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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運動員或早在中國感染新冠
Canadian Military Athletes May Have 
Contracted COVID-19 in China 

A9護身辟邪 玉保平安
Jade Can Protect the Body and Ward
off 'Evil Spirits'

北京新規 或損加國
居港公民權益B3A4 忘不了的年味兒B2雙語報導

English or

  Using the pretext of election 
fraud, Myanmar’s (Burma) mili-
tary launched a coup on February 1 
and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cross the country.  Both the coun-
try’s president, Win Myint, and its 
de facto leader Aung San Suu Kyi 
were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The 
incident has drawn condemnation 
from the U.S. Biden administration, 
whil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has 
refrained from comment.
  After Suu Kyi’s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 won 396 
seats out of 476 seats in Myanmar’s 
legislative election last Novem-
ber 14, the military-led opposition 
party Tatmadaw accused the NLD 
of large-scale election fraud and re-
fused to accept the election results. 
They filed a complaint with the Elec-
tion Committee, but were rejected.
  On February 1, as Myanmar’s new 
National Assembly was gather-
ing for its first session, the military 
suddenly issued a statement on its 
own Myawaddy TV station that the 
military would temporarily take con-
trol of the country to deal with the 
election fraud. The military also an-
nounced that it had detained official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s well as from 
local governments. All of the detain-
ees were released the following day, 
according to Myanmar’s military, 
but were required to stay at home. 
The 75-year-old Suu Kyi, President 
Win Myint and other NLD officials 
were all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in 
their respective homes.
  A spokesperson for the military 
stated on a social networking site 
that the military would facilitate a 
“completely fair and just” election 
within a year.
  As Myanmar was placed under a 
state of emergency, supermarkets in 
the capital Naypyitaw and Yangon 
were emptied out, and long queues 
formed at ATMs. 
  Due to the pandemic, flights be-
tween China and Myanmar were 
reduced to one per week. On Febru-
ary 1, the Myanmar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that all 
local airports would be closed until 
the end of May.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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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購買 房屋，盡享輕鬆生活

幾乎無需維護房屋。也不用剪草和

打理花園。

房屋即刻入住，家用電器和百葉窗

都已就緒。

美觀的房屋，價值之選。

高規格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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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至 1 月 1 日期間看房需預約，1 月 2 日起恢復正常時間

周一至周四：下午 2 點至晚 8 點   周末和假日：中午 12 點至晚 5 點

* 房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錯漏除外（E&OE）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緬甸軍方接管政權

去年 11 月 14 日緬甸立法

選舉中，昂山素姬所在的全國民

主聯盟獲得了 476 個議席中的

396 席，而軍方支持的第二大

黨聯邦鞏固與發展黨（鞏發黨）

只獲得 33 席。緬甸軍方和鞏發

黨譴責選舉中存在大規模舞弊，

拒絕接受選舉結果，他們向選舉

委員會提起申訴，但遭到拒絕。

2 月 1 日，緬甸新議會舉行

首次會議，軍方在電視臺突然發

表聲明稱，為了處理選舉舞弊，

由軍方暫時接管政權。軍方還宣

布，多個地方政府已被控制，地

方官員和議員遭到扣留。 2 月 2
日，軍方宣布地方官員及議員們

已被釋放，但所有獲釋者被要求

必須留於家中。 75 歲的昂山素

姬，總統溫敏和其他被扣押官員

都被軟禁於各自的家中。

同日，軍方發言人在社交網

站聲明稱，會在未來一年舉行

「完全公平和公正」的選舉，之

後進行權力交接。

十萬華人滯留

緬甸進入緊急狀態後，首府

內比都及仰光的超市被搶購一

空，ATM 機前出現等待取錢的

人龍。此前因疫情關係，中緬之

間的航班每週只有一架班次，如

今，唯一飛往中國的緬甸航空已

立即停飛。 2 月 1 日，緬甸民

航局發出通知稱，當地機場將關

閉到 5 月底。

緬甸有近 10 萬華人，到目

前，中共官方還未有撤僑計畫。

緬甸華商促進會秘書長李海盛提

醒在緬同胞，近期不要穿紅色或

綠色的衣服，因為這些是代表民

盟的標誌性顏色。

緬甸金融暫時平穩

2 月 1 日，緬甸多個城市出

現短暫的通訊中斷情況，金融業

一度無法營業。 2 月 2 日，緬

甸的銀行、證券交易所重新恢復

營業。（下轉 A2）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2月1日，緬甸軍方以選

舉舞弊為由發動政變，宣布

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實質領

導人昂山素姬、總統溫敏在

內的多位執政黨「全國民主

聯盟」高層遭逮補。事件引

發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以美中為代表的各國政府表

態也大不相同。

MYANMAR COUP: US & CHINA RESPOND DIFFERENTLY

緬甸軍管緬甸軍管
中美反應迥異中美反應迥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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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緬幣兌美元、歐

元、人民幣等主要貨幣的匯率以

及緬甸的金價都沒有大幅波動，

從匯率角度看，緬甸的經濟狀況

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對此，悉尼理工大學華裔教

授馮崇義說：「軍方不會一槍一

彈的控制局面，軍方為了避免國

際社會對他們的譴責，他們當然

會盡量的去維持那個治安和這個

經濟秩序。」

昂山素姬 
由受讚揚到受譴責

1991 年，昂山素姬因為引

領民主進程並在選舉後被軍方軟

禁，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2015
年，由於軍方妥協，她所領導的

全國民主聯盟在大選中獲得了壓

倒性勝利。但她因家人是英國國

籍無法參選總統。民盟推出的候

選人廷覺當選總統，實際領導人

昂山素姬也被任命為國務資政。

2016 年民盟執政不久，緬

甸政府被聯合國指控，使用不人

道手段，種族清洗境內的穆斯林

少數族裔的羅興亞人。曾經力挺

昂山的國際人士紛紛批評她不願

譴責軍方或承認國內暴行，對於

強暴、謀殺，以及可能的種族滅

絕等行動，漠視不理。

緬甸與一帶一路

緬甸是中國「一帶一路」戰

略中一個重要的國家，協助北京

當局擴展在印度洋的影響力。

中國在緬甸最重要的投資，是

耗資 13 億美元在西部若開邦

（Rakhine）興建的深水港和工

業區。

緬甸新聞網站 Irrawaddy
認為，緬甸位於中國與印度之

間，地緣戰略地位重要，從軍方

最高領導敏昂萊的態度來看，軍

方正致力於重新從中國與其他區

內國家間取得平衡。

王毅在 1 月訪問緬甸時，

承諾支持緬甸應對若開邦問題，

且稱中方將向緬甸贈送 30 萬劑

的武漢肺炎疫苗。當時王毅除了

與國務資政昂山素姬會面之外，

也與敏昂萊進行會晤。分析稱，

中方正試圖利用基礎建設、抗疫

和羅興雅人議題等來籠絡緬甸。

緬甸背後的美中博弈

對 於 緬 甸 軍 方「政 變 奪

權」，美國拜登政府呼籲緬甸軍

方放棄透過政變奪取的權力；中

共外交部表示正進一步了解情況。

當聯合國安理會宣布不排除

針對緬甸政變發起人實施制裁的

當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卻重申中方與緬甸之間的友好關

係，且要求國際社會不應該做出

激化矛盾、讓局勢複雜化的行徑。

對於拜登政府的聲明，旅美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說：「緬甸軍

方它究竟是真的維護這個憲法，

維護公平的選舉，還是說它是假

借維護選舉之名來行一個非法篡

權之實，在短時間之內，恐怕我

們還難以去明確地下一個定論。

拜登政府的這份聲明最大的問題

在於，他強調說這個選舉結果不

能夠被推翻，是不能夠接受的。

但是他卻迴避了選舉結果本身是

否合法的問題。」

對於中共在此事上的態度，

唐靖遠說：「昂山素姬，她在經

濟政策上是比較親共的，她支持

一帶一路，這個是中共樂見的。

但是因為她是代表著民選政府，

所以從這個意識形態的角度，中

共並不願意身邊的鄰國又出現一

個結束了專制，然後開啟了民主

的這樣一個局面。而緬甸的軍政

府則有點反過來，就是他對中共

的經濟控制是保持了一種戒備

的狀態。但是它因為在專制這個

意識形態上面和中共是比較接近

的，同時也因為長期受到西方的

制裁，所以過去緬甸的軍政府他

們需要從中共手裡獲得一些軍事

資源  的這種支持。所以，中共對

雙方都是有利益存在的。」

聯合國或制裁政變者

聯合國安理會計畫 2 月 2
日就緬甸局勢召開緊急會議。

安理會輪值主席、英國常駐紐

約聯合國代表吳百納（Barbara 
Woodward）說，安理會將討

論「一系列措施」，不排除可能

會對政變發起者進行制裁。

緬甸國防軍的奪權引發了民

主國家的強烈譴責，美國總統拜

登在聲明中指出，過去十年來，

美國基於緬甸民主的進展，取消

了對緬甸的制裁。面對當前這一

局勢的逆轉，美國必須立即審查

相關的制裁法律和許可權，並且

採取適當的行動。

可能的制裁引發了一些人士

的擔憂。有評論指出，對緬甸採

取行動可能會使其遠離民主國

家，投入中國懷抱。《華爾街日

報》報導說，這產生了一種可能

性，即美國的任何行動都可能進

一步推動緬甸向中國靠攏，在美

中爭奪在這一地區影響力的當

下，這或將加劇美中兩國間的緊

張關係。

也有意見指出，相對於緬甸

軍方，昂山素姬的民選政府對推

進中國在緬利益似乎更有幫助。

緬甸時報（The Myanmar 
Times）記者劉忠恩則在接受臺

灣中央社採訪時分析說，中國目

前在緬甸最大的計畫「中緬經濟

走廊」，就是在昂山素姬領導的

民盟政府任內簽訂的。此前中國

投資的密松水電站項目，則在

2011 年由緬甸軍方背景的登盛

政府宣布停建。此外，緬甸軍方

對中國援建的皎漂（Kyaukpyu）
深水港也有意見。

    

緬甸軍管 中美反應迥異
  After a one-day shut-down, Myan-
mar’s banks and stock exchanges 
resumed operations on February 
2. The exchange rate of the kyat 
against major currencies such as the 
U.S. dollar, the euro, the renminbi, 
and the price of gold in Myanmar 
have not fluctuated significantly. The 
financial markets appeared to have 
remained stable.
  Unfortunately for Aung San Suu 
Kyi, she was no stranger to house ar-
rest. In 1991, she was initially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by the military af-
ter winning an election.  But her repu-
tation as a human rights champion 
was tainted when she remained silent 
in 2016, when the Myanmar govern-
ment launched an ethnic cleansing 
campaign against the Rohingya Mus-
lim minority in its Rakhine state.
  As a buffer stat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Myanmar is an important client 
state to help Beijing expand its influ-
ence in the Indian Ocean. As a par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has invested in a deep-water port and 
industrial zone built in the western Ra-
khine state at a cost of US$1.3 billion.
  When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visited Myanmar in January, 
he promised to support Myanmar’s 
response to the Rakhine State crisis 
and promised to donate 300,000 dos-
es of CCP virus vaccine to Myanmar. 
On that trip, Wang Yi met both the 
State Counselor Aung San Suu Kyi 
and Myanmar’s military leader Min 
Aung Hlaing.
  “The United States is alarmed by 
reports that the Burmese military has 
taken steps to undermine the country’s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cluding the 
arrest of State Counselor Aung San 
Suu Kyi and other civilian officials in 
Burma,” White House spokesperson 
Jen Psaki said in a statement from 
Washington, and continued.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as stated that it 
would not comment pending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situation.
  Chinese American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tor Tang Jingyuan exam-
ined the conundrum facing Commu-
nist China: “Aung San Suu Kyi was 
pro-Communist in her economic 
policy. She support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is something 
the CCP likes to see. But because 
she was democratically elected, 
ideologically the CCP does not want 
a neighboring country transition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in Myanmar is 
a bit reversed, that is, it’s suspicious 
of CCP’s economic overture, but it 
is closer to the CCP in its autocracy. 
Also because it was sanctioned by 
the West for a long time,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in Myanmar used to 
obtain some military resources from 
the CCP. Therefore, the CCP has in-
terests in both parties.”

海航破產 引爆7千億債務
【看 中 國 訊】2021 年 1 月

29 日，海航集團收到海南省高

級人民法院發出的《通知書》，

主要內容為：相關債權人因我集

團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申請法院

對海航集團破產重整。和方正、

華晨等很多中國巨頭一樣，債務

壓垮了海航。

這意味著中國第四大航空集

團，資產高達萬億的海航集團正

式迎來破產重整。海航集團在掙

扎「自救」兩三年後，最終宣布

破產。

海航破產後進入了重組程

序。 1 月 29 日，海航集團官網

和官微以及相關上市公司齊發公

告，宣告海航集團走向破產重

整的「重生」之路。海航集團表

示，將依法配合法院進行司法審

查，積極推進債務處置工作，支

持法院依法保護債權人合法權

益，確保企業生產經營順利進

行。

破產重整是指當企業資不抵

債時，管理層可以向法院申請破

產重整。一旦申請獲得批准，則

債權人就不能向破產企業催逼債

務。法律允許由同一個企業的管

理層向債權人提出一個重整方

案，延期歸還債務，停止發放股

息，暫停支付債務本錢，只支付

利息，削減無擔保的債權。

去年海航的網際網路金融公

司就多次出現過無法及時兌付的

情況，海航的多隻債券也出現了

違約，而且不止一次，可看出海

航的現金流已經出了問題。

2021 年 1 月 22 日， 海 航

集團發布了題為《航集團風險處

置進展順利，即將進入關鍵時

期》公告，顧剛辭去海航集團董

事及執行董事長職務，任清華辭

去海航集團董事及聯席首席執行

2017年昂山素姬在北京與習近平會面。（Getty Images）

官職務。這都是海航兩個重量級

的人物。這次海南省接管海航，

其實就是在替債務纏身的海航解

決問題。

不 過，2019 年 海 南 省 一

般財政收入才 814 億元，支出

1859億，本身赤字 1000億元。

海航債務有 7000 多億，是海南

財政收入的近 9 倍多，是海南

一省赤字的 7 倍。從國有資產

私有化，海航依靠融資瘋狂擴

張，如今再由全體納稅人承擔債

務。

前幾年海航瘋狂擴張，在全

球買買買，但是買多了消化不

了，而且很多資產質量也有問

題，導致負債沈重，海航這些年

被流動性問題困擾。 2018 年 7
月，海航集團原董事長王健在法

國神秘死亡，將海航一連串危機

帶到公眾面前。

這幾年來，海航的債務和海

航的股權結構一樣，一直都是

海內外廣泛關注的話題。截止

2019 年 6 月底，海航集團總資

產 9806 億元，總負債 7067 億

元，資產負債率 72.07%，相當

於 72% 的錢都是借來的。其中

短期借款 951 億元，流動負債

3098 億元，償債壓力非常大。

2003 年時，海航遭遇史上

最大危機，是年虧損近 15 億，

幾乎站在倒閉的邊緣。經過 10
年發展，到了 2013 年，海航的

資產規模已達 2660 億元。到現

在海航規模基本達到了 1 萬億，

但其中的債務就高達7000多億。

對於一家並沒有核心技術和

業務的航空公司來說，海航是如

何借到這麼多錢的呢？過去兩

年，海航集團靠國家開發銀行、

農業銀行、建設銀行等銀行團

7000 億授信支撐，截止 2019
年底，海航一共無償使用 3975
億授信資金，這些對海航無限量

的信貸支撐，是海航能支撐到現

在的關鍵。但這種無限量的授信

額度，並不是一般企業能拿到

的，這全賴於海航與中共高層的

非一般的聯繫。

目前海航申請破產重組，意

味著這些債務可能會大幅度減計，

甚至在國家銀行的介入下一筆勾

銷，變成國有銀行的壞賬，由央行

和財政部注資的國有金融公司買

單，也就是由納稅人來買單。

海航的標誌（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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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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avalonmasterbuilder.com/rockland-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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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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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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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慶中國新年

送禮品卡人人喜歡
外加 5% 額外獎勵。

購買 Southcentre 禮品卡 200 元

及以上，贏得 5% 額外獎勵。
還可獲得紅信封。

活動時間：2 月 1 日至 28 日*。

* 僅限在 Southcentre Mall 客戶服務中心購卡，不適用於電子禮品卡 (eGift Cards)。
有適用條件。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403) 271 - 7670 · www.southcentremall.com · 100 Anderson Rd SE, Calgary

https://www.southcentre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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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為進一步控制武漢肺炎

（COVID-19）及變種病毒傳播，加拿大

政府推出新的強制性檢疫規定，幾大航空

公司已同意暫停飛往加勒比海地區和墨西

哥的航班。此外，入境加拿大者需強制進

行病毒檢測，在酒店隔離3天的費用自付。

1月 29 日上午，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宣布，加拿大航空公司（Air Canada）、
西捷航 空公司（WestJet）、 陽翼航 空

（Sunwing）和越洋航空（Air Transat）
都已同意，1月 31日一直到 4月 30 日，暫

停往返陽光度假地的航班，這些公司將與

目前在這些地區的加拿大旅客進行聯繫，

以安排返程航班。

加拿大航空發表聲明說，旅行禁令不

會使旅客受到經濟損失。已預訂了飛往

15 個受影響目的地的航班的旅客將獲得

全額退款。

從本週開始，所有國際航班只限在溫

哥華、多倫多、蒙特利爾，卡爾加里四個

機場落地。除要求乘客出示登機前 72 小

時內的 COVID-19 測試陰性結果外，政

府將盡快在機場為返回加拿大的旅客引入

強制性的 PCR 測試。旅客需強制在指定

的酒店隔離 3 天等候檢測結果，酒店隔

離費用自付。特魯多表示，這筆費用預計

將超過 2000 加元。

那些檢測結果為陰性的人可以回

家，在家裡完成 14 天的隔離，但政府部

門將加強監控。溫哥華旅行專家 Claire 
Newell 表示，違反規定的人士有可能面

臨 75 萬元罰款或 6 個月監禁。

特魯多還說，在今後幾週內，加拿大

將在與美國接壤的陸地邊境站，要求所有

非必要旅行者在入境時提供 PCR 測試陰

性的結果證明。

加拿大並不是第一個要求入境者住酒

店隔離並自付費用的國家。截止目前，韓

國、澳大利亞、英國也都採取了類似措施。

特魯多強調說，加拿大政府隨時可能

制定嚴格的新旅行規則，要求加拿大人

取消他們可能有的任何旅行計畫。他說：

「現在不是出國旅行的時候」。

【看中國訊】近日，加拿大一名年輕

女子發現家門口的垃圾桶上出現奇怪標

記，於是上傳社交媒體詢問，然而網友們

看後卻直呼危險，讓她趕緊離開。

紐芬蘭省女子 Jade Jules 是一名小

有名氣的網紅，擁有 53000 多名粉絲，

前幾天出門倒垃圾時，突然發現家門口

垃圾桶蓋上的積雪中有一個奇怪的符號

「1F」。

Jules 覺得很奇怪，就拍了一條短視

頻上傳網路，求問網友「1F」到底是什麼

意思。很快，不少網友就在她的視頻下評

論說，「1F」代表「one female」，即一位

獨居女性的意思，這很可能是作案團夥成

員間的暗號，通常為踩點成員將瞭解到的

情況，以 1F 的標記符號告知該地區的其

他成員。

Jules 看到評論嚇得不輕，趕忙報

警，警方也證實了網友們的解讀，並表

示這類符號可能存在危險含義。但歹徒

並未實施犯罪，所以他們也無能為力。

警方擦去了垃圾桶上的符號，提醒她要

注意安全，並建議她可以去父母家住幾

天。

Jules 連夜搬回父母家中，事後還專

門做了一個視頻感謝網友，她說起初以為

大家是開玩笑的，因為她的確是獨居。然

而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都這麼說，自己才開

始還害怕起來。

希 望 借 由

此事提醒在外

的獨居的女性

朋友，小心家

門口出現的奇

怪符號，千萬

別掉以輕心。

【看中國訊】2 月 1 日市議會以

10:4 投票通過決議，將居民區最高時

速從 50 公里降低到 40 公里，並將於 5
月 31 日起實施。

中間有黃線或有公交車同行的一

般街道路，將繼續維持每小時 50 公里

限速。市政府將在一般街道上安裝 50 
km/h 的標誌，以及進入卡爾加里所有

道路的默認速度限制標誌，估計費用為

230 萬元。

市政府表示，每年在居民街道上發

生約 9,100 起撞車事故，其中 500 起

導致重傷或死亡。該市表示，降低車

速限制有望每年將撞車事故減少 90 至

450 次，並每年將死亡事故減少 6 至

29 次。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A recent report by Rebel News revealed a 
leaked government document and testi-

mony from an anonymous member of the 
Canadian military. It shows that Canadian 
soldiers might have contracted COVID-19 
while in China for the Military World Games 
in October 2019. This was weeks before the 
first officially recognized case that was said 
to have taken place on November 17. The 
multi-sport competition event took place on 
October 18-27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On their way home from China, one-third 
of the Canadian participants in the Military 

World Games were quarantined in the back 
of the plane. After arriving in Canada, none 
of them were tested, and they were all sent 
back to their respective hom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New York Post reported a similar situa-
tion in France, where many military athletes 
returned home after the competition in China 
with influenza symptoms, but none were 
tested. Later, once there was widespread 
knowledge of the pandemic, athletes found 
out through their WhatsApp group that they 
were not the only ones suffering from influ-

enza-like symptoms, which may have been 
the coronavirus. Nearly 10,000 athletes from 
over 100 countries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said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News 1130: “There 
is certainly going to be a time for necessary 
accounta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how the 
world ended up plunged into this terrible, ter-
rible situation, and the role that China had to 
play in this as the origin of the virus is going 
to need to be known, and for China to not 
cooperate and not participate, and that is un-
fortunately very predictable given the recent 

stance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col-
laborating with international authorities but 
is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protect them from 
making sure that the truth does come out. We 
will find out how this virus started.”

  However, many people say that this is too 
little, and too late, as the Toronto Sun reported: 
“By naively trusting false information from 
China’s dictators at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a year ago, the WHO and the Trudeau govern-
ment effectively downplayed its seriousness in 
the early weeks of the pandemic when it might 
have been possible to contain its spread.”

According to Reuters, China has recent-
ly stepped up its efforts to present a 

favorable narrative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pandemic.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s presently conducting a major in-
vestigation to discove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virus. The investi-
gations come after growing criticism over 
the past year toward the WHO for favoring 
China and allowing them to get away with 
concealing information and secrecy. Just re-
cently, a study by China’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showed that blood samples from 
4.43% of Wuhan’s population contained 

COVID-19 antibodies, indicating that the 
city’s infection rates were far higher than 
originally acknowledged,” Reuters reported.

  The AP fou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handing ou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
lars in grants to scientists researching the 
virus’ origins in southern China and affiliated 
with the military… But it is monitoring their 
findings and mandating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any data or research must be approved by 
a new task force managed by China’s cab-
inet, under direct orders from President Xi 
Jinping.”

  Director of the WHO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recently said that the world is 
on the brink of “catastrophic moral failure” 
due to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coun-
tries who have an abundance of vaccines 
and the poorer countries have very little. 
The BBC reported: “China, India, Russia, 
the UK, and the US have all developed 
Covid vaccines, with others being made 
by multinational teams — like the Amer-
ican-German Pfizer vaccine. Almost all of 
these nations have prioritized distribution to 
their own populations.” They also reported 
that Canada in particular is hoarding enough 

vaccines to protect each Canadian five times 
over. 

 In mid-April last year,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cut off funding and withdrew 
involvement with the WHO after claiming 
that it was a “puppet of China.”

  President Joe Biden has reverted U.S. in-
volvement back to what it was before Trump 
withdrew. Trudeau and Biden are expected 
to meet next month and have agreed to join 
forces to combat the pandemic in North 
America. 

