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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or

  On the morning of January 20th,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left 
Washington DC to return to life 
as Citizen Trump in Florida. On 
the same day, the 46th President, 
Joseph M. Biden, was sworn in. 
Trump did not attend Biden’s in-
auguration, but he wished the new 
administration “great success”, 
stating his administration had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his succes-
sor to do “something spectacular”.
Trump Promises to Return

  Before boarding Air Force One 
for Florida, Trump held a fare-
well ceremony at Joint Base An-
drews. He told his supporters: “I 
will always fight for you. I will be 
watching. I will be listening,” and 
continued: “We will return in some 
way.”
  Trump never conceded the 2020 
election results. In his farewell 
speech, Trump cited achievements 
in office such as the Space Force, 
tax cuts, judicial appointments and 
the record-breaking stock market. 
In wishing the new administration 
success, he also cautioned: “I hope 
they don’t raise your taxes. But if 
they do… I told you so.”
  Upon landing in Florida, Trump 
was again greeted by supporters. 
The Rasmussen Reports showed 
that Trump received a 51% ap-
proval rating on the last day of 
his term. Political columnist John 
Nolte pointed out on January 19 
that Trump’s job approval rating 
actually improved since the Capi-
tol Hill riots; it went from 47% on 
January 7 to the final approval rate 
of 51%.

 A Different Inauguration
On the eve of this year’s inaugu-
ration day, Washington, DC was 
effectively put under martial law. 
Approximately 25,000 National 
Guard soldiers were deployed to 
the nation’s capitol; barbed wire 
fences were erected around the 
Capitol and the Supreme Court.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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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川普告別稱會再見面

川普在安德魯斯聯合基地

舉行了告別儀式，在登上空軍

一號前，川普對支持者們說：

「我們將以某種方式回來。」川

普對於 2020 大選結果從來沒有

表示過認輸，他說：「我只想說

再見，但希望這不是長期的再

見。我們會再次見面。」

在告別演講中，川普提到

了諸如太空部隊、減稅、司法

任命、股市創記錄等任期成

就。在祝福新政府成功時，他

沒有提到拜登的名字，他說：

「我希望他們（新政府）不要

增加你的稅，如果他們這樣做

了，那就如同我之前告訴過你

們的一樣（他們會加稅）。」

《華爾街日報》1 月 19 日引

述知情人士的話報導說，川普

最近幾天和屬下商討組建新政

黨，在離開白宮後繼續施加影

響。他想稱新黨為「愛國黨」。

川普支持率提高

川普乘坐的空軍一號抵達

佛羅里達後，他受到了支持者

的夾道歡迎。拉斯穆森報告

（Rasmussen Reports） 顯 示，

川普在任期的最後一天，獲得了

51％的支持率。美媒布萊特巴

特新聞 1 月 19 日發表專欄作家

諾爾特（John Nolte）的評論文

章稱：「自從國會山騷亂以來，

川普的工作支持率實際上已經

提高了。 1 月 7 日的支持率為

47％，現在的支持率為 51％，

支持率提高了 4 個百分點。」

評論人士楊威認為，川普雖

然帶著遺憾卸任，但是川普的內

外政策，自始至終都在抵制共產

主義邪惡勢力。在川普步步升級

的一系列反擊中，貌似不可一世

的北京政權，如今前所未有地擔

憂自身是否還能生存。川普喚醒

了美國，也喚醒了世界。每一個

民主國家都需要重新思考，究竟

應該如何對待中共政權。

      （下轉 A2）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1月2 0日上午，美國第

4 5任總統川普離開華盛頓

D C，前往佛羅里達州海湖

莊園開始新生活。同日第46

任總統拜登宣誓就職。川普

沒有參加拜登的就職典禮，

但他祝福新政府成功，他表

示自己的政府給新政府執政

打下了良好基礎。

川普告別 川普告別 拜登就職拜登就職  
TRUMP BIDS FAREWELL AS BIDEN IS INAUGU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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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就職典禮別樣

（接 A1）今年就職日前夕，

華盛頓特區已高度軍事化。

約 25000 名全副武裝的國民

警衛隊士兵嚴陣以待。國會大

廈和最高法院周圍，架起了鐵

絲網，周邊街道豎起混凝土路

障，並有軍車橫在路上保持戒

備，大片路段禁止通行，市區

許多地鐵站已完全關閉。

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家廣

場上，近 20 萬面旗幟插在廣場

上，代替觀禮人群，作為本次

總統就職典禮的「代表」。出

席拜登就職儀式的嘉賓也較以

往少很多，其中包括前總統奧

巴馬夫婦、小布什夫婦、克林

頓夫婦、前副總統彭斯夫婦、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夫婦和參議

院議長麥康奈爾夫婦，川普提

名的 3 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及

因涉嫌從外國受賄，目前正在

接受 FBI 調查的拜登次子亨特

亦出席了典禮。臺灣駐美代表

蕭美琴也獲邀出席就職典禮，

這是臺灣40年來首次正式獲邀。

拜登在就職演說中重點呼

籲了團結。

賀錦麗或任重要角色

據美國之音報導，不同

於低調的前任副總統彭斯，

專家預計現任副總統賀錦麗

（Kamala Harris）將在拜登政

府內擔任重要角色。

賀錦麗的首席發言人西

蒙 尼 ‧ 桑 德 斯（Synmone 
Sanders）也表示，「拜登可能

會重點讓她領導某些議題，但

是除此之外，她將參與所有議

題的討論，在各個方面給拜登

總統提供支持。」

拜登：川普留下一封 
非常仁慈的信

宣誓就職後，拜登抵達白

宮。在白宮橢圓辦公室，拜登

說，前任總統川普在離任前，

給他留下一封「非常仁慈（very 
generous）的信。」拜登說，出

於對川普的尊重，他不會透露

這封信的內容：「因為它是私人

的，所以在與他交談之前我不

會談論它（信的內容）。」

拜登翻轉川普政策

拜登就職的第一天，采取了

17 項行政行動，推翻前總統川

普的決定。這 17 項目行政令分

別為：

發起「100 天戴口罩挑戰」，

規定在所有聯邦政府和聯邦土地

上，要求人們必須戴口罩；

重新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構

建聯邦政府以制定協調統一的國

家對策，對抗 COVID-19；
延長驅逐和止贖贖回權的

期限；

延長暫停學生貸款支付期限；

重新加入《巴黎氣候變化

協定》；

推翻川普總統環保議題方面

的行動；

發起整個政府的倡議，以促

進種族平等；

推翻川普總統關於在人口普

查中排除非法移民的行政令；

保 護 和 加 強 對 夢 想 者

（Dreamer）的保護；

推翻穆斯林旅行禁令；

廢除川普內部執法行政令；

停止邊境牆建設；

推遲執行驅逐利比亞人離境

的總統備忘錄；

預防和打擊基於性別認同或

性取向的歧視；

行政部門人事道德行政命

令；監管程序執行令和總統備忘

錄。

拜登提名國土安全部長 
拒承諾保留邊境牆

拜登就職前，已為他的內

閣、白宮團隊和其它政府高層

職位挑選了人選，其中包含多

位奧巴馬時期的官員。

目前獲提名的國土安全部

部長馬約卡斯表示，如果就

職，他將迅速停止所有邊境牆

的建設，並且拒絕承諾會保留

目前已有的邊境牆。

非法移民大篷車挺進

就職日之前，大量的洪都

拉斯非法移民組成的大蓬車隊

正試圖衝破途經國的阻礙，向

美國挺進。移民權益組織「人民

無國界」督促美國、墨西哥和中

美洲各國政府允許大篷車自由

旅行並在美國尋求庇護，並要

求拜登政府「履行承諾」。

拜登此前宣布，將在他上

任的第一個 100 天內給予 1100
多萬無證者提供公民身份的途

徑。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拜

登將在 1 月 20 日公布這項法案

並提交給國會，使非法移民進

入受保護狀態，並享有 5 年的

綠卡或臨時合法身份。

如果這些非法移民滿足納

稅、背景調查等條件要求，他

們可以接著在 3 年內完成歸

化成為美國公民，但只適用於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抵達美

國的人。美聯社報導，拜登預

計還將扭轉川普的其它移民政

策，包括結束對來自幾個主要

穆斯林國家入境者的禁令。

    

川普告別 拜登就職
  In lieu of live attendees, nearly 
200,000 flags were planted on the 
National Mall as “representatives” 
of people for this presidential in-
auguration. The number of guests 
attending Biden’s inauguration cer-
emony was also much smaller than 
before. In attendance were former 
presidents Obama, Bush, and Clin-
ton, outgoing Vice President Pence, 
House Speaker Pelosi, Senate Re-
publican leader McConnell, the 
three Supreme Court justices nomi-
nated by Trump, as well as Biden’s 
scandal-ridden son Hunter, who is 
currently under FBI criminal inves-
tigation. Notably, Taiwan’s repre-
senta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Hsiao 
Bi-khim, was also in attendance, the 
first Taiwanese official to receive an 
invitation in 40 years.
  Immediately, Biden announced 17 
executive actions to reverse Trump’s 
policies. They included actions such 
as: a “100-day mask challenge”, 
requiring masks on all federal prop-
erty; rejoining the World Health Or-
ganization; establishing the federal 
task force to develop a coordinated 
national response to COVID-19; 
extending eviction and foreclosure 
delays; extending the suspension 
of student loan payments; rejoining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overturn-
ing Trump’s actions on environ-
mental issues; launching a “whole 
of government” initiative to eradi-
cate systemic racism; overturning 
Trump’s executive order to exclude 
illegal immigrants from the census; 
strengthening protection for Dream-
ers; overturning the so-called Mus-
lin travel ban; and stopping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border wall.
Prior to taking office, Biden had al-
ready announced his cabinet choic-
es, many of whom were Obama-era 
officials.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nominee John Majorcas 
had already indicated that he would 
halt border wall construction, and 
refused to commit to keeping the 
existing wall in place.
  Before inauguration day, a large 
caravan of people from Honduras 
had embarked on a trek to the United 
States. Biden previously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give more than 11 mil-
lion undocumented people a path to 
citizenship within his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
ton Post, Biden will unveil and sub-
mit to Congress on January 20 a bill 
that would put illegal immigrants 
into protected status with a five-year 
green card or temporary legal sta-
tus. If these illegal immigrant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axation, back-
ground checks and other conditions, 
they could then complete naturaliza-
tion as U.S. citizens.

新毒株出現 全球憂心
【看中國訊】在疫情

方面，在多國傳來嚴峻的消

息。美國和德國等多國出現

新毒株，英國的醫院呈現戰

區狀態；北京大興傳出新冠

疫情與英國變異毒株有關。

1 月 20 日北京市疾病預防

控制中心宣布，北京大興區出

現的 2 例確診病例病毒，為英

國發現的新冠病毒變異株。

另 外， 在 上 海、 廣 東、

山東等地也出現了與近期英

國報導的變異病毒基因序列

高 度 相 似 的 毒 株。 年 關 將

至，春運將至。

1 月 20 日，中國政府突然

發布「冬春季農村地區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規定

返鄉人員需持 7 天內有效的陰

性核酸檢測報告，返鄉後實行

14 天居家健康監測，期間不聚

集、不流動，每 7 天還要開展

一次核酸檢測。

此信息立刻在微博上成為

熱門話題，超過 13 萬條留言一

面倒批評，有網友問：「假期才

7 天，隔離 14 天？」

美國加州衛生部門表示，

目前在包括洛杉磯、橙縣、聖

塔克拉拉、舊金山等十多個郡

縣發現一種有別於英國變種病

毒的新毒株。據 ABC 新聞報

導，洛杉磯目前超過三分之一

的感染者攜帶這種新病毒。

在歐洲，德國發現了 35 名

確診者體內存在變種病毒，這

種病毒不同於英國和南非的變

種，是另一種新毒株。德國總

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已

經在 1 月 19 日與 16 個邦的長

官達成共識，將封鎖政策延續

到 2 月 14 日。

葡萄牙政府表示，一週內

已經有三位內閣部長確診感

染。在英國，北愛爾蘭政府決

定派遣軍隊協助當地醫務人員

對抗疫情。英國首席科學顧問

帕特里克 ‧ 瓦倫斯（Patrick 
Vallance）今天對英國的「天

空新聞」（Sky News）說，由

於患者大量湧入，一些醫院看

起來就像「戰區」。

拜登就職時國會前的草坪上插滿美國國旗，並有重兵把守。（Getty Images）

接種疫苗。（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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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享

冬季之趣

就在

比鄰

西北區
兩層城市屋

起價

奧林匹克公園、弓河和市中心如畫的美景
盡收眼底，ZEN Rockland Park 是一個被稱
為家的完美之地。

ZEN Rockland Park 位於卡成西北部炙手可
熱的 Rockland Park 社區，以美麗的落基山
為依托，交通條件十分便利：去市中心輕鬆
自如，去機場可走 Stoney Trail，去 Canmore
和 Banff 小鎮有高速公路相連。

Rockland Park 將提供購物、餐飲及服務，
還配備常年活動的業主協會。住在這裏盡
享便利，公園、游玩空間以及沿溝谷蜿蜒
的小徑一應俱全，讓您的生活充滿活力。

我們正在 ZEN Rockland Park 建設多種戶型的房屋，
主要特點包括：圍欄圈閉的私有院落，房頂露臺以
及三層的建築結構。房屋起價        。及三層的建築結構。房屋起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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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或三臥室兩層城市屋及單層平房任選，以創新環
保的方式建造而成。

請聯係 Charlene 或訪問
Rockland Park 展示中心
獲取更多資訊

和

交叉口西南

周一至周五

周末及節假日

Tuscany Hill NW

4 - 9pm
10 - 6pm

Nose Hill Drive NW

兩月免費住
買家入住，我們支付兩個月
水電氣費、公寓費和房貸。

武漢前市長周先旺
再任湖北省政協黨組成員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

在中國大陸爆發屆滿一年，湖

北省政協 1 月 20 日上午召開省

政協黨組擴大會議，前中共武

漢市委副書記、市長周先旺以

省政協黨組成員身份出席。

據微信公眾號「湖北政

協」1 月 20 日消息，周先旺與

中共湖北省政協黨組副書記、

常務副主席李兵，湖北省政協

黨組成員、副主席馬旭明、彭

軍出席會議。湖北省政協黨組

成員、秘書長翟天山出席會議

並通報有關情況。湖北省政協

副主席張柏青、郭躍進、楊玉

華、王紅玲列席會議。

公開資料顯示，58 歲的周

先旺曾任中共湖北省恩施州州

長、省商務廳廳長、黃石市委

書記等職，2017 年 3 月升任中

共湖北省政府副省長。 2018 年

5 月，周先旺履新中共武漢市委

副書記、代市長，同年 9 月去

代轉正。

武漢於去年 1 月爆發中共

病毒 ( 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

炎，COVID-19) 疫情後，因為

中共上下隱瞞而迅速擴散全世

界。隨後中共中央和地方官員

開始上下甩鍋。

當時中共武漢市委書記馬國

強、武漢市長周先旺，在封城不

久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表明他們因

為沒有得到上面授權，所以不能

提前採取對抗疫情的措施，更不

能向全社會公布疫情。

周先旺還在武漢官網發表

的一篇文章，指出武漢早在

2019 年 12 月份，就已向中共

中央通報了疫情。周先旺先把

中南海早知道武漢疫情這件事

捅出去。周想甩鍋給上級，犯

下中共官場大忌，外界認為不

甘心乖乖當替罪羊的周先旺會

被北京以種種理由處理。此後

他也被多次傳遭免職。

最終湖北省在 2020 年 2 月

13 日發生人事地震，馬國強不

再擔任中共湖北省委副書記、

常委、委員和武漢市委書記職

務，由時任中共濟南市委書記

王忠林接任；同日，中共湖北

省委書記蔣超良也被免職，由

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

長應勇接替。而周先旺的職位

則一直沒有變動，至此次變更。

中共海外大外宣媒體曾發

布習近平 2020 年 2 月 23 日的

內部講話間接透露，蔣超良是

因疫情防控不力背鍋。對於蔣

超良的去向，去年 10 月底的五

中全會，央視新聞聯播畫面顯

示，蔣超良仍以中央委員的身

份參加會議。

而中共湖北省長王曉東去

年 9 月被傳中風住院，從公眾

視野消失。直至去年 11 月 2
日，他在消失 42 天後首度露

面，在武漢參加人口普查現場

登記。

中共武漢市委原書記馬國

強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免職

後一直未有履新動向，去向不

明。今年 1 月 19 日，馬國強昔

日大秘吉照東也同樣落馬。

網絡圖片

https://avalonmasterbuilder.com/rockland-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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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稅務局逾12億支票無人兌

加國震動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令不少加

拿大人陷入經濟困境，一些「隱藏的財

富」或能在危急關頭，助人度過難關。加

拿大稅務局（CRA）透露，目前稅局無

人認領或兌換的支票總計 800 萬張，累

計金額總共 12 億多加元，每天新增無人

認領支票金額 50 萬加元。

稅局發言人布蘭奇（Sylvie Branch）
提醒公眾，加拿大稅務局每年都會以退款

或福利的形式發放數百萬筆款項。這些錢

要麼以直存方式發放，要麼以支票方式發

放。

很 多 納 稅 人 沒 有 勾 選「direct 
deposit」，通知稅務局直接把錢存到自己

的銀行賬戶，而是選擇了支票支付。但隨

著時間過去，越來越多的支票沒有被領

取，原因眾多，如當事人忘記支票放哪兒

了，或地址變更無法遞送。

據報導，過去 20 年中，稅局寄出後

無人兌換或認領的退稅或福利金額總計

10 億多加元，今年這一金額飆升至 12 億

加元。

怎樣查領你的未領支票

為讓人們盡快兌換或認領這些錢，稅

局再次提醒人們在稅局網站去年新推出的

Uncashed Cheques 欄中查詢和認領歷年

未認領的退稅或福利，並敦促人們盡量註

冊直存方式。

首 先 登 錄 CRA 個 人 賬 戶（沒

有的話需要先註冊），登陸後點擊概

覽（Overview），在右下角的相關服

務（Related services）部分，滑動到底

部，就能找到未兌現支票（Uncashed 
cheques）的鏈接。

點擊該鏈接進入下個頁面，就能看到

自己是否有任何 6 個月至 20 年以內的未

領取支票。

稅局透露，網站推出該功能後的頭 8
個月內，加拿大人認領和兌換近 48 萬張

支票，認領和兌換金額總計1.08億加元。

布 蘭 奇 表 示， 稅 局 網 站 推 出

Uncashed Cheques 服務功能，並未減少

稅局每天未認領支票數量和金額的積壓。

每天未認領支票新增近 1700 張，金額新

增近 50 萬加元，自去年 2 月起未認領支

票新增 56.2 萬張。

稅局表示，這些無人認領的錢並不是

疫情救助款。要麼是 GST/HST 退稅，要

麼是加拿大兒童福利金（CCB）或個稅

退稅等。

布蘭奇提醒公眾，直存方式是確保及

時拿到稅局退稅或福利的最好辦法。不要

再使用支票接收稅局退稅或福利，改成銀

行賬戶直存方式。

領疫期補助金人士將開始報稅

據 CBC 報 導， 從 2021 年 1 月 11
號開始，CRA 已向領取了 COVID － 19
病毒疫情救助金的加拿大人發出 T4A 收

據，並提醒人們在填報自己 2020 年稅表

時，要把收到的疫情救助金做為納稅收入

申報。

加拿大政府在疫期發放的加拿大

緊急救助金（CERB）、加拿大學生緊

急救助金（CESB）、加拿大疫情恢復

補助金（CRB）、加拿大疾病康復補助

金（CRSB）、加拿大康復護理補助金

（CRCB）都屬於領取者需要申報的納稅

收入。

如果不符合條件而領取了疫情補助金

需要退還多領的錢，不少合乎規定領取疫

情補助金的加拿大人也可能會發現自己由

於收入超過個人免稅額度，而要為領取的

補助金繳納所得稅。

加總理吁全球統一陣線抗中

【看中國訊】香港行會成員、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近期向北京倡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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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並同時失去

香港的居留權和選舉權。葉劉稱以此阻止

英方透過 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協

助港人赴英定居。如果取消港人雙重國

籍，受影響的不止是英籍港人，有消息指

加拿大政府對居港加拿大籍人士推出應變

計畫，包括撤僑。

《蘋果日報》引述加拿大移民顧問行

業專業通訊月刊內容指，如果北京再不

承認持雙重國籍的港人，並阻止加籍港

人出境，加拿大政府正準備應對計畫，

包括撤僑。

上述內容來自由溫哥華移民律師

庫蘭德（Richard Kurland）擔任主編

的加拿大移民顧問行業專業通訊月刊

《Lexbase》，文章稱加拿大邊境服務局

（CBSA）正與加拿大環球事務部（Global 
Affairs Canada）合作，籌備系列應對計

畫，以幫助居港的加拿大籍人士。文章續

稱，由於歷史、文化及經濟等因素，目前

香港有大約 30 至 50 萬人持有加拿大國

籍或護照；去年港版國安法實施後，國際

社會一直要求加拿大政府對港人提供更多

人道協助。

對此，香港環凱移民顧問公司董事

張家禧指，未曾聽聞相關消息，但認為

北京不會貿然禁止港人持雙重國籍，

因為不少中國人同樣持雙重國籍。張續

指，如果中方有相關計畫，預計只會要

求港人在 BNO 和特區護照中二選一，未

必會阻止持外國護照的港人離境。張補

充指，加拿大一向是港人移民的首選國

家，但目前加國的移民門檻高，申請時

間長，因此現時不少港人會優先考慮以

BNO 移居英國。

【看中國訊】由於北京當局政府拘禁

國內、外人士，早已引發國際同聲譴責。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也提出呼籲，世界各國

應該統一陣線，一起反對北京當局的行

逕。他表示，我們必須站在一起，因我們

不知道下一個遭抓走的公民是誰？

特魯多在接受《Reuters Next》專訪

之時指出，每一個國家都非常脆弱，在面

對中方持續不斷的脅迫式外交手段，我們

不只要與美國、也要與世界盟友站在同一

陣線上，不斷地向北京提出質疑。

報導稱，特魯多此舉主要與中國於

2018 年 12 月逮捕了加拿大商人史佩

弗（Michael Spavor）和前外交官康明

凱（Michael Kovrig）的事件有關，北

京政府指控他們兩人從事間諜活動，雖

然加拿大不斷要求中方釋放他們，可是

北京甚至還一度剝奪此兩人的領事訪問

權。

據了解，2018 年，加拿大警方以美

國逮捕令，對於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執

行拘禁，在事後中方隨即抓走了史佩弗與

康明凱，雙方鬥爭意味相當濃厚。加拿大

移民局在 2020 年底批准了孟晚舟家人所

提出的豁免申請，而允許他們前往溫哥華

來探望。

14 日，中國外交部才坦言，各國政

府於相互尊重與對等的基礎上，來處理涉

及彼此公民的相關事宜，「這很正常」，

中方亦應加拿大的請求，在法律允許的範

圍內，同意了史佩弗與康明凱在耶誕期間

與家人進行通話。

與此同時，華為公主孟晚舟則在溫哥

華過著舒適奢華的生活。

【看中國訊】拜登週三（1 月 20 日）

宣誓就任美國第 46 任總統後，立即

發布行政令撤銷了 TC Energy 公司的

Keystone XL（KXL）管道許可。拜登

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說：「我為今天的行

政行動感到驕傲，我將首先履行對美國人

民的承諾。」

總部位於卡城的 TC Energy 公司此

前已暫停了 KXL 管道工程。該管道設計

全長 1897 公里，預計投資 80 億元，項

目完成後將可以每天從亞省輸送 83 萬桶

原油到美國。

亞省政府去年同意為該項目投資 15
億元，另外還提供數十億元的貸款擔保。

該項目的加拿大段已經建設了幾個月。

由於拜登發布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全

面命令，並開始了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

定》的進程，因此取消了這個管道項目。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隨後發表聲明說，

「感到失望，但承認拜登總統是在履行對

Keystone XL 的競選承諾。」「去年 11

月，我直接與拜登總統就該項目進行了交

談，加拿大政府駐美國大使希爾曼和我們

政府的其他人則向即將上任的美國政府高

層官員提出了要求。」「加拿大是美國最

大的能源供應國，為美國的能源安全和經

濟競爭力做出了貢獻，並為兩國提供了數

千個工作崗位。」

特魯多說，他的政府歡迎美國新一屆

政府加入《巴黎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

保 守 黨 領 導 人 奧 圖 爾（Erin 
O'Toole）稱取消管道「具有破壞性」。

奧圖爾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需要盡快

在加拿大各地，每個部門讓更多的人回到

工作崗位。失去這一重要項目只會使工作

更加困難。」

亞省省長康尼（Jason Kenney）表

示，吊銷管道許可證將損害美加關係，如

果許可證被取消，亞省將與 TC Energy
合作，利用所有合法途徑來保護其在該項

目中的利益。

在星期三早上發布的一份聲明中，

TC Energy表示對拜登的舉措感到失望，

並警告說這將導致裁員數千人。

Suncor Energy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支持通過 KXL 等管道擴大在美國的市場

准入。

幾個月前，拜登曾表示，他打算一旦

當選，就取消該項目。KXL 管道項目曾

得到川普的大力支持。

防北京阻加籍港人離境 加拿大考慮撤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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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1 月 19 日，就在川普政

府任期屆滿的前一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正式發表聲明指出，中共仍在新疆繼續進

行種族滅絕，犯下了「反人類罪」，堪比

納粹罪行。

蓬佩奧強調，在對相關事實進行審慎

的檢驗之後，他認為，中國政府在中國

共產黨的直接領導和控制之下，至少從

2017 年 3 月以來，就針對新疆地區的穆

斯林維吾爾族及其他少數族裔施行了種族

滅絕的政策，並且仍在持續。

美國是第一個作出類似聲明的國家。

據美媒Axios報導，美國高層官員認為，

其他國家很有可能跟進。

路透社指出，蓬佩奧此舉將讓美中兩

國關係進一步變得緊張。有美國官員透

露，這一舉動經過了漫長的醞釀，經過了

多種分析和政府內部的協調。

英媒衛報報導，通常美國政府在換屆

的最後幾週，會將重大政策留給繼任者。

而之前曾被廣泛報導可能競選 2024 年總

統的蓬佩奧打破常規，選擇在任內最後一

天做此宣布。

國務院發聲明的同一天，被拜登提名

為國務卿的布林肯在參議院確認聽證會上

表示，他同意這種說法。

中共罪行堪比納粹

蓬佩奧在聲明中說，「我已經確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控

制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穆斯林、其他少

數民族以及宗教團體犯下種族滅絕罪。我

相信種族滅絕正在持續，我們正在目睹中

共國試圖系統性摧毀維吾爾人。」

聲明指控中共犯反人類罪

聲明指納粹在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中

也被指控犯下相同罪行。「這些罪行仍在

持續，包括任意監禁或其他嚴重剝奪超過

100 萬平民的人身自由、強迫絕育、對大

量被任意拘留者實施酷刑，強迫勞動以及

限制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

蓬佩奧呼籲「適當的多邊和相關司法

機構，與美國一道努力追究犯罪者的責

任」。川普政府已切斷了與國際刑事法

院的關係，而國際刑事法院是這些多邊機

構中最重要的機構之一。

川普政府在任內最後幾個月加強抗擊

中共，針對中共官員和公司在臺灣、西

藏、香港和南中國海的活動升級制裁。

上週，美國政府停止從新疆進口棉花

和西紅柿，並將與當地強迫勞動有關的公

司列入黑名單，相關中共官員也成為制裁

對象。

望拜登政府延續抗共政策

評估公司風險機構 Strategy Risks 創
始人菲什（Isaac Stone Fish）對這份聲

明表示歡迎，「美國政府已經說了我們許

多人早就知道的事情，北京正在對維族人

進行種族滅絕。希望這會增加華爾街和好

萊塢的成本，長期以來他們忽略與中共的

夥伴關係實際是一種推波助瀾。」

「這是迄今為止，全球企業界與新疆

公司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所付出的代價最大

的警鐘。拜登政府有可能逆轉川普政府的

部分對華政策。但是我希望他們繼續為中

共在新疆犯下的罪行打擊中共。」他說。

蓬佩奧 19 日接受福克斯新聞專訪時

表示，「如果我們沒有認定這個決定（罪

行），我們是不會這麼做的。我今天發布

的認定信息是恰當的、適當的，並希望能

給這個地區的人們帶來更好的生活。」

蓬佩奧還稱讚川普總統為識別中共

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所做的努力，同時

呼籲拜登政府認真對待中共對美國的生

存威脅。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A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final hours 
wound down on Jan. 19, the president 

wished the new administration luck and 
asked Americans to pray for its success, 
while some of his key members of his staff 
p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on 
blast for its persecution of Uyghur Muslims 
an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Outgoing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did not mince words for Beijing, describing 
the surveillance state in Xinjiang and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against Uyghurs noth-
ing short of fo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This is a very serious and tragic set of 
actions that are taking place there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This is forced labor, 
this is forced sterilization, forced abortions. 
The kind of things that we haven’t seen in an 
awfully long time in this world,” said Pom-
peo in an interview with Fox News America 
Reports. 

