，將矛頭對

準美國關於美國政權轉移一事，

金正恩聲稱，美國無論誰掌權，

其對於朝鮮的核心政策將不會改

變，美國是（朝鮮）最大的敵

人。

此外，金正恩當天的談話也

涉及了核武議題，聲稱將會持續

推進戰術核武的發展，以及超大

型核彈頭生產。同時首度對外承

認朝鮮內部正在研發新型核動能

潛艦，已經進入最後的設計階

段，甚至還聲稱洲際彈道飛彈能

夠攻擊美國本土全境，其射程達

1 萬 5 千公里，但須提高命中

率，以達成核武小型輕量化。

金正恩與美總統川普曾經二

度舉行峰會，可是無核化談判目

前已陷入僵局。朝鮮在 2018 年

自行宣布暫停核武測試，以及試

射洲際彈道飛彈，然而卻仍然喊

話持續擴充核子武器庫。

一日數變的個性本就是金氏

政權的特色，而讓金正恩瞬間爆

走的火力宣示，應是來自於雙方

過去這段時間的互罵史。拜登早

於競選總統之時，曾經多次用

「獨裁者」、「暴徒」等詞來形容

金正恩，還將他比喻是希特勒，

甚至在第 2 場電視辯論會上，

公開批指金正恩是流氓；而朝鮮

也曾在 2019 年 11 月透過官媒

朝中社發表社論，指稱拜登是

「醉心於掌權的老番癲」、「瘋

狗」、「餓 3 天的雜種」、「老

人癡呆末期」，更聲稱應把拜登

「亂棍打死」。如今，雙方互罵

所積累的恩怨，在拜登被認證後

爆發也就不足為奇了。

侵略行徑，已經構成自二戰以來

對於國際秩序的最大挑戰。美國

共和黨眾議員岡薩雷斯指出，中

共的威脅可說是這個時代最大的

外交政策挑戰，美國及其他盟友

亦遭受到威脅。從中國在疫情之

初的各種作為、對於人權的侵

犯、對國際組織的濫用及對於印

太區域的敵對行為，就可以看出

來。所以，他極力呼籲 G7 各個

民主國家必須共同來對抗中共。

◆日本放送協會（NHK）

本月 9 至 11 日針對全國 18 歲

以上民眾實施電話民調，調查

2168 人當中有 1278 人（相當

於 59%） 作 答。 結 果 顯 示，

對於去年 9 月中旬上臺施政

的菅內閣，回答「支持」的人

佔 40%，比上個月民調下降 2
個百分點；回答「不支持」佔

41%，比上個月民調增加 5 個

百分點。首度出現支持率低於不

支持率的逆轉情形。

◆美國務卿彭佩奧宣布，由

於古巴一再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行

為並為恐怖分子提供庇護，以及

支持委內瑞拉獨裁政權，決定再

次將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義」

的國家名單，重新列入黑名單預

計將為古巴帶來廣泛的制裁，限

制軍售，並影響外國對古巴的 
投資。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要求聯

合國派代表進入新疆，核實有關

那裡的強迫勞工等侵犯人權問

題。拉布還表示，新疆在國際供

應鏈網路中佔有一席之地就意味

著全世界的企業和公共機構都面

臨著真實的風險 -- 有意或者無

意地從使用強迫勞工的供應商那

裡進行採購。英國將出臺新規

則，要求英國企業努力防止新疆

產品進入供應鏈。拉布表示，他

已經在週一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

了這個建議。北京當局拒絕接受

這樣的指控。

◆美國總統當選人將在 1
月 20 日就任，目前美國各單位

針對就職典禮維安工作繃緊神

經。白宮稍早宣布，總統川普於

當地時間 11 日晚間批准首都華

盛頓特區進入緊急狀態，緊急狀

態將持續至 1 月 24 日，並命令

聯邦政府提供援助，支援華府的

各項應對工作。另外，聯邦調查

局也警告，在就職典禮前，全美

50 州及華府都有武裝抗議活動

風險。

拜登認證日  金正恩升級核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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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認為美元在美國經濟

基本面修復、通脹上行、利率回

升等因素共同驅動下，有可能走

勢出現反轉，89 大致就是這輪

美元下跌週期的底部。

未來美元的最大支撐力量，

來自於經濟基本面有確定性的修

復空間。和應對 2008 年金融危

機相比，美國此次應對疫情的政

策力度要大得多，無論是從聯邦

政府財政赤字，還是從廣義貨幣

M2 增速來看，都是如此，它們

在 2020 年都是直線上升的。

而且和 2008 年主要救助金

融機構不同，這一次通過現金發

放、失業救濟金補貼、租房補

貼、小企業救助貸款等多種方

式，直接將財政資金轉移給企業

和家庭部門。小企業救助貸款比

較有意思的是，在達到一定條件

後可以免還款，最核心的要求是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 文：  李奇霖

步減少購債規模，具體可以遵

循 2013 年到 2014 年的程序。

這是鮑維爾就任美聯儲主席後，

FOMC 會議紀要中首次出現購

債規模縮減。

討論購債規模縮減，並不

代表美聯儲會很快收緊貨幣政

策，但確實是在向市場傳遞貨

幣政策收緊時點漸進的信號。

參考 2013 年的經驗，當年 5 月

伯南克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

美聯儲可能即將開始削減 QE
規模。當年 12 月美聯儲正式開

始削減購債規模，到 2014 年

10 月 QE 結束，美聯儲的資產

負債表規模在幾年時間幾乎維

持不變。

必須將至少 60% 的貸款總額用

於給員工發放工資。

於是我們看到，儘管失業率

居高不下，但美國個人總收入的

同比增速，反而是要比疫情前要

高的。這既帶動了消費恢復，

也增加了居民存款，2020 年 11
月美國個人儲蓄存款折年數同比

仍高達79.6%。居民存款激增，

為進一步的消費恢復蓄能。

消費恢復，帶動美國開啟

補庫存週期。季調後的製造

商、批發商和零售商的庫存同

比，都在 2020 年 6 月 -7 月見

底，此後啟動補庫。不過對比

歷史數據看，當前美國的庫存

依然處在較低位置，和疫情前

的水平仍有較大差距。

在消費恢復和補庫存週

期，以及進一步的財政刺激預

期下，美國經濟將確定性修

復，這是支撐美元指數見底最

重要的力量。

伴隨著經濟恢復的同時，

通脹預期也在升溫。史無前例

的貨幣大放水和給居民財政資

金轉移，讓消費尤其是實物商

品消費所受衝擊，遠小於生產

受到的影響，供需缺口推動潛

在通脹風險積聚。

美國個人服務消費支出的

增速，2019 年各月在 4%-5%
之間小幅波動。疫情衝擊後，

2020 年 4 月到達低點 -17.4%，

之後開始回升，但 2020 年 9
月 -11 月，又在 -5% 到 -4% 之

間窄幅震盪。

疫情發生前後，增速中樞下

降了快 10 個百分點，這意味著

在疫後恢復階段，服務消費還有

很大的增長空間。在供給不足的

情況下，服務消費面臨著潛在的

漲價壓力。

5 年期和 10 年期美國國債

隱含的通脹預期，2020 年 11
月末不斷升溫，今年年初開始突

破 2%。

兩個期限的美債實際收益率

都出現了上行，且 10 年期的拐

點比 5 年期的先出現。這說明

市場不光是預期通脹會上行，而

且在經濟恢復預期和通脹預期的

雙重壓力下，美聯儲貨幣政策正

常化的概率進一步增加，使得長

端實際利率上得更早、更快。

1 月 6 日公布的 2020 年 12
月 FOMC 會議紀要顯示，委員

們對經濟恢復持樂觀的態度，稱

經濟復甦比預期強，而且認為潛

在的經濟活動勢頭可能要比想像

的更強勁。對通脹的預期也是這

樣，大多數委員認為疫苗廣泛接

種後，通脹壓力會增加，對中期

通脹回升有信心。

這次會議紀要，最大的關注

點是一些委員指出，一旦在最大

化就業和物價穩定的雙重目標

上取得實質性進展，就可以逐

2020年主要貨幣中，
美元的表現可以說是非常

糟糕的，美元指數最大跌

幅超過12%。很多分析的
判斷也是基於線性外推，

比如因為美元跌了很多，

所以還會繼續跌，低的已

經看到了70。

美元指數這一輪快速貶值，

既有美國疫情防控不力，對經濟

基本面的悲觀預期，又有美聯儲

採取了史無前例的寬鬆政策（美

元走弱和美聯儲寬鬆並非一一對

應，但 2020 年如此大規模的貨

幣寬鬆，對美元指數肯定有負面

拖累）。

但現在事情已經發生變化，

經濟確定性的修復和通脹預期升

溫，讓美聯儲開始向市場傳遞貨

幣政策將漸進收緊的信號。我們

認為近期美元指數止跌企穩，是

經濟基本面和貨幣政策邊際變化

在外匯市場上的體現，美元指數

的短期底部已經出現。

美元已經見底了嗎?財經 
評析

（Shutterstock）

電話：403-285-1046
3575 20 Avenue NE（Superstore 彩票店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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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t and are OAC. The cash back / factory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incentives and dealer discounts. The no payment for 120 days ( or until 2021 ) is a bank finance contract and the first payment is deferred for 120 days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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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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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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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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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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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CLIENT. THE NO PAYMENT OFFER IS A 4 MONTH BANK FINANCE DEFERRAL AND IS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0%

OAC* $8000*

$0 

 OAC*

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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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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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COROLLA LE LOADED DEMO

2020 HIGHLANDER NEW AWD LE 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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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 0P01075

Stock# 0P01325

$3,045*
SAVE

2019 CAMRY LE2019 CAMRY LE NEW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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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30,446

WAS $34,279WAS $34,279

NOWNOW $25,888**

NOWNOW $29,888**

Stock# P902066

Stock# 0P00800 Stock# 0P01874

$4,558*
SAVE

$4,391*
SAVE

2020 NEW RAV42020 NEW RAV4 AWD LOADEDAWD LOADED

Stock# 0P01859

$$$$$$$4,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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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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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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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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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2,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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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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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0P01

$
Stock# 0P01

INCLUDES 3M PACKAGEAND REMOTE STARTERINCLUDES 3M PACKAGEAND REMOTE STARTER

Stock#

再加！請看以下 2020 款清倉特價車 !!!

