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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cord-setting number of execu-
tive orders (EO) issued by President 
Biden in the first week of his admin-
istration has reversed many policie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ritics 
contend that although the new presi-
dent inherited a solid foundation from 
his predecessor, Biden has set an un-
mistakable tone that should concern 
Americans for the next four years.
  Among Biden’s EOs, a policy 
against discrimination may end up 
weakening physical protection for 
women and girls.
  In “Executive Order on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Gender Identity or Sexual 
Orientation”, Biden instructed all fed-
eral government agencies to redefine 
all anti-discrimination policies to in-
clude gender identity. This means that 
all services and amenities dedicated 
to women must also be open to men 
who identify as women. As advo-
cates for transgender rights celebrate 
the EO, many people worry that it 
weakened the protection for women 
and girls.
  The EO states, “Children should be 
able to learn without worrying about 
whether they will be denied access 
to the restroom, the locker room, or 
school sports.” While the actual regu-
lations are forth coming, it seems to 
imply that all levels of schools receiv-
ing any federal funding must make 
women’s sports, women’s rest rooms 
and locker rooms available to biologi-
cal males who identify as female.
  Within a few hours of taking office, 
Biden signed another EO to sto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ll along the 
US-Mexico border. On January 25, 
Texas Rep. Henry Cuellar announced 
that contractors working with the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 were notified that wall con-
struction in California, Arizona, New 
Mexico and Texas would cease on 
January 26.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egan the 
wall construction to curb illegal bor-
der crossing. Since the construction 
began, illegal border crossing indeed 
fell to the lowest level in many years. 
Last year, illegal immigration volume 
was 84% lower than a year ago.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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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巴黎協定》與世衛

1 月 21 日， 拜 登 上 任 第

一天頒布了美國重新加入《巴

黎協定》、叫停退出世界衛生

組織（WHO）等多項行政令。 
2017 年，「美國資本結構委員

會 」（American Council for 
Capital Formation）稱《巴黎協

定》在 2040 年之前將使美國損

失 3 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和 650 萬個就業機會。

2017 年 6 月，川普總統宣布退

出巴黎氣候協議，稱這項協議

極大的傷害了美國的利益。

澳 洲《旁 觀 者》（The 
Spectator ）刊文稱，拜登政府

推行的全球主義議程，將終結

川普的「美國優先」，開啟「美

國靠後」的時代。

保護自認女性的男性

拜登簽署了一項基於性別

歧視的行政令，責成政府重新

定義所有有關政策和法規，以

便納入「性別認定」（gender 
identity）。 這 意 味 著， 女 性

專用的所有服務和便利設施也

必須允許自認是女性的男性使

用。該行政令受到倡導變性的

活動人士的歡迎，但更多人認

為，它削弱了對婦女和女孩的

保護。

政府在具體情況下如何解

釋該命令還有待觀察，但其措

辭顯示，在聯邦資助的機構

中，女性體育運動、女性專用

的洗手間和更衣室將必須向生

理性別為男性、但自認是女性

的人開放，這些機構將包括所

有接受聯邦政府撥款的各級學

校。該命令規定：「兒童學習，

應該可以不必擔心他們是否將

被拒絕進入洗手間、更衣室或

參加學校體育活動。」

美墨邊境牆已停止建設

拜登上任後數小時內簽署行

政令，停止美墨邊界牆項目的建

設。（下轉 A2）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拜登政府執政的第一

週，新政策的頒佈和實施備

受關注。目前，拜登已簽署了

多項行政令推翻川普政府政

策，遭到多方批評。批評指

出，儘管繼承了上届政府的

良好遺產，但從新政府前幾

天的作為，已經可以清楚地

看到未來4年的情況。

BIDEN’S POLICIES WORRY MANY AMERICANS

拜登新政
向左轉

1月26日拜登在白宮召開記者會（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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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1 月 25 日， 德

州 眾 議 員 奎 利 亞 爾（Henry 
Cuellar）表示，與美國海關與

邊境保護局（CBP）合作的承

包商已接到通知，在 1 月 26 日

前，停建包括橫跨加州、亞利桑

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德克薩斯州

的所有邊境牆項目。

邊境牆是川普政府時期一項

主要的行政措施，旨在遏制非法

跨境活動、增進國家安全。自從

修建邊境牆後，非法跨境活動降

至多年來最低，非法移民比去年

同期減少 84%。

美國南部陸地邊境中，德州

與墨西哥的邊境線佔近一半。川

普政府邊境牆的工程進度安排

上，邊境牆尚未開工的部分，幾

乎全部在德州境內，折射了川普

政府在邊境牆建設的優先等級安

排上富有遠見。

德州反擊

拜登在就任首日簽署了一

項行政令，為大約 1,100 萬生活

在美國卻沒有合法身份的人提

供 8 年獲得合法公民身份的途

徑。並又下令國土安全部代理

部長戴維 ‧ 佩科斯克（David 
Pekoske）發表備忘錄，要求

從 1 月 22 日起暫停驅逐非法移

民，為期 100 天。

26 日，德州地區法官提普

頓（Drew Tipton）做出裁決，

暫停拜登下達的 100 天內不遣

返移民的決定。使得拜登引進大

量非法移民對美國灌水的舉措迅

速遭到法律挫敗。有效期為 14
天，預計拜登政府可能會在此期

間提出上訴。

API副總裁： 
拜登是個工作殺手

拜登重啟《巴黎協定》時，

撤銷了美加輸油管道「基石

XL」（Keystone XL）項目的許

可證，美國石油學會（API）負

責政策、經濟和監管事務的高

級副總裁弗蘭克．麥克基羅拉

（Frank Macchiarola）1 月 23

日《布萊巴特新聞》稱，拜登是

個工作殺手，如果拜登永久禁止

在聯邦土地和水域開採石油和

天然氣的話，會讓美國失去 100
萬份工作。

麥克基羅拉認為，拜登在

頭幾天裡推出的政策應該讓

所有美國人都感到擔憂，「我

認為拜登政府的頭四天已經

清楚地說明瞭未來四年的情

況。拜登總統上任給經濟帶

來巨大阻力，給勞動力市場

帶來難度，儘管此時他繼承

了一個由美國頁岩氣革命而

變得強大的能源業。」

麥克基羅拉表示，由於美

國有自己的能源，減少了對外

國能源的依賴，降低了家庭使

用能源的成本。他指出，拜登

政府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維

持美國的能源領先地位，保持

和支持美國的經濟復甦，另一

個是推行破壞就業的政策，同

時增加能源的進口。

美國之音執行長被辭職

川普政府去年 4 月指出，

《美國之音》每年獲得納稅人

約 2 億美元的資助，然而，卻

淪為對手的傳聲筒，而不是為

其公民說話。歷經 4 年的法律

程序，去年，由川普提名、參

議院任命的「美國全球媒體總

署」（USAGM）執行長派克

（Michael Pack）才剛剛上任。

1 月 11 日，派克安排國務卿

蓬佩奧在美國之音總部發表演

講，蓬佩奧呼籲美國在最艱難

時要確保自由的聲音，不要替

中共傳聲。

但這些努力在拜登剛上任就

被逆轉。拜登要求派克辭職，並

任命在美國之音工作了近 40 年

的記者趙克露（Kelu Chao）臨

時接替全球媒體署的代理首席

執行官。 1 月 21 日，趙克露

已將派克聘用的美國之音總監

羅伯特．雷利（Robert Reilly）
和副總監伊麗莎白．羅賓斯

（Elizabeth Robbins） 解 職。

《華盛頓郵報》指出，拜登政府

任命趙克露，標誌著美國新聞機

構恢復到派克上任前的狀態。

1 月 22 日，《國家脈搏》報

導，大選後，美國社會對媒體的

信任度已降至歷史最低點，超過

半數的人不再相信媒體。 56％
的美國人認為，新聞記者故意掩

蓋事實，報導假消息，或嚴重誇

大其詞，蓄意誤導公眾。 58％

的美國人認為，大多數新聞機構

在報導中刻意支持特定意識形態

或政治立場，而不是以報導事實

為準則。

麥卡錫批評拜登新政

1 月 23 日，眾議院少數黨

領袖麥卡錫接受福克斯採訪時

稱，拜登政府上任第一週頒布的

政策將「美國放在最後，把中共

放在首位」。麥卡錫說：「請看

本屆政府的第一週，受益的是俄

羅斯、中共、我們的對手，而不

是美國人民。」

麥卡錫批評了拜登發起

的「不創造新美國職位的運

動」，對於拜登終止修建邊境

牆的行政令，麥卡錫表示，

政府正研究重新分配修建隔

離牆的資金，與此同時，至

少 9000 名宏都拉斯移民正在

前往美墨邊境。「這只會擴大

（移民問題）」。

麥卡錫警告稱：「他們相

信這位新任總統正在歡迎他，

而這正是他在做的事，即停止

建牆，讓他們來，因為他將為

他們提供公民身份，而不是為

超過 1000 萬失業的美國人提

供工作。」

    

拜登新政向左轉
  Biden also revoked the permit for 
the Keystone XL pipeline project 
between the U.S. and Canada. Frank 
Macchiarola of the American Petro-
leum Institute (API) declared in a 
January 23 Brebart News interview 
that Biden was a job killer. He pro-
jected the U.S. would lose 1 million 
jobs if Biden permanently banned oil 
and gas extraction on federal land and 
waters.
  “President Biden comes into of-
fice with a real economic headwind 
and a difficult labor market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inherited an energy 
[landscape] that’s stronger because of 
America’s shale revolution,” stated 
Macchiarola. “We’ve produced lower 
household energy costs as a result of 
U.S. energy and less reliance on for-
eign energy sources.”
  However, he asserted, “the first few 
days should concern all Americans 
because the administration is clearly 
taking actions that are going to harm 
the economy and cost Americans 
jobs.” Macchiarola warned, “the 
president has a choice to make: He 
can maintain U.S. leadership and 
maintain and support our economic 
recovery with American energy or he 
can pursue policies that destroy jobs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 energy 
imports.”
  In April 2020, former president 
Trump pointed out that Voice of 
America (VOA) received $200 mil-
lion in annual taxpayer funding, yet 
it was too soft on China and did not 
defend American value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fter years of legal wran-
gling, Trump was able to nominate 
Michael Pack to head the 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USAGM), which 
oversaw VOA.
  Earlier this month, over objections 
from employees, VOA invited out-
going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
peo to broadcast a speech. In his 
speech, Pompeo called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ensure a free voice during 
the most difficult times and not to 
speak for the CCP.
  However, Pack resigned after only 
8 months on the job. “I serve at the 
pleasure of not one particular presi-
dent, but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it-
self,” Pack wrote to Biden on his first 
day in office. “Your administration 
has requested my resignation, and 
that is why I am tendering it.”
Biden promptly appointed Kelu 
Chao, a 40-year veteran reporter for 
VOA , to be the acting CEO of US-
AGM. On January 21, Zhao fired 
Pack hires Robert Reilly and Eliza-
beth Robbins from their VOA posi-
tions as director and deputy director, 
respectively.
  “Most if not all of us are celebrat-
ing Pack’s resignation as the first 
step toward a return to normalcy,” a 
journalist said to Washington Post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川普週四會見眾議院共和黨領袖
【看中國訊】有消息人

士1月27日向CNN證實，
川普預計將於週四（28日）
在佛州與眾議院少數黨領

袖凱文‧麥卡錫（Kev in 
McCarthy）會面。

另 一 位 知 情 人 士 稱，

會 面 是 由 麥 卡 錫 提 出 的。

Punchbowl 首先報導了這次會

面的消息。美國媒體 NBC1 月

27 日下午引述兩位知情人士的

消息說，前總統川普準備為國

會參議院的第二次彈劾案提交

書面辯護信。參議院計畫 2 月

8 日起開始彈劾審訊，並要求

川普在 2 月 2 日之前提交反駁

材料。

目前，剛卸任總統職位的

川普正在佛州，擴大他的法律

團隊，應對民主黨人對他的第

二次彈劾。知情人士表示，川

普正在考慮發表相關聲明，但

不打算出庭為自己辯護。

眾議院在 13 日基本按照

美墨邊境圍牆。（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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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派路線進行投票，以 232 對

197 票通過彈劾議案，指前總

統川普煽動暴民 1 月 6 日襲擊

國會大廈，犯有「嚴重罪行與

不檢行為」。

川普的盟友透露，川普

對週二（26 日）參議院共和

黨人在彈劾問題上的立場感

到「鼓舞」，認為延遲審訊有

利於他。參議院共 50 名共和

黨人，其中 45 名共和黨參議

員週二投票支持駁回前總統

川普的第二次彈劾審訊，認

為彈劾前總統違反憲法程序。

這次投票被視為共和黨

人為 2 月的彈劾案試水溫，

民主黨極有可能拿不到足夠

的票給川普定罪。給前總統

川 普 定 罪 需 要 至 少 拿 到 67
票，也就是投票反駁的共和

黨人不能超過 33 人。週二的

45 票反對已經遠超過彈劾需

要的票數。

北達科他州參議員凱文 ‧

克拉默（Kevin Cramer）說，

上週六他接到了前白宮政治

主 任 布 萊 恩 ‧ 傑 克（Brian 
Jack）的電話，主要內容是對

外確認川普沒有開始組建新政

黨的計畫。

川普的海湖山莊（網絡圖片）

http://www.cathychen.ca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3看加國Canada2021年 1月 28日 — 2月 3日    第 143期    

【看中國訊】總部位於多倫多的

Providence Therapeutics 公司表示，他

們研發的 COVID-19 疫苗週二（1 月 26
日）在多倫多開始人體臨床試驗。該疫

苗計畫在卡爾加里生產。

據 CBC 報導，表示，第一階段試驗

中，將給 60 位成年志願者打 3 針，其中

給 45 人注射疫苗 PTX-COVID19-B，給

另外 15 人注射安慰劑。

該公司首席執行官索倫森（Brad 
Sorenson） 說， 這 是 加 拿 大 研 發 的

COVID-19 疫苗首次開始臨床試驗。該

公司已在卡爾加里購買了生產廠房，為將

來批量生產疫苗做準備。

索倫森說，Providence 研發的疫苗

與 Moderna 類似，可引發人體的免疫反

應以對抗新冠病毒。Providence 於去年 3
月設計並製造了該疫苗。「我們在不到一

年的時間內就從概念進入臨床，期間沒有

得到與同行那樣的支持」他說。

加拿大聯邦政府通過工業研究援助計

畫為早期臨床試驗提供經濟資助和支持。

目前，加拿大仍不具備生產數百萬劑冠

狀病毒疫苗的能力。所以加拿大政府與

外國製造商輝瑞（Pfizer-BioNTech）和

Moderna 達成交易，以獲取大量疫苗。

索倫森說，Providence 公司在疫苗

臨床試驗前，已開始建設批量生產設施。

該公司在卡爾加里購買了 2 萬平方英尺

的生產設施，其中 1.2 萬平方英尺的空間

可用於疫苗批量生產。預計該設施可以在

2 個月內準備完畢並投入使用。

他說，在獲得監管部門批准後，較大

規模的 2 期試驗將在 5 月開始，實驗對

象將包括 65 歲以上的成年人、18 歲以下

的年輕人及孕婦。

如果在臨床試驗中證明該疫苗安全及

有效，並可得到加拿大衛生部批准，該公

司的目標是在 2022 年 1 月前將此疫苗投

放市場。

加 拿 大 其 他 COVID-19 疫 苗 研

發也在緊張進展中。魁北克製藥公司

Medicago 去年 7 月開始對其 COVID-19
疫苗進行臨床試驗，該疫苗基於另一種

技術，目前正在進行最後一期（第 3 期）

臨床試驗。Medicago 計畫在美國北卡羅

來納州生產大部分疫苗。還有來自薩斯卡

通的一種被稱為VIDO-Intervac的疫苗，

研發機構目前正在為哈利法克斯的第一階

段臨床試驗招募志願者。

【看中國訊】聯邦國會眾議院週一（1
月 25 日）復會，有國會議員呼籲渥太華

應仿效美國的作法，將中共在新疆地區鎮

壓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的行為，視為犯下

了「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加拿大維吾

爾族社區期待渥太華對北京拿出實質有效

的嚴厲反擊措施。

保守黨影子外交部長、華裔國會議員

莊文浩（Michael Chong）和國會議員、

保守黨影子國際發展與人權部部長吉努斯

（Garnett Genuis）星期天（1 月 24 日）

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說，包括加拿大國際人

權委員會和兩屆美國政府在內的機構已經

認定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人犯下了種族

滅絕和反人類罪，包括系統性人口控制、

性暴力和大規模拘押。聲明說，這反映了

中國政府漠視人權和國際法的行為正在升

級，被迫害的對象包括香港人民、藏人、

法輪功成員、基督徒和其他少數民族和宗

教人士。

聲明說：「保守黨看重多邊合作應對

粗暴踐踏人權行為的重要性，因為，我們

敦促特魯多政府與拜登政府一道，正式認

定中國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並敦促政

府鼓勵其他盟國也這麼做；最後，我們敦

促政府與美國等盟友們一道，協調行動對

這一種族滅絕行為做出回應。」

保守黨雖然是國會反對黨，但執政的

自由黨內不少國會議員亦認同新疆維吾爾

人正遭遇水深火熱的困境。去年 11月由自

由黨主導的國際人權委員會就發表聲明，

宣布中國對維吾爾人進行種族滅絕。執

政自由黨國會議員薩默．祖貝裡（Sameer 
Zuberi）說，加拿大必須要有所行動：「我

們要為維吾爾人開闢難民庇護管道，讓他

們脫離魔掌；我們要全力幫助被中國關押

的維吾爾人，例如拯救多年來被囚禁的加

拿大人玉山江是重中之重。」

溫哥華維吾爾協會負責人瑪賽迪克．

特妮莎 (Matsedik Turnisa) 於 2006 年移

民到加拿大，目前是一名護士，她說加拿

大至少有兩千名維吾爾人，很多家庭都和

她一樣有著說不出的苦痛。「我已經 4 年

都沒有家人的消息了，我丈夫的父母和兄

弟姊妹也都和我們失聯了，這樣的悲劇不

斷上演，沒有停過，中國政府完全是騙

子，企圖掩蓋一切。」

為了親友和族人，她常出現在許多抗

議中國政府的公開活動上，因此她接過好

幾次匿名電話威脅她要「注意一點」。特

妮莎說，這正代表中國統戰部門在加拿大

的影響力有多大，他們在新疆遭迫害，在

加拿大也不得安寧，如果渥太華不能嚴肅

地看待這樣的問題，代表所有加拿大人所

嚮往的自由，正義和和平都可能付之東流。

美國前川普政府在卸任前宣布認定中

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犯下了種族滅絕和反

人類罪。對前川普政府的這一表述，拜登

政府的國務卿人選布林肯表示認同。不

過，針對中國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和反

人類罪，新上任的白宮團隊還沒有表明會

採取什麼具體的應對措施。

【看中國訊】這是一份最甜的工作，

因為可以吃到 3000 種糖果，這也是個真

的會讓很多人羨慕、但也會望之卻步的一

個工作。加拿大一家公司的招聘廣告說：

「你愛糖果和朱古力嗎？假如你愛的話，

那這就是你的理想職位了！」

這家位於加拿大安省密西沙加的

糖 果 公 司 名 為 Candy Funhouse， 目

前正在聘請全職或兼職的「糖果專家」

（candyologists），職責是品嚐糖果和朱

古力，更可以在家工作。

該公司說：「應徵者應該對糖果產品

充滿熱情以及渴望嘗試，我們希望對將要

進行口味測試的產品，尋求誠實和客觀的

意見。」

根據發布的職位描述，獲聘的應徵者

將負責品嚐和評價 3000 多種糖果和巧克

力產品。他們需選擇出 100 種產品作為

該品牌的一線產品。

最令人興奮的是，這份工作可以遠程

做，受聘者可以拿著 30 加元的時薪在床

上吃巧克力，絕對是夢幻工作。

申請截止日期為 2021年 2月 15日。

新冠病毒資訊

若您因需要隔離、照顧隔離者、或因生病而無
法工作，您可獲得經濟上的支持。

若您被艾伯塔衛生服務廳要求自我隔離，但
無法在家安全地隔離，請聯繫211。

為自我隔離 
提供的 
經濟支持
請致電211獲取詳情

alberta.ca/covidtranslated

解更多資訊

加國製新冠疫苗開始人體試驗

（Shutter Stock）

反對黨敦促政府認定中共對維族人犯下種族滅絕罪

加國最甜工作：
時薪30元在家試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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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女

兒習明澤幾乎未曾公開露面，外界對她所

知甚少。近日海外媒體曝光，因公開習明

澤個人信息，大陸 24 名少年網民被判重

刑。當局為抓捕這些少年，中共曾成立特

別專案組。然而，24 人投訴遭酷刑逼供，

屈打成招。

2020 年 12 月 30 日，廣東省茂名

市茂南區法院一審宣判 24 人在一宗網路

案件中罪成，其中年僅 20 歲、被指控為

「主犯」牛騰宇獲刑 14 年並處罰金 13 萬

元。

1 月 26 日，自由亞洲電臺報導說，

這宗被指高度政治化的案件，因習近平女

兒習明澤及習近平姐夫鄧家貴的個人信息

被公開而起。牛騰宇及其他獲刑者的母親

均擬提起上訴。

牛騰宇母親接受自由亞洲採訪時說，

牛騰宇在 2019 年 8 月被抓捕，因為習明

澤的照片被人傳到「支那（維基）」網站

上，被中央發現後成立一個專案組，然

後，在全國出動大批警力抓這些會員，但

是經過嚴格審訊後他們都是無罪的，各地

警方就給釋放了。

她說，茂名警方在利益驅使下昧著良

心把案件拔高，宣稱獻了一份中共建政

70 週年大禮，上報至中共公安部「破獲

了一起與反華勢力相勾結的惡勢力集團大

案」。

牛母介紹，牛騰宇在單親家庭長大，

跟隨母親到河南焦作生活，因學籍問題，

於 13 歲輟學，之後自學計算機知識，於

2014 年獲得西安中國網路安全技能大賽

第三名，雖然獲多所大學招攬，但為了照

顧家人，牛騰宇放棄進入大學的機會，靠

編寫軟體為生。

她譴責當局使用酷刑逼供手段。她

說：這些孩子們根本就不是上傳照片的

人，而是代罪羔羊。警方給這些孩子找證

據，剝奪人權，把這些孩子關押在類似納

粹集中營的看守所，每天對他們逼供誘

供、威脅恐嚇……

牛母說，特別是其子牛騰宇，警方讓

他承認自己是主犯，他說他不是主犯，警

方酷刑折磨他，毆打、吊他，不讓他睡

眠，他一條胳膊被打殘了，然後就是挨

餓，特別殘酷的手法，他被打暈過好幾

次，再用涼水給他潑醒接著打，然後逼迫

他承認自己是主犯。

居住在紐約的中國民主黨成員陳闖創

表示，除口袋罪「尋釁滋事」外，當局以

「泄露公民個人隱私」等為由對 24 人判

罪，「人肉搜索」在中國網路比比皆是，

該案被政治化操作的整個過程，只是因為

涉及習近平家屬信息。

陳闖創說：因為本案牽扯到了中共最

高領導人習近平的親屬，一個是他女兒的

身份證；一個是他姐夫鄧家貴的信息，本

案的發生直接是一個政治性的事情。

陳闖創也指出，案件也折射出在中國

的數字集權下無人是安全的，而最大的侵

犯公民隱私權正是中共當局。另外他也指

出案件為炮製主犯，出現很多辦案程序和

不公問題。

針對此案，中共公安部為此特別成立

了「1902136」專案組，並交於各地警方

辦理案件，廣東茂名市茂南網警大隊也是

辦案單位之一。

2019 年 6 月 14 日，茂名警方出動

警力，在全國範圍內瘋狂大抓捕，從吉林

長春到新疆維吾爾，從河北張家口再到上

海楊浦，從山東淄博到黑龍江，從福建三

明市再到廣東湛江……

導致許多家長數日內不知孩子的去

向，甚至因孩子的失蹤而住進了醫院，幾

十個家庭都在萬分焦慮中度日如年。

有網友揭露，廣東茂名警方誘捕在國

外的主謀不成，只抓到在上海的主事者，

上海原公安高層龔道安在接受賄賂後放

人。為栽贓牛騰宇成主謀，把他在逮捕以

後關在看守所裡改為監視居住提出看守

所，從而單獨施加酷刑 40 天，刑訊逼供

造假證詞。

據報，1992 年出生的習明澤是習近

平的獨生女兒，小名木子，大名習明澤，

她在美國讀書時十分低調。美國《紐約

客》雜誌曾引述消息稱，習明澤利用化名

在哈佛大學主修心理學和英文，瞭解她真

正身份的人不超過 10 個，僅限於親密的

友人和幾位教職人員。

據海外中文媒體曾報導，為了確保習

明澤的生命安全，中央警衛局明令不能流

傳出半張她的相片。習明澤自 16 歲之後

就從未在媒體露面，迄今為止，外界只能

看到她幼年和少女時代的照片，成年以後

的樣貌，除了與她最親近的家人和親友

外，幾乎無人知曉。

習明澤 18 歲時，於 2010 年 5 月前

往美國哈佛大學讀本科心理學，取了個化

名叫「楚晨」（Chen Chu）。
據哈佛大學一位名叫 David 的老師

透露，有中國派去的保鏢 24 小時保護習

明澤，美國聯邦調查局也加派人手暗中保

護。

2014 年在哈佛大學心理學取得學士

學位後，習明澤被父親召回國，並作為特

別幕僚輔佐父親。習明澤還運用自己在哈

佛學到的知識，提出諮詢意見，成為習的

形象顧問，在政治上挺習護習的「學習小

組」即為其策劃。為培養習明澤的政治素

質，習近平多次在出國訪問時將女兒帶在

身邊。

2018 年 3 月 17 日，明鏡新聞網的

視頻節目引述北京消息，大權在握的習近

平現在正為女兒的婚事而「頭痛」。習明

澤的哈佛同學透露，習明澤雖樣貌平凡，

但性格開朗、天真，還帶點男子氣概。在

哈佛唸書時，她與一般學生一樣，亦愛逛

街、坐地鐵。

從哈佛畢業後回到中南海，習明澤感

覺生活比較沉悶，有時她會任性地希望坐

地鐵外出逛街。每當這個時候，中南海的

保鏢和便衣們只好「外三層、裡三層」地

對她進行安全保護。

【看中國訊】週一（1 月 25 日），美

國國務院和疾控中心（CDC）發布消息

提醒所有旅客，從 1 月 26 日開始，所有

兩歲及以上的旅客，在抵達美國前，必須

提供武漢肺炎病毒檢測陰性或康復證明，

才可以入境美國。這項命令同時適用於外

國公民和美國公民。

據國務院官方網站 1 月 22 日對外公

布的消息，美國公民應該重新考慮非必要

的出國旅行計畫。執行這一命令後，必須

出國旅行的人應認真考慮以下問題：

1、可能難以及時獲得病毒檢測。

因為及時獲得病毒測試機會和得到檢

測結果的等待時間，在世界各地差別很

大。如果被檢測出陽性，旅行者就不得不

留在國外。

2、可能很難獲得醫療保健或資助。

旅行者應該意識到，世界各地的醫療

服務的可用性和質量參差不齊，而且（美

國）私人醫療保險可能不包括在國外旅

行時所發生的費用。

美國國務院和 CDC 強烈建議美國公

民重新考慮出國旅行計畫，並推遲所有非

必要的旅行。海外的美國公民也應密切關

注當地公共衛生和移民部門的指導。

上週，加拿大也宣布了史上最嚴的入

境新規。所有準備入境加拿大的乘客在登

機前必須出示 72 小時之內的 COVID-19
陰性檢測報告，否則不能入境加拿大。

報導稱，加拿大入境新規生效後，西

捷航空當天就禁止了 10 名沒有提供合格

病毒測試陰性結果的乘客登機。包括加航

在內的其他航空公司反饋，每天都有人因

為這個原因被拒絕登機。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Communist China recently sent warplanes 
into Taiwan’s Air Defense Identifica-

tion Zone (ADIZ) for two consecutive days. 
On Saturday, the communist regime sent 13 
planes, including fighter jets, nuclear-ca-
pable bombers, and anti-submarine aircraft. 
On Sunday, China sent in 15 planes includ-
ing a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anti-submarine 
planes, and stealth-capable aircraft. This is 
the largest border violation communist China 
has committed against Taiwan in recent 
memory. Many security experts believe that 
Beijing is sending an aggressive message to 
Washington with these action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has asked the 
communist Chinese regime to stop its mil-
itary pressure against Taiwan. It advised 
the government to focus on meaningful 
dialogue. It pledged “rock-solid” support to 
Taiwan and promised assistance to ensure 
the island nation has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You Si-kun, president of Taiwan’s democrat-
ically elected parliament, thanked the Amer-

ican government for responding to commun-
ist China’s aggression. Former Taiwanese 
fighter pilot Chang Yen-ting said that Beijing 
is testing the US to see how the new presi-
dent and secretary of state will react. 