加運動員或早在中國感染新冠
Canadian Military Athletes May Have Contracted COVID-19 

in China Weeks Before First Reported Case

加拿大度假航班全停
入境酒店隔離費自付

WHO begins investigating the origins of the coronavirus

多倫多國際機場（Shutter Stock）

網紅家門口
驚現詭異符號
網友：有危險

（視頻截圖）

卡城居民區最高時速降至4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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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踏入 2021 年，1 月份卡

城房地產銷售量創下 2014 年以來最高的

1 月份記錄，無論是公寓還是獨立屋，所

有類型房產的交易量都有所提升。

卡城地產局（CREB）首席經濟學家

Ann-Marie Lurie 指出，目前貸款利率異

常低，這會吸引各類買家重返市場，卡爾

加里房市的新掛牌量也比過去兩個月略

高，為購買者提供更多選擇。

1 月份卡城房產新上市量為 2246
套，雖然庫存比去年 12 月份的水平有所

上升，但這是過往多年都可以觀察到的趨

勢。雖然庫存增加，但 2021 年以 4,035
套的庫存開始，已經遠遠低於過去六年的

水平，反映 2020 年末的購房熱潮正延續

到今天。

全市基準價格仍處於與 2020 年底記

錄的價格相對一致的水平，即 47 萬加元

左右。由於高端市場的銷售有較大漲幅，

拉高了平均價格及價格中位數。

卡城房市

獨立式房屋

1 月份不同價格的獨立屋銷售量都有

所增加。價格在 50 萬加元以下的房屋受

購房熱潮帶動，目前庫存有限，更一步確

立了賣方市場。高端市場的銷售活動則有

明顯上漲，充足的庫存意味著買家有更多

選擇及議價空間。

目前卡城獨立屋價格比去年同期水平

高出近 3%。房價漲幅最大的是北區和東

南區。市中心區和西區的價格與去年相比

相對持平。

半獨立式住宅

1 月的半獨立式住宅銷售量比去年的

水平有所上升，主打高價位高端半獨立

式住宅的西區，銷售活動比去年更加有

所放緩。

雖然新上市量比 12 月的水平有所

提高。但庫存仍然遠低於去年的水平，

待售期仍然低於三個月。與去年同期相

比，北部和東南部地區的價格比去年的

水平高出 1% 以上，而西區的價格則出

現大幅下降。

公寓

從 2020年 11月開始連續第三個月，

卡城公寓銷售量持續上升，高於去年同期

水平。而且，今年 1 月份銷售量更創下

2014 年以來新高。雖然公寓價格仍然遠

低於以前的高點，但今年東北區、東區和

南區的樓價出現最明顯的漲幅，市中心、

西區和東南區的價格則繼續下跌。

衛星城

Airdrie 1 月份的銷售活動保持強

勁。 1 月份的銷售量為 103 套，是 2007
年以來最好的一月。隨著條件繼續有利於

賣方，基準價格相對於上月呈上升趨勢。

目前 Airdrie 房產基準價格為 34.91 萬加

元，比去年 1 月的水平高出 5% 以上。

獨立屋和半獨立屋的價格同比漲幅最大。

Cochrane、Okotoks 的銷售情況比

去年 1 月的水平都有所改善。 1 月份的

新屋上市量相對 2020 年最後一個季度有

所回升。銷售量與去年的水平保持相對一

致，與上月相比，這些小鎮的基準價格保

持穩定，但比去年 1 月高出 3% 以上。

漲幅由獨立屋銷售推動。

【看中國訊】2021 年 2 月 1 日，亞省

Springbank 的第一個湖濱社區 Harmony
宣布，將繼續贊助選手 Haley Daniels
前往日本東京的旅程，代表加拿大參加

2021年奧運會白水激流迴旋獨木舟比賽。

加拿大國家隊運動員 Haley Daniels
說：「當我經過卡爾加里市區時，我總會

注意到一些五顏六色的槳，令我回憶起童

年和與家人一起在戶外度過的時光，那時

候我第一次學會了如何划槳。我也開始研

究 Harmony 社區，並且我很欣賞他們。

他們推崇健康和積極的生活方式，以及促

進環境管理和保護的教育的價值觀，令我

很欣賞。」

Harmony 社 區 發 展 商 Bordeaux 
Developments 營銷經理 Laurel Lapointe
說：「我 們 與 Haley 的 合 作 始 於 2017
年，她對指導她的同伴運動員的奉獻精

神，以及她首次將女子白水激流皮划艇帶

入奧運會的努力，是對我們社區的一種激

勵，我們非常自豪能夠參與 Haley 的東

京 2020/2021 之旅。」

Harmony 是一個設施完善的社區，

位於卡爾加里以西約 8 分鐘車程之處，

Trans Canada 1 號高速北側。Harmony
的設施包括一個令人驚嘆的 40 英畝淡

水湖（未來還將有另一個 100 英畝的湖

泊）、湖灘、米克爾森國家高爾夫俱樂

部、徒步小徑、遊樂場、以及最近開放的

冒險公園等。

Harmony 提供多種住房選擇，包括

46 萬加元起的 Birch Collection 聯排別

墅；55 萬加元起的 Poplar Collection 系

列前置車庫獨立屋和後巷車道獨立屋；

76 萬加元起的 Willow Collection 平房

別墅；以及 93 萬加元起的 Tamarack 
Collection 莊園和湖濱別墅。

【看中國訊】新冠疫情對全球造成

了巨大的經濟衝擊，毫無疑問，它極大

地影響了投資者。高力國際（Colliers 
International）認為，房地產不易受到急

劇變化的影響，因而被認為是比較安全的

行業之一，當人們追求穩定的時候，房地

產投資會顯得更有吸引力。

高力國際在其最新的市場展望報告中

透露，人們對房地產市場的信心在上升，

預計相關投資活動將增加 50%。大多數投

資者準備重新進入市場，彌補疫情期間失

去的時間。高力國際發現，全球 98% 的

投資者的目標是在今年增加他們的投資組

合，23% 的投資者更打算加碼 20%以上。

高力國際的報告認為，寫字樓仍然是

全球首選的主要資產。像悉尼、倫敦和紐

約這樣的主要商業中心，其寫字樓板還是

能吸引那些準備好進行交易。因此重新定

位寫字樓資產，長期提供價值，可滿足投

資者的考量。全球疫情表明，大多數企業

可以遠程辦公，而且包括辦公室租金在內

的員工維護成本的降低，這將減少商業租

賃物業的需求。由於人們在家的時間越來

越多，家庭辦公成為趨勢，所以投資者也

會優先選擇獨棟別墅和更寬敞的公寓。

報告還認為，疫情促使郊區房產人氣

急升，因為它可以在因為疫情而封鎖期間

提供更大的靈活性。郊區的租金成本往往

較低，人們可以遠程工作，這會促使一些

人尋求搬離大城市到更遠的地方。這個類

型的房產，也是值得投資者關注的。

根據 Nationwide 的數據，英國的房

地產價格持續增長，漲幅為 5%，平均

22.6 萬英鎊。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

會（NAR）報告也顯示新房的價格增長

超過 6%。

在全球租房市場方面，大城市的定價

在下降，比如紐約下降 4%，倫敦跌幅至

3%。房地產市場的變化通常比其他行業

慢，這些趨勢應當將在未來幾年內保持。

一些投資人傾向做投資組合。亞太地

區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多戶型住宅、學生

住房和養老房產等物業類型，還包括特殊

的子類型，如微型公寓。這些有別於傳統

住宅的單元房產，可為投資組合增添了穩

定性和增長的潛力。

另外，儘管受到全球疫情的重創，零

售和酒店業卻為投資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

機會，可以相對較低的成本收購核心資產

和不良資產進行再利用，從而迅速擴大規

模。高力國際預計，這些行業的折扣高達

20%，大部分機會將在 2021 年下半年湧

現，大部分交易將通過虧損企業頭寸和不

良貸款間接產生。

一月卡城房屋銷售強勁一月卡城房屋銷售強勁

2021年卡爾加里房地產市場預測

2021年國際房產投資趨勢如何？Springbank Harmony社區支持奧運選手

Haley Daniels（Bordeaux Developments）

（Shutter Stock）

【看中國訊】儘管 2020 年失業率創下

歷史新高，就業崗位大幅減少，但加拿大

全國各地的房市在下半年出現了強於預期

的反彈，這讓很多人感到驚訝。

卡爾加里在第三或第四季度並沒有創

下銷售或價格的新高，但相對於過去五

年，仍然取得了一些最強勁的銷售。這幾

乎足以抵消疫情造成的第一次停工期間房

地產市場的損失。

在異常低的貸款利率和潛在需求的推

動下，2020 年底的購房熱潮很可能將持

續到 2021 年。加國房產協會預計 2021

年房產銷售額將按年增長近 5%，但持續

的經濟挑戰或將帶來影響。

卡爾加里住房市場在 2020 年底前就

恢復到更平衡狀態，主要原因是供應減

少，新上市房源幾乎回落至這幾年的最低

水平，有效地阻止了房價進一步下跌。

進入 2021 年，CERB 預計新上市房

屋數量將開始增加，許多在疫情影響下推

遲上市的房產也會陸續進入市場。CERB
預計，2021 年的年度房產價格將增長 1%
以上。

（Shutter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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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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 ce with a real economic headwind 
and a diffi  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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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 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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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i  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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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  ce of the president it-
self,” Pack wrote to Biden on his fi rst 
day in offi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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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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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 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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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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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北京政壇高官楊潔篪 2
月 1 日發表演說談美中關係，暗批川普，

並喊話拜登不要對抗。美國眾議院共和黨

議員 2 日敦促白宮明確其應對中共威脅

的戰略。

楊潔篪暗批川普 施壓拜登

美國之音報導，這是在拜登總統就職

之後，中國級別最高的官員首次談美中關

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

委員會秘書長楊潔篪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

會上演講稱，中國願與美國一起，「構建

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大國相處模式」。

過去四年，美中關係處於兩國建交以

來的最低點，雙方的衝突摩擦存在於經

貿、科技、香港、新疆、臺灣和南中國海

等領域。

楊潔篪將美中關係惡化歸咎於川普政

府將中共視為戰略對手，稱其對華政策

「犯了歷史性、方向性、戰略性錯誤」。

他同時喊話拜登，表示「希望美國超

越大國零和博弈的舊式思維」，敦促拜登

政府不要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濫用國家安

全概念。他說，兩國可在氣候變化、經濟

復甦、應對疫情等方面合作，探討如何完

善全球公共衛生系統。

楊潔篪強調，香港、西藏、新疆問題

屬於中國內政，「美國應停止干涉」，並

警告這些議題「碰不得」。

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

戴博（Robert Daly）認為，楊潔篪的講

話還停留在 7 年前的「不衝突不對抗」、

「新型大國關係」這類思維模式，中方將

美中關係面臨的問題和摩擦都歸咎於美

方，看不出任何反思與自我批評。所以以

中方的態度，很難有建設性的對話機制。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漢學家林培瑞

（Perry Link）也認為，楊潔篪的演講都

是「陳詞濫調」，他口中的美中關係，充

其量只是「美共關係」，也就是中共高層

和拜登政府的關係，一般的美國人「不會

吃（共產黨的那一套）」。

自拜登就任總統以來，中國高層官員

近來不斷釋放一些希望美中關係「重啟」

的信號。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上週敦促華

盛頓採取行動修復美中關係，中國駐美大

使崔天凱接受中國官媒採訪時呼籲美國採

取積極和建設性的對華政策，表示美國將

中國視為戰略對手是嚴重的錯誤。

新任國務卿布林肯 2 月 1 日告訴

MSNBC，中共對美國構成重大挑戰，但

也表示美中關係既有敵對和競爭，也有可

合作的方面。

拜登政府表示將以「戰略耐心」尋求

與北京打交道的「新方法」，正在對相關

對華政策進行跨部門評估，並與盟友和夥

伴協商。

美國務院：不急於接觸中共

2 月 2 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Ned Pric）回應楊的發言，表示現在不

急於與中共接觸，等到與盟友和合作夥伴

「步調一致」時，美國有望再與中共接觸。

他說，美國與聯盟和夥伴的關係是

「在任何領域挑戰中的威力倍增器，這包

括在我們與北京的關係中」。

他也呼籲北京停止施壓臺灣，並表達

了對中共試圖取消 12 名港人的代理律師

執業資格「深表關切」，並敦促立即恢復

其律師資格。

共和黨人促白宮明晰對華戰略

2 月 2 日，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共

和黨人敦促白宮「明確澄清」應對中共威

脅的戰略。

福克斯新聞報導，共和黨議員致國家

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的信中

說，「我們仍特別關注中共為情報和軍事

目的將私營企業武器化，利用美國人民和

企業的數據，以及操縱關鍵和新興技術的

全球市場。」

雖然議員們承認部分拜登的提名人選

已提及對中共的態度，但他們認為，蘇利

文沒有明確說明新政府如何繼續上屆川普

政府的有效對華政策，以保護美國的國家

安全。

聯合國提名候選人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聽證時也告訴參議員，她將在

聯合國反對中共的「威權議程」。

但是，眾議院共和黨人指出商務部長

提名人 Raimondo，沒有說明華為是否會

繼續留在商務部實體清單中。

共和黨議員在信中強調，「當務之急

是，我們必須防止犯下種族滅絕罪的專制

共產政權，不與之分享美國的利益，防

止其滲透和利用美國關鍵通信和技術系

統。」「這些系統包括 5G 網路，將在未

來幾十年日益鞏固我們的生活方式，並保

護美國安全。這不應該是一個有爭議的主

張。」

【看中國訊】一名華裔女學者因為竊

取美國商業秘密並在中國開公司獲利，於

2 月 1 日被美國地方法院判處 30 個月（2
年半）的監禁。她的丈夫作為竊密同謀

也在等待獲刑。

今年 47 歲的陳莉（Chen Li，音譯）

是俄亥俄州都柏林市的前居民，從 2008
年到 2018 年間，她在位於美國俄亥俄州

哥倫布市的全國兒童醫院的研究所工作。

她的丈夫周宇（Zhou Yu，音譯），50
歲，於 2007 年到 2017 年間在同一家醫

院的另一個醫學研究實驗室工作。

2015 年 的 時 候， 他 們 在 中 國 成

立了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出售外泌體

（Exosomes）「分離試劑盒」，這是根

據他們從這家醫院偷來的商業秘密生產

的，而醫院對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不知

情。

外泌體是含有核酸和蛋白質的小囊，

在細胞間通信中起著重要作用。已經發現

外泌體在多種疾病的治療中起到重要作

用，例如針對肝癌、肝纖維化和一種影響

早產兒的壞死性小腸結腸炎，以及組織再

生療法。

這對夫婦在北京成立的公司名為

「北 京 捷 騰 生 技 公 司」（Beijing Gen 
Exosome）。該公司於 2017 年 10 月被

總部位於新澤西州的在納斯達克上市的

生物技術公司 Avalon GloboCare Corp
的 子 公 司 GenExosome Technologies
收購。

美國司法部的新聞稿中說，這對夫婦

從中共政府的各種部門獲得資助，其中包

括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以及外國專

家事務管理局。陳莉還申請了中共政府的

多項海外人才計畫。

這對夫婦於 2019 年 7 月在加州被

捕，隨後被起訴。 2020 年 7 月，陳莉對

盜竊商業秘密和電匯欺詐的指控認罪。

2020 年 12 月，她的丈夫周宇也對類似

指控認罪，目前正在等待判決。

俄亥俄州南部地區的美國檢察官戴

維．戴維勒斯（David M.DeVillers）在

司法部新聞稿中說：「陳莉和她的丈夫在

過去的幾年中實施了一項計畫——在中國

成立企業，竊取美國的研究成果，然後從

中獲利。陳莉自願地參加了中共政府為竊

取美國知識產權所做的長期努力。她理應

在聯邦監獄服刑。」

作為判決的一部分，陳莉被勒令支

付 260 萬美元的賠償金。她還將被沒收

Avalon GloboCare Corp. 公 司 的 50 萬

普通股以及 Avalon 子公司 GenExosome 
Technologies 的 400 股普通股，合計大

約 125 萬美元。

美國司法部負責國家安全的助理部長

約翰．德默斯（John C. Demers）表示：

「長期以來，中共通過政府項目鼓勵盜竊

美國商業機密，這些項目與『千人計畫』

一樣，並非良性的學術合作平臺。」

楊潔篪喊話拜登不對抗

【看中國訊】美國參議院定於 2 月 9
日開始，針對前總統川普進行彈劾審判。

2 月 2 日，川普正式致函參議院，回應眾

議院通過的彈劾條款是違憲。

眾議院於 1 月 13 日以 232：197 票

對川普總統進行彈劾，理由是他在國會大

廈「煽動叛亂」。

根據彈劾需要至少三分之二，即 67
位參議員支持才能成功的憲法規定，如果

有 45 名參議員已經投票表示彈劾違憲，

那這次川普幾乎沒有被彈劾定罪的可能

性。

川普稱彈劾「違憲」，因為他不再任

職總統，即使被定罪也不能被罷免。

「憲法規定要求彈劾針對在任總統，

由於第 45 任美國總統現在不再是「總

統」，參議院不可能認定彈劾條款中有關

「應被罷免」的字句。」

他也否認煽動叛亂，並表示自己始終

如一地忠實履行美國總統的職責，並且在

任何時候都竭力保持、保護和捍衛《美國

憲法》，同時從未犯罪。

川普認為，在 1 月 6 日華盛頓國會

大廈外的演講中，他質疑選舉結果屬於

他的第一修正案權利。「像所有美國人一

樣，第 45 屆總統也受到《憲法第一修正

案》的保護。」信中寫道。

最後，川普要求參議院駁回彈劾案的

第一條，因為參議院無權裁定罷免一位已

經離職的總統，並要求參議院宣布他無

罪。

1 月 31 日，川普宣布，委託阿拉巴

馬律師斯科恩和前聯邦檢察官卡斯托在彈

劾審判辯護。預計兩位屆時將聚焦彈劾審

判如何違憲和「政治武器化」。

哈佛大學知名法學教授德肖維茨

（Alan Dershowitz）和特別檢察官斯塔

爾（Ken Starr）也認為，彈劾已卸任的

總統是違憲。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導】備受

關注的 18 億鉅貪、華融資產原董事長賴

小民因受賄、貪汙、重婚等腐敗罪名於

1 月 5 日被判死刑後，賴小民提起上訴；

1 月 21 日，天津高級法院二審宣判駁回

上訴；1 月 29 日上午，賴小民被執行死

刑，時年 59 歲。這是習近平 2012 年上

臺以來，第一位因貪腐被執行死刑的中共

官員。

流亡美國的中國富豪郭文貴近日直播

爆料，賴小民在被執行死刑前嚎啕大哭，

還告訴相關執法人員他藏匿財富的秘密地

點，甚至包括 2000 多公斤的美國聯準會

金條。

郭文貴 1 月 31 日進一步爆料，據他

所知，賴小民在被執行死刑前嚎啕大哭，

「不知道那來的勁兒，嚎啕大哭，就一直

哭，那監獄裡還真讓他哭了」。

郭文貴透露，賴小民在人生中的最後

時刻，向法院執行庭、監獄看守、死刑執

行人員等各類執法人員交代了不少藏匿財

富的秘密地點，給這些人留下不少財富，

「最後的幾個小時有發大財的」。

郭文貴爆料，賴小民藏匿的鉅額財富

中，包括字畫、翡翠、玉、金磚、銀磚，

甚至還私藏 2000 多公斤的美國聯準會金

條。

郭文貴指出，賴小民在執行槍決前，

告訴相關執法人員他藏匿金條的下落，反

而給其中一些人惹禍上身。「聽說這些私

下照顧他的人、讓他哭的人，有幾個現在

已經消失了。所以人啊……別發橫財，你

知道那有攝像頭嗎？」

中共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2 月 1 日發

文稱，上週，一連 4 名金融單位廳局級

幹部被宣布開除黨籍：原內蒙古銀監局黨

委書記、局長薛紀寧；原內蒙古銀監局副

局長陳志濤；原內蒙古銀監局副局長宋

建基；原山西銀監局黨委書記、局長張

安順。據不完全統計，2021 年的第一個

月，至少 8 名金融系統高官被查處。

賴小民案宣判次日，中央政法委「長

賴小民死前大哭 家藏2噸金條

美華裔女學者竊密獲刑2年半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上海

海軍軍醫大學近日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在

南海服役的潛艇士兵五分之一有心理和精

神問題，焦慮症和妄想症尤為嚴重。

據《南華早報》報導，這份於發表在

《軍事醫學》（Military Medicine）1 月刊

上的研究報告，針對五百多名在南海服役

的現役士兵和軍官展開。受訪者均需完成

一份《症狀自評量表》。研究人員從表格

內容發現，21% 的受訪者患有某種程度

的心理、精神健康問題。

報告特別提到，受訪者的焦慮症及妄

想症，比其他解放軍兵種嚴重。研究還發

現，潛艇士兵比傳統船隻上的軍人更容易

遇到心理問題。研究報告指出，調查結果

表明潛艇士兵「面臨更高的風險，並且有

更嚴重的心理問題。」造成士兵精神出現

問題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方面，近年

來中國南海地區的軍事演習增加，軍演任

務通常要在水下執行長達 60 至 90 天。

另一方面，潛艇人員不僅生活在長期封

閉、隔絕的環境中，而且還睡在噪音嘈雜

的船艙中。」

報告提到，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瞭解這

些心理健康問題的來源。但是，海洋對中

共的戰略重要性很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

近年來，隨著美中關係惡化，美國公

開反對中共對南海主權的主張。美國前國

務卿蓬佩奧去年 7 月發表聲明，指中共

對有關南海水域的主張是完全非法。聲明

強調：「中共若在這些水域騷擾其他國家

捕魚或開發油氣，或是單方面進行上述行

為，都是非法。」

此後，美國加強在南海的軍事投入，

航母戰鬥群頻繁在南海舉行演習，以維護

南海自由航行。中共方面也相應提高其在

南海的軍事行動頻次，南海軍事局勢持續

緊張。《南華早報》暗示，這可能是造成

南海潛艇士兵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的因素之

一。

公開資料顯示，過去幾個月裡，中共

在各個海域密集進行軍事演習。從 2020
年 12 月 29 日 8 時至 2021 年 1 月 7 日

16 時，中共當局在海南島西南部、南

部、東南部海域進行軍事訓練；隨後，又

於 1 月 27 日至 1 月 30 日在南海進行軍

事演習。

南海潛艇士兵 
20%有心理問題

美國總統拜登。（Getty Images）

川普正式回應彈劾條款：違憲

安劍」就該案發表文章，對金融內鬼「沒

有猶疑、沒有例外，反腐敗，逢惡必

斬！」

中紀委五次全會 1 月 22 日在北京召

開，習近平等七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與會。

習在講話中承認「貪腐仍是黨內最大威

脅」；「若控制不住金融，就會對經濟安

全造成威脅，進而危及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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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凡綜合報導