年 終
清倉特賣清倉特賣

0%
每   輛
豐田車
O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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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省高達
20% 較

 工廠建議價
   選定 2020
     車款 *

    首付及
無需付款

直到2021年4月
OAC*

$0 每輛售出車

免費贈送雪胎 *
現金返贈及
廠家獎勵

  高達 $10,000*

現金返贈
  至少 $1,000
  每筆交易 *

超過 100 輛
2020 款新車
特價清倉！

買車即送
58”智能 4K TV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NEW SE

 LE A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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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畫裡的「留白」，
形式上是將不著墨的空白
襯托成美好的境地，其實
就是畫家心靈的描繪，孤
寂沉靜，所有的外在物質
都不再縈繞於懷，而沉浸
在這江天一色的空白裡，
天人合一，與大自然融為
一體，這就是中國畫所特
有的內涵。

「馬一角」無畫處皆成妙境

留白是一種辯證的思想，

老子提出「知白守黑」的理

論，運用在山水畫中，便是翰

墨與留白相融合。南北朝顧愷

之在《畫雲臺山記》提出留白之

說，其代表作《洛神賦圖》更運

用大量留白來增加韻味。

宋代，是運用畫面留白

的鼎盛時期，馬遠便是其中

的 代 表 者， 他 善 於 運 用 留

白，以表現省略的雲霧變化

來增強畫面的空間感，以簡

勝繁，「無畫處皆成妙景」。 
馬遠是南宋時期享有盛譽的畫

家，與李唐、劉松年、夏圭並

稱為「南宋四家」。

他藝術底蘊深厚，精於山

水畫作，所作用筆精煉，線條

蒼勁有力，設色清潤，形成了

自己獨有的繪畫風格。由於朝

代變故，後金攻佔汴梁，北宋

滅亡。南宋建立後，馬遠遷家

江南，成為宋光宗、寧宗兩朝

的宮廷畫師，其畫作多以江南

景色為題，表現了南方的風土

人情。他更是改變了五代以及

北宋以來全景式構圖的畫法，

利用景物的一角來表現廣大的

空間，也以此寄託山河破碎之

情，後世將其稱為「馬一角」， 
作為中國畫的一種表現形式。

留白在中國山水畫中是畫

面構成的主要部分，是以一種

意。這種詩—般耐人尋味的境

界，在藝術虛與實相對，是畫

家的心靈與自然結合的產物。

這樣的空白裡，沒有喧鬧，沒

有世事紛爭，這種空白使人變

得淡泊，安靜。

一種耐人尋味的意趣之感

不言而喻，或空疏寂靜，或蕭

條淡泊，給你足夠的想像空

間。兩種對立且極致的顏色，

卻又可以如此融洽地融合在一

起，相互映襯，更是凸顯畫師

的意境。

中國畫裡的「留白」，形

式上是將不著墨的空白襯托成

美好的境地，其實就是畫家心

靈的描繪，孤寂沉靜，所有的

外在物質都不再縈繞於懷，而

沉浸在這江天一色的空白裡，

天人合一，與大自然融為一

體，這就是中國畫所特有的表

現形式。

「留白」運用在生活中是一

種處事的智慧，是一種淡定的

對待生活的態度，是一種生活

的方式。古人說「凡事留不盡

之意則機圓，凡物留不盡之意

則用裕，凡情留不盡之意則味

深，凡言留不盡之意則致遠，

凡興留不盡之意則趣多，凡才

留不盡之意則神滿。」

人生所謂的的目標一個接

一個，好像永遠不完，重重的

壓力讓人總在忙於奔跑。疲憊

的心靈需要一段留白，保持一

顆清淨之心，需要紛擾紅塵裡

的淡定，一張一弛，退去浮躁

才能游刃有餘。

這幅畫取唐人詩意——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在藝術表現上，此畫取平遠布

局。在清冷靜寂的湖面上，一

葉扁舟，舟上坐一老翁正在俯

身垂釣。船邊四周除了寥寥幾

筆的微波之外，幾乎全為空白。

然而，就是這片空白表現

出了煙波浩渺的江水和極強的

空間感。「寒江獨釣」，馬遠

鍾情的就是這一個獨字，一個

人，一葉扁舟，一個魚竿，之

後就什麼都沒有了，這襯托了

江上的寒意蕭瑟，從而更加突

出了漁翁專心於垂釣的神情，

也為讀畫者提供了一種渺遠的

意境和廣闊的想像餘地。

一派寒氣，使此畫凝重而

又有生氣，充滿了靜寂蕭寒之

以無實際物相的方式去表達畫

面中意境的方法，以無相表達

意象。簡而言之：「言有盡而

意無窮、境生於像外」。

白是紙本來的顏色，可表

現雲霧之感、水之浩瀚、天空

之闊，用觀者對畫中的白產生

各種遐想，來增加畫作的空

間感。同時，留白也是一種虛

實變化的表現，以畫面背景之

虛，襯托出筆墨之實。所以

說，留白最巧妙之處就是畫面

上出現一大片的空白，但是又

不會顯得突兀不自然，反而整

幅畫更具有畫面感，同時也使

畫的意境更加悠長深遠。

宋代馬遠所創的山水畫

《寒江獨釣圖》是對留白最好的

解釋。

〈山徑春行圖〉，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華燈侍宴圖〉，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寒江獨釣圖〉

▼〈水圖〉全圖分為十二個部分，生動而精彩地表現了不同類型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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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信（公元前 231 ～ 196 年）是中

國古代著名的謀略家、戰術家、統帥和

謀戰派軍事理論家，古代軍事思想「兵

權謀家」的代表人物，在歷史上以卓絕

用兵才能著稱。韓信為西漢的開國立下

汗馬功勞，「王侯將相」一人全任。在中

國民間傳說中，韓信也因他的大忍之心

而聞名。

胯下之辱的故事

韓信的童年充滿了悲傷和艱辛。他在

很小時就成了孤兒，自幼靠乞討和捕魚為

生，經常遭受他人的欺辱。然而韓信卻對

武術、兵法有著非凡的天賦，在他一生

中，從未打過一次敗仗。更重要的是，韓

信非常謙虛。有一個有名的故事，講述了

他的大忍之心。

在古代，像韓信這樣練武的人，經常

會隨身攜帶一把佩劍。有一天，韓信走在

路上，忽然被一個地痞無賴攔住，這個地

痞叫囂著讓韓信用劍殺了他，如果韓信做

不到，或者不敢做的話，就必須得從他的

胯下躦過去。韓信想了一下，就從這個地

痞的兩腿之間躦了過去，避免了不必要的

糾紛。圍觀的人哄堂大笑，但韓信卻沒有

惱羞成怒，反而在他的餘生中， 韓信總會

用這件事鼓勵自己——成大事者，必須能

忍他人所不能。直到今天，韓信受胯下之

辱的故事，依然被人們廣為流傳，交口稱

讚。

傑出的軍事家

公元 209 年，韓信追隨了楚軍，但

只是做了一個小官。漢王劉邦入蜀，韓信

脫離了楚軍歸順了漢王。韓信的才華受到

劉邦的重要謀臣蕭何的賞識，他幾次向劉

邦推薦，可惜劉邦仍不為所動。

韓信心灰意冷，決定離開漢營。韓信

走時，蕭何聞訊，認為韓信如此將才不能

輕易失去，於是不及通知劉邦便策馬于月

下追韓信，終於勸得韓信留下。

劉邦聽說蕭何出奔，十分驚恐。後

來聽說他是為了追韓信，於是問蕭何：

「這麼多人逃走，你都不追，為何卻追韓

信？」蕭何再薦韓信：「那些逃走的將軍

們是隨手可得的，至於韓信這樣的英才，

是普天下也找不出第二個來！大王假如只

想做漢中王，當然用不上他；假如要想爭

奪天下，除了韓信就沒有可以商量大計的

人。」

最後，劉邦拜韓信為大將軍。 在之

後的戰爭中，韓信充分展現了他的實力，

為劉邦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在楚漢之爭的 5 年裡，劉邦憑著韓

信的輔佐，平定了中原。

韓信之死

韓信幫助劉邦一統中原後，被封為楚

王。幾個月後，劉邦稱帝。然而，因為韓

信的才能和成就實在太大，很快遭到劉邦

的猜忌。

項羽死後，天下已定，劉邦不再需要

韓信，於是他奪回了韓信的軍權。然後又

捏造理由將韓信軟禁起來。 最後，劉邦

的皇后呂雉和蕭何合謀抓了韓信，並冠以

謀反罪將他殺害，韓信的整個家族也未能

幸免於難，三族被夷滅。後世人稱：「成

也蕭何，敗也蕭何。」

韓信一生戰功赫赫，不到 30 歲便為

漢室打下了江山，後世稱其為「兵仙」。

那個羞辱韓信的痞子後來結局如何

呢 ? 當韓信功成名就，衣錦還鄉後遇到了

這個人。這個痞子嚇得要死，懇求韓信饒

他一命。韓信沒有報復他，相反，他發覺

這個痞子也有些才能，幫助他成為楚國的

一名副官，可謂以德報怨。

◎文：白雲飛

Han Xin （231-196 B.C.） is listed as a 
hero from the early Han Dynasty. Han 

Xin was an ingenious military leader. The 
general’s contribution to the founding of the 
Han Dynasty was paramount. Han Xin is 
known in Chinese folklore as having been 
a remarkable person of tolerance.

A symbol of tolerance 
  Han Xin’s early child-hood was marked by 
sadness and hardship. Orphaned at a young 
age, he relied on handouts and fishing to 
survive. As a result, Han Xin was often 
shunned. Nevertheless, the young man was 
keen on military strategy.

  Han Xin also had an extraordinary gift. 
During his entire military career, he never 
lost a single battle. What’s more, he was 
never arrogant. There is a famous story 
about how Han Xin demonstrated his great 
ability to forbear.

  In those days, people practicing martial 
arts, like Han Xin, would often carry around 
a sword. One day he was stopped by a local 
thug who demanded that Han Xin kill him 

with his sword. If he could not do so, then 
Han Xin would have to crawl between his 
legs. Han Xin considered the proposition and 
then proceeded to crawl between the legs.

 He reasoned that, other-wise, he would 
have to face the death penalty for taking a 
life. The bystanders exploded with laughter, 
but Han Xin was not fazed. Later in life, he 
always reminded himself of this incident 
and used it to encourage himself. To this 
day, this story of Han Xin’s example of for-
bearance continues to win the admiration of 
people who read about him.

A brilliant military strategist
  In 209 B.C., Han Xin joined the most 
powerful rebels of Western Chu. Howev-
er, he was given a low position as a guard. 
He left the Chu for the Han state, ruled by 
Liu Bang. One of Liu Bang’s chief advisors 
called Xiao He took notice of Han Xin’s 
potential and recommended him to Liu. But 
Liu rebuffed him.

  Disheartened, Han Xin departed, but Xiao 
persuaded him to return and went to Liu and 

told him: “Han Xin has unparalleled talent. 
If you wish only to remain king of Han, then 
you do not need him. But if you wish to rule 
all of China, only Han Xin can devise a way 
to do so.”

 Liu finally granted Han Xin the position of 
a senior general. Han Xin proved his worth 
as a formidable military strategist by scor-
ing tactical victories one after another. The 
five years of war between the Chu and Han 
ended with Liu Bang conquering all of Chi-
na with Han Xin as his right-hand man.

Treachery, tragedy, and death
  China was unified under Liu Bang’s rule, 
and Liu granted Han Xin the title of “King 
of Chu” in recognition of his contributions. 
Months later, Liu Bang was proclaimed em-
peror. But Liu became extremely jealous of 
Han Xin’s military genius.

 After the states were unified, Liu had no 
need for Han Xin anymore. The Emperor 
secretly seized Han Xin’s military com-
mand and began demoting him. Xiao He, 
the advisor who originally recognized Han 

Xin, with the help of Emperor Liu’s wife, 
had Han Xin arrested, tortured, and then ex-
ecuted. Han Xin’s entire clan sadly was also 
put to death.

  Some Chinese idioms and sayings origi-
nated from Han Xin’s life. The most famous 
one is: “The shame of crawling through 
between someone’s legs.” It describes a 
humiliating incident. This idiom originated 
from the story when Han Xin was tyran-
nized by a troublemaker.

  Han Xin achieved incredible victories 
and built the Han dynasty before he was 30 
years old. Later generations called him the 
“God of War.”

  And do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e 
ruffian who humiliated Han Xin? When Han 
Xin became general, he went to his home-
town where he encountered the person. The 
thug grew mortally afraid and begged Han 
to let him live. Han Xin, being the man he 
was, did one better; he forgave him and 
made him a lieutenant in charge of security 
in the capital of Chu.