  Pompeo said that his department had con-
ducted “an exhaustive review of the facts” 
and determined that the CCP has indeed not 
only committed the crimes they have been 
accused of, but seek to “deny these people, 
not just the Uyghur Muslims, but other faiths 
as well, the simple capacity to continue to 
exist.” 

  “I’ve referred to this over time as the stain 
of the century. It is truly tha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released a strongly 
worded Press Statement on Tuesday titled 
“Determination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n 
Atrocities in Xinjiang” where he called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Marxist-Leninist regime that exerts power 
over the long-suffering Chinese people 
through brainwashing and brute force.”

  Pompeo recalled the Nuremberg Trials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at brought Hitler’s  
perpetrators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to justice, leading to the elimina-
tion of the Nazi Party and fascism from the 
world’s stage. He noted that the trials “pros-
ecuted perpetrators for crimes against hu-
manity, the same crimes being perpetrated in 
Xinjiang.”

  On a similar note, U.S. Ambassador at 
Large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Sam Brownback, challenged the CCP for 
its 21-year-long persecution of the spiritual 
practice Falun Gong, as well as the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of its adherents. Brownback 
wrote, “What does the number 6,600 mean? 
It’s the approximate number of practitioners 
that Falun Gong report the CCP arrested in 
2020. How many times will the CCP harass 
and arres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for refus-
ing to renounce their beliefs before the world 
confronts this injustice?”

  In his farewell address, President Trump 
wished the incoming Biden-Harris adminis-

tration luck and asked Americans to “pray 
for its success in keeping America safe and 
prosperous.”
  “Four years ago we launched a great na-
tional effort to rebuild our country, to renew 
its spirit, and to restore the allegiance of this 
government to its citizens. In short, we em-
barked on a mission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for all Americans.”
  “This week we inaugurate a new adminis-
tration and we extend our best wishes. And 
we also want them to have luck, a very im-
portant word,” Trump said. 

  Trump, who leaves office with a 51 percent 
approval rating according to Rasmussen Re-
ports,  expressed in the 19 minute address his 
gratitude to his family,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and his wife and family, Chief of Staff 
Mark Meadows, and all White House Staff. 
The president again condemned the riots in 
the U.S. Capitol during the Jan. 6 Joint Ses-
sion of Congress, saying that “all Americans 
were horrified by the assault on our Capitol.” 
“Political violence is an attack on everything 
we cherish as Americans. It can never be tol-
erated. Now more than ever we must unify 
around our shared values and rise above the 
partisan rancor and forge our common des-
tiny.”

  Trump called himself the “only true outsider 
ever to win the Presidency” because he “had 
not spent [his] career as a politician, but as a 
builder looking at open skylines and imagin-
ing infinite possibilities.”

  While Trump will join a small club of pres-
idents who only served one term, he lauded 
his “America First” principles that benefitted 
a diverse range of Americans, “We reignited 
America’s job creation and achieved record 
low unemployment for African Americans, 
Hispanic Americans, Asian Americans, 
women, almost everyone.”

  “Income soared. Wages boomed. The Amer-
ican dream was restored and millions were 
lifted from poverty in just a few short years. 
It was a miracle.”

  But what the 45th President emphasized the 
most passionately was the values 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 left to posterity more than 
200 years ago.

  “Above all, we have reasserted the sacred 
idea that in America, the government answers 
to the people. Our guiding light, our north 
star, our unwavering conviction has been 
that we are here to serve the noble everyday 
citizens of America. Our allegiance is not to 
the special interests, corporations, or global 
entities. It’s to our children, our citizens, and 
to our nation itself,” he said.

  “We restored the principle that a nation 
exists to serve its citizens. Our agenda was 
not about right or left, it wasn’t about Repub-
lican or Democrat, but about the good of a 
nation, and that means the whole nation.”

  “We fought for the principle that every 
citizen is entitled to equal dignity, equal 
treatment, and equal rights because we 
are all made equal by God. Everyone is 
entitled to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to have 
their voice heard, and to have their govern-
ment listen.”

 Donald Trump recognized the external 
threats the country constantly faces, but said 
the most dangerous factor America faces to-
day “is a loss of confidence in ourselves, a 
loss of confidence in our national greatness. 
A nation is only as strong as its spirit.”

  “No nation can long thrive that loses faith 
in its own values, history, and heroes, for 
these are the very sources of our unity and 
our vitality,” Trump said.

美國國務院公開認定 中共犯下種族滅絕罪
Trump Administration Call Out China for Genocide in Final Hours

美國國務院公開認定
中共犯下種族滅絕罪

Xinjiang re-education camps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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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苗青綜合報導】根據卡城地

產局最新發布的數據，雖然武漢肺炎疫情

籠罩著這個城市，但是卡城的房屋價格與

一年前相比，仍有緩慢的增長。

根據 1 月 20 日卡城地產局公布的數

據，與 2020 年同期相比，卡城住宅價格

增長幅度為 2.86%；其中獨立屋的增幅

為 1.08%, 連排別墅下降了 8.18%，半獨

立屋下降了 2.41%，令人詫異的是，公

寓的平均價格增幅最大，為 5.63%。

對於當前卡城地產行情，可參考

的數據還有：獨立屋的成交量增長了

36.64%，這個數據是比較驚人的，源於

此類房屋新上市量在急劇減少，比去年同

期減少了 10.96%，活躍的上市房屋則減

少了 31.85%，現在市面上只有 1652 套

活躍的獨立屋待售，而去年此時有 2424
套。獨立屋的平均成交價格為 553,397
加元。

連排別墅的成交量與去年相比沒有

明顯變化，但此類房屋在 1 月初截至

20 日的新上市量高於去年同期，為 217
套，去年 1 月的數據是 173 套。活躍的

上市房屋稍有減少，為 682 套，降幅為

4.21%；而去年此時有 2424 套。連排別

墅的平均成交價格為 29 萬加元，與去年

同期相比下降了 8.18%。

半獨立屋（雙拼屋）比較引人注意

的是，新上市量也在減少，1 月初截至

亞省住房負擔力報告出爐

地產經紀 各有不同

【看中國訊】加拿大央行 1 月 20 日宣

布，維持利率不變，並重申將利率保持在

歷史低位的承諾，以支持被第二波疫情和

封鎖措施打擊的經濟。

央行在週三公布的一份聲明中稱，繼

續將其隔夜利率的目標保持在 0.25%，

同時，繼續執行支持經濟的量化寬鬆計

畫，即每週購買價值 40 億加元的加拿大

政府債券。

該聲明說：「鑒於短期內增長的疲軟

和漫長的恢復期，加拿大經濟繼續需要

超常的貨幣政策支持。管理委員會將把

政策利率保持在有效區間下限，直到過

剩產能被吸收以及通脹率持續性達到 2%
的目標。根據我們的預測，這種情況要

到 2023 年才會發生。」央行認為，有效

疫苗的到來加上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持，

提高了經濟中期增長前景。「現在預計，

2021 年第一季度的增長為負數。如果第

一季度晚些時候解除限制，預計第二季度

經濟將出現較強的反彈。」

該報告說，加拿大 2020 年的實際國

內生產總值下降 5.5%，央行預計經濟將

在 2021 年增長 4%，在 2022 年增長接

近 5%，在 2023 年增長約為 2.5%。

央行的報告稱，隨著油價上升，通貨

膨脹率在經過 1 年處於較低水平後，預

計將在今年上半年暫時上升至 2% 左右。

隨著上行壓力在 2021 年消散，通脹率預

計將回落到不超過 2% 的水平。

利率決定發布後，加元延續漲勢，多

倫多時間上午 10：18，加元兌美元上漲

0.8%，至 1.2627 加元。加拿大 10 年期

國債收益率上升 3 個基點，至 0.84%。

【看中國訊】在加拿大買房，在絕

大多數情況下，買賣雙方有僱用地產經

紀人。加拿大地產經紀通常分為兩種：

Realtor( 地產經紀 )、Salesperson（地產

銷售）和 Broker（地產經紀人）。這幾

種地產經紀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主要在於

他們提供的服務內容和方式不同。

Realtor 指的是在加拿大房地產協會

（CREA）註冊過的地產經紀，相對而言

更為專業，他們會嚴格遵守由 CREA 管

理和執行的道德規範，他們也具備更多的

房地產知識技能。如果你不確定自己的地

產經紀是否在 CREA 註冊，可以向他們

諮詢。

在買房的時候，聘請一個地產經紀可

以幫你省去很多購房上的繁瑣。尤其是當

你想要異地買房的時候，地產經紀可以幫

你遠程看房。地產經紀會以客戶的最佳利

益來行事。

Salesperson 扮演的是買家和賣家之

間的中介，他主要負責將買家的需求與潛

在的賣家進行匹配，幫助客人買到心儀的

家。他們的工作內容包含：帶你看房、瀏

覽戶型、向你解釋買家代理協議（buyer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和上市協議

（listing agreement）當中的各項條款，

等等。

很多初次買房的人們或許不知道，

Salesperson 不可以單獨向客人出售房

屋，他們必須依附或隸屬於某個 Broker
下工作。Broker 負責監管 Salesperson
的行為，確保他們是否按照行業制定的規

章制度在辦事。

Broker 受過額外地產相關的教育培

訓，並且通過相關的執照考試。這種額外

的教育認證也讓 Broker 比一般的地產銷

售人員來說多了更多的房地產法律知識和

經驗。

地產 Broker 通常有更大的權力和相

應的責任，他們是公司的負責人，負責經

營自己的地產團隊。Broker 一般不會與

客戶進行直接的交流，他們主要負責確保

Salesperson 和客戶交易的過程中沒有任

何差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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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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央行維持0.25%利率
期待疫苗拉升經濟

卡城房價緩慢增長卡城房價緩慢增長
20 日的新上市量為 133 套，去年同期

為 118 套；活躍的上市房屋為 360 套，

而去年同期有 554 套。平均交易價格為

463,250 元。可以看出，在卡城上市待交

易的雙拼屋是越來越少了。

公寓樓的表現如前文所述，比較亮

眼。在 1 月初截至 20 日，成交量為 87
套，去年同期為 74 套，增幅為 17.57%；

新上市量為 323 套，去年同期為 312 套；

活躍的上市房屋為 1290 套，去年同期為

1263 套；平均成交價格為 247,644 元，

去年同期為 234,454元，增幅為 5.63%。

究其原因，或與經濟不景氣情況下，價格

相對較低的公寓樓為並不富裕的買家提供

了機會。

那麼對於自住等未出售的卡城住宅房

屋價值來說，又有怎樣的趨勢呢？過完元

旦新年，有超過一半的地產稅評估已經寄

到卡爾加里人手中。這些評估基於截止

到 2019 年 7 月 1 日的房屋估價，並用於

計算和確定地產稅。卡城城市評估主管

Nelson Karpa 在一份新聞稿中表示，「新

一年我們發現住宅市場總體呈現出下降的

趨勢。雖然，大部分住宅房屋價值都在縮

水，但是也有多少之分，在所有住宅類型

中，房價較高的住宅，尤其是總價值超

過 50 萬加元的房屋，其價值下降是最多

的。」

縱觀卡城整體市場，住宅房屋價

值較去年下降了 4%。在所有卡爾加里

的社區中，Point McKay 是唯一一個

房屋價值漲幅在 5%-10% 的社區，而

Greenwood/Green Briar 社區的房屋價值

下降了高達 10%-15%。卡爾加里其餘大

部分社區的房屋價值下降了 0%-5%，西

部、北部和東部邊緣地區的房產價值上漲

了 0%-5%。

「在非住宅市場，我們看到了物業價

值的溫和增長，較去年相比，今年非住宅

價值上漲了2%。」Nelson Karpa補充道。

（Shutter Stock）

https://partners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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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1 月 18 日，中國知名傳

播學者、四川師範大學教授庹繼光在校內

墜樓身亡。據悉，庹繼光生前曾舉報官員

濫用職權，強行拆遷住宅。他曾經表示，

「學法律、學新聞，但救不了自己」。而

從另一方面來看，遭中共強拆的受害者亦

早已從社會底層擴展到各個階層。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四川師範大學

教授庹繼光於 18 日上午被發現在校內墜

樓，送醫搶救無效。警方現場調查勘驗後

已排除刑事案件。庹繼光妻子李纓告訴

《九派新聞》，丈夫是因為房屋被強拆一

事想不開而自殺身亡。

李纓說，自 2020 年底房屋被拆遷

後，庹繼光就一直感到很沮喪，並曾說

過「我們學法律，學新聞，但救不了自

己」，再加之夫妻二人在學校頻頻遭受打

壓，更令人感到絕望。

據瞭解，庹繼光在去年 10 月份寫的

舉報信中提到，從 2011 年起，他位於成

華區青龍場及萬年場的兩套住宅遭遇模擬

搬遷，拆遷人員前後使用威脅、圍堵、藉

助工作單位打壓、網路造謠誹謗等方式，

來試圖逼迫他簽約。最終，成都市成華區

區長蒲發友在沒有簽署拆遷協議、沒有啟

動徵收程序及沒有申請司法強拆等前提

下，對兩套住房進行了「暴力拆除」。

庹繼光曾批評「成華區少數人暴力拆

除我們家房屋的行為，於我們而言是極其

野蠻、明目張膽的侵權掠奪，在他們自己

而言則是肆無忌憚、膽大妄為的違法犯

罪」。

庹繼光的好友、知名傳播學教授展江

也曾在微博替他發聲，並轉貼了上述舉報

信。

對此，旅居加拿大的前北京執業律師

賴建平表示，政府的強拆事件層不出窮，

大多數都是在不合法律的情況下進行，譬

如未達成協議就拆除，甚至委託黑社會使

用暴力手段，逼迫當事人同意。

旅美的公益組織「長沙富能」創辦人

楊佔青也表示自己十分關注此事，而據他

以長期從事維權的經驗分析，即使庹繼光

擁有相關專業背景，但在中國政府面前仍

無法發揮專業替自己維權發聲，因為追

根究底，基本人權在中國只是一張白紙：

「真正遇到事情之後，哪怕你是教授、或

你有很多資源，其實是完全沒用，因為你

沒有這個權利，等於沒有手腳，什麼都發

揮不了。」

據資料顯示，庹繼光具有博士學位，

曾任職律師及記者，在學術上發表很多專

著、文章，是個很成功的學者。但面對自

家房屋遭到強拆也依然無能為力。

大陸體制下無人倖免

拿北京香堂文化新村強拆事件為例，

在遭遇強拆的居民中，不乏蜚聲中外的文

化名人和繼承了「紅色基因」的「紅二代」

或「紅三代」。

如住在香堂文化新村的中共政法大學

法學院教授楊玉聖為了抵抗當局強拆，曾

經絕食。但依然無用，1 月 19 日，北京

香堂村政法大學教授楊玉聖的三合院遭強

拆，自此當地香堂四區四百多戶徹底被夷

平，而楊玉聖也於 18 日撤離。楊玉聖同

上述庹繼光同樣是學法律的，但也還是逃

脫不了中共的暴力強拆。

「紅色詩人」郭小川的女兒、香堂村

業主和反抗強拆的組織者之一郭嶺梅曾與

數百名當地居民齊聚昌平區法院，對崔村

鎮政府提起訴訟，隨後便告失聯。據網傳

的一份拘留通知書顯示，郭嶺梅於 2020
年 12 月 5 日被昌平公安分局以聚眾擾亂

公共秩序罪名刑事拘留。

再如，有一個叫楊梧的知識產權律

師，一家人為了抵抗強拆，與黑衣保安發

生衝突，結果被抓到了派出所。一家人被

抓走後，強拆人員立即派十幾臺挖掘機將

他們家房屋拆毀。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近期

河北、黑龍江、吉林等省爆發的武漢肺炎

疫情，出現大量無症狀感染者，其中包括

吉林的「1 傳 143」超級傳播者，成為這

波疫情的特徵。就在疫情已近失控之際，

官方再次重新定義疫情發展軌跡，甩鍋去

年 4 月後的疫情都因境外輸入所致。

據中國衛生應急辦公室 20 日發出的

通報，1 月 19 日 0 至 24 時，中國新增

確診病例 103 例，分布在吉林、河北、

上海、黑龍江、北京、廣東、浙江、四

川、陝西、天津、福建。此外，無症狀感

染者也新增 58 例。

官媒《環球時報》指出，近期中國境

内每日新增無症狀感染者居高不下，1 月

16 日吉林更出現「1 傳 143」的超級傳播

者，此人也屬無症狀感染者。使得無症狀

感染者成為這波疫情的特徵及防控重點。

河北省疾控中心指，大量的無症狀感

染者，主要來自密切接觸者、疫情調查、

暴露人群，以及曾赴疫情傳播區旅行和居

住等 4 類人群。該中心同時坦言，無症

狀感染者的病毒傳播力不遜於確診病例，

這也成為中國疫情的一大挑戰。

北京佑安醫院感染科副主任醫師李侗

也表示，中國無症狀感染者的呼吸道病毒

並不一定比有症狀病例少，傳播能力取決

於自身病毒量多少及飛沫傳播力。例如近

日吉林的超級傳播者就是一名培訓講師，

即使不咳嗽，說話也能散播病毒。

由於河北近來出現大量無症狀感染

者，緊鄰河北的首都北京市神經高度緊

繃，並採取一系列防堵措施。

北京市政府發言人徐和建 19 日下午

表示，北京市 18 日新增 1 例本土病例和

1 例無症狀感染者，大興區天宮院街道 4
個社區19日中午起採取「封閉式管理」。

北京市政府 19 日下午也宣布，對入

境人員採「14+7+7」管理措施，即北京

口岸入境人員在 14 天集中隔離期滿後，

繼續 7 天居家或集中隔離，期滿後再進

行 7 天監測。至於從中國其他口岸入境

人員，則要至少隔離 21 天後才可進入北

京。

他還說，近期北京及其他地區相繼出

現入境人員結束 14 天集中觀察後再確診

的情況，北京周邊及中國多地也相繼出現

突發聚集性疫情，北京疫情移入風險陡

增，防控形勢嚴峻複雜。

北京市大興區副區長韓新星則於 19
日也宣布，根據疫情防控需要，19 日中

午 12 時開始，對天宮院街道天宮院社

區、天宮院西裡社區、天宮院中裡社區、

天宮院南裡社區進行封閉式管理，非社區

人員、車輛禁止進入，社區居民「只進不

出」，全部居家觀察。

在中國疫情陷入失控、國內經濟嚴重

受到衝擊的情形下，官方再次藉官媒與專

家之口重新定義疫情發展軌跡。

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 18 日在

接受央視專訪時宣稱，中共官方採取「嚴

防死守」策略，總體上非常成功，去年 4
月後在中國發生的疫情，病毒都源自境

外，早期中國境內傳播的病毒已被阻斷。

馮子健還提到，目前中國疫情最為嚴

重的地方有兩個，一個是河北省，以石家

莊、邢臺為中心；另一個是東北，其中又

以黑龍江省綏化市為中心。但他說，這兩

個疫情嚴重地區均是由境外移入才引起疫

情爆發。

這樣的說法也是中共衛健委 14 日對

外宣布的「定調」。

中國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當天稱，

去年 12 月以來，中國境內相繼發生聚集

性疫情，均為境外移入，是由已感染的境

外入境人員或冷凍進口物品引發。

官方除了重新定義疫情傳播軌跡外，

還動用各種宣傳手段把爆發國變成抗議

「模範生」，甚至通過影視作品來讚頌醫

護人員，但對首先對外「吹哨」的醫師李

文亮等人絕口不提。

【看中國記者成容編譯】調查新聞集

團真相項目（Project Veritas）最近發布

了推特（Twitter）的法律、政策和信託

負責人加德（Vijaya Gadde）的內部錄

像，她討論了推特在全球範圍內擴大審查

執法的計畫。

美國布賴特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 Network）1 月 18 日 報 導， 推