最近圍繞GameStop
（GME）股票的散戶投資
人和機構投資人大戰，依然

沸沸揚揚。俗話說外行看熱

鬧，內行看門道，那麼這場

風波的根本原因在哪裡呢？

讓我們一起來探究一下吧。

GameStop 是一家電腦遊戲

的實體店。由於受到網上購物的

競爭，再加上疫情期間光顧實體

店的人數減少，投資人一直看衰

這一股票。然而最近一家寵物

食品實體店 Chewy 的前 CEO 
Ryan Cohen 對 GameStop 大舉

投資，令投資人感到這只股票的

價格有可能被低估。然而這一因

素，只是這次風波的部分成因。

為甚麼散戶挑選這只股票，而不

投資其它股票呢？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只

股票的空頭部位超過了市場流

通股票的總額。在 2021 年 1 月

15 日，GME 空頭部位達到了

市場流通股票數量的 226%（來

源：Morningstar Inc.，轉載於

雅虎財經）。 2021 年 1 月 22
日，這一比率依然有 140%（來

美國股市多空大戰，這場風波的根本原因在哪裡呢？（Adobe Stock）

源：維基百科）。根據理財網站

Power Cycle Trading，這一比

率超過 10% 就算高水平，而超

過 20%，則算極高水平。

因此散戶認為，只要有足夠

數量的衝擊，就會擠壓這些空頭

部位，從而迫使價格進一步攀

升。在社交平台 Reddit 上一呼

百應，這些散戶果然達到了這一

效果。那麼這些空頭部位為什麼

會遭到擠壓呢？空頭部位的投資

人，本身並不擁有股票。他通過

經紀人借到股票，在股市上賣

出，期望等待股票價格降低後，

財經簡訊

在用低價買回，然後還給原來的

擁有者。空頭部位超過股票流通

量，說明同一股票已經被出售過

多次。比如投資人 A 本來持有

一股股票，他把這股股票借給某

對沖基金 X，X 把股票賣給了

B，然後 B 又把股票借給某機構

或者個人 Y，然後 Y 又把這一

股賣給了 C。於是雖然只是同一

股股票，A、B、C 三人都同時

持有它，同時它又被 X 和 Y 做

空了兩次。從某種意義上說，

A、B、C 和 X、Y 這 五 人 之

中，只有一人真正持有股票，另

詳解美國股市多空大戰成因 
外四人只是利用這個股票賭一把

輸贏。

空頭部位是期待股票降價之

後，以更低的價格購回股票，獲

取差價作為利潤。然而如果股票

不降反升，空頭部位就會遭受損

失。為了避免自身的損失，在做

空的當初，經紀人（Brokerage）
要求投資人抵押保證金。如果空

頭部位遭受損失，這些損失就首

先從抵押金裡支付。隨著股價的

上升，帳面上的損失越來越大，

為了保護自身利益，經紀人就要

求投資人增加保證金額，否則就

會清倉空頭部位（也就是買回

股票）。另一方面，空頭部位的

持有者，也可能擔心損失越來越

大，從而斷臂求生，主動清倉。

因此，股票價格越高，收購壓力

越大，這就形成了正反饋，讓股

票越漲越高。

另一方面，投資銀行發行了

股權（Options）。為了履行股

權的義務，並且避免裸露風險，

投資銀行必須持有股票部位抵消

風險。這些部位的數量，是根據

數學模型計算的。而這些模型也

要求股票價格越高，就越要購入

更多股票。因此也對價格形成了

抖音狀告騰訊 網友看熱鬧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合報導】

2 月 2 日，字節跳動旗下的影音

平臺抖音在北京狀告即時通訊巨

頭騰訊濫用壟斷行為，抖音要求

法院立即制止騰訊停止相關行

為，並刊登公開聲明，以及賠

償抖音經濟損失 9000 萬元人民

幣。相關消息在網路迅速引發大

量關注，網友們則變成了吃瓜群

眾，紛紛留言表示：看熱鬧不嫌

事大，希望他們打一架。

據悉，這是自 2020 年底

《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

南 ( 徵求意見稿 )》公布以後，

國內首例發生在網際網路平臺之

間的反壟斷訴訟。

抖音方面表示，騰訊通過微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

報導】攜程網創始人、北京大

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梁建章，

2 月 1 日在騰訊財經撰文指，

2020 年，中國多地最新人口數

據預示，全國出生人口塌陷已經

來了，有的地區驟降 32%。未

來，新生人口將滑向 1000 萬以

下，如果無法大幅提升生育率，

這種下滑將不會見底。

1 月 18 日，中國國家統計

局在新聞發布會上，按照慣例公

布了上一年的 GDP 數據、糧食

產量、就業、居民收入等數據，

卻沒有像往年一樣，公布上一年

的出生人口數據。理由是人口普

查沒有結束。梁建章指，但從一

些地區已公布的 2020 年全年出

生人口數據看，全國出生人口塌

陷已經來了。

根據溫州市健康婦幼指導中

心發布的數據，2020 年度溫州

地區活產數比 2019 年同期減少

19.01%。其中一孩數較 2019
年同期減少 15.87%。二孩數較

2019 年同期減少 21.65%。

根據合肥市新聞辦發布的

數據，2020 年統計年度合肥市

出生人口 7.93 萬人，人口出生

率 10.03�。而根據合肥市統

計局發布的數據，2019 年合肥

的出生人口是 10.3 萬人，出生

頭部房企華夏幸福爆雷 
債務逾期超52億

【看中國訊】中國頭部房企

華夏幸福 2 月 1 日承認爆雷，

成為近期除海航集團宣布破產重

組之外，另一個關注度很高的金

融大事件。華夏幸福發布公告，

稱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華

夏幸福債務逾期 52.55 億元，貨

幣資金餘額為 236 億元，其中

率 12.65�。這意味著，合肥市

2020 年出生人口比 2019 年下

降了約 23%。

廣州市 2020 年活產數為

19.55 萬， 較 2017 年 下 降 了

近 10 萬，比 2019 年下降了約

9%；臺州市 2020 年出生人口

比 2019 年下降了 32.6%；平湖

市 2020 年出生人數比 2019 年

下降了 21.17%。還有地區已公

布的 2020 年前幾個月的出生人

口數據，與 2019 年同比，下降

速度也令人震驚。

梁建章認為，結合二孩堆

積減弱、育齡婦女人數減少等

因素，2020 年全國出生人口比

2019 年有較大幅度下降已經沒有

懸念，出生人口塌陷之狼真的來

了。考慮到未來中國育齡婦女人

數繼續下降，而未來中國人的生

育意願更可能繼續走低。中國未

來每年出生人口再也不可能超過

1400 萬，而是在向 1000 萬以下

急速滑去。如果無法大幅提升生

育率，這種下滑將不會見底。

出生人口塌陷 
未來下滑不會見底

卡爾加里僅此一家
接受各類保險公司
額外保險

403 636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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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痔瘻治療中心 卡爾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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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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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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饋。

這次散戶阻擊對沖基金，很

大程度上利用了對空頭部位的擠

壓（Short Squeeze）。也許這只

股票並不值這麼高價格，從長遠

來看，很可能它的價格還會回落

到合理的位置。但另一方面，即

便是機構投資人，其財力也是有

限的。就像一個賭徒，也許從長

遠來看他有很大的勝算，但是只

要眼前輸光了，也就再難起死回

生。這種現象被稱作賭徒的毀滅

（Gambler's Ruin）。
從這種意義上說，這次散戶

的舉動，還是一種阻擊行為，而

不是長遠的投資行為。或許當股

票價格回落到合理水平，散戶們

也會遭受損失。不過就目前而

言，這次風波的確給了整個金融

界一個教訓。衍生金融產品，如

果使用不當，就會導致投資（或

者應該叫做賭博）和經濟基礎

脫鉤。這次空頭部位超過股票流

通量，就是一個例子。這樣的例

子，並不是第一次出現，不過機

構投資人遭到散戶大規模和有針

對性的阻擊，這次卻能算得上是

第一次。

也許這次風波，能促使整個

金融界認識到，不僅要考慮一項

投資的局部效果，還必須考慮宏

觀上的整體效果。只有這樣，才

能避免脫離經濟的基本層面及災

難性的後果。

可動用資金僅剩 8 億元，其餘

為受限資金。至此，華夏幸福在

第二次陷入資金鏈危機後，正式

承認爆雷。自 1 月 8 日起，國

際評級機構穆迪等多家機構紛紛

下調華夏幸福的評級，認為其經

營低於預期，面臨債務違約和融

資風險，華夏幸福旗下債券價格

應聲下跌。

貝佐斯宣布將於三季度

卸任亞馬遜CEO職務
【看中國訊】據法廣（RFI）

報導，亞馬遜公司 2 月 2 日宣

布，亞馬遜雲計算服務平臺CEO
賈西（Andy Jassy）將於今年第

三季度接任公司創始人貝佐斯

（Jeff Bezos）的 CEO 職務，貝

佐斯將過渡為亞馬遜董事會的執

行主席。貝佐斯在致員工信中表

示，他離任後會致力於新產品和

早期項目的開發。賈西自亞馬遜

創立後大部分時間都在該公司工

作。過去近 30 年來，亞馬遜從

一個在線書商成長為價值 1.7 萬

億美元的龐然大物，擁有 130 多

萬名員工。賈西是服務貝佐斯時

間最長、最信任的副手之一。

信和 QQ 限制用戶分享來自抖

音的內容，因而構成了反壟斷法

所禁止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排除、限制競爭的壟斷行為」。

抖音指，微信、QQ 月活躍

用戶數分別超過 12 億和 6 億，

加上其即時溝通分享功能及網路

效應，決定了用戶幾乎不可能集

體遷移。目前市場上沒有其他

經營者，能夠提供與微信和 QQ
具有對等功能的服務。這也意味

著騰訊「具有市場支配地位」。

相關消息在網路傳開後，騰

訊亦於當日晚間緊急發聲明回應

稱，相關指控純屬失實，系惡意

誣陷。騰訊還稱，字節跳動旗下

多款產品，包括抖音通過各種不

正當競爭方式違規獲取微信用戶

個人信息，破壞平臺規則，已被

法院多個禁令要求立即停止侵

權。對於字節跳動及相關公司還

存在的諸多侵害平臺生態和用戶

權益的違法違規行為，將繼續對

此提起訴訟。

抖音則再度緊跟騰訊聲明回

應指，騰訊封禁抖音相關產品達

3 年之久，涉及數億用戶。而在

微信借由「短視頻整治」封禁抖

音產品期間，騰訊自己卻推出十

幾款短視頻產品。有這樣的事實

基礎，因此不容騰訊抵賴，騰訊

對抖音的「惡意構陷」沒有任何

依據。抖音最後稱，對曠日持久

的訴訟充滿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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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貪 涉775億造假五千「一把手」落馬 事關二十大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習近平在 1 月底召開的中央政

治局會議上，強調對「一把手」

的監督。日前中紀委官網刊文

稱，過去一年，有 5836 個縣處

級以上「一把手」被立案審查。

港媒評論稱，習近平是希望在中

共二十大前，懾服官場並減低民

間不滿。

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2 月 2
日刊發文章稱，去年全國紀檢監

察機關立案審查、調查縣處級及

以上「一把手」官員 5836 人。

文章稱，「一把手」主政一

方，往往成為圍獵重點對象，中

共十九大後查處的中管幹部中，

主要問題發生在一把手崗位上逾

100 人。

據悉，「中管幹部」是指在

中組部備案的官員，其任免權

在中共中央，一般都是副部級

以上。

以去年為例，湖北省紀檢監

察機關處理 923 宗與一把手有

關的案件，其中涉及廳局級一

把手案件 18 宗，縣處級一把手

案件 264 宗；廣西紀檢監察機

關共上報一把手問題涉及 1011

人，處分各級一把手 726 人。

文章表示，這些「一把手」

的墮落軌跡，離不開一個字

「權」，「他們把手中的權力視

為私產，霸道行權、違規用權、

任性濫權，甚至以權謀私、大搞

利益輸送，對所在地方、單位的

政治生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惡

劣影響。」

其中，工程建設更是最容易

出現腐敗問題，不少「一把手」

都因為把規劃權、審批權視為

「禁臠」，大搞官商勾結、利益

輸送、權力變現。

中共中紀委這篇文章將矛頭

指向各地「一把手」，顯然是跟

隨習近平於 1 月 28 日在中共政

治局會議上重申反腐，並特別強

調要加強對「一把手」監督的要

求。

香港《蘋果日報》引述時事

評論員劉銳紹指，中共近期頻提

到一把手的監督，相信與即將來

臨的二十大有關。因為地方黨員

幹部長期懶於執行中央的指令，

如今中共由上而下命令，是想令

下級懾服，令他們有所作為，減

低二十大前的民間不滿，減少權

力布局的變數。

《大紀元》則引述華盛頓信

息與戰略研究所學者李恆青分析

說，距離中共二十大不到兩年，

「2022 年是習近平的一個生死

戰，要麼他可能可以實踐他的終

生連任，要麼可能就是他的滑鐵

盧」。所以他要加強對各省市

自治區、部委、政商企業「一把

手」的監督。

李恆青還表示，結合「換

屆」，就是為二十大人事布局，

習近平在其中有很深的政治目

的，「在未來的一到一年半，不

會用到二年，習近平要進行大規

模的人事調整，他要重新進行站

隊的布局。」

外界統計，2020 年是中共

十九大以來地方大員調動最密集

的一年，僅 11 月至 12 月間就

有近 6 成省分的一、二把手「大

換血」。按慣例來看，去年下

半年至今年上半年間將完成為

二十大準備的官員就位。習近平

近期在中紀委五中全會強調「嚴

懲黨內腐敗」。據料習近平會

將反腐作為一大利器，來完成人

事調整。

【看中國訊】上海浦東發展

銀行前副行長穆矢近日被開除中

共黨籍，他被指控涉成都分行

775 億造假案。官方罕見披露穆

矢「夫妻共貪」，把國家金融資

源當作家庭謀利工具。

據媒體報導，2 月 1 日，中

共上海紀委監委官網通報，上海

浦東發展銀行前副行長穆矢涉嫌

受賄、隱瞞境外存款，被開除中

共黨籍，並移送司法起訴。

通報稱，穆矢把國有金融資

源當作家庭謀利工具，破壞金融

市場秩序，與他人串供並偽造證

據，對抗審查；家風不正，夫妻

共貪，生活腐化，隱瞞境外存

款，數額較大等等。

通報中指其「夫妻共貪」，

較為罕見。據財新網披露，穆矢

的妻子是上海信託原副總經理杜

娜偉，此次也和穆矢一同被調

查。杜娜偉控制的私募公司「華

爍投資」，與「明天系」保險公

司華夏人壽曾合作一個項目，而

穆矢在浦發銀行任職期間，該

行作為出資方，也參與了這一

項目。

1961 年出生的穆矢，2009

年 6 月，出任浦發銀行黨委委

員、副行長。 2015 年 3 月起，

又兼任董事會秘書。 2015 年

10 月，穆矢辭去浦發銀行副

行長職務，擔任董事會秘書，

2017 年 6 月辭職。

據澎湃新聞 2017 年 7 月報

導，穆矢從浦發銀行辭職後，正

式加入萬達金融集團，任職萬達

金融集團副總裁一職。

值得關注的是，2018 年 1
月，浦發銀行因成都分行違規

發放貸款案合計被罰 4.6 億元。

2019 年 10 月，銀保監會對時

任董事長及高管進行處罰問責。

其中，浦發銀行分管相關業務的

副行長穆矢被處以警告並處罰款

30 萬元。

中國銀保監會當時通報稱，

為掩蓋不良貸款，浦發銀行成都

分行通過編造虛假用途、分拆授

信、越權審批等手法，違規辦理

信貸、同業、理財、信用證和保

理等業務，向 1493 個空殼企業

授信 775 億元，換取相關企業

出資承擔該行不良貸款，而這

家銀行之前宣稱「長期不良貸款

為零」。

「雙非」官員是指省部級黨

政軍主要負責人，既不是中央委

員，又不是中央候補委員。

1 月 28 日對前中央黨史和

文獻研究院副院長孫業禮來說，

是官場仕途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他被官方正式確認為晉升中共中

央宣傳部副部長。

自從 1988 年 7 月獲得北京

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之後，孫業

禮就從未離開過中共中央文獻研

究室的工作。工作了 30 年後，

才晉升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

究院副院長，在該院副院長中排

名第二。熟悉官場的人明白，這

是一個副部長級別的「冷板凳」

官職。但是，孫業禮之所以能夠

逆襲陞官，與其 30 多年來「兢

兢業業」有關，包括參與了《習

近平談治國理政》、《習近平論

堅持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胡錦濤文選》、《江澤民

論「三個代表」》等書的編輯。

在黨內論資排輩苦熬了多

年，再加上黨內官員梯隊斷層嚴

重，於是孫業禮得到了一些嶄露

頭角的機會，為他晉升打下了基

礎。 2019 年 6 月 24 日，他以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身

分，在中共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

學習會議上給政治局委員講課。

在副國級官員面前露了臉

後，孫業禮進入了中宣部，與此

前職務相比，中宣部副部長可是

真正的位高權重。由於孫業禮既

不是中央委員，也不是中央候補

委員，再加上中宣部副部長多是

正部長級別的，因此他極有可能

又是一個「雙非」高官。

與孫業禮同樣是「雙非」省

部級官員的還有：甘肅省長任振

鶴、海南省長馮飛和四川省長黃

強，但他們與以前的「雙非」上

海市長楊雄不一樣。作為江澤民

兒子江綿恆馬仔的楊雄，以「雙

非」身分出任上海市長，直到他

卸任也依然沒有成為中央候補委

員。這種「雙非」現象當時在自

1978 年以來中共省部級高官的

人事安排中極為罕見，也是上海

官場一項紀錄。上海知名維權律

師鄭恩寵也說過，楊雄的這種

情況反映出他在中共黨內都不

得人心。

與孫業禮一樣在中共官場逆

襲陞官的還有剛出任江蘇省委常

委、政法委書記的費高雲。

2019 年 3 月 21 日， 江 蘇

省鹽城市響水縣發生特大爆炸事

故，時任副省長費高雲，被政務

記過處分。按照中共黨內紀律

處分規定，記過受處分的期限

是 1 年。

如今，在江蘇省政府中，費

高雲是最年輕的副省級官員，也

是江蘇省最年輕的省委常委。在

遭受黨內記過處分之前，費高雲

的仕途一帆風順，曾是江蘇省第

一個「70 後」市長，當時也是江

蘇最年輕的省轄市政府一把手。

在 2017 年 2 月，費高雲成為江

蘇第一個「70 後」地級市書記。

此外，在中共官場晉升的潛

規則中，省委專職副書記非常容

易晉升為省部級的行政一把手，

如省長等。自從 2020 年以來，

中共官場省部級官員經歷了三次

調整，然而目前最缺的就是專職

副書記。截止 2021 年 1 月 28
日，天津、河北、河南、山西、

江蘇、浙江、安徽、江西、雲

南、青海、廣西、寧夏等 12 省

黨委專職副書記空缺。

除了新疆、西藏之外，其他

省（市、自治區）黨委只設置

2 名副書記職位，其中一名副書

記是政府一把手，另一名通常稱

作專職副書記。

作為省部級正職官員的候

補，專職副書記出現如此眾多的

空缺，可見中共高層官員梯隊出

現嚴重斷層問題，無人可用。

官場階梯斷層 官員逆襲高升
習近平著眼於中共 20大
人事布局，因此近期省部
級官員調動升遷依然頻
繁。無奈中共官場因貪腐
落馬官員人數太多，導致
出現梯隊斷層的嚴重問
題。於是出現了曾被問責
的官員陞官，「雙非」高
官出現，冷板凳官員高
升，省級專職副書記空缺
多等現象。

中共官場近期官員調動非常頻繁。(Getty Images）

夫家背景太深 
左小青高調宣布離婚有內幕？

官媒稱讚企業家代表 唯獨缺馬雲
【看中國記者苗薇

綜合報導】由新華社主

管主辦的《上海證券

報》日前發文讚揚中

國科技行業的領軍人

物，其中提到騰訊創

辦人馬化騰等多名中

國企業家，卻獨漏聲

譽海內外的中國商業

巨頭馬雲，突顯了具

有標誌性的企業家馬

雲和官方的緊張關係。

《上海證券報》2 月 2 日刊

登題為〈高品質發展，豈能缺少

企業家精神〉的文章，開篇即對

比大陸的兩代企業家，讚揚中

國企業家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草

莽英雄、百無禁忌」的形象，經

過「大浪淘沙」，發展成今天的

「遵守市場規則」的現代商界領

袖。

文章之後列出一些企業家的

名字，有華為總裁任正非、比亞

迪創辦人王傳福、格力電器董事

長董明珠、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

旺、小米董事長雷軍、騰訊總裁

馬化騰，以及正泰集團董事長

南存輝，並引述了他們的一些

言論。

名字中唯獨缺少中國電子商

務巨頭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

美國之音稱，在當代中國企

業家中，馬雲具有非常重要和特

殊的地位，這不僅因為他創立了

螞蟻金服等有著巨大影響力的電

子商務和互聯網金融服務公司，

也因為馬雲性格活躍、辯才無

礙、英語流暢，他讓中國人瞭解

了網絡時代的趨勢。在中國商業

人士中，馬雲的知名度無人可

比。官媒此舉，可以說，馬雲的

問題尚沒有結束。

路透社分析稱，這種不著痕

跡的嘲弄，正好顯示出馬雲在北

京政府裡失寵程度，畢竟馬雲可

以說是中國最著名的商人，官媒

竟然連 1 個字都不提。

彭博社說，這篇文章可能有

助於緩和人們對騰訊可能會受到

互聯網行業整頓衝擊的擔憂；而

馬雲榜上無名意味深遠，目前看

來，馬雲的阿里巴巴

和螞蟻集團是官方的

主要打擊對象。

去年10月24日，

馬雲在上海外灘的金

融峰會上公開批評中

共監管機構，據報激

怒習近平、王岐山等

中南海高層。習近平

親自指示監管機構調

查馬雲的企業，並叫

停螞蟻集團上海、香港

兩地上市計畫，隨後阿里巴巴集

團控股有限公司因涉嫌壟斷行為

被立案調查，馬雲也隨即在公眾

視野中「消失」。

直到 1 月 20 日，馬雲通過

視頻連線形式，與全國 100 名

鄉村教師「見面」，但這並不代

表馬雲相安無事了。《華爾街日

報》報導稱，無論對這位曾經的

中國首富，還是對他的商業帝國

而言，真正的麻煩恐怕才剛剛開

始。

《金融時報》1 月 22 日報導

說，馬雲重新露面帶來的放鬆感

是短暫的。中方央行數小時後提

議新的反壟斷規則，新規將主要

打擊螞蟻集團。一名匿名的中國

反壟斷律師說，新規「表明螞蟻

可能被分拆」。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大陸知名女星左小青和大 20 歲

的富商高全建結婚 10 年後宣布

離婚，相關新聞上熱搜。

左小青高調宣布離婚

2 月 1 日下午，43 歲女明

星左小青在個人社交網路平臺發

文宣布離婚，稱「始於愛情，終

於友情，女兒快樂成長是最大

願望」。

左小青生於 1977 年 6 月

25 日，湖南長沙人，中國女演

員，原湖南娛樂頻道主持人。

2000 年，來北京拓展自己的演

藝事業，2004 年因電視劇《中

國式離婚》而走紅，被譽為「中

國式夢中情人 」。

左小青離婚消息刷屏網路，

有網友猜測，據說左的老公是李

源潮的小舅子（妻弟）。李可能

有麻煩了，現在離正是時候。

左小青老公 
高全建背景被深挖

據報導，左小青老公高全建

是一位商人，比左小青大了 20
歲。在上海及江浙一帶經商，網

傳其身價有上百億。高全建姐夫

系中共前國家副主席李源潮。

2016 年 7 月，海外華文媒

體明鏡網報導，大陸國家副主席

李源潮被中紀委調查。北京政界

人士披露，李源潮被查涉嫌一筆

3 億人民幣的賄賂案。出面接受

這筆巨款的就是李源潮的妻弟高

全建，為的是給國企和江蘇官員

上位提供便利。

據《蘋果日報》報導稱，李

源潮與上海頗有淵源，其父親李

干成在文革前曾是上海市委常

委、上海市副市長，被視為中共

執政後上海市政建設的奠基人

之一。

《蘋果日報》引述消息稱，

胡錦濤掌權時期的「大內總管」

令計畫落馬後，李源潮被指涉嫌

與令計畫「團團夥夥」，之後又

爆出妻弟高全建涉及貪腐問題，

其司機、秘書、小舅甚至他本人

也傳出被調查。李源潮在 2018
年退休後，多次傳出自殺消息，

最近一次是在去年 9 月 20 日，

網傳他在家中自殺身亡，中央部

門已介入調查。中共央視隨後於

同月 30 日，播出李源潮出席中

共建政招待會的畫面，被外界視

為闢謠。

◎ 文 : 天鈞政經

馬雲（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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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香港特區政府已不接受持英國