韓信的大忍之心

General Han Xin: A Shining Symbol of Tolerance

韓
信
畫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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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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生物

學的研究

指出人和

黑猩猩的

基因差異

巨大。

◎文：秀秀

數十年來，儘管科

學家已揭開了無數與進

化論有關的謊言，但在

被魔鬼統治的世界裡，

真相卻一直被隱藏。

德國慕尼克工業大學物理學

博士湯姆斯 ‧ 塞勒（Thomas 
Seiler）在 2016 年世界青年日

（World Youth Day）的演講中

說：「我們大部分人聽說，黑猩

猩和人的基因相似度為 99%。

其實，那些人沒有告訴我們，這

個結果不是從對比所有 DNA 得

來，而是僅僅根據 3% 的 DNA

掩藏進化論真相目的何在？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這麼少比例的試驗結果。 97%
的 DNA 基因代碼功能是我們不

知道的。」

美國克萊門森大學基因組

研究所（CUGI）的生物信息部

前主任傑弗利 ‧ 湯姆金斯博士

（Jeffrey Tomkins）和傑里 • 貝
爾格博士（Jerry Bergman）於

2012 年研究指出：「人類與黑

猩猩基因組的相似度不會高於

87%，甚至不會高於 81%。」

研究顯示，人與黑猩猩之間

的基因差異巨大，很可能超過

19%，差異程度可高達 30%。

尤其是男人和雄性黑猩猩的 Y
染色體差別極大。

美國弗吉尼亞自由大學

（Liberty University） 的 生 物

學 家 大 衛 ‧ 德 維 特（David 
DeWitt）表示，人和黑猩猩在

染色體數量、染色體的結構及

特點上差別巨大。如人有 23 對

（46 條）染色體，染色體的端粒

（telomere）DNA 長 度 為 10K
鹼基對，而黑猩猩的染色體為

24 對（48 條），其端粒 DNA
為 23K 鹼基對。

多對染色體差別明顯，尤

其是在決定性別的 Y 染色體方

面，遺傳物質更是截然不同，讓

進化論者不得不承認「遺傳物質

發生重組」。「重組」之意就是

非進化。這種結果和進化論者所

希望的情況完全相反。進化論者

不僅沒有從分子生物學中得到進

化證據，反而找到說明進化假說

錯誤的實例。

但令人奇怪的是，即使經過

數十年的研究證偽，這種假設性

結果，仍然在 2012 年刊登在學

術界權威雜誌《科學》上。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類

進 化 研 究 所（Max-Planck-
Ins t i t u t  fü r  evo lu t ionä re 
Anthropologie）的遺傳學家沙

凡 特 ‧ 帕 浦（Svante Pääbo）
曾說：「對於如何看待人類與黑

猩猩的差異，是一個涉及政治、

◎文：青蓮

2020 年，人類經歷了至暗

的一年。然而預言家們卻說，這

一切，才僅僅是開始。

近日，英國《鏡報》、美國

《紐約郵報》都整理報導了法國

預言家諾查丹瑪斯關於 2021 年

的多個預言，發現了關於「病

毒」、「饑荒」、「大地震」等超

級災難。

《諸世紀》中描繪，2021 年

會有一名科學家製造一種生化武

器，而這個武器會製造出一種可

怕的病毒，將人類變成僵屍，最

終導致人類滅絕。《僵屍啟示

錄》的場景真的即將再現？

據美國情報顯示，中共已經

在進行生化武器人體實驗。以

色列媒體稱，中共此舉可能會

在彌賽亞（救世主）現身之前

引發一場歌革和瑪各（Gog and 
Magog）的戰爭。基督教認為，

歌革和瑪各是撒旦的手下，在千

禧年最後會反抗神，從而引發

《聖經》中記載的末世正邪大戰。 
《諸世紀》預言，2021 年，

巨大的太陽風暴將對地球形成巨

大的破壞，「我們將看到海水漲

起，地面沉沒。」「人們在天空

中看到火焰與長長的火花。」

近來，日本、中國、美國、

墨西哥、澳大利亞、俄羅斯等各

個國家地區都出現了天空火球奇

異現象，無數人看到了拖著長長

火花的火流星及隕石的墜落。占

星學家們說，這是世道紛亂、災

難將至的前兆。

根據中國古代星象預測：今

幾乎所有宗教典

籍，都預言了末世的神

魔大戰。所有人，都必須

在這場正邪大戰中選擇

自己的位置，或成為神

的子民，或充當撒旦的

手下。當一切結束時，就

是大審判、大淘汰的開

始。

年木星與土星相合的這種天象，

外加 2020 冬至日又遭遇「天狗

吞日」的日環食，預示著 2021
年將會有內亂、饑荒等大災難發

生，甚至政權的覆滅。

有研究易經的專家表示，土

星與木星相合，會引發地球上

的生命一系列的變動；而每隔

1800 年接近一次地球的 「靈巽

星」正在接近地球。

上一次 「靈巽星」進入近

地點是在西元 220 年，東漢結

束，三國開始。而三國時期，人

口從 4700 萬人銳減到 1400 萬

人。而 「靈巽星」的回歸，已經

在 2020 年令地球人感受到了前

所未有的衝擊。

關於木星與土星相合，曾

成功預言中共病毒爆發的印度

男童阿南德（Abhigya Anand）
在 2020 年 11 月發布的新視頻

中表示，這種情況會對地球帶來

負面影響，包括戰爭、免疫力崩

潰、第二波中共肺炎疫情、經濟

崩盤等，甚至疫苗也會產生問

題。而阿南德所說的這一切正在

成為事實。目前，全球確診感

染中共病毒人數已突破 7500 萬

人，死亡人數已逾 200 萬人，

而第二波疫情也已經開始。據報

導，一種變異的中共病毒在英國

首先被發現，隨後非洲、南美、

亞洲也相繼發現多個變異病毒，

並正以比原先快 70% 的速度傳

播。

《諸世紀》預言，在越來越

頻繁的地震災害與病毒傳播之

後，地球在 2021 年將會遭遇聖

經裡面講述的大饑荒，規模極

大，前所未有。地球上的人口將

減少一半，「沒有多少年輕人，

一開始就會死了一半。」「偉大

的世界將不再、整個世界皆將結

束」。而這一預測，與中國古

籍《地母經》中對 2021 年的預言

如出一轍。更多的異象正在發

生。 12 月 29 日上午，北京上

空赫然出現「三個太陽」。中國

氣象專家解釋稱，這種奇景叫作

「幻日」(sun dogs)，是一種正

人類大淘汰的開始？ 

社會及文化的問題。」這些生物

學研究的深層問題已經超出學術

範疇。報導分析：「或許進化論

者之所以緊緊抓住 1% 的迷思，

是出於政治、社會和文化方面

的緣由。通過 DNA 比對得知，

人類跟黑猩猩在 DNA 上相去甚

遠。而進化論者除了否定對比結

果所反映出的清晰結論外，其目

的又是甚麼呢？」

常的大氣光學現象。古人認為，

天空出現多個太陽，除了有國家

分裂的預示，同時也有民饑的徵

兆。

唐代大預言家李淳風在《乙

巳占》中說，多個太陽同時出現

乃是天下將分裂的徵兆。《河

圖》說：「兩日照天下，民饑。」

《春秋》記載：「兩日並出，地裂

水不流。」《荊州占》曰：「兩日

並出以上，是謂亂明；亂明出，

天下大亂。家有親親，欲同謀

上，皆成形。不出三年，五穀大

貴，一石值千錢，國大饑。」

數不勝數的預言都指向一

個終點：2021 年，人類的大淘

汰即將開始。面對劫難，我們

如何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印度神童阿南德提出七個趨吉

避凶方法的第一個——就是對

神的信仰。

他認為，當前世界諸多問題

的根源就是無神論。看看我們身

邊，那些堅守正義與良知的人，

很多都是因為對神佛有著堅定的

信念。

在這場神魔終極大戰中，世

間每一個人都必須選擇自己的位

置，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覺醒。大

淘汰即將開始，慈悲的神佛在給

人最後的機會，未來永遠都是留

給選擇正確的善良人。

「鬼壓床」，醫學上名為睡

眠癱瘓症（Sleep Paralysis），
或是睡眠麻痺。「鬼壓床」，是

中國民間的說法。在東西方文化

中，也都有遭到另外空間鬼怪攻

擊的說法。在意大利，人們說這

是女巫，或是一種長得人一樣的

貓形生物來訪；因紐特人說，這

是巫教薩滿的攻擊。

18 世紀畫家亨利 • 富塞利

（Henry Fuseli）的油畫〈夢魘〉

（The Nightmare），一隻怪物

坐在一位睡著的女子身上，也

展現了這種理解。現代科學家

認為，睡眠麻痺狀態是正常睡

眠週期的一部分，經常出現在

「快速眼動睡眠期」內，就是人

們感覺即將醒來或是剛睡著的

時候容易發生。這個狀態一般

◎文：天羽

只持續幾秒鐘，有時會長一

些。

研究認為，「快速眼動睡

眠期」較淺，這個時期大腦有

意抑制對肌肉的控制，以防止

人們的肢體按照睡眠中的意識

出現動作。當人們的意識又比

正常的睡眠期清醒的時候，就

「鬼壓床」是怎麼回事？ 

會出現失調，讓人覺得身體動不

了。嚴重時還會出現聽力和感知

的幻覺。

這樣的解釋也只是基於一個

表面的現象，無法解釋這種病症

的原因。不過有一些科學家發

現，打坐冥想的方法對緩解這種

睡眠困擾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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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明

上週日，卡爾加里一家人開

車經過老人河 (Old Man River）
時，在野外發現了一根神秘的金

屬柱子。

這根柱子位於亞省 22 號公

路與老人河 (Old Man River）
交叉口。顯然它經受住住了近日

刮過亞省的大風而屹立不倒。

據當事人 Noelle Cameron
介紹，當天她與家人開車經過此

地，遠遠地就看見了這個光亮高

大的金屬柱子。Cameron 的先

生羅賓（Robin）一眼就認出來

了，「這就是神秘金屬柱子！」

Cameron 說：「我們每個人

都非常興奮。馬上剎車轉彎，到

達後跳下車子來看個究竟。這柱

子由薄金屬皮構成，不像很

重，3.7 米高。它根本沒有插

到地下，像是站在那裡。」

全球多個地方都發現過類

似金屬柱。 2020 年 11 月 18
日，第一根金屬柱子在美國猶

他州偏遠的紅石縣沙漠中被發

現。大約10天後突然消失了。

卡爾加里老人河出現 
神秘金屬柱

羅 賓 - 卡 梅 隆 （ R o b i n 

Cameron）和其兒子（右）站在

金屬柱前。(Noelle Cameron)

上、下圖：2020年11月29日凌晨，

日本天空中再度出現「火流星」。

上圖：2020年10月6日，

墨西哥東北部城市蒙特雷

（Monterrey）天空驚現

神秘巨大火球，火球劃過天

際瞬間，照亮蒙特雷整個城

市的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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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瑪預言