特高管加德，描述了將公司的「全球方

法」，應用於對包括政治領導人在內的美

國人的審查，重申了公司的信念，即川

普總統的推文「煽動暴力並危害現實生

活」。

這是真相項目丟下了第二個重磅炸

彈，秘密視頻披露了推特，以及他們計畫

在不久的將來對保守派進行審查的計畫。

在新的秘密視頻中，推特高管加德比

首席執行官多西（Jack Dorsey）更加前

進了一步，她解釋了推特如何計畫在世界

範圍內複製審查制度。

加德說：「有趣的事情之一是，我們

在過去一週中所做的許多工作，是我們在

世界其他地方所建立的工作，在這些地

方，由於誤導性信息或編碼措辭而引發暴

力。」

「我們在（美國）這裡的許多學習都

來自其它市場。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

您知道，我們的確是這樣 – 這是我們的

全球方針，」加德繼續說，「我們需要非

常專注於能夠大規模執行我們制定的任何

這些政策或執行決策」。

加德進一步詳細說明了推特的審查工

作，她說：「我們決定加強對公民誠信政

策的執行，並使用標籤禁止參與活動，以

阻止潛在煽動性內容的傳播，這些內容涉

及選舉干預、選舉欺詐、偷竊選舉之類的

東西。」

「我們認為實際情況的嚴重性，再加

上這些推文中包含的信息——有關選舉被

盜的誤導性信息，以及圍繞選舉的大規模

欺詐，正在改變我們對如何執行這項政策

的分析。鑒於我們在現場看到的情況，它

是更嚴重的違規行為。」

布賴特巴特新聞之前曾報導，推特

的首席執行官多西在法屬波利尼西亞

（French Polynesia）的一個私人島嶼上

度假時，他於 1 月 6 日接到推特的頂級

律師兼安全專家加德的電話。

加德告知多西，推特已中止了川普總

統的帳戶，以防止他進一步發表與美國國

會大廈抗議活動有關的言論。據報導，多

西對該決定感到擔憂，但他已將審查決定

權授權給加德並通常在帳戶停權的事務上

服從她的決定，多西這次也這樣做了。

四川教授因逼遷身亡

【看中國記者成容綜合報導】川普總

統於美國東部時間 1 月 19 日晚間宣布，

他在總統任期的最後幾個小時裡，赦免了

73 人，同時為 70 人減刑。期盼已久的川

普總統的赦免和減刑最終名單于美東時間

1 月 20 日凌晨發布，數小時後他離開白

宮前往佛羅里達州的家園。

據美國布賴特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報導，川普對前白宮首席戰略家

班農（Steve Bannon）表示寬恕，他因

在川普支持者的推動下，在「我們筑牆」

眾籌活動中的工作而被指控欺詐，這一眾

籌活動的目的，是在南部邊境修建隔離

牆。班農於 2020 年 8 月被捕，但以 500
萬美元的保釋金獲釋。班農對指控不認

罪。

班農曾是布賴特巴特新聞社的前執

行主席，於 2016 年 8 月，即大選前幾個

月，被聘為川普的競選首席執行官。儘管

他以首席戰略家的身份加入川普政府，但

在與白宮人士發生衝突後，於 2017 年 8
月離職。

川普總統沒有寬恕兩名非法分享美

國情報和國家安全機密的舉報人阿桑奇

（Julian Assange） 和 斯 諾 登（Edward 
Snowden）。這兩位的支持者希望川普總

統不要理會情報界精英和華盛頓國會議

員，這些人強烈反對赦免阿桑奇和斯諾

登。

福克斯新聞的著名主持人卡爾森

（Tucker Carlson），1 月 19 日晚上再次

呼籲川普赦免阿桑奇時聲稱，參議院多

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
告訴川普，如果他確實寬恕了維基解密

（Wikileaks）創始人，川普更有可能在彈

劾案中被定罪。

川普也沒有為自己、家人或甚至他的

一些工作人員，對未來可能的「罪行」發

出超前的赦免，將來他們有可能由於與川

普政府的關係而遭受迫害。他也沒有對

他的私人律師和盟友、前市長朱利安尼

（Rudy Giuliani）發出超前赦免。

中國大陸武漢肺炎無症狀感染者爆增

秘密視頻揭推特擬全球審查言論

【看中國訊】川普卸任美國總統，中

國外交部便於 21 日凌晨發布制裁剛卸任

的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等

28位川普政府官員，禁止他們與家人「入

境中國內地和香港、澳門」，他們及其關

聯的企業、機構，也被禁止「與中國打交

道、做生意」。

中國外交部點名到的前川普政府官員

除蓬佩奧外，還有前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

策辦公室主任納瓦羅（Peter Navarro）、
前 國 家 安 全 顧 問 奧 布 萊 恩（Robert 
O'Brien）、前國務院國務院亞太助理國

務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前副國

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
衛生部長阿札爾（Alex Azar）、國務院

次卿柯拉奇（Keith Krach）、美國駐聯

合國大使克拉夫特（Kelly Craft），以

及早已離職的前國安顧問博爾頓（John 

Robert Bolton）、曾任首席白宮策略師的

班農（Stephen Bannon）等。

中國外交部在聲明中稱，「過去幾

年，美國一些反華政客出於一己政治私利

和對華偏見仇恨，罔顧中美兩國人民的利

益，策劃、推動實施了一系列瘋狂的行

徑，嚴重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了中國的利

益、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也嚴重破壞

了中美關係。中國政府捍衛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

相關消息傳出後，立即在海內外引發

熱議，網友紛紛留言發表觀點。

有網友在微博說，「外交部掐著時間

點痛打落水狗，制裁包括蓬佩奧、班農、

史達偉等在內的 28 人，這不僅是秋後算

帳，也是對新上任的拜登政府成員敲邊

鼓。」

另有網友在社交平臺吐槽，「怎麼不

敢對現任高官制裁？這些小手段真的好

笑。」「這種毫無感覺的制裁，還挺幽默

的。」

川普任期最後赦免班農

庹繼光

北京凌晨公布制裁蓬佩奧等28人

班農（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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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

1月18日，國家統計局
公布20 20年中國經濟數
據，包括GDP等重磅指標
正式發布。數據顯示，全年

國內生產總值101兆5986億
元，歷史上首次破100兆。全
年經濟增長2.3%，預計將
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

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但學者

發現，另一個數據更加讓人

矚目，即13單位額外債務投
入才能生產1單位GDP。

2021 年 1 月 18 日上午 10
點，統計局發布數據稱，2020
年，就業形勢總體穩定，城鎮調

查失業率回落至上年水平。中

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 1 萬

美元，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為 3 萬 2189 元，扣除價格因

素實際增長 2.1%，其中，城鎮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 萬 3834
元，增長 3.5%。農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 萬 7131 元，增長

6.9%。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

長基本同步。比 2010 年翻一番

的目標如期實現。

統計局稱，全國糧食產量再

創新高，生豬生產持續較快恢

復。 5575 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

脫貧。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回落，

工業生產者價格下降。

但再漂亮的數據也掩蓋不

近期豬牛羊肉的價格，連續刷了新高。（Getty Images）

住生活的真實。近期，豬牛羊

肉的價格，連續刷了新高。數

據顯示，截至 2021 年第 1 週，

羊肉批發價已連續 7 週上漲，

從 69.22 元 / 公 斤 漲 到 74.87
元 / 公斤，漲幅 8.16%。牛肉

價格繼續上漲，平均價格為

76.95 元 / 公斤，同比漲 9.2%。

豬肉批發價格從 39.36 元 / 公
斤漲到 45.92 元 / 公斤，漲幅

16.67%。目前，價格仍在上走。

統計局稱，就業形勢總體穩

定，但《時代周報》報導說，已

經有越來越多的企業經營困難，

不得不停工停產。有企業為了

「活下去」，減少對外招新，崗

位銳減。

據教育部統計，2020 年全

財經簡訊

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共 874萬人，

較 2019 年增加 40 餘萬。就業

競爭壓力空前，新的內卷來勢洶

洶。有人稱之為「地獄難度的畢

業季」。

增量債務與增量GDP 
之比首超13

GDP 首破百萬億元大關在

疫情影響下當然是一個讓人矚目

的成績，但另一個數據更加讓

人矚目，就是債務（社融）與

GDP 增量之比。

近幾年以來，社融增量 /
GDP 增量以讓人瞠目結舌的速

度攀升。即便在沒有受到疫情

影響的 2019 年，增量債務與增

量 GDP 之比的攀升速度也極為

國家統計局經濟數據完美出台 
驚人，從 2018 年的 2 上升到

2019 年的 7。也就是 2018 年

2 單位額外債務投入能多生產 1
單位GDP，到 2019年的時候，

已經需要 7 單位額外債務投入

才能多生產 1 單位 GDP。由於

受到疫情影響，2020 年這個數

據變為 13 單位額外債務投入才

能生產 1 單位 GDP，已經 6 倍

於 2018 年。

疫情導致之下，債務多增點

似乎也有情可原，但如此大力度

的刺激政策似乎總得退出，不然

這連年的債務自己會滾雪球，經

濟增量還不夠還利息的。

另外，從下圖可以發現，中

國廣義貨幣（M2）增量與 GDP
增量也已經創造了 1992 之後的

新記錄。 2020 年疫情應急刺激

政策導致新增貨幣與新增 GDP
之比接近 8，幾乎是 2009 年的

翻倍。這或對應急刺激政策如何

退出形成巨大挑戰。

【看中國訊】據媒體報導，

川普政府通知包括芯片製造商英

特爾在內的幾家華為供應商，表

示將吊銷向這家中國公司出售的

某些許可證，並打算拒絕向華為

供貨的數十個其他申請。

據美國之音報導，知情人士

告訴路透社，針對華為的這個行

動是川普總統削弱該公司長期努

力中的最新行動。川普政府表

示，華為是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外

交政策利益的威脅。英特爾公司

發言人沒有立即置評，商務部發

言人也沒有立即回覆置評請求。

在路透社看到的一封記錄這

些行動的電子郵件中，美國半

導體工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1 月 15
日表示，美國商務部「打算拒絕

向華為出口產品的大量許可證申

請，並撤銷至少一份先前簽發的

許可證」。這名不願透露姓名

的人士說，撤銷的次數不止一

次。這封電子郵件說，這些行

動涉及半導體行業的「廣泛」產

品，並詢問企業是否收到通知。

三星少主李在鎔被捕 
集團股價齊下跌

【看中國訊】韓國三星集團

領導人李在鎔因以 86 億韓元賄

賂前總統朴槿惠的閨密崔瑞元，

以獲得持有三星電子股份的政府

退休基金、支持李在鎔的接班計

畫，於 1 月 18 日被首爾高等法

院判處兩年半徒刑。此前，李在

鎔曾一度因行賄案在 2017 年被

判入獄 5 年，隨後李在鎔否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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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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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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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要求芯片公司
停止對華為供貨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1 月 20 日，螞蟻集團實際控制

人馬雲時隔近三個月首次公開露

面。同天，中國央行發布針對支

付寶等機構的支付監管條例，並

且首次提及反壟斷一詞，意味著

支付市場將開始洗牌。

當天上午，馬雲通過視頻

連線形式，與全國 100 名鄉

村教師見面，併發表講話，他

說：「等疫情過去了，我們再見

面！」這是馬雲在公眾場合消失

近三個月首度現身。

而在 1 月 20 日下午，中國

央行關於支付機構的重磅監管條

例出爐。中國央行官網公布《非

銀行支付機構條例（徵求意見

稿）》（以下簡稱《條例》）。《條

例》共六章，七十五條，強化公

司治理要求，實施全方位、全流

程監管；首次提及支付領域反壟

斷監管措施，明確界定相關市場

範圍以及市場支配地位認定標

準；對持牌機構為無證經營支付

業務的機構提供支付業務渠道行

為的處罰等。

官方對支付機構確定資本要

求：非銀行支付機構註冊資本最

低限額為 1 億元（人民幣，下

同）。其中對主要股東、控股股

東和實際控制人的條件中便提

到，同一法人不得持有兩個及以

上非銀行支付機構 10% 以上股

權，且同一實際控制人不得控制

兩個及以上非銀行支付機構。而

這也意味著，在已經擁有支付牌

照的情況下，按照新規，後續將

無法再收購另一張支付牌照。

《條例》第五十五條明確規

定，若一個非銀行支付機構在非

銀行支付服務市場的市場份額達

到三分之一，央行可以向國務院

反壟斷執法機構對其採取約談等

措施進行預警。以及採取停止濫

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停止實施

集中、按照支付業務類型拆分非

銀行支付機構等措施。

目前，馬雲控制的螞蟻集

團旗下支付寶、微信支付分別

以 48.44% 和 33.59% 的市場份

額位居前兩位，行業集中度較

高。這表明支付寶將受到最大的

衝擊，其次是微信支付。而中

國科技公司字節跳動最近推出

了第三方支付服務「抖音支付」

（Douyin Pay），將搶食中國支

付市場大餅。

在分析人士看來，這標誌著

中國非銀行支付領域進入更嚴厲

監管階段，同時官方提出支付領

域反壟斷，將對整個市場產生深

遠影響。

馬雲剛露面 支付寶遭殃
【看中國訊】世界經濟論

壇 2021 年《全 球 風 險 報 告》

（Global Risks Report 2021）
指出，疫情加劇了美中兩國之間

的競爭。此外，全世界還須警惕

長期風險。

據美國之音報導，1 月 19
日發布的這份報告中提到：「疫

情鞏固了國家權力，加劇了美中

之間的競爭」，從長期來看，競

爭可能會加深。報告還說，隨著

一些聯盟的削弱，外交關係或變

得更加不穩定。

全球最大的政治風險諮詢

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
也在 1 月發布的一份新報告中

將美中緊張關係列為 2021 年影

響世界的十大風險之一。

「美國努力招募盟友，疫苗

外交和氣候技術競爭將與美中之

間的長期緊張相互作用，使兩國

關係進一步複雜化。」報告說：

「與此同時，兩國在雙邊貿易、

科技、新疆、香港、臺灣和南中

國海問題上的分歧將繼續上演，

這將進一步增加危機期間雙方誤

判的可能。」

世界經濟論壇 2021 年《全

球風險報告》還提醒全球警惕長

期風險。報告說，疫情加劇了社

會分化，將在未來 3 至 5 年阻

礙經濟發展，在未來 5 至 10 年

加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世界經濟論壇在新聞稿中

說，疫情給企業造成的財務、數

字化和聲譽壓力等可能會導致許

多公司及其員工在未來市場中落

後於人。這些潛在差距可能導致

各國社會分裂，如果中等國家在

全球談判桌上缺乏一席之地，地

緣政治局勢將會進一步緊張，進

而阻礙全球復甦。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2021年《全球風險報告》

不當行為，並提起上訴。首爾高

等法院則在 2018 年，改判李在

鎔兩年 6 個月徒刑、緩刑 4 年，

李在鎔也在服刑一年後於同年獲

釋。《CNBC》報導稱，受李在

鎔被捕消息影響，三星集團相

關公司的股價也在 1 月 18 日大

跌。受三星集團股價齊跌拖累，

韓國 Kospi 指數 1 月 18 日收盤

下跌 2.33%，至 3013.93 點。

6個月來首次  
中國去年11月增持美債

【看中國訊】據美國財政部

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在去

年 11 月停止了拋售美債策略，

反手增持了美國國債 90 億美

元，此為中國 6 個月來首次增

持美債。而美債第一大持有國日

本，仍延續過去幾個月來的趨

勢，11 月繼續減持美債。

路透社報導，根據美國財

政部 1 月 19 日公布的國際資本

流動的月度報告（TIC）數據顯

示，2020 年 11 月外國投資者

持有的美國國債為 7.053 萬億美

元，較去年 10 月份的 7.068 萬

億美元減少了 148 億美元，此

也為外國投資人持有的美國國債

規模連續第 4 個月下降。

中國M2增量在GDP增量中的佔

比（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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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紅樓」曝光 
市委書記審看視頻驚呆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日前媒體深度揭秘上海楊浦區中

共政法系統給黑社會組織充當保

護傘、以及捲入性賄賂醜聞。據

悉，上海市楊浦區存在類似當年

福建廈門賴昌星式紅樓的私人高

級會所淫亂事件，習近平親信、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在審看過內部

監控錄像視頻之後驚得目瞪口

呆。

據《財新週刊》最新一期報

導，2020 年 9 月 22 日， 上 海

二中院對上海譽升投資管理有限

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趙富強等 38
名被告人犯組織、領導、參加黑

社會性質組織、強姦、組織賣

淫、詐騙、強迫交易、受賄、行

賄等罪一案宣判。決定對趙富強

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對其

他 37 名被告人分別在有期徒刑

2年零6個月至20年之間量刑。

根據判決書，趙富強在黃浦

江北側的楊浦區許昌路租用的辦

公樓等地，通過暴力等方式組織

安排多名女性，長期提供吃請、

嫖宿、行賄。出入此處的不僅有

官員，也有國企工作人員，該場

所亦被坊間稱為「小紅樓」。資

本和人脈的積累，使得趙富強日

漸膨脹，甚至狂妄號稱在「楊浦

沒有搞不定的」。

法院在判決書中認定，趙富

強為長期控制女性，滿足個人淫

慾，以招聘總裁助理為誘餌，採

取在聘用合同中默認陷阱、不斷

灌輸淫穢思想等手段玩弄女性；

通過當眾侮辱、肆意毆打、限制

自由等手法殘害女性。

趙富強還犯詐騙國有資產

罪。判決書記錄了趙富強五起涉

及國有資產的犯罪，騙取市政拆

遷補償款及租金等共計 5400 餘

萬元，其中造成楊浦商貿和楊浦

城投分別損失超過 2000 萬元。

2019 年 5 月 15 日， 時 任

中共楊浦區委政法委書記盧焱向

趙富強通風報信，稱抓捕在即，

讓其盡快離滬。之後趙富強當晚

帶著多部手機和 3 名女性開車

逃往江蘇泰興老家。翌日 13 時

許，警方在泰興將趙富強等人抓

捕歸案。

據悉，中共中央巡視督查組

將搜查出的監控錄像視頻交給上

海市委書記李強審看。李強在審

看過內部監控錄像視頻之後目瞪

口呆，當場表示驚訝無比。

隨著趙富強案被揭開，上海

市楊浦區政壇也發生地震。趙富

強案牽扯出至少 13 名當地官員

和國企幹部。

據官方消息，中共楊浦區委

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盧焱因受

賄、貪汙、包庇、黑社會性質組

織罪，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 17
年。

楊浦區法院原院長任湧飛因

受賄、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一審被判有期徒刑 7 年 6 個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二審維持原

判。

中共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分局

黨委委員、原副局長岑宏權也已

落馬。另外，楊浦區檢察院批捕

科科長涉案已經跳樓自殺。

中共官方電視專題片《國家

監察》披露，賴小民在北京某小

區一處房屋內專門藏匿贓款，並

稱作「超市」，收錢後賴小民親

自開車送到這家「超市」。除現

金之外，賴小民還收取大量房

產、名車、名錶、黃金、珠寶首

飾、字畫等。查辦賴小民案時，

中紀委審查組扣押了大量本外幣

現金、金銀製品、字畫、汽車、

購物卡等物品，凍結了銀行、證

券、基金帳戶，查封了賴小民位

於北京、珠海、海南等地多處房

產。

賴小民案發之後打破了官

方的多個官場記錄，大陸媒體

財新網曾形容賴小民有「三個

一百」，包括：100 多套房產、

100多位關係人及100多名情婦。

大陸搜狐網 2017 年 12 月

披露了賴小民調任華融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的內幕，他的「伯

樂」是時任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

康。報導稱，賴小民坦承他當時

並不想到華融任職，主要原因是

出於個人仕途方面的考慮，他並

不願意去國有企業，而且以前也

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但劉明康與時任銀監會副主

席先後 4 次找賴小民談話，希

望他到華融工作。劉明康告訴賴

小民說，因為賴的能力強，去把

華融做起來，換一個環境也是有

好處的。況且華融當時面臨著一

個關鍵時期，因為 10 年大限快

到了。最終，賴小民只好走馬上

任。

自由亞洲電臺發表一篇評論

文章稱，賴小民受賄金額 17.88
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只是中紀

委、檢察院公布的數字，但那些

沒有被發現的或者所謂證據不足

的受賄款項還有很多。據稱，中

共官員個人所有貪汙受賄的款項

金額約是官宣金額的 5 倍。

文章披露，賴小民在央行系

統晉升的 2 個關鍵點：副處級

晉升正處級、正處級升到副司局

級，都是與時任副行長陳元有

關。 1998 年陳元出任國開行行

長，時任國開行副行長劉明康接

替陳元出任央行副行長。

2003 年，劉明康負責組建

中國銀監會，並被任命為第一任

銀監會主席。賴小民被劉明康調

到銀監會擔任銀行監管二部負責

人，隨後得到重用，出任銀監會

北京監管局籌備組組長，很快就

被任命為銀監會北京監管局局

長。 2 年後，賴小民被劉明康

提拔為銀監會辦公廳和黨委辦公

室的主任，成為劉明康的大秘。

對於賴小民的靠山，文章援

引坊間傳言稱是「慶親王」曾慶

紅和吳小暉。因為他們都是江西

人，而且賴小民也最喜歡與三種

人來往，即江西老表與紅二代、

官二代。因為這兩種人讓他有安

全感，相當於有了最靠譜的保

險。

2012 年，華融將旗下至卓

國際控股 70% 的股權、深圳廠

區兩塊土地，及其公司大樓出售

給 2 個買家，其中最大買家是

花樣年集團旗下深圳花樣年。

而「花樣年集團」創始人是

曾慶紅侄女曾寶寶，她是曾慶紅

胞弟曾慶淮的女兒。

據信媒體報導，與明天系的

肖建華一樣，賴小民的靠山也是

曾慶紅。賴小民是曾慶紅派系在

中國大陸和香港商界前臺人物，

並向曾慶紅家族和江澤民家族輸

送巨額利益。賴小民也被披露與

曾慶紅親信、政法委書記郭聲琨

有著密切聯繫。

2018 年 8 月賴小民首次傳

出被雙規。同年 7 月底時，北

京盛傳習近平要拿下曾慶紅家

族，包括曾慶紅兒子曾偉、胞弟

曾慶淮、妹妹曾海生及其丈夫

等。

香港《蘋果日報》2018 年

11 月報導，肖建華為首的明天

系、賴小民為首的華融系、吳小

暉為首的安邦系，他們組建成

「金三角」在香港股市興風作浪。

傳「慶親王」是賴小民靠山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綜合

報導】前中國華融資產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賴

小民因受賄、貪汙、重婚

一案，在天津市被法庭一

審宣判死刑。這位打破中

共官場多項紀錄貪官的

「伯樂」是何人？他的官

場後臺又究竟是誰？

2016 年 3 月，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賴小民出席博鰲亞

洲論壇。(Getty Images）

趙紫陽墓地遭嚴密監控內蒙古再現「批量處理」廳官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中共中紀委 16 日一連通報

內蒙古 4 名廳級官員，涉嫌嚴

重違紀違法，正接受審查和調

查。這是近期內蒙古第 4 次批

量「處理」落馬廳官。

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2021 年 1 月 16 日發布消息，

內蒙古 4 廳官涉嫌嚴重違法違

紀落馬，他們分別是內蒙古自治

區中共交通運輸廳黨組書記、廳

長白智，內蒙古煤田地質局前黨

委書記、局長王振林，內蒙古自

治區前旅遊局巡視員李鶴，錫林

郭勒盟人大工委黨組成員、副主

任、中共蘇尼特左旗旗委書記邢

文峰。

公開資料顯示，現年 58 歲

的白智是內蒙古達拉特旗人，曾

擔任中共鄂爾多斯市委常委、秘

書長、黨組副書記、常務副市

長、自治區發改委副主任、黨組

成員等職位。自 2017 年 9 月至

今，他擔任中共自治區交通運輸

廳廳長、黨組書記。白智是正廳

級官員在任內被查。

現年 54 歲的邢文峰是內蒙

古武川人，自 1987 年 8 月參加

工作，曾擔任中共蘇尼特右旗副

旗長、旗委常委、中共蘇尼特左

旗旗委副書記、旗委書記等職

位。他自 2017 年 1 月至今，擔

任錫林郭勒盟人大工委副主任，

蘇尼特左旗旗委書記。 66 歲的

李鶴曾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常

委、政法委書記近十年，2011
年 8 月調任內蒙古原旅遊局黨

組成員、副局長，2013 年改任

巡視員，2014 年 12 月退休。

74 歲的王振林，1992 年進

入內蒙古煤田地質局任中共黨

委書記，1997 年起兼任局長，

2006 年 8 月退休。此次落馬的

王振林，是內蒙古「倒查 20 年」

以來，年齡最大的落馬官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 4 名

被查廳官中，至少有兩人明確曾

在能源系統任職。白智不僅曾任

能源重鎮鄂爾多斯市的中共市委

常委、常務副市長，還在擔任內

蒙古發改委副主任期間兼任了自

治區能源開發局局長，直到前往

交通廳任職。而王振林則在內蒙

古煤田地質局工作數十年，並擔

任過 9 年的局黨委書記、局長。

這是近期內蒙古第 4 次批

量「處理」廳官。前 3 次分別

是，2020 年 10 月 27 日，內蒙

古 4 名正廳級官員同日落馬。

11 月 21 日，內蒙古中共紀委

監委宣布 6 名廳官被處分，其

中 3 人被開除黨籍和公職，2 人

被開除黨籍，1 人被開除公職。

12 月 4 日，內蒙古紀委監委連

續公布了 5 名官員落馬，其中 3
人已退休，2 人仕途與「煤」相

關。

去年年初，內蒙古落馬高官

雲光中、白向群、邢雲、雲公

民等腐敗窩案被引爆，習近平

當局要求對內蒙古涉煤腐敗「倒

查 20 年」，據不完全統計，至

今有近百名處級以上官員落馬，

其中包括多名已退休的官員及高

管。

過去 20 年期間，曾長期主

政內蒙古的儲波與王君，以及已

落馬的潘逸陽、雲光中等內蒙古

高官均是江派前常委曾慶紅、吳

官正的江西幫馬仔，被曝向曾、

吳家族輸送包括煤礦在內的巨額

利益。另外，江派前常委劉雲山

家族被曝掌控內蒙古相當多的煤

礦、鉬礦等礦產資源。

【看中國訊】1 月 17 日是已

故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逝世 16
週年的日子，他的女兒王雁南和

女婿王志華等人，早上到北京昌

平區的墓地拜祭。

港媒報導，當局只允許趙紫

陽家人到場。墓園外圍保安嚴

密，當局以疫情為由驅趕前來祭

奠的民眾及民主人士。

據香港電臺報導，當局 17
日只允許趙紫陽家人到場。墓

園外圍保安嚴密，多名臂上掛

有「治安巡邏」手帶的保安在停

車場駐守，將沒有預約的多輛汽

車趕走，即使停泊在附近亦同樣

被趕，又禁止傳媒以訪客身分進

入。他們解釋，由於疫情關係不

能在停車場逗留。

據報導，趙紫陽生前一批友

好和舊部屬，16 日已到訪他的

北京故居，包括前《炎黃春秋》

社長、現年 97 歲的杜導正，以

及前副總編王彥君等。他們在書

房內向趙紫陽夫婦遺照鞠躬和獻

花。

港媒指，趙紫陽故居所在的

富強衚衕外圍則有近 10 名便衣

警察駐守，查看故居訪客的身分

證，但未有太多阻攔。

前北京資深記者高瑜也在推

特表示，「今天是趙紫陽先生第

16 個忌日。普通百姓的紀念只

能深埋心中，北京一大批人士被

上崗，富強衚衕故居和昌平天壽

園墓地成為禁地，今天只允許親

屬去墓地祭奠。

2019 年 10 月 21 日我解除

上崗之後和李爾柔、謝小玲等數

位朋友到墓地敬獻花籃，在工作

人員干預之下搶拍的照片成為永

久的紀念。平常日普通人也禁止

拍照。」

趙紫陽於 2005 年 1 月 17
日去世。 1980 年代趙紫陽先後

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

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

總書記等重要領導職務，主持了

1980 年代後期的中國政治體制

改革、平息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

化的左傾運動，極大影響了中國

民主運動的進程，被視為黨內改

革派主要領袖。

「六四事件」，趙紫陽因公

開表示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

壓，後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並遭受軟禁長達 16 年。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在視頻中發