BNO 護照在當地出入境使用，

對其他雙重國籍也似有收緊之趨

勢。有港媒報導，1 月 18 日一

位有加拿大雙重國籍的香港囚犯

被要求申報為加拿大或中國公

民，而香港保安局也突然收緊了

領事對雙重國籍囚犯的探訪權。

這讓加拿大政府深切關注，

因為至少有 30 萬加拿大公民居

看中國記者許天樂綜合報導

北京政府開始要求持有

外國護照的香港居民必須要

二選一，由於大批香港人持

有加拿大護照，所以此舉引發

加拿大政府關切，提醒港人

要申明自己是加拿大人，否則

將會失去領事保護權。

北京新規 或損加國居港公民權益

住在香港，而收緊國籍法代表香

港居民必須要二選一，因此全

球事務部發聲明警告居港加人：

「《中國國籍法》不承認雙重國

籍，香港也不承認，為確保領事

服務，居港加拿大人應該始終向

當局表明自己是加拿大公民的身

份。」聲明又稱，已向港府表示

關切，希望能獲得更多有關改變

雙重國籍的信息。

從香港移民至加拿大逾 30
年的律師李溢相信擁有外國護照

的港人，當初都是拿著香港證件

入境的，依照官方規定，這代表

他們已認為自身是中國公民，萬

一出事被捕，加拿大政府就無從

幫助。「如果你被逮捕，想宣稱

自己是加拿大人而獲得領事保

護，恐怕為時已晚，因為你的加

拿大公民身份不會被中國和香港

當局承認的。雖然很多香港人都

沒有住在加拿大，但加拿大護照

是個好保險。」

在加拿大從事移民顧問工作

的黃天樂，常往來加拿大和香港

之間，他說，基於方便，入境香

港過去都是持香港證件入境，未

來收緊雙重國籍政策後，將影響

很多港人。 30 幾萬持有加拿大

台灣會成為「新古巴危機」嗎？
【看中國訊】針對中國

在台海和南海持續頻繁的

軍事活動，美國拜登政府強

調，將延續川普政府的堅決

反制路線。

《紐約時報》1 月 30 日撰

寫一篇題為「中國可能會是拜登

的噩夢」的文章。文中指出，習

近平可能會下令入侵台灣離島

東沙、金門施壓，或派遣潛艦

切斷台灣海底電纜、阻止台灣

進口石油、發動網路攻擊、破

壞台灣銀行系統，部分原因在

於習近平是自負且敢於冒險，

認為美國正在衰落。

文中分析，美中可能會在東

沙群島或金門群島爆發衝突，甚

至演變為大戰，成為自 1962 年

古巴飛彈危機以來，與另一核武

大國最危險的對抗事件。

台灣軍事評論員亓樂義 2
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則

表示，「目前沒有出現對峙、佈

署導彈的徵兆，構不成「古巴

危機」。比起前蘇聯明確派導

彈、船隻直接進入，中國軍方

正採取「溫水煮青蛙」的策略麻

痺對方。」

亓樂義認為，中共戰術上

可能不會選擇一次性攤牌，「而

是淺慢地，目的是造成一種戰

略態勢，讓對方不戰而屈人

之兵。它之所以要「溫水煮青

蛙」，就是企圖在不發生戰爭

的情況下，輕巧地解決台灣。」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

研究所教授郭育仁指出，中共

在東海，以及對台海中線、台

灣西南空域，擅長使用「切香腸

策略」。

他解釋稱，「切香腸策略就

英國將審查移民港人背景
【看中國訊】1月29日

英國宣布具有英國國民(海
外)護照(BNO)身份的香港
人，自31日開始可以申請居
留簽證。中國及香港特區政

府同日也宣布反制措施，開

始不承認BNO為有效身份
證明與旅遊證件。

據《美國之音》報導，英

國政府 2020 年表示，由於國

安法嚴重違反了《中英聯合聲

明》，因此將為 BNO 的港人及

其家人，提供一條移民入籍的

新途徑，即俗稱 5+1 計畫，

持 BNO 在英居住滿 5 年後可

以申請定居身份，若再居留英

國多 1 年後，可正式申請成為

英國公民。

1 月 29 日英國政府宣布，

具有 BNO 身份的港人，無論所

持護照是否有效，或者已遺失護

照，香港時間的 1 月 31 日下午

5 時起，皆可以申請居留簽證。

英 國 估 計 大 約 有 540 萬

合資格申請的港人，當中接近

300 萬是 BNO 的持有人，預計

首 5 年最少有 25 萬 8 千人會利

用這個途徑申請到英國居留。

隨著英國正式開放 BNO
「5+1」簽證申請，不少港人

陸續籌備移民英國。但港媒發

現，BNO 簽證的申請表有最少

有五項「安全審查」，包括必須

申報是否任職警隊、政府、媒

體甚至法官，以及是否曾牽涉

戰爭罪行等。英國駐香港總領

事館前職員鄭文傑認為有關申

報具針對性，相信英國政府要

審查申請人與政權的關係，坦

言曾參與鎮壓反送中等社會運

動的防暴警察，很大機會不獲

批移民。英國外相藍韜文也曾

護照的人士選擇長期住香港，都

是希望能多賺些錢，不必繳納加

拿大昂貴的所得稅，享受工作和

生活之便利，若香港居民選擇當

「外國公民」，將失去某些港人權

利，並且必須定期申請工作簽證。

黃天樂說，最讓人擔心的不

是當哪一個國家的公民問題，而

是北京當局的霸道作風，任何人

被盯住了，均有安全風險。「領

事保護這件事情不要看得太完

美，太理想，你看我們有兩個加

拿大人在中國大陸被扣押了，你

看加拿大領事能做甚麼？結論就

是我們討論的這個政權是不可理

喻的，不能用常理去評論。」

加拿大是西方發達國家中對

移民最慷慨與友善的國家，也僅

要求移民在 4 年內住滿 3 年便

可獲得公民身份，因此被許多港

人作為移民首選目的地。

與台相距162公里 
福建核電廠運行

【看中國訊】中國核工業集

團 30 日宣布，福建省福清核電

廠 5 號機組投入商業運作，但

福清核電廠和台灣苗栗距離僅相

差 162 公里，外界擔憂，一旦

發生核洩漏後果將不堪設想。

根據陸媒報導稱，大陸首座

第 3 代核電「華龍一號」福清核

電 5 號機組，週六已通過運行

測試，正式投入商業運行。

報導稱，「華龍一號」設計

壽命為 60 年，反應爐採用 177
組核燃料設計，每 18 個月替換

1 次，並聲稱其採用雙層反應爐

安全殼等技術，達到國際最高

安全標準。然而去年 10 月 27
日，華龍一號試運作期間曾出

現異常，在執行蒸汽排放連鎖

檢查調試試驗期間，主蒸汽管

道壓力曾出現震盪，造成機組

自動停止。

儘管中方當時強調並未有輻

射外洩。不過，核電廠除了和苗

栗直線距離最近之外，和台北市

也僅相距 217 公里，遠比屏東

的核三廠還近，自由時報引述專

家估計，若發生事故，輻射塵 8
小時就會到達台灣。

2016 年 11 月底，供應香

港電力的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發

生主泵阻尼器洩漏，事發後陝

西特種橡膠製品公司負責對該

項目進行封堵，但中共全面封

鎖消息。

香港《明報》報導，主泵阻

尼器曾發生泄漏，事發幾天後才

將封堵的工具送到大亞灣，且現

場操作環境具有放射性。

有熟悉核電的工程師質疑，

大亞灣核電站遲遲未公布事件，

反映出核電事故機制透明度不

足，擔心當局是否有所隱瞞。

圖為香港機場（Getty Images）

是三步驟，破壞現狀、創造新

的現狀，並創造他的國內法，

將他創造的新現狀合法化。」

2 月 1 日，美國新任國務

卿 安 東 尼 • 布 林 肯（Antony 
Blinken）被媒體問到，如果中

共對台灣採取任何行動，美國

會採取措施嗎？

布林肯回答，「這是一個複

雜的挑戰。這種關係有對抗的

一面，當然也有競爭的一面，

同時還有可以合作的一面。」

布林肯並表示：「無論我們

是在處理這些關係中的任何一

個方面，我們都必須能夠從一

個強勢、而非弱勢的立場來對

待中國。」

批評港警藉國安法打壓集會。

《蘋果日報》報導，BNO 簽

證申請網站的申請表中，有多

條問題涉及申請人背景的「安全

審查」，申請人要聲明過去是否

牽涉戰爭罪行、恐怖活動；是

否極端組織成員，或曾發表極

端言論。申請人又要就「良好品

格」及「工作經歷」兩項作出聲

明，回答過往有否參與任何危

害英國國家安全行為、有沒有

不良行為，也要申報對其品格

不利的資訊。

「工作經歷」方面，BNO
移民申請人須申報現在及過去

是否曾任職某些職業，包括警

員、情報機關、政府工、媒

體、甚至法官及裁判官也在申

報範圍。

去年底英國外相藍韜文

（Dominic Raab）向國會提交

《香港半年報告》，其中形容香

港經歷前年大型示威後，港府

放棄溝通並打壓反對聲音；《港

區國安法》對香港的破壞程度更

深入媒體、公務員、學術界以

至中小學。

報告詳列多項侵蝕自由和

人權的事件，包括強迫公務員

宣誓、DQ 民主派議員、禁止

外國人權組織入境和愛國教育

入侵校園等，涵蓋多個政府部

門。更以長篇幅記錄香港警察

問題，如藉疫情和國安法打壓

香港集會，包括六四燭光集會

首度被拒；還有反送中運動的

標誌性警暴事件：7.21 元朗白

衣人襲擊、8.31 太子站警員打

人及 10.1 荃灣示威警員近距離

槍擊示威者等，更引述公眾和

非牟利組織對警察不當行為提

出了廣泛指控。

台灣軍演（Getty Images）

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來自三十二年三十二年的積累的積累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Calgary  |  info@kt-lucky.cominfo@kt-lucky.com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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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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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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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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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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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理翱報導】美

國評論作家昆 · 希爾耶（Quin 
Hillyer）日前在《華盛頓檢察者》

發表評論文章，稱拜登就職後發

布的一連串行政命令，只是為了

反對川普總統，其中的一些命令

更是置美國的國家安全於不顧。

比如，美國電網落入敵對國控制

的危險急劇增加。

文章指出，拜登發布了一份

冗長的行政命令，該命令據稱旨

在應對氣候變化。然而，埋藏在

此命令中的，是一項反常且具有

潛在危險的規定。該規定所涉條

款未涉及與氣候變化相關的任何

內容。相反，它暫停了前總統唐

納德 · 川普去年 5 月 1 日實施的

一項關鍵安全措施。暫停時間為

期 90 天。

去年 5 月 1 日實施的川普

的第 13920 號行政命令，宣布

美國電網進入國家緊急狀態，並

禁止購買或安裝「任何由外國對

手管轄或指令所擁有、控制或約

束的人所設計、開發、製造或提

供的……大功率電力設備。」總

之，川普總統禁止使用在中國、

俄羅斯或其他對手國家製造的電

網設備。

文章強調，川普的命令是

對真實威脅的常識性應對。去

年《華爾街日報》報導說，美國

沒收了中國製造的變壓器，因為

官員們相信「其電子設備已經被

秘密地賦予了惡意功能，可能允

許遠距離的對手監視甚至禁用

它。」

網絡安全專家約瑟夫 ‧ 韋

斯（Joseph Weiss）報告說，官

員們發現「不應該成為變壓器一

部分的電子產品──硬件後門」

可以使中共當局「有效地控制變

壓器，而無需任何更聰明（安

全）的網絡取證。」

文章接著指出，遠程計算

機（非法）訪問可能不是唯一

的問題。一個名為「保護電網」

專家聯盟的主管湯米 ‧ 沃勒

（Tommy Waller）表示，「我們

還擔心即使（國家電網）沒有

連接到互聯網，但是電網也要安

裝傳感器、執行器和驅動器。」

「如果安裝在其中的硬件在

某個時候被設計為發送錯誤的讀

數，則可能破壞該（電網）系

統的安全性。」文章給出有力的

論據，指川普的命令非常正確。

文章表示，長期以來，人們

一直認為，大型電網崩潰可能是

美國歷史上最致命的事件。因為

停電時，「在密集的城市和郊區

社區缺乏必要的基本要素維持生

活」，從而會導致「災難性的」

結果。

限制自媒體 
發布政軍經信息

中共中央網信辦 1 月 31 日

在網站發布通知，宣布將「重

點整治」自媒體、熱搜熱榜、

PUSH 彈窗、短視頻平台。中

央宣傳部副部長、網信辦主任

莊榮文也表示，「加強網絡傳播

秩序管理」是貫徹中共中央的指

示，要把「自媒體」的規範管理

作為突出任務，確保規範管理全

覆蓋、無死角。

上週三，包括自媒體「傳媒

茶話會」、網易號「天馬行文」

等都援引網上截圖稱，近日微信

公眾號、搜狐號、百家號等平台

相繼發布通知，要求未取得《互

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的帳

號，不得發布或建議不要發布時

政類新聞。

根據通知截圖原文顯示，

「公眾帳號向社會公眾提供互聯

網新聞信息服務，應當取得《互

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等相

關媒體資質」。通知還指，「如

你的帳號不具備有關資質，建議

不要採編發布、評論解讀政治、

經濟、軍事、外交領域及重大突

發事件等相關信息內容，避免

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平台運營

規範，對後續創作發布造成不

便」。

盤點網絡新聞監管過程

2005年，中國首次推出《互

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

其監管範圍主要是傳統的新聞類

門戶網站。

但 3 年後的 2017 年 5 月，

網信辦發布修訂《互聯網新聞信

息服務管理規定》，首次明確規

定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的應

用程式、論壇、網誌、微博、微

信公眾號、即時通訊工具、網絡

直播等新媒體，也必須先取得互

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

該規定作出定義指，「新聞

信息」包括「有關政治、經濟、

軍事、外交等社會公共事務的報

導、評論，以及有關社會突發事

件的報導、評論」；「新聞信息

服務」包括「採編發布服務、轉

載服務及傳播平台服務」。

此外，2016 年 7 月，中共

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還

發布了《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

要》，提出要加強對網絡輿情的

管理，其中包括「對所有從事新

聞信息服務、具有媒體屬性和輿

論動員功能的網絡傳播平台進行

管理」。

同年 11 月，網信辦再發布

《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

要求直播服務提供者和發布者必

須同時取得相關資質才能發布新

聞信息，並對新聞信息直播及其

互動內容實施「先審後發」管理。

社會不公事件恐難公開

浙江外國語大學教授馬曉

霖 1 月 30 日在微博發文稱，當

天中午接到新浪微博客服電話通

知，今後個人微博不能再發政

治、軍事、經濟等原創內容。他

感慨表示，作為國際問題研究者

和專欄作家，今後只能走吃喝玩

樂的路線了。

公開資料顯示，馬曉霖曾在

新華社工作 17 年，相繼任國際

新聞編輯、主任編輯；科威特分

社記者；加沙分社創始人、首席

記者；新華社《國際觀察與評論》

編輯室首任主任；新華社「伊拉

克戰爭報導領導小組」專家成

員；《環球》雜誌社總編輯等。 
2005 年辭職進入互聯網，創建

博聯社。他新浪微博關注者超過

200 萬。

山西太原學者方亮也對自由

亞洲電台表示，「我們看到各個

領域的管理，包括網絡的管理，

都是朝著這種剝奪民眾的權利，

更多的賦予官方控制民眾的權利

而來。」以後類似像河南濟源市

委書記打市政府秘書長事件，很

難再公諸於世了。

中國禁自媒體發政經軍事信息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中共中央網信辦

近日發布通知，將「重點整

治」自媒體，要求自媒體發

布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須

先取得《許可證》，並不得

發布或建議不要發布時政

類新聞。

一名男子在上海網吧上網看新聞、聊天。（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

中共黑客已經入侵美國酒店、醫

療保健公司、一家信用報告局和

美國政府的資料庫。美國前國家

反情報和安全中心主任埃瓦尼納

（Bill Evanina）說，估計 80%
的美國成年人的個人身分信息被

中共竊取了。

埃瓦尼納說，在過去的 5
年裡，大概有五六家醫療保健公

司已經被中共黑客攻擊了。去年

12 月，時任國家情報局局長拉

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警

告，中共竊取技術和數據，是美

國頭號國家安全威脅。除了黑客

攻擊外，中共也採取其他方式獲

取美國人的 DNA。數百萬美國

人在使用家譜公司的服務來瞭解

自己的祖先時，已經自願將自己

的 DNA 洩露出去。生物倫理學

家說，家譜公司可與生物技術公

司合作分享這些數據。

美國軍方最近警告所有服役

人員，告訴他們不要使用直接面

向消費者的家譜測試。「這些基

因測試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監管，

可能會暴露個人和基因信息……

外界正在利用基因數據。」埃瓦

尼納說，中共企業一直在投資美

國生物技術公司，部分原因是為

了獲得健康數據和技術。中國華

大基因（BGI）在網站上表示，

它與美國醫院和生物技術公司在

發展合作關係。

疫情開始時，華大基因提出

在美國建立病毒檢測實驗室，時

任反間諜官員埃瓦尼納公開警

告，中共正試圖蒐集美國人的

DNA。華大基因被稱為受中共

控制的生物科技界「華為」。

據 CBS 新聞報導，華大基

因被稱為世界最大的生物技術

公司，它曾提出在華盛頓、紐

約和加州等 6 個州建立和運行

測試實驗室。埃瓦尼納當時呼

籲各州予以抵制。「外國可以

從 COVID 測試中蒐集，存儲和

利用生物特徵信息。」埃瓦尼納

說，這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也許是埃瓦尼納的警告起了

作用，最終沒有一個州接受華大

基因的提議。埃瓦尼納說 :「這

顯示了中共想要利用疫情這樣的

世界性危機。」

8成美國人個資被竊

中國網民數量逼近10億
【看中國訊】《中國互聯網

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 月 3
日對外公佈。這份報告顯示，

截至 2020 年 12月，中國網民

規模達 9.89 億，較 2020 年 3
月新增 8540 萬，互聯網普及

率達 70.4%。

報告指出，中國非網民規

模為 4.16 億，從地區來看，非

網民仍以農村地區為主。

此外，從收入看，月收入

在 2001 元至 5000 元的網民

群體佔比為 32.7%；月收入在

5000 元以上的網民群體佔比

為 29.3%；有收入但月收入在

1000 元及以下的網民群體佔

比為 15.3%。 51.1% 的網民月

收入不足 3000 元。

從學歷方面來看，初中、

高中 / 中專 / 技校學歷的網

民群體佔比分別為 40.3%、

20.6%；小學及以下網民群體

佔為 19.3%。

從年齡結構看，中國互聯

網絡信息中心副主任張曉表

示，網民增長的主體從青年群

體向未成年和老年群體轉化的

趨勢明顯。中國已有近 2.6 億

「銀髮網民」（50 歲以上），

以及 20 歲以下網民 1.6 億。

從網絡興趣來看，報告顯

示，中國網民喜歡玩短視頻。

網絡視頻用戶規模達 9.27億，

佔網民整體的 93.7%。其中短

視頻用戶規模為 8.73 億，佔

網民整體的 88.3%。

另外，從報告亦可了解

到，遊戲在網民心中「分量」

很重，中國網絡遊戲用戶規

模達 5.18 億，佔網民整體的

52.4%；手機網絡遊戲用戶規

模達 5.16 億。

美媒：拜登行政令危及美國電網

回鄉過年 
需三次核酸檢測

愛荷華男教師 
為學生建課桌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中國新年將至，當局推出

「返鄉新政」，要求在中國新年

期間的返鄉人員至少要做 3 次

COVID-19 的核酸檢測。新政

發出後隨即引發檢測大潮，不少

核酸檢測點大排長隊，人山人

海。與此同時，新政也點燃了上

千億元的商機。

中共國家衛健委頒布的「返

鄉新政」，要求在新年期間的返

鄉人員需持 7 日內核酸檢測陰

性證明，返鄉後的第 7 天和第

14 天也需要分別再做一次核酸

檢測。該政策從 1 月 28 日開始

實施，至 3 月 8 日結束。

政策頒布後，無數在外打工

的民眾開始尋找檢測機構，以接

受核酸檢測。

在中國的網絡論壇上，不少

網民都在相互詢問，哪裡可以進

行核酸檢測。有人打開支付寶預

約核酸檢測，卻發現多家核酸檢

測機構都已爆滿，預約時間已經

排到了 2 月底。

據港媒報導，由於進行核酸

檢測的人員眾多，某掛號預約網

站系統直接崩潰，這也導致需要

做核酸檢測的市民必須到現場排

隊掛號。

【看中國訊】內特 · 埃文斯

（Nate Evans） 是 一 位 7 年 級

教師，住在愛荷華州的安克尼

（Ankeny）鎮。他在線上教學時

注意到，有許多孩子沒有合適的

課桌，他們有的坐在餐桌邊聽

課，還有的坐在床上聽課。

埃文斯決定為孩子們製作課

桌。他自己出錢，在五金店購買

了相關材料、工具和零件。他在

自家的車庫外建課桌，然後把成

品放到一個存儲間裡。埃文斯將

自己的項目構思發布到社交媒體

上後，得到了當地社區的回應。

人們將捐款打入埃文斯的

Venmo 資金賬戶，還自願幫助

製作課桌。埃文斯和 50 多位

志願者一起，很快就製作出了

600 張課桌。目前他們已製作了

900 多張課桌。為了資助這個項

目，埃文斯還創立了一家非盈

利機構。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近日中國知名作家賈平凹的

女兒賈淺淺，發表的詩歌引發廣

泛質疑。不少人評價她的文字是

「垃圾文字」。

中國文學藝術界刊物「文學

自由談」微信公號發布的 2021
年第 1 期文章〈唐小林：賈淺淺

爆紅，突顯詩壇亂象〉，近日引

發民間熱議。截止 2 月 3 日凌

晨，微博上以「唐小林談質疑

賈淺淺詩歌」的內容，已吸引

了 92.8 萬人關注。文章開篇寫

道，在詩壇亂象叢生的今天，五

花八門的鬧劇，應有盡有。彷彿

是在一夜之間，詩壇又冒出了一

個突然爆紅的詩人──賈淺淺。

文章指出，賈平凹的女兒賈

淺淺之所以受到追捧以至突然爆

紅，是因為有無數看不見的手在

翻雲覆雨、興風作浪。

文章質疑賈淺淺的詩作。例

如，賈淺淺新出版的第三本詩集

《椰子裡的內陸湖》中有一首詩

歌〈那年，那月，那書〉。詩歌

寫道：「他忽然清清嗓子對我說

/ 嗨，我叫邁克，是來西安的留

學生 / 你看的甚麼書 /《廢都》。

我答道，並且努力把窩著的書角

展了展 / 廢都？那是甚麼意思呢

/ 那個老外聳聳肩。」

文章說 :「這與詩歌怎麼能

夠捆綁在一起，更無法想像，那

些出版商們為何要如獲至寶、爭

先恐後地包裝出版。」

此外，文章還批評稱，賈淺

淺的詩歌中有「無數的錯別字和

各種硬傷」。例如，〈夢在左，

靈魂在右〉中的「風驟雨橫，門

掩蒼（滄）浪之水」，〈Z 小姐

的雨天〉中的「一隻（支）煙的

功（工）夫，她和這個世界都

陷入沉默」。該文發布後，關

於賈淺淺的爭議頓時席捲網絡。

網友紛紛曝出其多處有爭議的詩

作，例如使用不雅詞彙等。

公開資料顯示，賈淺淺是西

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

師，賈平凹文學館常務副館長，

陝西省青年文學協會副主席。賈

淺淺的父親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

席賈平凹，賈平凹在中國文學界

頗負盛名。對於此次風波，賈平

凹父女都暫未做出回應。

中國作家之女詩作引熱議

大陸核酸檢測（Getty Images）

（Adobe Stock）

（Erich Westendarp/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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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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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1 日晚間，緬甸發生