中的三個小

孩 露 希 亞

(左)及表弟

弗 朗 希 斯

科(中)和表

妹 哈 辛 塔

(右)。

◎文：甘露

千歲老道難過色關 招來殺身之禍

唐朝時，檀州（密雲縣）

有位吳縣令，家中有個十六七歲

的小女兒，出落的亭亭玉立，容

貌更是傾國傾城，是縣城中的第

一美人。

吳家女兒這一年忽然就臥病

在床，昏迷不醒，請了許多名醫

來診治，用了各種辦法都不見效

果。後來請來密雲縣城北山中的

老道士，老道給小姐開了藥方，

小姐吃完藥兩天後病就好了。

吳縣令對道士千恩萬謝，送

了許多金銀給道士，老道士當場

就拒絕了。吳縣令為表謝意，就

請道士在家中小住一個月。

可是沒幾天，吳家小女每天

在閨房中剛剛躺下，迷迷糊糊中

就感覺有人進到了帷帳中，抱著

她。一連十幾天都是如此，吳家

7萬人共同目擊的神跡

    「法蒂瑪事件」是一個真實

發生過的預言事件，因為它是

史上最多人目擊過的神跡，所

以非常有名，也被翻拍成許多

不同版本的電影。

    最初是在葡萄牙一個叫法

蒂瑪 (Fatima) 的小鎮，鎮上有

許多虔誠的天主教徒。 1917
年 5 月 13 日，10 歲的露希亞

(Lucia Santos) 及 8 歲 的 表 弟

弗朗希斯科 (Francisco Marto）
和 6 歲的表妹哈辛塔 (Jacinta 
Marto) 在山谷牧羊，突然出現

一道亮光，他們看見小霍姆橡

樹上有一位美麗的白衣女子，

周身散發著光芒；那女子對三

姐弟說：「我來自天堂。」

    當時正逢第一次世界大

戰，女子要孩子們多念《玫瑰

經》，祈求世界和平，並相約

每個月的 13 號都來到這裡，堅

◎編輯整理：穆臻

法蒂瑪的第三個預言

持 6 個月，她就會說出自己是

誰？要他們做甚麼事情？孩子

們答應下來，並決定對此事守

口如瓶，但是 6 歲的哈辛塔忍

不住告訴媽媽，隔日，聖母顯

靈的事情就在鎮上傳開。 聖母

在第二次會面時 (6 月 13 日 )
對露西亞說：「我很快就會帶走

你的表弟和表妹，而你卻會留

下來。」在第三次會面時 (7 月

13 日 )，聖母說：「你們繼續依

約前來，到 10 月分，我會說出

我是誰？我的願望？並展現神

跡。」然後聖母向三姐弟展示三

個景象，這就是後來著名的「法

蒂瑪三大預言」。

最後一次會面是 10 月 13
日，這一天聞名而來的圍觀人

數高達 7 萬人，其中包括報社

記者、攝影師、政府及教廷等各

界人士。聖母要孩子們告訴大

家：「我是玫瑰經聖母，請在這

裡為我建一座教堂，並每天誦念

《玫瑰經》。戰爭 ( 第一次世界

大戰 ) 即將就要結束，將士們很

快會返回家園。」

    隨即出現奇觀──太陽破

雲而出，光線柔和又不刺眼，大

家能清楚的看到太陽在天空中跳

舞、旋轉，放射出各種顏色的光

芒。太陽還向人群俯衝，人們爆

發出驚叫聲，以為太陽墜落了，

一轉眼又回到天上，繼續跳舞。

整個過程長達 10 多分鐘，這就

是後人所稱的「太陽神跡」。

法蒂瑪的第三個預言

    聖母在第二次顯靈時曾對露

西亞說：「我會帶走你的表弟和

表妹。」表弟弗朗希斯科在一年

半後 (1919 年 ) 去世，表妹哈辛

塔在兩年半後 (1920 年 ) 去世，

聖母所展示的三個預言只剩下露

西亞知道，直到 1941 年才公布

前二個預言。

    第一個預言是關於地獄的

場景；第二個預言說的是共產

蘇聯對世界的影響。預言說：

「人們若不停止冒犯天主，更大

的災難會在庇護十一世的任內發

生……我 ( 聖母 ) 請求俄國皈依於

我的無玷之心。若遵從我的要求，

俄國將會皈依，並且會有和平；若

不，俄國會將其錯誤散布到全世

界，導致戰爭和對教會的迫害，

善人們將殉教，教宗將受許多苦

難，多個國家會被消滅。最終，

我的無玷之心將得勝，俄國人皈

依我，然後世界會獲得一段時間

的和平。」

1917 年 10 月 俄 國 革 命 之

後，反神、反傳統秩序的共產主

義控制了俄國，並席捲全球。因

為「人們不停止冒犯天主」，於

是在羅馬教宗庇護十一世任期的

最後一年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 年 )。之後經過冷戰時期，

到 1991 年蘇聯解體，「俄國人皈

依我 ( 聖母 )」，教會在俄國重

小女將此事告訴了她母親！

於是，吳縣令就讓家僕將女

兒的床鋪搬到了自己房間隔壁，

在牆上挖了一個小洞觀察。到了

第三天半夜間，吳縣令忽然看到

女兒床鋪的帷帳被掀開。他上前

去抓住了此人，帶到家中正堂審

問，一看竟然是那個北山老道！

老道士也後悔不已，哭訴

道：「看來老道該有此劫！唉！

算來老道馬上就要一千歲了，雖

然過了金銀這一關，卻終究沒能

過得了美色這一關，還是修為不

夠！今天要命終於此，隨你處置

吧！」

吳縣令非常憤恨，讓人將道

士帶出去斬了。

宣傳淫穢作品是犯罪

清朝有個讀書人高某，擅長

繪畫。清明節時期，有很多人放

新復甦，世界獲得一段時間的和

平。
露 西 亞 在 1943 年 寫 下 第

三個預言，直至 2000 年羅馬教

廷才公布出來，它被封印了 57

年。預言說：「在聖母的左上

方，我們看到一位天使左手拿著

一把火劍，好似要焚毀世界，當

火焰接觸到聖母右手發出的光芒

後就熄滅了。天使以右手指向大

地喊：『懺悔、懺悔、懺悔。』

    然後我們在天主的無邊光

芒中，看到一位白衣聖人帶著主

教、神父及信徒攀爬陡峭的山

峰。山頂上有一個粗糙的木十字

架；在抵達山頂之前，聖人經過

一座半是廢墟、半在戰慄的大城

市，他為所遇到的屍體的靈魂祈

禱。抵達山頂後，聖人跪在十字

架下，一群士兵用槍和劍射死

了他，同樣地也射死了主教、

神父、信徒以及不同階層的平

民。在十字架的兩臂下，有兩

位天使手持著水晶瓶收集殉道

者的血，並灑向那些回歸天主

的靈魂。」

當時的拉辛爾主教 (Josef 
Ratzinger) 認為第三個預言並

沒有揭露甚麼未來，只是呼籲

人類要懺悔。但是很多人質疑

這個說法，如果預言如此平

淡，為甚麼要封印幾十年？

有人認為預言可能指的是

1981 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遇

刺事件；或可能借喻世界上有

某種信仰在遭受如基督時代的

迫害，比如 1999 年起中共大

規模迫害法輪功；或指的是最

後一位教宗會被撒旦 ( 共產強

權 ) 控制。

臨終前的一句話

露西亞在 2005 年逝世，享

壽 97 歲。她臨終前的最後一句

話是：「人們再不改過向善，而

是持續發動戰爭，地球將會被一

個跳動的太陽燒毀。」

風箏，風箏上有各種美麗的圖

案。高某自己繪製風箏，在風箏

上畫上了色情的圖案。放風箏

時，忽然天上下起了火，高某見

火從天降急忙奔跑躲避。可這火

像長了眼睛一樣，追著高某，把

他燒的焦頭爛額，容貌都毀了。

明白人都知道：高某因繪製

色情的圖案招來天火毀容。

如今的網路、書畫、報刊、

媒體、雕塑、遊戲、電影、電視

等種種東西中存在著大量黃色的

瘤毒，傳染之廣，害人之深。有

的還披上藝術的華美外衣招搖過

市，不擇手段的謀私慾，人們深

陷其中樂此不疲，已經變得麻木

不仁了。

共產紅魔破壞中國傳統文

化，抽去了人們心中那顆向善的

種子。所以我們才看到各種反

神、瀆神的言行、性變態行為、

◎文：伊言

   有一篇文章，題為〈催眠下

有非凡解讀能力的預言家〉。文

章講述的是美國著名的預言家埃

德 加 ‧ 凱 西（Edgar Cayce，
1877 ～ 1945）。凱西是美國最

著名的特異功能者之一，他能夠

在被催眠的恍惚狀態下為千里之

外的人診病，能夠看到病人得病

的深層原因。凱西一生中解讀了

1 萬 4306 個案例，發現了「病」

是黑色的「惡業」造成的，而「惡

業」都是人自己生生世世所積攢

的。在輪迴轉世中，做了壞事、

傷害別人的事，就會造下佛教中

所謂的「惡業」，將來就得償還。

文章記載了一個女孩的案

例，她因髖關節結核病被折磨的生

不如死。凱西解讀她的前世，發

現她有一世曾出生在羅馬帝國，

而且是尼祿王朝的一位貴族。尼

祿迫害基督徒，下令將信徒投入

競技場，任由獅子撕咬。她經常

到競技場觀看基督徒被獅子咬死

的過程，以此取樂。有一次，她

看到一個年輕的女孩被獅子撕

爛，便縱聲大笑，不但沒有絲毫

憐憫之心，甚至以殉道者的痛

苦為樂。今世，她髖關節的病

痛，就是昔日與迫害基督徒的

人為伍的罪業而導致的。

「業」是病痛的根源

魔性藝術、色情產業、賭博、毒

品等常態化了。迷失中的人們把

它們當成了自己的想法和願望，

人類的是非善惡由此大幅地傾

斜、扭曲、顛倒，世人已處於毀

滅的邊緣，卻還蒙在鼓裡。

宋 朝 名 詩 人 黃 山 谷（庭

堅），好作艷詞。他曾經去拜見

圓通秀禪師，秀禪師呵斥道：

「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

乎？」這是秀禪師在告誡李伯時

畫馬。

山谷笑著說：「難道我也會

墮入馬腹嗎？」秀禪師說：「伯

時念馬，墮為馬身也只是他個人

的事，但你寫艷詞，卻是挑動了

天下人的淫心，這種罪過，何止

是墮入馬腹，恐怕泥犁地獄等著

你去呢。」

黃山谷聽此，心起恐懼，慚

愧謝別，從此絕筆。

被古代列為淫書的《金瓶

梅》，作者蘭陵笑笑生的子孫三

代為啞巴，後代均不成材，平庸

低賤，五世後絕嗣。

傳播色情資訊的行為是大

罪，挑動天下人的淫邪之心，

讓人的旺盛精力在淫邪中消

耗，迷失在紅塵中。傳播者因

此毒害大眾產生的業力也會回

到傳播者身上，因而損害自己

的事業與壽命，殃及子孫。

法蒂瑪的第三個預

言被封印了57年，直至

2000年羅馬教廷才決定

公開出來，預言的解讀

眾說紛紜，該如何看待

呢？

預言中小孩：JOSHUA BENOLIEL /WIKIMEDIA;聖母像：WIEN, AUSTRIA/WIKIMEDIA;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法蒂瑪的聖母像

被羅馬教廷
封印 57 年

業力是人自

己生生世世

所積攢的。

以史為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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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一早，突然要導師（班主任）