  Taiwanese military analyst Cheng Chi-wen 
warned that 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react 
aggressively to communist China’s actions 
against Taiwan, Beijing will get increasingly 
emboldened with its plan to annex the island.

  China analyst Tang Jingyuan said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riticized the incursion 
into Taiwan in a polite manner.

  It suggested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
strait issues” rather than issuing a stern warn-
ing to Beijing against any military advances 
to Taiwan. This kind of ‘softened message’ 
worries many Taiwanese nationals who are 
getting increasingly apprehensive about 
America’s support. 

  “What did Taiwanese media talk about dur-
ing the Trump times? It’s abou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orge ties with Taiwan. 
What are they discussing now? About wheth-
er the United States will offer protection [to 
Taiwan]—there’s a world of difference,” he 
told The Epoch Times.

  An op-ed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state-
backed Global Times argues that the inter-
action between China, Taiwan, and the US 
has been broken and has become too difficult 
to repair. It accuse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f pushing the Taiwan situation to the edge of 
collapse. The op-ed warned Biden to distin-
guish itself from the “mischief”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iden must send a clear pol-
itical signal affirming its commitment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that proposes Taiwan as 
a part of China. If Biden fails to do so, the 
situation might “get out of control.”

  A US carrier group led by USS Theodore 
Roosevelt entered the South China Sea 
amidst simmering tens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ommunist China. US military said that 
the aim of the journey is to promote “free-
dom of the seas.” The ships entered the South 
China Sea on the same day that Chinese 
planes breached Taiwan’s airspace. The Chi-
nese foreign ministry objected to America’s 
presence in the region, claiming that the US 
simply wanted to “flex its muscles.”

  US Navy Rear Admiral Doug Verissimo, 
commander of the strike group, said that the 
vis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peace. 

  “After sailing through these waters through-
out my 30-year career, it’s great to b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gain, conducting routine 
operations, promoting freedom of the seas, 
and reassuring allies and partners… With two-
thirds of the world’s trade traveling through 
this very important region, it is vital that we 
maintain our presence and continue to pro-
mote the rules-based order which has allowed 
us all to prosper,” he said in a statement.

中共軍機擾台 試探拜登政府
Communist China Breaches Taiwan Border

Sends Aggressive Message to Biden Administration

泄露習近平女兒習明澤身份
24名網民集體獲刑

26日起必須提供新冠陰性或康復證明才可入境美國

網傳習明澤（楚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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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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 J-16 Fighter

https://avalonmasterbuilder.com/rockland-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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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苗青綜合報導】卡城地產

局（CREB）在 27 日發布年度預測報

告表示，卡爾加里的住房市場預計將

在 2021 年取得溫和程度的增長，但是

COVID-19 疫苗推出的時間以及與大流

行相關的其他未知因素可能會給復甦帶來

壓力。

CREB 認為，預計到 2021 年卡城的

房屋銷售將以每年 5％的速度增長，這是

2020 年下半年的增長勢頭的延續，實現

了過去五年來最強勁的銷售。 2020 年下

半年獨立屋成交量增幅大，源自于較低

的貸款利率和較低的價格以及庫存量下

降等。

CREB 的首席經濟學家盧瑞（Ann-
Marie Lurie）認為，2021 年年初，卡

城住宅市場的交易會比往年更均衡。她

（Lurie）在接受採訪時說：「長期以來，

我們一直在為過多的供應而苦苦掙扎，然

後看到這種供應量因為疫情而銳減，這真

的令人感到意外。」

儘管 COVID-19 病毒流行可能會導

致許多房主將待售的房屋推遲上市，導

致供應減少，但隨著對病毒傳播擔憂的

減輕，預計 2021 年新的房源將再次增

加。供應量的增長可能會抵消部分銷售增

長，從而減緩價格的漲幅。CREB 預測，

2021 年的卡城交易房屋的房價將上漲超

過百分之一。

不過，盧瑞承認，2021 年還有許多

未知數，包括疫苗推出的速度以及英國變

種和其他新病毒株的到來。如果疫情帶來

進一步的限制和關閉，或者導致更多的破

產和失業，房地產市場將受到重大影響。

卡城房地產經紀人還觀察到了 2020
年期間一些有趣趨勢，比如去年市中心和

一些最昂貴街區的房價一直在下降，但在

南部和東南部等低價地區的房價卻有所上

升。「很多人仍然認為卡城是買家市場，

但對於許多受歡迎社區中的高價房屋來

說，這是賣家市場。」CREB 董事會主

席兼 Re/Max Professional Realty 房地產

經紀人漢姆（Lorna Hamm）在接受採訪

時表示。

在 2020 年下半年，卡爾加里周圍

的一些小鎮的地產銷售也猛增。例如，

Airdrie 的銷售活動同比增長 18％，在

Cochrane 增長了 16％，達到 2014 年峰

值以來的最高水平。盧瑞認為，原因之一

可能是，在經濟困難時期，買家正在尋找

價格更便宜的社區。如果通勤時間不再成

為問題，那麼疫情期間在家工作的可能

性，也可能導致一些購買者重新考慮他們

安家的地方。盧瑞說：「我們不知道是否

有真正的轉變。這是我們將來將要觀察的

事情，看它是否會繼續下去。」

亞省住房負擔力報告出爐

【看中國訊】Trico Homes 近日宣布

與 Trico Center 家庭健康中心更新了冠

名以及贊助協議，為期 10 年。早在 2008
年，Trico 就以 150 萬加元的冠名贊助在

卡爾加里支持社區休閒和健康事業。現在

Trico Homes 成為 Trico Center 第一個

以追加 200 萬加元的投資，擁有 20 年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公司。

Trico Center 位於卡爾加里南部，是

非營利性社區經營的健身中心。它與 34
個卡爾加里南部社區協會合作，以獨特

的社區夥伴關係模式運營。Trico Homes
營銷副總裁帕默（Wanda Palmer）表

示：「聽說 Trico Center 於 38 年前的這

一天開始營業，我們開啟了新一輪合作的

篇章，再沒有比在這一天開始更合適的日

子。」「Trico Center 匯聚了各個年齡和

背景的人們，看到這個緊密聯繫的社區已

經發展壯大，我們感到非常驚奇，期待在

未來的 10 年，繼續為卡城家庭的娛樂和

健康提供支持未來。」

Trico Center 的代理總經理麥克姬

（Sheryl McGie）表示「Trico Homes 和
Trico Center 的運作都具有許多相同的價

值觀和目標，我們都致力於創建充滿健康

和充滿活力的居民社區，我們為這種合作

感到自豪。」

Trico Homes 的贊助資金將用於未

來Trico Center的資本支出和設施改善。

卡 城 的 Nenshi 市 長，Stephanie Kusie
和 Jeremy Farkas 市議員也通過視頻表示

了祝賀。

【看中國訊】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地產經紀公司前不久經手加拿大

安省度假區一套 2 臥 1 衛破舊不堪的小

房子，要價 59.9 萬元，上市僅 2 天就以

87.5 萬元價格成交。

當地經紀認為，買家對當地物業興趣

無絲毫減緩跡象，導致這一切背後的原因

是供應遠遠跟不上需求。房源稀少，買家

眾多，導致一套物業多個買家下單擡價爭

搶現象。買家們爭搶的，不是幾百萬元、

拎包入住的豪華度假屋，而是許多買家專

門點名要買破房子，他們的目的不是房子

本身，而是地塊，買下後推倒重建。

在度假屋的出租方面，去年夏季疫情

嚴重衝擊度假市場，許多人窩在自家度假

屋中度假，導致市場上短租度假屋緊缺。

現在許多人從中吸取教訓，從去年 8、9
月早早開始預訂今夏度假屋。如果現在才

開始預訂，很可能已經租不到了。

CREBCREB：卡城住房市場的復甦充滿變數：卡城住房市場的復甦充滿變數

（Shutter Stock)

Trico Homes和Trico家庭健康中心 宣布20年合作夥伴關係

Trico Center (Trico)

買家瘋搶的度假屋 有什麼特點？

購房
律師費
全免

搬家資訊
綜合服務

精心打造
室內設計
方案可選

今天就上網查詢購房
福利以及更多相關信息吧！

一起來了解

的便捷

購房精髓。

Introducing
Excel’s easy
home essentials.

Simplifying your journey home. EXCELHOMES.CA

FIND OUT ABOUT THESE
AND OTHERS ONLINE TODAY!

FREE LEGAL
CLOSING
FEES

MOVE-IN
HOME
CONCIERGE

CURATED
DESIGN
SELECTIONS

簡化您的回家之旅。

Introducing
Excel’s easy
home essentials.

Simplifying your journey home. EXCELHOMES.CA

FIND OUT ABOUT THESE
AND OTHERS ONLINE TODAY!

FREE LEGAL
CLOSING
FEES

MOVE-IN
HOME
CONCIERGE

CURATED
DESIGN
SELECTIONS

https://www.excel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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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導】中國

民營企業家間私下組成的的頂級圈子「泰

山會」日前解散。由於阿里巴巴創辦人馬

雲也曾是裡面的一員，引起外界關注。此

前，馬雲擔任校長的湖畔大學雲南分校建

設項目也遭終止。有學者認為，北京已經

意識到商人聯合的危險性，因此果斷出

手，下一步可能是關閉湖畔大學。

1 月 23 日，中國大陸「三言財經」、

「徵探財經」等財經新媒體發布消息稱，

神祕的商會「泰山會」已經解散，並且已

向當局完成註銷泰山會有關的登記手續。

這個中國富豪們最神祕的會所遭解散

後，引起網絡關注。網友評論說：「如今

風向變了，拉幫結派犯忌，這些人全是人

精不會嗅不出味道。」

泰山會由於其成員各個資歷顯赫，資

產雄厚，且多為大眾所熟知，尤其是聯想

集團創始人柳傳志、巨人網絡董事長史玉

柱、四通集團公司董事長段永基，以及阿

里巴巴創辦人馬雲等人，因而名聲大噪。

由於泰山會在成立之初會員就達成一致：

聚會時不錄音、不記錄、不邀請當地領

導、不對外宣傳。因此泰山會被認為是中

國最神祕的商會。

有報導稱，馬雲在柳傳志邀請下加入

泰山會。 2015 年，馬雲曾參加了在遠大

城召開的泰山會冬季年會。後因馬雲請假

頻繁而退出。

泰山會發起於 1993 年末，正式成立

於 1994 年夏，最終結束於 2021 年初。

27 年前，一批中國民營企業家匯聚一

堂，同舟共濟，共同討論企業發展；泰山

會首批成員共有 15 家企業掌門人，多年

來成員變動並不大，人數保持在 20 人以

內。

泰山會因為掌握了相當一部分的權力

和優勢，使得成員們能夠在一定範圍內做

成他們想做的任何事情。

據稱，泰山會解散的原因是內部會員

分歧較大，矛盾較深。不過，中國門戶網

站《網易》1 月 25 日刊發文章分析指，

雖然近年來泰山會成員之間理念不合，創

始人段永基甚至在 2017 年宣布退會，但

都沒有影響到泰山會的運作。

報導指出，2018 年以來有輿論把泰

山會等比作明代東林黨人結社，讓泰山會

的處境越發微妙。此外，曾經是泰山會會

員的馬雲，去年在上海外灘金融峰會上罕

見發表了炮轟中共監管部門的「演講」，

不僅導致螞蟻 IPO 暫停、阿里系內部整

頓，也震撼了泰山會。

文章進一步分析指出，上海演講後，

由馬雲和另外 7 位浙商共同發起創辦的

另一個神祕會所「江南會」，也已經絃斷

歌絕，在此形勢下，泰山會又豈能獨自保

全。因此，泰山會的大佬們決定，與其等

到以後被動，還不如現在主動。

馬雲自上海演講後，除了其旗下企業

遭到調查、整頓，馬雲本人也近 3 個月消

失於公眾視野。期間，馬雲擔任校長的湖

畔大學，其雲南分校建設項目也被終止。

湖畔大學於 2015 年 3 月由柳傳志、

馬雲、馮侖、郭廣昌、史玉柱、沈國軍、

錢穎一、蔡洪濱、邵曉鋒等 9 名企業家

和學者等共同發起創辦，馬雲擔任湖畔大

學第一任校長。該校名稱源於阿里巴巴創

業所在地杭州湖畔花園小區。

【看中國訊】美國前總統川普的私人

律師魯迪．朱利安尼譴責 Dominion 投

票機公司向他提出的 13 億美元天價訴訟

案，朱利安尼批其是「充滿仇恨的另一種

左派恐嚇行為」，他準備要反訴，並藉此

機會對 Dominion 公司進行全面調查。

Dominion（網絡戲稱「多貓膩」）

投票機公司在 1 月 25 日向華盛頓 DC 的

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指控朱利安尼散布了

關於選舉欺詐的虛假指控。

朱利安尼在隨後的一份聲明中反擊

稱，這個訴訟案的代價是要「嚇倒膽小的

人」。朱利安尼表示要利用這個機會讓

他能夠全面調查 Dominion 公司的歷史、

財務和實際操作。

朱 利 安 尼 也 已 經 表 示， 他 將 對

Dominiom 公 司 提 起 反 訴， 理 由 是

Dominion 侵犯了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利和

他作為律師要大力捍衛客戶的權利。

自 11 月 3 日大選以來的幾個月時間

裡，朱利安尼一直在指責 Dominion 投

票機在 2020 年大選中作弊，讓喬．拜登

（Joe Biden）竊取了川普總統的勝利。

朱利安尼在 2020 年 12 月 21 日的

推文中說：「發現：在選票中發現 68%
的錯誤率證明這是故意欺詐！賓夕法尼

亞州、亞利桑那州、喬治亞州、密歇根

州和威斯康星州應該同意讓我們審計

Dominion 機器。如果他們沒有欺騙，那

他們害怕甚麼呢？」

【看中國訊】自從去年北京炒作「進口

三文魚砧板陽性」後，進口商品就成為北

京當局甩鍋疫情源頭的對象。但復旦大學

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指出，截

止到目前，從未有過因購買進口商品而被

感染的病例。

連日來，中國疫情形勢嚴峻，當

局也不斷釋放出從進口商品中檢測出

COVID-19 病毒的消息。 1 月 24 日，天

津通報從一批美國進口的啤酒外包裝上檢

測出核酸陽性。之前，北京還曾公告挪威

三文魚、德國豬腳、厄瓜多爾爾南美白

蝦、阿根廷冷凍豬肉，甚至進口汽車零件

外包裝都驗出 COVID-19。
上海當局 19 日還發布了《冷鏈食品

安全指南》，煞有介事地指導民眾注意選

購和處理事項。

然而，究竟有多少人因為進口商品而

感染呢？張文宏給出的答案是零。

張文宏 1 月 23 日在央視「新聞調查」

節目上談「疫情下的冷鏈」問題時表示，

表面包裝有陽性很正常的，國外疫情很厲

害，但「到目前為止，中國消費了無數的

海鮮，買了無數的東西，我只是看概率，

因為買了一件國外進來的東西而被感染，

到現在為止一例都沒有發生。」「當這個

概率接近於比空難都低的時候，你自己決

定。」

張文宏的說法引發熱議，有網友表

示，「張醫生說的對，不能因為路上可能

有車禍，就不出門了，也不能有地震房倒

的可能，我們就不敢回家了。」

另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世界衛生

組織也陷入北京與西方對進口冷鏈是否傳

播 SARS-CoV-2 的爭論。世界衛生組織

先前發給《華爾街日報》的一份報告草案

稱，病毒可能會通過冷鏈傳播，並重新輸

入疫情到已得到控制的國家。

《自由時報》指，世界衛生組織這份

草案的論調引起美國、歐盟等國家以及許

多中國以外的專家質疑，對北京的證據評

估提出異議。在異議聲中，世衛組織官

員改口稱草案未被批准發表，為「錯誤發

送」，並火速撤回報告。

觸動習神經 泰山會遭解散

【看中國記者程雯綜合報導】美國一

家有名的「我的枕頭」（My Pillow）公

司的老闆兼創始人邁克．林德爾（Mike 
Lindell）表示，他可能會競選明尼蘇達

州州長，並且說前總統唐納德．川普已經

答應會支持他。

據悉，林德爾於 1 月 23 日告訴美聯

社，川普總統對他說，如果他競選明尼蘇

達州州長的話，川普會支持他。

對於有記者問林德爾，川普的支持對

他會有幫助嗎？他回答說：「當然會有幫

助了。為甚麼會沒有幫助呢？這傢伙可是

歷史上最好的總統。」

不過，林德爾也對媒體表示，他目前

還在專注於對去年大選舞弊的指控，在這

場戰鬥結束前他還不會做出競選的決定。

林德爾在明尼蘇達州土生土長，他的

枕頭公司總部也同樣是坐落在明州。

明州是民主黨重鎮，民主黨已經把持

明州半個世紀的時間。 2020 年 5 月發生

的黑人弗洛伊德致死案就是在明州，隨後

又造成了從明州直到全美多地的暴力和騷

亂。

一個共和黨人挑戰明州州長的位置，

是需要有膽量的。

在談到可能會競選明州州長一職時，

林德爾說：「我想我會帶來常識和團結。

這是一項商業，你可以像經營一個商業公

司那樣來做這件事。我將著眼於問題和解

決方案，以及要具體實施的事務。」

【看中國訊】中國大陸知名媒體人

王箐豐 25 日在網上發出公開信，稱自

2020 年 8 月起一直遭到浙江國安廳和杭

州國安局的審查，要求他供認與境外勢力

聯繫，並要以「泄露國家機密」入罪。相

關消息引發外界關注。

中央社報導，王箐豐是「90 後」，

四川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曾競選

2011 年北京海淀區的人大代表而被朋友

稱為「王代表」。王曾在財新傳媒擔任記

者，2015 年入職阿里巴巴。王箐豐也曾

開設個人微信公眾號「元淦恭說」，並不

時以筆名「元淦恭」撰寫分析中國政經議

題的評論，刊載於香港傳媒。

1 月 25 日，王箐豐在公開信中表示

「已別無選擇」。因為浙江省國安廳、杭

州國安局人員 2020 年 8 月 8 日上午闖入

他的家中，把其帶走審訊，「度過了 6 天

艱難的審查時間」。

隨後，他又多次遭警方帶走審查談

話，當局要求他「供述和境外勢力的聯

繫，並且說泄露了和 National Security

（國家安全）有關的情報」。

他指出，今年 1 月 21 日國安部門向

他發出最後通牒，警告他再不交代清楚問

題，就要被拘傳、指定監視居住，最後更

可能被審訊判監，有關人員甚至還威脅

他：「對於那些吃 GCD（共產黨）政策

好處的飯，又要砸 GCD 的鍋的人，我們

把你飯碗砸掉還是很容易的」。

「這是我的自白書，也是我的舉報

信。」對於浙江省及杭州市國安部門的騷

擾，王箐豐決定把事情公開，「如果橫也

是死，豎也是死，那不如轟轟烈烈地死！

我受夠了，我不配合！」

另外，王箐豐還表示，當外界看到這

封公開信時，他可能已經失去自由了，他

懇請外界轉發他的公開信，「你們的轉發

就是對我最大的幫助」。

據杭州政府部門發布的《關於王箐豐

被認定為高層次人才的公示》顯示，王箐

豐就職於淘寶軟體有限公司，擬認定為 E
類（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人才，上年度

工資性收入在50萬元以上）高層次人才。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也曾是泰山會一員。 （Photo by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朱利安尼擬反訴Dominion

張文宏：進口商品感染從未發生

川普挺林德爾競選明州州長

大陸媒體人發聲：我受夠了我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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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樓市調控再升級，

嚴查購房人身份，銀行業也

暫停房貸發放。上個月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將房地產定

為2021年重點任務之一，1
月26日，中國住建部奔赴各
地調研，房地產市場逐漸發

生變化。

中國內地一線樓市迅速升溫

引發監管層關注，繼深圳後，一

線城市北京、上海和廣州樓市也

迅速升溫，二手市場成交尤其火

熱，主要歸因於投機炒作需求爆

發，尤其學區房價格明顯上升。

1 月 26 日，據《新華社》報

導，中國住建部（住房和城鄉

建設部）副部長倪虹帶隊赴上

海、深圳等地調研督導房地產市

場情況，他強調要採取針對性措

施，引導好預期，堅決遏制投機

炒房。倪虹表示，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再次強調了要堅持房子是用

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並

將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

作為 2021 年度重點任務之一。

「毫不動搖堅持房子是用來住

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

北京市住房監管部門負責人

王飛本週表示，打擊惡意炒作和

中國住建部奔赴各地調研，房地產市場逐漸發生變化。（Adobe Stock）

違規資金進入樓市，是今年整頓

房地產市場秩序的重中之重。

上海和深圳也升級調控政

策，以及表態要打擊違規資金進

入樓市。

1 月 25 日，據中國官媒《證

券時報》旗下媒體報導，工商銀

行僅面向上海地區的、購買一手

二手及法拍房等個人住宅（商

用除外）中所繳納稅費的分期

貸款產品正被全面叫停。而此

前，該行這款產品的貸款金額最

高可達到房產價格的 10%（最

高 50 萬）、年化利率約 3.4%，

用於刷卡支付購房過程中需繳納

的稅費。

房產交易相關的貸款市場情

況變化背後，是上海樓市經歷

了 2020 年的上漲行情後，在數

天前迎來全面調控。比較特別的

是，繼 1 月 21 日晚樓市調控新

政「滬十條」後，上海樓市調控

政策相繼落地，法拍房納入限

購。此外，上海市房管局再次確

認，21 日晚樓市調控新政「滬

十條」，新房和二手房都以網簽

時間為準。

上海對本已嚴格的調控政策

再打數個補丁，包括打擊假離婚

購房、提高增值稅征免年限等。

業內人士認為，儘管力度上談不

上重磅，但政策意味深遠：澆一

澆過火的上漲預期，警告投資客

的狂歡可以落幕了

而《21 世紀經濟報導》稱，

招商銀行深圳分行、廣州分行及

中國樓市變天 住建部奔赴各地 
其下轄省內各家分支行已於一週

前暫停按揭貸款放款，前端業務

層面口徑為：「節制接單」。

光大銀行在深圳地區已經暫

停按揭貸款，廣發銀行則表示不

接單，其合作的其它銀行目前審

批、放款基本正常，從房貸發放

最多的四大銀行的表現看，放款

週期約在一個月左右，目前比較

難保證。

另據《紅星新聞》報導，一

位廣發銀行的工作人員證實稱，

「不是『停貸』，是所有銀行沒

有貸款額度了，你們要買房貸款

的話只有等。」

廣發銀行在當地負責房貸業

務的陳經理稱，「現在可以申請

到房貸，只是需要等待」；「不

是停貸，而是銀行的貸款額度受

限。」該經理解釋稱，「所有銀

行都一樣，由於國家劃了紅線，

房貸貸款額度不能超過一定的比

例，一旦超過了就不能放款。」

深圳官方政策是要嚴格審查

購房人資格，包括購房人的有效

身份證明、戶籍、婚姻狀況及家

庭成員證明材料；購房人的社會

保險或個稅清單材料；購房人的

收入證明、徵信報告、購房款來

源以及近一年及以上的銀行流水

單等。

騰訊市值
超六大國有
銀行總和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1 月 25 日，騰訊市值首次超過

六大國有銀行。北京當局近幾個

月對阿里巴巴集團等互聯網巨頭

採取限制措施，而同樣在金融等

領域布局的騰訊也被輿論關注。

港臺時間 1 月 25 日，在香

港交易所上市的騰訊控股以 707
港元開盤，較上一交易日收盤價

高開 2%，站穩 700 港元。

上午 10 時許，騰訊股價觸

及 741 港元，創歷史新高。以

此計算，騰訊的市值在當天首度

突破了 7 萬億港元，報 7.09 萬

億港元，約合 5.93 萬億元人民

幣。今年以來，騰訊的漲幅已經

超過 30%。

可作為對比的是，中國六大

國有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

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交通

銀行、郵儲銀行 25 日的市值合

計約 5.69 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民眾對騰訊市值超六大

國有銀行議論紛紛，有的人在網

絡留言：「馬化騰瑟瑟發抖。」

也有的人說：「羊都挺肥的，先

殺哪頭過年呢？」

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和

騰訊公司創始人馬化騰在中國富

豪榜上名列第一和第二位，螞蟻

集團暫緩上市令各界震驚，輿論

的目光也落到馬化騰身上。

馬雲控制的螞蟻集團的金融

布局有目共睹，騰訊的馬化騰也

不甘落後。騰訊的微信支付、財

付通等，已經形成了對中國人日

常生活的全面覆蓋。根據騰訊

的財報數據，微信及 Wechat 的
合併月活躍賬戶數達 12.128 億

人。在社交的場景之下，微信的

控制力甚至超過螞蟻集團。

【看中國訊】近幾個月來，

中國與澳大利亞之間的關係持續

惡化，兩國的貿易戰爭迄今仍然

未停歇。原來很多專家認為澳洲

經濟會受到貿易戰的影響，然而

根據澳洲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

據顯示，去年 12 月，澳洲對華

出口的總額增加了 12％，澳洲

總對外貿易順差達到了 90 億澳

元，其中對華貿易順差更高達

52 億澳元。

澳洲自中國進口貨物減少了

6.41 億澳元，但澳洲出口至中

國的貨物卻反而增加了 23 億澳

元。澳洲統計局的國際統計主管

赫特（Katie Hutt）表示，12 月

份的金屬礦物和穀物出口成長很

多，更創下了第 4 高記錄。

去年 12 月，澳洲金屬礦物

出口額總共增加 28 億澳元，其

中鐵礦石佔比例達了 92％，總

計增加 22 億澳元出口額；而穀

物出口額的增加，主要是因為小

麥的出口增多了，據數據顯示，

小麥出口總額增加達 6.04 億澳

元，即便是中國和澳洲已斷絕了

大麥貿易，但澳洲出口額度仍然

增加了 1.82 億澳元。

雖然澳洲遭到北京政府的經

濟制裁，以及天災和疫情的影

響，但澳洲穀物卻意外豐收；澳

洲煤炭雖然進入中國的黑名單，

可是在同一時間卻增加了對印

度、日本和韓國的出口量，因而

彌補了對於中國貿易的缺口。

825.222.8805
central@partners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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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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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shomes.ca
Developmen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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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 Group

$460 incl.
GST

Townhomes from
the

$260 incl.
GST

Bungalow villas from
the

587.755.1166
sage@partners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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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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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eautiful home for a fantastic value.