了軍事行動，緬甸國務資政昂山

素姬、總統溫敏以及執政黨的其

他高級官員被軍方扣押，軍方隨

即宣布軍管緬甸一年。緬甸軍方

認為，昂山素姬領導的緬甸全國

民主聯盟在去年 11 月的聯邦議

會選舉中舞弊，故發軍事行動扣

押了執政黨政要。

一石激起千層浪，出現多方

解讀。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是北

京的習近平在考考華盛頓的拜

登。目前能看到比較過硬的證據

是：北京對緬甸軍變前幾個月就

有所準備，中國稱為了防範疫情

在雲南與緬甸交界處建牆，現在

看來剛好是防範緬甸的混亂波及

到中國境內。

這種觀點認為，美國政府曾

對緬甸的民主化進程做出過非常

大的努力，2012 年 11 月，時

任美國總統歐巴馬一行對緬甸進

行了國事訪問。 2015 年緬甸政

權民主過渡後，緬美關係更加緊

密，隨後美國逐步放鬆對緬甸的

制裁，並向緬甸提供諸多援助。

時政評論者子龍推測，緬甸

這次軍事政變少不了北京干預。

自中共推行一帶一路政策後，緬

甸作為受益國獲得北京大量援

助，昂山政府對中共態度也變得

曖昧，但中共仍未能在昂山素姬

掌控的緬甸政府取得絕對優勢，

尤其是諸多軍事目的明顯的項目

進展緩慢。對於中共政權來說，

他們或更喜歡與緬甸軍政府人員

打交道，雙方歷史上有過良好的

互動。

這樣，北京也是在測試拜登

政府的反應速度和底線，在測試

美國對東南亞是綏靖還是硬懟，

緬甸事件級別剛剛好，非常適合

中共投石問路。

但另一種觀點認為，在美國

大選舞弊疑雲塵埃未定之時，緬

甸事件似乎是未來美國政壇甚至

世界政壇的預演。因為此時入主

白宮的恰是被廣泛質疑靠選舉舞

弊上臺的拜登團隊。這類觀點認

為，就事論事，軍方依據的法

律條文是 2008 版《緬甸憲法》第

40 條第 C 款，「如果出現叛亂、

暴力等非法強制方式或意圖導致

的危害聯邦統一、民族團結和主

權完整的緊急狀態，國防軍總司

令有權根據本憲法的規定接管和

行使國家權力」。那麼緬甸事

件就不能稱為政變。

與其爭論軍人扣押昂山素姬

是否合法，不如爭論昂山素姬到

底在大選中有沒有舞弊。如果她

涉嫌嚴重舞弊，那說明她已經嚴

重違反憲法，是國家的敵人。軍

人的職責就是維護憲法，保護國

家，那抓她當然沒有錯。這是一

個常識性的判斷。

在 2020 年的美國大選令許

多普通民眾知道了一個詞：深層

政府。

1989 年至 2010 年這段時

間，昂山素姬多次受到軍政府的

軟禁，這也使她成為 20 世紀在

專制鎮壓下進行和平抵抗的國際

象徵。 1991 年昂山素姬獲得了

諾貝爾和平獎，這也是昂山素姬

正面形象最光輝的時刻。可現在

回頭看一看那些獲得諾貝爾和

平獎的名單，你會發現諾貝爾

和平獎令一面的含義，看看那

些獲得此殊榮的名人：1993 納

爾遜．曼德拉，他被視為搞垮

了南非經濟的主要人物；亞西

爾．阿拉法特是中東恐怖組織頭

目；2001 年的聯合國秘書長科

菲．安南、2002 年美國前總統

吉米．卡特、2009 當時的美國

總統貝拉克．歐巴馬等，都被視

為是深層政府的一員。那麼，昂

山素姬的這個諾貝爾和平獎似乎

在暗示是否她也是深層政府的 
一員？

緬甸事件還在進行中，我們

如何審時度勢看清歷史的方向？

筆者認為，歷史在流動地發展

中，在天滅中共的大趨勢下，沒

有一樁大事件會無緣無故地發

生，它們在演繹給世人思考與評

判。

既然緬甸軍方懷疑大選舞弊

採取行動是緬甸《憲法》賦予的

權力，那就沒有錯。同理，美國

作為世界警察，正常的要求應該

是對大選舞弊事件進行公正、獨

立的調查，計算每一張合法選

票，每一次舞弊都是對民主選舉

的破壞。

至於緬甸軍方與昂山素姬複

雜的背景，我們不需要站邊。衡

量這個時代的政府好壞就一個標

準，那就是反不反共。

2020 年 1 月，習近平訪問

緬甸，雙方簽署了三十多項基礎

設施以及貿易合作協議，昂山素

姬同意把緬甸的皎漂深水港交給

中共作為共產黨在印度洋的基

地。雖然緬甸作為一個小國不敢

硬頂中共，這可以理解。但昂山

素姬在會談中，盛讚中共，這就

完全沒有必要。緬甸軍方對中共

的態度未知，或許在中共的威脅

下也無法太硬氣，中共極有可能

收買兩方的人。如果軍政府能抵

抗住中共的誘惑，廢了昂山素姬

跟中共的協定，收回自家的深水

港，那麼軍政府就很可能代表了

這個國家的未來。

超越人之上的是天意，在

眾神的俯視下，這一茬文明的

幾千年中，朝代更替多少次，

神在看著其中人心的選擇。與

正義與天道同行，才能代表人

類擁有真正的未來。

◎文：苗青

緬甸迷局歷史何處去？

中國的神秘頂尖商會泰山會

最近解散了。國內媒體的報導，

「泰山會」已經向民政部門履行

了註銷團體的手續。說這個「泰

山會」是中國版的共濟會吧，既

像也不像。

不像是因為它並沒有共濟會

那麼秘密，對普通人來講它確實

也夠神秘。但「泰山會」也是需

要兩名會員的推薦，需要當前會

員的一致同意才能加入，得當預

備會員一年才能轉正。共濟會的

紀律性很強，要求會員必須參加

定期的活動，否則有相應處罰，

泰山會也有類似規矩，請假一次

罰款一萬，再請假第二年會費

就漲 20 萬。它起頭可以說是有

中共政府的牽線搭橋，在 80-90
年代當時的國家科委就想，是不

是讓這些民營科技企業抱團，互

相幫助呢？所以就由國家科委牽

頭成立了一個「中國民營科技實

業家協會」。

在 1993 年由四通集團董事

長段永基等四個當時中國科技界

的大佬牽頭，就搞出了這麼個小

圈子，必須是資產過億的企業才

有資格加入。開始叫「泰山產業

研究會」，幾年後改叫「泰山產

業研究院」，2005 年就定名叫

泰山會了。

馬雲本來加入過，2015 年

之後馬雲覺得泰山會太排外、又

太高端，和自己幫助中小企業的

人設不太符合，有幾次沒參加

活動被罰了款，就乾脆退出了，

另組浙商會。我覺得這是一個

拿得出的理由，拿不出的理由

是：2014 年阿里巴巴在美國上

市以後，阿里背後的權貴股東

受到很多聚焦，他再參加這種

小圈子有神秘性的商會，會引

發更多猜疑，他大概是想讓自己

的人際圈子看起來更簡單，就退 
出了。

這個泰山會起到了什麼作

用呢？它確實發揮了商界大佬

們互相抱團、互相幫助的作

用。經典故事是：1996 年史玉

柱蓋「巨人大廈」遇上了資金

短缺，大樓又沒有按時完工，

不能按預期出租出售，沒有資

金回籠，債主紛紛上門，老史

的資金鏈就斷了，但他得到了

泰山會兄弟段永基的幫助，幫

他頂過了資金最艱難的時光，

2001 年史主柱還清欠債翻了

身。兩年以後段永基也遇到困

難，史玉柱也投桃報李，把腦

黃金和腦白金的品牌和銷售網

路賣給了四通集團，讓四通集

團有了能盈利的新產品線，史

玉柱成為四通的股東。這類故

事還發生在其他會員之間。

泰山會說起來是有點共濟會

的色彩，為什麼之前在中國可以

存在，實際又成不了陰謀論故事

的主角呢？在都市傳說裡，共濟

會成員囊括了政界、金融界和實

業界最頂尖的人物，連美聯儲都

是共濟會掌控的。然而在中國所

有這些要害領域都是黨在直接掌

握，泰山會的 16 個大佬合在一

起也干不過黨的一根小指頭，在

老百姓看來這些大佬很牛很牛，

在黨的眼裡弱小得不值一提，構

不成什麼威脅。

那為什麼現在又解散了呢？

這是整個社會氣氛嚴酷的表現。

就它這個名字就犯忌諱。泰山

會裡有個「泰山」，泰山什麼地

方？五嶽之首。民營企業家最近

接連出事：從孫大午被抓、到馬

雲封口，這種時刻在中國人的經

驗中，就是千萬別扎堆，切忌結

社集會，很容易被人告發成密謀

作亂。中國企業家從來都避免直

接問政，不去和當權者衝突，為

什麼這個衝突你躲它也要找上

你呢？因為政府對民營企業家

的要求越來越多，以前是你交

稅、解決就業就可以，現在不 
夠了。

還要你加入公私合營 2.0，
即混和所有制，給國有企業輸

血、當冤大頭股東。對於頭牌的

企業家，黨要你來完成政治人

物。比如科技行業，習總要把開

發中國晶元的任務加給你。搞

得任正非都不得不出來說句實

話，1 月 22 號公布的他在 2020
年 6 月的講話，不能片面提自

主創新，中國只有在科技的非

前沿、非引領的領域才能自力

更生，還得全球共同努力啊！

那意思是對習近平說：臣妾做

不到啊！您給我提的要求都是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 
任務）。

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大牌們，

是你問政不行，政來問你回答錯

了也不行。這就是泰山會解散的

背景。

(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文：文昭 ◎文：夏聞

中國版共濟會「泰山會」解散

1862 年秋天，美國內戰已

經開始了一年半，雙方損失慘

重，林肯總統領導的北方仍然未

扭轉不利局面。林肯在給賓夕

法尼亞州教友派一個代表團的

信中，除了談到自己對形勢的焦

慮之外，還稱自己是「天父手中

的一個謙卑的工具（a humble 
instrument in the hands of our 
Heavenly Father）」。事實上，

在林肯一生的書信和演講中，他

曾多次表達過，自己願成為上天

所用的一個謙卑工具（humble 
instrument）的想法。

林肯在信中還寫道：「如果

是我說了算，那戰爭根本就不會

開始。如果我被允許說了算，那

戰爭現在早就應該結束了。但是

我們卻發現戰爭仍在繼續。我們

必須相信，因為上天出於他的智

慧的目的，出於神秘的我們不知

道的目的，儘管因為我們理解力

有限，我們可能無法理解，但是

我們必須相信，創造了世界的他

仍然在決定著世界上的事務。」

林肯的這種來自生命深處的

思考非常值得今天的世人借鑒，

在林肯看來，主導美國內戰進

程、廢除了奴隸制的，並非是林

肯總統本人，而是當初創造了世

界的創世主。

美國國父之一的傑斐遜似乎

早就預見到了這場造成美國慘

重損失的內戰。早在 1785 年，

在談到美國奴隸制時他就寫道：

「當我想到上帝是正義的，並且

他的正義不會永遠沉睡（總有

一天會到來）時，我就為我的

國家而戰慄。」

當奴隸制的罪惡積累到了要

被廢除的程度，它就是要被廢除

的，並且此前維護了奴隸制的南

方和默許了奴隸制的北方都受到

了各自不同的懲罰。

就像林肯總統在第二次就職

演說中所說的（當時內戰還未

結束）：「假如上帝要這場戰爭

延續下去，直至 250 年來利用

奴隸的無償勞動所積聚的財富全

部散盡，直至奴隸在皮鞭下流淌

的每一滴血都用刀劍下的血來償

還，那麼，就如同《聖經》中記

錄的 3000 年前所說的，『上帝

的判決總是真實和公正的』。」

所以，假如設想當初林肯被

對手們用各種方法擋在白宮之

外，那並不意味著美國的奴隸制

就會長存，那只意味著上天決定

了要用另一種方式廢除奴隸制。

今天，共產主義、共產黨的

罪惡又遠遠超出了當初的奴隸制

許多倍，熟悉中共歷史的人們已

經看到，共產主義的罪行之巨是

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它的命

運如何呢？很多中國人，包括習

近平本人都經歷過毛澤東的死亡

和毛集團一夕之間的坍塌。未來

中共慘烈的結局，將是人類所未

見的。

正統宗教中、各個民族預言

中，這個時期意味著大審判的

到來，意味著邪惡的源頭將要

面臨災禍和懲罰，這個時間已

經很近了。中國有古語：君子不

立於危牆之下。要保全自身，這

個機會也在隨著每一天的過去而 
流逝。

從林肯的使命說起

2月1日，緬甸發生軍事政變，75歲的前國務資政昂山素季和緬甸總統等
人被發動政變的軍方關押。（Getty Images）

https://www.lsiin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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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路克、成容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仍持續

蔓延，目前全球至少有1億
333萬人確診，以及223.5萬
人染疫身亡，且正在對抗新

一波的變種病毒疫情。德國

總理認為，疫苗抗疫將會是

一場長達數年的持久戰。

變種再突變 疫苗恐重練成持久戰

變種再突變  
恐降低疫苗效力

據中央社報導，先前英國透

露，該國發現的變異病毒，部分

初步的證據顯示「除了傳播更快

之外，在倫敦與英格蘭東南部所

發現的變種病毒，或許會有更

高的致死率」，目前尚無證據顯

示該變種病毒會使疫苗失效。然

而，英國政府諮詢小組在 2 日

卻指出，英國的變種病毒株已

經自發出現了「最令人憂心」的

E484K 突變，其可能會降低疫

苗效力。

據 路 透 報 導，E484K 突

變主要發生在病毒的棘蛋白

（spike protein）。而引發國際擔

憂的南非與巴西變種病毒，皆已

經看到相同突變。「緊急情況科

學諮詢小組」（SAGE）成員森

普向英國廣播公司電台表示，在

英國有一些地方，英國被科學家

稱之為 B.1.1.7 的肯特（Kent）
病毒株已經自發出現了「最令人

示，「這就和流感疫苗類似，每

次出現新的變異，人們都必須重

新接種新的疫苗」。她同時強

調，由於病毒的不斷突變，人們

需要做好長期接種的準備。

她還強調，在疫苗接種方

面，絕對安全的保障是不存在

的。所以她估計，為了遏制病毒

而進行疫苗接種恐怕需要耗時數

年，像一場「持久戰」。

今年第一季度德國仍然面臨

「疫苗緊缺的艱難時期」，這一

困境或持續至 4 月。德國衛生

部長施潘 (Jens Spahn)1 月 31
日表示，並不排除俄羅斯和中國

的疫苗，只要該疫苗安全有效且

獲得歐盟批准。不過這兩國疫苗

目前均未獲得德國的批准。

據德國主管單位統計：截至

1 月 29 日，全德國共有 170 萬

人接種了武漢肺炎疫苗。其中有

69 人在接種疫苗後死亡，他們

的年齡在 56 歲至 100 歲之間。

汲取教訓 日本延長緊
急事態期程

日本目前疫情發展雖有小幅

趨緩，但當局認為醫療危機仍未

解除，有必要持續管制。日本當

局在疫情之初的管制作為失之輕

忽，進而造成疫情快速地蔓延。

也因此，菅義偉內閣先後兩次發

布緊急事態宣言，暫時中止非必

要的社會活動，營響範圍甚廣。

憂心」的 E484K 突變。甚至有

一些研究似乎表明，E484K 突

變病毒可能有助於病毒逃避免疫

系統中的抗體部分。其實，英格

蘭公共衛生署早在一次技術簡報

之中，就通報英國已經自發出現

了 E484K 突變，但並沒有在科

學界以外獲得廣泛的關注。

據 BBC 報導，英格蘭公共

衛生署合作的專家表示，僅有

在少數的英國變種病毒上，發

現了 E484K 突變，科學家們在

214,159 個英國「肯特」（Kent）
變種中共病毒樣本之中，發現只

有 11 個出現了 E484K 突變，

它們主要來自英格蘭西南部，但

可能還有更多的案例尚未發現。

專家稱，雖然此種突變可能會降

低疫苗的效力，但目前使用中的

疫苗應仍然可奏效。

肯特變種病毒最早於英國肯

特地區發現的。截至 1 月中旬

止，該病毒已傳播至 50 多個國

家及地區。英國官方稱，此種變

種病毒傳染力更強，致死率亦可

能更高。

據實時追蹤新冠病毒變異

的平台「NextsTrain」上所公布

的數據顯示，截至 2021 年 1 月

底，全球總共變異出 3931 種新

冠病毒基因型。目前推出的疫

苗，多是針對引起新冠病毒大流

行病的早期病毒而開發的。因

此，專家們擔心這些疫苗對於當

今流行的變種新冠病毒，還能夠

有多大的效力。

德總理：疫苗恐重練成

持久戰

對此，德國總理默克爾表

1月 28日德國法蘭克福機場海關正檢查一位來自西班牙旅客所出示的

「病毒檢測陰性證明文件」。(Getty Imags)

◆科索沃 2 月 1 日與以色

列建交，這個穆斯林佔多數的國

家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並將在該地設立大使館，成為繼

美國、危地馬拉之後第 3 個在

耶路撒冷設置大使館的國家。以

色列與科索沃外長 1 日分別在

耶路撒冷和科索沃首都普里斯蒂

納透過視訊舉行建交儀式，並簽

署了建交聯合聲明。過去科索沃

不承認以色列，並非境內佔多數

的穆斯林反對，而是以色列也沒

有承認科索沃。但去年 9 月在

川普政府斡旋下，以色列與科索

沃同意互相給予外交承認。

◆美國與俄羅斯簽署的「新

削減戰略武器條約（The New 
START）」將在本週到期，俄國

國會兩院 1 月 27 日一致批准再

展延 5 年。該條約是冷戰時期

美俄之間僅存的最後一項裁減武

器條約。普京是在 1 月 26 日晚

與美國總統拜登首度通話後，提

交延長這項條約的法案，迅速獲

國會通過。這項 2010 年簽署的

【看中國記者肖然編譯報導】

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近日警告，

美國與中俄核戰爭一觸即發，美

國需要以新方法阻止中共和俄羅

斯使用新獲得的戰略武器。

理 查 德 (Charles Richard)
四星上將在《美國海軍學院

學 報》（U.S.Naval Institute 
Journal）發表文章指出，當中

俄認為損失威脅到他們的政權或

國家，那麼與中俄的區域危機很

可能會迅速升級為涉及核武器的

衝突。他敦促五角大樓必須將主

要假設轉變為「極高可能性的核

戰爭」。他認為，美國政府和

軍事領導人應正確理解核衝突的

新危險，並形成威懾和（必要

時）核戰爭戰略的新概念。

他表示，明智的做法是整個

國防部制定統一戰略，建立威懾

方法，以解決中俄侵略問題，並

盡早地將這種思想納入專業軍事

教育中。對此，戰略司令部已開

始提供幫助，他們對威脅進行了

重新思考，並修訂了「戰略威懾

失敗風險」評估報告。五角大樓

需要改善對新型戰略武器和系統

的採購，並加強指揮控制系統和

網路能力。

報導披露，理查德將軍指

出，中共的核武建設使其成為美

國軍方的「關注對象」。中共持

續不斷地挑戰民主價值觀，試圖

重塑全球經濟秩序，不斷在技術

上投入大量資源來擴大其空間和

反空間戰的能力，因此，不能將

中共列入一般的觀察對象。

中共還在南海有爭議島嶼上

部署多種武器系統。隨著中共幾

近完成新型遠程轟炸機，陸基洲

際彈道導彈和潛射導彈將很快與

之合而為一。中共戰略部隊還建

立了新型警報指揮系統，並提

高了部隊戰備能力。預計未來

十年，中共核武器庫存將增加 1
倍，甚至 3-4 倍。

理查德也警告，近年來中共

不斷使用戰略欺騙手段，試圖打

破「不率先使用核武」的諾言，

因此美國必須更加予以關注。同

時，他指責中共和俄羅斯利用全

球流行病來推進其戰略。

有評論指，此文是警告中共

不要跨越紅線，動用核武，而是

坐下來參與軍控談判，另一方面

在暗示美國掌握中共發展核武的

動向，一旦面臨威脅，美國和盟

國一定會反擊。

條約限制美國與俄羅斯可部署的

戰略核子彈頭不得超過1550枚。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 1 月

28 日宣判涉嫌綁架並斬首美國

華爾街日報記者珀爾（Daniel 
Pearl）的恐怖份子謝赫（Ahmed 
Omar Saeed Sheikh）無罪，當

庭釋放。白宮發言人表示：我們

呼籲巴基斯坦法院更正法律選

擇，以謀殺一名美國公民和新

聞記者罪名起訴涉案者謝赫。

2002 年 1 月珀爾到喀拉蚩調查

調查鞋子炸彈客瑞德與蓋達組織

及巴基斯坦情報單位（ISI）的

關聯，卻被伊斯蘭好戰團體綁

架，隨後遭到斬首身亡，屍首大

卸 10 塊，慘不忍睹。

◆美國與盟國政府為了掌握

5G 開發的主導權，將成立多國

間可運用的基金，由美英澳等共

享情報的「五眼聯盟」及日本參

與，目的在於阻止中國設備的普

及化。美國政府將成立一個規模

大約 5 億美元，利用期間 10 年

的「跨國通訊安全基金」。美國

一月初通過的 2021 會計年度國

防授權法中已載明將成立這個基

金。由於日本是無線通訊技術的

領頭羊，也因此成為創設基金最

重要的夥伴之一。

◆韓國檢方於偵查月城核電

廠案件過程中，意外地從產業通

商資源部公務員刪除的電腦文件

之中，在一個以芬蘭語「北方」

為名的資料夾內，發現了韓國文

在寅政府疑似欲在朝鮮推動興建

核電廠計畫文件資料，從這個檔

案命名上來看，該文件的創建日

期是在 2018 年 5 月 2 至 14 日

期間，這時恰巧是 4 月 27 日的

板門店文金會之後，使得當時韓

國總統文在寅和朝鮮領導人金正

恩兩人的談話內容，再次成為外

界焦點。

◆捷克執政黨注意到安全服

務部門的要求，即捷克可能會受

到來自所選供電商所在地國家的

壓力，因此 1 月 27 日同意不允

許中國競標這項該國第二大的杜

克瓦尼（Dukovany）核電廠的

新機組工程建案。這座待興建的

核能發電廠發電量約在 1200 百

萬瓦（MW）左右。中國廣核集

團（CGN）正與法國、韓國、

美國及俄羅斯的企業競逐這項捷

克數十年來最大的投資案，工程

總價高達 60 億歐元。雖然北大

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歐

洲聯盟的國安機構同樣反對俄羅

斯參與這項工程，但捷克政府目

前仍未將俄企拒於門外。據悉，

這項工程還必須得到歐盟援助的

批准後，捷克政府才得以進行 
融資。

美戰略司令部司令警告核戰威脅

日前又再度延長以強化管制成

效。首相菅義偉在 2 日的參院

全體會議上，關於緊急事態宣言

迄今對疫情的抑制效果表示，

「我們採取了對策，對策成果已

經顯現出來…感染人數趨於減

少，但還需要繼續保持一段時間

的警惕」。對於縮短營業時間

的飲食店和與飲食店做生意的企

業及受到外出自肅影響的企業，

將伴隨着緊急事態的延長，最多

政府將支付60萬日元的補助金。

偽造陰性證明文件 
成黑幫財源

在全球處於疫情動盪封城鎖

國之際，許多歐盟國家和其他國

家都會要求必須檢附篩檢陰性證

明文件才可以入境。不肖黑幫，

竟利用此點開始偽造病毒檢測陰

性證明文件販售圖利。

歐洲刑警組織（Europol）
發出警告，已有黑幫份子以精密

的印刷工具，來製造販賣假的證

明文件，有些開價還高達每份

300 歐元，恐怕將成為防疫破

口。警方表示，由於高品質印表

機，以及不同軟體等技術工具已

普遍存在，使得騙子能夠較容易

產製出高品質的仿造、偽造或假

證明的文件。在印度就出現類了

似的假證明，就當地的克拉拉省

而言，在過去一個月就查獲了

45 萬份造假的檢測陰性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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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 日，隨著散戶大軍湧

向白銀市場，銀價勁升至五個月

高點，銀礦股跳升，銀幣銷售網

站湧入大量買入需求，白銀成為

交易熱潮的最新焦點，而這股熱

潮已為金融市場帶來不安情緒。

現貨白銀價格一度跳漲

7.4%， 觸 及 每 盎 司 28.99 美

元，從 1 月 27 日以來的交易日

累計漲幅已高達 15% 左右，並

創下 8 月中以來最高位。

白銀市場也遭遇了炒作

GameStop（遊戲驛站）的交易

風格，上週的交易散戶是在社群

論壇 WallStreetBets、4chan 的

biz 板、推特和其它網站上協調

集結買入白銀。

尤 其 是 在 熱 門 論 壇

WallStreetBets 的 Reddit 用 戶

呼籲人們對貴金屬進行搶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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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無力償還債務，從而引起了市

場恐慌。

亨特兄弟此前已經通過包

括 Bache Halsey Stuart Shields
（今日的培基證券）在內的多

家經紀公司購買了大量白銀期

貨。當銀價跌破最低保證金要求

時，幾家公司要求亨特兄弟追加

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的保證金。

亨特兄弟手頭已無足夠資產滿足

要求，同時二人還面臨著超過

十七億美元的可能損失。最終二

人未能在 1980 年 3 月 26 日星

期三的期限前提交保證金。消息

在金融、商品與期貨市場上造成

了恐慌。許多政府官員擔心若亨

特兄弟不能償還債務，多家華爾

街投資公司和銀行可能會瓦解。

為了挽回這一局面，數間

美國銀行聯合向亨特兄弟提供

了十一億美元的信用額度以助

後。美國多個主要的白銀、黃金

和其它貴金屬交易商表示，他

們正在遭受白銀短缺的困擾，

貴 金 屬 交 易 商 JM Bullion、
Apmex、SD Bullion、Money 
Market 紛紛在交易平台上標注

「實物幣短缺」。

散戶投資者攪動市場的這

種狂熱在上週達到了高潮，當

時 GameStop 上演了「軋空」行

情，散戶抱團擊潰做空該股的華

爾街對沖基金。

目前散戶將目光轉向白銀，

其中一個原因是白銀一直被認為

是被大機構暗箱操作獲利的市

場，其中最大頭為摩根大通。而

摩根大通確實在 2020 年 10 月

被罰超過 9.2 億美元，原因來自

對 12 年來摩根大通交易員操縱

白銀價格的調查。

如果 Gamestop 事件在白銀

重演，白銀價格可能會大幅上

升後下跌。歷史上也確實發生

過白銀價格大幅下跌引發的恐

慌性事件。白銀星期四（Silver 
Thursday）是一起於 1980 年 3
月 27 日星期四發生在白銀商品

市場上的事件。當時銀價的大幅

下跌引起了市場恐慌。

德克薩斯石油巨頭 H · L ·
亨特之子，尼爾森 · B · 亨特和

威廉 · H · 亨特兄弟二人曾在

1973 年試圖操縱白銀市場，但

無功而返。 1979 年，兄弟二人

再次嘗試，購入了約佔世界白銀

總供應量三分之一（除去政府

儲備）的白銀。受之影響，白

銀價格在當年從每盎司 6.00 美

元（每克 0.193 美元）急升至

每盎司 48.70 美元（每克 1.566
美元），漲幅高達 712%。

其他白銀買家的業務因此受

到了嚴重阻滯，蒂凡尼珠寶公司

甚至專門在紐約時報上刊出整頁

廣告，不具名的譴責兄弟二人

「良心泯滅」。

到了 1980 年 1 月 7 日，紐

約商品交易所出台了「白銀規

則 7 號」應對兄弟二人的囤積行

為。這項新規定專門針對金融槓

桿而制，大幅限制了使用保證金

購買商品的做法。銀價其後在短

短四天內下跌超過 50%，由於

亨特兄弟是通過大量借貸滿足購

買白銀的資金需求，兩人此時已

美 國 遊 戲 驛 站

（GameStop）股票被散
戶投資者推升股價大漲，

令機構投資者做空方損

失，成為近期熱門話題。

白銀被散戶爆買成為下一

個新戰場，導致各大交易

商出現短缺。

其償還對 Bache 投資的債務。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不久後對

亨特兄弟發起調查，發現兩人

隱瞞了持有 Bache 投資 6.5%
股份的事實。

亨特家族雖在此事中損失

過十億美元，但保住了家族財

富。他們將大部分資產抵押給了

提供援助貸款的銀行。不過，

亨特家族的估值在 1980 年代持

續下降：1980 年家族估值約在

五十億美元，而到了 1988 年這

一數值已經跌至十億美元以下。

1988 年，亨特兄弟二人

在民事訴訟中被裁定需要對操

縱白銀市場的行為負責。並被

勒令向一間在此事件中遭遇巨

大損失的秘魯礦業公司支付

一億三千四百萬的賠償。兄弟

二人就此宣布破產。

白銀將成為下一個戰場?財經 
評析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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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統華超市
禮品卡