們提早進校參加臨時緊急會議。學妹好

奇問道：「有啥事嗎？」欣儀老師算一算

說：「三年一輪迴，今年是第二年，有可

能出現了。」學妹一頭霧水的看著欣儀老

師……

一進會議室，校長臉色鐵青，主任一

臉悲戚的告訴大家：「昨夜林老師班上的

學生打工回家的路上發生車禍，當場身

亡。請大家去瞭解班上有多少學生放學

後，立即去打工場所工作，並請瞭解學生

去工作時的交通工具及安全措施……」

我們正在開會中，盡職的工二乙班長

拿了今天班上同學的出席名單給林老師

簽名，林老師看到後，質疑地問道：「今

天怎會全到？你是如何點名的？」班長聲

音透著委屈的說：「老師，今天真的全員

到齊，我有認真點名，全班都來了，沒

數錯。」林老師急著追問：「蔡安來了？」

班長肯定的說：「有啊！只是他今天怪怪

的，臉色不大好，就是自己坐在那裡，都

不理會大家，問他也不回。剛剛國文老

師關心的問我，蔡安身體有沒有不舒服

喔？」他們的對話一說完，大家都面面相

覷，驚懼詫異，背脊一陣陣涼意，學妹竟

然害怕到伸手來緊緊掐住了我的手臂。

校長要林老師立即回班上，並要輔導

主任一起去瞭解狀況，校長簡單明確說明

後，要導師全部回自己班上並要求此事絕

不可提、談、說。散會後，欣儀老師感傷

道：「這是第幾屆了！？有人可以去跟校

長提醒嗎？林老師不能當導師，他只要一

接新班，三年會死一人。這幾屆都是，

就跟魔咒一樣。」學妹接話說：「啊！每

屆都會死一個學生啊！也會像今天這樣

嗎？」我憂心忡忡的說：「工二乙班的全

班學生及國文老師，只怕需要一段時間做

心靈安撫才行。」學妹懷疑地說：「蔡安

有沒有可能沒死，大家搞錯了？」我搖搖

頭，要她快回班上去關心學生，只怕學

校靈異傳言一彈指頃就會如風般吹到各

班……

一回到班上，學生們七嘴八舌地詢問

道：「老師你們開會，是為了工二乙班的

事嗎？」「老師，聽說蔡安出車禍了……」

「老師，蔡安怎樣了？他的女朋友在哭

喔……」此時，浩天插嘴說：「老師，工

二乙班導師在找你。」我轉過頭看看，外

邊沒人啊！於是懷疑的看著浩天。

林老師是和我同期進校工作，因其父

輩身居高位，校長一向對他禮遇有加。他

也是一個徹徹底底的無神論主張者，只相

信眼見為實、信服科學、強食弱肉的言

論，認為鬼神、輪迴皆是迷信，相信之人

都是村夫愚婦，所以他平常總是睥睨這些

人。

過了一會兒，林老師居然滿頭大汗

的出現在我的教室門口，客氣有禮緊張

的詢問道：「妹子，蔡安真的在教室裡，

咋辦啊？主任說，可以請你過去協助，

好嗎？」我點頭答應，要班上學生先寫作

文。

剛準備去協助林老師，突然，浩天

徑直過來，將我拉到旁邊小聲的說：「老

師，您現在不能去，您一去蔡安就會消失

的。您可以打電話給蔡安的媽媽，請他媽

媽叫蔡安回家，您才可以過去。」我狐疑

的看著浩天，他繼續解釋道：「老師您有

您的師父保護您，您一去就會把蔡安的魂

魄彈走開的，蔡安有可能會找不到回來的

路喔！」我心想浩天是個奇特的孩子，有

未卜先知的能力，還是聽他的，萬一蔡安

找不到回家的路，就糟糕了。

於是我跟林老師說：「建議你先打電

話給蔡安媽媽，告知此事，請她在蔡安靈

堂前叫蔡安回家，也許就行了。」一向高

高在上的林老師，這時立即順服地打了

電話。電話中，只聽到蔡安母親哭著說：

「安安啊！返來家內、返來家內，你已往

生囉，趕緊返來家內，按捺同學會驚嚇，

返來家內吧……」電話聲中，一陣陣傳來

悲戚的聲音，我的眼淚也掉了下來。

工二乙班的班長剛好過來，看到我正

在掉眼淚，侷促不安地說：「老師，剛下

課時蔡安不見了，但書包還在，不知人到

哪去了。」第二節上課時，林老師對全班

學生說明了蔡安逝世的事實，並安撫學

生，學校也答應蔡安出殯當天，會派車讓

想要前往的學生去送蔡安最後一程。

這件事之後，林老師竟然走上了修

佛的道路，翻轉了自己無神論的想法。

他反省自己的過去，說：「我常被這雙眼

睛所惑，只相信眼睛看的、做的和耳朵 
聽的事情。可是看不到的事情，真的不存

在嗎？又有誰去驗證過『不存在』呢？也

許科學才是最大的謊言。因迷信科學，迷

在『眼見為實』後，我就只重視個人的感

官及利益，瞧不起別人！而忘了『勿以惡

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基本為人

處事的準則了。」

這屆學生畢業之後，林老師自動要求

不再擔任導師的工作；而工二乙班的孩子

們，在假日則常去探視蔡安的父母，陪他

們聊天，以慰蔡安在天之靈。

註釋：囝仔（音妮娜），是臺灣閩南

語，指孩子。

校 園 風 情 囝仔，返來家內！

角落臺灣

解甲多年

無可選擇地勾留在

早已熟透的夷洲海疆

柝樓看著撤了

兵丁也走了

遊客輕佻地撫摸著

老朽的腰身

我倆須按捺住性子

不能再發火了

並黯然地告訴自己

去的遠了

再也回不來的青春胴體以及嘉慶王朝

煌煌的時空

僅憑著

蘭陽傳來稀落的幾聲海警

還真飲不上半杯壯行酒

聽兩行送別詩

兄弟倆的頸間莊嚴地繫上

紅緞帶

便五百里加急的匆匆上路

而自春徂夏，秋復經冬

高大鏞的奏摺已經歸檔

隱約聽聞大清帝國也謝幕了

那也別輕說這 200 年的凝望

是一場壯美的等待

且瞅瞅一身精鋼已然成鐵

鐵將成灰……

注：新北市的北關北通三貂角，南連

烏石港，昔為進出蘭陽平原門戶。清嘉慶

年間，宜蘭通判高大鏞奏請於此設立駐兵

關卡，以防海盜進入宜蘭。今北關公園內

遺古炮二尊，據傳為 200 餘年前鑄，後

所砌展示用炮臺，亦見灰敗。

文｜賀詩

ADOBE STOCK

散

文

詩

——北關古炮

VALTER WEI/WIKI/ CC-BY-SA-2.0

文 |吳雁門
【看中國訊】所有的教育都要家長、

老師、孩子三方彼此共同出力。在教育這

條路上，家長、老師、學生應各司其責，

各安其位，扮好各自的角色，這樣教育才

是成功的！

家長在教育中的越位，是對孩子最大

的傷害；

老師在教育中的讓位，這是教育最大

的悲哀；

學生在教育中的錯位，這是在給未來

挖深坑。

●家長越位

家長事事包辦的結果，孩子未來的路

將走不遠。因為大部分父母都愛自己的孩

子，但就算是母雞，也都會愛護自己的小

孩。所以父母愛孩子無可厚非，但要懂得

正確教育孩子。

在現實生活中，太多父母為了讓孩子

有更好的未來，常喜歡「越位」，事無鉅

細地包辦孩子的一切。但這樣過度的溺

愛，往往適得其反。

在中國，曾有位 13 歲的神童以高分

考上名校，成為當時年齡最小的大學生，

他在 17 歲時又考上了中科院研究生。按

理來說，他的前途是一片光明，但卻在

20 歲時被中科院勸退。主要的原因，竟

然是生活不能自理。

原來這小孩的母親認為孩子只要讀書

就好，於是事事包辦，從給孩子洗衣服、

端飯、洗臉，甚至怕孩子在吃飯時誤看

書，還親自給他餵飯。

孩子小時沒培養獨立生活的能力，長

大自然無法料理自己的生活，或許很會讀

書，卻受不起一點挫折，成了一個巨嬰。

●老師讓位

老師在教學上如不敢管教，輸掉的是

孩子的未來。在以前的教育裡，「戒尺」

一直握在老師的手中。可如今不僅戒尺消

失了，老師管教學生的權威，也在逐漸消

失，想管卻不能管，也不敢管。

一位老師就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

他的班上有個調皮的學生，他教育了很多

次，學生都不聽，最後在忍無可忍的情況

下，他罰學生站了 15 分鐘。結果學生回

家之後反而跟家長告狀，說老師打了他。

憤怒的家長不分青紅皂白，跑到學校

裡找老師麻煩，後來更告到了教育局。雖

然最後真相大白，老師沒有受處罰。但是

經過這事件後，他也變安靜了，再也不想

用心管學生了，因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畢竟自己還要養家餬口，若還想當老師，

那現在的學生就不能多管。

以前老師處罰學生，家長知道還會跑

來感謝老師，請老師繼續嚴格教育自己孩

子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只是，當老師放棄

了孩子，不再管教孩子時，一時吃虧的是

老師，但一輩子吃虧的卻是孩子。

●學生錯位

現在很多的學生動輒抱怨學習，殊不

知他們偷的懶，到了將來都會付出代價。

雖說「行行出狀元」，但不知從何時

起，社會上居然開始流行起「讀書無用

論」。

「大學畢業就失業，讀那麼多書有啥

用？」「本科畢業又怎樣，還不是給低學

歷的老闆打工。」

如此一來，學習壓力大的孩子，就更

加不想讀書，不想好好學習了。他們整天

只想看電視、玩遊戲……甚至想放棄學

業，提早進入社會。到頭來一步錯，步步

錯，現在不願吃學習的苦，那將來就只能

吃生活的苦。

相信在社會上打滾過的人都有很深的

感觸：學習的苦和沉重粗礪的生活比起

來，真的算不了什麼。如果能回到以前的

時光，真的會好好讀書，絕不會貪玩。

有人說：「所有在學習上偷過的懶，

都會變成將來狠狠打臉的巴掌。」身為學

生，好好掌握知識，為以後的人生奠下良

好的根基，就是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使命。

每個優秀的孩子背後，都有自己艱辛

奮鬥的歷程，以及父母及師長的付出。這

世上從來沒有白吃的午餐，所有的教育都

需要彼此共同出力。

教育路上 擺正位置很重要

東晉孝武帝司馬曜（yào）( 公元

362 年～ 396 年 )，字「昌明」，東晉的

第九任皇帝，是東晉開國以來最有權力的

君主。他在任期間，東晉曾擊敗前秦大

軍，贏得淝水之戰的勝利，保全了東晉

王朝的國運。據《世說新語》記載：太元

末年，天空有「長星」出現。「太元」是

孝武帝的年號，時間為公元 376 至 396
年，「太元末年」就是太元年間的最後一

年——公元 396 年。「長星」是古代天象

學的用語，指有長形光芒的星，現代學者

一般認為是彗星，也有人認為是在大氣層

划過留下明顯摩擦燃燒軌跡的大流星。

孝武帝看見長星，心裡非常厭惡，因

為據古代天象學來看，無論是彗星還是大

流星，寓意都不吉祥，都有預示人間王者

或大人物死亡的含義。當天夜裡孝武帝在

華林園中飲酒，相信天象學的他或許已經

預感到自己此生壽命將盡，於是舉杯對著

夜空中的長星說：「長星，勸爾一杯酒，

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這件事從此成為

了一個典故，喻指人有豁達的人生觀，能

正視自己的生死。

一些文人在詩詞中，有時會運用這

個典故。比如：北宋文人劉筠的詩中有

「華林酒滿勸長星，青漆樓高未稱情」的

中 華 典 故 杯酒勸長星
詩句，明末清初的文壇領袖錢謙益的詩

中也有「豈有庭花歌後閣，也無杯酒勸長

星」，其中「華林酒滿勸長星」和「也無

杯酒勸長星」都是運用了此典故。

東晉孝武帝看見長星後，在當年也就

是公元 396 年就去世了，這也是天象學

應驗的一則實例。而且，此事不僅見於

《世說新語》，官方正史《晉書》中同樣有

記載。說明了天象學絕非古人的虛構，而

是有根據的，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之

一，證明了人類的歷史確實與天體宇宙的

變化相關聯。

其實，在當今的中國大陸乃至全世界

都處在歷史的大變動之中，天象學和其他

的風水術、占卜術的高人紛紛發出預警：

大瘟疫還將再來，而且還有洪水等其他各

種天災人禍的降臨，就是針對那些不信神

佛、背棄傳統文化、背棄傳統教育，還有

那些貪腐到極點的無神論者，及其成員乃

至無神論的支持者，所以要想平安，唯有

盡快回歸傳統文化。

資料來源：《世說新語》、《晉書》。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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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誠聘華語銷售誠聘華語銷售
要 求要 求