High-specifications.

587.755.1166
symon@partnershomes.ca

403.568.0077
journey@partnershomes.ca Opening Spring of 2021

Opening Spring of 2021

587.231.1133
crestmont@partnershomes.ca

NW CALGARY

NE CALGARYNE CALGARY

NW CALGARY SW CALGARY

鎮屋

平房別墅

825.222.8805
central@partners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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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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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shomes.ca
Developmen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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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 Group

$460 incl.
GST

Townhomes from
the

$260 incl.
GST

Bungalow villas from
the

587.755.1166
sage@partners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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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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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eautiful home for a fantastic value.

High-specifications.

587.755.1166
symon@partnershomes.ca

403.568.0077
journey@partnershomes.ca Opening Spring of 2021

Opening Spring of 2021

587.231.1133
crestmont@partnershomes.ca

NW CALGARY

NE CALGARYNE CALGARY

NW CALGARY SW CALGARY

起
價 含

825.222.8805
central@partners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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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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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shomes.ca
Developmen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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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 Group

$460 incl.
GST

Townhomes from
the

$260 incl.
GST

Bungalow villas from
the

587.755.1166
sage@partners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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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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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eautiful home for a fantastic value.

High-specifications.

587.755.1166
symon@partnershomes.ca

403.568.0077
journey@partnershomes.ca Opening Spring of 2021

Opening Spring of 2021

587.231.1133
crestmont@partners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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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價 含

Partners購買 房屋，盡享輕鬆生活

幾乎無需維護房屋。也不用剪草和

打理花園。

房屋即刻入住，家用電器和百葉窗

都已就緒。

美觀的房屋，價值之選。

高規格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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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季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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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顯示北京對澳貿易戰大敗

https://partners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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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長貪2900瓶茅台內蒙主席布小林做報告時暈倒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1 月 26 日上午，內蒙古十三屆

人大四次會議開幕時，自治區主

席布小林做政府工作報告時突然

暈倒。香港媒體報導說，暫時不

知是否與內蒙教材風波導致壓力

太大有關。

隨後內蒙古黨委書記石泰

峰，也一度停止主持大會，跑向

後臺瞭解情況。麥克風還傳出

「請大家安靜」的聲音，直播就

此中斷。

公開資料顯示，蒙古族的自

治區主席布小林，現年 62 歲，

此前曾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

會常委、統戰部長等職。

布小林家世顯赫，是已故中

共國家副主席烏蘭夫之孫女，也

是中共人大前副委員長布赫的女

兒，布小林 2016 年也成為內蒙

古自治區主席，祖孫三代都擔任

過內蒙古政府主席。

有港媒分析指，暫時不知道

這位女主席身體不適，是否與內

蒙教材風波導致壓力太大有關。

去年 8 月開始，中共當局

推行漢語教學政策，遭到整個蒙

古民族強烈反叛。當時內蒙古數

萬學生和家長發起罷課及抗議集

會，也遭到當局的瘋狂鎮壓，當

地一片白色恐怖。此前傳出大約

有 5,000 人被捕，9 名蒙古人自

殺，這些被捕的人還被送至所謂

的法治教育中心，類似新疆的轉

化集中營。

旅居海外的蒙古人也紛紛聲

援抗議中共暴行。身在德國的南

蒙古議會主席、人民黨主席席海

明表示，中共用漢語來消滅蒙

語，這是中共對蒙古文化的種族

滅絕。他們準備將中共以種族滅

絕罪，上告到海牙國際法庭。

在這次事件中，外界關注

「蒙古王」烏蘭夫的孫女布小林

如何面對歷史與現在自己民族的

命運。在官方多次報導中提及，

布小林到內蒙多地「調研推進國

家統編語文教材使用情況」，但

都沒有具體表態。

自由亞洲電臺「夜話中南

海」早前曾刊文說，做為「蒙古

王」傳人的布小林內心，對習近

平當局時下以強推漢語教學形式

削弱民族語言地位的作法應該是

「有苦說不出」，所以只好「裝

聾作啞」。

文章引述明鏡網的一篇報導

指：「烏蘭夫跟當今的習近平的

父親習仲勛的關係，也可以說是

鐵桿兄弟」。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近日播出的中共中紀委專題片

指，中共國家菸草專賣局原副局

長趙洪順酒癮太大，落馬的當天

中午還喝了一瓶 50 年的茅台，

被帶到留置點仍呼呼大睡。他痴

迷茅台，貪得 2900 多瓶茅台，

受賄高達 9000 多萬。去年 6
月，趙洪順一審被判無期徒刑。

趙洪順痴迷茅台，整個菸草

系統幾乎人盡皆知，茅台也成

了他與他人「交往」的關鍵，以

至於趙洪順出現的場合，必有

茅台。最貴的一餐，一桌人喝

掉 5 瓶 15 年年份茅台酒，消費

40000 多元。

他自說，「喜歡茅台也算出

了名了，久而久之確實喝了不

少，收了也不少，具體數我還真

的沒算過，也算不出來。」

趙洪順共借用了下屬和私營

企業主的三處住房，用來存放違

紀違法所得的資產和物品。其中

茅台酒就有 2900 多瓶，還有大

量名人字畫、玉石、手錶、金

條、古玩等禮品。

長期以中國「國酒」自居的

貴州茅台，往往被用在官場送

禮、賄賂上。中共高官權貴對茅

台趨之若鶩。

日前中共海南省政協常委張

泰超炫豪宅的視頻在網路上熱

傳，視頻顯示，在豪宅的藏酒室

中，張泰超向親友介紹他的藏

酒，只見三面酒櫃上都擺滿了昂

貴的茅台，還有不少叫不出名的

洋酒。此前有報導，在北京大會

堂國宴上的茅台，一瓶就價值數

百萬元，張泰超的這間藏酒室可

謂價值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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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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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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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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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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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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為期 3 天的中共十九屆中

央紀委五次全會於 1 月 24 日結

束，習近平等七名中共政治局常

委與會。習近平講話中提及諸多

問題，包括政法系統腐敗、扶貧

和民生領域腐敗、餐飲浪費等，

並承認貪腐仍是黨內最大威脅，

因此必須從嚴治黨。

此次會議金融領域的反貪工

作仍是討論的重點，習近平再次

提到，須加強監督金融管理部

門，做好金融反腐和金融風險處

置的銜接，及金融領域的內部監

管，尤其各級官員更須嚴加管控

家屬子女和身邊人員。

1 月 23 日， 中 共 黨 媒 新

華社發布置頂大頭條文章，題

為〈習近平一個月內三提「政治

三力」〉。文章報導習近平的講

話，開頭就說「輸不起也決不能

輸的鬥爭」，文章還描繪，「有

的腐敗分子隱藏得很深，很會偽

裝……陽奉陰違」。

文中寫道，「政治腐敗是最

大的腐敗」，「一些腐敗分子結

成利益集團，妄圖竊取黨和國家

權力，搞非組織活動」。文章

釋出了中共內鬥的強烈信號。

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臺後

先是藉反腐固權，到中共十九大

習思想入黨章及次年成功修憲，

被視為「定於一尊」。但隨之以

來的中美貿易戰以及中共戰狼外

交持續受挫，今年中共病毒疫情

隱瞞以及病毒來源追責、北京強

推「港版國安法」，以及在新疆

人權等諸多問題上，加上經濟下

行，國內民怨激發，中共黨內特

別是一些紅二代反習聲音高漲，

權力鬥爭暗湧不斷，甚至中央黨

校退休教授蔡霞等人直接提出要

習下臺，令習近平似乎正面臨

困境。

時事評論員章天亮在自媒體

節目中則表示，政治腐敗是指

「妄議中央」、「政治上站錯隊」

等等，黨媒文章明確指出，中共

反的不是經濟腐敗，而是政治腐

敗。換句話說，就是借用政治腐

敗打擊政敵。他還指出，當外部

壓力減輕的時候，他們就有可能

發生嚴重的內鬥。拜登上臺會造

成中共內鬥的加劇。

評論人士楊威 1 月 24 日在

《大紀元》撰文，認為習近平授

意黨媒公開捅破內鬥激烈的實

情，相當罕見。

楊威說，習近平此次召開紀

委全會，正好在美國總統就職

後，又在兩會召開前，顯然經過

了算計。 1 月 11 日，習近平忽

然稱：「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

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在習

近平看來似乎外部的衝擊不是最

緊要的，來自內部的衝擊才更

致命。

楊威分析說，中共黨媒公開

列出這麼多內鬥的對象，不惜曝

光在大庭廣眾之下，急於向政治

對手發出警告，透露了中共內鬥

白熱化的程度。他指，在中共黨

內，到底有多少人「背地裡卻搞

抵制，陽奉陰違」，應該不是個

別人，否則完全不必發表如此大

動干戈的宣傳稿。

2021 年新年伊始，中紀委

在兩天之內集中處理了十隻貪腐

「老虎」。其中華融集團的前董

事長賴小民，因受賄逾 17 億被

判處死刑。前重慶市副市長、公

安局長鄧恢林；前青海省副省長

文國棟；前中糧集團黨組成員駱

家駹，三人均被移送檢察機關審

查起訴。

另外在 1 月 21 日，中共最

高檢察院又公布兩份逮捕決定，

分別是原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長胡問鳴，和青海原副

省長文國棟。

分析認為，當局當前內外交

困，疫情重創經濟、官場人心思

變，再加上戰狼外交招致全球圍

堵，面對諸多困境，習近平開年

「打虎」有威懾官場之意。也有

分析指出，北京內鬥會加劇內

外困局，在 2021 年可能會造成

變局。

習近平承認威脅 釋內鬥信號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近日，習近平在中共中

央紀委全會上承認，貪腐

仍是最大威脅。黨媒 23日
刊文稱，「政治腐敗是最大

的腐敗」，並狠批一些人結

成腐敗利益集團，妄圖竊

取國家權力。有分析認為，

這釋出了中共內鬥的強烈

信號。

習近平在中紀委發表講話後，黨媒稱「政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 

(Getty Images）

遼寧政法系統高官落馬北京政協原副主席李偉被逮捕
【看中國訊】據中共最高檢

官網 1 月 26 日消息，北京市政

協前黨組成員、副主席李偉李偉

涉嫌受賄一案，由國家監委調查

終結，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日前，最高檢以涉嫌受賄罪對李

偉做出逮捕決定。

現年 57 歲的李偉曾在北京

市政府辦公廳工作多年，先後任

北京市政府寬溝招待所副所長、

所長，北京市政府辦公廳副主

任，北京副秘書長、常務副主

任、政法委常務副書記、北京

政府秘書長、北京市政協副主

席等職。

李偉於 2020 年 8 月 25 日

被調查，同年 10 月 15 日，李

偉被免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職

務、撤銷政協委員資格。

2021 年 1 月 11 日， 李 偉

被雙開。雙開通報指其喪失理想

信念，背離初心使命；不按規定

報告個人有關事項；接受宴請，

違規收受禮品、禮金；從事營利

活動，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甘

於被「圍獵」，大搞權錢交易，

非法收受鉅額財物等。

值得關注的是，李偉曾長期

擔任北京原市委副書記、政法委

書記、市長王安順的大秘。現任

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安順自去年 6 月 2 日露面之

後，至今已經 7 個多月沒有公

開亮相。

王安順是周永康主掌國土資

源部時的舊部。外界分析認為，

李偉落馬，北京官場或掀起新一

輪的清洗行動。過去幾年，北京

市已有多名高官落馬，包括原北

京市委副書記呂錫文、原常務

副市長李士祥、原常務副市長

陳剛等。

【看中國訊】中共十九屆中

紀委五次全會，於 1 月 24 日在

北京結束。翌日，中共遼寧省政

協副主席、前公安廳廳長李文喜

被當局宣布調查。近 71 歲的李

文喜成為 2021 年首虎。

公開資料顯示，李文喜於

1950 年 3 月生，遼寧本溪人，

長期在遼寧警界工作，1994 年

4 月起，任本溪市公安局局長、

黨委書記。 2000 年 1 月，升任

遼寧省公安廳副廳長、黨委副書

記。 2002 年 5 月，李文喜被任

命為遼寧省公安廳廳長、黨委書

記。此後直到 2011 年 3 月，李

文喜卸任中共遼寧省公安廳廳長

職務，轉任中共遼寧省政協副主

席。 2019 年 12 月，他還曾以

政協副主席身分公開亮相。

李文喜被指是周永康、薄

熙來之流在政法系統中培植的

鐵桿。在薄熙來任遼寧省省長

期間，李文喜得到迅速提拔。

2007 年孟建柱成為公安部長之

後，李文喜又巴結上了孟建柱。

孟建柱曾於 2008 年授予李文喜

副總警監警銜，次年又讓李文喜

到公安部講授「維穩」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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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防部 23 日宣

布，當天有 13 架中國軍方轟炸

機和戰鬥機同時進入台灣西南防

空識別區，規模很不尋常。 24
日，國防部再度證實，中國軍方

又派出 15 架戰機、反潛機，再

闖西南防空識別區，台空軍隨即

派遣空中巡邏兵力應對、廣播驅

離，並以防空飛彈追監。

此外，央視軍事微博近日釋

出了一段中共軍隊兩棲合成旅於

福建南部進行演練，疑似是針對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在美國總統拜登上任的

第三天，中國軍方就在1月23
日和24日連續派軍機擾臺，如
此大規模的戰機同時入侵，

情況實屬罕見。隨後，以羅斯

福號航空母艦為首的美國航

母群進入南中國海，警告意

味濃厚。

台海挑釁 北京在試探拜登？

台灣做模擬練兵。另外，央視軍

事頻道還釋出了中共軍隊連日來

分別於黃海�東海跟南海的海空

域施行實彈演習，自各類演練狀

況來分析，其針對模擬攻台極為

強烈。當中在南海海域也出動多

艘的兩棲登陸艦做實戰化演練，

還以多艘「野馬」級氣墊登陸艇

來模擬攻島的登陸作戰，軍事威

嚇的意味濃厚。

陸修遠指出，儘管 23 日、

24 日中共軍機先後大規模擾

台，但都沒有出現逾越台海中線

的現象，25 日更是驟減只有 2
架次軍機擾台，這與 2020 年 9
月 18 日中共殲 16、殲 11 和殲

10 先後逾越台海中線的行動無

法相比。

24 日，美國國務院公開聲

明指出，美國注意到並關切中國

不斷企圖恐嚇包括台灣在內的鄰

國，美國敦促北京停止對台灣的

軍事、外交和經濟施壓。聲明重

申：「對台灣的承諾堅若磐石，

持續為維護台灣海峽及整個地區

的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

與此同時，美國印太司令部

消息稱，美國羅斯福航母戰鬥群

在結束西太平洋與日本海上自衛

隊聯合操演後，已經進入南海，

執行「開放自由航行任務」。

羅斯福號航艦指揮系統官安

金融機構撤資離港 遭證監會查詢
【看中國記者李松兒

綜合報導】港版國安法實

施後，因對香港經濟前景堪

憂，多家金融機構的總部相

繼撤離香港。

據《金融時報》報導，基金

經理和銀行家離港後被多家金

融監管機構查詢離開原因，認

為做法不尋常。

查詢離開原因的機構是香

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金融管理局（金管

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

庫局 ）和金融發展局（金發

局）。據消息人士透露，上述

機構曾致電已離港前往新加

坡、東京等地發展的銀行及資

產管理高層，詢問他們離開香

港的原因、決策過程和時機。

據《蘋果日報》報導，證監

會稱以往也會查詢變更營業地

點的持牌法團或個人，了解他

們是否仍需要牌照。金管局則

指，會定期關注行業從業者及

市場的發展情況，稱這是金融

中心的慣用做法。財庫局及金

發局則沒有回應。

有基金經理指，證監會向

離港的基金公司作出詢問，做

法常見，但其他機構的查詢及

詢問的語氣則不常見，過往沒

有此類做法。

近年，不少金融機構陸續

縮減在香港的業務規模，但香

港始終是連接大陸的窗戶，因

此公司不會完全撤出本港市

場。他們會擴大其他地區的業

務規模，比如花旗和高盛等國

際投行在新加坡加大招聘力

度，資產管理公司則將辦事處

由香港遷至東南亞地區。

去年多間外資金融機構在

國安法實施後宣佈撤離香港，

如全球第二大資產管理公司

領 航 投 資（Vanguard）， 在

去年 8 月宣佈於香港交易所

的 6 隻掛牌 ETFs 將退市，徹

底撤出香港的 ETF 業務，亞

台灣拒絕中國疫苗
【看中國訊】自由時報

報導，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

鳳蓮27日聲稱，收到許多台
灣人反映，希望能夠在台灣

接種中國疫苗，但台灣防疫

部門負責人已多次表示，不

會使用中國疫苗，「因此在

這個問題上確實是存在著障

礙，主要是政治障礙」。

對此，台灣陸委會回應，有

關事項是屬於醫衛專業事務，指

揮中心已多次說明，針對中國製

造的疫苗，依現行法令規定原本

是不得進口，目前亦不在政府考

慮之列，並重申尊重疫情指揮中

心之專業決定。

陸委會強調，中國疫苗進口

涉及疫苗藥品在台灣上市許可及

兩岸貿易法規。按據「台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以及經

港台簡訊

濟部國貿局公告的「大陸物品不

准許輸入項目彙總表」內所列品

項，中國疫苗不得輸入台灣。

陸委會表示，中國疫苗無論

是以捐贈、商業模式或是其它方

式提供，仍受到前開法規的限

制，無法進口來台。

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陳時中也表示，目前國內

法律原本就規定，不能夠使用中

國疫苗，其次是中國沒有突出的

疫苗、沒有科學報告，對我們而

言，也沒有特別的吸引力。

針對立委建議採購中國疫

苗，陳時中指出，在採購疫苗

上，最關心的是有效性及安全

性。陳時中說明，各類疫苗的所

有數據都值得我們關心，國內要

施打時，會根據原本設定及適用

的人，就適應症或是非適應症，

請專家判斷，並訂出最好的條件。

杜茲（Eric Anduze）表示，「我

們的行動代表了我們對維護地區

安全與穩定的承諾。」

25 日，美國空軍又派遣

U2 偵察機，沿台灣東部轉進巴

士海峽，EP3E 電子偵察機通過

巴士海峽，作為對中共軍機擾

台的回應。

綜合上述情況來看，陸修遠

認為，北京當局意在試探拜登是

否有意願執行或維持川普政府的

「印太戰略」及實現對盟友的承

諾，並非是要對台開戰，「因為

需要與周邊大部分國家保持友好

關係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打一場

區域性戰爭。」

他指出，即使拜登已經首

次公開表達了有關台海局勢的

立場，但依然無法排除中共會

繼續進行所謂軍機擾台的例行

性訓練行動，意在試探拜登政

府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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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九：

【顳下頜關節紊亂綜合症（TMJ）】中年
女性，患 TMJ 一年半，口下頜關節開合
受限，疼痛不已，嚴重影響咀嚼功能，導
致消化不良。經牙醫介紹至我中心就診，
經針灸治療2次，關節復位；治療3週後，
關節腫痛消除，咀嚼功能完全恢復，消化
改善，未復發。

            病人反饋之十：

【痤瘡（青春痘）】青年女性，面部及頸
背部痤瘡反復發作 3年，經西醫治療未
見好轉，皮損愈重。至本中心就診，擬以
內調外消，經針灸及中藥治療 2週，痤瘡
始消退；二個月後，皮損基本修復，暗瘡
退去。「對我的皮膚有信心了！」她說。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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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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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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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爾加里僅此一家
接受各類保險公司
額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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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樓Chinook Park Plaza
212 – 5809 MacLeod Trail SW

(Chinook Centre 北側 )
掃碼諮詢

info@canatcm.com

台灣兩衛星
成功升空

【看中國訊】台灣團隊研製

的飛鼠衛星及玉山衛星歷時 3
年多研發，在台灣時間 24 日

晚間 11 點搭乘美國太空探索

公司（SpaceX）獵鷹九號火箭

（Falcon-9），自美國佛羅里達

州卡納維爾角空軍基地升空，目

前正在進行通聯。這兩顆衛星將

用於量測太空電離層的電漿特

性、提升 GPS 定位準確度及進

行船隻及車輛的動態監控、交通

管制等用途。

中方轟炸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中華民國國防部）

洲區總部也由香港搬至上海。

日前，美國對沖基金 Elliott 
Management 也會關閉其本港

辦事處，相關職能轉至倫敦辦

公室。

另外，美國投資諮詢公司

萬里富（Motley Fool）在公

司內部電郵指，因國安法等

政治因素，決定關閉香港分

部，將香港資源投放去擴展

全球業務。

而東京也向有意撤出香港

的企業招手；在香港成立辦

事處其提供遷去東京的諮詢服

務，希望東京取代香港成為亞

洲第一金融城市。

警夜闖中文大學
拘捕3名學生

【看中國訊】港警新界南總

區重案組 1 月 25 日夜晚突然進

入中文大學校園，大舉搜查三個

學院宿舍。中大學生會透露有至

少 3 名大學生被捕，包括學生

會前會長區倬僖。警方則稱，

行動拘捕 3 人，年齡介乎 19 至

22 歲，涉嫌「非法集結」及「襲

擊他人意圖導致不作出某些作

為」。中大校方則指會全力協

助警方調查。

此外，香港科技大學的學生

會多位成員早前為在反送中運動

中喪生的同學周梓樂舉行悼念會

後，被判處不同的紀律處分，正

副會長更遭停學一學期。

香港封區兼推監控程式引議
【看中國訊】香港特首

林鄭月娥自2 3日起突襲封
區，26日再下令封鎖油麻地
碧街9至27號和東安街3號
之間的範圍，居民須禁足並

在午夜接受強制檢測。

23 日起，港府進行搞「同

心抗疫、小區清零」行動，動

用大量人力物力封鎖居民區。

首先封鎖佐敦內指定區域，區

內 7,000 居民被禁足 2 日，接

受強制檢測，僅發現 13 宗確診

個案。有專家批評政府做法成

效低，擾民之餘也勞民傷財。

但特首林鄭月娥並沒有理會社

會反饋，26 日更突襲封鎖油麻

地部分區域，330 居民被禁足

接受強制檢測，僅發現 1 例確

診個案。

油尖旺區議員副主席余德

寶指港府突襲封區時，很多

居民尚未返回家中，警察已

經圍封區域四周，回家的居

民要向警察出示住址證明或

由區域內家人出來接回家。

也有一名少女在該區探望

親屬，封區後欲離開，亦要

向警方出示住址證明，表示

並非區內居民方可離開。

此外，香港政府以疫情為

由升級對市民的監控，先於去

年 11 月推出手機應用程式「安

心出行」，要求市民在進入商

場、食肆等場所時掃描場所內

提供的二維碼，記錄出行時間

和地點，資料會提供予港府使

用，稱 31 內後被自動刪除。

日前，「安心出行」的場所

更擴展至所有政府大樓。昨日

港府宣布本月 28 日起，市民前

往政府大樓或辦事處時，需使

用「安心出行」程式。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SocietyA10 看社會 第 143 期     2021 年 1月 28 日 — 2 月 3 日    