獲得一套
雪 胎

達成最好的交易之後
您將獲贈一個大紅包
可再節省高達 $1000 ! *

遙控
啟動器

商場
禮品卡

2月 5日至 27日

不要錯過這次特賣活動！

特別紅包大放送！

免 費 免 費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英）

Tel：403-365-4532
Cell：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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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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道真

百節年為首。對華人
來說，不管身在何方，過年
的傳統是斷不掉的。在黃
曆新年即將到來之際，有
華人的地方都開始洋溢著
濃郁的年味兒。

忘不了的年味兒

對於一年的開始，正月初

一這一天，自古以來有許多不

同的叫法，比如：元日、元旦、

元辰、歲旦、正旦、正日、歲

日、新正、新元……這些也常

用來作為過年的別稱。

對於過年的起源，現在難

以具體考證。但是從中國流傳

下來的最古老書籍《尚書》中，

就能找到有關過年的痕跡。《尚

書 · 舜典》記載：「正月上日，

受終於文祖」、「月正元日，舜

格於文祖」。

正月上日、月正元日都是

指黃曆新年的第一天，正月初

一。《舜典》中兩處都記載了舜

在新年的第一天去堯帝太廟祭

祀，舉行重要儀式。

傳承了幾千年禮樂文明的

中國，極重視祭祀，這是最大

的禮節，是炎黃子孫與天地神

靈、自然、先祖們溝通的重要

途徑，也是中華傳統代代傳承

的根脈。

有一種普遍的認識，認為

過年起源於遠古時年頭歲尾的

祭祀。上古時，每到年終，就

會進行一場最為隆重的全民祭

祀活動，稱為臘祭。它是遠古

一年結束時的一次酬神大祭，

以感謝天地神靈一年來的恩

賜，並祈求來年風調雨順。可

能因為臘祭的緣故，所以傳統

曆法中把一年的最後一個月稱

為臘月。

古時候的一些重大祭祀雖

然場面非常隆重，但一般只限

於帝王與大臣們參加，由天子

親自主持，平民百姓是無法享

用的。比如祭祀天地的郊祭或

在太廟舉行的廟祀等。而臘祭

則不同，它是遠古時全民共同

參與的一場最盛大祭祀，可以

說舉國歡騰，類似於現在過年

的感覺。

《荊楚歲時記》記載：「孔子

所以預於臘賓，一歲之中盛於

此節。」

《禮記 · 雜記下》記載：「子

貢觀於蠟。孔子曰：『賜也樂

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

狂，賜未知其樂也。』」

孔子的弟子子貢目睹了臘

祭的盛況後，不能理解，感嘆

道「一國之人皆若狂」，於是誕

生了「舉國若狂」這個成語，就

是形容先秦時臘祭的盛況。這

與現在過年的氣氛何等相似啊。

年終的全民臘祭和歲首祭

祀時間非常接近，尾首相連，

跨越了新舊兩年，後來把這兩

祭並稱為「正臘」。過年是舊

的一年結束、新的一年開始的

特殊節日，賦予了辭舊迎新、

祛邪納福的特殊意義。廣義的

過年，跨越了年前、年後近一

個月左右的時間，在時間跨度

上與兩祭重合，具有同樣的意

義，它們又同樣是一年中舉國

歡慶的最隆重慶典，具有相同

的地位。所以若從華夏遠古的

歷史中探尋過年的起源，就得

一路追尋到兩祭。

臘祭是在年終十二月舉行

的，但具體時間在歷史中不斷

有變動，漢朝時臘祭是在冬至

後的第三個戌日舉行，南朝時

是在十二月八日舉行。現在的

臘八節據說也是在臘祭中溶入

了佛教文化後演變過來的。

可以說臘八是過年的序幕，

從臘八開始，年味兒就一天比一

天重了。廣義的新年一直會延續

墳祭祀了，這時村外淒涼的墓

地一下子就熱鬧了起來。先在

墳前擺上各種供品，焚香、燒

紙、放完鞭炮後，就一個個的

挨個給過世親人們磕頭拜年。

祭祀完就差不多要到晚上

了，然後自家人再吃一頓團圓

飯，就是年夜飯吧，這頓飯只

能自家人吃，不再叫親戚朋

友。年夜飯時，桌上得有鯉

魚，叫「聽話魚」，這條魚擺上

桌子只能看不能動筷子，到了

元宵節才能吃。吃完年夜飯，

父母還會給我們壓歲錢，讓我

們壓在枕頭下睡覺。這一夜，

家家戶戶都會在門外放花炮，

或看別人家放煙花，非常熱鬧。

除夕最重要的習俗就是「守

歲」了，小孩們玩累了會提前

上床睡覺，但一家之主一定得

守一夜不能睡。小時候守歲是

父親的事，但到了上中學後，

父親就把守歲的事交給我了。

一直看著鐘點，守到十二點整

的時候，家家戶戶就開始給祖

先、灶神等上香、祭拜，然後

放鞭炮，迎接新一年的到來。

另外除夕夜得整夜給祖先上

香，在祖先牌位前點上一根大

香，一根接一根的點，香火不

能斷，斷了不吉利，所以得整

夜守著，香火快燒完的時候，

馬上續起來。

過了除夕夜就是大年初一

了，清早七八點鐘的時候，我

們就起床了，穿上新衣服、新

鞋子，吃過早飯，就一家一家

的拜年了。第一天在村中拜

年，拜年是極講究秩序的，什

麼輩分得先去拜，什麼親戚後

拜，一點不能亂，不然就非常

不禮貌、不懂規矩。而且拜年

得趕在中午前，除非是住得很

遠的親戚朋友，不然不在下午

拜年。初一這天上午，我們會

先給輩分大的親戚拜年，然後

再從村頭到村尾，一家一家的

挨著拜。給輩分大或關係近的

親友拜年時，要帶上禮品，一

般是糖果禮包，給其他村人拜

年就空手去就行了。我們小孩

拜年時，會提上籃子，因為每

拜一家，這家人都會贈給你一

大把糖果。記得小時候，一個

上午便能拜回幾大籃子的糖果

回來。長大後，就不好意思再

拿糖果了。

小時候父母告訴我們說，

他們那年代拜年的時候很講

究，進門就下跪磕頭，那才叫

拜年，現在不講究了，光嘴上

道一聲新年好就行。

給親友拜年，一般人家會

拜到初四。但我父親交遊很

廣，喜歡結交，到處都是朋友

和拜把兄弟，有的住得很遠，

所以我小時候，父親會一直帶

著我四處拜年，有時到了初十

還在外面拜年。這些天，平時

難得一見的親戚朋友們，也都

會登門拜訪，有的會從很遠的

地方來，這時就得準備一桌好

菜，一起圍爐聊天。我們那冬

天天冷，過年時，飯桌上少不

了火鍋，一般一桌飯會準備兩

三個火鍋，一起圍爐，慢慢的

邊吃邊聊。

西晉周處《風土記》記載：

除夕之夜，各相與贈送，稱為

「饋歲」；酒食相邀，稱為「別

歲」；長幼聚飲，祝頌完備，稱

為「分歲」；大家終夜不眠，以

待天明，稱曰「守歲」。

可見過年的諸多習俗在晉

朝時，就已經非常完善了。

過年也有不少禁忌，比如

不能吵架、罵人、說不吉利的

話，父親脾氣暴躁，但從初一

到初四這幾天他對誰都會笑臉

相迎，從不發脾氣。另外這幾

天不能倒垃圾，不然會把財

氣、好運倒出去。

到了初十以後，就不再有

人拜年了，後面年味就慢慢淡

起來。在正月十五之前，會有

玩龍、舞獅、劃龍船、游菩薩

的，一波一波敲鑼打鼓的到村

中來，一個村一個村的游過

去。進村後，會一家一家的走

過，村人們會在家中擺上供

品，然後放鞭炮迎接。每家都

走過後，就到村中的空地上去

耍，村人們都會出來圍觀，非

常熱鬧。

到了正月十五，家家戶戶

就準備吃元宵了，一般這天會

有舞龍的到村裡來，村裡的年

輕人都會加入進去，一起舞

龍。到了元宵節下午，村人們

還會成群結隊的相邀到市裡去

看花燈。過了元宵節後，對我

們小孩來說就很失落了，因為

新年結束了，大家都開始各忙

各的，準備開學開工了，只能

遙遙盼望著下一年的到來了。

這是我印象中，過年的記

憶。現在的我，已在異國他鄉漂

泊了多年，對於周圍生疏的語

言、環境與面孔，內心深處總有

一種無法消弭的隔閡。每當黃曆

新年到來之際，看著大街小巷、

商場集市中慢慢散發、並濃郁起

來的年味兒，心裡便會升起一股

熟悉而溫暖的感覺，有一種莫名

的感動，這大概是炎黃子孫無法

斷掉的根吧。

糖瓜、糕點等送灶王爺上天。

民間傳說供上糖瓜，是讓灶王

爺嘴甜一點，多說些好話，另

外就是用糖把灶王爺的嘴粘

上，讓他不能在玉帝面前打小

報告。到了除夕夜，灶王爺又

會從天上回到人間，那時就得

「接灶」了。

過完小年，接著就是吃年

飯。在我們農村老家，一般都

是整個家族住在一起，慢慢成

為一個村落。所以家族成員

非常多，一個村裡幾乎都是親

戚，這樣年飯就吃不過來，得

提前幾天開始吃年飯。我們那

臘月二十八就開始吃年飯，一

直吃到大年三十。碰到小月，

就從二十七開始吃年飯，一家

一家的輪流吃，有時候吃不過

來，一天得吃七八家。吃到後

面實在吃不動了，就上桌坐

坐，陪親人聊聊天，品幾口小

酒、喝點飲料，意思一下，圖

個熱鬧。

在吃年飯之前，要把春聯

都貼好，順帶把門神、福字等

都貼上。等人到齊了，一大桌

子的菜都上好後，就放鞭炮、

關上門吃年飯了。我們小孩還

會在吃年飯的時候，收到長輩

們的壓歲錢，用紅紙包著，一

兩塊到十塊不等，那時候的錢

還是比較值錢，對我們小孩來

說不是小數目。所以小時候不

管吃得多飽，年飯得一家不落

的去吃，不然錯失了壓歲錢是

大事。吃飽喝足，拿到壓歲錢

後，就馬上跑到村邊的鎮子上

去買花炮、玩具，再存一些來

年花。

到了除夕下午，年飯都吃

完後，我們就開始一家家的去

村外的墓地給過世的親人們上

到正月十五的元宵節才算結束，

跨越了新舊兩年的一個多月時

間。甚至有的地方，過年會一直

延續到正月結束。

過年不只是時間跨度長，

習俗也非常的多，超過了任何

一個節日，形成了中國年的特

定文化氛圍。這些習俗是在中

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慢慢

形成並積澱而成的。下文筆者

就以自己湖北的故鄉為例，從

小年開始到元宵節結束，大概

聊聊過年的種種習俗。

在過小年前後，村人們都

已忙起來了，都在忙著殺豬、

捕魚、打年糕、置辦年貨。

有的地方臘月二十三過小

年，我們老家是臘月二十四過

小年。在我們那，過小年也叫

作「打小孩過年」，到了二十四

那天，母親會告訴我們，今天

是打小孩過年，得小心點不然

容易挨打。至於為什麼過小年

要打小孩，這個不清楚，反正

都是這麼說的，我們也從沒在

小年挨過打。

過小年最重要的習俗就是

「打揚塵」與「祭灶神」。

記得小時每到臘月二十四

這天，母親就會將竹篙綁在掃

帚上進行屋裡屋外的大掃除。

天花板、牆壁、牆檐都得打

掃，一年積下來的蜘蛛網、灰

塵等都清掃乾淨。據說，「塵」

與「陳」諧音，新年除陳布新，

舊的一年就要結束了，得把屋

裡屋外清掃乾淨，把一切窮

運、晦氣統統掃出去。

打完揚塵後，就是祭灶王

爺了。傳說這一天灶王爺上天

向玉皇大帝稟報一年來這家人

所做的好事、壞事，讓玉帝賞

罰。所以這一天要祭灶，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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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是一種石頭，卻有水的溫潤。幾

千年以前，中國人的先祖就開始崇尚玉

了。玉的象形字，就是三塊美玉用一根

絲繩貫穿起來，稱「三玉之連」，指玉通

天、地、人。古人認為，玉可通神，神的

旨意會通過玉來傳達，順應天意者也可通

過玉得到神的護佑。

《山海經》中記載，玉「君子服之，以

御不祥」，是說君子佩戴美玉，可以抵禦

不祥。作為最祥瑞之物，玉被用來做成各

種飾品，佩之祥瑞隨身，可獲神明護佑、

趨吉避凶，所以玉就有了擋災的效果。古

文獻及現代都記載了很多佩玉者因玉而得

平安的故事，講了大量玉可以代人受傷擋

災的實例。

民國年間，有一位李先生，腰間佩帶

著祖傳的一塊美玉。美玉質地純正無瑕

疵、晶瑩剔透。玉的正面刻著兩條活靈活

現的魚。

一天，李先生在街上閒逛，遇到一位

日本人。這位日本人看到李先生的玉，非

常喜歡，願意出五千兩銀子購買。李先生

並不缺錢，也就沒有答應，但還是對這塊

美玉開始感興趣。

不久的一天，李先生在酒樓吃酒，有

人打架造成人群擁擠，人們互相推拉。李

先生被人從三樓的窗戶擠下來，下面是堅

硬的石鋪路。李先生被擠下，感覺落在軟

綿綿的東西上，竟然沒有受傷。待他站起

後，撲了撲土，理了理身，看到身上的佩

玉沒有破碎，但驚奇的是，玉上面雕刻的

一條魚變了樣子，像是一條死魚，而另一

條還是活靈活現的樣子。

後來，那位日本人又見到李先生，李

先生便把自己的經歷告訴了日本人。日本

人告訴他，是這塊玉救了他一命。玉也

是有生命的，這塊玉救了李先生後，還

剩下半條命（另一條魚），這塊玉還值兩

千五百兩。李先生聽了之後，再次拒絕了

日本人的購買要求。

其實，玉對人的護佑發生在我們肉眼

看不到的空間。天地間有陰有陽，有邪氣

必然會有正氣，所謂一物降一物。人的身

體不好，就屬於不好的負面狀態，而戴玉

飾，有時就會增加正能量、調整身體，這

就是玉有疏血脈、柔筋強骨的功效。

古人講：「君子無故，玉不離身。」

就是說沒有特殊緣故，不會將玉取下。如

果佩玉者時刻以玉自比，提醒自己潔身自

好，不受心中「邪念」的干擾影響，循從

玉德，其端正的品行自然不會招惹是非，

也就避免了很多麻煩 , 甚至災禍。玉可辟

邪，其實也是符合德盛邪不侵的道理。

◎文：白雲飛

Jade is a precious stone that comes in var-
ious shades of green, white, and yellow, 

with green being the most common color. 
It is capable of bearing very high tempera-
tur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giving off heat 
to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making it 
great for use in a sauna, since it can even 
maintain its heat in water. 

  Jade hearkens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ago, 
and it was used in ancient China to craft the 
finest objects and figures found in antiquity. 
It had a special significance, similar to that 
of diamonds and gold in the West, and was 
adored as a symbol of spirituality, purity, 
health, and status.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jade depicts three 
pieces of jade linked by a silk thread, sym-
bolizing jade’s connection to heaven, earth, 
and humankind. The ancients believed that 
jade could communicate with gods, and that 
the will of gods was conveyed through jade. 
Those who conformed to the will of heav-
en could gain the blessings of gods through 
jade.   

The ancients considered jade  
an auspicious stone

  The Chinese text  Class-ic of Moun-
tains and Seas, also known as Shan Hai 

Jing, said: “Gentlemen wear jade to guard 
against bad omen.” It was considered an 
auspicious stone and was used to fashion 
many kinds of ornaments to wear on the 
body, bringing the wearer blessings from 
the gods, the ability to avoid evil, and to 
have good luck. Jade, therefore, had the 
effect of preventing disasters. In ancient 
documents, as well as modern times, nu-
merous stories exist about jade bringing 
peace to their wearers and protecting them 
from injuries and disasters.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there was a story about Mr. Li, 
who wore an ancestral jade on his waist. It 
was a beautiful piece, and it had a texture 
that was pure, flawless, and crystal clear, 
with a vivid carving on the front depicting 
two fish.  

  One day, as Mr. Li was strolling along 
the street, he met a man from Japan. The 
man noticed Mr. Li’s jade, and liked it very 
much. In fact, he was so taken by it that he 
offered to buy Mr. Li’s ancestral heirloom 
for 5,000 taels of silver. Mr. Li was not short 
of money, so he refused to sell it to the man. 
But the offer made Mr. Li take more of an 
interest in his beautiful inheritance.    

  One day, while Mr. Li was eating in a 

restaurant, a fight suddenly broke out. As 
a crowd formed, and people began to push 
and pull at each other, Mr. Li was pushed 
to the edge of a window. He fell three 
stories down, landing on the hard stone 
pavement.

Jade is a living, life-saving mineral

  But strangely enough, when Mr. Li land-
ed, he felt like he was falling on something 
soft, and he was not injured at all. As Mr. Li 
stood up to adjust his clothing and check his 
body, he was relieved to see that the jade on 
his waist had not broken. However, to his 
surprise, the appearance of one of the fish 
had changed, with one of the fish looking 
like it was dead, while the other fish looked 
like it was still alive. 

  Not long after, Mr. Li bumped into the 
Japanese man again. After telling him of 
his unusual incident, the man told Mr. Li 
that the jade was a living mineral and it 
had saved his life. Because one half of the 
jade had saved Mr. Li’s life, and only one 
half of it remained (the other fish), it was 
now worth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taels, and the man once again offered to 
buy the jade. He once again declined the 
offer, but after listening to the Japanese 
man’s words, Mr. Li treasured the jade 

even more. 

  It’s said that jade’s ability to save its wear-
ers from disaster and protect them from evil 
occurs in another dimension — a dimen-
sion that cannot be seen with human eyes. 
The Chinese believe that the energy of yin 
and yang exist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meaning that there will be righteousness 
wherever there is evil.

  Similarly, wearing jade exerts positive en-
ergy that can adjust the body and improve a 
person’s health, as it removes the negative 
energy of disease. Jade is said to improve 
a person’s health by invigorating blood 
circulation, softening tense muscl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bones.   

There is no reason for jade  
to leave the body

  The ancients said: “There is no reason for 
jade to leave the body,” meaning that the 
precious stone should always be worn for 
the protection that it brings. If the wearer 
can align himself with the same good virtues 
of jade, be of pure heart and mind, and do 
good deeds, his righteous behavior will nat-
urally help him avoid troubles and disasters, 
for when a person is filled with good virtues, 
there is nowhere for evil to enter or lurk.

護身辟邪 玉保平安

Jade Can Protect the Body and Ward Off ‘Evil Spirits’

古
人
佩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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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是一個