熟練國、粵、英語熟練國、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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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聯係請聯係 Howard LumHoward Lum

【看中國訊】近日，日產汽車

降噪技術——輕量化超級隔音材料

（Acoustic meta-material）榮獲了美

國《Popular Science（科技新時代）》

雜誌授予的 2020 年度汽車領域「最

佳新發明（Best of What's New）」

大獎。該技術有助於提升車輛的靜謐

性和燃油經濟性。

日產汽車輕量化超級隔音材料是

一款全新的輕量化隔音材料。它的構

造非常簡單，由晶體結構與塑料薄膜

組合而成，可以有效控制空氣振動，

降低車輛在行駛和發動機運轉時產

生的寬頻噪音（500-1200Hz）的傳

播。目前，該頻段的隔音材料大部分

是由重橡膠製成，而日產汽車的超級

隔音材料進行了輕量化處理，使車輛

在不改變隔音效果的情況下，較傳統

隔音材料減輕了 75% 的重量。

輕量化超級隔音材料是日產汽車

工程師智慧的結晶，在降低了車身重

量、增加行駛里程的同時，還能夠為

駕乘者提供舒適、靜謐的駕乘感受。

日產汽車高級材料工程師、輕量

化超級隔音材料項目負責人三浦進

（Susumu Miura）先生表示：「我們

計畫將輕量化超級隔音材料廣泛應用

到豪華車型、電動車型以及無法採用

重型隔音材料的車型上。通過對輕量

化超級隔音材料的開發和使用，我們

將致力於為消費者提供更加舒適、愉

悅的駕乘體驗。」

日產汽車輕量化超級隔音材料

目前仍在商業化研發階段，是通

過「日 產 智 行（Nissan Intelligent 
Mobility）」技術提升駕駛體驗的舉

措之一。

獲
汽
車
領   
域

最
佳
新
發
明
大
獎

日產 NISSAN

日產汽車輕量化超級隔音材料是一款

全新的輕量化隔音材料。(Nissan)

SubaruSubaru
動力、科技及質感提升

【看中國訊】斯巴魯（Subaru）BRZ 搭

載水平對臥引擎與後輪驅動，初代在 2012
年時發布，完美的前後重量比例，極致平衡

的駕駛動態，無論是剛入門的新手還是富有

駕駛經驗的玩家，都可以從中找到極致的駕

駛樂趣。經過 8 年時間後，終於迎來第二代

大改款車型。在動力、底盤和懸吊等方面，

新車都做出了升級進化，預計能進一步提升

駕駛樂趣和熱血體驗。

在外觀方面，大改款 Subaru BRZ 仍以

上一代流線雙門跑車輪廓為主軸，但正面設

計更為複雜與立體，具備更大尺碼的壩氣設

計，線條更為誇張的鴨尾，以及更為外拋的

輪拱，使外型更加有氣勢。頭燈組相較現行

車款也進一步放大，內部 C 字形 LED 日行

燈設計則保留了下來。

 內裝同樣充滿濃厚戰鬥氣息，原先較多

的圓滑曲線被改為平直，中控台上提供了

8 吋螢幕的 SUBARU STARLINK ™多媒

體影音系統，能夠支持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車內除了前座兩張賽車座椅

之外，還有 7.9 吋的數位儀表板，可切換為

Track 賽道模式。空調控制旋鈕則改為現在

許多車廠愛用的內建顯示幕設計，整體說來

在科技與質感方面有很大提升。

 動力表現上，新款 Subaru BRZ 換上了

全新設計的 2.4 升自然進氣水平對臥引擎，

最大馬力為 228 匹，與初代的 200 匹相比，

動力輸出提升幅度有將近 15% 左右的表

現。變速箱可選擇搭配 6 速手排或自排變速

箱，自排車型首度搭載 Sport 運動模式，提

升了換檔速度。

除了引擎有明顯的改進之外，Subaru
的工程師們也針對性地加強了車身的抗扭強

度，能夠更穩定堅固地過彎。需要特別提到

的是，這次的新款車的車體結構剛性加強

了，整體抗扭曲剛性提高 50%，而前方橫

向抗扭剛性甚至增加了 60%；車頂和引擎

蓋等處改用鋁合金材質，使整個車身減輕了

重量。

（本文圖源：斯巴魯官網）

第二代BRZ登場第二代BRZ登場
SubaruSubaru降噪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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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09
節
省$2,710$2,710$14.13/ 天 , 84 月

4.69%

Stock: 1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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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

https://www.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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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凌晨，港星葉蘊儀在私人臉書發文

透露，想關閉自己的 facebook 帳戶響應這

起事件，她發文形容 facebook 是「一間如

此獨霸的媒體」。她坦言，自己目前還繼續

留在臉書的原因，主要是顧及這裡的粉絲與

追隨者，但也表明隨時會消失：「如有一天

account 不見了，你們應該還可以在某處找到

我吧！」

有網民留言表示支持「轉場」，葉蘊儀

則回覆透露，其實自己早已註冊了 MeWe 帳

戶，有臺灣網友還邀請葉蘊儀移居至臺灣。

葉蘊儀耐心的解釋到，全世界都在面對網路

霸權，「這是世界性的，不是搬到別的國家或

地方便能解決。」同時她還分享了一則文章，

內容主要提及特斯拉（Tesla）創辦人兼 CEO
的馬斯克（Elon Musk）亦在社交網站公開

呼籲，轉用另一款加密通訊軟體 Signal。
據瞭解，自去年 6 月份香港「反送中」

運動爆發以來，葉蘊儀多次勇敢發聲。看到

大批年輕人被香港警察以釋放催淚彈、胡椒

噴霧、布袋彈、橡膠子彈暴力鎮壓的畫面，

葉蘊儀在 facebook 以黑屏幕留言「心痛」，

她還轉貼了英、美、法等國際媒體報導港人

湧上街頭反惡法的震撼人心的新聞，並寫

下：「全 世 界 都 在 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當時她出差到烏克蘭，還特別選擇在烏