現一眾楊浦區官員。（Getty 

Images）

書記掌摑秘書長 
官大一級壓死人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1 月 16 日，「濟源市尚娟」發

帖，實名公開舉報河南濟源市委

書記張戰偉掌摑濟源市政府秘書

長、濟源示範區管委會辦公室主

任翟偉棟，自己為翟偉棟妻子。

據陸媒報導，1 月 19 日，

網上傳出豫港（濟源）焦化集

團有限公司的一份文件，內容是

對公司黨委委員、工會主席尚小

娟的停職處理意見，停職原因是

尚小娟「在網路上發布有關濟源

示範區主要領導負面影響的言

論」。

文件指，撤銷尚小娟黨內外

所有職務，暫停發放所有工資和

補助，待相關調查有明確結論後

再做進一步處理。

陸媒指，該公司辦公室人員

向陸媒確認了文件真實性，但表

示「不方便透露」文件中的「尚

小娟」是否就是舉報市委書記張

戰偉的翟偉棟妻子「尚娟」。

尚娟稱，2020 年 11 月 11
日早晨，翟偉棟在機關餐廳角落

裡吃早餐時，被濟源市委書記張

戰偉掌摑。其在帖子中還稱，此

事誘發了翟偉棟的心臟病。她因

此實名公開舉報張戰偉。

尚娟還表示，因為忌憚張戰

偉淫威，翟偉棟住院時沒有同事

敢去看望，出院後也被同事孤

立，紀委也常要求他配合調查。

他們全家一直生活在隨時可能被

張戰偉打擊報復的恐懼中。

微博賬號「濟源市尚娟」發

布內容已清零，上述舉報信已被

刪除。

據陸媒報導，在掌摑翟偉棟

的第二天，張戰偉還在機關會

議上暗示：「打牌還知道有大小

王。」

據大河報 1 月 18 日報導，

關於網上舉報濟源市委書記張戰

偉有關問題，河南省有關部門正

在調查。

「掌摑事件」發生後，引起

各界高度關注。公開資料顯示張

戰偉曾經在河南省紀委工作，背

景並不一般：「這個人等於是空

降到濟源市，往往空降的這種幹

部在中共官場具有一定的人事背

景，很多濟源市領導不敢惹他。

據說這位市委書記進門時，他

（秘書長翟偉棟）沒有起身給市

委書記問好，很容易激怒書記。

這也再一次暴露在中共官場文化

中，官大一級壓死人的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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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 1 月 15 日向公務員發

公告，要求去年 7 月 1 日前受聘

的公務員限時 4 星期�簽署聲明

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

等，如果拒簽有機會被解僱。由

於公告附件列明揚或支持港獨、

尋求外國勢力干預、甚至以公務

員身份表達和政府立場相違背的

意見等，均違反誓言及聲明，引

起公務員擔憂今後言論表達嚴重

受限，公民權利也將大大收窄。

宣誓要求一出，新公務員工會也

隨即宣布解散。

特首林鄭月娥 19 日見記

者，稱公務員入職香港政府，固

然要支持特區及特區政府，支持

《基本法》和落實一國兩制，宣

看中國記者李懷橘綜合報導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要求

全體18萬名公務員簽聲明擁
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

區，令公僕人心惶惶，擔憂日

後因言被整治清算。

港公務員被逼宣誓 高官紛跳船

誓和簽署聲明是「理所當然」，

她看不到宣誓或簽署聲明的要求

會影響公務員士氣。不過林鄭又

說，「事實上目前公務員招聘，

除警隊及懲教處外，大體上我們

都無面對問題」。

《蘋果日報》報導，根據保

安局資料，過去三年警務處督察

和警員的申請和取錄人數持續下

跌，以反送中期間跌幅尤其顯

著。督察申請人數由 2018 至 19
年度的 7,350 人，跌至 2019 至

20 年度的 5,553 人，按年跌幅達

24.4%。警員申請由 2018 至 19

年度的 10,578 人，跌至僅 6,751
人，跌幅達 36.2%。懲教署方

面，懲教主任申請由 2017 至 18
年度 5,157 人，減至 2019 至 20
年（截至去年 2 月底）2,974 人。

同時，港府又傳出持有英國

國民海外護照（BNO）者不能出

任公職。公務員隊伍人心惶惶之

際，開始接連有高官「跳船」。

《立場新聞》引述消息指，律政司

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余國慧已

遞交辭職，據報將於 3 月正式離

職，其後會與加拿大籍丈夫到加

拿大定居。連同余國慧，律政司

司長鄭若驊任內已有 4 名刑事檢

控科高層人員離職，包括前刑事

檢控專員梁卓然、前副刑事檢控

專員許紹鼎及黎婉姬。

另外，年薪百萬的民政事

務局政治助理黎穎瑜，日前也突

然宣告辭職，自揭隨丈夫離港移

居新加坡。《蘋果日報》專欄引

述政界中人指，黎穎瑜的背景屬

北京、港府想培養的下世代治

歐盟27國旁聽泛民國安案
【看中國訊】北京強行

實施《港區國安法》後，大

量民主人士遭大搜捕，國際

社會憂慮該法已成為打壓

異見工具。

《蘋果日報》報導，歐盟 27
個成員國去年中開始派員旁聽

民主派被指違反《國安法》及

《公安條例》的案件，沿襲在中

國大陸旁聽維權人士案件的做

法。歐盟發言人證實確有此安

排，重申對國安法深表關注。

日前國安警察大舉搜捕 50
多名參加初選的民主派人士，

指控他們犯顛覆罪，進一步向

國際社會證實《國安法》是政權

打壓人權自由的「武器」。

《蘋果日報》1 月 18 日報

導，據了解，歐盟 27 個成員國

早在去年中已採取一系列聯合

措施，監察《國安法》對香港的

影響，包括持續觀察香港民主

派的法庭審訊過程，即將在中

國大陸旁聽人權案件的做法延

伸至香港。其它行動還包括考

慮採取相應的難民、移民、簽

證和居留權政策；監察和限制

敏感器材和科技在香港使用；

以及進一步支持及與香港的公

民社會聯繫。

多國駐港領事館也有回應

事件。美國駐港領事館發言人

回覆指，根據外交慣例，美方

有派員定期出席世界各地包括

香港在內的聆訊，會持續與盟

友捍衛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

發言人批評北京透過法庭消滅

反對聲音是獨裁政權的標誌，

並再一次凸顯中共最大的恐懼

正是人民的言論及思想自由。

加拿大駐香港及澳門總領

事館回應指，自去年 5 月已開

始派員旁聽香港個別政治人物

和社運人士的案件。據了解，

澳洲領事館亦有派員到法院旁

維權律師助港人 以身犯險
【看中國訊】協助12港

人的大陸維權律師盧思位

於本月15日遭四川司法廳吊
銷律師執業證書，而另一位

受港人家屬委託的維權律

師任全牛也收到戶口所在

地，河南司法廳的通知，將

同樣被吊銷執業證書。

任全牛任職律師 10 年，接

手過多宗人權案件，比如維權人

士謝文飛案、報導武漢疫情的公

民記者張展案，以及法輪功案。

當初答應接受 12 港人家屬委

託，再次以身犯險，任全牛說，

自己責無旁貸，就如同港人對抗

中共一樣，也許無力改變什麼，

但也要堅持去做。

上週，盧思位因被吊銷律師

執照而要求召開聽證會，任全牛

專程從河南去四川成都聲援盧思

港台簡訊

位，期間被公安帶去派出所，阻

止他參與聽證會，事後任再坐十

幾個小時車返回河南老家。而當

局原計劃舉行的，就吊銷任全牛

律師牌照的聽證會忽然因疫情原

因取消。

近日，任全牛接受港媒《眾

新聞》的專訪，談及日後無法再

做律師，感到有些遺憾，「無法

再以律師身份參與這個時代的

事情」。回想當初接手 12 港人

案，他直言當時並無半點猶豫，

反而很高興，因為在網上了解到

一些反送中的消息，和港人悲壯

且轟轟烈烈的故事。任全牛覺得

自己責無旁貸，就如同當初反送

中運動中的港人一樣，面對極權

暴政，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他

說，心理上崇敬這些參與抗爭的

香港人，「就想能夠幫助他們也

港「精英」：大陸出生、在香港

讀書再留學英國牛津，之後在建

制派智庫智經研究中心任職，還

做過前特首梁振英旗下的齊心基

金會副行政總裁，可謂「根正苗

紅」。但正當港府天天大談忠誠

之際，以黎穎瑜如此背景，卻選

擇一家離港，無論如何也是對港

府的最大諷刺。

還有報導指，黎穎瑜上月與

一眾副局政助在特首林鄭月娥見

證下集體宣誓時，政府已接受她

辭職。另外，《蘋果日報》上月翻

查資料發現，林鄭月娥任特首三

年半以來，已有 44 位政務主任

「逃亡」（不包括退休），當中

17 人屬首長級，勢將成為歷任

四位特首之冠。

此外，香港新公務員工會日

前在 Facebook 宣布解散。該工

會成立於反送中期間。主席顏武

周在工會的臉書上發文指，公務

員宣誓在即，按港府說法，預計

工會理事或無法繼續留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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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七：

【青少年近視】一男性患兒，13 歲，
患真性及假性近視 1年，伴視疲勞，睡
眠不佳，食慾差。在本門診經針灸治療
8次，並結合中藥調養，假性近視及視
疲勞消除，視力明顯提高，睡眠及消化
功能改善，隨訪一年視力穩定。

            病人反饋之八：

【梅尼埃氏病】一女性患者，嚴重眩暈
反覆發作 2 年，診為耳水不平衡，即
梅尼埃氏病。予以西醫治療，症狀未得
緩解，眩暈仍頻繁發作。患者於本門診
經針灸及中藥治療 3 次，眩暈消除，
治療 1月，平衡功能恢復，未復發。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谷歌博客：http://blessingswellness.blogspot.ca
微信公眾號

接受公司保險（針灸、2200 小時
按摩資質）、WCB；首診優惠；
老人及兒童享受特惠！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116,738–3 Ave SW
諮詢 / 預約 / 定座電話（粵、國、英語）403-255-5288 403-255-6009

卡爾加里僅此一家
接受各類保險公司
額外保險
65 歲以上半價65 歲以上半價

5809 Macleod Trail SW

403 636 1755

N.A. HEMORRHOIDS CENTRE 創於 1979
北美痔瘻治療中心 卡爾加里
N.A. HEMORRHOIDS CENTRE
北美痔瘻治療中心 卡爾加里

陳氏   代秘方治療5
痔瘡、肛裂、肛瘻、肛門濕疹、

肛周膿腫及疑難雜症

標本兼治，徹底除根
中西醫結合治療 
肛瘻治癒不復發
肛門贅皮微創
迅速止血止痛
即治即走，無需等待

info@canatcm.com
掃碼諮詢

蕭美琴受邀出席
美總統就職典禮

【看 中 國 訊】1 月 20 日，

美國華盛頓 DC 舉行拜登（Joe 
Biden）、 賀 錦 麗（Kamala 
Harris）政府就職典禮。台灣駐

美代表蕭美琴受邀出席這次就職

典禮，這是中華民國與美國斷

交 42 年後的首次。蕭美琴推特

一則視頻中，她戴著口罩用英

文說，很榮幸代表台灣政府及人

民，參加美國新任總統就職典

禮。民主與自由是共同價值，經

濟繁榮與區域穩定是共同利益。

她說：「在堅定的基礎上，期待

未來繼續深化台美關係！」

挺好」。

答應港人家屬委託後，任全

牛兩次去鹽田看守所要求會見當

事人均遭拒絕，其後他去鹽田檢

察院投訴，他也遭到當局的恐

嚇、警告，要求他退出案件，但

他堅持不退出。他說，以前代理

維權案件均經歷過類似情況，不

過今次更為嚴厲。

有國保曾警告任全牛，繼續

代理案件律師執照可能不保。他

當時不以為意，沒想到當局的清

算說到就到。但當局吊銷任全牛

牌照的藉口不是 12 港人案，而

是他當初代理的一宗法輪功案

件。但任全牛認為自己被吊銷執

照的真正原因跟 12 港人案有很

大關係。

當初委託任的 12 港人之一

的黃偉然的家屬，當他們得知任

遭清算，感到非常震驚和惋惜，

他們形容任全牛，不畏強權，堅

持陪伴家屬度過了最黑暗的四個

月；而期間任全牛受到當局極大

的壓力，他不但沒有退出，還安

慰、鼓勵家屬，「聰明不能代替

道德，智商不能代替良知；他被

吊銷律師執照不是他的過錯，而

是國人的損失。」對此任全牛感

謝家屬的信任，他說這自己應該

做的。

香港政府發佈去年12月16日政務官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宣誓儀式照
片。(政府新聞處)

聽，未來亦會如常派員出席，

與其在世界各地做法一樣。

另外，《立場新聞》報導，

國際律師協會及國際律師協會

人權研究所日前發表聲明，譴

責港警搜捕 50 名發起和參與民

主派初選人士。

國 際 律 協 主 席 Sternford 
Moyo 指出，言論自由是獲《基

本法》及《國際人權公約》承諾

並獲中國認可，拘留民主派是

對言論自由的直接打壓。協會

並質疑港警拘捕行動的基礎，

促中國尊重言論自由、人權及

法治。

台灣經濟成長
居四小龍第一
【看中國訊】2020 年世界各

國經濟發展都遭受疫情影響，但

臺灣經濟穩定成長，並位居亞洲

四小龍第一。除了經濟整體成長

外，中央社報導，台灣去年僑

外投資總金額達 91 億 4433 萬

6000 美元，是近 10 年第 4 高。

任全牛

蕭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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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程雯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在推特上

連發多條推文，總結川普政府在

認清中共本質、對抗中共威脅方

面的主要成就。在這些系列推文

中，蓬佩奧首先嚴格區分中共和

中國人民的概念，並表明川普政

府是第一個認清中共本質，並且

是第一個抗擊中共威脅的美國政

府。蓬佩奧說道：「中國共產黨

是威脅。中國人民不是。」

蓬佩奧接著說道：「川普政

府結束了幾十年來對中國共產黨

的綏靖和誤導的接觸政策。我們

再也不能忽視美國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之間——自由與暴政之

間——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區

別。」蓬佩奧再次強調，「中共

不等於中國人民。我們支持中

國人民擺脫中共專制統治的願

望。」

接著，蓬佩奧指出中共撒謊

成性。他說道：「中共撒謊，說

空話。如果我們想要改變（它

們的）糟糕行為，我們必須認

識到這種模式，並（為其）制

定出後果。綏靖和為對話而進行

的『對話』不起作用。」

蓬佩奧以香港為例，指中共

自食其言，打破自己對香港人民

的承諾。因此美國實施制裁，讓

那些破壞香港自由和民主的人付

出代價。在提到美中貿易戰時，

蓬佩奧一針見血地說：「沒有對

等的貿易怎麼辦？給中國商品加

關稅。」

說到造成全球大瘟疫的武漢

肺炎病毒，蓬佩奧說：「武漢病

毒：中共隱瞞了它。中共讓知道

真相的醫生們消失了。中共仍然

拒絕讓世界看到它所做的一切。

中共對病毒的來源撒謊。」「中

共封閉了中國境內的旅行，卻讓

世界遭災。」

蓬佩奧還警告說，「中共威

脅已經在我們的境內了。」他指

出，川普政府的另一項成就，是

把 15 家中共宣傳機構列為「外

國使團」，以確保美國人知道他

們正在與（中共）宣傳機構打

交道。

蓬佩奧也提到中共在美國的

統戰行動，他說道：「我們終止

了偽裝成文化交流活動的（中

共）統戰行動。」蓬佩奧特別提

到關閉孔子學院，保護美國學術

自由。他還提醒大家中共對美國

大學的侵蝕。

提到中共的影響力，蓬佩奧

指出，「我是美國政府裡第一位

在公開場合詳細披露中共影響力

的官員。選擇在全國州長協會上

演講，因為這不是黨派問題，這

是對所有美國人的威脅。」「美

國各州的立法者們也是（中共

的）目標。」

（WIKI/CC BY-SA）

半島電視臺 18 日播出「半

島電視臺調查：絆住全世界的

3 天」特別節目，揭示了擁有

1100 萬人口的武漢巿如何一夕

劇變，從原本對武漢肺炎無動於

衷，到數小時內變得驚慌失措、

醫院人滿為患。

這些未曾公布的畫面的拍

攝時間為 2020 年 1 月 19 至 22
日，當時兩名中國記者冒著生命

危險、秘密錄下影片，並將這些

影片偷運出中國。為了保護兩名

記者的安全，該節目以化名楊

駿（Yang Jun）、 陳 偉（Chen 

Wei）稱呼兩人。

報導指出，楊駿和陳偉在中

共官方公布武漢肺炎病例數百例

之時、武漢封城前抵達當地。這

兩名記者穿梭於日益爆滿的不同

醫院之間，並且前往被指為疫情

可能源頭的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

場。他們兩人任職於北京的國營

媒體，且已取得武漢巿政府媒體

主管機關許可，但在調查中仍遭

到當地公安的阻擋和監控。

楊駿在日記中寫道：「我無

法自由地進行報導。我常被跟蹤

監視。疫情信息遭到隱匿，難以

取得……在武漢進行報導的那 3
天期間，我常被公安和醫院人員

擋下。我也因而理解到疫情的嚴

重程度，以及報導這題目有多敏

感、多艱巨。這完全超乎我想

像。」

陳偉表示：「在中國，沒有

人膽敢談論從武漢開始的病毒起

源，或是武漢政府一開始犯下的

錯誤……唯一可以探討的是政府

控疫如何得宜，以及國人應如何

對政府心存感激。」

疫情爆發後，當地政府迅速

將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關閉，

但武漢與北京官方都沒打算透露

這波疫情有多嚴重。當地民眾也

因此對疫情一無所知。

就在民眾準備迎接黃曆新

年、家庭聚會之際，當局突然宣

布封城。一夕之間，武漢人才意

識到疫情已經失控，並在恐慌中

趕緊都戴上口罩，但為時已晚，

因為病毒已經散播到中國各地，

不久之後更進一步散播全球。英

國南安普敦大學的研究認為，若

中共政府更早採取行動，感染數

可以大為降低。半島電視臺也指

出，外界普遍認為，中共政府在

最開始那幾天不說明和不透明，

使病毒迅速散播，造成了這場百

年大疫。

外媒：武漢如何一夕劇變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2020年1月，武

漢肺炎疫情在武漢大爆發

後迅速擴散，迄今已造成全

球超過200萬人死亡。半島

電視臺（Al Jazeera）日前

播出武漢巿最早傳出疫情那

幾天未曾公諸於世的新聞

畫面，披露中共當局如何隱

瞞疫情。

2020年2月，封城中的武漢。（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中國的武肺疫情燒不停，官

方 20 日再加碼採取防疫措施，

要求冬春季返鄉人員須憑 7 日

內核酸檢測證明，返鄉後還要

進行 14 天居家健康監測，並每

7 天還要進行一次核酸檢測。對

此，大陸民間吵翻天，不少人痛

批官方定義不明、做法擾民，擺

明就是「不讓回家」。

此外，官方還下令，各地新

年期間按照非必要不舉辦的原

則，嚴控廟會、文藝演出、展銷

促銷等活動，減少農村集市規模

和頻次，控制人流量。

對此民間議論紛紛，因為上

述措施已嚴重衝擊到中國民眾在

傳統新年與家人團聚的習俗，且

距離除夕不到 20 天，離「春運」

起跑只剩 7 天。也因此，許多

人急翻天，紛紛湧入微博、在官

方相關新聞下方不斷發問，「春

節假期才 7 天，隔離就要 14
天。」「我已經在路上了，怎麼

做檢測？」「你這不就是隱形強

制不讓你回家嗎？」「這規定不

給人活路啊。」

截至發稿前，微博上關於

「春節返鄉需持 7 日內核酸陰性

證明」的話題，已吸引超過 7.9
億人閱讀，13.9 萬人留言討論。

民間主要的質疑包括：具體

執行政策不明，返鄉定義不明，

同一省跨市、縣是否需要核酸檢

測證明？目的地是否必須有親人

戶籍在才算？相鄰城市流轉叫不

叫返鄉要不要隔離？到隔壁市辦

年貨算不算？

也有網友提到，「1、數億

人需要返鄉，檢測機構能否忙的

過來？ 2、集中核酸檢查是否安

全？會不會增加新風險？ 3、每

人幾十甚至上百元，一個家庭下

來幾百上千塊，疫情期間賺錢生

活本就不容易，有沒有想過這會

增加百姓的負擔？ 4、中高風險

地區回鄉需要檢測有情可原，低

風險地區回低風險地區有必要

全員檢測嗎？ 5、希望不要一刀

切，不要為低風險區域百姓徒增

難處。」

另有不少網友認為低風險區

也要這麼做不合理；還有人感

慨道，「最可憐的就是孤寡老人

了，本來在外打拼一年，子女都

不在家，就盼著過年回來團圓，

這下好了？」

北京加碼防疫 阻新年返鄉

加國有人每天做菜免費送人
【看中國訊】雖然病毒仍在

不停地傳播，但是無盡的愛心和

善意也在加拿大多倫多的每一個

角落擴散。近日，一名多倫多居

民每天在廚房裡做菜超過 10 個

小時，自 2020 年 12 月 27 日以

來，已經製作了 500多份飯菜，

免費捐贈給受疫情影響而需要幫

助的人。

據 BlogTO 報導，這位名

叫雪萊．列托夫斯基（Shelley 
Kanitz － Letofsky）的女子說：

「每天做 10 個小時的飯菜讓我

很開心，因為有人可以吃它，做

飯是我表達愛的方式。」

在病毒大流行之前，雪萊曾

經營一個寄宿家庭，習慣於為

大家做飯。但是自去年 2 月以

來，就再也沒接待過任何人。在

聖誕節期間，雪萊無意間看到一

個 60 磅火雞和豬腿肉價格超划

算，這使她走上了烹飪大量食物

並送走食物的新道路。

雪 萊 後 來 通 過 Carecare-
gering-TO 這樣的社區團體，開

始向社區中受疫情影響而有需求

的人免費提供膳食。

雪萊說：「我現在找到了一

種服務社區的方式，順便教我的

丈夫做飯，教我的女兒學會回

饋，幫助他人其實也是在幫助自

己。」

雪萊也笑言她的丈夫也因此

學會如何快速地處理大塊的生

肉，成為了一個專業「屠夫」。

現在越來越多人詢問雪萊可否

贊助她的善舉，從去年 12 月 27
日以來，這個家庭總共贈送了

500 頓飯。

除了免費送飯，還有免費送

禮物的可愛加拿大人。多倫多女

子娜塔莉．普雷佐因在聖誕節前

受到了陌生人的暖心幫助，後決

定讓愛傳出去。於是，她每天都

在街頭的長椅上留下一份包裝精

美的神秘禮物。

蓬佩奧總結川普政府抗共成就

【看中國訊】美國中央情報

局（CIA）最近公布了數千份

有關不明飛行物（UFO）的文

件，聲稱這些是 CIA 擁有的所

有 UFO 紀錄。

中央社援引《衛報》報導

說，這些文件目前已被完全收

錄 在「黑 色 保 險 庫」（Black 
Vault）中，該資料庫是用於蒐

集已解密政府文件的在線資料

庫。創設者約翰 · 格林瓦爾德先

前從中央情報局購買了包含不明

飛行物文件的 CD-ROM，其中

包括約 2700 頁文件。

該報告的部分內容包括在俄

羅斯的一個小鎮發生的一次神秘

爆炸事件，以及對阿塞拜疆首都

巴庫附近一個飛行物體的奇怪景

象的第一手描述。這些東西只能

在科幻小說中讀到。

但是，某些文件的內容難以

解釋，其實際用途尚不清楚。格

林瓦爾德說，中央情報局使用一

種非常「過時的」檔案格式存儲

資料，因此很難閱讀和使用那些

文件。大量釋出這些文件的時

機，似乎正值有關 UFO 或不明

空中現象（UAP），引發美國國

會議員關注之際。

去年年底美國國會通過的支

出法案，指示國家情報總監與國

防部長必須在 6 個月內，對不

明空中現象提出報告。美國參

議院情報委員會指示，情報和

國防機構應在報告中具體說明

任何「與敵對外國政府的關係」

和「對美國軍方資產和設施的威

脅」，這表明，美國國會議員懷

疑，是否有任何敵對國家是這種

奇怪的不明飛行物目擊事件的幕

後黑手。

美中情局公開數千UFO文件

替代推特臉書 
Gab流量激增

見機行事 
女服生救受虐童

【看 中 國 訊】Gab 創 始 人

托 爾 巴（Andrew Torba） 日

前稱，在川普和其他保守派被

推特、臉書噤聲後，許多網民

從 Twitter 和 Facebook 遷 往

Gab，Gab 的流量激增。

Gab是一個社交網絡平臺，

支持言論自由，允許所有合法言

論，但反對非法內容，不允許色

情內容和煽動暴力。Gab 的用

戶可以設置自定義過濾器來決定

他們想要接收的內容。

Gab因為允許保守派發聲，

被 Google 和 Apple 封 鎖。 但

Gab 有自己的服務器，所以不

怕硅谷的封殺。Gab 正在升級

其服務器，以減輕用戶大量增長

而造成的擁塞。

【看中國記者張麗紫綜合報

導】近日，美國佛州一家餐館的

女服務員，直覺隨父母用餐的一

名男孩遇到麻煩，她見機行事，

成功救了這個遭家暴虐待的男

孩。

綜 合 媒 體 報 導，1 月 1
日，服務員卡瓦略（Flavaine 
Carvalho）， 在 佛 州 奧 蘭 多

（Orlando）一家「土豆太太」

（Mrs.Potato）餐廳工作時發現，

正在用餐的一家人怪怪的，只見

父母大快朵頤，坐在一旁的兒子

卻沒有任何食物。

卡瓦略觀察到男童似乎被父

母懲罰不准吃飯，她於是上前詢

問餐點是否有甚麼問題，男孩的

繼父、34 歲的威爾遜回答說，

孩子會回家吃晚飯。

卡瓦略還是覺得很奇怪，因

為男孩一臉悲傷的樣子，她還注

意到男孩的臉上和手臂有瘀傷和

抓傷。她靈機一動，在男孩父母

的身後，悄悄地舉出一張寫著

「你需要幫忙嗎？」的字條，男

孩看到後隨即向卡瓦略點了點頭

表示肯定。

卡瓦略在取得餐廳老闆的同

意後立即打電話報警。警察幾分

鐘後趕到現場，男孩告訴到場的

警員，他遭到繼父吊在門上，並

用掃帚虐打，還常常懲罰他不准

吃飯。威爾遜被逮捕，而媽媽克

里斯汀也被警方以疏於照顧兒童

罪逮捕。男孩以及他 4 歲的妹

妹，都被交給佛羅里達的兒童部

門照顧。

警方在記者會上表揚了卡瓦

略的善行，她勇敢的協助男孩脫

離家暴，沒有選擇視而不見。警

方期望借此鼓勵民眾發現不對的

事就應該站出來。卡瓦略希望以

後可以再見到這個寡言的孩子，

並給他一個大大的擁抱。

好市多將永久 
關閉照相中心
【看中國訊】由於手機照

片和社交媒體的發展，列印照

片的需求急劇下降，好市多

（Costco）宣布將於 2 月 14
日關閉其店內的照相中心服

務，原設在照片洗印中心的多

種服務也將全部終止。

好市多的關閉行動涉及美

國和加拿大近 800 家分店，

除照片洗印服務外，原屬照片

中心的油墨加新、護照人像照

相、老舊照片修復，和家庭錄

像 VHS-DVD-USB 視頻轉換

等服務，也將在 2 月 14 日全

部停止。

好市多提醒消費者，如果

在 2 月 14 日之前到店內進行

了照片沖洗服務，則需要在 3
月 28 日之前領取照片。

好市多在其官網發布聲明

稱，關閉照相服務中心是在經

過審慎考慮之後做出的，主要

是因為照相手機普及和社交媒

體的發展，數字技術使消費者

可以用自己的照片做更多的事

情，包括裝飾牆面、個性化畫

布、金屬印刷品、相簿、文

具、日曆和其他照片禮品等。

雖然近年民眾拍照片的數量大

增，但將照片印刷出來卻急劇

減少，更多人選擇在網上分享

照片。

不過，好市多的網上照相

中心仍將保留大量服務，比如

放大照片、製作賀卡、日曆、

杯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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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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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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2019年在中國武漢爆
發，逐漸蔓延且重創全球的