擁有超強記

憶能力的美

國人。短短

10分鐘就將

整個倫敦市

布局記下並

能畫出來。

傑克：網落圖片；其他圖片：Adobe Stock

維姆．霍夫，被人稱為「冰

人」。他曾在零下 20 度的芬蘭

北極圈上，只穿著襪子奔跑了 5
個多小時。他還曾多次打破冰上

◎文：天羽

耐力紀錄，創下了 1 小時 52 分

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霍夫說，他可以通過意念將

自己的恆溫器調大。就是通過不

世界上的4位「超人」     

◎文：青蓮

超 自 然 電 子 異 象

（EVP， E l ec t ron i c  Vo ice 
Phenomenon），指的是透過現

代電子設備的靜電干擾和雜訊，

鬼魂能藉由聲音及影像向我們

傳遞信息。目前，全球已經有

11 個國家，超過 40 個組織在研

究「EVP 超自然電子異象」。

美國超自然電子異象協會 (AA-
EVP) 是美國眾多研究靈異現象

的重要組織，該協會發表了許多

如何分析「EVP 超自然電子異

象」的秘密技術和真實錄音紀錄

檔。大量的證據顯示，鬼魂會透

過電視雜訊 (White Noise) 跟生

者聯繫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EVP 是根據科學超人尼古

拉 ‧ 特斯拉所設計的收音機作

為雛形而設計出來的。特斯拉除

了在交流電、變壓器、無線電等

方面的發明，以及預見了電視，

電影、網絡、手機等概念之外，

還有一些非常人所能理解的重要

發明不為人知，其中最有名的就

是接收來自靈界信息的收音機。

1901 年，特斯拉製作出一

款能夠接收電波的設備，也就是

最初收音機的雛形。在測試的時

候，這個收音機不但接收到了繞

地球飛行的神祕物體「騎士」所

發出來的信號，還接受到了一些

可怕詭異的聲音。

有一次，特斯拉獨自一人待

在實驗室研究這個收音機，他開

始聽到一些奇怪的雜音，然後就

聽到了數個人在對話的聲音。仔

細聆聽對話後，他的背脊突然涼

了起來，因為那聲音似乎並不屬

於這個世界。在淒厲的哀嚎聲、

不論在東方還是西

方，自古人們都相信有天

堂與地獄的存在。但無神

論者說，那不過是宗教用

來給人洗腦的。而多個超

自然電子異象（EVP）案

例，卻真實記錄了人所未

知的靈魂世界。

哭泣聲、鐵鏈聲的背景下，收音

機裡傳出了低沉的對話聲，這個

聲音讓他整個人頭皮發麻，直覺

告訴他，這不是人類的說話聲，

而是來自地獄的聲音，是地獄的

惡魔在對話的聲音。

特斯拉說，他不知道為何會

有這樣的聲音傳出來，但他相信

這個收音機可以接收到另一個世

界的聲音。「在我的第一個實驗

觀察後，這真的嚇壞我，因為我

聽到這世界上不應該存在的神祕

聲音。

假如這不是超自然現象，那

麼我一個人晚上獨自在這實驗室

裡，另一個存在的聲音是甚麼

呢？」1918 年，他再次研究之

前尚不完善的收音機。這次他在

天線上做了些改變，以加強收訊

品質。當他獨自一人待在實驗室

打開收音機時，首先傳出的是還

一陣雜音，這次的雜音非常久，

大約 30 分鐘左右。

然後，他再次聽到有許多人

在哭泣，接著又聽到某些低沉的

說話聲，但他聽不懂在說甚麼。

這不是他聽過的許多語言中的任

何一種，而且這些低沉的聲音也

並不是人類能夠發出的。接下

來，他聽到更多人的哀嚎聲，甚

至男女老幼都有，當他聽得越久

這些聲音就越清楚，幾乎整個實

驗室都充滿了哭泣聲與未知生物

所發出的低沉說話聲。他認為這

些不知名的聲音是透過這台收音

機，將另一個世界的聲音具體化

了，而這些聲音的來源，有可能

是來自地獄。

利用電子設備，真的可以接

受到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聲音？

美國超自然電子異象協會（AA-
EVP）記錄了很多案例，其中一

位母親說：我女兒凱西於 2001
年 12 月 23 日死於車禍，「I'M 
STILL HERE!」 （我 還 在 這

裡），是我聽到她死後的第一句

話。此後，我們小組多次聽到她

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聲音。

2003 年 8 月，AA-EVP 錄

到露絲 ‧ 貝斯的聲音「我再也

見不到你了！」但露絲 ‧ 貝斯

在 1987 年就已經死亡。 2003
年，AA-EVP 還錄到史坦萊 ‧

席爾斯的聲音和影像「我愛

你……」，而他在 2002 年過世。

2001 年錄到安琪拉 ‧ 布朗的信

息「滾出我的房子！」她 1968
年早就去世。

德國的 Adolf Holmes 在 10
年前開始通過收音機和電視，甚

至電腦電話與靈體交流。其母親

在他出生時就不幸死亡，而他現

在卻仍能和她交流。他的設備非

常簡陋，只是一個沒有天線的老

式收音機和電視，但卻不可思議

的得到過清晰的聲音和圖像。

人類的科學發展到今天，仍

然有許多神秘事件無法解釋，人

眼看不見的，並不代表不存在。

古人一直都相信這世上有神有

鬼，而神鬼只是存在於另外的空

間而已。

◎文：紫雲

以色列Watergen公

司開發出一種可以從空

氣中提取飲用水的新機

器，每天可生產5000至

6000公升的水。

這種太陽能驅動的機器造價

61000 美元。但公司的執行長

米里拉契維利，在獲悉加沙地區

的飲用水危機時，捐贈了多台機

器，以協助解決當地居民的水荒

問題。加沙地區位於巴勒斯坦西

岸，長期缺乏足夠的飲用水。

武裝組織占領該地區以來，

以色列政府封鎖邊界，當地 200
萬居民只能依賴商家出售的飲用

水。這些飲用水是由地下水經除

鹽過程而得，但汙染十分嚴重，

造成加沙居民腎結石和腹瀉問題

與日俱增。

可從空氣中取水的機器  

Watergen 公司經過申請

之後，將其開發的產水機器設

置在加沙地區的公共場所，供

當地居民免費取用飲用水。

米里拉契維利說：「我們

的目標是地球上的每個人都有

飲用水……很顯然，我們必須

先幫助鄰居。」Watergen 公

司迄今已經在幾十個國家設置

這種產水機器，以協助缺乏飲

用水設施的發展中國家。

2 0 2 0年 1 1月 1 6日，加沙地

區一名男子在取用以色列

Watergen公司的機器從空氣

中取得的飲用水。

在現實生活中，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有著屬於自己的

超能力，在常人眼裡，是如此的不可思議。

斷給自己暗示不怕冷，從而使得

身體器官自動忽視外界溫度的變

化。

傑克是一個擁有超強記憶能

力的美國人。他坐飛機路過倫

敦，短短 10 分鐘就將整個城市

布局記下，過後憑記憶將倫敦城

畫出來，準確度在 90% 以上。

而他之前從沒有去過倫敦。

丹尼爾．基什，從小雙目失

明，但是他卻能像蝙蝠一樣地通

過自己嘴裡發出的聲音，利用回

聲判斷出事物的準確位置。所以

他幾乎可以和正常人一樣生活，

完全不受到雙目失明的影響。這

種能力其實和蝙蝠的定位能力是

一樣的。

最後一位有超能力的人相信

很多人都曾瞭解過，那就是現實

版的「萬磁王」。賴卡瓦，印度

人。與科幻電影裡的超人一樣，

他的身體不僅天生具有磁性，能

吸引附近的金屬，甚至還具有通

電的能力。

◎文：吳明

在非洲有一個名字叫做尼奧

斯的湖泊，這裡有著美麗的自然

風光，是一個火山湖，它的海拔

高達 1091 米，平均水深達到了

200 米。尼奧斯湖坐落在群山掩

映中，這裡只有微風吹拂水面，

看起來非常平靜，湖水清澈，美

的就像碧玉一樣，吸引了很多人

經常來這裡駐足觀賞。它實在太

美了，就像是上天賜給人類的寶

物。

但是這麼美麗的湖水，卻被

美麗「殺人湖」奪去1800人命

人們稱為「殺人湖」。它曾經奪

去了 1800 人的性命，一開始所

有人都不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

直到將水抽乾以後，專家才揪出

真凶。

殺人湖的故事

在 1986 年的 8 月 21 日凌

晨，當時這週圍所有人都還在睡

夢之中，不知道一場危機已經靠

近了。尼奧斯湖上突然升起了巨

大的水柱，水柱的噴發速度非常

高，在不知道的情況下，這座小

村莊就被二氧化碳包圍了，這

層二氧化碳形成的雲氣足足高

達 120 米，每個人都被噩夢籠

罩著，據統計，因此喪生的有千

餘人，除了人以外，很多動物也

沒能倖免，這個湖被稱為「殺人

湖」。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才導致

了這場災難呢？一開始所有專家

都沒有頭緒，直到將湖水抽乾以

後，才發現了這座殺人湖之所以

危害性這麼大的奧秘。

殺人湖的原因

尼奧斯湖位於死火山的山

口，在尼奧斯的湖底，有著很多

的溫泉。正是因為這些溫泉的泉

水一直往尼奧斯湖中注入，所以

尼奧斯湖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在不

斷攀升。專家研究過後，認為

這是大自然中的「湖泊翻轉」現

象。這種現象不會輕易發生的，

但是在 1986 年，尼奧斯湖所在

的死火山突然噴發了，活躍的火

山讓大量的有害氣體都傳入到了

尼奧斯湖中，二氧化碳雖然本身

並不具有毒性，但是卻會讓人窒

息而亡，所以帶來的危害也是非

常巨大的。

除此之外，在這個過程中人

們還發現了尼奧斯湖存在著明顯

的湖水分層，表面上看到的湖水

安靜，實際上因為融入了有毒氣

體的水質量更重，所以就一直在

湖底，並沒有被人們發覺。儅火

山發生異動，攪亂了原本的平

衡，底下的蘊含了有毒氣體的水

都被翻到了湖水的上層來，二氧

化碳衝出水面，導致了 1800 人

喪生。

上圖：尼古拉·

特斯拉，他製

作出的收音機

可以接收到另

一個世界的聲

音。 (左圖為

示意圖)。

非洲尼奧斯美麗的火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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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掃描
3D 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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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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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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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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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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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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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餘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代理保險結算

可解決：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Dr. Zhang 張欣    醫生（國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7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營業時間恢復正常
牙醫服務全部開診

接受新症及急症
彈性營業時間，接受新症及急症

403-275-4000
華語熱線

假牙鬆脫
咀嚼困難

長者植
牙關愛套餐

長者
佳音

$2300 起

不同於科技的求生之道

▲蔣公中正說：「能克服物質力量，而獲得最後之勝利。」

秦檜：Wikimedia/CC BY-SA；蔣公：總統玉照由國史館提供;麥克阿瑟：Wikimedia ;其他圖片：Adobe Stock

人類對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

的認識都非常有限，病毒究竟來

自哪裡？如何應對？科學界也是

論調不一。

當科學家講述病毒如何在我

們體內運作，或者藥物如何在體

內與病毒對戰時，我們發現人體

內的微觀世界正在發生著一場肉

眼看不見的戰爭。

要贏得戰爭，我們應思考這

支微觀軍團由誰掌控？針對甚麼

而來？可以制勝的關鍵是甚麼？

這場微觀下的戰爭與我們通常所

認為的戰爭有何異同？除了物質

力之外，我們在精神力方面可曾

尋求過方法？

制勝之道一：智慧

兵書《司馬法》曰：「凡戰，

智也。」在對微觀病毒的作戰

中，每個人都是自身的統帥，能

否取得勝利，對個體而言都是獨

立的考驗。

統帥智慧高，就可能贏得戰

爭，若智慧不足，就存在受矇

◎文：趙長歌

蔽、走彎路、決策錯誤的情況，

最壞的結果是兵敗身死。

首先要確認的是進攻者（病

毒）由誰掌控？針對甚麼而來？

這些問題可以從歷史中找到答

案。 2020 庚子年以來，瘟疫、

洪水、地震、蝗災、糧荒等災難

頻現，這和中國歷代王朝末年，

以及其他文明即將覆亡時的境況

極其相似。

《尚書》云：「惟上帝弗常，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上帝對人沒有親疏貴賤之

分，人行善，就賜給人各種祥

瑞；人作惡，就降給人各種災禍。

在人類自以為科學發達的今

天，科學是否能幫助我們消除這

些災難？

在將近一年的時間中，我們

看到被人類捧上神壇的科學，在

災難面前的應對是如此無力。疫

苗、藥物的研發需要時間，也不

一定能成功，再加上病毒隨時有

突變的可能，人類的科學跟不上

自然的變化，我們是否應找出與

科技不同道路的制勝之法？

制勝之道二：仁善

中國人有「攻無道、罰不

義」的戰爭理念，哪一方是有道

的一方，對於勝負成敗起著決定

性的作用。那麼人類與病毒的這

場對戰，誰是正義的一方？

《禮記》曰：「仁者，人也。」

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縱觀

當今社會，亂象橫生，人類道德

急劇下滑，隨波逐流中，很多人

都難以獨善其身。有個故事，有

一個人在叢林裡遇到老虎，虎

神告訴他：「虎不吃人，只吃禽

獸。」虎若吃人，也是徒具人形

而無人性的禽獸。換言之，如果

病毒是來淘汰惡人的，牠們就屬

於「攻無道」的一方；如果病毒

侵犯了善良的人，牠們就是不義

的一方。所以在現實中，我們看

到有些人不幸在瘟疫中逝去，有

些人幸運康復，並產生抗體。

古語云：「人生一善念，善

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人生一

惡念，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

之。」看來，這場戰爭中，我們

應使自己成為正義的一方，心存

善念，生存的機率就會大增。

制勝之道三：信心

在戰爭中，制勝的最根本力

量是精神。蔣公中正講：「物質

力量須以精神力量為基礎，然後

可以充分的發揮，所以精神的力

量常能克服物質力量，而獲得最

後之勝利。」二戰結束時，麥克

阿瑟也曾對經歷過那場災難的全

人類講：「我們如欲拯救肉體，

應該從精神方面去提升」。

精神力量的源泉來自哪裡？

來自我們對神的信仰。如今人類

社會的危機，不就是信仰的危機

嗎？不就是人不信神、不顧後

果、為所欲為導致的危機嗎？人

們現在都知道，這場全球性的瘟

疫是由中共直接造成的，從本質

上探尋，這源於一個世紀以來，

共產主義以各種手段對人們信仰

的摧毀。

蔣公中正曾說：「共匪要瓦

解我們的社會，滅亡我們的國

家，首先就要摧殘宗教，箝制我

們的信仰自由。

一般教育家和科學家或許以

為宗教是反科學的迷信，對共匪

迫害宗教的暴行不加重視。殊不

知，一個人沒有信仰，就失去了

人生的歸宿。

一個社會沒有宗教，就失去

了精神的安定力。」

2020年的冬至夜，

出現了近800年以來罕

見的天象——幾乎重

疊的土星與木星。印度

神童阿南德解讀為大

凶之兆，預測中共肺炎

（COVID-19）疫情可能

將再度爆發，現在看來

確實如此。

▲麥克阿瑟說：「我們如欲拯救肉體，應從精神方面去提升。」

◎編輯整理：夏泠

◎文：甘露

宋朝，秦檜專攬國

政，更加地以嚴刑峻法

箝制士大夫；一句言語

的差錯、一段可議的文

詞，就可以興起大獄，

被流放到嶺海之外。於

是一些品性惡劣之輩，

憑著誣告而升官。

福禍有命 避色如避箭

趙超然因「君子之澤，五世

而斬」（君子的遺風，影響不過

五代）一句話，被貶到汀州；吳

仲寶因作〈夏二子傳〉被流放到容

州；張淵道以〈張和公生日詩〉，

險被責難而僥倖逃脫，這類例子

很多。以下是南宋洪邁記述他與

何大圭交遊，由於何大圭影射秦

檜，因此洪邁幾年間一直擔心自

己被其牽連的故事。

很多人本來有很好的前途，

但因為有了淫邪的念頭或做了淫

邪之事，不但功名失掉，此後一

生都潦倒不堪，甚為惋惜；也有

的人改過自新，而得福報的。

明朝一個叫呂青的人，平日

喜好談論淫穢之事與偷窺婦女，

到三十歲時貧窮到極點，兩個兒

子相繼死去。

有一天，呂青忽然暴斃，

原來是他已過世的祖父有意懇請

冥王把他暫拘到陰間去看一看。

其祖父氣憤的對他說：「我們家

兩代積善，你命中該有巨萬的財

富，沒想到你心愛美色，口眼都

在造孽，福報都快要折盡了，我

恐怕你會真的犯下邪淫惡事，那

麼我們呂家的後嗣，就沒有指望

了！」

呂青辯解說：我知道姦淫別

人妻女會得到絕嗣的報應，所以

只是侷限於談論或偷窺而已，並

未真的犯下實質性過錯。

旁邊的冥官告訴他：凡是人

我在福州教書時，曾拜訪何

大圭，他問我：「會看天象嗎？」

我說：「沒學過。」

他說：「豈不能認識南方仲

夏所出現的星宿？」我說：「大

概識得一、二。」

大圭說：「您今晚嘗試找找

看熒惑（火星）的位置。」

我看到熒惑星正在南斗星的

西邊。幾個月後，我與大圭再相

見，當時連續幾十天都是陰天，

所謂的熒惑星已經移到了斗魁星

的東邊。

大圭說：「這顆星入南斗，

自有故事。」我聽了之後，不寒

而慄。

隔日，大圭來訪，他說：

「我等原不洞曉天文，昨晚葉子

廉來訪，談到那顆星便攢眉蹙

鼻說：『那顆是魏星，沒人認識

它，不是熒惑星。』」

我說：「十二國星只在牛

郎、織女星下，經星不動，如

何能轉移？」大圭說：「天象欲

變化以顯示人間變故，有何不

可？」

子廉說：『後漢建安二十五年

▲杭州岳飛墓前下跪的秦檜夫婦鐵

像。「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

佞臣!」徒留永世罵名在人間。（維基

百科）

（220年），這顆星也曾出現過。」

當時秦檜正被封為魏國公，大圭

的意思是將秦檜比作曹操。我聽

了大驚！不敢再多說甚麼。

有一天，我和謝景思、葉

晦叔談到這件事，說道：「讓我

像小人一樣行告訐之舉，是不

可能的。但萬一這件事張露出

去，該怎麼辦？」謝景思、葉晦

叔兩人安慰道：「福禍有命啊！

你與大圭相識，便是不幸，不如

冷靜地看待它。」

當時是紹興十九年（1149
年）。六年後，秦檜去世，我這

才不再恐懼。

( 參閱《容齋三筆》)

動了邪淫的慾念，就是大過，天

神會如實記錄申報，不會隱匿或

漏掉人的一思一念，陽世間的法

律太寬鬆，而陰間的法律卻更嚴

厲。

過了一會，鬼卒們帶了許

多犯過邪淫罪惡的人來讓冥王發

落，聽到有人因此而變乞丐瘋

啞，有的變娼妓眼瞎，有人兩世

為牛，有人十世為豬，呂青嚇得

毛骨悚然。冥官告訴他還有比這

更嚴重的，千萬不要貪圖片刻的

歡情而失去人身，應該要避色如

避箭一般。

呂青被放回陽間後，從此

盡力行善，並把陰間的所見所聞

刻印成文，用以警醒世人。十年

後，終於改變了命運，連續生了

兩個兒子，而且家財萬貫非常富

有。

呂洞賓曾告訴弟子：前世

不犯淫，今世登大魁、致顯位，

光宗耀祖。今世如果有人堅守

貞操，不犯淫慾，不僅得現世福

報，亦影響來生。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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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自羲農，至黃帝，

             號三皇，居上世。

             唐有虞，號二帝，

             相揖遜，稱盛世。

【字詞義解釋】

（1）自：從、由。（2）羲：指伏羲

氏，傳說中的「三皇」之一。伏羲氏依河

圖畫出了乾、兌、離、震、巽、坎、艮、

坤為內容的卦圖，後人稱為伏羲八卦。

伏羲氏教民結網，從事漁獵畜牧，致嫁

娶，創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3）農：指神農氏，即炎帝，傳說中的

「三皇」之一。他是農業之神，教民耕

種，中國自此進入農耕社會。他還是醫藥

之神，相傳就是神農嘗百草，留《神農本

草經》，創中華醫藥。（4）至：到。（5）
黃帝：上古帝王軒轅氏的稱號，他姓公

孫，生於軒轅之丘，故稱為「軒轅氏」。

建國於有熊，亦稱為「有熊氏」。當時蚩

尤暴虐無道，兼併諸侯，黃帝與蚩尤戰於

涿鹿，後來黃帝打敗了蚩尤，諸侯將黃帝

尊為天子，繼神農氏之後，成為了天下的

共主。黃帝在位時間很久，國勢強盛、政

治安定、文化進步，有許多發明和製作，

如：文字、音樂、歷數、宮室、舟車、衣

裳和指南車等。相傳堯、舜、禹、湯等，

均是他的後裔，因此黃帝被奉為中華民族

的共同始祖。（6）號：稱、叫。（7）三

皇：傳說中上古時代的三個帝王，指伏

羲、神農與黃帝。（8）居：處、位於。

（9）上世：上古時代。（10）唐：堯的

國號。（11）有虞：舜的國號。（12）二

帝：指帝堯、帝舜。（13）揖：指揖讓，

將帝位讓給有才德的人。（14）遜：讓

位，辭去帝位的意思。（15）盛世：天下

太平的時代。

【譯文參考】

從伏羲氏、神農氏到黃帝，後人尊稱

他們為「三皇」，他們三位都是上古時代

的帝王。唐堯和虞舜合稱為二帝，他們兩

人沒有一點私心，傳賢不傳子，都把帝位

禪讓給賢能的人，造就了太平盛世。

【讀書筆談】

從這一課開始進入歷史的學習，除了

懂得祖先的來歷和文化的源頭，更要懂得

歷史的興衰與規律，從而吸取教訓，智慧

而仁德地為人處世。這就是古人接受教育

和學習歷史的目的。在中國歷史上，有

「三皇五帝」之說，探究皇與帝的原義及

古籍，會發現名稱、內涵不同，標示了兩

個重要的文化進程。

「皇」是一個象形字，「皇」的甲骨文

寫法是一個站立的人，頭部特別大，頂上

還有如光芒放射的符號。在古籍中，提

及「皇」字時也強調其「光芒」意涵，如

《風俗通》：「皇者，中也，光也，弘也。」

明確了稱為「皇」者，有著弘大光輝的形

象。一個被稱做「皇」的人，代表其如耀

眼的光芒，令人欽敬。東漢許慎的《說文

解字》：「皇，大也。從自。自，始也。」

說明「皇」是人類文化的開創者，是具有

創造力量的人。

「三皇」是誰說法不一，伏羲、神

農、黃帝為「三皇」的說法，是出自《尚

書》序和《帝王世紀》。在「三皇」中，伏

羲與神農是不同說法中的共同人選，他們

代表了漁獵、農耕的文明開創時期。「三

皇」中的第三個「皇」，則有女媧、燧

人、祝融及黃帝四個不同說法。黃帝通常

被列於五帝之內。

「三皇」在古人的心中，是像神一般

的存在，一般在名字後邊加上「氏」字，

與神祗的「祗」同義，表示神，比如：伏

羲氏、神農氏。古文獻形容伏羲、女媧

及神農的相貌異於一般人類，伏羲、女

媧是龍身人首，神農則為人身牛首。他

們出生也異於常人，伏羲是母親「履大

人跡於雷澤」而生，神農乃「感神龍而

生」，在神話傳說中說是女媧創造了人

類，這些都說明古人認為他們是像神一

樣的生命。

「皇」不只是權力與地位的代稱，在

中國神話與歷史中傳述了一個人神同在

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裡，神親自下世傳

遞給人們各種文化。這種情況一直延續

到黃帝時的蚩尤為亂、顓頊帝時期的絕

地天通為止。

「帝」在甲骨文中是一個「天」或

「大」字，中間加上一個大大的眼睛。

《說文解字》：「帝，諦也。」而「諦」字，

《說文》則解為：「審也。」乃是「視」、

「觀」、「詳審」之意。

《詩經》描述周民族成為神選之邦的

詩〈皇矣〉：「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

四方，求民之莫。」意思是那位發著光的

上帝，威嚴無邊地君臨下土。審視四方，

發現民間的災厄疾苦。既佐證了「皇」字

的「光芒」義，又說明「帝」字的「洞澈」

內涵。「帝」具有「洞澈」、「詳審」之

意，且是由天而來的視線；被稱為「帝」

者，代表的是他具有這樣的洞澈天地真相

的能力。

雖然「皇」與「帝」均為非常人，但

能力與高度顯然有變。「皇」本身就像天

一樣，是光焰無際的、直接以神的形象領

導和開創人類文明的神人；而「帝」則是

承接上天之力而能洞察四方，有特殊能力

的人。

「三皇」的時代過去之後，稱「帝」

而不再稱「皇」，這標示了一個文化由神

治漸漸開始過渡到人治，神在人中開創文

明後，很快就退出人類的歷史舞臺，「五

帝」之後讓人們真正進入了人類的歷史。

「五帝」也有各種說法，但影響後世

帝王與百姓最大的是堯、舜，他們禪讓天

下的做法是歷代帝王歸正自身道德的鏡

子，使得皇權無私的觀念得以傳承，而舜

帝更是留下以孝道治國的傳統。所以，五

帝裡特別提到他們兩位，之後，便真的過

渡到人類朝代更替的歷史了。

黃帝夢遊華胥國

黃帝即位後的第十五年，因天下擁戴

自己而非常高興，於是開始保養身體，用

歌舞來娛悅耳目，用美味來滿足鼻口，到

頭來卻發現自己面色枯焦黝黑，頭腦空

虛，心緒迷亂。

又過了十五年，因憂慮天下得不到治

理，黃帝竭盡聰明才智去治理百姓，同樣

是面色枯焦黝黑，頭腦空虛，心緒迷亂。

黃帝感嘆道：「我的過錯太深了。只

保養自己的結果是這樣，治理萬物的結果

也是如此。」於是，他放下繁重的日常事

務，撤去了侍從，撤掉了鐘磐樂器，削減

了廚師和膳食，離開了宮殿。他閒居在宮

外的大庭之館，去除自己心中的欲望，三

個月不理政事。

有一天，他在白日裡睡覺時，做夢神

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的西

方，臺州的北方，離中國有幾千萬里之

遙，不是乘船、坐車和步行所能到的地

方。華胥氏之國雖然沒有老師和官長，一

切聽其自然，但是那裡的人民沒有嗜好和

欲望，一切順其自然。

他們不知道以生存為快樂，也不知道

死亡的可怕，所以對人的死去不會感到悲

傷；他們不知道私愛自身，也不知道疏遠

外物，因而對人事沒有愛憎的區別；他們

不知道反對與叛逆，也不知道贊成與順

從，因而沒有利害的衝突。

他們沒有甚麼值得偏愛與吝借的，也

沒有甚麼值得畏懼與忌諱的。他們落到水

中沉不下去，掉進火裡不覺得熱。刀砍鞭

抽不會感到傷痛，指甲抓搔也不覺的癢。

在空中如履平地，寢臥虛空如安睡於床。

雲霧阻擋不了他們的視覺，雷霆妨礙不了

他們的聽覺，美惡擾亂不了他們的心神，

山谷難阻其步，一切都是神行。

黃帝醒來後，怡然自得，於是把天

老、力牧和太山稽三位大臣召來，告訴他

們：「我閒居三個月，去除心中的欲望，

思考養身治物之道，卻得不到要領。後來

我因疲倦而入睡，做了一個夢，才懂得至

道是不能用欲望去追求的。我明白了！我

得到了！但卻不能用語言來告訴你們。」

又過了二十八年，天下得到大治，幾

乎和華胥氏之國一樣，而黃帝卻得道升天

了。老百姓悲痛得大哭，二百多年都不曾

中斷過。

我們中國人自古認為自己是炎黃子

孫，指的就是神農和黃帝的後人。神農

是神，留下「神農嘗百草」的故事和《神

農本草經》。黃帝是半神，這個故事告訴

大家，黃帝是一個修道者，悟性極高，

能很快接收到天意的啟示，治國如同直

接在修道，最後得道升天而去。所以，

中國古時候又叫做神州，中國古時候的

文化被叫做神傳文化，而儒家只是整理

和繼承了古老的修道文化中，體現在人

這個層次的一部分。

文 |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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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每個家長們時時念著，

時時擔心，都想給孩子最好的教育。但也

對於孩子的教育問題非常頭大，就像是每

個父母頭上的緊箍咒一樣，緊緊的勒住。

孩子從出生呱呱落地開始就在家庭中

成長，家庭教育對一個孩子來說是最重要

的，孩子的一舉一動無不以父母為最佳的

學習對象，所以古人常說你要孩子長大像

什麼，父母本身就必須是什麼。雖然不全

然，但卻是八九不離十。

這 7 個讓孩子優秀的「秘密」一定要

他知道。

一、為誰而學習

作為家長，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

康快樂地成長。但孩子還小，沒有足夠的

能力和見識做出正確的決定，家長必須替

孩子做出選擇。也一定要讓孩子知道，任

何取得一定成就的道路上總是伴隨著曲

折，充滿著艱辛，要想有好的學習成績，

就必須要努力，要辛苦付出。

作家龍應台曾告訴她的孩子：我要求

你努力讀書，並不是要你和別人比成績，

而是因為，我希望你將來有自己選擇的權

利，當你選擇的這份工作在你心中有意義

的時候，你就會有成就感，它不會剝奪你

的生活和尊嚴。

二、習慣多說謝謝

不以自我為中心，是懂得感恩的的

人，孩子，你要記得，別人對你好是情

分，不對你好是本分，除了你的父母，沒

有人會無條件的對你好，哪怕是你的兄弟

姊妹。所以，一旦有人幫了你，一定要向

他真誠的感謝，並要把這份情誼牢牢的記

憶在心底，如果你有能力時，也一定要去

回報他。

三、不需要所有人的喜歡

有一句詩寫得很好，「橫看成嶺側成

峰」。對待同一件事，同一個人甚至同

一個物件，因為角度不同，看法結果也大

相逕庭。

這個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每

一個都會有不同的個性和喜好，大家的三

觀也不同。你可能會因為一個人成績不優

秀而不願意和他做朋友，而別人也可能會

覺得你太過高傲而和你有距離，這些都是

極為正常的。

四、努力上一個好的大學

孩子，不要聽信什麼學歷無用的言

論，說出這種話的人大多沒什麼眼界。這

輩子一定要上一個大學，一個好的大學，

你會認識一群更優秀的人，你會見識更加

廣闊的世界，在大學期間，處理好學習和

社交的關係，這些都會成為你今後人生的

財富。

五、生活本就沒有公平

這個世界本就沒有公平，有些人生在

富貴之家，起點高，有些人生在貧窮之

家，注定比別人要更拚命，有些人出生在

和平地區，能夠平安生活。我們要學會接

受這些不公平，努力改變我們所能改變

的，接受所不能改變的，理性的認知自

己，這樣會開心很多。

六、健康比金錢重要

錢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錢也是萬萬

不能的，在現代社會，金錢對於我們來講

非常重要，我們的衣食住行都需要錢。

但是在掙錢的同時，我們更應該以保

證自身的身體健康為前提，我們的健康才

是基本，有了好的身體才能做更多想做的

事情。

七、學會獨立

人說，靠山山會倒，靠父母，父母

終究會老去，靠兄弟姊妹，他們也會有

自己的家庭，沒有人能夠陪伴得了你一

輩子，我們終究要學會自己獨立。人生

中，沒有能永遠助你的人，「師長不能長

在，父兄不可長依。」，只有能靠自己站

起來的人，才能突破危難，創造出自己

的新希望。

搞懂七件事 孩子長大更優秀

《三字經》讀書筆談

仇英《帝王道統萬年圖冊》：黃帝畫像

( ADOBE STO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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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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