克蘭獨立廣場為香港人民發聲，別具深意。

據悉，烏克蘭獨立廣場是當地在 2004 年橙色

革命及 2014 年烏克蘭革命的地標。特別是

2013 年 11 月 21 日，烏克蘭爆發了百萬市民

對抗腐敗政權的大規模抗議。面對政府的血

腥鎮壓，烏克蘭人民憑藉「和理非」構築的大

團結，在獨立廣場的冰天雪地裏持續留守 93
天，終於在 2014 年 2 月 23 日取得了最後的

勝利，這場運動還拍攝成提名奧斯卡最佳記

錄片的《凜冬烈火：烏克蘭自由之戰》（Winter 
On Fire）。

【看中國訊】近年不斷有網友對臉書（Facebook）
改 版、 用 戶 政 策 以 及 言 論 審 查 大 感 不 滿， 轉 投

Instagarm 及 Twitter 懷抱。港星葉蘊儀 11 日凌晨在

Facebook 發帖，坦言想關閉自己的 Facebook 帳戶，

並表示 Facebook 是「一間很獨霸的媒體」，她因顧及

追隨者才留下，但表明隨時消失。

【看中國訊】大 S（徐熙媛）

的婆婆，也是知名連鎖餐飲集團

「俏江南」創辦人張蘭，先前因

出售俏江南股份而惹上官司，之

後又因為沒有遵守香港高等法院

頒下凍結資產令，也未遵從規定

申報超過 50 萬港幣資產，被裁

定藐視法庭，遭法院判刑 1 年，

同時發出拘捕令。現年 62 歲的

張蘭，9 日突開直播，在鏡頭前

哭訴此一事件，並向兒子汪小菲

及媳婦大 S 道歉。

消息傳開後，兒子汪小菲

跟媳婦大Ｓ也因此遭波及，登

上新聞版面，張蘭在得知自己

即將面臨牢獄之災後透過直播

回應此事。

張蘭稱自己是遭小人算計，

她與私募基金 CVC 之間的糾

紛，目前她已經告到了最高人民

法院，更宣稱對方是想透過媒體

帶風向，企圖讓她在這場官司處

於下風。雖然大 S 與婆婆屢傳

不和，不過張蘭強調兒子、媳

婦都很孝順，大 S 對她很好，

一直在安慰她，還主動跟她講

說「媽媽是最棒的，我們都愛

你」，她在直播中還特別強調，

兒子汪小菲很貼心，無時無刻都

對媽媽表示關懷，「兒子正在廣

州辦事，知道我出事，立即就趕

回來北京安慰我……」。

話說到一半，張蘭突然悲

從中來，在鏡頭前淚崩，她說

知道自己上了娛樂頭條，躲在

家裡狂哭也不敢接兒子電話，

內心覺得對不起他們。

2011 年底，張蘭當選為北

京市朝陽區政協委員；此前，

有消息指張蘭為發展「俏江

南」，放棄中國國籍，取得一

個加勒比島國的國籍。 2018 年

9 月，俏江南前員工馬義因房

產糾紛把張蘭告上法庭。北京

市朝陽區法院受理此案後，因

傳票無法送達而曝出張蘭已於

2018 年 9 月 17 日註銷了戶籍、

變更了國籍，從而引發外界質

疑。迫於壓力，張蘭於 2018 年

11 月 26 日向朝陽區政協提出

因國籍變更，願意退出朝陽區

政協的文字申請。

「俏江南」

創辦人張蘭

哭訴遭判刑

1年，直播

向大S、汪

小菲道歉。

（ 圖 片 來

源：微博截

圖）

葉蘊儀支持「社交移民」反抗臉書 
網路霸權

反抗臉書網絡霸權，葉蘊儀支持「社交移民」。（圖片來

源：葉蘊儀臉書截圖）

【看中國訊】剛剛過去的 2020 年，英美

劇中有哪些是值得我們花費時間去觀看的

呢？有網友整理出其中十佳，推薦給讀者。

《環形物語》（Tales from the Loop）是

用一個個頗具科幻感和創意的故事組成。由

幻想到現實，人一生中苦多樂少，嚮往美好

卻又無法留住瞬間，那麼生命為什麼而來？

此劇或許能喚起在忙碌生活中人們對生命困

惑的思考。

《美國夫人》（Mrs.America）。女權主義

也是西方「政治正確」的一種。無論你對女權

是什麼態度，看看《美國夫人》，在感受下凱

特．布蘭切特的演技的同時，或能感知種種

平權運動之後複雜的利益糾紛。

《普通人》（Normal People），影片對兩

位主人翁之間的感情刻畫的太細膩了。沒有撕

心裂肺的爭吵，沒有熱淚盈眶的擁抱，但兩人

之間的愛是那麼的強烈，又是那麼的治癒。

《捍衛雅各布》（Defending Jacob），因

兒子被指控謀殺而陷入麻煩的一家，父母又

會為了維護兒子做出什麼樣的舉動？克制又

極具質感的故事，注重細節和氛圍的懸疑設

定，《捍衛雅各布》讓人對家庭關係有了更多

的思考與懷疑。

《上載新生》（Upload）是部科幻劇。

只要在將死之時選擇把自己的意識上傳到雲

端虛擬酒店，就能在那裡繼續享受生活。

影片也充滿了批判，對科技的過度依賴和

無法保障的隱私等。《外星也難民》(Solar 
Opposites) 是部喜劇片，主角是逃難來到

地球的四個外星人和，講述的就是他們的日

常，注重的是惡搞和趣味。

《舞台劇》(Staged) 講述的是一場舞台劇

受到疫情的影響，主創團隊想要採用視頻會

議的方式來繼續排練舞台劇。劇集的拍攝方

式也很特別，大量的視頻素材都是手機拍攝

的，有一種記錄片的感覺。

《萬 物 生 靈》(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是簡單又溫馨的小清新英劇。《異星

災變》(Raised by Wolves) 是野心十足的科

幻劇，在充滿哲學意味探討的同時，又不乏

刺激的動作場景。

《後 翼 棄 兵》(The Queen's Gambit) 是
今年最熱門的美劇。劇情處理的很好，就是

女主角一路在升級打怪，讓人熱血沸騰。雖

然它關注的東西真的很多，探討了童年的創

傷，女性身份等等。但它不悶，而是把這些

關注點完美的融入了女主的成長之中。

十佳英美劇2020

直播向大S及汪小菲道歉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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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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1月20日

褐皮土豆

Anjou Pears 安茹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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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a Tomatoes 羅馬番茄 Russet PotatoesGreen Peppers 青椒Jumbo Eggplant 大茄子

Navel OrangesGala Apples 基拿蘋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臍橙 Lemons 檸檬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and get  a free 
caulifl ower.caulifl ower.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 顆花椰菜。

$39898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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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9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 12828
lb

$112828 lb$ 09898
lb

$09898 lb

$09898
ea

$$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1 顆花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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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冬季草莓刨冰
韓國的冬天最冷可到零下十幾

度，韓國人無懼寒冷，餐廳裡各式豐

盛華麗的冰品仍舊推陳出新。每到冬

季草莓盛產，美麗的草莓冰品成為眾

人焦點。

韓國的草莓冰品很多樣，有的將

草莓打汁製冰做草莓色冰沙，也有的

裝飾大量草莓及草莓醬的刨冰，喜歡

韓國美食的遊客，往往趁機大量品嘗

新鮮草莓及草莓冰。

日本的草莓蛋糕日
日本人非常喜愛草莓系列甜

點，日本甜點業者甚至將每個月的

22日訂為草莓蛋糕日，在這一天，
草莓蛋糕迷有機會買到美味又打折

的草莓蛋糕。

至於為何訂在 22日？就是因為
草莓的日文讀音與數字「1」「5」同
音，而月曆上 15日下方是 22日，
於是 22日就被聯想為草莓下面的草
莓蛋糕，成為草莓蛋糕日。

英國的夏天草莓滋味
草莓加鮮奶油是溫布頓網球賽的

傳統點心，在這裡販售的草莓都經過

嚴選，確保新鮮。為期兩週的賽事，

球迷人手一杯草莓甜點，是經典的英

國夏天滋味。

2020年溫布頓網球賽，因中共
肺炎疫情宣布取消，除了許多網球選

手參賽行程大亂，盛產的草莓也讓英

國人發出呼籲，號召大家買草莓救農

民，多多在家品嘗當令美食。

美式的香甜草莓奶昔
哪裡可喝到爽口的奶昔？打開

美式餐廳的菜單，草莓奶昔是必備

口味。當草莓盛產便宜時，不妨以

草莓取代糖漿，自己在家做酸甜美

味的草莓奶昔。

其作法是，將香草冰淇淋加上

全脂牛奶，以新鮮草莓和草莓果醬

調味，用攪拌機攪打均勻。成品可

以吃到滑順的奶昔口感，還可以享

受到新鮮水果酸香及果粒口感。

法國的草莓費雪蛋糕
法式甜點舉世知名，每年草

莓季，巴黎街頭的甜點店，不能

免俗地被草莓甜點攻陷，各種別

緻的草莓甜點排列在甜點櫃中，

千姿百態，呼應春光美好。

法國家庭聚會或生日派對

上，最常見到的傳統草莓費雪蛋

糕（Fraisier），由上下兩層海綿

蛋糕，中間夾上奶油霜和大量草

莓，側面可以滿滿的草莓，引人

垂涎。

節慶飲食 臘八節煮粥敬佛
佛陀捨棄榮華苦修

臘八粥，其典故是佛教徒為

了紀念佛陀臘月初八得道。相

傳，古印度迦毗羅衛國的王子，

捨棄貴族富貴生活出家修行。在

六年的苦修中，每日僅食一麻一

米，終因饑餓而暈倒在荒僻河

邊，所幸被一個牧羊女所救。

牧羊女助佛陀修行

牧羊女以雜糧和野果煮成

粥，一口一口地餵，把王子救活

了。王子恢復體力後，在一株菩

提樹下坐了七七四十九天開悟成

佛。這一天正是中國黃曆十二月

初八日，後世的佛教徒便在每年

這一天煮粥供佛，布施眾生。

臘八粥傳佛法信仰

「臘八」就成了「佛祖成道紀

念日」，或為「成佛節」。這種粥

被稱為臘八粥。後來隨著佛教普

及，這個紀念活動傳入民間，演變

為習俗。每到臘月初八，幾乎家家

戶戶都會熬上臘八粥，廟裡也會煮

粥分享大眾結善緣。

◎ 文 :山平 今年的1月20日就是臘月初八，這一天不妨
自己煮臘八粥，分享親友傳福氣。

食
材
紅豆、花生、綠豆、蓮子各1小杯。
糯米1杯、紫糯米半杯、紅棗10
粒、桂圓50g、冷水2L、糖1杯。

花生泡水一夜撈起，加入冷水
2L中，用電子鍋蒸煮2小時。
續加入清洗乾淨的紅豆、綠
豆、蓮子、糯米、紫糯米，再蒸

作
法

養 生 臘 八 粥

煮1小時。
最後將紅棗、桂圓及糖加入，
再蒸煮30分鐘即完成。

美味秘訣

使用電鍋煮粥，可以不用看顧
爐火。

自己煮養生臘八粥，可視喜好
添加配料，惟食材軟度一致口感

較佳。

自己
下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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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潛伏期很長，許多人

一、二次核酸檢測都是陰性，但

後來卻變成陽性，還有為數眾多

的無症狀感染者和傳染性特別強

的超級傳播者，沒有辦法辨識，

當然也無從防範和控制，這波疫

情估計比去年的災難還要大。

那麼，大家期盼的疫苗到底

有沒有效果？能否遏止該肺炎的

迅速蔓延呢？各界認識不一。

疫苗的有效性和副作用

目 前 一 共 有 16 國 和 歐

洲 聯 盟（EU） 已 經 批 准 輝

瑞 /B BioNTech 疫 苗。 輝 瑞 /
BioNTech 和美國公司莫德納

（Moderna）疫苗也獲得美國食

品醫藥管理局（FDA）的緊急使

用許可；俄羅斯和中國也已發給

一些本土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

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

目前共有 16 支疫苗正在研發最

後階段，其中部分已經上市。

全球許多國家，包括：英

國、美國、德國、匈牙利、斯洛

伐克……都已展開接種。但施打

疫苗有效嗎？毒理學
家和阿南德觀點不同

疫苗後就買了保險了嗎？

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in London）的沃

德（Penny Ward）指出更重要的

議題：有效性能持續多久？病毒

是不是會變種，導致疫苗不再對

其有效？疫苗對於不同的風險族

群，作用是否也不相同？如最可

能罹患重症的老年人。

疫苗能夠阻止病毒擴散嗎？

能夠降低接種者的病情嚴重程度

嗎？雖然一些製藥廠均宣稱疫苗

有效，但真實的情況仍不敢斷言。

根據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

的調查：輝瑞 /BioNTech 疫苗有

可能導致接種的手臂發生疼痛反

應，也有包括：疲累、頭痛、痙

攣等副作用，和更少見的發燒。

毒理學家的觀點

疫苗到底有沒有效？臺灣毒

理學家招名威，日前於臉書粉專

「招名威教授毒理威廉」發文，

闡述自己的觀點。

他說，首先的重點是大家到

底在對抗哪一株病毒，是來自武

漢的 COVID-19，或是來自倫

敦的 VUI202012/01 ？英國的

變種病毒在去年 9 月第一次被

發現，目前倫敦大約有 2/3 的新

增確診病例，都是變種病毒所造

成的。

招名威表示，倫敦病毒共有

20 點差異，其中有 3 點變異位

在 S 蛋 白（Spike protein） 的

序列上，可能影響的層面，包

括：人體細胞被感染的機制，或

增加變種病毒更有效複製和傳染

的能力等。不過，由於動物試驗

還在進行中，目前很難判斷這對

病毒的致毒性會造成甚麼巨大的

影響。但他認為，病毒變異應不

至於影響疫苗的作用。

至於為何英國疫情如此嚴

峻？招名威說，「霧都」倫敦，

每到秋冬季節，都會因為天氣濕

冷，加上無風、空氣不流通，而

呈現出濃霧不散的現象，非常容

易增加傳染機率。

印度神童阿南德趨吉避凶法

全 球 中 共 肺 炎

（COVID-19） 疫 情
迅猛延燒，不只英國出

現變種病毒流竄全球，

傳染力增加 70%，南
非新增的確診病例，名

為 501.V2的變種病毒
感染力，似乎比原來的

病毒更強。

防疫
常識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文：白亦方

2020 年 11 月 7 日， 印 度

神童——14 歲少年阿南德再次

復出，預言指出該肺炎的前景，

令人憂慮。 11 月 29 日，他在

臉書呼籲大家不要打疫苗，疫苗

很危險，會破壞成分。

他勸大家放棄疫苗，事實證

明許多疫苗是無效的，許多疫苗

致人於死，而且這樣的事情持續

不斷在發生著。

阿南德提出化解地球這場前

所未有的大災難，有以下趨吉避

凶的方法：

❶ 最重要的就是信仰神。

不同宗教的神都是勸人向善的。

❷提升免疫力，走入大自

然，多晒太陽，多運動，呼吸新鮮

空氣。

❸用自然療法來對抗病症。

親近大自然會比打疫苗更好。

❹理財與投資。政府封城，

投資可以擴大自己的生活空間。

❺ 其他還有自己種植糧

食，注重心理健康，傳遞正面的

信息，多鼓勵他人，提升精神層

面的富足。

懷抱善念 多行善事
病毒來自微觀世界，是人的

肉眼看不見、摸不著的，古今中

外許多預言驚人的相似，直指現

在就是人類面臨存亡絕跡的大災

難時期，末世如何能解？

我們期待醫學的發達足以戰

勝不斷變異的病毒，但這個世界

遠非人類所想的那麼簡單，還有

著太多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困擾

著我們。

對付來勢洶洶，再次席捲

而來的肺炎疫情，疫苗是否有

效？值得我們深思並關注，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阿南德提

出的信神、善念、愛護大自然

等等，也指引了我們一個不同

的思考方向。也許當人類懷抱

善念，多行善事，更謙卑友

愛，更相信神的時候，地球也

會更平安、更和諧。

有效期
1月 15 日～ 21 日

獅頭牌泰國香米 2020 海燕牌糯米 印尼牌即食撈麵 滙豐牌是拉差香甜辣椒醬 雄雞牌綠豆

墨西哥產韭菜

泰國佛祖牌菱粉

加州臍橙

加州產花椰菜

仙女牌無麩質越南米紙

中國蘆柑

墨西哥產中國茄子

李錦記熊貓鮮味耗油

BC 特級基拿蘋果

墨西哥產羅馬番茄

麒麟午後紅茶原味奶茶

中國香梨

墨西哥產瓠瓜

越南威拿三合一即溶咖啡

墨西哥產芥蘭

中國大胡蘿蔔

雄雞牌椰糖

墨西哥產上海白菜仔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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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龍崗雞