武漢肺炎，累計到18日，導
致全球至少203萬人染疫死
亡，相當於每天超過5000
人死於這場流行疫病；至少

9496萬例確診。而各類變
種病毒的紛沓肆虐，與中共

拒絕對世衛赴中溯源透明

化，更是讓全球無法樂觀面

對這場人禍的後續發展。

寰宇新聞

疫情變種橫行    世衛錯失良機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1月18 日召開執行委員會議，美

國、歐盟及澳洲均強調赴中國病

毒溯源非常重要，美國更公開指

只有中共交出資訊才能成功，但

北京隨後卻發言要求「停止科學

之外的政治施壓」作為應對。

全球近億確診                           
變種更加肆虐

根據法新社彙整各國當局和

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數據顯示，

截至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18 日 11
時，全球至少 203 萬 1048 人

死於 2019 冠狀病毒疾病，至少

9496 萬 4590 例確診。而疫情

從 2019 年 12 月在中國爆發，

迄今全球至少有 5781 萬 7100
人被認為已康復。但這恐怕只是

實際感染總數的一部分，因為許

多國家只檢測有症狀或症狀最嚴

重的病例。

WHO 在委員會議中指出，

進入第 2 年的疫情可能比第 1
年更嚴峻，尤其是北半球，因為

染疫。目前全加州加護病房床數

僅剩 1113 張。

 世衛要求調查透明 
針對全球疫情的嚴峻情勢，

世界衛生組織就有效防疫、疫苗

分配及疫情檢討等專業議題，於

18 日至 26 日，以全視訊會議方

式舉行第 148 屆執行委員會。

據中央社報導，在討論防範及應

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議程時，多

國站出來對世衛率領的國際專家

組到中國進行病毒疾病溯源行動

的工作透明度表達關注。

美國代表格瑞斯比首先發難

指出，世衛成員國早在 2020 年

5 月一致通過決議案，要求盡快

調查疫情源頭，距今已經過去 8
個月，調查團終於在上週抵達中

國，然而，只有在中共當局把手

中資訊交出來的前提下，才有辦

法查出結果。他進一步表示，這

些資訊包括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爆

發案例的病毒基因定序、動物實

驗結果，可溯及 2019 年的實驗

及血清等研究內容，並讓調查團

能夠接觸醫護、病患與實驗人

員。他強調，隨著變種病毒持續

出現，全球科學家必須能公開、

即時共享病毒基因定序與樣本等

信息，這一點十分重要。

歐盟對於這場費盡千辛萬苦

才獲中共同意的調查，也相當重

視，且強調透明度，要求世衛進

入特定地點獲取資訊，並定期回

報進度。澳洲代表也表示，他們

相當看重透明度，期待能獲得更

已有更具傳染力的變種病毒擴

散。世衛數據顯示，英國首先

發現的變種病毒株，已經蔓延

到 50 個國家和地區，而南非發

現類似的變種病毒株，也在 20
個國家和地區現蹤。世衛組織也

提及日本發現的另一種新變異病

毒，相關影響還需要更進一步研

究調查。

專家指出，南非變異病毒具

有 20 多種變異，病毒用於感染

人類細胞的棘蛋白也出現多種突

變。英國科學家和政治人物擔

心，目前正在配送或研發中的疫

苗對抗南非變異病毒效力可能較

弱。該變異病毒已使得南非國內

病例本月稍早飆升到單日 2 萬

1000 例以上，創下新高。

美國成全球最大重災區

加州疫情尤甚

美國也因變種病毒的出現，

加速了疫情的蔓延。根據中央社

彙整統計，自 2020 年 3 月起，

歐美國家已成為重災區。 2020
年 3 月 26 日，美國確診數 10
萬 1849 例，超越中國的 8 萬

1876。從這天開始，美國一直

是全球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

根據 20 日的統計數字，美

國確診人數已經突破 2400 萬，

超越臺灣人口，死亡人數也達

到 40 萬。但疫情卻絲毫沒有減

緩的趨勢，過去 7 天每日平均

新增 20 萬人確診。媒體指出，

除了天氣寒冷有助於病毒擴散之

外，關鍵或許在病毒變種後，傳

染力提升所致。而人口最多的加

州，更成為全美重災區。

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

據，加州確診數已經成為全美首

個突破 300 萬大關的州，在過去

2 個多月以來，確診病例更是三

級跳。在加州確診病例中，超過

100 萬例在洛杉磯郡，約每 10
人就有 1 人確診染疫。衛生主

管機關推估實際染疫數字恐怕會

更高，很可能每 3 人就有 1 人

費盡千辛萬苦，WHO成員於 14日抵達武漢機場，並搭乘巴士前往駐

點。（Getty Images）

多相關信息。

然而，北京代表在其他議題

上，都表達其公開透明的意願，

卻唯獨在此一溯源議題上，給出

了「停止科學之外的政治施壓」

的卸責說法。

北京與世衛錯失機會                   
18 日當天，由世界衛生組織

（WHO）指派，新西蘭前女總理

克拉克、賴比瑞亞前女總統瑟莉

芙率領的獨立專家小組「大流行

防範和應對獨立小組」，也針對

因應疫情問題公布暫時報告，直

指北京與世衛組織錯過了在疫情

爆發之初，迅速採取嚴苛手段，

防止疫情進一步擴大的機會。

據《自由時報》報導，該報

告指出，北京在去年 1 月疫情

剛爆發時，本可更迅速採取行

動，透過更加嚴苛的公衛措施防

堵疫情；而世衛組織在疫情之

初反應也過於遲緩，不僅直到 1
月 22 日才召開緊急委員會，而

且會中還沒有立刻宣布疫情為

「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PHEIC）。調查小組表示，他

們也不清楚世衛動作緩慢、遲遲

不宣布 PHEIC 的原因。

報告不僅點出世衛組織全球

大流行預警系統的遲緩，也點名

太多國家即使收到警告後，也未

認真對待，忽略了病毒已經開始

人傳人的信號。而世衛組織給予

各國的合作獎勵機制更是太過薄

弱，無法確保各國都以負責、透

明、及時的方式參與國際體系。

◆危地馬拉國家移民研究

所發言人亞歷杭德拉．梅納 16
日表示，自 15 日以來，已有

7000 至 8000 移民如潮水般從

洪都拉斯進入危地馬拉，目標就

是一路北上，到達美國。這些移

民強行衝破了危地馬拉警方拉起

的警戒線，互相推搡著向前奔

跑。這些移民敦促拜登政權遵守

其承諾的移民政策，然而拜登

政權移交團隊一位匿名官員 17
日則對外呼籲：「現在不是移民

的時候。」拜登在去年美國大選

時，承諾要更改美國總統川普的

移民和邊境政策，終止美、墨

《移民保護協議》(MPP)，依該

協議，移民等待美國舉行他們申

請政治庇護的聽證會時，會滯留

在墨西哥境內。拜登也承諾美國

境內的非法移民可以獲得永久居

留權，移民暨海關執法局也會暫

停遣返非法移民。

◆德國最大黨基民盟 16 日

選舉黨主席。現任北威州州長拉

舍特（Armin Laschet）在第二

輪選舉中獲勝，成為新的黨主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遭普京當局下毒暗算未果逃

過一劫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

尼，於 17 日無懼普京當局的壓

力回到莫斯科，結果不出外界所

料地，甫下飛機即遭當局逮捕，

俄國法院隔天隨即下令審前羈押

30 天至 2 月 15 日。他隨後透過

影片呼籲民眾走上街頭，對他所

遭受的當局對待表達抗議。

據法新社報導，俄羅斯當

局 18 日在拘禁納瓦尼（Alexei 
Navalny）的警局對他倉促進行

法庭審訊時，納瓦尼表示，他受

到的對待已經不只是「對正義的

嘲弄」。他表示：「我見過太多

對正義的嘲弄，但在碉堡內的老

人（普京）如此恐懼，竟然公

然撕毀和揚棄俄羅斯的刑法法

典。這無法無天至極。」

由於這場庭審只有親克里姆

林宮的媒體獲准旁聽，納瓦尼在

另一段影片中呼籲開放所有記者

旁聽。當天在拘留納瓦尼的警局

外聚集約 100人，大多是記者。

據《自由時報》報導，44 歲

的納瓦尼去年在飛機上突然昏

倒，包含德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指

出，納瓦尼是被以神經毒劑「諾

維喬克」（Novichok）謀殺未

遂，所幸經治療後撿回一命。而

早在 2017 年時，納瓦尼也曾在

一場街頭事件中遭到攻擊，導致

一眼受損近乎全盲。儘管納瓦

尼投入抗爭運動 10 年來健康受

損，又屢遭當局迫害，但他自稱

已經恢復健康，並執意要返回俄

羅斯，在登機前更表示不害怕被

逮捕。

俄羅斯聯邦監獄管理局已證

實這項消息，並稱納瓦尼是因多

次違反 2014 年挪用公款案件的

緩刑規定而被拘捕，同時拒絕他

的律師隨行。此外，在他返國

前，預定前往接機的另外 4 名

盟友也被拘捕，機場外的 53 名

接機者則當下遭到拘留。

歐洲理事會主席夏爾．米歇

爾、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

署和國總理默克爾、英國首相約

翰遜呼籲，立即釋放在機場遭拘

捕的俄羅斯反對派人士納瓦尼。

席。他被視為默克爾的忠實擁護

者，也是默克爾支持的選手，崇

尚社會福利市場經濟體制。按照

傳統，基民盟黨主席同時也是基

民盟總理候選人。拉舍特此前已

顯示了要競爭總理寶座的雄心。

北威州和中國有密切的經濟往

來。在接受媒體採訪提到中國

時，拉舍特近來主要突出的是與

中國的制度差異。

◆瑞典一家法院 14 日駁回

了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對瑞典在推

出 5G 網絡時將其排除在外提出

的上訴，從而為訂於近日的 5G
頻譜拍賣按計畫進行鋪平了道

路。華為說，它仍在等待去年

11 月就瑞典電信監管機構做出

的禁令提起的另外兩宗上訴的裁

決。瑞典最高行政法院的一份聲

明中說：「行政上訴法院對一起

涉及電子通信法的案件做出的裁

決是最終裁決，因此不能上訴，

該上訴應予駁回。」

◆土耳其去年立法監管社交

媒體，要求外國社交媒體在土耳

其派駐代表，以協助當局控管。

臉書 18 日表示，將遵守土耳其

法律，在當地派駐法人代表。據

路透社報導，自土耳其去年通過

社交媒體法案後，臉書、推特和

YouTube 等社交媒體過去幾個

月都遭到罰款。土耳其去年通過

此法，允許當局刪除社交媒體的

內容，過去當局僅能封鎖內容。

該國過去已加強監控社群平臺外

的主流媒體，此舉再控管社群平

臺，引發反對者關注。日後，社

群網絡公司有義務將土耳其的用

戶資料存放在土耳其境內。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18 日 指

出，包括伊朗和剛果在內的 10
個會員國，因為積欠了會費未

繳，已經喪失於聯合國大會的表

決權。目前聯合國有 193 個會

員國，依據聯合國憲章的規定，

如果會員國拖欠會費逾前 2 年

所應繳的金額之時，將會暫停其

於聯合國大會上的表決權。聯

合國每一年預算大約為 32 億美

元，而維和作業的預算則是單獨

編列的，大約有 65 億美元。

信中也詳列了這 10 個會員

國若要恢復表決權必須繳交的金

額，其中以伊朗最高，必須繳清

1625 萬 1298 美元才能夠於大

會中復權，其次為索馬里的 144
萬 3640 美元。

俄反對派領袖遭拘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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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萬科和恆大宣布

2020年銷售額均超過 7000億
元。儘管它們的銷售額增速退

到了 10% 以內，但這個規模

無論對它們個體還是房地產行

業，都是歷史性的。

之前提到，房地產這個行

業今後失去了想像空間，主要

指的是蓋房子業務。可即便是

蓋房子，也有一種例外，那就

是今天要說的龍頭公司。

這種例外，要從「三道紅

線」和「兩個上限」說起。它

們的定義最近在各種場合被解

釋過，不作贅述，簡言之，就

是金融資源對房地產的限額供

應。因為金融的新使命，是要

更多匹配科技產業、健康產

業、先進位造業等。

金融資源越是限額供應，

越是會加劇「嫌貧愛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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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真

此，但即便是房地產類的公

司，也有公司的價值非常被認

可。例如，在美股上市的貝

殼，市值達到了 750億美元，

基本上相當於萬科+融創之

和。當然，貝殼是一家網際網

路平臺公司，擁有不同的估值

邏輯。

今天，突破房地產價值魔

咒，是當下有追求的房企的共

同目標。從公司估值的角度，

表現最好的是龍湖。 2020年龍

湖銷售額為 2700億元，排不進

前 10名，只是萬碧恆的 1/3，
中期淨利潤不到萬科的一半，

但市值在地產公司中僅次於萬

科，還一度超過 3000億港元。

龍湖的相對高價值，除了

沒像碧桂園、恆大等公司做過

業務分拆上市外，更關鍵的原

因在於龍湖業務組合所具備的

性。只要你龍頭地產公司槓桿

指標不超，金融機構和投資者

肯定優先把錢給你。因為你的

規模是別人的 5倍、10倍，同

樣的額度，為什麼不一次性給

一家已經被證明了有償還能力

的大企業呢？

今天地產前十名公司除個

別外，槓桿率和融資成本都在

降低，即便三條紅線都踩中

的，也在通過股權讓渡、項目

處置等多種方式降槓桿。少數

第二梯隊中的優質公司，因為

有證券投資者的支持，在市場

上也有很強的競爭力。典型莫

如龍湖，規模從未進過行業前

五，但誰在前線與龍湖短兵相

接，誰就如臨大敵。

說到這裡，龍頭公司是未來

房地產變局中最大受益者這個結

論，應該基本明確了。並且可以

預測，未來 5-10年，保持 10%
的複合增長率，龍頭公司的規模

體量將是現在的 2倍以上。

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

感。今天這些房地產龍頭的前

景，在資本市場上並不被看好。

具體表現在，它們創造的業績，

和公司的市值嚴重不匹配。

以新晉的 7000億銷售額俱

樂部為例。碧桂園、萬科、恆

大三家房地產公司的市值，分

別是 2100億港元、3100億港

元和 1900億港元。其中，萬科

是房地產企業中唯一一家市值

超過 3000億的公司（尚未分拆

物業上市）。

而萬科引為學習對象的一

家傳統企業——美的集團，

2019年營業收入為2700億元，

淨利潤 250多億元，主要經營

指標都不如萬科，但市值卻達

到了 7200億元之巨，超過了房

地產前三強市值的總和！

其實 2015年以前，美的市

值不到千億，與萬科相當，營

業收入僅為後者一半。方洪波

接手後第三年，美的通過瘋狂

收縮戰線、聚焦主業，堅決的

科技賦能和匹配合夥機制，大

大提升了經營效率，也收穫了

資本市場認可。

可能你要說，美的雖然是

傳統家電行業，但是科技屬性

要強於房地產企業，的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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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造血能力和綜合盈利能力

要高過同行，是僅有的三家投

資級房企之一。

不僅僅是商業地產，龍湖

集團的物業管理業務、長租公

寓業務，都與傳統開發業務的

土地 -房屋模式不同，更像是現

代服務業，具備持續經營和不

斷迭代的潛力，這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資本市場的興趣。從

事這類業務的前提是，企業資

金能力要足夠強大，未來進入

其中的門檻，會越來越高。

萬科的新業務與龍湖存在

一定程度的重合，其在經營效

率、財務數據和持續能力上，

也處於領先地位。但作為長久

以來的房地產標桿，郁亮時代

的萬科承載著巨大的期望，也

揹負了巨大的壓力。

陸房產三巨頭不及一個美的?財經 
評析

（Shutterstock）

電話：403-285-1046
3575 20 Avenue NE（Superstore 彩票店內 )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
國家和地區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支票兌現

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35 149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看中國

發行點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英）

Tel：403-365-4532
Cell：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特賣日：2021 年 1 月 22 ∼ 23 日   週五 / 週 六  早9 -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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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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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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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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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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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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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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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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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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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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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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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C* $8000*

$0 

 OAC*

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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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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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COROLLA LE LOADED DEMO

2020 HIGHLANDER NEW AWD LE 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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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 0P01075

Stock# 0P01325

$3,045*
SAVE

2019 CAMRY LE2019 CAMRY LE NEW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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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30,446

WAS $34,279WAS $34,279

NOWNOW $25,888**

NOWNOW $29,888**

Stock# P902066

Stock# 0P00800 Stock# 0P01874

$4,558*
SAVE

$4,391*
SAVE

2020 NEW RAV42020 NEW RAV4 AWD LOADEDAWD LOADED

Stock# 0P01859

$$$$$$$4,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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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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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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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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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2,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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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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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0P01

$
Stock# 0P01

INCLUDES 3M PACKAGEAND REMOTE STARTERINCLUDES 3M PACKAGEAND REMOTE STARTER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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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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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 
 鑑賞

◎ 文：戴東尼

冒廣生（1873年—
1959年），字鶴亭，號疚
齋，祖籍江蘇如皋，生於
廣州。著名學者、詩人、官
員、收藏家。其先祖為元世
祖忽必烈；冒氏為如皋大
族，書香門第，冒辟疆是
他的祖輩。冒辟疆是明末
四大才子之一，一生著述
頗豐，其中《影梅庵憶語》
洋洋四千言，回憶了他和
董小宛的愛情生活。著名
的如皋水繪院便是冒辟疆
和董小宛的棲隱之處。

情中明事體 理外見天機

吳 湖 帆 (1894—1968) 又

名倩，別署醜簃，號倩庵，

書畫署名湖帆，齋號「梅景書

屋」。他是二十世紀中國畫壇

最重要的畫家之一，三四十年代

與畫家吳待秋、吳子深、馮超

然並稱為「三吳一馮」。其收

藏宏富，善鑒別、填詞。山水

從「四王」、董其昌上溯宋元各

家，衝破南北宗壁障，以雅腴

靈秀、縝麗清逸的複合畫風獨

樹一幟，尤以熔水墨烘染與青

綠設色於一爐並多煙雲者最具

代表性。

冒廣生是一代詞宗，文采

風流，遙接兩百年前的「明末四

公子」之一、文學家冒襄；而吳

湖帆，近代海上畫壇盟主，清

代著名學者、金石學家、書畫

家吳大澂之後，他們同樣是世

家子弟，跨越了三個朝代，他

們對文化歷史有感同身受的共

同記憶。

依據文獻的記載可知，從

上世紀 20 年代後期開始，吳湖

帆與冒廣生就有密集的交往，

當然是因詞結緣。冒廣生不論

是年齡、資歷還是學問，都

是吳湖帆的前輩了。 1932 年

9 月，吳湖帆、陳方恪主持午

社詞會，冒廣生拈得石州慢，

作了《贈吳湖帆》詞一闋。吳

於典型的吉祥賀壽題材，畫面

雖尺幅之微而意境無窮，是為

祝賀冒廣生八十歲生日而作。

《冒鶴亭先生年譜》中對此畫有

專門的記述。吳湖帆在畫中所

題寫的《大酺》詞，冒廣生是讚

譽有加，並稱「堪為傑作」。

《鶴壽圖》這樣一幅獨特創意的

佳構，詞畫風流至今傳，給我

們展示了一段無法複製的歷史。

在「文革」爆發之後，冒

廣生墓被毀令人唏噓，「文革」

後其後人在北京植物園內櫻桃

溝建了一個衣冠塚。吳湖帆於

1965 年 10 月因中風住進了上

海華東醫院，1966 年 12 月 26
日，吳湖帆因為「地主」身份

而被醫院的造反派逐出，回到

了嵩山路家中繼續養病，但身

體每況愈下。據說，在吳先生

生病、住院或去世時，沒有一

個親戚朋友來關心、探望吳先

生。也就是說，這二年零九個

月中，吳湖帆似乎已經被人「遺

忘」或「拋棄」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

彌留之際的吳湖帆，鼓起最後

的勇氣拔下了插於喉頭的導管

後，很快就沉入了昏迷。除了

在幾日前，他在病榻上為前來

探視他的外甥朱梅邨寫了兩句

猶如偈語的絕筆：『情中明事

體，理外見天機』之外，最後

吳湖帆沒有留下任何遺囑，也

沒有人知道他臨終前在想些什

麼。然而人們從他最後的舉動

中似乎看到了他可殺不可辱的

錚錚傲骨。

撰寫墓誌銘。吳湖帆考慮到冒廣

生為冒襄族裔，又是他尊敬的前

輩，便將此畫作為潤筆費相送冒

先生了，還在畫的裱邊長跋記述

此事。

而據《冒鶴亭先生年譜》記

載，在吳湖帆這次題跋之前的 8
月，冒廣生已作《挽潘靜淑》，

並與林子有做東，借用復旦中

學召集詞社社員，向他們分贈

吳湖帆及夫人潘靜淑遺蹟單行

本，於此可見他們的情誼是

何等的深厚而無法用文字來述

說。吳湖帆在 1950 年的時候還

曾應冒廣生之求畫了《水繪庵填

詞圖卷》，冒氏題跋百味雜陳。

此幅《鶴壽圖》畫於 1952
年春，描繪了仙鶴、喬松和瑞

石，造型嚴謹，設色妍美，屬

湖帆得奉教於當代詞宗朱古微

先生，又與冒鶴亭、夏劍丞、

林鐵尊、潘蘭史諸君結漚社，

相唱和。吳湖帆在詞學方面的

造詣，冒廣生是充分肯定的。

1938 年 3 月，適逢冒廣生 66
歲之壽，詞壇同人雅集於水繪

園唱和，冒廣生還請吳湖帆畫

了一幅《水繪園圖》，以紀其盛。

吳湖帆的夫人潘靜淑曾收

得一幅蔡含、金玥合作《秋花白

鷳圖》，蔡含、金玥為冒辟疆的

妾，俱工書畫，而真跡至罕。十

數年來僅獲蔡畫真本一件而已，

金氏則絕未見。吳湖帆十分看重

這幅畫，並珍重收藏。後潘靜淑

故世，吳湖帆十分思念愛妻，不

僅影印二人的畫冊《梅景書屋畫

集》，而且懇請冒廣生為潘靜淑

〈水繪園圖〉（蘇富比）

▼〈鶴壽圖〉 ▼吳湖帆自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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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末期，秦國進攻魏國，大獲全

勝，但魏國的小公子卻逃亡了，而未能抓

住。

於是，秦國告令魏國：「誰能抓住魏

國小公子，賞金千斤；藏匿小公子而不交

出來的，誅滅十族。」

原來，小公子是由他的乳母，帶著

他逃跑了。有人對乳母說：「獻出小公子

能得重賞，你知道他的下落，應當去報

告。」

乳母正言厲色地說：「我不知道公子

的下落，即使知道，我寧可死，也不會去

報告。我聽說忠不叛上背正，勇不自私怕

死。凡是為別人養孩子的，都盡力讓他

活，而不會因為貪利而讓他死。我難道是

見利忘義、貪生怕死的人嗎？」聽到這話

的人，都被她的凜然正氣所懾服，不再作

聲了。

於是，乳母就帶著小公子，順利的逃

到了山澤中。

後來，被秦軍知道了，就追到那座山

崖前，因山險路礙，不敢鑽進去，就眾箭

齊發。那位乳母，用自己的身體掩護小公

子，身中十二箭，至死都讓身體去保護小

公子。

秦王聽說後，很受感動，講：「任何

一個國家裡，有這樣忠信的臣民，都是值

得慶幸和嘉獎的！」

於是，秦王下令：以隆重的儀禮，祭

奠那位乳母，並封其兄為大夫。

一個僧人驚惶失措地從樹林中跑過

來，剛好碰到兩個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林邊

散步。他們問僧人說：「你這樣慌張是為

了甚麼 ?」
僧人說：「太可怕了，我在樹林中挖

出了一堆黃金 !」
兩個人心裡忍不住說：「這真是個大

傻瓜 ! 挖出了黃金，這麼好的事他居然說

太可怕了，真讓人想不明白 !」於是他們

又問那個僧人道：「在哪裡挖出來的 ? 請

告訴我們吧。」

僧人說：「這麼厲害的東西，你們不

怕嗎 ? 它會吃人的 !」
那兩個人不以為然地說：「我們不

怕，你就告訴我們在甚麼地方能夠找到它

吧。」

僧人說：「就在樹林最西邊的那棵樹

下面。」

兩個朋友就立刻去找那個地方，果然

發現了那些金子。一個人就對另一個說：

「那個僧人真是太愚蠢了，人人都渴望的

黃金在他眼裡居然成了吃人的東西。」另

外一個人也點頭稱是。

於是他們討論怎麼把這些黃金拿回

去。其中一個說：「白天把它拿回去不太

安全，還是晚上拿回去好一些，我留在這

裡看著，你去拿一些飯菜來，我們就在

這裡吃飯，然後等天黑了再把黃金拿回

去。」

另外一個人就照他說的去做了。留下

的那個人心想：「要是把這些黃金都歸我

所有就好了 ! 等他一回來，我就用木棒把

他打死，這些黃金就全是我的了。」

回去拿飯菜的那個人也想：「我回去

先吃飽飯，然後給他的飯裡下毒藥，他死

了，黃金就全是我的了。」

結果等他拿了飯菜回到樹林裡時，另

一個人就從背後狠狠地用木棒把他打死

了，然後說道：「親愛的朋友，是黃金逼

我這麼做的。」接著他拿起那個人送來的

飯菜，大口地吃起來。沒過多久，他感覺

到很難受，肚子裡像火燒一樣，他才知道

自己中毒了，臨死的時候他說：「僧人說

的話真是太對了 !」
這真是應了古話：人為財死，鳥為食

亡 ! 都是貪念惹的禍，欲望把最親密的朋

友變成了死敵 !