【看中國記者理翱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唐納德 · 川普在離任前

夜，通過白宮官網發布了對全美

人民的告別演講。川普總統說：

「擔任總統是一種無上的榮譽。」

「謝謝你們給予我的非凡權力與

責任。」

川普讚揚了他領導的政府的

一些最偉大的成就，包括防疫、

減稅、貿易協議、經濟、外交、

國家安全、軍隊、司法以及和平

進程等方方面面。

他讚揚了美國國內經濟、股

市的表現和快速開發的武漢肺

炎（COVID-19）病毒疫苗。此

外，他讚揚他的政府為在病毒大

流行中復興美國經濟、並確保南

部邊界而做出的努力。

他指出的其他成就包括史無

前例的中東和平進程、對中共政

權的堅決打擊、美國太空部隊的

創建、自 10 多年前宇宙飛船計

畫結束以來首次用美國火箭發

射的宇航員升空，以及恐怖組

織頭目伊朗的卡西姆 · 蘇萊曼尼

（Qassem Soleimani），和 ISIS
負責人阿布 · 貝克爾 · 巴格達迪

（Abu Bakr al-Baghdadi）的伏

誅。

川普說：「我很自豪，成為

幾十年來第一位沒有發動新戰爭

的（美國）總統。」

在演講中，川普譴責言論審

查制度和抹殺個人思想的集體主

義思維。他說：「禁閉自由和公

開的辯論違反了我們的核心價

值觀和最持久的傳統。」「在美

國，我們不堅持絕對的一致性，

也不執行嚴格的教條觀念和懲罰

性的言語守則。我們就是不那樣

做。」

同時，川普譴責政治暴

力，呼籲美國人「擺脫黨派的憤

怒」。

川普在演講中剖白心跡，揭

示當初他作為政治素人參選總統

是因為「美國給了我很多，我想

回饋一些」。而他的回饋方式

是將美國人民放在第一位，從

而「讓美國保持偉大」。川普表

示，即使任期結束，他的運動也

將繼續進行。

他說：「我想讓你們知道

我們發起的運動才剛剛開始。」

「它無與倫比。」「相信一個國

家必須為公民服務的信念不會消

失，而只會日趨強大。」

並且，川普對未來充滿了樂

觀的美好期望。他說：「我們的

信念將會堅定；我們的未來將比

以往更加光明。」

「我以對於我們的國家和我

們的孩子們的忠誠和快樂的心、

樂觀的精神以及至高無上的信心

從這裡出發，最好的事情還在後

頭。」

根據中國知情人士透露，墨

茶家境清貧，他家住在大涼山，

高中時學習成績不錯，但是為了

醫治生病的奶奶，墨茶家開始因

醫療費債台高築，最後他的奶奶

離世，父母也欠債跑路，他則遭

到親人拋棄後開始當搬運工餬

口，但每月 800 塊錢的工資扣

掉房租後，只剩下 300 塊錢，

因此墨茶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

活，導致罹患嚴重的胃病，他

多次發文表示「胃痛，難受呀」

「胃疼得睡不著」。

2018 年，墨茶的雇主積欠

薪水不發，他前去找雇主討薪，

卻被雇主踩斷身分證，痛失經濟

來源的墨茶此時再遭遇詐騙，使

他無法繼續憑著勞力賺錢，只能

靠網友資助的設備來成為遊戲直

播主。

2020 年 7 月 31 日， 墨 茶

曾在嗶哩嗶哩（簡稱「B 站」）

動態裡寫道，「沒想到不知不覺

已經一百粉絲了，這是好的開

始」。但沒想到，他後來被診

斷出鼻子長腫瘤、不幸罹患糖尿

病又引發酮症酸中毒，於 2021
年 1 月 10 日病逝於租屋處，房

東發現後已立刻通知家屬，目前

墨茶遺體已火化。截至目前，翻

查墨茶的帳號可見，他的粉絲數

量達到了58萬，並仍在上漲中。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 12
月 29 日，墨茶曾在動態裡寫

道，「我老想吃草莓了。最近被

病折磨得吃什麼吐什麼，然後

特別特別想吃草莓，可惜草莓

太貴了。」而在一週前，墨茶曾

說「看動態全都在吃餃子，可是

我從小到大都沒有在冬至吃過

餃子，第一次知道有這樣的習

俗」。

他最後的訊息停留在跨年

當日，他看到大家快樂地迎接

2021 年，他感嘆道，「我還在

病床上躺著」，令網友們看後感

到心酸不捨。

墨茶去世後，墨茶的網友陳

思旭說，墨茶，希望你能在另一

個世界吃到最甜的草莓，吃上最

好吃的餃子，過了大寒了，記得

穿棉衣棉褲，別著涼了，「希望

不會再出現下一個墨茶。」

墨茶所屬的直播平台在 1
月 23 日發表聲明，表示已徵求

家屬同意，將他的帳號列為「紀

念帳號」，並且將「UP 主帳戶

中的充電與直播打賞收入將在取

得家屬同意的前提下，全額原路

返還給大家。」

但非常誇張的是，正當許多

網友還在為墨茶去世感到難過

時，劇情竟然出現大逆轉。

四川省委機關報《四川日

報》旗下媒體「川觀新聞」23 日

刊發一篇文章，為墨茶因貧去世

「正名」。文中稱墨茶「性格孤

僻」，「與父母關係緊張」，並

暗示墨茶因父母離異而導致他成

長中的諸多不幸。

同時，官媒還特別強調，

墨茶的家庭「非貧困戶」，其外

公「每月有政府定時發放的優

撫金和農村養老保險金等固定

收入」，並擁有「單家獨戶的小

院，一棟兩層樓房，……屋內有

電視機、冰箱、冰櫃、洗衣機、

電飯煲等電器。」

官媒還借墨茶「母親」之口

稱，自己有一輛「東風悅達起

亞牌轎車」，「與人合夥開足浴

店」，還在西昌市購買了「商業

用房」和「辦公用房」 。
不過，官媒此番報導的真實

性引起民間質疑。

微博剪輯視頻博主「六吱」

表示，「我都懷疑這篇報導的真

實性，太諷刺了。那麼努力生活

的人，在他母親眼裡是如此的一

文不值。」

她還說，「墨茶自己湊錢做

手術，變成了父親出錢做手術。

墨茶為了生存做著別人不願做的

工作，變成了好吃懶做。真的對

媒體太失望了，該問的問題一個

沒問，不該潑的水全都藉他人之

手潑了下來。這個平息輿論的方

式真的高。」

直播主貧病交加身亡惹議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中共當局日前宣

布「全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

帽」，但沒想到爆出一名四

川涼山州的直播主「墨茶」

因貧病交加，在租屋處死

亡。

墨茶的官方直播頻道。（網頁截圖）

【看中國記者張麗紫綜合

報導】加拿大卑詩省一名 17 歲

的少年，近日和家人去雲母山

（Mica Mountain）玩雪地摩托

車時，不慎走錯了路。他試圖按

照原路返回，卻迷失在白茫茫的

雪山中。險境中，少年冷靜應

對，最終成功獲救。

17 歲的羅伯特（Robert）
與父親和兄弟在卑詩省百哩屋

（100 Mile House）以東的雲母

山一起玩雪地摩托車。滑到某一

處時，羅伯特的父親停下了雪地

摩托車去幫助他的兄弟，但行駛

在前方的羅伯特並未注意到他們

沒有跟上來。待他停下來時，才

發現已走錯了路。

羅伯特對加拿大電視臺

（CTV）說：「我試圖按照原路

返回，但來時的軌跡已消失在

白茫茫的雪山中。」半晌他才明

白，自己徹底和家人失去了聯

繫。眼見氣溫逐漸降低，天色漸

晚，羅伯特沒有陷入恐慌，他冷

靜下來，知道需要趕快找到一個

臨時避難所。

羅伯特將雪地摩托車放在了

開闊的地方，然後自己走向了樹

林。他在那裡挖出了一個雪洞，

這讓他在等待救援時能夠保暖。

「我大概花了 1 個小時建造

雪洞。」羅伯特說。得知兒子

失蹤後，羅伯特的母親丹尼絲

（Denise）馬上通知了附近的南

卡里布搜索救援隊。

南卡里布救援人員在少年失

蹤 5 小時後找到了他，他當時

就藏在親手建造的雪洞裡，手邊

有食物和水，狀況良好。

羅伯特成功獲救讓所有人都

鬆了一口氣。南卡里布救援隊負

責人 Severin 稱讚這名 17 歲少

年冷靜機智，例如他將雪地摩托

車停在空曠的地方，以便救援隊

可以輕鬆找到他，並建造一個雪

洞讓自己保持體溫和舒適度。

卑詩省少年遇險 
靠機智成功自救

政法委編導自焚案
【看中國訊】《欺世偽火》

製片人李軍在接受海外中文媒

體採訪時透露，2001 年 1 月

23 日所謂的天安門「自焚案」

發生前後，他正在南京電視臺

工作，他們拍的節目相當於地

方版的《焦點訪談》。李軍表

示，當時拍「自焚案」的是政

法委的人，而且片子也不是中

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做的。

李軍說，我看了「自焚」

事件之後，我就知道這個事情

基本上是假的。因為我自己是

電視製作人，又是導演。你給

我一台攝像機，你告訴我天安

門廣場有自焚，我都拍不下

來。天安門廣場那麼大，自焚

的時間最多也就是一分鐘到兩

分鐘時間內，我到哪去拍啊？

所以當時那些鏡頭，包括王進

東的鏡頭，在地上喊，包括那

個小女孩在喊媽媽，這種鏡頭

從我們電視專業角度來講，是

不可能拍到的。所以我們就知

道這是在演戲。這是我們在拍

電視時，導演好的，我這兒準

備好了，你就叫，而且機位又

非常正，像王進東都是最正的

機位。

據海外中文媒體報導，中

共當局在 20 年前一手導演了

天安門「自焚偽案」，並將自

焚者宣傳為法輪功人士，藉

此挑起中國民眾對法輪功的

仇恨。當時距離 1999 年 7.20
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人士的迫

害已經一年多。

《國際教育發展組織》對

自焚案進行了調查，並於

2001 年 8 月在聯合國會議上

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中共嫁禍

法輪功的國家恐怖主義行為。

而中共代表團當時面對確鑿證

據，沒有辯詞。

川普告別演講 寄語信念不變

步行送女兒上學 
他獲贈汽車

親近大自然 
可提升因應能力

【看中國訊】為了送女兒上

學，美國一位單親父親每天步行

3 公里。此舉感動了他們所在社

區。最近這位父親獲贈一輛汽

車。媒體報導，喬治亞州一位單

親父親（要求匿名）送 6 歲女

兒上學，每天堅持步行 3 公里，

還常常把女兒扛在肩上。女兒上

學從未缺席，也從未遲到過。

亞特蘭大一個慈善基金會，

每年年終會選擇一個單親家庭，

贈給他們聖誕節禮物。該基金會

聽說了這對父女的故事後，決定

贈給這位認真勤懇的父親一輛汽

車。這個禮物給了這位父親一

個驚喜，也改變了這對父女的

生活。

【看中國訊】日本的一項研

究發現，經常做森林浴的人，因

應壓力的能力比完全不做森林浴

的人來得高。

森林浴是一種健身方法，通

過在森林或綠樹成蔭的公園裡散

步、做操、放聲歌唱等，多呼吸

清新的自然空氣以增強體質。

中央社援引日本《讀賣新

聞》報導，由筑波大學與森林綜

合研究所組成的「筑波研究學園

都市交流協議會」專門委員會，

針對 20 多歲到 50 多歲的 6500
名人士，進行了問卷調查。該研

究針對前往山林健行、漫步及在

山裡露營、在公園散步等的頻

率，調查這些行為與心理及健康

狀態的關聯性。

結果顯示，每週至少去一趟

森林散步或綠地散步的人，跟幾

乎不去這些地方散步的人相比，

因應壓力的能力約高出 2 到 3
倍。即使每個月只去 1 到 3 次

森林散步或綠地散步的人，因應

壓力的能力也比完全不去的人高

出約 2 倍。

公園（公有領域）

父親和女兒（示意圖）

（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

據國家脈搏網站日前報導，大選

後，美國社會對媒體的信任度已

降至歷史最低點，超過半數的

人不再相信媒體。據調查機構

愛德曼（Edelman）與新聞網站

Axios 獨家共享的年度信任度調

查報告，不到一半的美國人信任

傳統媒體。而對社交媒體的信任

度則達到 27% 的歷史最低點。

56% 的美國人認為，新聞

記者故意掩蓋事實，報導假消

息，或嚴重誇大其詞，蓄意誤導

公眾。 58% 的美國人認為，大

多數新聞機構在報導中刻意支持

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而不

是以報導事實為準則。

愛德曼在 2020 年總統大選

之後再次對美國社會進行的調查

發現，這些數字在進一步惡化

中：有 57% 的民主黨人相信媒

體；而在共和黨中，這個數字僅

占 18%。

在民主社會，新聞媒體被稱

為在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之

外的「第四大權力」。它承擔傳

遞事實真相、監督三權的作用，

是立法、司法、行政能得以有效

執行的催化劑。

另 外，2020 年 8 月 31 日

至 9 月 13 日蓋洛普的一項年度

調查顯示，高達六成的美國民眾

不信任媒體，也創下歷史新低。

其中完全不信任者高達 33%，

比 2019 年高 5%，共和黨人是

這一變化背後的主要推動力。

值得注意的是，黨派之間對

媒體信任度的差異，達到創紀

錄的 63 個百分點。最新報告指

出，共和黨人僅有 10% 對媒體

「非常信任」或「相當信任」，

而做出同樣回答的民主黨人則有

73%。

「籠罩全國的政治兩極分

化，反映在不同黨派人士對媒體

的看法上，現在是蓋洛普歷史上

分歧最大的一次。」蓋洛普在聲

明中說。最近另一項蓋洛普民調

指出，超過 8 成美國人認為，

媒體必須對美國的政治分裂負

責，「很大程度」（47%）或「中

等程度」（36%）的責任。

蓋洛普自 1997 年以來，幾

乎每年都會提出美國民眾對媒體

的信任度報告。信任度在 1970
年代介於 68% ～ 72% 之間。

過半美國人 
不再相信媒體

雪山示意圖（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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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昭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前兩天我看到 B 站一個 23
歲叫 " 墨茶」的 UP 主因飢餓

和疾病死了，心裏觸動想寫；

可後來又聽官方新聞說這個涼

山青年並不是社會害死的，是

因為家庭悲劇導致性格孤僻云

云。稱他被黑心公司欠薪後回

老家做遊戲直播，經營慘淡，

粉絲長期只有一百多人，鼻瘤

術後繼續做直播，但不遵醫

囑，身為糖尿病患者卻喝大量

飲料。總之，這個不良青年是

自己作死的，屬於自生自滅，

不是被社會害死。至於說好的

醫保社保精準扶貧，在個人道

德缺陷前是可以忽略掉的。

這個不良青年讓人記憶深

刻的除了在疾病和飢餓中工作

和死去，就是在拼多多花了 20
元買了一隻電飯煲煮速食麵，

「希望這鍋能用得長久一點」，

他最大願望就是此生能在冬至

吃上餃子以及草莓。他就是自

己遊戲直播裡的弱雞，在人生

這個遊戲中，因為裝備太差、

沒有隊友保護、買不起好一點

的皮膚還犯違，剛出場就被一

槍斃命。

他活的時間最終還不如那

只花了 20 元從拼多多買回來的

電飯煲長久。

要是看了這兩天的新聞，

我們才是真正生活在逆世界，

上層的鄭爽坐擁一億五的上海

頂層豪宅，下層的不良青年病

死在破舊出租屋裡，上層的能

源局魏司長家藏億萬現金以至

於清查時燒壞了四臺點鈔機，

下層的窮 UP 主祈求電飯煲不

要壞掉。有趣的是，我們被告

知擁有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

想，上下並沒有高低貴賤之

分，只有革命分工不同。

更有趣的是，從留言來看

相當一部分下層的人信了，他

們誇讚墨茶樂觀、不屈、至死

也沒賣慘，因此不缺餃子和草

莓的他們還有什麼理由不樂

觀向上積極工作和熱愛生活

呢……總之，「世界對我不薄，

我輩加緊努力」。果然，世界

上最深情的收割，不是鐮刀對

韭菜的收割，而是讓韭菜相信

自己屬於鐮刀神聖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我們就處於這樣一個時

代，這段時間的新聞證明著：

人民以為自己是個人才，其實

人民只是個耗材，而且耗材充

滿對世界的情懷。比如大學生

吳花燕病重時，她的老師郭泉

聯繫了國外一家慈善機構，可

以把她接去免費治療。可吳花

燕非常生氣地紿老師發去微信：

你怎麼可以把我的事告訴國外

紿祖國抹黑呢，我愛國，我就

是死也不會接受國外敵対勢力

的施舍。然後她拉黑了老師。

不久，她便去世了。遺體捐贈

儀式上，她弟弟哭泣著表示：

姐姐多次說過，雖然家庭不

幸，但有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幫

助，她感到很溫暖。

命運使然，就來到這撥河

北疫情、東北疫情。封城的人

們買不到物資，嬰兒沒有奶吃

老人沒藥品，一個蘋果兩個孩

子啃三天，幾天來三個大人用

螺獅粉泡飯。有人餓得實在扛

不住，打市長熱線沒人接，找

社區網絡員沒人搭理。就有人

民質問為什麼疫情這麼嚴重了

還不上熱搜，

一個一直不忍說的情節

是，當年我帶著救援隊去地震

災區送糧食，兄弟們捐錢出力

沒日沒夜工作。一開始村長還

頗為開心，忽然有一天，他衝

向隊員們怒斥：你們不要來了，

我們不需要你們的幫助，你們

滾出去！到後來，十幾個警察

開著幾輛警車衝到我們住處砸

門，勒令我們快滾。錢理群先

生說我們培養了一批精緻的利

己主義者，其實我們培養了一

批粗鄙的利己主義者，史稱「雞

賊」。

所以我真正想說的是，我

們正處在這樣一個娛樂時代：

用不道德建立一種新道德，用

沒人性構建一種新人性，用整

齊劃一替代顯而易見的常識，

掙扎者掙扎出美感，矯史者偽

造出盛世，滿大街麻木而幸福

的臉龐熙熙攘攘，皆為利來，

皆為利往。人們在朋友圈歲月

靜好，只有刀架脖上才發出嗷

嗷哀嚎，手一緊，就要敲鑼「救

我老母」；手一鬆，又要去割方

方的舌頭，在李文亮被訓誡的

貼子下點讚。

年紀越大，對人性看得越

清，常反思過去的正義是否只

是一時激情，你愛這個國家

嗎？你愛這裡的人民嗎？

去年，保安們衝進私宅痛

毆打麻將的人，把沒戴口罩女

子牽上鐵鏈進行遊街，讓全家

舉著檢討書念「我們是一家四口

在家打撲克，違反了非常時期

不聚集的命令，我們錯了」今

年，保安們把一個出來蹓躂的

老頭綁在電線桿上，把一個婦

女摁在地下拳打腳踢。這是他

們高光時刻的正義，他們是王

秋赦的縮影。

梁啟超說：天下最傷心的

事，莫過於看見一群好青年，

一步一步往壞路上走。勞倫

斯 . 里斯在《奧斯維辛：一部歷

史》裡說過：很多軍官迫害猶

太人並不是因為執行元首的命

令，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麼

做是對的，至今無悔。

所以，2021 年已過去快一

個月了，但你的 2020 年仍未過

去，日子不是日曆，換本新的

一切就充滿新意。日子還是那

個日子，你還是你。所以 2020
年並不是一個年份，而是一部

未完待續的斷代史。你的日子

沒改變，你的 2020 就永遠沒過

去。

（限於篇幅，本文有刪節）

◎文：李承鵬

你的2020年還沒過去

武漢市民掃碼後進入商場（圖源：Getty Images）

進入冬季，病毒出現變種，

南非、英國、巴西和美國都出現

病毒變種，而且傳播很廣。英國

出現病毒變種傳播速度和致死率

都比之前大幅上升，從英國傳出

來的消息非常不好，醫院將病人

送往酒店以騰出床位，應對嚴重

的 Covid-19 病毒。

很多人把希望寄託在防疫措

施和現代醫學出現奇蹟，希望

疫苗能降低傳染率，相信疫苗能

拯救人。雅典在歷史上發生了幾

次大瘟疫，第一次大瘟疫是在雅

典和斯巴達戰爭時，士兵中有被

傳染，死了很多人。人們發現有

一些感染者被挽救回來，在之後

的瘟疫中，他們不再被感染，雅

典歷史學家昔底德把這種對致

命的瘟疫具有免疫力的事記錄 
下來。

19 世紀，人們開始注重科

學，用實證科學方法作為醫學手

段，出現了現代醫學。今天的科

學已經能對病毒的全基因組測

序、看到蛋白質結構。同時藉助

科學手段對於免疫功能有了更透

徹的理解，通過調節人體免疫系

統對抗不同病毒。

現 代 醫 學 無 法 瞭 解

COVID-19 病毒。此病毒不僅

熟悉人體免疫系統，還瞭解人體

細胞，對人體器官、組織結構也

非常熟悉，COVID 病毒利用被

感染的人體細胞在人體內傳播病

毒，免疫系統也不會針對自己細

胞設防，人們還不知道它到底能

產生多少種功能損害。

在過去的經驗中，一個感

染者被治癒，他就有了免疫能

力，不會再被感染。但是今

天，這個規律可能不靈，感染

COVID-19 病毒被治癒的，可

能存在再次被感染的可能，也

就是人們認為的免疫手段被打

破了。因此人們利用疫苗對抗

COVID-19 病毒的希望很可能

會破滅。把人類戰勝瘟疫的期望

寄託在病毒不再變異上，是在賭

運氣。面對如此狡詐的病毒，有

的科學家也感嘆「能變異的病毒

是一個定時的炸彈」。

疫苗是普遍接種，稱作全員

預防。但畢竟疫苗不是人身體自

身的產生的東西，所以在人體內

會出現排斥現象，導致疫苗對一

些人是有副作用的，也就是你不

接種疫苗，身體可能很好，但是

接種之後可能出現問題，甚至出

現嚴重問題。現代醫學以小概率

事件把這種疫苗對某些人造成傷

害的情況給矇混過去。這種言論

是以科學名義漠視生命，把一個

本來是天災的傷害，變成人害。

當初人們發現人有免疫能

力，可能有多種分析方法，一種

是今天這種研究病毒的方法；還

有一種是研究能躲避瘟疫的人具

有什麼特徵。而後者恰恰是被嚴

重忽略和忽視了的群體：他們為

什麼沒有被病毒感染？

人的身體素質是不同，這就

造成每個人對病毒的反應也不一

樣。有的人能感染，有的人有抵

抗力，不會被感染。醫學甚至發

現，人的精神對疾病都有影響，

叫「七分精神三分病」。醫生發

現，當人絕望的時候，可能什麼

藥都治不好他了；中醫講，「正

氣內存，邪不可干，」這個「正

氣」包括人的精神因素。人是有

思想的，其行為受思想、情緒等

支配，這對其能否被病毒感染都

有影響。

現代醫學是實證科學的產

物，注重物質方面分析，迴避精

神方面的研究，所以無法系統研

究人的精神對疾病影響的研究。

在歷史上，雅典大瘟疫中，躲過

瘟疫的人很多是普通的人，我們

不知道，但按照史書記載下來

的，在雅典瘟疫時期，蘇格拉

底、希波克拉底、修昔底德都躲

過瘟疫。他們為什麼躲過一劫？

他們有一個共同特徵：堅守正義

和良知。

進入 21 世紀，短短二十年

內爆發的兩次波及全球的瘟疫，

都是起源於中國大陸，而跟中共

關係密切的國家、地區都成了

COVID-19 病毒重災區，所以

人們將 COVID-19 病毒稱為中

共病毒。

2020 年中國大陸疫情爆

發，開始封城，許多國家開始限

制中國大陸人入境，香港政府沒

實施全面封關，香港當時每天有

近 10 萬的大陸人入境；那時，

香港人幾乎每天都有聚集抗爭，

但香港疫情並不嚴重。當時公布

的香港確診者多數是大陸去的。

2020 年 7 月 1 日開始，香港開

始實施香港國安法，剝奪了民眾

抗爭的權利，當天香港疫情出現

高峰。

傳統中醫不僅針對人體五

行，進行辯證施治，還兼顧環境

的因素，講天人感應，把天、

地、人作為一個系統來分析。在

傳統文化中認為，疫情與當政者

有關係，遇到這種天災，再昏庸

的君王都去祈禱，皇帝要下《罪

己招》，檢討自己過失。香港國

安法就是取消一國兩制，從那天

開始，香港變成跟大陸一樣黑

暗，疫情也會隨著發生變化。不

難推斷，當政府是通過大選舞弊

上去的，還是社會主義，那疫情

會變得更嚴重。

守住良知善念，比疫苗更管

用。

◎文：吳侃

◎文：佚名

期待疫苗還是相信良知善念

近日北京當局決定對部分人

員除了進行鼻咽拭子、口咽拭子

外，還要增加肛門拭子採樣。相

關消息傳出後在民間引起不小震

動，有人因此放棄返京過新年；

也有藥劑師認為，肛門採樣或體

現國產核酸試劑質量很糟糕。民

間認為，此舉羞辱性極大

近來中國的武漢肺炎疫情嚴

峻，且有急速擴散趨勢。北京市

衛生健康委 1 月 20 日在新聞發

布會上表示，18 日北京新增的

一例無症狀感染者為 9 歲男童，

後經診斷為確診病例。此後，當

局對這名確診男童所在學校全體

師生進行鼻咽拭子、口咽拭子、

肛門拭子及血清檢測。 3 天後，

央視新聞也報導，北京大興區有

感染病例的所在區域，所有居民

均要同時進行咽拭子、肛拭子和

血清檢測。《每日經濟新聞》引

述北京醫學專家解釋，因糞便中

病毒陽性持續時間比上呼吸道還

要久。

北京佑安醫院感染科主任梁

連春在接受大陸媒體《健康時報》

採訪時也表示，增加肛門拭子檢

測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準確率。

他還強調，武肺患者在肛門拭子

檢測中發現呈陽性的案例也不

少，顯示病毒存在糞便傳播的可

能性。

但民間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關於「新冠核酸檢測為何增加肛

拭子採樣」的話題一度登上微博

熱搜榜。有人覺得尷尬、有人覺

得侮辱，質疑為何只有中國有這

項檢測。網友們紛紛留言，「傷

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大」，「看

了官方的宣傳圖，已經打消了回

家過年的念頭，病死事小，失節

事大。」不少網友質疑，「一個

呼吸道病毒檢測不準確，不從檢

測試劑的質量和對變異株的敏

感性找原因，居然是通過肛門

取樣提高檢測效果，這腦洞開

得……」。

目前上海醫學界人士表示，

他們不會仿效北京增加肛門拭子

檢測。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北京

一位大學畢業生周順武 27 日接

受採訪時表示，他對北京當局作

出這樣的決定感到不可思議，

「新冠病毒 ( 又稱中共病毒 ) 是
呼吸道感染的疾病，絕對不是消

化道感染的疾病，呼吸道病毒在

消化道是沒有辦法存活的。我也

問了好幾個醫生，他們也認為此

事真的不可思議，一個呼吸道病

毒，怎麼可能通過肛門檢測陰性

或陽性。」

武漢肺炎全球病例激增後，

不少國家向中國購買了檢測工

具，希望能盡快篩出確診病患，

然而，多國使用中國制快篩工具

後發現，其準確性非常低。周順

武也說，坊間傳出一種說法，「去

年（快篩）大批量生產之後，拭

子的庫存量非常大，國外又不進

口了。為了去庫存，推出了肛門

檢測。聽說有這麼一個說法。」

採「菊」東籬下？

北京當局決定對部分人員除了進行鼻咽拭子、口咽拭子外，還要增加

肛門拭子採樣。（圖源：Getty Images）

現代醫學在治癒疾病時，仍然是需

要依賴人自身機體的防疫能力。

（圖源：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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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路克、成容綜合報導