好運什錦潛艇三明治

家園食品迷你珍珠雞

新鮮牛尾

新鮮豬肋排

好運叉燒肉

韓國速凍煮玉米

特級牛腱

海洋媽媽牌金鯧魚

幸福比內非腌製除刺虱目魚

 新東新鮮潮州細粿條

新鮮雞翼

海燕牌巴沙魚塊

新東潮州粿條 ( 大包裝 )

新鮮瘦豬絞肉

越金牌有頭白蝦

幸福比內牌連頭帶殼黑虎蝦幸福比內牌連頭帶殼黑虎蝦

椰樹牌瀨粉

新鮮連背雞腿

海燕牌越式香腸海燕牌越式香腸

海燕牌粟米糯米飯

第一家春捲皮 6 寸 20 片裝

清真嫩雞（整隻）

網上下單 來店取貨
僅限
Sunridge
門店！

網上下單 送貨上門
（速食以及雜貨）

僅限
Sunridge
門店！

酸性的為主。油性髮質的朋友

可以每週洗兩次頭，選擇中性

洗髮精清潔秀髮，既能幫助去

除頭髮上多餘的油脂與髒汙，

也不會帶走頭皮該有的油脂。

用圍巾或帽子 
保護頭髮

圍巾與帽子可以幫助禦寒

外，同時能保護頭髮不受寒風

與冷空氣傷害。

定期居家保養

每週進行 2 次的頭皮護

理，可先使用頭皮深層護理來

幫助清潔頭皮的角質，先著重

頭皮清潔後，再上髮膜養護的

保養品，減少冬季頭髮打結的

狀況。而後再上頭皮專用的潤

澤產品，維持頭皮保水及髮絲

滋養的狀態。

飲食均衡

頭髮可以顯示飲食狀況，

尤其在冬季因為寒冷常會食用

一些油膩或重口味的食物，這

些刺激的食物常會影響到交感

神經，進而讓頭皮容易出油及

發癢。建議冬季多吃些滋陰補

肺的食物，如百合、芝麻、蜂

蜜、核桃，並讓自己的飲食有

多樣性並均衡，能幫助頭髮健

康生長，減少頭髮相關問題。

慣使用較熱的水來沖澡，來驅

除寒意。然而跟肌膚護理一

樣，當水的溫度越高越會帶走

肌膚與頭皮的油脂，一般使用

溫水洗頭就可以了。另外在吹

頭髮時，吹風機的溫度選擇在

溫風，或是冷風來吹整頭髮，

避免秀髮與頭皮受到高溫傷

害。

選擇合適的梳子

愛美的女孩對梳子大都很

講究，尤其在冬天時頭髮易乾

燥，較適合以木頭製梳子來梳

理頭髮。

尼龍、金屬、硬塑料製成

的梳子容易在冬季產生靜電，

反而容易傷害到頭髮。為預防

靜電也可以在梳頭前先噴灑少

量水或護髮素在頭髮上，減少

因為拉扯而產生頭髮斷裂問

題。

不要天天洗頭

頭皮跟肌膚的護理概念相

似，都需注意油水平衡。

乾性髮質的朋友可以減少

洗頭的次數，維持每週洗一次

頭就可以了，洗髮精建議以弱

◎ 文：Judy Huang

在乾燥寒冷的冬季，除了護理肌膚外，頭髮同樣需要細心的呵護和打理。充滿

光澤且柔順、健康的秀髮是每一個人都想擁有的。然而受乾燥氣候的影響，不

正確的護髮方式，容易導致秀髮越來越乾燥。如果一直忽略頭皮與頭髮的護

理，還可能導致掉髮的現象。

要判斷頭髮是否處於缺水

的狀態，可以用手從髮根到髮

尾輕柔梳下，看看手是否感覺

到乾燥；在搓揉頭髮時，是否

有沙沙聲，這些狀況都可評估

為頭髮已經缺水了。在乾燥又

寒冷的冬季，頭髮缺水的狀況

常常發生，想要維持一頭光澤

亮麗的秀髮，唯有從頭皮與頭

髮護理著手。不妨嘗試以下的

方法。

停用熱風整燙的 
髮型工具

冬季已經讓頭髮容易乾燥

了，再加上熱風整燙，對頭髮

的傷害不小，更容易造成毛

躁、掉髮的狀況。

若頭髮已有分岔的狀況，

仍然需要整燙，則建議先請髮

型師將分岔部分剪掉。然後給

頭髮抹上營養成分高、滋潤度

強的護髮產品，再進行頭髮的

造型整燙，以減少高溫熱風對

頭髮的傷害。

避免使用 
過熱的水洗頭

在寒冷的冬天，人們都習

讓秀髮更健康 冬季護髮技巧

百合

核桃

芝麻

蜂蜜護髮素

吹風機

木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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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週前，一種傳染性更

強的冠狀病毒 B.1.1.7 系毒株，在英國周

圍擴散。 1 月 4 日，南非也檢測到了一

種新的、似乎更具傳染性的毒株。

冠狀病毒發生變異並不奇怪——病毒

就是這樣的。大多數突變是無用的，但每

隔一段時間，突變會提高病毒感染人的能

力。

鑒於新變種的迅速傳播，專家們懷疑

新菌株含有使病毒更容易與我們的細胞結

合的突變。目前沒有證據表明這些變種會

影響疫苗的功效或導致更嚴重的疾病。不

過，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瞭解這些變異以

及它們可能對大流行病產生的影響。

隨著病毒的突變，它們的生存機會也

會增加。也就是說，一個物種越多樣化，

它的生存機會就越多，德克薩斯農工大學

病毒學家本杰明 · 紐曼博士說；「大多數

變化對每個單獨的病毒都是不利的，但一

起，一個較弱但更多樣化的病毒種群比相

同大小的相同病毒種群有更好的生存機

會。」

有時，這些突變可以提高病毒的毒

性，正如我們可能看到的在英國和南非檢

測到的新變種。

「就像一個優秀的工程師通常可以找

到優化機器的方法一樣，突變可以改變病

毒部分的工作速度，」紐曼說。

被稱為 B.1.351 系，在南非發現的新

菌株被認為更具傳播性。該菌株還有更高

的病毒載量，這進一步表明它比以前的菌

株更具傳染性。一些醫學專家已經敲響了

警鐘，該變種有可能對疫苗或藥物產生抗

性，但仍需進一步研究確定。

南非的這個病毒突變發生在病毒的刺

突蛋白上，而刺突蛋白是病毒利用來和人

類細胞的受體結合，進而感染人體的，這

就是一些傳染病專家表示擔憂的原因。

目前的疫苗是針對病毒的刺突蛋白進

行免疫。有的專家認為疫苗能夠廣泛識

別大多數變種，但 FDA 專員哥特列博士

說：如果病毒發生變異，抗體的療效可能

不會太好。

在英國的變種毒株比原始新冠病毒感

染力增加了 70%，不但使英國住院人數

飆升，它還導致 20 歲以下的人感染率激

增。新毒株發生突變的位置也在刺突蛋白

上，雖然未必會導致更嚴重的疾病，但是

總體上會導致更多人患病、住院和死亡。

紐曼表示，這些變種傳播的更快，這

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如果信使 RNA 疫苗最終對變異體不

那麼有效，他們可以迅速重新設計以瞄準

新的序列。

免疫學家、耶魯醫學實驗室醫學博士

福克斯曼博士說：「這是該類型疫苗的一

大優勢。」他指出，這種情況可能會延誤

疫苗製造和分銷的執行進度。

儘管科學家們仍然在努力探究病毒的

作用機理並找到對策，然而現實表明，隨

著病毒突變數量的越來越多，突變速度越

來越快，目前的醫學水平顯得越發捉襟見

肘，而且科學家們應對病毒的觀點也不盡

相同。

根據目前醫學專家的建議，人們能做

的依然是帶上口罩，勤於洗手，並保持社

交距離。但是，這些措施對防護疫情的擴

散和傳播是否真的有效，目前難以有定

論。關於新的變種，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

習，因此最好在新毒株出現時保持警惕。

醫學上目前對新冠病毒變種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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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rc

ee
 T

r.

Ed
ge

pa
rk

 B
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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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pi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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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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至 1 月 20 日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特價
每件9$ 99

Western Family
�食開心果
有殼 400g/
無殼 235g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積�免���� !
700 �可����口味
Western Family ��

西北分店西北分店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14 日至 1 月 20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14 日至 1 月 20 日

積�免���� !

特價
每件4$ 99Activia 12 x 100g

獨立裝酸�

特價
每件4$ 99 有機加拿�果 

�國�口 3 �

 覆盆子 16 安士

特價
每件5$ 99

特價
每磅4$ 99

新鮮西冷牛肉
$11.0/kg

買一送一！特價
每件16$ 99特價

/2 件14$

特價
每件5$ 99

特價
每件5$ 99

特價
每件4$ 99

特價
每磅3$ 99

特價
每件14$ 49

壽司捲物拼� 12 件

新鮮壽司拼�
24 件

分店限定

Earthbound Farm
有機羅馬生菜

Western Family
生白蝦 340g
限購 6 包

免�牛�肉
$8.80/kg

星巴克
咖�

1.42 升

Simply 
Orange
橙汁 2.63 升

家庭裝
肉醬千層麵
1.2 公斤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ABKZG_141_A1_NEWS
	ABKZG_141_A2_news
	ABKZG_141_A3_Canada
	ABKZG_141_A4_News
	ABKZG_141_A5_RealEstate
	ABKZG_141_A6_News
	ABKZG_141_A7_Finance
	ABKZG_141_A8_China
	ABKZG_141_A9_HKTW
	ABKZG_141_A10_Society
	ABKZG_141_A11_Forum
	ABKZG_141_A12_World
	ABKZG_141_B1_Business
	ABKZG_141_B2_Culture
	ABKZG_141_B3_Bilingual
	ABKZG_141_B4_Cosmos 
	ABKZG_141_B5_ Fortune
	ABKZG_141_B6_Education
	ABKZG_141_C1_CarNews
	ABKZG_141_C2_Entertainment
	ABKZG_141_C3_Food
	ABKZG_141_C4_Health
	ABKZG_141_C5_Life
	ABKZG_141_C6_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