◎文：白雲飛

◎文：白雲飛 One day, two close friends saw a monk 
run out of the woods in panic. They 

stopped the monk and asked him, “Why are 
you so panicked?”

  “Because it’s scary! I dug up a pile of gold 
from the forest,” said the monk.

  “What a fool!” These two people thought 
to themselves, yet they pretended to be 
friendly and asked, “Where did you find the 
gold? Please tell us.”

  “But, it will only bring misfortune.”

  “We are not afraid. Just tell us where you 
found it.”

  “It’s under the tree at the western end of 
the forest.”

  The two men immediately headed to the 
location and found the gold. One laughed 
and said to the other, “That monk is so 
stupid. He thought the gold that everyone 
dreams of is a monster!” 

  After laughing at the monk, the two men 
started to discuss how to ship the gold back 
home without letting other people notice 
them. 

  “It is not safe to take it back in the daytime. 

We’ll wait until midnight. You can go home 
to get some food, and I will eat here,” one 
of them said.

  Just as the other man went back to get their 
food,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thought to 
himself, “I want to have the gold all to my-
self! As soon as he comes back, I will beat 
him to death with a stick.”

  In the meantime, the man on the road off 
getting food also thought to himself, “I will 
go back and have enough to eat, and then 
I will poison the rest of the food. When he 
dies, the gold will be all mine.”

  As soon as the man returned to the woods 
with the poisoned food, he was beaten to 
death with a stick from behind. He heard the 
voice of his once closest friend say, “It was 
the treasurable gold that made me do this.” 
However, after eating the food, the other 
man who had just committed the crime soon 
felt that his stomach was burning. 

  Immediately, he realized that he had been 
poisoned. On the verge of dying, the man 
laid on the ground and shouted, “The monk 
was right! The gold is a monster!”

  This story goes with the old saying: men 
die for wealth; birds die for food! Greed 
turns friends to dead enemies.

At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Qin kingdom sent an army to at-

tack the Wei kingdom. The Qin army won a 
significant victory. However, the Wei king-
dom’s young prince escaped. The king of 
Qin sent an order to the kingdom of Wei: 
“Anyone who can capture the young prince 
of Wei will be rewarded with a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and anyone who hides the 
young prince will get his head cut off and 
his family members and relatives will be 
punished and pay a heavy price for this in-
volvement with the prince.”

  It turned out that the boy’s nanny had 
taken the young prince away and hid him. 
Someone told the nanny: “You can get a 
great reward if you hand over the young 
prince to the Qin kingdom. You know his 
whereabouts, you should report it to the 
officials.”

  The nanny replied sternly: “I don’t know 
the prince’s whereabouts. Even if I do, I 
would rather die than report it. I heard that a 
loyal one does not betray one’s own master 
and abandon righteousness, and a brave one 
is unselfish and unafraid of death.

  “Anyone who raises a child for this country 
should try his best to keep the child alive in-
stead of handing them to the enemy because 
of money. Can I discard honor at the pros-
pect of profits and care for nothing but sav-
ing my life?” Her awe-inspiring righteous 
loyalty overwhelmed all those who heard it.

  Soon after, the nanny took the young prince 
and made an escape to the mountains.

  After gaining knowledge of their where-
abouts, the Qin troops pursued them. The 
nanny and young prince ran to a cliff and 
the Qin troops didn’t dare to get too close 
because of the dangerous terrain, so they 
shot a flock of arrows toward them. To pro-
tect the prince, the nanny shielded him with 
her body, the nanny suffered 12  shots to her 
body, but the prince survived unscathed.

When the king of Qin heard about it, he was 
deeply moved and said: “In any country, 
such a loyal civilian is worthy of honor and 
commendation!” The king thus gave an or-
der to pay homage to the nanny in a solemn 
ceremony and appointed her brother to be a 
royal official.

乳母盡忠 敵國敬重 How a Servant’s Loyalty 
Earned  the Respect of the King

可怕的黃金 The Terrifying Gold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4 看大千 Cosmos 第142期     2021年 1月 21日—1月 27日    

 指南車復原模型

地圖：NASA;其他圖片：Adobe Stock

在神父家

◎文：青蓮

1587 年， 116 名英國殖民

者抵達北美洲的羅阿諾克島 ( 現
今美國的北卡羅萊納州羅阿諾克

島 )。他們在這裡開發了新的殖

民地。新殖民地的總督約翰．懷

特因蒐集生活物資航行回到英格

蘭，隨後被爆發的英格蘭和西班

牙之間的戰爭耽擱，直到三年後

才返回羅阿諾克島。

1590 年的一個傍晚，約翰 ·
懷特的船終於回到了羅阿諾克

島。就在快要到達時，他們遠遠

看到村子突然升起狼煙，這是島

上人的求救信號。

當救援軍隊趕到時，天已經

黑了。士兵們發現，村裡各家的

門都敞開著，每戶人家的餐桌上

還點著蠟燭，竈上已做好的飯菜

還熱著。但包括小孩在內的 116
個居民，甚至所有的家禽、家

畜，全部都消失不見了。當年他

們來島上乘坐的 3 艘小船，仍

然靜靜的停靠在港口。

救援軍四處查看時，在神父

家附近的一棵樹上，發現了幾個

不知所云的大字「Croatoan」。 
當時英國軍隊詳細記載了這起神

祕失蹤事件：

「當軍隊來到拓居者村莊

時，天色已經黑了下來，全村各

家各戶的大門敞開著，好像出去

參加甚麼集體活動。然而讓人不

寒而慄的是，整個村莊寂靜的非

常可怕，全村 116 口人集體消

失。更令人吃驚的是，村裡平常

養的牲畜也都不見了，哪怕是狗

和雞的叫聲都聽不見。

而且士兵們走進各家各戶尋

找村民們時，發現許多村民的飯

桌上都點著蠟燭，飯菜還冒著熱

氣，這說明村民們正準備吃晚

飯。更加離奇的是，士兵們在神

父家門口附近的大樹上發現刻著

CROATOAN 的字母，沒人知

道這是甚麼意思。」

救援軍隊指揮官約翰向總督

報告了整個村莊的居民消失不見

的事，總督不相信，命人再去搜

尋。之後，英國先後又派了 4 個

搜尋隊尋找，但一無所獲。既沒

有發現有敵人襲擊的跡象，也沒

有發現任何打鬥的痕跡。搜查隊

還搜遍了附近印第安人的村莊，

也沒有任何結果。最後，負責

搜查的約翰只好給女王報告說：

「是魔鬼弄走了他們（村民）。」

之後的 14 年間，英國的搜

尋隊多次尋找這些拓居者，將他

們的村莊掘地 3 尺也沒有發現

任何線索，只好放棄尋找的念

頭。

唯一留下的線索，就是神父

家門口附近大樹上發現的那幾個

字母「CROATOAN」。有一些

人認為，那些字母是撒旦名字的

密碼。 1670 年，修女艾蜜莉提

供的證詞說，刻在樹上的字母是

「災難難免」的意思。加拿大教

授皮耶爾 · 莫列尼耶認為，拓居

者憑空消失事件，是跟印第安部

落的神靈有關，由於英國殖民者

霸占了他們的土地，遭到神靈的

懲罰。也有人認為，樹上刻的字

是「克羅」這些字，那些拓居者

應該是想告訴人們，他們的突然

消失與住在附近的印第安「克羅

東人」有關，是印第安人襲擊了

他們。但這個說法並不能成立，

因為「羅阿諾克村」的拓居者都

是全副武裝，他們有能力對抗外

來侵襲。如果遭到襲擊，不會一

點痕跡沒有的就被擄走，或者一

具屍體也不留下。

這一點，也排除了瘟疫說，

以及海盜入侵說。因為海盜從來

就沒到達過北部海岸，拓居者們

面對海盜也不會束手就擒。

還有一種更離奇的說法，說

是有那麼一位印第安巫師給拓

居者施了催眠術，結果整村 116
個村民便集體走進波濤洶湧的大

海中，然後統統被淹死。

但這一說法，顯然與約翰 ·
懷特州長在返回島上時，遠遠看

到的狼煙求救信號不符。

也就是說英國拓居者們當時

發現了危險，也發出了求救的信

號，只是當時的危險來自哪裡？

天上？地上？還是海上？這 116
個人無聲無息的消失，不留一絲

痕跡，他們到底去了哪裡？難道

他們都進入了另一個時空？

「羅阿諾克村」消失事件，

歷經 400 年，至今都還是人類

史上最離奇的未解之謎之一。

400年前，在美洲

大陸一群羅阿諾克拓

居者，從他們生活的村

莊一夜消失，沒有留下

任何可以追尋的蛛絲馬

跡。幾百年來眾說紛紜，

直到今天，這個事件仍

是人類史上重大未解之

謎之一。

附近的一棵

樹上，發現

了幾個大字

Croatoan。

羅 阿 諾

克島是美國

北卡羅來納

州戴爾縣的

一個島嶼。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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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律師葛

瑞絲．拉克

具有某種超

能力。（示

意圖）

◎文：秀秀

◎文：紫雲

美國律師葛瑞絲．拉克

（Grace Lark，化名）是環境刑

法領域的權威專家，她還具有某

種超能力。

有一次，葛瑞絲在一家美洲

土著工藝品店裡，看到一張印第

安男子的照片，他的臉上塗著象

徵戰爭的油彩，頭上掛著串珠獎

章。看到照片時，她感到心跳加

速，預感到照片裡的男子和某個

自己認識的人關有聯。

隨後，一個又一個熟人的身

影浮現在她的大腦裡，憑著直

覺，最終確定了其中的一個人。

她給這位朋友看照片，結果，照

片中的人正是朋友的孿生兄弟，

二戰期間死在了德國。照片多年

前被人偷走，朋友以為自己永遠

見不到這張照片了。

還有一次，她從艾奧瓦州的

家去聖達菲旅行，在逛一家舊貨

店時，發現一個古老的美洲土著

盾牌。這一次，直覺又告訴她，

這件東西與她認識的一家人有關

聯。她給那家人寫信詢問，果

然，這個盾牌的確是那家祖輩留

下的，但六年前在聖達菲修車時

被偷走了。

有一家人因一件傳家寶不見

了，偷走的人向主人謊稱，是主

人 5 歲的兒子把東西摔壞了，

引起這家人之間的芥蒂。葛瑞絲

俄羅斯科學家研究發現，病

毒不僅具有生物屬性，同時還具

有精神屬性，也就是說，病毒有

自己的「思維」。

2003 年 SARS 病毒在中國

出現，俄羅斯社會生態學國際研

究院的學者固班諾夫 B.B.在《生

命與安全》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

〈SARS——遠遠不僅是病毒〉的

文章。

文章中說，通過一系列試驗

和實踐，固班諾夫 B.B. 得出了

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病毒實

際上是一種載有精神道德方面信

息的生物，它包含精神方面，也

包含生物方面。

我們人類所瞭解的只是病毒

的生物方面，這方面只占病毒的

一小部分，所以現代的醫學只是

在試圖治療病毒生物的一面，而

不是清除病毒的根本。」

幫他們找到了失竊的傳家寶，令

這家父子關係的裂痕彌合了。

「為孩子找回那件東西，對

他就意味著，神沒有忘記他們

一家，他們蒙受慈愛。」葛瑞絲

說：「這種彌合創傷的力量是驚

人的。」迄今為止，她的這種直

覺已經為四個印第安部落的人找

到大約 70 件物品。葛瑞絲說，

那種直覺很難描述，「有時物品

會像磁石一般『呼喚』我。」

最驚心動魄的一次，是她因

為一個夢，救了10個孩子的命。

那天她夢見了在墨西哥援助

街頭流浪兒的幾位友人。夢中她

被引入一棟樓裡的一個房間，見

到一位沒穿褲子的藝術家。

她隨後從友人那裡知道有

10 個孩子丟了，便將這個夢告

知友人。根據她的指點，友人找

到了那棟樓，結果發現大樓坍塌

了，進到葛瑞絲描述的那個房間

在 研 究 中， 固 班 諾 夫 
B.B. 發現，很多感染了病毒

的人，根本就沒有接觸過感染

源，而另外一些人，卻與感染

了病毒的人無論怎樣近距離接

觸，就是不會感染。無論是愛

滋病、肝炎、SARS 等病毒都

是一樣。

固班諾夫 · B.B. 認為，這可

能與人的思維有關：「人的大腦

在活動時可以產生一個有形體，

而這個思維有形體卻有正與不正

的善惡之分。」

固 班 諾 夫 B.B. 說， 如 果

人體總能發出正的「思維有形

體」，病毒接近人體的時候，就

會被粉碎掉或根本無法接近人

體。那些經常發出不正的「思維

有形體」的人，即使只是有病毒

攜帶者從他身邊走過，或是只是

有病毒攜帶者注意到了他，都可

能讓他染上病毒。

裡， 10 個孩子果然被困在廢墟

下，已過了四天。

葛瑞絲說：「這是很令人著

迷的個人體驗。」很難與他人分

享，因為當代文化中沒有合適的

語言來描述它。她表示：「我不

認為我能在實驗室裡重演，這

是比較虛的東西。」在很多人看

來，這並不「科學」。但從北美

原住民（印第安人）文化的角

度看，這些能力其實並不那麼

「怪異」。

美洲原住民文化中所說的

「發現者」（finders），就是擁有

這樣能力的人。

「在主流的西方文化中，物

體和自然是無生命的」，葛瑞絲

說，「而我的原住民朋友看世界

的視角截然不同。在那樣一個世

界裡，自然界相互溝通，死者能

干預事情，物體有力量，所謂

『巧合』並不存在，這很驚人。」

擁有超能力的律師

病毒也有「思維」

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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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先前解讀過很多預言，

眾多預言都預示 2020 年中共會

滅亡，但預言的時間到了現在這

個特殊時刻都發生了變化。

關於這點，筆者在前面預言

中都說過，《推碑圖》預言中也

直接說過，現在是特殊的歷史時

刻，宇宙神魔大戰、人間正邪大

選，人類必須在此時為自己選擇

未來，神一次次慈悲的拖延大劫

難降臨的時間，已給人類明白真

相與選擇未來的足夠機會。

所以很多預言都發生了變

動，比如：中共滅亡、人類大淘

汰的時間被推移了，但可能不會

推移太多。

根據目前天象，中共應是難

逃 2021 年這一劫。

我們再看看「印度神童」阿

南德站在印度古老「吠陀占星

術」的角度，對 2020 年「土

木合相」星象的預測。阿南德

對「土木合相」星象做出預測

說：「被視為吉星的木星遭凶星

土星之克，恐會帶來大災難，

嚴重程度可能遠超過中共肺炎

（COVID-19）疫情！」

巨難來臨 世人的選擇

阿南德在 2020 年 11 月初

發布的影片中稱，「土木合相」

◎文：李道真

解讀 2021世界天象  
天象，是「大凶」之兆。

而且會持續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可能會遭遇經濟、流行

病等難題，除了引發全球人民恐

懼之外，甚至會出現更加嚴峻的

情況，例如戰爭、天災和疫情再

度的爆發，或經濟及疫苗出現問

題。直到 2021 年 11 月，木星

進入水瓶座，逐漸與土星分開，

世界才會好轉。

阿南德預測這次「土木合

相」天象帶來的災難，可能將遠

超過 2020 年的全球大瘟疫，並

說疫情可能再度爆發。

若中共在 2021 年滅亡，那

就是神開始清算人間邪惡了。

大淘汰就會在這過程中降

臨，屆時仍站在中共魔鬼一方

的，就會隨之淘汰，中共在這過

程中淘汰滅亡。

此外，筆者在《解讀天下大

勢》一文中，以貫穿美國的兩次

日全食結合《聖經・啟示錄》解

讀了 2021 年後世界大勢的變

化，提到大選結束後，即 2021
年開始後，巨大的災難可能即

將降臨。這兩次相隔 7 年的

日全食剛好貫穿美國，在美國

上空垂直交叉，畫下了一個巨

大的十字，而這次美國大選正

處於兩次日食交叉時間的中心

點，也就是這次大選正處於十

字交叉口上。

所以這是上天通過天象警示

人類：這次美國大選處於人類歷

史的十字路口，每個人都必須在

這個人間正邪大選的關鍵時刻，

做出正確的選擇，為自己選擇未

來！千萬不要選錯！

另外，《聖經・啟示錄》提

到，人類將有可怕的 7 年末日

之災，而這 7 年末日之災的降

臨時間，剛好與這兩次日食跨越

的時間重疊。

也就是說它們預示的是同一

件事情，互相印證、互相解釋。

7 年末日之災被分為前 3 年半與

後 3 年半兩部分。

前 3 年半是災難的前期，

沒有甚麼大災難降臨，是神讓世

人看清真相、明白真相，做出正

確選擇的時間，這個時間段剛好

處在川普的第一任期。這次美

國大選是分割線，大選過後的 3
年半時間將是大劫難時期，巨大

的災難將從天而降。

《聖經・啟示錄》中說，將

有 7 位天使將盛滿神憤怒的 7
個碗傾覆在地上，可怕的災難將

降臨大地，到時魔鬼及其人間追

隨者都將在神的憤怒中滅亡、淘

汰。在人間，中共就是魔鬼的代

表。

這次美國大選，是在中共的

暗中操縱下進行的大舞弊，它們

操縱著傀儡拜登，推選黑暗勢力

上臺。

凡站在中共一方，或在大選

中站在黑暗勢力一方的，都是魔

鬼的追隨者，都將在即將降臨的

末日之災中與魔鬼一起淘汰！

而且這一刻可能即將到來，

大選過後，後 3 年半的大劫難

就該降臨了。

英國現在已發現了可怕的變

種病毒，可能會有更大、更可怕

的瘟疫降臨，將遠超過今年的大

瘟疫，關於這點，阿南德也根據

天象做出了預測。

神慈悲於世人，在這時刻到

來前，神一次次耐心的等待，給

人足夠的時間看清魔鬼的真面

目，讓人明白真相，給人足夠的

機會以做出正確的選擇。

但當這一刻降臨之時，一切

都不再有機會了！

在巨大的災難面前，這次大

選的結果其實並不重要，因為魔

鬼統治了人類世界太多年，神即

將清洗人間，神的憤怒即將傾覆

在地上，到時選擇邪惡、站在魔

鬼一邊的，都將在大淘汰中被清

洗，所以即使一時竊取了選舉結

果，又有甚麼用？

最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

神讓每個人都看清了魔鬼的真面

目，每個人都在這過程中表現，

在這場人間的正邪大選中，做出

選擇！千萬不要選錯！因為不會

有後悔的機會！

丁永茂，安東市人一屠戶，

有心計，善經營。晚年開了一家

頗具規模的肉類雜貨商號，生意

興隆。兒子丁健德又生了兩個胖

胖乎乎、聰明可愛的孫子。

丁永茂歡喜得意之時，害

了場大病。他在臨終之際把兒

子叫到床前，屏退雜人，又叫

媳婦從自家商號，取來一大一

小兩桿秤說：「兒啊，我從小

受苦，能掙到今天這份家業，

多虧了這兩桿秤。小秤秤砣中

間被掏空，再用生鐵鍍好，用

它做生意秤出，每斤就少出二

兩五。大秤秤砣加鍍了鐵，秤

桿掏空，灌進了水銀，秤進每

斤多出二兩五。我口袋中還裝

有磁石，也可往下壓秤。你千

萬要記住，我死之後，你幹什

麼都可以，唯獨別毀了這兩桿

秤！」言畢，氣絕身亡。

父親丁永茂死後，兒子丁建

德接管家業不久，時值年關，一

位賣豬的農民來丁家肉店，賣一

頭大肥豬，被丁家用大秤秤虧了

血本，一氣之下，夜裡在他店舖

外上吊身亡。

這對丁建德觸動很大。他

仔細一想，認為以前父親的所作

所為實在太過分，是有意坑害窮

人，必遭千人指、萬人罵。自己

不能如此下去，應該行善積德，

誠信待人。於是找來斧頭，把兩

桿秤砍成幾段，丟入灶中，秤砣

也作廢鐵賣了，也歸正了店裡的

其他量器。沒過多久，丁建德的

公平買賣便在遠近鄉里、街鄰四

坊贏得聲譽。

時隔不久，社會上流行腦

膜炎，不到一個月丁建德的兩個

兒子雙雙斃命。接著連遭兩場大

火，把丁家商號燒個精光，家產

損失掉十之六七。

這兩次災禍，對丁建德打擊

極大。悲痛之中，他的精神幾近

崩潰。消息傳出，一些曾受過其

父丁永茂坑害的人，無不咬牙切

齒地咒罵，說是「皇天有眼，罪

有應得！」這樣一來，丁建德更

加承受不起，終日陷於極大的哀

慟和無比的怨恨中，常常思來想

去，徹夜難眠，深怨世間無有天

理。

一日正逢廟會，丁建德實

在忍受不住內心的痛苦，負氣跑

到城隍廟，破口大罵：「世間還

奢談什麼天理，全是騙人的鬼

話。想我父親在時，大秤進，小

秤出，尚能日進千金。子孫俱

榮，人財兩旺。到我手上毀掉黑

心秤。原以為必有好福，不料卻

遭到惡報。現在家破人亡，生不

如死！哪還有什麼天理呀？」如

此邊哭邊嚎，猶尚不解恨，竟欲

將城隍廟燒掉。多虧眾人及時攔

阻，其妻將他扶回家中。

丁建德由於悲憤過度，到

家便撲倒在床不省人事。恍惚

中，見兩個公差模樣的人來朝他

喊道：「城隍移牒，著丁府君速

去見證。」於是丁建德便跟著那

兩人，少頃來到一處城門，上懸

「幽冥界」的金字匾額。

入得城門，一路陰風凜冽，

迷霧四合，鬼魂遊來蕩去。不多

時進入一處官署大殿，一王者模

樣的官員，威風凜凜坐在案後，

引路差官跪地稟道：「奉命將丁

建德解到，就此覆命。」

王者問道：「下面站的可是

丁建德？」丁建德心中駭怕，慌

忙跪下答道：「小人正是。」

那王者即是閻王，說：「汝

今天在城隍廟大罵天道不公，

現在找你來，讓你看看善惡報

應。」說罷，命牛頭官引丁建德

至西廂房內，用手上指。丁建德

循指抬頭一看，只嚇得大汗淋漓

魂不附體。只見其父丁永茂，赤

身裸體被一桿大秤鉤住脊樑骨，

一桿小秤鉤住舌頭，懸於屋樑之

上，吊手伸腳，不住地慘叫，痛

苦之狀，不可言表。

丁建德看後，又被帶回大

殿。王者厲聲道：「汝父在世勾

結官府地痞，以劣充優，大秤

進，小秤出，盤剝無辜，坑害窮

苦，造下無邊罪孽，死後當有此

報。因其作惡多端，被灶神奏明

天帝。天帝震怒，降旨著將『敗

家』和『惹禍』兩個冤鬼，降到

汝家為兒。看似俊美好兒，實則

將來會把汝家財產，毀敗致盡。

後見你善心發現，毀秤整度，公

平買賣。天帝復降旨冥界收走你

那兩逆兒，又著火神，燃火燒掉

汝父所聚不義之財，給你洗清遺

孽。不久會將一財星，送至汝家

為兒，以存後福。望汝回到陽

世，當普勸世人積德行善，慎

勿妄為！」言畢，著差官送轉還

陽。

半夜醒來，丁建德滿身猶大

汗淋漓，手腳發抖。口中大叫：

「好怕！好怕！」母與妻，急至

床前追問，丁建德遂將夢中所見

一一具告。

其後，丁建德重整家業，

公平買賣，日子雖平常但無憂無

慮。又三年，其妻果生一兒，聰

明敏慧，及長大後，接承家業，

極善經營。不幾年，家業便勝過

祖父在世日十倍，並且譽滿鄉

里。

（事據《東林文庫》）

「作惡享福」與「行善受罪」的真相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來年早知道

得來不義之
財會讓後代
遭到惡報，
後人積德、
行善也能消
去惡報而得
福報。

3D 掃描
3D 印模

113-8120 Beddington Blvd NW （華埠乘坐 3、300、301 巴士直達）

週一至週四：早 8 點至晚 8 點  週五、週六：早 8 點至晚 4 點  週日休息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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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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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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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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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餘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代理保險結算