丹麥科學家表示，在英

國首次發現的新冠病毒變

種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傳播。

而隨著世界各國考慮實行更

嚴格的旅行限制，英國將面

臨被全球排斥的威脅。即使

如此，英國政府仍堅持公開

所有信息，堅信對新變種的

信息透明化很重要，唯有如

此才能在全球挽救更多的

生命。

英、丹麥成疫情重災區

疫情海嘯論：暗潮洶湧

丹麥國家血清研究所是丹麥

一家從事疾病追蹤，並為健康政

策提供建議的政府機構。該研究

所的主任克勞斯（Tyra Grove 
Krause）近日開始對每個陽性

新冠病毒測試進行測序以檢查突

變時發現，儘管丹麥採取嚴格的

封禁措施，但變種病毒病例仍在

丹麥以每週 70% 的速度增加。

相比之下，目前美國感染新變種

病毒的病例僅為 0.3%，在世界

上排名第 43。
這將使丹麥的爆發領先於

美國，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

心 22 日警告說，被稱為 B.1.1.7
的英國病毒變體可能於 3 月分

在美國爆發。

丹麥公共衛生官員說，英國

變種病毒傳播得如此之快，丹麥

當局預計它將在 2 月中旬成為

該國病毒的主要毒株。到 4 月

初，每天的確診病例可能會翻兩

番。來自公共衛生研究所的圖表

預測，在最嚴重的傳染情況下，

即使嚴格執行封鎖措施，病例也

會激增。希望變種病毒的傳染性

比想像的要小，這樣丹麥可以將

病例數進一步降低，在進行疫苗

接種的同時，疫情可得到進一步

控制。

之內減少了一半，衛生部自己

的統計數據也顯示，近兩週以

來，每天的感染率都在下降，但

SAGE 警告說，目前疫情仍存

在著「高危險」的感染水平。

目前擁有 70 人的保守黨議

員組成的「冠狀肺炎康復小組

（Co-vid Recovery Group）」，

正在敦促政府在 3 月 8 日之前

開始解除封鎖，因為屆時向最弱

勢群體提供的疫苗應該已經生

效。但是，首相府拒絕給出確切

的解除封鎖日期，這是由於擔心

SAGE 科學家根據其所發現而

提出的有關該變體，可能增加死

亡風險的警報。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流行

病學家弗格森（Neil Ferguson）
在去年 3 月的嚴酷狀況建模中

警告說，如果不採取行動，數十

萬的英國人可能會死亡。

漢考克的衛生部門所洩露的

一項計畫顯示，將使每個被檢驗

為陽性的人，獲得自我隔離的

500 英鎊現金。這個想法每週可

能耗資 5 億英鎊。而經濟數據

顯示，英國 1 月商業活動的跌

幅，甚至超過預期，顯示英國低

估了大量的雙谷經濟衰退。

疫苗抗變種有限

英國肯特變種已在 60 個國

家或地區被發現，包括：美國、

澳大利亞、印度、中國和沙特阿

拉伯。但是英國政府的高級科學

顧問認為，目前的疫苗品種將對

付英國變種，但對南非和巴西的

其他變種可能效果不佳。《每日

郵報》透露，英國衛生大臣漢考

克（Matt Hancock）在一次私

人視頻會議中，轟動性地對與會

旅行社宣稱，疫苗在南非變種中

的有效性可能降低了 50%，並

聲稱該信息已在公有領域發布。

英相：變種病毒更致命

隨著世界各國考慮實行更嚴

格的旅行限制，以阻止英國「更

致命」的變種毒株，英國將面臨

被全球排斥的威脅。之前，當英

國宣布發現更易傳播的新變種病

毒之後，世界各地媒體的新聞頭

條將英國稱為「瘟疫島（Plague 
Island）」。

據英國《每日郵報》1 月 22
日報導，歐盟領導人正在制定一

項新的邊境管制藍圖，可能會禁

止從英國到歐盟所有成員國的旅

行。而在英國首相約翰遜和頂

尖的科學顧問警告——「英國

的突變株比舊版病毒更致命」之

後，現在有更多國家或會效仿。

英國首相約翰遜和他的科

學顧問們在 22 日發布記者會警

示，此前英國境內發現的新變種

病毒，除了傳播速度更快之外，

現在看來還有一些證據表明，

（英國） 新變種病毒可能造成比

原病毒高出 30% 的死亡率。

首席科學顧問瓦倫斯（Pa-
trick Vallance），進一步解釋說，

死亡風險增加 30%，並不意味著

30% 的人會死亡，但這只是相對

增加。而醫院數據則表明，這種

變種可能使 60 多歲男子的死亡

風險從 1% 增加至 1.3%，但他

承認「證據尚不充分」。

記者會後，荷蘭已開始禁止

22 日晚從英國出發的所有客運

航班和渡輪旅行；葡萄牙也開始

禁止往返英國。歐洲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說，成員國「可以對從

變種病毒地區第三國入境和運送

的旅客實施進一步臨時禁令」。

法國政府之前就已宣布，自當地

時間 24 日起，擴大邊境管制措

施，所有自海路或機場入境的歐

盟旅客必須呈交 3 日內的檢測

陰性證明。

但即使如此，英國政府仍堅

信，對新變種的信息透明化很重

要，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

挽救更多的生命。不過科學家

目前認為「更致命」的證據還不

足，但有「現實的可能性」存在。

高危險未除　英相拒解封

儘管一系列統計數據表明，

第二次疫情似乎已經達到頂峰，

並且受到控制，但「末日論」仍

在蔓延。英國「緊急情況科學諮

詢小組（SAGE）」表示，外部

專家估計每日感染病例在兩週

2021年 1月 15日，丹麥奧爾堡大學的一名研究人員在篩選和分析所

有陽性的丹麥冠狀病毒樣本。 (Getty Images)

◆中印兩國軍隊於上週再度

爆發了流血衝突。有消息人士披

露，中國軍隊試圖入侵邊界，因

而與印度軍隊再度爆發了新衝

突，儘管在過程中並沒有使用武

器，不過雙方皆有人挂彩，其

中中國軍方有 20 人受傷，印度

則有 4 名印度士兵受傷，目前

局勢已經獲得了控制。有報導

說，這次中印雙方衝突引爆的

位置，即是在印度北部錫金邦

（Sikkim）的納庫拉地區（Naku 
La）。據悉，錫金邦北臨中國、

東面和與不丹接壤、西邊為尼泊

爾，其與極具有主權爭議的拉達

克地區（Ladakh）東部實際控

制線相距有數千公里。 2020 年

4 至 5 月在拉達克事態嚴峻之

際，納庫拉地區亦曾經發生過一

次衝突事件。

◆意大利 1 月 22 日宣布暫

時禁止年齡無法保證的用戶訪

問 TikTok。這是一名女孩在這

個社交網絡參與 「圍巾遊戲」死

亡後，當局採取的緊急措施。

西西里島巴勒莫市一名 10 歲女

孩，在 TikTok 上玩遊戲死亡幾

小時後做出的決定。這名女孩

參加 「圍巾遊戲」挑戰時，用

手機在 TikTok 上拍攝自己窒息

的過程。意大利數據保護局指

出，儘管這名女孩的年齡低於

TikTok規定的最低 13歲限制，

但 TikTok 公司並沒有拒絕她註

冊。意大利個人數據保護局曾在

2019 年 12 月對 TikTok 提起一

項訴訟，指責這家中國公司 「不

重視對未成年人的保護，讓小孩

子很容易規避註冊禁令，並指控

該公司給用戶的信息不透明、不

清晰，其預設設置不尊重個人隱

私」。

◆印度政府消息人士 1 月

21 日表示，印度將在未來幾週

向南亞國家無償提供數百萬劑新

冠疫苗，以對抗中共在該地區的

影響力及主導地位。信息指出，

全球最大的疫苗製造廠商——印

度血清研究所所生產的阿斯利

康（AstraZeneca）疫苗，已開

始陸續運抵馬爾地夫、不丹、孟

加拉、尼泊爾和緬甸等國，數量

還遠超過中共所提供的數量。同

時，還協助其中一些國家來訓練

醫務人員，以及管理疫苗施放流

程。據瞭解，印方舉動已於上述

地區獲得了讚譽。德國之聲 23
日分析認為，印度搶先進行疫苗

外交的國家，有多國是中共「一

帶一路」政策的重要地區，北京

方面多年來投入了大量資金給上

述國家進行建設基本設施。專家

指出，這些國家都強烈仰賴著旅

遊業，對於疫苗有非常迫切的需

求，這次印方的做法，無疑對中

方於當地的主導地位，已經構成

強烈的挑戰。

◆捷克從 2020 年 8 月起開

始訓練 3 隻警犬，宣稱牠們能

成功嗅出肺炎感染者，成功率更

高達 95%。訓練員把擦拭過確

診者皮膚的衣服、沒有染疫人士

的樣本及假樣本，放置在 6 個

容器之中，讓警犬辨認。項目負

責人表示，該方法可用於偵測其

他疾病，甚至是比肺炎更致命的

疾病。全球目前多個國家都有類

似計畫，其中芬蘭團隊更宣稱取

得接近百分百成功率。他們在赫

爾辛基機場中使用檢測犬，嗅到

旅客的行李是否存在中共病毒

（SARS-CoV-2），確定後再要

求旅客接受核酸檢測。

◆俄羅斯全國於 23 日有 60
多個城市發生了遊行示威，數以

千計的示威者要求當局立即釋放

納瓦尼。示威者不顧警察的阻

撓，堅持遊行。俄羅斯反對派領

袖納瓦尼的妻子尤利婭．納瓦爾

納亞，以及全國各地進行抗議示

威的數百名納瓦尼的支持者，當

天被警方逮捕。尤利婭同時在莫

斯科通過社交媒體 Instagram 上

發文，證實了她被捕的信息。她

是在警車裡倉促發出這個信息

的。俄羅斯全國各地爆發的抗議

活動是納瓦尼的支持者在納瓦尼

從德國回國後組織的首次行動。

納瓦尼在德國因中毒接受治療，

他一到莫斯科就遭到警方逮捕。

歐洲聯盟 25 日決定派歐盟外交

事務高級代表博雷利在 2 月初，

前往莫斯科瞭解情況，以便確定

是否對俄羅斯採取新制裁措施。

【看中國記者成容綜合報導】

英國時間 1 月 19 日下午，在英

國下議院就一項貿易法案的修正

案投票，該修正案規定，如果英

國高等法院裁定某國家犯有種族

滅絕罪，那將意味著自動撤銷與

該國的貿易協定。

首相約翰遜遭受了嚴重的保

守黨內部反對，33 名保守黨議

員支持該法案，而投票反對政府

的鴕鳥立場。在野黨工黨和自由

民主黨也支持該案。國會議員最

終雖以 319 票對 308 票，保住

了政府的立場，但也幾乎抹去了

約翰遜首相在議會的多數票。

未在下議院通過的該法案，

現將返回上議院，上議院將提

出一項新的「妥協」修正案，即

「在高等法院對種族滅絕案件做

出裁決後，國會議員『有機會對

貿易協議進行表決』」。

前保守黨領袖鄧肯．史密斯

爵士說，反對派的規模表明，政

府再也不能忽視反對方的呼籲。

他說：「必須停止對中共和其他

地方的種族滅絕和嚴重侵犯人權

行為的無視。我們不會為了與犯

下種族滅絕罪行的國家進行貿易

往來，而出賣我們的價值觀。」

國防委員會主席埃伍德表

示，西方對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

忍了太久了。外交事務委員會主

席圖根哈特表示，英國有義務抵

抗北京，因為種族滅絕是「對全

人類的罪行」。

在拜登政府就職前的數小

時，川普政府宣稱，中共通過大

規模拘留、絕育和強迫勞動，對

維吾爾族穆斯林，犯下了種族滅

絕和危害人類罪。該宣言使美國

成為第一個正式指控中共種族滅

絕罪的國家，國際公約將「種族

滅絕」定義為「意圖全部或部分

消滅一個國家、民族、種族或宗

教團體」。

英推動法案針對 
種族滅絕罪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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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入主白

宮後，投資者將因此面臨美國

在賦稅、政府支出、貿易和金

融監管等方面有著和川普政府

時期截然不同的變化。根據皮

尤（Pew）研究中心此前的調

查，有 79% 的美國登記選民說

經濟是他們的重中之重。拜登

和川普的經濟政策有極大的不

同，有些甚至是完全對立的，

那麼拜登政府政策必將影響美

國經濟的未來，也會對世界經

濟產生深遠影響。

過去的兩個月期間，摩根

大通創造的一籃子「拜登股」不

斷上漲。華爾街的投資者積極

押注將因拜登獲勝而受益的資

產，包括替代能源股和大麻股。

財經分析人士認為，從中長

期來看，川普的政策是對華爾街

的銀行家們有利的。尤其是過去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 文：  李正鑫

少是通過這些官員的子女、親

戚暗箱操作。一些官員的子女

有海外留學背景，以及中國內

地豐富的人脈關係，成為國際

投行聘用的首要人選。這些國

際投行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的

背後，是有著一張龐大的人際

關係網，他們重金聘請的中國

的官二代，為其衝鋒陷陣，權

力為其成功開路。江澤民兒子

江綿恆、孫子江志成，劉雲山

兒子劉樂飛等都在金融業與國

際投行有關聯。

上個月網路熱傳一段中國

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

長、對外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秘書長翟東升演講的視頻，

翟東升坦承，北京當局搞不定

川普 ( 特朗普 )。
翟東升說：「以前 1992 到

2016 年之間，中美之間各種問

四年來，美國股市大漲，華爾街

和矽谷都賺的盆滿缽滿。但是，

對於川普這樣一個幾乎沒有弱

點，特立獨行又不好預測、無法

控制的總統，華爾街和矽谷都是

不喜歡的。對他們來說，拜登這

樣一個老政客容易妥協。但是，

資本是逐利的也是善變的，資本

更是善於背叛的。當資本一旦發

現之前的選擇是錯誤的，就會迅

速的分析判斷，然後馬上調整自

己的方向。

現在，華爾街越來越警惕

股市泡沫。一些虧損企業股價飆

升、股市炙手可熱以及非職業投

資者的跟風，都已引發擔憂。

1 月 2 6 日 ， 據《 路

透》報 導， 德 美 利 證 券 (TD 
Ameritrade) 首席市場策略師 JJ 
Kinahan 說，「目前交易相比於

正常的交易活動，需要承擔非

常大的額外風險。這不是正常

的交易活動。」

路孚特 (Refinitiv) 數據分

析顯示，在成份股營業利潤為

負的小盤股羅素 2000 指數中，

這種極度盲目樂觀的情緒也很

明顯。

以 David Kostin 為首的高盛

分析師團隊在報告中寫道，「市

場各個部分最近顯示出投資者的

行為符合泡沫情形下的情緒。」

Miller Tabak 的首席市場策

略師 Matt Maley 表示，不是非

得達到 1999-2000 年的泡沫水

平才會出現大幅度的下跌，現在

市場已經出現泡沫並將下跌。

德意志銀行最近的一項調

查中顯示，90% 的受訪者表示

看到部分市場出現價格泡沫。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華

爾街和中共的密切關係，也會

給投資者帶來更大的風險。

獨立智庫天鈞政經研究員

任重道分析指出，二十多年

來，華爾街巨頭通過向美國投

資者兜售中企股票，讓巨額資

金湧向中共的口袋。同時，華

爾街向中國企業提供 IPO（首

次公開募股）、收購美國企業及

房地產的諮詢服務，賺取大量

利潤。

並且，華爾街的投行們非

常清楚，做中國的生意除了直

接向相關官員行賄外，也有不

此前華爾街投資者過

度押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拜登在美國大選中獲勝，

從而給市場帶來金融風

險。現在華爾街越來越警

惕股市泡沫，也引發各界

關注。

題都能搞得定，所有的危機，

不管是銀河號事件，還是炸大

使館，還是撞了飛機，所有的

事情，全部都是‘床頭吵架床尾

合’，兩個月之內搞定。」

翟東升直言：「我們在美國

的權勢核心圈有我們的老朋友！」

他還表示，華爾街在 70 年

代開始，對美國的內政和外交

有非常強的影響力。但是 2008
年之後華爾街的地位下降了，

更重要的是 2016 年之後，華爾

街搞不定川普。中美貿易戰過

程中，華爾街也試圖幫忙，但

是力有不逮。

當談美國現在形勢時，翟

東升說，「現在我們看到拜登上

臺了……傳統的精英，政治精

英，建制派，他們跟華爾街的

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拜登上台 華爾街警惕風險 財經 
評析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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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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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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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C*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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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COROLLA LE LOADED DEMO

2020 HIGHLANDER NEW AWD LE 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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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 0P01075

Stock# 0P01325

$3,045*
SAVE

2019 CAMRY LE2019 CAMRY LE NEW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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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30,446

WAS $34,279WAS $34,279

NOWNOW $25,888**

NOWNOW $29,888**

Stock# P902066

Stock# 0P00800 Stock# 0P01874

$4,558*
SAVE

$4,391*
SAVE

2020 NEW RAV42020 NEW RAV4 AWD LOADEDAWD LOADED

Stock# 0P01859

$$$$$$$4,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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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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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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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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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2,888
DOWN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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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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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MARCH 2021UNTIL MARCH 2021
OAC*OAC*

OR

0P01

$
Stock# 0P01

INCLUDES 3M PACKAGEAND REMOTE STARTERINCLUDES 3M PACKAGEAND REMOTE STARTER

Stock#

再加！請看以下 2020 款清倉特價車 !!!

年 終
清倉特賣清倉特賣

0%
每   輛
豐田車
O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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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省高達
20% 較

 工廠建議價
   選定 2020
     車款 *

    首付及
無需付款

直到2021年4月
OAC*

$0 每輛售出車

免費贈送雪胎 *
現金返贈及
廠家獎勵

  高達 $10,000*

現金返贈
  至少 $1,000
  每筆交易 *

超過 100 輛
2020 款新車
特價清倉！

買車即送
58”智能 4K TV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原價

現 價

節省

NEW SE

 LE AWD

本文章僅反映作者觀點，讀者請僅作參考。

https://www.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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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賞

◎ 文：戴東尼

唐雲的豁達疏朗一
直是美術界傳為美談的由
頭，他非常愛交朋友，而
且對朋友慷慨厚道，熱心
而俠義，有困難他都會雪
中送炭幫助人家，所以人
緣當然好。

俠義海上畫家唐雲

唐 雲（1910—1993）， 海

派書畫名家，擅長花鳥、山水、

人物，可謂詩書畫皆至入妙境，

其性格豪爽，志趣高遠，藝術造

詣頗高。中國翻譯家、美術評

論家傅雷對他有四個字的評價：

「高雅可嘉。」

唐雲 8 歲開始習畫，青少

年時單獨靠臨摹早期珂羅版畫自

學繪畫，憑藉悟性和潛力，年輕

時便在杭州馮氏女子中學擔任國

畫教員，在此期間同畫家姜丹

書、潘天壽、來楚生等人結成藝

術交流的「蒓社」。縱觀唐雲一

生，一個平實敦厚、畫藝超然的

畫家躍然眼前令人敬仰，他的人

品藝德圍繞著他有情可感的生活

而演繹。

唐雲書畫作品，貴能窮古人

之跡，通古人之沄，一心獨造。

其花鳥畫，設色秀妍，用筆瀟

灑，姿致如生，形神兼備。山水

畫意境深達，秀勁蒼潤，吐煙雲

於筆底，收奇境於胸中。書法則

骨秀神淆，縱橫如意，不襲前人

面目而自閥畦逕。

唐雲 1938 年從杭州移居上

海，先後受聘於新華藝術專科學

校，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授中國

畫，畫家自身的藝術修養也循序

漸進。在抗日戰爭那段上海淪

為「孤島」時期，唐雲同他的畫

友鄧散木、白蕉等舉辦《杯水畫

展》、《三友畫展》等多次畫展，

將展出收入全部賑災濟民。後

來，唐雲的藝術生涯逐步邁向高

峰，他的治學精神和聰穎天賦長

期以來是為畫壇楷模。同道們說

起唐雲，都肯定他是一位注重藝

朋友，而且對朋友慷慨厚道，熱

心而俠義，有困難他都會雪中送

炭幫助人家，所以人緣當然好。

比如畫家錢瘦鐵被打成右派後生

活很艱苦，唐先生就經常接濟

他。書法家鄧散木去世後，唐先

生也始終關懷接濟他的家人，施

德於人而不記不言。

他是性情中人，即使在「文

革」的苦難歲月中，揭發、批鬥

也威懾不了他的樂天本性，他依

舊淡定自若，苦中找樂，作畫、

詠詩、會友、飲酒、品茶、集

藏，依舊風雅而有尊嚴，舉得

起，放得下，想得開，睡得著。

很 多 人 說 唐 先 生 是「四

海」，也有人譽他為當代名

士，確實如此。文革中唐雲困

難時期被發落至畫院，任務是

天天清掃庭院。某日，在清理

小竹林落葉時，突發奇想信手

割斷一節竹竿，自製一隻菸

斗，既能打發時間，又是練練

手藝，它小巧玲瓏挺刮可愛。

唐雲完成製作後忍俊不禁，叼

在嘴上蠻神氣的，也是對「造反

派」的抗衡。

唐雲有一別號「老藥」，他

說好畫就像好藥一樣可以治癒

人。上海畫壇因出了個唐雲而

精彩，他一生神遊畫案的極致

發揮，為人的樸實無華，連同

他的卓爾不群的人格魅力，為

眾望所歸。雖然唐先生不是哲

學家，但我以為他的認識，相

比於許多哲學家的人生格言更

富於哲理性，把自我的獨立表

現於對他人的包容。

備，正是唐雲人物畫精品。

他隨即拿起電話打給唐雲

說：「我撿拾到一張精品你知道

嗎？」唐雲一頭霧水：「你看到

什麼作品啊？」瀋柔堅驅車來到

唐雲家，慢慢將作品展開，唐雲

見狀哈哈大笑：「你十幾年後才

知道此畫，我還以為是什麼大不

了的事情。應該講這幅鍾馗是畫

得蠻好的，怎麼會包著舊墨一起

送你，真的想不起來了。」唐雲

欣然提筆在畫上寫下長跋：「柔

堅同志以余包物廢紙藏之幾十

年，今撿出。余為題記並蓋印章

而余白髮蒼蒼。當兒何時儼然老

翁矣。」事後瀋柔堅將畫裝裱成

鏡片挂牆補壁視為珍品。

唐雲的豁達疏朗一直是美術

界傳為美談的由頭，他非常愛交

術修養的畫家。

唐雲的為人豪爽早為圈內

圈外人士所肯定。他與畫家瀋

柔堅結為世交，畫畫的人心情

大庭相徑，暗合畫家與生俱來

的兩件事：一，學做人；二，

畫好畫，這也是每個從事傳統

藝術創作之人的信條。有一

次，瀋柔堅偶爾整理畫案物品

時，發現一個用舊宣紙包裹著

的東西，他已完全忘記了這是

什麼。待拆開一看，是成色包

漿俱佳的古舊墨錠，才忽然想

起這是十幾年前唐雲送的佳品。

瀋柔堅再看著用來包裝的

舊宣紙，頓時驚呆了！推開平

整後只見是一幅唐雲所作《鍾馗

圖》，過去那麼些年了，墨色韻

昧依舊，鍾馗濃眉須丹，形神兼

唐雲 花鳥（蘇富比）

▼菜果圖 ▼唐雲作品

▼〈鍾馗圖〉
唐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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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最受民間喜愛的頗具色彩的

英雄之一，就是濟公和尚。他的逸事和

「惡作劇」總是令大家捧腹。

濟公的原型是道濟和尚，歷史上確

有其人。道濟和尚原名為李修緣，出生

於宋朝（公元 1130 年）的浙江天台。

他 18 歲在杭州的靈隱寺出家，法號為道

濟，在寺廟裡做了一個每天幹著很辛苦

雜務的小和尚。道濟每天早上在廚房裡

刷鍋洗碗。眾所周知，佛教的僧人都是

嚴格吃素的，絕對禁止吃肉。但是有一

天，道濟把肉帶進了寺廟， 開了葷，這讓

其他僧人很是震驚。住持非常生氣，決

定將他逐出靈隱寺。

邋裡邋遢和尚

道濟給自己取名為濟公。這個和尚有

點不拘一格。他的頭髮蓬亂，身上總是帶

著一個裝滿酒的葫蘆，帽子上沾滿了灰

塵，衣服上滿是窟窿，鞋子也是破破爛

爛，並且他還手持一把破扇。

雖然濟公看起來像個乞丐，但他有顆

行善濟世的心。他不受戒律約束，哪裡需

要他，他就到哪裡去。他明辨是非，喜好

打抱不平，彰善罰惡。

濟公為人謙和，總是遊走於世間百姓

之間，懲惡揚善。在那個年代，世上還會

不時有神跡出現。濟公在佛門修行多年，

也擁有一些佛法神通。

古井運木

有一個故事講的是濟公用功能從井裡

搬木頭。杭州要建一座寺廟，急需木材，

但最好的木頭只能在九百里外的四川省峨

眉山找到。僧侶們心急如焚，但這一切都

難不倒濟公。他用功能將木頭一根一根地

從井裡傳送過來。

其他僧人把傳過來的木頭堆積在一

起，這時，負責清點的僧人突然喊了聲：

「夠了！夠了！」濟公正在招來另一根木

頭，聽到和尚的話，他中途停了下來。最

後一根木頭便半沉在井中，後人在上面建

了一座亭子，命名為 「神運井」。

飛來峰的傳說

濟公預知將有一座小山從西方飛來，

落在靈隱寺前的村莊 ，為了拯救村民的

性命，他急中生智地採用了「和尚搶新

娘」的辦法，從而避開了村民被山峰壓死

的厄運。這就是飛來峰的故事。

有一天，濟公和尚剛走到靈隱寺的門

前，忽然心裡猛然一驚。用神通看去，只

見一座山峰從遠處飛來，將要壓住前面不

遠處的一座村莊。

濟公很擔心村裡人的安危，便挨家挨

戶地告訴村民趕快離開村莊，但是沒有人

相信他。濟公急得大聲呼喊，讓村民趕快

逃走，結果村民卻笑話他說：這瘋和尚又

說瘋話了。

濟公正在焦急時，看到一家正在娶

親，頓時心生一計。於是濟公搶上前

去，揹起新媳婦就跑。村民一見，個個

怒氣沖沖，呼喊著全村的老少爺們，親

戚朋友一起來追瘋和尚。村民們追著追

著，不知不覺就跑出了村口，這時一座

山峰飛了過來。一個小姑娘跑得慢了，

眼看就要被壓在山下，濟公施展神通，

一掌向山峰推去。山峰偏了一偏，小姑

娘死裡逃生。巨大的石塊砸落下來，飛

濺起來，落得到處都是，瞬間將整個村

子夷為平地。一起追趕出來的人們也躲

過了一場滅頂之災。

濟公是佛教的一位頗具傳奇色彩人

物，關於他的傳奇故事還有很多。濟公和

尚永遠以其歡喜而又莊嚴的神態和務實的

態度被人們所銘記，成為了中國傳統神話

傳說中最可愛的民間英雄之一。

◎文：白雲飛

One of ancient China’s most beloved 
folk heroes is the colorful monk, Ji 

Gong. These fables of his escapades are 
guaranteed to entertain and amuse all.