可解決：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Dr. Zhang 張欣    醫生（國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7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營業時間恢復正常
牙醫服務全部開診

接受新症及急症
彈性營業時間，接受新症及急症

403-275-4000
華語熱線

假牙鬆脫
咀嚼困難

長者植
牙關愛套餐

長者
佳音

$2300 起

【眼見不實】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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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五子者，有荀揚，
文中子，及老莊。
經子通，讀諸史，
考世系，知終始。

【字詞義解釋】

（1）子：古代稱有學問、道德或地

位的人為「子」。此處指五子所著的書。

（2）荀：荀子，戰國時趙人荀況，作《荀

子》上、下二篇。（3）揚：揚子，西漢

的揚雄，作《太玄經》、《法言》二書。

（4）文中子：隋代的王通，作《元經》、

《中說》二書。（5）老：老子，道家始祖

李耳，作《道德經》。（6）莊：莊子，戰

國時莊周。（7）經：經書，我國古代圖

書「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中的第一

部。（8）子：子書，我國古代圖書「經、

史、子、集」四部分類中的第三部。（9）
通：明白、瞭解。（10）讀：研究。（11）
諸：眾多、各個。（12）史：史書。（13）
考：考證。（14）世系：帝王，貴族世代

相傳的系統。（15）知：知道、明白。

（16）終：衰亡。（17）始：興起。

【譯文參考】

在古代有五本重要的子書，分別是荀

子、揚子、文中子、老子和莊子這五人的

著作（《荀子》、《法言》、《中說》、《老

子》、《莊子》）。

明白了經書和子書後，就可以研究各

種史書，從中考證各朝代相傳的順序，以

便知道歷朝歷代興起和衰亡的道理。

【讀書筆談】

上一課說到「經既明，方讀子」，這

一課又說「經子通，讀諸史」，可見古人

在兒童啟蒙教材裡把如何做學問的方法、

目的都告訴給孩子了，即使是大人按照這

個順序也能自學成才了。有了從經書習得

的道德、品行，再參考諸子各家學說的處

世、治世思想與策略，就基本上有了正確

而靈活的對事物的見解了。

有了正確的對世間一切事物的見解，

為的就是博古通今，獲得治理國家和做人

的各種經驗和教訓，目的還是為了天下太

平、家和國順。所以，古人研讀歷史是為

了以經書的正見來看待歷史，從中可以獲

得智慧、指導人生處世和人生的取捨，為

自己立志和實現抱負作為寶貴的借鑑和教

訓，這就是古人做學問的目的和方法。所

以，古人做學問讀史書是一件非常快樂的

事情，讀懂了經書和史書，碰到難題時就

會有參照，當你能活用古人的歷史和經

驗，活用孔子等先賢的教導來選擇和判斷

自己所遇事情的對與錯，進行決斷、度過

難關，或者避開危機，那該是一件多麼快

樂的事情。以史為鏡的典範，自古就要數

帝王了，仁明的帝王沒有不讀歷史的，也

沒有不請大儒為師的，唐太宗就是一個典

範。

再舉《紅樓夢》裡的薛寶釵和探春替

代王熙鳳管家，為節儉家用進行改革的故

事。薛寶釵因自幼讀書，家中也是皇商，

懂得把大觀園的花圃承包給管事的媽媽

們，激發了她們的積極性。不僅不用花錢

請外人專門管理這些花草樹木，還能出賣

花草果木，所得上繳後還會有一筆收入。

也就是說，不用花錢僱人管理花園，還反

倒有收入，媽媽們也很積極，因為除去要

上繳公用的，剩下的就是個人自己的收入

了，所以進行了承包制。這個辦法，看起

來是不是現在也在用呢？沒錯，古人早就

知道，因此博古就能通今。

並且，薛寶釵在論述這個辦法的時

候，還和同樣受過教育的探春邊說商業管

理的辦法，邊討論孔孟之道，意思是賺錢

固然重要，但是要考慮媽媽們一年的辛

勞，不要只顧看到有收入就忘記了她們的

付出，大致象徵性地上繳一些收入就可以

了，不要見了錢就忘了義，被金錢蒙蔽了

良心，不考慮下人們的生活，所以薛寶釵

管家都是非常仁道、大度。這個故事告訴

我們，就連女子持家都懂得運用孔子的見

解和教導來處理，否則心中只有自己的利

益，不可能體諒別人，也就沒有威望能服

眾，所以管理學也同樣離不開孔子的教

導。

然而，現代教育最缺乏的就是不知道

為何接受教育？只把傳授技能和現代見聞

擺在第一位，致使很多孩子茫然不知學習

的目的，也不知道為何要學習歷史？學生

們記住一大堆年代、人物和歷史事件，不

過是為了成績和分數，為了將來考上好的

大學，進入好的公司，有個好的收入而

已。至於，如何看歷史，如何運用歷史為

今天所用？人為何活著，如何立志，為何

要立志？人生價值是甚麼，如何實現自己

人生的價值……這些孩子們都全然不知，

這就是現代教育真正可悲的地方。

更加可悲的是中國的傳統教育、孔子

的學說等，被中共直接醜化和批判，美其

名曰批判性地繼承，其實是讓中國人仇

視、譏諷自己的祖先的文化。很多人連學

童必讀的這本《三字經》都不知道了，因

此還原傳統文化的真相，乃當務之急。

老子

老子姓李，名重耳，字伯陽，是春秋

時代楚國苦縣曲仁里的人，是道家的創始

人。老子的出生有多種神話傳說：有的說

他的母親有一次看見空中大流星飛過後就

懷了身孕；也有的說，老子的母親吃下兩

個連在一起的李子，懷了他七十二年才剖

開左腋生下了他，一出生就是白髮蒼蒼，

所以才取名叫老子；還有的說，周文王

時，老子做守藏史（管庫的官名），到武

王時，他還擔任柱下史（相當秦漢的御

史），人們看他如此長壽，就稱他為「老

子」。

老子為人清心寡欲，所以他在周朝雖

然時間很久，在官位上沒有甚麼升遷，但

他始終與世無爭。他濟助世人的法術有九

種丹、八種石，有金酒、金液等仙藥；此

外，還以「玄而又玄，眾妙之門」來修身

養性，消災辟邪。

後來老子將出關西去，打算升登崑崙

山。守關的令尹喜通過占卜預知會有神人

從這裡經過，就命人清掃了四十里道路迎

接，果然是老子來了。老子也知道令尹喜

命中注定該得道，就在那裡停留下來。

老子有個僕人叫徐甲，從少年時就受

僱於老子，老子每天大約應付給他一百

錢，一共欠了他七百二十萬錢的工錢。徐

甲見老子出關遠行，就急著想討回工錢，

但又怕要不著，於是求人寫了狀子向令尹

喜告狀。但替徐甲寫狀子的人，並不知道

徐甲已經跟隨老子二百多年了，只知道他

如果要回老子所欠的工錢就會成為大富

翁，就答應把女兒嫁給徐甲。

令尹喜看了狀子大吃一驚，就去告訴

老子。老子對徐甲說：「你早就該死了。

當初因為我官小錢少，連個打雜的人都沒

有，所以才僱用你，同時也把『太玄清生

符』給你，讓你能活到今天。你為甚麼要

告我呢？我當初曾答應你，如果你將來

進了『安息國』，到時我將用黃金計算你

的工錢全數還給你。你為甚麼要這般著急

呢？」他話一說完，就讓徐甲張開嘴，把

「太玄真符」吐了出來，吐出的符上的硃

砂字跡就像剛寫的一樣，而徐甲頓時也變

成了一具枯骨。

令尹喜知道老子是神人，就跪下磕頭

向老子請求，自願替老子還債。老子就

把「太玄真符」扔向徐甲，徐甲又立刻復

活了，令尹喜就付了徐甲二百萬錢的工

錢。隨後，令尹喜向老子恭敬地執弟子之

禮，老子就把長生之道的秘方授給了令尹

喜，並口述了五千字後就騎著青牛飄然而

去了。令尹喜回去後就把老子所講的話記

錄下來，這就是著名的經典《道德經》。

後來令尹喜按照老子所教，果然修成了神

仙。

詩 詞 賞 析

注釋

⑴ 湖口：即鄱陽湖口，當時歸洪州

大都督府管轄。湖口遙對廬山，能見山頭

雲霧變幻及瀑布在日光映照下閃耀的色

彩。廬山，在今江西省。

⑵ 洪泉：指水豐勢強的瀑布。

⑶ 迢迢（tiáo）：形容瀑布之長。紫

氛：紫色的水氣。

⑷ 雜樹：瀑布岩壁邊雜亂的樹木。

⑸ 重云：層雲。

⑹ 虹霓（ní）：陽光射入竄的水珠，

經過折射、反射形成的自然現象。

⑺ 天清：天氣清朗。聞：聽到。

⑻ 靈山：指廬山。秀色：壯美景色。

⑼ 空： 天 空 中 的 雲。 氤 氳（yīn 
yūn）：形容水氣瀰漫流動。

【看中國訊】「望子成龍，望女成

鳳。」每位父母在希望孩子能健康、快樂

長大的同時，也會對孩子寄予厚望，希望

孩子將來能出人頭地，成為對社會有貢獻

的人。

只是隨著年齡增長，每個孩子的差距

也會越來越大：有的孩子反應快，有的孩

子反應慢；有的孩子喜歡安靜看書，有的

孩子則非常好動；有的孩子性格外向，有

的孩子性格內向。

但就算在成長過程中有差異，每個孩

子在世上都是獨一無二的，只是身處的環

境，加上父母教養方式不同，孩子在成長

過程中，也就逐漸顯露出彼此的差異。

而父母 6 種不經易的行為，常會使

孩子變「笨」，身為父母，可別疏忽了。

1、忽視早餐
現代社會忙碌，很多家長因為上班時

間很趕，所以早餐常常是隨便應付，來不

及做的話，就讓孩子在路上自己隨便買。

有的家長甚至不給孩子買早飯，讓孩子中

午一次吃兩餐。

0~15 歲孩子正處於發育期，需要均

衡的營養，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不能隨便看待，也不能不吃。否則不但容

易得胃病，也可能會造成不同程度的低血

糖等問題。

2、晚上熬夜
父母喜歡熬夜，那麼孩子一般都會受

到影響，也會常熬夜。很多孩子，小小年

紀就沉迷手機、平板，晚上不想睡覺，甚

至在父母睡著後，還會偷偷爬起來熬夜

玩。隔天到了學校，聽課也不容易專心，

到了下午可能會打盹。

所以只有讓孩子得到充分的睡眠時

間，才能提高注意力和學習效率。

3、經常責備孩子
也許是生活壓力大，現在很多父母動

不動就會責備孩子，把自己孩子說的一文

不值，別家小孩則是樣樣比人強。但這樣

做的結果，只會讓孩子的性格變得自卑，

加上長久壓抑的情緒，也可能造成性格扭

曲。

時間一久，孩子遇到問題時，也沒有

勇氣去面對突破。所以，當孩子犯錯時，

父母要耐心和孩子交流，不要動輒就用語

言傷害孩子。

4、抑制孩子哭
孩子在成長過程難免磕磕碰碰，有時

一哭，父母就會嘲笑孩子，覺得很丟人。

但哭泣也是孩子情緒的表現，能夠適時發

泄情緒，對孩子的身心發育才會好。

5、不愛運動
運動是對人體健康是很有好處的，不

但能提高免疫力，也能訓練孩子的專注

力。所以放假時，父母別老窩家裡，多帶

孩子出去走走，做做戶外活動，培養孩子

對運動的興趣。

6、不愛動腦
現在信息發達，有啥不懂的資訊，上

網一查就有。但如此一來，也會讓孩子養

成依賴心，懶得動腦去想問題。久了就欠

缺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當然多動

腦並不是讓孩子多讀書，考高分。

如果父母平常能培養孩子的思維能

力，以孩子自己的特質，引導孩子思考探

索，然後從中找出問題，進而尋找解決方

式，這樣對孩子日後的幫助才會更大。

父母六種行為 孩子易變「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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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子

湖口望廬山瀑布泉
唐代/張九齡

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

奔流下雜樹，灑落出重雲。

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

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Marcos Paulo Prado/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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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車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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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24thAvenue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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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黃詩錚圖片：Adobe Stock

汽車打蠟，作為汽車美容的傳統項目，主要功效就是防水、防酸雨。由於車蠟的保

護，車身的水滴附著量會顯著減少50%到90%。其次是防高溫和紫外線。特別是在夏天，

卡爾加里陽光充足，紫外線明顯加強，汽車常年在外行駛，或停放在室外，容易因光照

而導致車漆老化。而打蠟形成的薄膜，可以將部分光線反射，有效避免車漆老化。此外，

就是車蠟可以防靜電，當然也防塵。

塗
洗
車
液

水
槍
沖
洗

擦
乾
車
體

清
水
沖
洗

車輛在行駛時與空氣摩擦會

產生靜電，而車蠟則可以有效地

隔斷車身與空氣、塵埃的摩擦。

少了靜電，車自然少了灰塵的吸

附，而且車蠟還能起到上光的作

用，使汽車車漆顯得更新、更好

看一點。

選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幫

自己的愛車清潔打蠟，是非常有

成就感的事情。除了身體力行幫

助減肥，還能幫助愛車維持車容

延緩車漆老化，同時能防止戶外

的紫外線、空氣中或雨水中所夾

帶的酸性、鹼性物質的對車子的

腐蝕。

對車子比較外行的女性朋

友，通常會選擇加油站贈送的隧

道機械洗車服務，由於洗車費用

便宜，所使用的材料及洗車的步

驟，對車子其實是有傷害的。

建議有車的朋友，都要學會

這項技能，因為洗車及打蠟是非

常好上手的，同時能保護自己的

愛車。

車子固定打蠟時間
由於車輛行駛的環境，停放

場所不同，打蠟的時間間隔也應

不同，一般有車庫停放，多在良

好路面上行駛的車輛，每隔 1-2
月打一次蠟；露天停放的車輛，

由於風吹雨淋，最好每個月打

一次蠟。當然，這並非是硬性規

定，一般用手觸摸車身感覺不光

滑時，就可再次打蠟。

打蠟前的準備
先清洗車身的髒汙，用清水

或洗車水去除車身夾帶的泥土或

灰塵，由上往下洗。坊間有兩桶

水洗車法：第一桶水先加入洗車

劑稀釋；第二桶水則是用來清潔

海綿。記得不能用肥皂水和洗潔

劑來清洗，長時間下來車體容易

產生銹蝕。

洗車步驟
用水槍將車身噴濕，將髒

汙、灰塵、泥土處沖除。

洗車海綿沾洗車水，從上部

車頂處到下部玻璃、車身、輪胎

處來清洗。

當海綿漸漸變髒，就用第二

桶水來清洗，避免海綿挾帶的粉

塵刮傷車體。

全車再次沖水
洗車完後再用纖維布擦乾車

體，注意車體溫度，溫度越涼

爽，可幫助蠟的附著力。洗車步

驟完成後，就可以準備上蠟了。

上蠟步驟
可分為手工上蠟和機械上蠟

兩種。手工上蠟簡單易行，機械

上蠟效率高。無論是手工還是機

械上蠟，都要保證漆面均勻塗

抹。

手工上蠟時，首先將適量的

車蠟塗抹在海綿上，然後按一定

順序打圈塗抹，每道塗抹應與上

道塗抹區域有 1/5—1/4 的重合

度，防止漏塗及保證均勻塗抹。

機械上蠟時將車蠟塗在打蠟機海

綿上，具體塗抹過程和手工相

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邊、角、棱

處的塗抹，應避免超出漆面，而

在這方面手工塗抹更容易把握。

上蠟前，該準備一罐車體專用

蠟，一塊上蠟用的海綿，及一塊

下蠟用的超細纖維布。

上蠟用的海綿先過水，再把

海綿擰乾。讓海綿處於微乾的狀

態，讓上蠟的海綿阻力較小，幫

助上蠟順暢。

上蠟時，不用出力，以畫圈

繞圓方式塗抹均勻為主。

當蠟略顯白霧狀態時，就可

以準備下蠟。

下蠟擦第一次的時候，小面

積移動仔細將蠟推掉。

接著將布翻面，大面積的移

動，輕輕做收尾的動作。

上下蠟都以單片鈑件為單

位，不能以全車上蠟完才下蠟，

容易讓車體鈑件太乾燥而影響漆

面。

上蠟注意事項
打蠟作業環境清潔，有良好

通風，應在陰涼處給汽車打蠟，

否則車表溫度高，車蠟附著能力

會下降，影響打蠟效果。打蠟

時，手工海綿及打蠟機海綿運行

路線應該環形塗抹，不宜直線往

復，防止由於塗層不均造成強烈

的環狀漫射。打蠟時應遵循先上

後下的原則，即先塗抹車頂，前

後蓋板，車身側面等。

打蠟時，若海綿上出現與車

漆相同的顏色，可能是漆面已經

破損，應立即停止打蠟，進行修

補處理。

拋光結束後，要仔細檢查，

清除車牌、車燈、門邊等處殘存

車蠟，防止產生腐蝕。

上蠟要時時注意蠟棉及蠟罐

的狀況，若是有粉塵，立即用指

甲挑掉。

國外比較講究的上蠟方式，

是直接用雙手來上蠟。利用手掌

溫度將蠟溶化，再用手輕輕的以

直線的方式來上蠟，同時能靠手

來感覺是否有粉塵顆粒。

【看中國訊】據日本廣播協會

報導，日本將爭取在 2050 年實

現國內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為了

配合這目標，日本經濟產業省正

在研究，計劃 2030 年實施禁止

販售燃油車，目前日本政府已開

始著手研議該項政策，倘若政策

通過，也勢必會加快日系汽車品

牌電能研發的速度。

據悉，日本經濟產業省已與

汽車行業相關人士舉行會談，就

停止銷售汽油車新車、制定普及

混合動力車和純電動汽車的框架

等議題進行了具體討論。

2019 年日本銷量數據顯

示，共售出了 430 萬輛乘用車，

其 中 約 60%（261 萬 輛 ） 是

汽油和柴油車輛，其餘約 30%
為混動車型，純電動車僅約

0.5%。對此，日本政府已設定

目標，要在 30 年內將燃油車佔

新車銷量的比例降低至 30% 至

50%，力爭在 2050 年實現溫室

氣體零排放的政府目標。

日本政府為促進電動汽車

銷售，已決定對日本電動汽車

購買者加大補助力度。目前，

購買電動汽車最多可獲得 40 萬

日元（4923 加幣）的補助。據

悉，日本政府欲將補助額度提

高到最高 80 萬日元（9847 加

幣），新的補貼政策今年開始實

施。

根 據 波 士 頓 諮 詢 集 團

（BostonConsultingGroup） 的

一份報告，預計到 2030 年，日

本電動汽車的份額將達到55％。

關於禁止販售燃油車，目前

許多國家都定在 2035 年實施，

屆時該國只能販售電能車款。

不過環保意識較強的國家都計

劃提前實施。之前挪威與荷蘭

便表示將會提前至 2025 年開

始實施禁燃油車販售政策，而

日前英國也表示計劃 2030 年

執行。如今還有一些國家也相

繼跟進，擬執行此政策。中國

和韓國最近也宣布了碳排放的

堅定目標，而美國和加拿大地

區已經在計劃對化石燃料汽車

實施限制措施。

日本擬於2030年禁售燃油車

全力發展電動汽車

燃油車走向末路了？

本文圖片來源：Tesla官網

洗車打蠟好處多洗車打蠟好處多洗車打蠟好處多DIY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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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出道第一天就衝上

熱搜，又被網友群嘲，是姚安娜作為

華為集團總裁任正非二女兒姚安娜

（Annabel Yao）享受的熱度與爭議。

18 日姚安娜推出首支單曲《Back Fire》
MV。走韓風跳唱歌手路線的她，身穿

短裙作性感打扮，與數名舞蹈演員在鏡

頭前表演。唱跳功夫遭網民炮轟：「拿

錢砸開所有的門。」

生於 1998 年的姚安娜，是任正非

與第二任妻子姚凌的女兒，畢業於接受

了中國政府巨額捐款的哈佛大學計算機

科學和統計學專業。在姚安娜第一次高

調露面巴黎名媛舞會後不久，任正非長

女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據陸媒「一財網」報導，23 歲的姚

安娜頂著「華為二公主」的頭銜，1 月

14 日簽約「北京天浩盛世娛樂文化有限

公司」，並以一部 17 分鐘的記錄片宣布

出道。幾乎是在一夜之間，簽約公司、

拍攝《時尚芭莎》大片、獲得商業代言、

推出音樂作品，乃至其粉絲後援會、工

作室、超話等也已一應俱全。從姚安娜

背後的團隊來看，攝影師、錄音師和服

裝等，也都符合一線明星的配置。

北京福星傳媒副總裁、資深經紀人

龔燕撰文評論稱，無論是姚安娜的記錄

片、首個封面大片的拍攝，還是她所展

現的才藝，都不足以說服眾人。

復出復出

大陸影星鄭爽陷代孕風波

強沃特仍支持川普 華為二公主姚安娜被網絡嘲諷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合報導】日

前，中國大陸女星鄭爽被爆出找代孕

生孩子，事件持續發酵，引起社會廣

泛關注。

鄭爽與張恆在熱戀期疑似已結

婚，並在美國找了兩位女子代孕了兩

個孩子，在孩子尚未出生時，兩人的

感情因經濟糾紛很快破裂。張恆於

18 日發文回應鄭爽代孕事件後，鄭

爽本人也於 19 日中午在微博發文回

應。相關話題短時間內全部衝上微博

熱搜，引發了網友們對代孕亂象的深

思。

1 月 18 日張恆在微博發文，回應

鄭爽代孕事件，還晒出他抱著兩個小

孩的照片，發文表示自己滯留美國，

不是因為網路謠傳的詐騙、借高昝貸

等，而是因為需要「照顧並保護兩個

年幼無辜的小生命」，並證實這是自

己的寶寶。隨後，張恆的朋友向網易

娛樂獨家提供了張恆兩個小孩在美國

的出生證明，據文件顯示，兩個小孩

的母親現用法定姓名均是「SHUANG 
ZHENG」，父親姓名則是「HENG 
ZHANG」。

同時，張恆的朋友還向網易娛樂

提供了一段錄音，錄音中曝光了疑似

鄭爽及鄭爽父母與張恆父母之間關於

如何處理孩子的對話。在整個對話過

程中，女方及女方父母多次提出要求

棄養、讓別人領養孩子的想法，但男

方的父親拒絕，表示這在美國是犯法

的。但女方父親依然表示，兩個孩子

就一句話，不能要。最後，女方母親

提出，孩子生下來就直接送人，讓別

人領養。

鄭爽在沉默一天之後，於 1 月 19
日中午在微博發文回應稱，「在美國

的法律程序中，我也率先維權。身為

藝人我深知我國疫情的防控與重視。

在中國國土之上我沒有違背國家的指

示，在境外我也更是尊重一切的法律

法規。」19 日晚鄭爽的父親發長文回

應，並還晒出鄭爽訴張恆案判決書。

稱張恆一家完全是斷章取義，為了金

錢不擇手段，還稱張恆戀愛期間出軌

了多次。

查看微博相關話題下的留言，幾

乎是網友們一面倒的批評之聲。民間

亦普遍認為，代孕絕不僅僅涉及醫學

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需要從法律、

倫理等很多方面來綜合考慮。如果造

人都國際化了，傳統道德觀念將轟然

倒塌，垮成一片廢墟。

【看中國訊】好萊塢巨星強沃

特一向以支持川普總統著稱，是好

萊塢影藝圈中少數的保守派人士之

一。即使是國會暴力事件之後，他

仍站在川普那一邊，認為真相早晚

會水落石出的。

在美國大選前或後，強沃特

屢次在推特發出視頻呼籲支持川

普總統，往往發言最後都會加一

句「上 帝 祝 福 美 國」（God bless 
America）。但在 2021 年後的 2 次

視頻發言，強沃特沒有使用「上帝

祝福美國」。其中 1 月 4 日的視頻

發言是用「在上帝裡」（In God），
而 1 月 9 日的是用「為了上帝的榮

耀」（For God's glory shall）。
「這次選舉是迄今為止 2020 年

最大的騙局….. 現在將會是什麼？

我們的國家，曾經為美國人帶來自

由和夢想的驕傲的自由土地未來

如何？好吧，我的朋友們。一定還

是。我們所有人都將有一天能夠理

解這一點，因為川普總統將站在那

裡，並將一如既往地代表美國的自

由和我們偉大的言辭。」

初入娛樂圈

大陸女星鄭爽被近日被爆出，與前男友

張恒在美國找代理孕母生下2個寶寶後，

因為兩人已分手，就打算將孩子「棄養」

不顧，震驚外界。(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真相將佔上風」

吳奇隆公司股價狂飆 劉詩詩成億萬富婆
【看中國訊】昔日臺灣小虎隊成員之一的吳奇隆除了演藝事

業持續發展之外，也頗有生意頭腦，他所創辦的稻草熊娛樂 1
月 15 日在香港掛牌上市，該公司為中國劇集製片商與發行商，

吳奇隆雖然沒有直接持股，但是已透過代理人實控公司，持股

比例約 43.81％，而他的妻子

劉詩詩則持有 11.1％股權，

此外，據傳還有其他的明星

投資成為股東，大陸女星趙

麗穎就持股 0.59％。

吳奇隆和劉詩詩結婚近

6 年，婚姻幸福美滿，育有 1
歲多兒子「步步」。據瞭解，

吳奇隆在臺灣的開麗也有投

資，而妻子劉詩詩也因此晉

身為富婆之列，雖然如此，

她仍樂於在幕前曝光，其主

演的「流金歲月」目前也在愛

奇藝播出。

如今，稻草熊娛樂成功

在港上市，劉詩詩這份「聘

禮」也得以兌現，其在 IPO
後持股 11.10%，若以稻草熊

最高達 11.36 元港幣的股價

估算，市值最高估 75.3 億元

港幣，劉詩詩持股價值曾達

到 8.36 億 元 港 幣（約 30.6
億元台幣），一夜之間成為億

萬富婆，十分驚人。

有消息指：包括「稻草熊

影業」在內的大陸資金大舉

進入香港，是為了「維穩」港

股。稻草熊與愛奇藝關係緊

密，持股比例為 19.57% 愛奇

藝是該公司的第二大股東，

除此之外還是第一大客戶兼

第一大供應商，這樣的「深度

綁定」讓市場人士感到憂慮。

2017 年、2018 年、

2019 年以及今年首季，稻

草熊來自愛奇藝的收入分別

為 1.16 億 元、2.45 億 元、

2.09 億 元、3.27 億 元， 分

別佔同期總收入的 21.4%、

36.0%、27.2% 及 100%。

據公開資料顯示，愛奇藝的

幕後金主是與中共關係密切

的百度，它於 2012 年 11 月

獲得愛奇藝的控股權。 2013
年，百度收購中國影音平臺

PPS，並將 PPS 與愛奇藝合

併。據瞭解，百度至今仍是

愛奇藝的大股東。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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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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1月27日

花椰菜

Green Seedless Grapes 無仔青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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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lb Russet Potatoes 褐皮土豆 Caulifl owerJalapenos 墨西哥辣椒Romaine Hearts 羅馬生菜

Granny Smith Apples3lb Onions 洋蔥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青蘋果 Grapefruit 葡萄柚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and get  a free 
5 lb red potato.5 lb red po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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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磅紅皮土豆。

$2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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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98
ea

$0888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 09898
lb3 顆 / pack

$$008888 lb$ 18888
ea

$09898 lb

$2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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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磅紅皮土豆。

10 磅裝

$

Granny Smith Apples

$3 磅裝

魯菜，顧名思義就是山

東地方特色菜系，據文獻記

載，魯菜起源可追溯至春秋

戰國時期。當時山東地區有

兩個主要的諸侯國──齊國

與魯國，兩國的地理風土與

社會文化各有特色。在悠悠

歷史長河中，魯菜延續了齊

魯風味，隨著歷史演變，逐

漸發展為中國菜五大菜系之

首。

山東地處黃河下游，氣

候溫和，膠東半島凸出於渤

海和黃海之間，境內山川縱

橫，河湖交錯，沃野千里，

物產豐富，有世界三大菜園

美名，如：膠州大白菜、章

邱大蔥、蒼山大蒜，皆揚名

海內外。因地理文化差異，

魯菜發展為兩大派別：風味

獨特的濟南菜和具海域風情

的膠東菜。

濟南菜立足於省城濟

南，又吸收周邊地區特長，

自古名菜數不勝數。濟南菜

講究鹹鮮，以鹽提鮮，以湯

增鮮。以奶湯蒲菜為例，取

材自濟南大明湖的蒲菜，用

奶湯烹煮，成菜鮮甜味美。

膠東地處山東半島，有漁鮮

之便利，當地廚技多表現海

鮮的原汁原味，蔥燒海參是

個中代表。

傳承年代久遠的魯菜，

烹飪技法多達數十類，包

括：拌、熗、醃、凍、醬、

靠、熏、酥；炸、溜、爆、

炒、烹、燒、扒、燉、燜、

熬、煮、汆、燴、蒸、煎、

烤、拔絲、琉璃、掛霜、蜜

汁、蜜臘等。例如：著名魯

菜 —— 鍋塌豆腐，以「塌」

技法烹調豆腐，提升風味，

成品鮮香入味。

中國飲食文化

齊魯風味包山納海

煎魚不黏鍋的秘訣

鍋具：考量煎魚熟度均
勻，鍋具尺寸若無法容納

全魚，可以將魚尾剪去。

用油：魚下鍋前，先上一
層油可以隔絕水氣，下鍋

更酥脆，可避免燒焦。

油溫：先用中大火把魚皮
煎微黃後，再轉中小火，

將魚肉煎熟、魚皮煎酥脆。

時間：煎魚的時間長短，
視魚的厚度而定，愈厚的

魚身，表面劃刀可加快。

裹粉：魚身裹上剛剛好的
薄粉，可防黏鍋燒焦；抹太

多卻可能造成受熱不均。 

廣東泡菜
泡菜做起來放，是很好的蔬菜

常備菜。以當季蔬菜，搭配多

種醃汁口味，即可常常變換餐

桌上的開胃菜，備餐更方便。

高麗菜 300g、小黃瓜 1條、
紅蘿蔔 50g、紅辣椒 1條、鹽
10g。
調料：白醋 400g、糖 300g。

食材

作法

南瓜炒蔥蛋
雞蛋料理百搭，選擇當季蔬菜

與雞蛋同炒，享受當令美味，

營養健康。講究口感協調，可

依食材軟硬度陸續下鍋。

雞蛋5個、南瓜300g、青蔥2
株、大蒜 1瓣。
調料：鹽、胡椒粉酌量。

食材

作法

香菇蘿蔔排骨湯

排骨300g、白蘿蔔300g、乾
香菇 5朵、薑 1小塊、新鮮香
菜適量。

調料：鹽、白胡椒酌量。

食材

挑選三種食材：肉類、根莖

類、菇類，在一道菜餚內，也

可以運用三菜一湯的基本概

念，煮出營養均衡的好湯。

三絲燒魚
以三種切絲食材燒魚，營養更

均衡。基本三絲：蔥、薑、辣

椒，或是香菇、紅蘿蔔、洋蔥

的組合，也有不同風味。

鮮魚 1尾、蔥 1小把、薑 1塊、
辣椒 2 條。
調料：醬油 3 大匙、香醋 1匙、
香油適量。

食材

作法

◎ 文 :山平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山東省依山傍海，飲食

多樣豐富，齊魯風味發展流傳，造就傳統魯菜精彩風貌。

食
材
豆腐一塊、蔥、薑、蒜、鹽、胡

椒粉適量。

雞蛋糊：雞蛋、麵粉，攪拌均勻。

豆腐切片，裹上一層麵粉和
一層雞蛋糊，下鍋油煎。

作
法

鍋 塌 豆 腐

豆腐淋油，繼續油煎至兩面金
黃，即可盛盤。

鍋中留少許油，加入蔥絲、薑
絲爆香，然後加入高湯少許、

鹽、胡椒粉，及豆腐入鍋。

大火將湯煮開後，改小火，讓
豆腐充分吸飽湯汁，約六分鐘左

右，起鍋盛盤。

最後將剩餘的湯汁稍微調味、
加熱，淋在豆腐上即完成。在周朝已經

有食用黃河

鯉魚的記載

了，而今糖

醋鯉魚仍是

魯菜經典。

高麗菜一葉葉洗淨，切小
塊；紅蘿蔔去皮切絲；小黃瓜

切片備用。

調泡菜醃汁：調料攪拌均
勻，直至白糖溶解。

高麗菜瀝乾水，均勻撒鹽，
攪拌均勻。利用重物壓出水，

靜置一夜。

紅蘿蔔和小黃瓜加鹽，醃
2小時，用開水洗除鹽份，擠
乾水分備用。所有食材浸入醃

汁，冷藏一天即可食用。

南瓜去皮，切大丁；大蒜去
膜切末；青蔥切末備用。

雞蛋打散，加少許鹽和料理
酒，攪打均勻備用。

熱油鍋，轉中火，下雞蛋，
蛋液初凝，撥散碎炒蛋，盛盤

備用。 
原鍋再加點油，鍋燒熱，煸
炒蒜末、蔥白出香氣，下南瓜

翻炒均勻，加 1 杯熱水，煮滾
轉小火，燜煮至南瓜軟透。

炒蛋倒回鍋裡，翻炒均勻，
酌量調味，即可盛盤。

作法

備料：薑切片；白蘿蔔去皮，
切滾刀塊；乾香菇沖洗乾淨，

放溫水泡軟；排骨以滾水汆燙

過，清洗乾淨備用。

排骨加 1L水煮滾，撈除浮
沫，加白蘿蔔和薑片，煮滾

後，小火熬煮 20分鐘。
續加入香菇，浸泡香菇的水
也倒入，煮滾後，再以小火熬

煮 20分鐘。
最後加調料，攪拌均勻，起
鍋前加些碎香菜，風味更佳。

鮮魚清理乾淨；蔥、薑、辣
椒切細絲備用。

用紙巾拭乾魚身上的水分。
熱油鍋，下魚，先以中大火
兩面煎金黃，再以小火煎熟，

即可盛盤備用。

再起一個油鍋，下三絲，以
中火炒微軟，加調料，翻炒均

勻，加半杯熱水煮滾，小火熬

煮5分鐘。
將作法均勻的鋪在魚身，
即可盛盤上桌。







週末
廚房

三菜一湯三菜一湯 ◎ 文 :邊吉

今天要煮甚麼?自己做飯如何思考菜色？三菜一湯是基本
概念，只要能維持營養均衡，菜色內容可輕鬆愉快地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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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發作初期，症狀

容易被忽略，如能學會識別疾病

症狀，有助於及早就醫診治。

「FAST」辨別 
中風黃金口訣

中風分為二種類型：一種是

腦血管梗塞造成的缺血性腦中

風；一種是動脈破裂造成的出血

性腦中風。中風不僅可能造成永

久失能，嚴重者將造成患者死

亡。部分民眾往往在身體不適的

初期，誤以為休息會能改善，造

成延誤就醫，如能牢記辨別中風

的黃金口訣「FAST」，及早發

現中風徵兆，才能使患者在黃金

3 小時內接受最有效的治療。

中風發作症狀

「FAST」口訣
「FAST」為 4 個英文字的縮

寫，可用來評估中風的可能性，

依序介紹如下：

1.FACE（臉）：請患者微

笑或是觀察患者面部表情，兩邊

的臉是否對稱，若出現嘴角歪斜

現象，可能是中風症狀。

2.ARM（手臂）：請患者將

預防心血管疾病發作
寒冬必學8要點

雙手抬高平舉，觀察其中一隻手

是否會無力下垂，如單側手臂出

現下垂現象，即可能是中風症狀。

3.SPEECH（說話）：請患

者說一句話或回答問題，觀察是

否清晰、完整，若出現口齒不清

或無法表達現象，便可能是中風

發作。

4.TIME（時間）：當出現

以上其中一種症狀時，明確記下

發作時間，並立刻送往可治療急

性中風發作的醫院。

心臟病發作症狀

心臟病發作亦稱為心肌梗塞

（myocardial infarction），是指

部分心肌因缺氧而壞死，其中男

性心臟病發作的機率比女性高 3

倍。由於心絞痛症狀與心臟病發

作症狀相似，但心絞痛常在休息

或服藥後 15～ 20分鐘內消失，

因此須特別注意其症狀的辨別。

心臟病發作的徵兆

1. 胸痛或胸口有積壓、緊

束的感覺，疼痛可持續 5 分鐘

至數小時，無法藉由休息改善。

2. 轉移疼痛：下頜、耳朵、

肩部、背部、肚子、手臂或手腕

疼痛。疼痛可能是持續性的，也

可能時有時無。

3. 呼吸短促，甚至出現呼

吸困難症狀。

4. 咳嗽、噁心或嘔吐，感

到全身不適。

5. 臉色蒼白，身體出汗、

秘。

2. 補充水分：多喝溫開水，

避免血液過度黏稠。

3. 靜心放鬆：情緒起伏太

大、緊張及興奮，都會造成血管

收縮，練習放鬆、緩和情緒。

4. 注意保暖：平日穿著特

別注意頭頸部及手腳末端，多層

次保暖衣物可方便穿脫。外出時

隨身攜帶一件保暖衣物，以備不

時之需。

5. 起床暖身：睡前可先備

妥保暖衣物放在床邊，利於半夜

或早上起床添衣物後活動。剛起

床時活動勿過於急促，宜以溫和

漸進方式慢慢增加。

6. 適度運動：適當且長期

的運動，有延緩血管硬化的功

效，冬季運動最好避開早晚的高

風險時段。心血管疾病高危險群

患者應避免單獨去爬山，或離開

人群獨自運動，特別注意不要做

激烈運動。

7. 不宜長時間泡湯：天氣

冷時不宜長時間泡溫泉，時間勿

超過 15 分鐘。泡溫泉會導致四

肢血管擴張，周邊血流量劇增，

促發心血管或腦血管急症發作，

因此有心臟血管疾病者不宜泡湯

或泡澡。

8. 控制三高：定期監測血

糖、血壓及血脂肪，並遵照醫囑

按時用藥。外出時，如醫師有開

立緊急備用藥品，應隨身攜帶。

平時做好預防心血管疾病發

作的措施，出現疑似心血管疾病

發作的症狀時，立即就醫，把握

黃金治療時間，能減少遺憾發生。

冬季為心血管疾病

好發的季節，當氣溫降

低時，容易引發血管收

縮，年長及慢性病患者

需特別注意氣溫變化及

保暖，以預防心臟病及

中風急性發作。

濕冷。

6.暈眩、虛脫及昏厥無力感。

心肌梗塞是一種有生命危險

的疾病，如懷疑自己或他人心臟

病發作，應立即送醫，切莫拖

延。有冠狀動脈病史者，可先服

用醫師開立的舌下含片，再送醫

治療。

8要點預防 
心血管疾病發作

立冬到立春前是天氣最寒冷

的時候，需要特別注意低溫及氣

溫變化對心血管疾病的影響，平

時若能做好預防保健及保暖措

施，便可安心度過寒冬。

1. 飲食：避免大吃大喝，

多攝取蔬果等高纖食物，預防便

ADOBE STOCK◎  編譯：洪凱婷

有效期
1月 22 日～ 28 日

吳哥皇家柬埔寨茉莉香米 順帆東莞米粉 三象牌糯米粉（限購 4包 / 人） 海燕牌特級魚露 泰國雙魚牌甜品椰漿

墨西哥產油菜心

海燕牌米粉

加州臍橙

墨西哥產豆苗

雄雞牌菱粉

加州特級富士蘋果

墨西哥產茼蒿

金山牌調味醬油

都樂鳳梨

加州產綠葉生菜

雄雞牌鵪鶉蛋

墨西哥產泰蕉

墨西哥產日本小南瓜

家樂牌雞粉

中國沙梨

墨西哥產花椰菜

福祿壽甜味煉乳

墨西哥產芥蘭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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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豬邊排

好運越南粉

Smart Choice 日本魷魚

新鮮牛背肋排

新鮮小雞腿

好運叉燒肉

越金牌有頭白蝦

新鮮帶骨牛腱

好運清真巴沙魚柳

幸福比內腌製除刺虱目魚

好運牌急凍蟹仔

新鮮豬腱

海燕牌褐色石斑魚

Qualy Pak 盒裝魷魚

新鮮嫩子雞

好運太平洋馬鮫魚

幸福比內牌連頭帶殼黑虎蝦

富媽媽什錦魚丸

清真牛后腿肉

Smart Choice 急凍海鮮什錦包

新鮮帝皇龍崗雞

天堂牌急凍蒸香蕉

清真雞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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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錯誤的，乾洗會使用到化學

清潔劑，容易造成羽絨外套的

材質及填充物料被破壞，羽絨

裡面含有油脂，一旦油脂被去

除，羽絨會因為摩擦而造成受

損，降低羽絨間的空氣流動，

而失去羽絨外套的保暖特性。

所以，對於羽絨外套來說，水

洗才是最符合它的材質特性。

1. 檢視洗滌標示及注意事

項 : 先確認可以水洗的溫度及

方式，以確保水溫不會破壞到

內部羽絨。中性洗劑為主，另

外準備海綿及肥皂。以不傷害

羽絨的特性為主的洗劑，才能

維持羽絨外套的壽命。

2.先準備約35度的溫水，

倒入適量的中性清潔劑，放入

羽絨外套先浸泡15分鐘左右。

3. 浸泡 15 分鐘後，使用

海綿或牙刷輕柔刷洗髒污處。

4. 刷洗乾淨後，先將拉鍊

和扣子拉緊扣上，放在洗衣袋

裡，使用溫和低轉速的方式機

洗，第二次再用大量清水低轉

速清洗，最後進行脫水。

5. 將脫水完的羽絨外套放

在通風陰涼處晾乾，避免讓陽

光直接曝曬，因會導致衣物褪

色。

6. 最後將晾乾的羽絨外

套，吊掛在衣櫃收納，就完成

了。

◎ 文：Judy Huang

每到寒冷的冬季，羽絨外套就成了貨架上的熱賣單品。輕便、柔軟、保暖的特

性，也讓羽絨外套成為冬季衣櫥中的主角。不過，市面上琳瑯滿目、色彩繽紛的

商品陳列，有時還真難決定買哪件好。下面為您介紹羽絨外套的挑選、洗滌及保

養的方式。

羽絨外套的物理特性

羽絨外套保暖的原理，是

通過羽絨球狀纖維上密布無數

的細小氣孔吸收人體散發流動

的熱氣後，隔絕了外界冷空氣

的入侵，有效抓取熱空氣而隔

絕冷空氣，這樣體溫就不容易

散發出去以藉此達到保暖的作

用。

羽絨衣的填充物並不是全

都羽絨，而是由羽毛及羽絨混

合而成。目前市面上有兩種方

式讓羽絨外套更保暖 ：第一種

是增加羽絨的填充量。高含絨

量的羽絨具有較高的蓬鬆度，

其容納的不流動空氣越多，越

能產生高效的隔熱空間，保暖

性能也就越好 ； 第二種為提

高羽絨質量，以同重量的羽絨

來測試膨脹係數，膨脹係數越

高，同樣充絨量下的羽絨可以

固定更大體積的空氣層，保暖

性就越高。

羽絨外套的選購

挑選羽絨外套，可根據其

含絨量、充絨量、蓬鬆度，這

三者的比例來選擇。

1. 先評估自己所處的環

境，根據溫度來確定，買甚麼

樣的羽絨外套。如一般禦寒使

用，就可以選擇較為平價的羽

絨外套。一件短款的羽絨外套

一般含絨量在 50% 以上，充

絨量 130 克以上，蓬鬆度 600
以上，就是一件不錯的保暖羽

絨衣了。

2. 若是登山或是營地保

暖，則可以選擇價格較高的專

業登山羽絨外套，蓬鬆度要到

900 以上才夠保暖。

有登山或是滑雪的戶外活

動需求，對於重量就要求輕量

化。羽絨等級越高，重量則越

輕，價位也會比較高，同時還

需要考量表布及車縫工法。建

議以大品牌為主，若是有羽絨

脫落問題也能找到廠商維修。

選擇間隔多的款式，間隔

越多且密集，可以維持羽絨間

的活動在同一位置，能確保身

體每個部位都能保暖。

羽絨外套的清洗方式

羽絨外套大多以天然羽毛

或是絨毛作為填充的材質，也

就是以蛋白質纖維為主。

大部分人認為要乾洗才能

維持羽絨外套的特性，其實這

讓您更瞭解羽絨外套

羽絨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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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週發表在《美國醫學

會雜誌》網路版上的研究顯示，大約 59%
的新冠病毒傳播是由尚未出現症狀的人和

從不會出現症狀的無症狀者引起的。

研究人員根據研究結果表示，識

別和隔離有症狀的患者並不足以控制

COVID-19 的快速傳播。

「歸根結底，這種 SARS-CoV-2 病

毒結合了冠狀病毒家族的最佳特徵，獲得

了病毒的最佳『配合』特性，可以不被發

現，像野火一樣傳播。」生物防禦專家法

格布博士說。

根據這項研究中最新的估計，約有

30% 的 COVID-19 患者從未出現過症

狀，但他們傳播病毒的能力可以達到有症

狀患者傳播能力的 75%。

「SARS-CoV-2 利用了空氣傳播的高

感染率，及其『雷達下飛行』的策略，高

達 59% 的人們沒有出現症狀，或到了後

期才出現症狀，」法格布博士說。

當人們在知情的情況下生病並有症狀

時，他們更有可能自我隔離，因為他們不

想把疾病傳染給別人，也可能覺得自己病

得太重，無法繼續進行日常活動。

沒有症狀的人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感

染了病毒，這增加了他們在社區中外出並

將病毒傳給他人的機會。

「這很棘手，因為這些感染者中的許

多人感覺完全『健康』，他們會去參加聚

會、商店、餐館和從事體育活動，」耶魯

醫學急診醫生、《戰勝冠狀病毒》一書的

合著者凱倫 · 尤班尼可博士說。

無症狀檢測還有一個問題尚未解決，

那就是假陰性率很高，可能會給一些檢測

結果為陰性的人帶來虛假的安全感。

「即使是很好的陰性檢測，也只是在

那一刻的狀態，」尤班尼可博士說。病毒

有一個 14 天的潛伏期，所以當某人在某

天測試為陰性時，他可能在第二天測試為

陽性。

傳染病專家說，嚴格的安全措施——

戴口罩、物理距離、洗手——是控制沒有

症狀的人傳播的必要措施。

「應該優先對有可能將病毒傳播給他

人的無症狀人群進行檢測，這包括那些從

必要的國內和國際旅行回來的人，那些回

到學校的人，那些出現在基礎培訓的人，

那些需要醫療程序 / 手術的人，必不可缺

的工人，包括那些在商店和倉庫工作的

人，」尤班尼可說。

儘管很多人因新冠病毒患上嚴重的疾

病，甚至死亡，但是這個發現也同時表

明，新冠病毒並非導致所有的人患病。很

多人即使沾染或者攜帶了新冠病毒，身體

卻能夠安然無恙，從不出現發病症狀。

這給我們帶來反思，為什麼不同的人

對這種看似兇猛的病毒大流行反應截然不

同？目前沒有科學家和醫學專家專門給出

明確的解釋，只能概括地使用免疫力這種

說法。

我們試想一下，今天的封城、封閉經

濟以隔離人群的做法，如果對制止新冠病

毒的傳播真的有效，為何新冠病毒的患者

和死者卻越來越多？封城是否是人們擺脫

病毒肆虐的光明大道？

難道這些不發病的人體內天然具有對

病毒的免疫力？還是其他我們目前不能探

知的未知因素在對人體起作用？這個問

題，在當今科技昌明的時代，恐怕仍然是

無法得到答案的謎題。

大多數新冠病毒傳播者都是無症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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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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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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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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至 1 月 27 日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積分免費換豬排 !
3000 分可免費兌換
Western Family 豬肋排

特價
每磅1$ 99

新鮮豬腳帶骨
$4.39/kg

特價
每件9$ 99

Western Family
即食開心果
有殼 400g/
無殼 235g

特價
每個4$ 99

新鮮鳳梨
哥斯達黎加
進口 特大

特價
每磅1$ 49

特價
每磅2$ 49

特價
每個4$ 99

特價
每份7$ 00

特價
每件3$ 99

特價
100g2$ 39

特價
100g1$ 99

特價
/2件7$

買一送一！

進口黃金梨
$3.28/kg

進口
紅、青、黑提
$5.49/kg

KitKat 多款朱古力
180g/ 包

生 / 熟腰果

野生鱈魚扒

萬字胡麻油
148mL

免治牛肉
500g/份

Western Family
黑虎蝦 340g/ 包

哈根達斯
各款雪糕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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