  Li Xiuyuan was born in the year 1130 in 
Tiantai, Zhejiang Province (Song Dynasty). 
He was 18 when he went to Lingyin Tem-
ple. It’s an immense structure on the hills 
above Hangzhou, near Shanghai. Li Xiuyu-
an was a true monk. His monastic name was 
Daoji and he used to work very hard at his 
chores.

  Daoji’s job was to scrub the pots in the 
kitchen every morning. It’s well-known that 
Buddhist monks are all strictly vegetarian. 
They are absolutely prohibited from eating 
meat, but one day, Daoji shocked the other 

monks when he brought meat into the kitch-
en, and then went on to eat it. The abbots 
were not pleased in the least and decided to 
expel him from the Lingyin monastery.

A wayward monk
  Daoji then took on the name Ji Gong. But 
the wayward monk was a little wild. His 
hair was unkempt and he always carried a 
gourd full of wine with him. His hat was 
dusty, his clothes were full of holes and the 
shoes were falling apart. He also carried a 
“magic” fan.

  Despite looking like a tramp, Ji Gong had a 
heart of gold. He was kind of unique, and he 
traveled to wherever he felt he was needed. 
Having mastered the martial arts, Ji Gong 
had a keen sense of justice and loved using 
his skills to fight evil and right wrongs. 

  Ji Gong was humble and he always roamed 
around among ordinary folks. In those day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human and di-
vine world were blurred, and as someone 

who cultivated in the Buddha school for a 
number of years, Ji Gong possessed a few 
supernatural powers.

Summoning logs from a well
  One story tells of Ji Gong using paranor-
mal powers to pull logs out of a well. A tem-
ple was to be built in Hangzhou and des-
perately needed wood. But the best wood 
was found only in Sichuan Province, some 
900 miles away. The monks were desperate. 
But nothing could faze Ji Gong. He used his 
magic powers to teleport the logs over one 
after another.

  The other monks piled them up until 
the monk charged with counting sudden-
ly yelled, “Enough!” Ji Gong had already 
beckoned another log, but hearing the 
monk, he stopped it mid-way. That last log 
remained half-submerged in the well, and 
later generations built a pavilion over it, 
naming it the “Divine Teleportation Well.”

Stopping a flying mountain peak

  Another tale, Stopping a Flying Mountain 
Peak, tells of when Ji Gong gatecrashed a 
wedding and abducted the bride. He carried 
her away from the village which led all the 
guests to chase after him. The fact of the 
matter was Ji Gong had the supernormal 
power of clairvoyance and he saw that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terrible landslide. The vil-
lagers did not heed his words to get out of 
the place.

  That was when he abducted the bride. No 
sooner had the chase gone past the village, a 
nearby mountain peak broke off and landed 
right on the village. Huge rocks flew every-
where, shattering windows and flattening 
buildings in an instant.

  Ji Gong is a featured immortal of Bud-
dhism. There are many more stories about 
his adventures. Monk Jigong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for his joyful, yet solemn de-
meanor and pragmatism. Ji Gong is one of 
the most endearing and beloved folk hero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yths and legends.

濟公和尚的傳說

The Eccentric Adventures of  Monk  Ji Gong

濟
公
畫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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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資料分析發現，冠狀病毒定向性強，主要瞄準共產主義分子、社會主義分子，以及思想或行為親共者。

疫情資料分析：網網；整版圖片：Adobe Stock

《電子生命》刊發的研究顯

示，使用光照控制秀麗隱桿線蟲

腸道內細菌的分泌和代謝循環，

可以瞭解對秀麗隱桿線蟲的影

響。研究組利用基因技術，把大

◎文：天羽

腸桿菌（E. coli）進行改造，使

它對不同光線產生不同的反應：

在綠光下促進可拉酸（colanic 
acid）的分泌，在紅光下停止

分泌可拉酸。之後將它們放入

秀麗隱桿線蟲的腸道內，秀麗

隱桿線蟲的身體是透明的，利

用不同顏色的光線照射，查看 
效果。

科學家已證實，線粒體與生

物體的衰老有關，保護線粒體免

受損即可延長壽命。而壓力可引

起生物體線粒體斷裂受損。

研究者表示，光遺傳學提供

了一個直接的方式，控制腸道細

菌的代謝，並改善了宿主的健

康。攜帶基因改造後的大腸桿

增壽新法   

◎文：青蓮

科學與預言  共指大瘟疫

2020 年 12 月 21 日，

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Matt 
Hancock）表示，中共病毒發生

了變異，並已「失控」。

儘管全球數十個國家對英國

實施了旅行禁令，但仍然有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陸續發現了中共

病毒（SARS-CoV）的變異毒

株，包括歐洲的德國、法國、意

大利、西班牙等傳統大國，北歐

的所有國家，亞洲的中國、日

本、印度、香港等，大洋洲的澳

洲、新西蘭，北美的美國、加拿

大，南美的巴西、智利等。

英國、德國等都創出單日確

診病例，及單日死亡數的最高紀

錄。英國再次宣布進入全國範圍

的封鎖。

與 2020 年初的中共病毒

有所不同的是，英國政府科

學諮詢小組成員弗格森（Neil 
Ferguson）說，有跡象表明，

變異後的病毒感染了更多的 15
歲以下的人。

南 非 衛 生 部 長 穆 凱 茲

（Zweili Mukez）也表示，在南

非的變異毒株引發的第二波中共

病毒疫情中，更多的年輕人被感

染，而且年輕人更容易發展為重

症。

隨之，世界各地陸續爆出年

輕人因感染中共病毒死亡的案

例。WHO 在 2020 年 12 月 底

發布消息說，未來還會有更大的

瘟疫。雖然疫苗已經研製成功，

並在多個國家開始接種，但法

蘭克福大學病毒學教授西塞克

（Sandra Ciesek）警告人們，切

莫誤以為接種疫苗就能夠很快壓

低因病毒而導致的死亡人數。

此外，「美國前線醫生」

組 織（American's Frontline 
Doctors）的成員烏索（Richard 
Urso）醫生警告說，當前世界

各地出現了多個中共病毒的變

種，會帶來「引發致病性」，從

而使人們在接種疫苗後死亡率更

高。

而這一切，彷彿是百年前歷

史的重演。

1918 年春，西班牙流感剛

爆發的時候，與一般的流感別無

二致，因此並沒有引起人們多大

的重視。然而，同年的秋冬季

節，當變異後的二波流感瘟疫反

撲的時候，人類陷入了無邊的黑

暗之中。發生變異的西班牙流感

病毒以劇毒毒株的形式出現，傳

染性急劇飆升，在短短幾個月內

就蔓延到世界各地，不少較為偏

遠的地方也沒能倖免。變異的病

毒致使患者在短時間（數小時

至數天）內便死亡，而且大部

分都是年輕人。

如果說 2020 年人類面臨的

是無法解脫的庚子魔咒，那麼

2021 年的命運，千年前的先知

們也早就看到了。

除了《黃帝地母經》、諾查

丹瑪斯的《諸世紀》等古代預言

中描述的慘烈情形，當代也有多

個相關預言。

印度男童阿南德以及馬來西

亞玄商導師拿督鄭博見（Dato 
Anthony Cheng）， 對 2020 年

的多項預言基本都已成為現實。

鄭博見認為中共病毒將發生變

異，受災人數將驟升，而且可能

出現其他類別病毒，與現有病毒

一起對人類生命構成雙重威脅。

病毒有眼睛  背神者受懲

《聖經》說，瘟疫

是神對「人背叛神」的懲

罰。古人認為，病毒是有

眼睛的。當科學與預言

交匯到一點，世紀大瘟

疫席捲而來，人類已站

在命運的生死門前。未

來，終須由自己選擇。

 站在科學與預言的交匯處   

菌、並接受綠光照射的秀麗隱桿

線蟲，壽命較長。

這種方法也適用於其他微

菌，並探察各種由微生物代謝推

動的宿主的生理變化，以及影響

健康和疾病的其他機制。

◎文：藍月

北卡羅來納州立大

學教授西爾弗伯格的研

究組，近日提出新理論，

認為能量是構成物質的

基礎模塊。

從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

的物質都由土、水、空氣、火和

乙太這五種基本元素構成理論，

到英國物理學家牛頓的物質由基

礎粒子構成學說，再到現代科

學家的能量波觀點，但這種種

認知在宏觀或微觀世界內並不 
適用。

後來，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

以及時空扭曲效應，解決了水星

物質由能量塊構成

軌道的進動，和經過太陽光線的

彎曲這兩個當時由粒子和電磁波

都解釋不了的難題。

西爾弗伯格說，粒子和電

磁波二者之間的存在形式看似矛

盾，但在底層應該存在某種聯繫。

他們找到一種模型，聚集在

單點就像一個粒子，但是同時也

以波的方式向周圍的時空擴散，

也像一顆恆星，中心區域能量最

強，距離中心越遠能量越小。利

用新的能量塊理論計算，他們得

出了與相對論計算一致的結果。

西爾弗伯格說，他們的理論還在

初步階段，已經展示了在宏觀和

微觀範圍內，在粒子和波理論都

行不通的情況下，都能準確解釋

宇宙現象的能力。

《聖經》中說，瘟疫是神對

「人背叛神」的懲罰。中西方傳

統文化也都認為瘟疫是長眼睛

的。令人震驚的是，現代科學的

大資料分析與之相吻合。

根據全球疫情大資料的統計

分析顯示，瘟疫好似有眼睛，在

世界擴散的路徑總是沿著與中共

關係密切的國家、城市、組織和

個人一路傳播。而且越親共，疫

情越嚴重。

不僅如此，統計資料發現，

瘟疫甚至能識別人的「政治面

貌」。一份中國大陸某單位內

部的 2020 年 2 月死亡名單統計

表顯示：在該單位中共病毒死

者當中，中共黨員的比例高達

88%。而美國的一項疫情資料對

比顯示，2020 年 5 月 1 日至 11
月 11 日期間，中共病毒在藍州

的致死率長期高出紅州1～2倍。

目前，無論現實形勢、科學

家的警告，還是古今中外預言的

警示，都交匯在庚子年（2020）
與辛丑年（2021）的巨大轉捩

點上，直指更大規模瘟疫即將到

來。人類站了一個生死攸關的十

字路口，該何去何從？

諾查丹瑪斯在預言中說，大

災難是神在人間淘汰惡人、不信

神而與魔鬼為伍的人。而魔鬼就

是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

諾查丹瑪斯告誡人們，避開

劫難的關鍵在於遠離魔鬼。先知

和無數神的使者，早就已經告訴

人們在大劫難來臨前如何自救，

只是在天堂或地獄之間，人人必

須自己做出選擇。

◎文：秀秀

《三齊要略》中講，

秦始皇想在海上造一座

石橋，跨海去看一看太

陽升起的地方。

有個神仙就幫忙把石頭趕到

海裡。當時陽城有十一座山，在

神仙的指揮下全都巍然挺立，且

向東傾斜，彷彿相隨而行。那神

仙嫌石山走得太慢，就用鞭子抽

打，這些石頭便會流出血來，全

變成紅的。有人說，秦始皇在海

秦始皇建橋  裡造的石橋，不是人工所能完

成的，而是由海神立的橋墩。

秦始皇感謝他的恩惠，便燒香

祈禱，請求與之相見。

海神說：「我的樣子醜

陋，咱們先約定好，不要把我

畫下來，這樣我才能與你見

面。」秦始皇當即同意，便從

石橋上向海中走了三十里，與

神相見。皇帝手下有個畫師，

偷偷用腳把海神的相貌畫了下

來。海神發覺後大怒道：「想

不到皇帝竟也會負約，請你馬

上回去吧！」

秦始皇沒有辦法，只好打

轉馬頭。那馬前腿剛剛落地，

後腿下面的石橋就崩塌了。

1975年6月5日，考

古學家在中國湖北省荊

州市以北約五公里處的

南城凰山，挖掘了一處

第168號漢墓。墓中有一

具千年不腐男屍和他寫

給閻王的「告地書」。

挖掘出的棺槨中有一具男

屍。考古人員發現，這具男屍歷

經兩千多年依然不朽。屍體的外

表完全沒有受到損害，皮膚軟組

織富有彈性，關節也可移動，

32 顆牙齒完整而牢固，內部器

官完整。

古代人的醫學和屍體防腐技

◎文：紫雲

術，令今人都歎為觀止。

更不可思議的是，工作人

員在這具「不腐男屍」的身邊，

發現了一冊竹簡，名為「告地

書」，信的內容讓考古專家大吃

一驚。信件的大意是，這位叫遂

的人去世之後，他會帶著 28 個

男奴、18 個女婢、牛車一輛、

馬車四匹到陰間報到，希望閻王

能夠開恩，在地下的時候可以賜

給他一官半職，不要讓他受苦。

「告地書」是秦漢時期在楚

地比較常見的一種喪葬用具。

千年古墓「告地書」  
「告地書」

是死者給閻

王的一封報

到信。

它是在為死者辦理喪事的時

候，模仿現實生活，死者遷徙所

用的一種文書，是死者給閻王的

一封報到信。

經過專家的研究和鑑定表

明，這座古墓是西漢時期楚國

貴族的墓，葬於漢文帝十三年

左右，已經有 2100 多年的歷史

了。墓主的名字叫「遂」，身

高 1.66 米，體重約 52.5 公斤，

是江陵市西鄉陽里人，享年 60
歲，生前爵位為「五大夫」，在

當時的社會地位非常高。

科學家通過基因改

造，結合使用特定的光

線照射腸道內微菌，實

現了延長宿主壽命的效

果。

死者政治面貌 中國人政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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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州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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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專家考證，中國歷史上的

「河清」，有記載可查的便有 43
次，首見於漢桓帝延熹八年（公

元 165 年）。每次時間間隔或長

或短，有幾次間隔不到五百年。

黃河變清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為

◎文：慧明

黃河變清了預示著什麼？
1727 年，達到 20 多天。

據大陸媒體報導，最近的一

次是 2020 年 5 月中旬以來，平

日濁浪滔天的黃河壺口，竟變身

清流飛瀑，從 20 多米的陡崖間

奔騰直下。沿黃河各省（區），

也不斷傳來黃河變清的消息：從

內蒙古托克托縣河口鎮到河南鄭

州桃花峪，1200 多公里的黃河

中游，多處出現「一河清水向東

流」的景象。看到這，相信每個

人都會無比驚訝，這世界就是這

麼無比的神奇。

如今的「黃河清」，涉及流

域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史所罕

見。臺灣劉寶傑在視頻節目《關

鍵時刻》中說，從歷史角度來

看，「黃河清」的時候往往會發

生大變局、大災難，人們才期待

「聖人出」。比如，公元 1127
年宋徽宗的靖康之難、1403 年

明成祖的靖難之變、1727 年雍

正四年的大屠殺，這些年分都出

現過黃河清，但是百姓沒看到

「聖人出」，相反，卻看到災禍

連連。

還有一種說法是「河當濁

而反清，陰欲為陽」，將「黃河

清」視為一種叛亂、不祥之兆。

《推背圖》第五十四象讖曰：

「磊磊落落殘棋一局，啄息苟安

雖笑亦哭。」頌曰：「不分牛鼠

與牛羊，去毛存砹尚稱強。寰

中自有真龍出，九曲黃河水不

黃。」意思是說，聖人出現時，

大地山川都會傳遞靈異，塵世中

的汙濁會被淘汰，萬里黃河變

清就是徵兆。 《推背圖》中的第

五十四象預言人民不堪重負。

配圖為 5 個小牧童手拿小

棒，趕著一頭怪牛。在其他版本

中的也是馬形牛角，個頭小，也

有點像羊。

對此有分析稱，過去人們用

十羊九牧來形容官員太多，人民

不堪重負，現在用一牛五牧，有

比喻官僚體系龐大腐敗之象。

「磊磊落落，殘棋一局」指

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敗亡後，對於

整個共產陣營而言，已經是一

盤殘局了。「啄息苟安，雖笑亦

哭」意思是這時中共也感到了極

大的威脅，雖然還有幾個小兄

弟，如古巴、朝鮮等做伴，也只

能是強作歡顏。

此時，中共做的一切：發展

經濟、外交文化交流、發展體育

等，都是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

都只是「苟安」的策略。

《推背圖》中的第五十四象「一

牛五牧」，預言人民不堪重負。

黃河壺口、《推背圖》第五十四象：網絡圖片;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文：紫薇老師

2021年受大環境的影響，許多事情都無

法真正明朗、有結果，因此讓人無所適從的

狀態將會延續下去。這個異常不確定的一

年，有可能會有許多方面與2020年雷同。

當前如何控制武漢肺炎是最

刻不容緩的議題。它對國人健

康、經濟復甦和社會穩定的影響

很大，去年不少產業被迫停滯，

民眾生活陷入困頓，好不容易熬

到年底，許多人寄望 2021 年運

2021辛丑流年
紫微四化星代表甚麼？

勢能有所翻轉，想知道整體趨

勢，調整適合自己的方向，重新

再出發。並且期盼自己，未來可

以突破重圍、迎刃而解。

2021 流年紫微四化是巨門

化祿、太陽化權、文曲化科、文

中國人在啟蒙的時

候就被告知：「聖人出

則黃河清。」（程登吉

《幼學瓊林》)。說黃

河五百年變清一次，甚

至還有「千年難見黃

河清」的說法。三國時

代李康的《運命論》中

說：「夫黃河清而聖人

生。」

◎文：貴臻
◎文：吳明

德國這小鎮只做了一件事 瘟疫就消失了 雜役得道

1633 年，黑死病席捲整個

歐洲，德國巴格利亞南部的一個

叫上阿默高的小鎮，也難逃瘟

疫，可是他們在神父的帶領下做

出了一個決定後，瘟疫從此消

失。

黑死病奇蹟般消失

1440 年——1700 年，俗稱

黑死病的瘟疫席捲了整個的歐

洲，300 年間整個歐洲都籠罩在

黑死病這種瘟疫的陰影裡。在德

國巴格利亞南部一個叫上阿默高

的小鎮也不例外，就在阿爾卑斯

山的腳下，靠著安珀河流經的谷

底。小鎮面積只有 30.06 平方公

里，居民不到六千人，但是在當

地很有名氣，在歐洲也是一個很

有吸引力的地方。因為當地有

一個幾百年的傳統，每十年會

上演一次精彩的大戲「耶穌受難

記」。

中世紀三十年戰爭期間，黑

死病的瘟疫導致上阿默高小鎮的

居民有 1/10 的死亡。在那個艱

難的時候，沒有人有解藥，沒有

人知道這個瘟疫什麼時候能夠停

止。這個小村的神父是篤信天主

教的一位神職人員，在 1633 年

領著全鎮的村民發了一個誓說：

「如果上帝憐惜他的子民，

幫助鎮民度過這場災難的話，他

們將每十年舉辦一場耶穌受難記

的演出。」

當神父領著村民立下這個誓

言之後，神跡真的發生了。從那

以後，再也沒有村民因為黑死病

死亡。

於是，小鎮的鎮民就按照他

們當時在神面前所許下的誓言，

第二年就上演了以耶穌受難為題

材的宗教戲劇。第一次參加演出

的居民大概有六十人，從 1634
年開始，每隔十年這個小鎮就大

規模的上演一次耶穌受難記，一

直持續到現在，已有 367 年。

悔過向善 化解災難

中國人講天人合一，天象的

變化與地上人心的善惡是對應

的。當人心善良，道德高尚，行

仁義的時候，上天就會現祥瑞於

人間；如果人類世風日下，唯利

是圖，爾虞我詐，無惡不做的時

候，上天就會降災難於人間。

東海孝婦竇娥被冤殺後，整

個東海郡三年大旱，使整個東海

郡的百姓跟著遭災。《西遊記》

第八十七回「鳳仙郡冒天止雨 孫
大聖勸善施霖」記載，唐僧師徒

四人行至鳳仙郡，鳳仙郡連旱三

年，餓死了三分之二的人。僅僅

因為郡守對玉帝的不敬，導致整

個東海郡的百姓受災。孫悟空那

麼大的神通也無解。這兩個例子

都是郡守領著百姓向神靈懺悔，

人心向善，旱災才得以化解的。

從上面的故事我們可以看

出，當人類有危難的時候，向天

祈禱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明白了

遭受災難的根本原因是人間有極

大的冤情神就會降下災難以警

示。

有個叫桓闓的人，拜華陽陶

先生為師，每天只是做一些雜役

的活，一干就是十幾年。他性格

十分沉靜謹慎。

有一天，有兩個青童騎著白

鶴從天而降，落到了陶先生的院

子中。陶先生趕緊到門口迎接，

但是騎鶴青童卻說：「太上老君

命我們來見的是桓先生。」陶先

生一時說不出話來，心裡暗想自

己的門人中也沒有一個姓桓的

呀，最後才知道原來是在他家干

雜活的桓闓。

於是就問桓闓是修的什麼道

達到了這個程度。桓君說：「我

修道已經好多年了，我親自到天

界朝見太帝也有九年了，所以神

仙今天才會來召我升天。」桓君

穿上天仙的衣服，騎著一隻白鶴

升了天。

神和人看問題是不同的，人

把人間的地位和財富看得很重。

神則恰恰相反，越是不起眼的

人，比如廟裡燒火做飯的小和

尚，因為他吃的苦多，還業就

快，反而可能會早得道。

昌化忌。

巨門化祿

開口進財、開口順遂，是巨

門化祿最大的優點，在人際關係

裡最重要的是如何與人溝通。

有效的溝通才能拓展你的人

脈，在事業上可以更上一層樓。

也能夠建立自己的自尊心和自信

心，增加成交的機會，進而增加

財富的累積，在與人相處上也會

讓人感覺到自己是受歡迎的人，

同時感覺到自己被人重視、信任

與尊重。

太陽化權

會讓人變得很積極，很有企

圖心，更有主見，思緒更為正

向，做事更有方法。在職場的

人，努力工作會讓上位的人容易

看見，受到提拔賞賜；在求學的

人勤奮努力讀書，求取功名有

望，對未來更具信心有目標。

文曲化科

表達自己的意念和想法，

2021 年更容易表現出來，聰明

才智好，即使碰到很困難的問題

也會把它變得有條理，很簡單。

文曲也是桃花化科，能讓戀愛的

人更有機會碰到更適合的對象，

並開花結果。

文昌化忌

思想會打結，永遠只在細節

處打轉，做事若是不得要領，往

往事倍功半。

在求學階段有可能中斷學

業，在工作上有可能在文件往來

時出現錯誤，增添不必要的麻

煩，或因此造成金錢上的損失。

所以在流年不好的時候不要輕易

做決定，以免徒勞增添煩惱。

2021 流年是辛丑年，五行

為金與土，土生金相生，是金

牛年，太歲在東北方，在整個牛

年裡必須保持整潔。太歲方位如

果不潔淨，亂七八糟地堆滿雜

物，是對太歲的不恭，會間接影

響居住人的感情、事業、錢財、

健康和學業等

運勢。如有宗

教信仰者犯太

歲，最好的化

解方法就是到

廟宇安太歲。

「不分牛鼠與牛羊，去毛存

砹尚稱強」意思是到這時候，中

國沒有人相信共產主義，當權者

只是強撐共產主義的皮毛，對於

共產主義已經失敗，和自身對人

民犯下大罪的事實死不認賬。至

於是非善惡，早已經不是他們關

心的了，「去毛」是指「毛」澤

東死「去」以後的事情。

圖中有一個牧童背對人，然

而單獨在牛的一面。這就是一直

沒有登「龍位」的鄧氏，他也一

向不喜歡讓人照相。面對讀者的

四人是執過政的華、胡、趙、

江。

「寰中自有真龍出，九曲黃

河水不黃」指否極泰來，寰宇將

有真命天子，或者說聖人出。黃

河水黃，是因為裡邊含土沙，

也就是含有出了頭的「田」，即

「由」字，去了「由」，「黃」就

是「共」了，就是說，共黨執政

的時候，聖人降世。

千百年來，不同民族的預言

都提到，在一個特定的時刻，人

類將經歷一場毀滅性的大災難。

屆時，一位聖者將出現，拯救世

人於危難，並指引人類回升的道

路，開啟新的紀元。

無論從祥瑞之兆還是預言，

都在告訴人們，聖人已在世間，

你能分辨得出來嗎？睜大你的眼

睛，不帶觀念的用你善良的本性

來判斷，可別錯過了這千載難逢

的機緣。

德國阿默高小鎮村民演出《耶穌受難劇》回報上帝赦免瘟疫之恩，歷

時已有367年。這出每十年上演的《耶穌受難劇》已經吸引超過五十

萬人前往觀看。（網圖）

變清後的黃河壺口（下圖）與正常的黃河壺口（上圖）之對比。(網圖

千年難見 
黃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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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曾經在中國持續了五千年之

久，甚至亞洲諸國的文化也深受中國傳統

文化的影響，所以在東方的各國中，傳統

文化都是非常深厚的。那麼，有著五千年

悠久歷史的傳統文化，為甚麼會衰落呢？

這是因為 1949 年之後，在中國的歷

次政治運動中，各個文化領域的菁英們逐

漸被屠殺殆盡，於是造成了文化的斷層，

中國古代的先賢聖人留給後人的文化精髓

消失了，歷朝歷代遺留下來的文化古蹟也

被毀壞得所剩無幾。

在共產主義統治中國的幾十年中，摧

毀了中國人對神的信仰，人們不再敬天信

神，不再追求高尚的品德；而且，它使用

無神論的教育和宣傳等欺騙手段，導致中

國已經完全失去了傳統教育。所以，造就

出來的新一代中國人，根本不瞭解中國真

正的歷史和文化，而且中國人的道德底線

一再的下滑，這些我們都是有目共睹的。

而在西方各國中的傳統文化和歷史，

並沒有像東方國家那麼深厚，所以共產主

義就用滲透教育和變異文化的方法，在不

知不覺之中摧毀了西方國家的傳統教育，

導致西方各國的年輕一代人，甚至比中國

的年輕一代變異得更為嚴重。比如：美國

的公立學校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出現了極

為令人痛心的變化，這就是共產主義對自

由社會的教育滲透和顛覆的結果。

前蘇聯的克格勃成員貝澤門諾夫，在

上個世紀 80 年代初的時候，曾經說過共

產主義對美國的思想滲透已經接近完成，

「即使從現在這一刻起，美國人開始教育

一代新人，仍然需要 15 年至 20 年才能

扭轉這個趨勢，改變人們對現實的意識形

態化認知，使認知回到正常狀態。」從他

說這些話到現在，時間又過去了30多年。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共產主

義在西方培養的代理人，把滲透教育和變

異文化作為主要目標，他們全面接管了大

學、中學、小學的教育，甚至也影響了家

庭教育；而且，他們還編造了變異的教育

理論，改變了傳統的教育理念，致使教育

領域完全變成了共產主義氾濫橫行的重災

區。

共產主義對美國的滲透教育主要體現

在五個方面：首先是直接向美國的年輕一

代灌輸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首

先接管了美國的大學，一邊創造以意識形

態為導向的新學科，一邊去滲透重要的傳

統教育學科，包括：文學、歷史、哲學、

政治、法律、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

大眾傳播等學科；並且，讓變形的馬克思

主義成為這些科系的指導思想，同時把

「政治正確」變成大學校園裡的箝制思想

的操作指南。

其二，是故意不讓年輕的一代人去接

觸傳統的思想文化，它使用了各種方式去

詆毀傳統的文化和正統的思想，以及真實

的歷史和文學經典的著作，並使這些傳統

的思想文化逐漸地被邊緣化。

其三，是從幼兒園和小學的教育開

始，持續地降低教學的標準，致使年輕

的一代人的讀寫和算數的能力變得越來

越差，思維能力和知識水平也都嚴重的

下滑。這樣就導致了他們不能理性的

去思考關係到自己人生和社會的重大問

題，也就更不會看穿共產主義的各種狡

猾至極的詭計。

其四，是老師從學生很小的時候，

就開始給學生們灌輸各種變異的觀念，

等到他們長大之後，這些被強加的觀念

就會變得根深蒂固。而且這些觀念是在

不知不覺中形成的，當年輕的一代人長

大之後，他們是根本無法察覺的，所以

自然就無法糾正。

其五，是在學校裡培養學生們的自

私、貪婪、放縱的習慣，還培養學生們

的反權威、反傳統的傾向；並且放大他

們的自由觀念，加強他們的以自我為中

心的觀念；降低學生們對不同觀點的理

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時還降低他們的心

理承受能力。

我們看現代美國教育，就會發現共產

主義在這五個方面的目標已經完全實現

了。在美國的大學裡，左派的意識形態成

為了主導的意識形態，而有不同思想傾向

的學者是很難進入到大學裡教育學生，即

使能夠進入大學，也不被允許發表傳統教

育的觀點。

很多美國的大學生經過四年的滲透教

育，大學畢業之後都是傾向自由主義、進

步主義，很容易地就接受了無神論、進化

論、唯物主義思想，成為了享樂主義、

缺乏常識和責任感的褊狹脆弱的「雪花」

人。其中有一些人受害極為嚴重，不僅有

自由派的教條，還知識貧乏、視野狹窄，

而且對世界的歷史和美國的歷史一知半

解，有些人甚至是一無所知，他們都變成

了共產主義欺騙的主要受害者。

文 |明古

文 |心怡

一箭雙鵰：用一枝箭射下兩隻雕，比

喻做一件事能達到兩個目的。該成語出自

《北史 · 長孫晟傳》。

南北朝時，北周有個武將名叫長孫

晟，他武藝高強，特別是射箭的功夫，無

人敢與他相比。

長孫晟曾奉王命，率一批將士護送公

主前往突厥和親。突厥王攝圖，大擺酒

宴，宴請長孫晟。酒過三巡，按照突厥人

的習慣要比武助興。

突厥王命人拿來一張硬弓，要長孫

晟射百米以外的銅錢。只聽得「格勒」一

聲，硬弓被拉成彎月，一枝利箭「嗖」的

一聲，射進了銅錢的小方孔。「好！」大

家齊聲喝彩。從此，攝圖對長孫晟非常敬

重，留他在突厥住了一年，並經常讓他陪

著自己一塊兒去打獵。

有一次，他倆正在打獵，攝圖猛抬起

頭，看見天空中有兩隻大雕在爭奪一塊

肉，他連忙遞給長孫晟兩枝箭，說：「你

能把這兩隻雕射下來嗎？」

「一枝箭就夠了！」長孫晟邊說邊接

過箭，策馬馳去。他搭上箭、拉開弓，對

準兩隻廝打得難分難解的大雕，「嗖」的

一聲，兩隻大雕便串在一起，落下來了。

晚上接著白天幹，日夜不停。該成語

出自於《莊子 · 至樂》。

周公旦是西周傑出的大臣，他在協助

武王攻伐殷商和輔佐成王朝政的事業中，

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忠於職守，嘔心瀝

血，不論是在吃飯或做其他私人事情時，

只要有公事，他就立刻幹起公事。

立國之初，有人造謠，說他有篡位的

野心，但是他消除了成王的誤解，擊敗了

武庚的叛亂和夷族的反抗，制定了禮法和

刑律，繼續分封諸候，並建築洛邑，設立 
了東都。

由於為國操勞過度，周公在東都建立

後不久就去世了。臨死前，他還諄諄告誡

大臣們：一定要幫助天子管好中原的事；

自己死後，要葬在成周，以表示雖死不忘 
王命。

戰國時的孟子認為，周公是社會中的

理想人物，十分推崇他為國操勞、不辭辛

苦的精神。他說：「周公想兼學夏、商、周

三代開國君主的賢德，來把周朝治理好。

如果有不適合於當時的情況，他就抬起頭

來想，夜以繼日地思索。等想出了好的辦

法，便坐著等待天明，馬上去施行。」

四 相 簪（zān） 花，「簪」 為 
插、戴的意思，從字面看是說四個宰相戴

花。的確，北宋年間真有這樣一件奇巧之

事。宋仁宗慶曆五年（公元 1045 年）年

初，韓琦因與范仲淹、富弼、歐陽脩等推

行新政，被貶出京城，以樞密副使官銜任

揚州知府。

揚州的芍藥花中，佳品不少，其中有

一種特別稀有，難得一見。其花形、花色

尤為特別，其花色上下皆為紅色，中間有

一圈黃蕊。按當時官制規定，只有宰相才

有資格穿紅色官袍、繫金色腰帶，因此官

員們都以能觀賞到此花為升官的吉兆。所

以，此種芍藥花就有了「金纏腰」或「金

帶圍」、「腰金紫」、「重台紫花金束腰」

等別稱。而民間不知怎的出現一種傳說：

這種芍藥一旦出現了就是一種祥瑞，「若

開則城中當有宰相」、「且簪是花者位必

至宰相」，有緣佩戴此花的人將會成為宰

相。

韓琦到揚州的頭一年，他在揚州府衙

後園裡的一株芍藥，就一幹分四枝，每枝

都開出來一朵「金纏腰」來，這是少見的

奇景。韓琦決定找來三個當官的朋友共

賞，其一為王珪，時為監郡；其二為王安

石，時為韓琦幕僚；還有一人，突然腹瀉

不止無法赴宴，只好另外挑選了大理寺丞

陳昇之赴會，一同入席賞花，最後四人將

花採下來簪戴在頭上。

此四人，後來皆為宰相。「簪花」

十三年後，即仁宗嘉祐三年（公元 1058
年），韓琦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

職位）、集賢殿大學士，為相十年。「簪

花」二十四年後，即神宗熙寧二年（公

元 1069 年），陳昇之官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簪花」二十五年

後，即神宗熙寧三年（公元 1070 年），

王安石升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相

位，開始著名的「王安石變法」。「簪

花」三十一年後，即神宗熙寧九年 ( 公元

1076 年 )，王珪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

後人將此事概括為「四相簪花」，成

為一個典故，包含了吉祥富貴的寓意，成

為古代文人口中的佳話。例如：明代啟蒙

讀物《龍文鞭影》中的「韓琦芍藥」一句；

清初王士禎的徒弟宗元鼎在〈 贈別王阮亭

司李〉中寫的「芍藥昔簪才子鬢」，都是

運用了此典故。藝術家有時也將此作為創

作題材，「揚州八怪」之一的黃慎，還曾

以此主題繪製了一幅〈四相簪花圖〉的條

軸和一幅〈金帶圍圖〉的扇面。  
這個故事非常巧，用數學語言來說就

是機率非常低。你看事先民間要有簪此花

者會成宰相的說法流行；然後在韓琦來揚

州的那一年，其後園裡的一株芍藥要恰好

開出這種帶一道黃蕊的紅花來；剛好開了

四朵奇花，多一朵、少一朵都不成；而且

赴會簪花的四人都要在後來位至宰相，官

職低一點都不行。

簡直是無巧不成書，這麼小的機率簡

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就如同給猴子一個打

字機，牠也不可能打出一篇文章來。這種

事要發生只能是有比人類更高、更有能力

的另外空間的高層生命，在冥冥中安排好

這一切才有可能。

其實不僅這一件事，整個人類的歷史

有多少事情都出乎人們的意料，可是它就

是必然發生了。如果我們能靜心想一想，

人類世界真的就是一個大舞臺，其實劇本

早就被高層生命安排好了，人們只是按照

劇本去做罷了，但是在其中，您是選擇

善，還是選擇惡呢？

（資料來源：《夢溪筆談 • 補筆談》、

《鐵圍山叢談》、《清波雜誌》）

今天是兒子的小學畢業典禮。早上我

揹著相機到學校，幫他跟同學留下一些最

後的校園回憶。

其中在大家進禮堂開始典禮之前，有

個行程是所有畢業生繞巡校園一圈做最後

的巡禮，當師生們在走道上排隊準備時，

兒子的班導師看到了我，主動走過來跟我

聊了一些事。

他說，他很期許兒子上國中之後，可

以好好改進師生關係。因為這兩年來，導

師因為兒子的一些行為感到頭痛，所以也

較常針對他進行一些處罰，例如禁止下

課、禁止打球或抄寫課文等等。其實，我

跟老師回覆說這些事我都知道，知子莫若

父，兒子平時在家中跟我們相處，也是偶

爾會有令人頭痛的行為與態度，所以我也

常跟他引導與指正。而且兒子在學校的事

情，大部分我也都會請他講給我聽，這也

是我們父子互動較令人欣慰的一點，所以

我對他在校的言行基本都能掌握。所以關

於態度、言語與品性，我們在家會繼續關

注與要求。

接著，老師也提到兒子的學業成績沒

有很出色。其中老師說他比較感覺不到兒

子對課業的目標，但是他認為兒子是有潛

力與能力的，只是動機上不夠強烈。這部

分確實我也很清楚，其中一部分原因，是

我沒有特別要求兒子要在成績上達到優等

的程度，我只希望他可以認知到學習其實

是對自己負責，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他

能自己找出學習的熱誠與動機，而不只是

追求表面的分數。經過小學這幾年下來，

總算在最後這個學期，兒子借由英文先自

主學習把成績提升起來之後，也開始帶動

對其他科目的興趣與企圖心。所以我感謝

老師的提醒，也跟老師說上國中後我會持

續加強兒子對學習的態度。

最後，老師提到兒子的交友。他說兒

子很容易受同儕影響，雖然這也是這些準

青春期的小孩常有的現象，加上兒子比其

他同學早熟，已經比較會有一些自我的想

法，所以未來交友上得多幫他注意一下，

以免受朋友影響到不好的方面。我再次謝

謝老師的關心，也同意老師講的，所以我

打算利用暑假期間比較多的親子相處時

候，可以好好引導兒子對交友的認知與培

養良好的態度。

雖然這段談話時間不長，但以當天緊

湊的行程來說，導師幾乎就只有找我聊小

孩的事，也就沒其他時間可以跟其他家長

互動溝通，我也很感動導師可以在他們小

學生涯的最後一天，仍如此殷切的對兒子

予以期許及勉勵。

最後我也請兒子過來跟導師合影一

張，結果回家整理照片的時候，我才發現

這張合影，是我今天幫兒子拍照的照片

中，他笑得最燦爛、最開心的一張照片。

我傳給導師分享，也會好好珍藏這張照

片，希望有天，兒子可以感受到，他的小

學導師中，曾經有一個真誠的關心他、期

許他的導師。也希望有天兒子回到母校

時，可以驕傲地跟導師說，導師所對他期

許的那幾個方面，他都表現得很好。我

想，這也會是身為人師最欣慰的事了。

成 語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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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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沒有哪個司機不頭痛加拿大

冬天的道路。但是如果您擁有一輛具有適當離

地間隙，全輪驅動，又有足夠的安全功能和舒

適客艙的 SUV，就可能會好許多。下面為您

選出冬季冰雪路上的十種最佳車型。

1，本田CR-V 
舒適度8.6

它有寬敞的內部空間和行李空間，穿滑雪

夾克的乘客不會感到侷促。 CR-V 標配前輪

驅動，但可以升級到全輪驅動。安全選項有自

動緊急制動，車道保持輔助和自動遠光燈等。 
也提供加熱的前排座椅和方向盤。

2，奧迪Q5 
舒適度8.6

它分別入圍 2019 年度 Money 和家庭最

佳豪華緊湊型 SUV 的決賽。 五人座 Q5 配備

了奧迪的 quattro 全輪驅動系統，還標配了加

熱前排座椅，加熱後排座椅和加熱方向盤可以

選配。選配的 Pre Sense City 包括自動緊急

制動和前方碰撞警告。

3，起亞Telluride 
舒適度8.6

這款 8 人座的 SUV 是起亞最大的車輛。

它配備了強大的 3.8 升 V6 發動機，並提供

全輪驅動。它還是一款不錯的越野車，標配

了眾多安全功能。加熱座椅和方向盤可以 
選配。

4，福特Expedition 
舒適度8.5

這款大型 SUV 可容納 8 人，並為冬季運

動裝備提供了足夠的空間。離地間隙 9.8 吋，

多種行駛模式，以應對不同的道路條件。它可

以後驅或四驅。標配 Ford Co-Pilot360 主動

安全套件。

5，馬自達CX-9 
舒適度8.4

它是 7 座全尺寸 SUV，是該品牌應對冬

季天氣的能力最強的車型，離地間隙 8.8 吋。

渦輪增壓 4 缸發動機輸出足夠的扭矩，感覺

更像是 V6，全驅為選配。有眾多標準安全功

能，並提供加熱座椅和方向盤。

6，斯巴魯Forester 
舒適度8.3

它的離地間隙為 8.7 吋，標配全驅。選配

x 模式可增冰雪道路上的牽引力。加熱座椅和

方向盤可選。標配自適應巡航控制，預碰撞制

動和車道偏離警告等。

7，豐田RAV4 
舒適度8.3

它具有充足的載貨空間，標配 Toyota 
Safety Sense 套件，非常適合青少年。 8.4 吋

的離地間隙，選配有全驅，加熱前排座椅和方

向盤。

8，斯巴魯Outback 
舒適度8.1

它內部和行李空間都很寬敞，越野能力出

色。適應各種惡劣天氣。 標配全驅和一系列

安全設備，包括盲點監控，變道輔助以及適應

惡劣天氣的自適應大燈。

9，沃爾沃V90 
舒適度7.5

V90 在瑞典製造，應對惡劣的冬季天氣

是其特長。它有強大的發動機，全驅可選配，

越野版離地間隙 8.3 吋，並提供加熱座椅。標

配自適應大燈，雨量感應式雨刷，防撞系統和

盲點監控。

10，吉普Wrangler 
舒適度6.9

它專為應付艱險的地形而設計，在惡劣天

氣中表現出色。 離地間隙達 9.7 吋，標配全

驅。加熱座椅，加熱方向盤，前撞警告和盲點

監控為選配。 升級到 Rubicon 版，可安裝 33
吋輪胎。

以上為您選出的都是冬季冰雪路面上的佼

佼者，不過別忘了換上冬季胎，那樣才更安

全，更有力。

【看中國訊】2021 年北美年

度風雲車大獎（NACTOY）評

選結果揭曉，現代汽車第七代伊

蘭特（Hyundai Elantra）力壓日

產軒逸等車型，榮獲 2021 年北

美年度風雲車大獎。

據現代汽車稱，此次是現

代汽車伊蘭特系列（Hyundai 
Elantra）繼 2012 年榮膺北美

年度風雲車大獎之後的第二次

獲獎。北美年度風雲車大獎

（NACTOY）成立 28 年以來，

僅有三款車型兩次獲得此殊榮，

伊蘭特是三雄之一。

作為全球最負盛名的汽

車獎項，北美年度風雲車大獎

（NACTOY）成立於 1994 年，

以公開、權威和獨立性著稱，是

業內最受尊敬的汽車獎項之一。

評委會成員由美國和加拿大多家

媒體的汽車記者構成，根據北美

市場在售車型的細分市場領導

力、創新力、設計、安全性、操

控性、駕駛員滿意度與整車性價

比來進行綜合評估，通過三階段

獨立投票，篩選出獲獎車型。

今年的北美年度風雲車評

選中，現代汽車第七代伊蘭特、

日產軒逸等車型憑藉全面的產品

實力和細分市場領導地位脫穎而

出，連闖兩關殺出重圍，入圍本

年度風雲車候選名單。

其中，伊蘭特和軒逸作為 A
級車經典暢銷車型，無論在北美

市場還是全球市場都廣受用戶好

評，長期在細分市場佔據引領地

位。作為一款暢銷 30 年的經典

車型，伊蘭特在全球市場銷量已

經突破 1400 萬輛，在 180 多個

國家地區廣受好評。

第七代伊蘭特在「Sensuous 
Sportiness( 感性運動 )」設計理

念的基礎上，運用了「Parametric 
Dynamics（參數動力學）」設計

表現形式，充滿辨識度的前臉、

參數化立體彫刻腰線等打造出強

烈的視覺衝擊力，使整車彰顯出

強大的潮流先鋒氣質。

在尺寸上，第七代伊蘭特也

打造了超越同級的大空間。同級

最長的 2720mm 軸距和下置式

的空間布局，為駕乘者創造出了

更加充裕的車內空間，頭部和腿

部空間表現都做到了領先同級。

其 搭 載 了 現 代 汽 車

Smartstream 新一代動力系統，

其中 Gamma 1.5L MPI 發動機

凝聚了大量提高能源效率的新

技術，百公里油耗僅為 4.9 升；

Kappa 240T GDi 高 功 率 發 動

機曾獲得「沃德十佳發動機」稱

號，最大功率 103kW，最大扭

矩 211N．m，在提供強勁動力

的同時，百公里油耗僅 5.2 升。

【看中國訊】 自動駕駛

車即使沒人操控也能自行駕

駛，通常也稱為無人駕駛車

或自動車。這些車運用大量

的感測器及軟件來導航，迴

避路上的障礙物。

近幾年來許多車廠及科

技公司都積極投入自動車的

市場。在目前疫情嚴峻，人

人講究社交距離的時期，自

動車恰可減少人們接觸的機

會。

自動駕駛車： 
願景及現實 

在 2015-2016 年 間，

許多汽車產業的專家都預測

自動駕駛汽車會在 2020 年

前成為主流。汽車製造商如

Google 的 Waymo、 豐 田、

本田、通用及特斯拉都曾承

諾會在 2020 年年底前推出

自動車。但現實就是已經進

入 2021 年，自動車仍是杳無 
影蹤。

全自動駕駛車仍在試測階

段，市面上有許多「半自動」

的車款，能閃避碰撞或輔助換

車道。特斯拉 Tesla 的 Model 
S 有自動駕駛的選項，可在高

速公路行駛時使用。

儘管已投入數十年的研

發，車廠仍未能開發出完

全「零失誤」的自動車。舉

Waymo 為例，它的自動車

使用高解析的攝像頭及光達

(Lidar，可檢測光及距離 ) 來
計算物體之間的間距。此車與

所有其它的自動車一樣，需要

先收集幾百萬英里的行駛數據

才能判斷其它物體的動態，因

此該車的人工智慧系統會記錄

模擬訓練的數據。

但是，沒一家公司敢宣稱

自己準備好了。工程師們為開

發出完全「零失誤」的自動車

而苦苦鑽研。

自動駕駛車的未來 
曾有兩個研究顯示仍有

大批美國人仍對自動車抱持

懷疑的態度。在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問卷調查中，有

超過 60% 的受訪者對自動車

的安全性感到懷疑。高速公

路汽車安全協會 (AHAS, The 
Advocates for Highway and 
Auto Safety) 也曾做過調查，

70% 的受訪者對自動車上路

感到不安。

有這麼多質疑的人，要讓

社會接受自動車似乎仍有一段

很長的路要走。不過，目前路

上已有一些自動駕駛的計程車

及穿梭車在試跑。一旦疫情平

息，其發展可能加速。事實

上，目前已有一些自動車投入

抗疫的例子；Mayo Clinic 在

佛羅里達使用一種叫 Beep 的

穿梭車，來運送可能感染中共

病毒的病人，將他們從檢疫所

送到實驗室。

這次的疫情創造了讓人們

接受無接觸配送及自動車的契

機，看來這是相對比較安全的

選項。

自動駕駛車會很快普及嗎？

Hyundai ElantraHyundai Elantra
再獲 2021 年再獲 2021 年

北美年度風雲車北美年度風雲車

天寒地凍 冰雪路上的

最 佳 十 款 車最 佳 十 款 車

本田CR-V(Honda)
Hyundai Elantra

本文圖片來源：現代汽車

Getty Images

儘管已投入數十年的研發，各大車廠仍未能開發出「零失誤」的

無人駕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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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29 歲大陸女星鄭爽被

爆與前男友張恆在美國代孕兩個小孩

後，打算棄養，人物形象在一夕之間崩

毀，演藝事業大大受挫，除此之外她可

能還得面對上億廣告賠償金。

據《法人雜誌》報導，鄭爽和張恆

找的是「西海岸生殖中心」幫忙代孕，

該公司負責人梁波表示，2 個孩子出生

後，鄭爽和張恆還積欠 6.8 萬美元款項

的尾款未給。他透漏，鄭爽近 2 天有

和他聯繫，並表示會以每個月繳 3 萬

人民幣的方式，補齊那 6.8 萬美元的欠

款，但是 2 個孩子卻不想要，更不希

望他們回到中國，甚至要求孩子們登記

至代孕中心負責人的名下，讓梁波做孩

子的監護人。此負責人直呼：「鄭爽是

我們服務過的人品最差的客戶，沒有

之一。」並表示：「根據美國加州的法

律，這兩個孩子有爹沒娘，身份不明，

屬於『黑戶』，他們會被當作偷渡者來

對待。」

據陸媒報導，「棄養風波」曝光的

第一時間，鄭爽本人正在北京衛視錄

影，原本她早前獲頒的兩個華鼎獎獎項

「第 19 屆中國近現代題材電視劇最佳

女演員」、及「第 13 屆全國觀眾最喜

愛十佳電視明星」兩項大獎，也因而遭

華鼎獎宣布收回。香港《蘋果動新聞》

報導，廣電總局封殺鄭爽後，鄭爽手上

的新戲和節目全都泡湯，北京電視臺也

解除和她的所有合作，並宣布不會再播

出任何和她相關的作品。由於藝人工作

合約內容都會明列，如果演員出現問題

導致作品胎死腹中，演員必須承擔責

任，因此推估，鄭爽恐將面臨近 8 億

的天價違約金。網路上還流傳一張出版

社發函，內容提及鄭爽過去發表的自傳

「鄭爽的書」需做下架處理。

鄭爽名下擁有 4 棟豪宅，總值飆

破 8 億元，且已經連續 3 年登上富比

士名人榜，現在面臨全面封殺，演藝事

業毀於一旦。網路上還流傳一段疑是鄭

爽發表退出演藝圈的音檔，提到「不知

道這個舞臺會不會是我對觀眾的道別…

感謝這麼多和我合作過的影視劇小夥伴

兒們」。

復出復出

來臺依親恐受阻
【看中國訊】曾經在電影賭神系

列飾演「龍五」一角，名噪一時的

香港影視大亨向華強，近期與兒子

向佐申請來臺灣依親居留，因他們

父子「親共」立場鮮明，移民計畫

倍受關注，近日媒體更爆出向華強

已被查出有案底，引發熱議。

現年 72 歲的向華強在 1980 年

娶第二任妻子陳嵐，兒子向佐也在

2020 年與女星郭碧婷結婚，婆媳

皆是臺灣人。年後父子也一起在臺

北辦了結婚登記，順便在臺灣辦依

親居留證。

郭碧婷去年中秋節剛產下一女

向芷，全家都團聚臺北陪產。 9 日

向氏夫妻在臺北萬豪酒店舉行三喜

臨門宴，即包括慶祝金孫出生百

日、婆媳一月生日，以及郭碧婷歸

寧。二老還贈送兒子兒媳多筆信義

區豪宅房地產。

對於向華強及兒子向佐申請來

臺依親居留一事，目前正由主管機

關移民署作業中。向華強在 1970
年代曾被臺灣政府起訴，指他涉嫌

非法買賣外幣，該案件與他哥哥向

華波的另一宗案件合併處理。臺灣

國安單位又指，向華強與香港社團

有關係，多次都希望以永盛娛樂公

司董事長身份，到臺灣出席金馬獎

頒獎典禮，但多次都被移民署拒絕

而作罷。

根據臺灣《自由時報》報導，

國安單位最新調查，向華強 1994
年曾擔任中國電影基金會名譽副會

長，為首位擔任此職務的香港人。

早年在臺灣與北京官方關係匪淺，

一清專案「竹聯幫組織沿革表」

中，向華強更被官方標注為「新義

安老大」。該基金會近年負責承辦

中共「全民國防教育萬映計畫」，

下設國防萬映辦公室，執行傳承紅

色基因，宣傳《建國大業》等中共愛

國主義電影。在警備總司令部列為

機密，「有案底」記錄，過去多次

被移民署拒絕入境。

至於向華強妻子「向太」陳嵐

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曾於微博發

文譴責香港年輕人「暴行令人髮

指」、「政府部門快點立法不能戴

豬嘴面罩，因為他們戴著面罩獸性

魔鬼行為都出來了」。

【看中國訊】美國知名脫口秀主

持人拉里．金（Larry King）去年

底確診感染武漢肺炎，隨即送進加

州洛杉磯一所醫院進行隔離治療。

在 23 日晚間傳出過世的消息，享壽

87 歲。

拉里．金曾從事多年夜間廣播

DJ 工作，年薪曾多達 700 萬美元，

身家豐厚。拉里．金以吊帶褲、大

眼鏡的招牌形象著稱。 1933 年 11
月 19 日他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母

親從事製衣，奧地利 - 匈牙利裔的

父親則是軍工企業員工，同時也經

營餐廳。他的父親 44 歲就死於心

臟病，使他與哥哥、母親 3 人須仰

賴社會福利。高中畢業後，拉里．

金開始工作分擔家計，在 1950 至

1960 年代，他先成為佛羅里達州一

名地方媒體記者，後來又多了廣播

節目採訪人身份。

拉里．金曾在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CNN）主持了 25 年的《拉

里．金現場》（Larry King Live），
於 2010 年退休，1985 至 2010 年

間的 6000 多集節目中，拉里．金

訪問過多位總統候選人、社會名

流、運動好手、電影明星等，堪稱

20 世紀至 21 世紀初美國演藝圈重

要人物。

退休後的拉里．金在 2012 年

重拾麥克風，並在自己與墨西哥電

信大亨史林（Carlos Slim）一同

創辦的隨選數位電視網，主持每週

3 次《Ora》電視臺的「Larry King 
Now」節目。

拉里．金的情史幾乎與他的節

目主持生涯齊名，他和 7 名女子有

過婚姻，但在 2019 年之後他就成

了孤身一人。晚年的他疾病纏身，

患有糖尿病，還多次心臟病發作，

曾在 1987年做過心血管繞道手術，

並於 2017 年診斷出罹患肺癌，後

來手術成功治癒。他在 2019 年也

接受治療處理狹心症問題。

2020 年對拉里．金來說是難

過的一年，先是 65 歲的兒子安迪

（Andy）於 7 月底因心臟病過世，

接著 52 歲女兒夏雅（Chaia）在確

診肺癌不久後於 8 月撒手人寰，對

他有著不小的打擊。

他自己也在 11 月因心臟疾病

與嚴重中風住院，12 月又傳出確診

武漢肺炎的消息，當時在加州洛杉

磯西達斯西奈醫學中心住院一個多

星期，一度病情好轉，轉出加護病

房，且能自主呼吸。沒想到拉里．

金沒被癌症擊倒，反而遭武漢肺炎

奪命。

鄭爽恐面臨上億賠償金
代孕公司「補刀」

在賭神系列電影飾演「龍五」一角聞名的香港影視

大亨向華強，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依親移民來台。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鄭爽因「代孕棄養風波」被點名為「劣跡藝人」，不斷登上各媒體封面。昔日清純

形象瞬間跌至谷底，演藝事業也徹底玩完。她可能還得面對超過2億港幣的天價廣

告賠償金。(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拉里．金染疫病逝
前CNN名主持人

向華強黑道案底曝

美國知名脫口秀

主 持 人 賴 瑞 金

（Larry King）

不敵病魔過世，

享壽87歲。（圖

片來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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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 2 月3日

無莖西蘭花

Roma Tomatoes 羅馬番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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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el Oranges 臍橙 Brocccoli CrownsRed Delicious Apples 蛇果Zucchini Squash 意大利瓜

LE CucumbersMaradool Papaya 馬拉多爾木瓜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長英青瓜 XL Avocadoes 超大牛油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and get  a free 
5lb potato of your choice.5lb potato of your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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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磅土豆。

$1282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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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98
lb

$0888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 05858
lb

$$330000 4$ 09898
lb

$08888 lb

$06868
lb

獲得 5 磅土豆。

鯉魚年糕 象徵年年有餘
對中國人而言，錦鯉象徵富

貴吉祥，例如：魚躍龍門、年年

有餘、以禮相待等，過年做鯉魚

年糕送給親友，相當應景。自己

做鯉魚年糕，可依喜歡的口感調

配梗米與糯米的比例，將米糰塑

形成鯉魚，彩繪成美麗的錦鯉，

最後加上喜氣的包裝。

桂花年糕 祈願整年高興
以單純的梗米或糯米製作年

糕，其色如玉，例如：著名的寧

波年糕。潔白的年糕充滿濃濃的

米香，口感軟嫩卻富嚼勁。年糕

的吃法可甜、可鹹，加上桂花既

喜氣，又可增香，常見的做法是

將蒸好的年糕淋上桂花醬，或是

在揉製過程中添加桂花。客家甜粄 象徵來年甜蜜
客家米食千變萬化，客家人

利用糯米、蓬萊米、在來米的特

性，單獨使用或依不同的比例混

合，做成的各種年節應景點心。

甜粄是客家人過年必備食物，混

合糯米和在來米，做成圓形居

多，吃來甜口，故在過年時食

用，有其團圓、圓滿的意思。

紅龜粿 象徵吉祥長壽
紅龜粿為閩南人、臺灣人、

潮州人、客家人等節慶祭祀之糯

米製食品，狀貌扁平，約巴掌大

小，紅色外壓龜印、內包餡，以

植物葉為墊。紅龜粿源自古代以

象徵吉祥、長壽的活龜祭祀的習

俗，隨活龜越來越難取得，人們

改以龜造型的糕點祭拜。

紅糖糍粑 象徵團圓豐收
中國各地有新年打糍粑的習俗，

俗話說：「臘月裡來打糍粑」。早年

農業生活，經過一整年的辛苦，到了

歲末，家家戶戶用新收的糯米做糍

粑，將蒸熟的糯米搗打成口感軟糯的

糍粑。人們將上好的米食糕點用來祭

祀，感謝神明保佑、五穀豐收。

蘿蔔糕 寓意步步高升
在廣東、福建地區盛行以白蘿

蔔、秈米及配料製作鹹味年糕。市

面上常見只有白蘿蔔的純素口味，

或添加了蝦米、火腿等的加料蘿蔔

糕。隨著移民腳步流傳到世界各

地，蘿蔔糕發展出多樣化的吃法，

煎、炒、蒸、煮湯，都各有特色。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年  糕
品 嘗 年 味 兒

◎ 文 :斯玟

中國人過年吃年糕的歷史悠久，年糕以禾穀為

材料，因禾穀成熟一次稱為一年，故名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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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WebMD」報導，下列

這些因素可能傷害心臟的健康狀

況，日常生活中應避開並處理這

些問題，以免傷「心」成病。

不重視牙齒清潔

據流行病學統計，有牙周病

的人較容易罹患心臟病，這彼此

之間的關聯尚不明確。一些專家

認為，牙齦中的細菌可能會進入

人體的血液中，當抵抗力降低

時，就可能導致血管發炎和其他

心血管疾病。

提早進入更年期

女性如果在 46 歲之前就進

入了更年期，那麼心臟病發作或

中風的機率都較一般人來得高。

更年期時卵巢功能會逐漸衰退，

雌激素分泌減少，影響膽固醇的

變化，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便隨

之增加，因此出現更年期症狀

時，須特別注意膽固醇是否異常

升高。

想不到「這些問題」
正在悄悄的傷害您的心臟

打鼾

如果家人朋友說您經常打鼾

（Snoring），或者說睡覺時突然

停止呼吸後喘一大口氣，這有

可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症

狀。當呼吸道被部分阻塞，並導

致呼吸暫停和間歇性缺氧，使患

者睡眠質量欠佳，刺激交感神經

活性，使血壓升高，增加心臟病

罹病風險。

睡眠時數不足或過多

如果您每天晚上閉眼睡覺不

到 6 個小時，就會增加高血壓

和膽固醇升高的風險，同時也會

增加肥胖和糖尿病的機率（這

兩種情況都會損害您的心臟）。

但這不表示應該整日昏睡，而

且如果平均每天睡眠時間超過

9 小時以上者，則會增加罹患糖

尿病和中風發作的機率，增加罹

患心臟病的危險因素，要想「護

心」，每晚睡 7 至 9 個小時，較

為恰當。

不幸福的婚姻

好的伴侶會讓您的心臟快

樂又健康。美國密西根州立

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處在壓

力大的婚姻，如另一半太嚴厲

時，則較容易出現心臟病。可

能當人們承受配偶所帶來的壓

力時，容易選擇不正常的飲食

大肚腩

體重過重影響心臟負荷，腹

部周圍的重量尤其危險。過多的

脂肪在腰部會觸發身體產生激素

和其他化學物質，這些物質可能

會升高血壓，並對血管和膽固醇

變化產生不良影響。如果女性腰

圍超過 35 英吋（約 89 公分），

男性腰圍超過 40 英吋（約 102
公分），就得好好開始規劃飲食

和運動計畫。

久坐不動

經常讓自己在電視機前久坐

的人，與限制看電視時間的人相

比，更容易出現心臟病。只要您

每花在電視上 1 小時，可能會

使您罹患心臟病的風險增加近

20%。研究人員尚不清楚看電

視和造成心臟病的關聯，不過久

坐最有可能是主要原因，因為它

與高血壓等問題有關。

過量的運動

儘管運動有益於血管功能，

對心臟非常有益。但是，如果身

體狀況不佳，或者只是偶爾運

動，做過量的運動則會增加心臟

負擔，應該漸進性的開始運動，

並增強耐力。研究指出，當人們

運動太久或太劇烈時，可能會面

臨心臟病發作和其他危險。如果

平常沒有規律運動的習慣，建議

可先進行健康檢查，並從簡易又

輕柔的運動訓練開始，健走是不

錯的選擇。

大多數人都知道

不良的飲食習慣和缺

乏運動會影響心臟和

身體的健康狀況，不

過生活中的一些習

慣與行為，可能也

正在悄悄的傷害您

的心臟。

行為，並且做出可能傷害身體

健康的事情，像是飲酒過量；

另外壓力荷爾蒙也可能會對心

臟產生負面影響。因此，與配

偶相處要學會適度紓壓，必要

時找專家心理諮詢，控制好負

面情緒，就能減少心臟病的發

作機率。

孤獨感

當您與親人相處時，它可以

緩解壓力，並幫助心情愉悅。孤

獨的人可能更容易罹患心臟病，

如果您一個人獨居，也沒住在家

人或朋友附近，可以透過幫助他

人、收養狗或貓，讓心臟處在最

佳的健康狀態。

ADOBE STOCK

人體
知識+

◎  編譯：洪宜晴

有效期
1月 29 日～
2 月 4 日

農曆新年什錦糖點 
仙女牌泰國香米 Lucky Choice 泰國茉莉香米 三蟹牌魚露

墨西哥產羅馬番茄

海燕牌細條米粉

墨西哥產油菜心

加州產去莖百加利

三象牌粘米粉

墨西哥產芥蘭

墨西哥產菠菜

李錦記熊貓蠔油

墨西哥產白菜仔

墨西哥產大芋頭

八角牌純正麻油

好運大甜柚

台灣高麗菜

韓國蜂蜜檸檬茶

夏威夷黃肉木瓜

加州番薯

秋菊牌椰青水
( 含椰肉 / 果凍粒 )

華盛頓特級太平洋玫瑰蘋果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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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嫩雞

好運雞蛋面

美味魚 / 蝦 / 墨魚丸

新鮮瘦豬絞肉

新鮮豬扒

好運燒排骨

Nipissing Game 清真鵪鶉

新鮮牛蹄

海洋媽媽牌金鯧魚

原條虱目魚

全美豬 / 雞肉水餃

新鮮牛腩

海燕牌泥魚仔（淨）

公仔牌春捲皮 6 片裝

新鮮連背雞腿

幸福比內腌製除刺虱目魚

越金牌有頭白蝦

Lee's 越南濃縮咖啡
拿鐵精選口味

清真小雞腿

海天使牌加州急凍魷魚

海燕牌魚肉釀苦瓜

小美珍珠雪糕精選口味

清真牛眼肉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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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 日 週二 

◎ 文：Judy Huang

時間飛逝，不久就是中國黃曆新年了。要將居家布置得喜氣洋洋，為新的一年帶

來好氣象。春聯、燈籠、鮮花等都是增添過年氣氛的好物件。一點點巧思及設

計，就能讓整間屋子充滿節慶氣氛 !哪些小物件適合在新年期間擺放，來增加節日
氣氛呢？

牛的相關擺飾

歡慶牛年的到來，最適合擺

放跟牛有關係的擺飾。

比如 : 牛的公仔或是牛造型

的時鐘放置在客廳。因為客廳是

客人們來拜年的場所，只要將客

廳布置完成，就能輕鬆傳達出新

年的氛圍。

或是添購有牛造型的餐盤、

馬克杯擺，把它們放在舖有紅色

餐巾的餐桌上，讓新年的生活充

滿簡約與應景。

紅色小抱枕

紅色在中國新年中是不可或

缺的增加喜慶的顏色。

添購 2 至 3 個可愛的紅色

小抱枕，放置在沙發上，既能增

加喜慶感，又能烘托出節日氣

氛，有著畫龍點睛的效果。

手巧的您若是會編織中國

結，也可以做幾個大小不同，形

狀各異的中國結掛在牆壁上，讓

整個客廳空間充滿濃厚的傳統節

日的喜氣。

花環

新年期間為增添節日氣氛，

人們都喜歡買年花擺在家中，作

為裝飾及應節的植物。通常還寓

意著未來一年帶來好運。

延續聖誕節的花環概念，自

製新年花環，將年花透過巧思搭

配與過年有關的飾品，就能快速

完成。

特別要注意年花的搭配，盡

量選擇同色系的，才能避免眼花

撩亂，另外可以加紅色的福字在

上頭，讓整體增添幾分喜氣。

小燈籠

傳統的大紅燈籠代表著吉祥

如意，然而在現代的客廳空間來

說，過大的裝飾品反而會造成空

間擁擠的感覺，這時可以自己動

手自製小燈籠，也可以點綴在過

年盆栽上。

中國新年居家裝飾

窗花

年花

抱枕

切記，只能在客廳的一面牆

壁做裝飾，讓它成為過年的主題

牆，就能完成時尚又有年味的居

家布置。

燈串與自製紙燈罩

燈串現在是任何節慶都派得

上用場的好物，讓氣氛更增添浪

漫。可以掛些燈串加上自製和風

紙燈罩，讓整體呈現出新年節慶

感，讓過年氣氛暖暖的。

另外，網絡上有許多自製燈

罩的影片，也可以上去找找自己

喜歡的燈罩，除了省錢外還可將

此裝飾延續到元宵節。

窗花

窗花剪紙是中國傳統藝術之

一。與新年春聯相呼映的窗花是

過年絕不能錯過的裝飾品。現在

有許多具有現代感的窗花剪紙設

計，比起傳統窗花多了些俏皮與

可愛。

貼些可愛的牛年窗花在窗戶

上，讓路過的人也能感受到濃厚

的牛年味。

色系選擇

大紅色作為主色容易造成視

覺疲勞感，所以可以將紅色作為

裝飾元素。

粉色、金黃色、橙色系因為

色澤明豔亮麗，也具有喜氣之

感，所以抱枕、沙發墊都可以考

慮替換成這類色系來應景。

近年市場上也出現了金色春

聯，亦是另一種新選擇。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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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On Foods 廣告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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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路易斯安那州一名

女子，在接種疫苗後出現類似癲癇的症

狀，引發輿論熱議。另外，在加拿大也傳

出有人接種疫苗後死亡的消息。

接種疫苗後出現癲癇症狀

據美國媒體報導，近日，美國路易斯

安那州男子格裡納，在 Facebook 上發帖

爆料稱，他的母親在接受輝瑞疫苗注射後

出現嚴重的副作用症狀。

格裡納表示，接種疫苗前，自己的母

親身體非常健康，不曾患有任何嚴重疾病

或出現嚴重的健康狀況。而且，核磁共振

掃瞄和血液測試並未發現任何可能導致不

良反應的潛在疾病。

在他分享的一段視頻裡顯示，他的母

親在嘗試走路時，無法控制身體顫抖和雙

腿抽搐，只能靠撐扶慢慢向前移動。

格裡納在貼文中說：「母親今天的情

況變得更糟了，我仍然沒有從醫生那裡得

到任何處理這種情況的答案。」

格裡納稱，醫院確定他的母親正在經

歷一種「神經系統反應」，並認為這種情

況是由「疫苗中的金屬」引起的。格裡納

補充說，母親每天都會出現頭痛症狀，但

抽搐是偶發的。

目前，格裡納的母親已經出院，但仍

在接受監測，醫生們希望她能盡快完全康

復，以避免造成永久性的腦損傷。

格裡納也表示，現在他對疫苗的安全

性感到擔憂，不確定自己是否還會接種疫

苗。自從上傳了有關他母親的視頻後，格

裡納已經收到網友的數百條分享「接種疫

苗後引發嚴重醫療事故」的信息。

接種疫苗後無法控制雙腿

據另一位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

稱，她在接種疫苗後第二天醒來時感覺頭

痛。幾天後，她的左腿開始出現「類似癲

癇的症狀」。到了第四天，她已經「無法

控制」自己的雙腿，被緊急送往急診。

針對此事件，輝瑞公司在一份聲明中

表示，事件還在調查當中，目前「未有結

論」。該公司發言人說：「目前，神經肌

肉失常還不是一種安全信號。」

加拿大一老人接種疫苗後死亡

另據加拿大 CTV 報導，安大略省溫

莎地區衛生局證實，一位來自 Wechu 養

老院的老人，在接種疫苗後死亡，但並未

透露涉事疫苗來自哪一個公司。這是加拿

大首起「注射疫苗後死亡」案例。

目前，這起死亡事件正在調查當中，

衛生局官員表示，出於保護個人隱私和臨

床性質考慮，將不會透露調查結果。

醫學專家：疫苗開發過於倉促

據《紐約時報》18 日報導，目前挪威

至少已有 33 名老人在接種輝瑞疫苗後死

亡，接種者的死亡原因仍在調查中。但多

國對該疫苗的安全性產生質疑，澳大利亞

從輝瑞訂購了 1000 萬劑疫苗，澳洲政府

對此表示擔憂。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醫學專

家諾曼．斯旺醫生有對關輝瑞疫苗的安全

性發表評論。他表示，在人類歷史上，從

來沒有哪一種疫苗如此迅速地被開發、試

驗和推廣。斯旺醫生說，任何疫苗試驗都

沒有出現嚴重副作用。但是在現實世界中

使用疫苗時，就可能會有意外發生。

新冠疫苗副作用大 有癲癇和致命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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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1日，英國一名83歲老人在接種疫苗。
（Getty Images） 

在家輕鬆購物
我們為你準備！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營業時間 : 一周 7 天早 7 點至晚 10點營業時間 : 一周 7 天早 7 點至晚 10點

電話 :  (403)384-9780

225 Panatella Hill 
NW T3K 0Y5 胖大媽山

西北分店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積�免���士 !
3300 �可����
Western Family ���士

Western Family
大白蝦 340g/ 包
Western FamilyWestern Family
大白蝦 340g/ 包
Western Family

進口藍莓
510g/ 盒

特價
每件5$ 99

進口藍莓
510g/ 盒

每件5$ 99
進口藍莓

特價
100g2$ 99

黃鰭吞拿魚
魚扒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

大白蝦 340g/ 包大白蝦 340g/ 包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

買一送一！

特價
每件0$ 99 �鮮大黃�

��大�或�口

特價
每件3$ 99

Western Family
��口味�肉

特價
每磅1$ 99

�鮮���
$4.39/kg

特價
每件8$ 99

Western Family
已���肋� 610g

Del Monte
各���果汁

特價
/4 件5$ 特價

每磅2$ 99有�白�� 227g

特價
每磅1$ 29

�� 227g

特價
每袋5$ 99

溫��� 2 ��

把ڳ熊㨀 
 㐀　㌀ⴀ㈀㔀㈀ⴀ㈀㔀㠀㘀 
㔀㠀㜀ⴀ㜀㤀ⴀ㤀㜀㠀㠀慓㹲ꁒ첑

  桳뙛ٴ  

㘀　ᩙ牫ꮑ硛婓쑻ꮑήꪊ祙⡵虎ူ一愀琀甀爀愀氀 䴀椀 夀猀 쵳톞瞋퍧獎ᄰ豎ࡧ豟幹䝙葶瞕祝虎N魎
톞ǿ䉦蒐讉䦋虎繞䵏ƀ멎彎ൎꙞᩙᩙᅜᅜ瞕祝虎끥葶톞Ȱꮑή梈㩹⽦며
ူ一愀琀甀爀愀氀 䴀椀 夀愀쵳톞瞋퍧獎ᄰ⽦ㅵ൩楲빼حملၢ䁢१瞋쩖쩓扠꥟쩖齒محل葶屏⡵Ȱ

匀漀礀戀攀愀渀  䠀攀渀渀愀

ⴀ ൩楲حمل酒豔䶑륥
ⴀ ⅱ獔ൎ⭔䱶楲
ⴀ ծ豟ⅱ顫奵ᙓ硛楲
ⴀ 絶İ쎞İ꽧榐⡵
ⴀ ί空Փⅼ깕륥뽏

g끥䡙獼聢厈΄홓⥙㙱൩楲빼癑ぽ깟䚘鉼محل며䁢
㡔㙥ಀൎ⽦蚉쮄⡗晽쁹g摜葶뱮偛豔

ઙ♎罏䭎쁹푧 텮ژ䥑ꑯ깎鞞

娀攀渀 ☀ 䄀挀挀攀猀猀漀爀椀攀猀꩹
ɞ䁓非㈀　㈀㈀　　 䈀愀爀挀氀愀礀 倀愀爀愀搀攀 匀圀⠀䔀愀甀 䌀氀愀椀爀攀 䴀愀爀欀攀琀⤀ 

 唀渀椀琀 䨀㈀Ⰰ ㈀㘀　㌀　　 圀爀椀琀椀渀最 䌀爀攀攀欀 䌀爀攀猀挀攀渀琀Ⰰ 䈀愀氀稀愀挀 ⠀ 一攀眀 䠀漀爀椀稀漀渀 䴀愀氀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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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ABKZG_143_A1_NEWS
	ABKZG_143_A2_news
	ABKZG_143_A3_Canada
	ABKZG_143_A4_News
	ABKZG_143_A5_RealEstate
	ABKZG_143_A6_News
	ABKZG_143_A7_Finance
	ABKZG_143_A8_China
	ABKZG_143_A9_HKTW
	ABKZG_143_A10_Society
	ABKZG_143_A11_Forum
	ABKZG_143_A12_World
	ABKZG_143_B1_Business
	ABKZG_143_B2_Culture
	ABKZG_143_B3_Bilingual
	ABKZG_143_B4_Cosmos 
	ABKZG_143_B5_ Fortune
	ABKZG_143_B6_Education
	ABKZG_143_C1_CarNews
	ABKZG_143_C2_Entertainment
	ABKZG_143_C3_Food
	ABKZG_143_C4_Health
	ABKZG_143_C5_Life
	ABKZG_143_C6_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