汽車宣布即將在北美

市場推出自動駕駛輔

助功能（Active Drive 
Assist），該功能幫助

駕駛者在美國和加拿大

的特定高速公路路段

（共計 16 萬公里）實

現安全的「解放雙手」，緩解長途駕駛帶來的

壓力和疲勞。　　

福特工程師已經對自動駕駛輔助功能進行

了全方位測試，歷經了包括美國、加拿大和歐

洲在內的約 105 萬公里，涵蓋了雪、雨、陽

光、夜晚不同的氣候條件，以及擁堵和開闊的

不同道路交通條件；同時包括各種極端條件的

測試，確保該技術已經過全面驗證，足以從容

應對駕駛者每天面對的複雜實際情況。

據福特汽車稱，作為 Co-Pilot360 ™智

行駕駛輔助系統的最新功能之一，自動駕駛

輔助功能將陸續在北美市場的部分 2021 款

福特車型上搭載，並作為全新純電動 SUV 
Mustang Mach-E 的選配功能。首批訂購福特

Mustang Mach-E 的車主可選購自動駕駛輔助

功能的硬件和軟件， 並可在 2021 年第三季度

通過空中軟件升級（OTA）上線或在經銷商

店內安裝該功能。

自動駕駛輔助提供「解放雙手」模式，這

意味著駕駛者在眼睛直視前方道路的情況下，

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特定高速公路上可以做到雙

手離開方向盤，腳離開踏板的「准自動駕駛狀

態」，從而緩解長時間駕駛的疲勞。

安裝在駕駛者面前的紅外攝像頭可實時追

蹤駕駛者的視線和頭部位置，監測駕駛者是否

保持對前方路況的關注。當需要駕駛者注意前

方路況或接管車輛時，系統會通過儀表盤圖像

及聲音進行及時提醒，從而最大化保證駕駛安

全。如果駕駛者沒有關注前方道路， 系統會自

動發出警告，並有可能減速車輛，直到駕駛者

把注意力重新放到駕駛上。

該功能採用了領先的紅外攝像頭檢測駕駛

者的狀態，而非依靠方向盤的傳感器或者普通

攝像頭，可在任何光線情況下準確識別用戶狀

態，即使用戶佩戴了口罩以及太陽鏡，攝像頭

仍能正常識別駕駛者的狀態。

去年 30 億個輪胎被送去了填埋場
安省麥大新發現安省麥大新發現：：

輪胎溶解再利用輪胎溶解再利用

福
特
在
北
美
推
出 

智
能
駕
駛
輔
助
功
能

「
解
放
雙
手
」

「
解
放
雙
手
」

本田CR-V(Honda)

福特的自動駕駛輔助功能可在任何光線情況下準確識別用戶狀態，即使用

戶佩戴了口罩以及太陽鏡，攝像頭仍能保持成功識別。

【看中國訊】安省麥克馬斯

特大學新發現，汽車輪胎使用

的橡膠可以被溶解，再回收利

用。這可是個好消息，輪胎這

種一次性物品將不用送去垃圾

填埋場了。

耐用的汽車輪胎為人們在

道路上行車提供了便利，但也

為分解和重新利用帶來了困

難，因此大多數輪胎最終都送

去了垃圾填埋場和倉庫，最終

殃及環境。

據《環球郵報》報導，麥大

1 月 13 日公布的一份研究成果

稱，他們的新發現將有助於減

少廢輪胎帶來的環境與安全危

害。

研究主要作者、麥大化學

與化學生物系教授邁克爾．布

魯克（Michael Brook）提及，

大約 30 年前，在安省黑格斯維

爾（Hagersville）社

區附近，曾經發生過 1,400 萬

個廢輪胎燃燒了數週的事故。

人們希望回收廢輪胎，但

只有少量被磨碎用於運動場或

瀝青中。布魯克說，去年 30 億

個報廢輪胎被送去了垃圾填埋

場。

麥大研究團隊發現，一種

新的矽膠能夠打破輪胎橡膠的硫

化組合。布魯克解釋道，橡膠的

結構猶如漁網或織物，新矽膠作

為化學催化劑，猶如一種「分子

剪刀」，只要沿著一個方向就能

把網解成一堆繩索，可再加工利

用。輪胎橡膠回收後剩下的可加

工的油，以及鋼與聚酯等材料，

也都可以再利用。

布魯克預計，回收的輪胎

橡膠可以製成新橡膠，但研究

人員仍在開發最佳產品。至於

何時實現輪胎回收商業化，人

們還得耐心等候。

Ford

網圖

以店内實物為準，價格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2021 Sienna LE Hybrid FWD2021 Sienna LE Hybrid FWD

加稅

節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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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81

Stock: 181159Stock: 181159

Stock: 180869
2020 Venza Hybrid LE SUV

加稅$41,480$41,480 重新登場重新登場
歡迎試車歡迎試車

可供選擇可供選擇
終身免費換油 發動機、變速箱終身保修

4 年 /6.4 萬公里免費保養 0% 貸款利率

1 2
3 4

2020 Prius Prime Standard Package

加稅

節
省 （含 $2,500 政府補貼）

$30,999$30,999
$4,838$4,838

$35,837

Stock: 180274Stock: 180274

$13.84/ 天 , 84 月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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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Prius Technology Advanced AW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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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Prius Technology Advanced AWD-E
Stock: 180852

2020 Camry SE AWD A Package

加稅$30,499$30,499$33,209
節
省$2,710$14.13/ 天 , 84 月

4.69%

Stock: 1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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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Sienna LE F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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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 180742

$14.78/ 天 , 84 月
1.99%

Stock: 180742

加稅$29,999$29,999$31,231
$1,232$1,232

Stock: 181182
2021 RAV4 LE FWD

節
省

$13.94/ 天 , 84 月
4.99%

加稅$39,499$39,499$42,864
$3,365$3,365

Stock: 179960
2020 Camry XSE AWD 

節
省

$18.17/ 天 , 84 月
4.69%

Stock: 180153
2020 Sienna Limited AWD

加稅

節
省

$58,999$58,999
$2,377$2,377

$61,376
$25.63/ 天 , 84 月

2.99%

Stock: 180153

新年大清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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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是中共首任總書

記，原本是一個懷著無限熱忱

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在晚年徹

底進行了省思，不惜被開除黨

籍，也決定放棄層熱衷的共產

主義思想。他反對蘇聯，支

持蔣介石領導的抗日戰爭，

認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救中

國，認為民主才能代表人類的 
希望。

「新文化運動」 
的破壞性後果

1879 年，陳獨秀出生在安

徽安慶市，原名陳慶同，17 歲

時考中秀才，後去日本留學，受

到社會主義思想影響。回國後，

曾參加過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

命」。當時，面對著中國對來

自西方挑戰的一次次失敗，一些

主張向西方學習的知識分子開始

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思考，陳獨

秀就是代表之一。

1915 年，陳獨秀在上海創

辦《青年雜誌》（次年改為《新

青年》），宣傳西方的民主和自

由，批判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傳統

道德，並提出東西方文化一個是

舊的，一個是新的，應該用新的

去改造舊的。《新青年》很快成

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影響

了眾多的年輕人。

雖然思想激進，但青年陳獨

秀的才學仍受到重視。1917年，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後，陳

獨秀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

教授文學，他遂將《新青年》遷到

北京，並繼續在北大宣傳馬列主

義以及西方民主自由思想。

由陳獨秀掀起的「新文化運

動」的結果，是衝擊了中國傳統

的是非標準和價值標準，否定了

傳統上中國人的信仰，並且用白

話文代替文言文，這使中國傳統

文化第一次遭到了徹底的否定和 
破壞。

1920 年，陳獨秀因嫖娼被

析和對斯大林的批判，頗有先見

之明。

晚年的陳獨秀儘管生活窘

困，但他卻拒絕再次加入中共和

國民黨。蔣介石送錢，他不要；

中共表示，如果陳獨秀接受兩個

條件，即一不對外講話，二不發

表文章，中共可以負責他的生活

和醫療，陳獨秀也拒絕。 1942
年 5 月 27 日，窘困的陳獨秀在

四川江津農村去世，享年63歲。

女兒近60歲冒死海漂香港
陳獨秀共有 6 個子女，即

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三子

陳松年、四子陳鶴年、長女陳玉

瑩、次女陳子美。長子、次子早

年因加入共產暴亂而喪生。

孩子中命運最多舛的是陳獨

秀的小女兒陳子美。陳子美與弟

弟陳鶴年隨母親離開上海居住在

南京的破草屋中。因生活所迫，

陳鶴年不得不半工半讀，進入職

業學校；而她則先學收發電報技

術，後又學婦產科。在她快畢業

時，母親病逝。

文革爆發後，陳子美被打成

「牛鬼蛇神」和「中國最大的右

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孝子賢孫」，

並被關進牛棚，批鬥遊街，遭受

了種種折磨，以至於遍體鱗傷。

北大開除後前往上海，繼續在創

辦的《每週評論》雜誌上撰寫激

進文章。

被開除出中共

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

1921 年中共成立，陳獨秀當選

為第一任總書記。此後，還被選

為中共第二屆、第三屆中央執行

委員會委員長，第四屆、第五屆

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

1922 年，共產國際指示中

共與國民黨合作，陳獨秀表示反

對，他認為應該以民主的方式

建立黨對黨的「黨外合作」，而

非如附體般潛伏於國民黨。但

最終還是勉強服從，同意加入 
國民黨。

1927 年國民黨「清黨」，

使得斯大林讓中共打入國民黨的

主張碰壁。當時蘇共的另一領導

人托洛斯基認為「中國已經進入

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甦的時期，

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

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陳獨

秀對此表示贊同。但斯大林卻不

承認錯誤，批評了托洛斯基和陳

獨秀，並在 1927 年 8 月解除了

陳獨秀總書記的職務。

1928 年 6 月，中共六大在

莫斯科舉行，陳獨秀拒絕參加。

在 1929 年「中東路事件」上，

陳獨秀更是反對中共罔顧國家

利益「保衛蘇聯」的做法。當年

11 月，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共。

之後，陳獨秀組織了中國

「托派」，發行雜誌，刊載托洛

斯基的文章，反對中共政策。

走上反共之路

1932 年 10 月，陳獨秀被

國民黨逮捕，在 5 年的坐監中，

因為優待條件，他得以閱讀大量

書籍並開始反思。 1937 年出獄

後，他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思想，

認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救中國。

是甚麼使陳獨秀幡然醒悟？

或許可以在《陳獨秀晚年的最後

見解（論文和書信）》一書中尋到

原因。按照當時與陳獨秀來往密

切的陶希聖的說法，《最後見解》

的主要內容是「陳獨秀最後對

於民主政治的見解」，是其經過

六、七年深思熟慮得出的結論。

陳獨秀認為：

只有大眾政權才能實現大眾

民主，如果不能實現大眾民主，

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

斯大林式的少數人的專制；

無產階級民主應與資產階級

民主一樣，有集會、結社、言

論、出版的自由；

民主的內容必然包含議會制

度，排斥議會制是度同時便排斥

民主，這正是蘇俄墮落的最大 
原因。

陳獨秀對「獨裁」還有著清

晰的認識，認為蘇維埃獨裁與法

西斯獨裁本質上並無不同，「所

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種

東西，他只是黨的獨裁，結果也

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

殘暴、矇蔽、欺騙、腐化的官僚

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陳獨秀贊同英美民主制，認

為與俄德意法西斯制有著根本

上的區別：「此次若是德俄勝利

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

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

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

向大眾的民主。」

陳獨秀對蘇聯制度的精闢剖

彼時陳子美已年近 60 歲。

不堪受辱的陳子美，決定冒

死出逃。在 1970 年的一個黑沉

沉的深夜，用了她一生的積蓄和

首飾，買通一個漁民請把她綁在

5 個汽油桶上扔進茫茫大海。她

藉著洶湧的海浪泅遊，冒著九死

一生的危險，整整漂泊了 10 個

小時後，最後成功地偷渡到了香

港。而她在大陸的丈夫李煥照也

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投入大牢。自

此陳子美生死不明，在上海蒸發

消失。

1997 年，陳子美竟然奇蹟

般地在美國紐約露面。她的逃亡

之謎被徹底揭開。

原來，她到達香港後，與也

偷渡抵港的小兒子相聚，她來不

及見弟弟陳鶴年，怕中共引渡她

回到大陸，在香港短暫停留後，

就立即去了加拿大，居住在華人

區。起初，她在當地華人開的醫

院當產科醫生，積累了些錢後，

開辦了一家私人產科醫院。她的

醫術高明，很受華人的歡迎，可

誰也不知道她就是陳獨秀的女兒。

1975 年，陳子美到美國定

居，並買下一個合作公寓單元。

不幸的是，在她 1991 年生病入

院時，被人偷走了放在寓所內的

一生積蓄，致使其生活陷入困

境。闊別中國大陸幾十年，陳子

美也曾想回去與親生女兒團圓。

但當她一想起被批鬥的往事就害

怕：不能回去！不能回去！不能

自投羅網啊！ 2008 年陳子美在

紐約皇后區聖約翰醫院孤獨病

逝，享年 96 歲。

結語

對於中共，陳子美與其父親

一樣，同樣有著清醒的認識。曾

看到網上有報導說，陳子美去世

前聞知中共政府撥巨款，正在整

修陳獨秀的墓。她聽後，只是淡

淡地一笑，淒切說：「又得花老

百姓的錢了，說不定在甚麼時候

又被砸了！」

作為中共首任黨魁陳獨秀的

特殊經歷，或許可以給那些被中

共矇騙的，以及業已明白被騙，

但又不願正視的中共黨員以啟

示，那就是馬列主義和中共才是

中國人民苦難的根源，中共根本

沒有改變的任何可能性。若想擁

有自由民主的中國，那就要退出

中共，並為沒有中共的真正美好

的新中國而努力。

年輕的陳獨

秀積極參與

五四運動。

圖為1919年

5 月 4 日 ，

北京 13所大

學學生聚集

在天安門廣

場。

陳獨秀是中共早期的

主要創始人，卻長久

以來被中共刻意地淡

化避談。但是無論如

何，中共都無法迴避

陳獨秀。因為，最終

陳獨秀所反對的，都

是中共的致命傷。

◎文：林輝

中共創始人陳獨秀

網路圖片

為何走上反共道路
公有領域

1997年，林保華夫婦於紐約皇

后區探訪陳獨秀女兒陳子美。

陳
獨
秀

公有領域

復出復出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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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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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特價
2021年 2 月4日 ∼ 2 月10日

聖芳蘋果

Lemons 檸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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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Pack Mangoes 芒果 Ambrosia ApplesHead Lettuce 西生菜Green Peppers 青椒

Green CabbageAnjou Pears 安茹梨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捲心菜 Field Tomatoes 田園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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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獲得1 顆花椰菜。

$0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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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98
ea

$0888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 12828
ea

$$009898 lb$ 09898
lb

$08888 2

$09898
lb

6 Pack Mangoes

$0
Head Lettuce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1 顆花椰菜。

Ambrosia Apples

6 件裝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 文 :斯玟

一桌好年菜，是媽媽的味道，也是甜蜜的負擔。掌握備菜五策略，輕鬆上菜。

5策略
鮮魚 1尾、彩椒 200g、大蒜 3
瓣、薑 5 片。
糖醋醬：糖 2 大匙、白醋 3大
匙、水2大匙、番茄醬2大匙、
鹽、白胡椒粉適量。

食
材

作
法

魚清理好，表面拭乾；彩椒
切小塊；大蒜、薑拍破備用。

熱油鍋，當筷尖伸入油中，
開始冒泡時，魚下鍋。炸熟至

兩面金黃，撈出瀝油。

熱油鍋，煸香大蒜與薑，取
出蒜薑。

續下彩椒，翻炒均勻，下醬
料，煮滾，3 分鐘後熄火。
醬料淋在炸好的魚身上，彩
椒鋪放均勻，即可上菜。

雞腿肉 600g、蒟蒻適量、紅
蘿蔔300g、杏鮑菇200g、筍
子300g、蓮藕200g、長豆。
調料：日式一般醬油 5大匙、柴
魚高湯 1杯、清酒 5大匙、味
霖 5大匙。

食
材

作
法

所有食材清洗乾淨後，切適
口大小備用。

熱油鍋，雞肉下鍋，表面煎
焦香，轉小火煎熟。

續下其他食材，翻炒後均勻
熄火，再將所有的食材轉移至

燉鍋。

調料放入燉鍋，煮滾轉小
火，煮 10分鐘即可。
此菜譜很適合烹煮根莖類
蔬菜，吸收了湯汁的蔬菜，風

味更佳。

韓式冬粉、新鮮香菇、紅蘿

蔔、菠菜、雞蛋、豬里肌肉適

量、醬油 2大匙。
調料：蒜泥、芝麻油、芝麻。

食
材

作
法

煮滾一鍋水，冬粉下鍋，按
使用說明，將冬粉煮軟。冬粉

放冰水降溫，瀝乾備用。

菠菜切段、其他蔬菜食材切
絲；豬肉切絲，加少許鹽、芝

麻油，醃入味備用。

熱油鍋，依序分別將切絲食
材下鍋炒熟軟備用。

菠菜煮熟，擠乾水分，拌適
量調料。

混合所有食材，加調料和醬
油，攪拌均勻即可。

細絞肉（肥瘦依喜好）、秋葵、

辣椒、苦瓜、茄子、豆皮。

調料：鹽、白胡椒粉適量。

食
材

作
法

絞肉慢慢一邊加水一邊攪打
出黏性，加調料，攪拌均勻。

蔬菜去蒂頭，洗淨瀝乾；秋
葵、辣椒切出缺口；茄子、苦

瓜切段備用。

將肉餡填入蔬菜；豆皮包捲
肉餡。

熱油鍋，填好肉餡的食材，
一一下鍋，以小火慢慢煎熟。

依喜好口味準備醬料，以水
果泥調製沾醬，可平衡油煎料

理的油膩感覺，酸甜口感令蔬

菜風味更佳。

排骨400g、酸菜200g、白胡
椒粒 1小匙、薑 3片。
調料：鹽微量。

食
材

作
法

香菇切花；紅蘿蔔切片；鹹
菜沖洗乾淨，切塊備用。

排骨以滾水汆燙，洗乾淨。
1L滾水加入薑片、紅蘿蔔、
排骨和白胡椒粒，小火燜煮40

分鐘。

續放鹹菜、香菇，轉中火煮
25分鐘，酌量加鹽提味即可。

美味秘訣

若要去掉鹹菜的鹹，可切絲

之後用鹽水泡，大約過 10分
鐘後倒除，再用清水洗淨浸泡

10分鐘，就可以讓酸菜吃起
來脆而不鹹了。

重點主菜吉祥大器

主菜是好兆頭重點年菜：蹄膀

象徵富貴；雞具有成家立業的

意涵；魚代表年年有餘，有頭

有尾則象徵闔家有福氣。

糖醋魚

策
略1

特色料理很討喜

傳統客家釀菜千變萬化，各種

食材都可以釀肉餡，趁著過

年，家人團聚人手多，準備各

種食材，品嘗各種釀菜滋味。

客家釀菜

策
略2

常備菜事先做好

常備菜的關鍵在食用方法，不

管冷、熱食，都要取出適量另

外盛盤。有了常備菜，年節期

間親友來走春，隨時可招待。

雞肉筑前煮

策
略3

細火慢墩出好湯

年節食用傳統發酵食物，很應

景。以鹹菜燉肉湯，加上菇

類，葷素調和，不用特別調

味，就能享用不同層次滋味。

鹹菜排骨湯

策
略4

水煮涼拌很方便

年菜不一定要大魚大肉，以大

量新鮮蔬食水煮涼拌，作法簡

單又好吃。前一晚先備好料，

年夜飯上菜更輕鬆。

韓式冬粉

策
略5

輕鬆備年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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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家 提 醒， 注 意 5 大 原

則「不發福」，配合「正確飲

水」，還可幫助減重。

年假不發福的5大原則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

主任許惠玉，分享年假不發胖 5
原則，只要多加注意，過年期

間的團聚大餐，仍然可以吃得

健康，不發胖。

1.彩色蔬菜多：年假難免

大魚大肉，但記得蔬菜要比肉

類多吃 1 倍以上，也就是蔬菜

跟肉的攝取比例為 2 比 1。同時

食用各色蔬菜（如：紅、橙、

黃、綠、黑、白、紫），能夠攝

取蔬菜中不同的維生素、礦物

質及植化素多酚等。

2.全穀類主食：主食可改

吃全穀糙米飯，或雜糧根莖類

的原型。全穀類平均的營養價

值是精製穀類的 3.5 倍以上，且

富含膳食纖維，可以增加及延

長飽足感，幫助維持與控制體

重。

3.喝對茶飲：含糖飲料及

酒類容易讓人喝下多餘熱量，

專家分享：中國新年不發福 
減重靠「這杯」

冬喝紅茶暖胃禦寒
冬季乾燥多風，容易

出現鼻腔、咽喉、皮膚乾

燥等不適的現象，且生理

功能減退，又易受風寒。

此時節適合飲用紅茶來補

充水分，暖胃禦寒，滋養

人體陽氣，並可增強抵抗

力、助消化、去油膩。紅

茶應喝熱飲，因為放涼飲

用會影響暖胃效果，放置

時間過長的話，也會降低

營養含量。

可以改喝白開水，或是麥茶、

決明子茶、糙米茶、玉米鬚

茶、洛神花茶、無糖的檸檬水

及茶類等，解膩又健康。

4.控制飲食量：聚餐時記

得節制，若去「吃到飽」餐館，

可將該餐要吃的分量先放在盤

中，並先吃蔬菜，可幫忙控制

總熱量的攝取。

5. 多運動：平常工作忙

碌，其實年假反而是難得的空

檔，可以運動的好時機，而且

多吃，更要多運動，幫忙消耗

熱量。

正確飲水助減重

據 2016 年美國伊利諾大學

研究發現，只要在每日的液體

攝取中多喝 1 ～ 3 杯水（一杯

約 240 毫升），當天平均攝取總

熱量可減少 68 ～ 205 大卡，脂

肪減少 1.6 ～ 5 克，膽固醇則減

少 7 ～ 21 克。

許惠玉主任說明，喝水可

維持身體正常代謝，促進體內

循環，而且不含熱量。但若水

分攝取嚴重不足時，容易影響

消化系統，造成新陳代謝下降。

那麼水應該怎麼喝呢？許

惠玉主任建議，一般成人每公

斤體重約需攝取30c.c.的水分，

所以每日水分攝取為 2000c.
c. 左右。在一天當中分段喝開

水，例如：早起喝水有助排便；

淨，盡量不要生食、生飲，才

能避免飲食不潔引發腸胃疾

病，平安舒適過好年。

中國新年年假
期間，親朋好友團

聚一堂，如果沒有

忌口，一不小心就

容易暴飲暴食，使

胃腸負擔加重，收

假後也發胖了。

美容
強身

飯前喝水增加飽足感，有助減

少食量。

喝水的要點

❶ 多次喝、慢慢喝、小口

喝。

❷ 隨身攜帶水壺或水杯。

❸ 選擇耐熱安全材質的水

壺。

❹ 每 天 喝 1500c.c. ～

2000c.c. 的水。

新年假期把握健康飲食原

則，以及用開水取代含糖飲

料，就不怕肥肉在收假時「豐

收」。

此外，在準備食材時，注

意食品安全，蔬果要清洗乾

ADOBE STOCK

（參考資料：董事基金會）

◎  編 寫：林孟欣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  文：小萍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

遇到一些小問題、小

狀況，如果知道如何處

理，您就會覺得得心

應手，輕鬆許多。以

下介紹一些生活養生

小妙招，提供您參考。

有效期
2月 5日～ 11 日

新年快樂  牛年大吉

雄雞牌去皮開邊綠豆 Coco Rico 椰子蘇打水 海燕牌椰漿

墨西哥產芥蘭

三象牌糯米粉

加州臍橙

墨西哥產羅馬番茄

泰國玫瑰牌中條米粉

中國產沙糖桔

墨西哥產泰蕉

美極調味醬油

夏威夷黃肉木瓜

瓠瓜

海燕牌雞湯（可選有 / 無
添加味精）

夏威夷黃金鳳梨

墨西哥產青椒

珀寬辣碎蝦 / 蟹

加州安培士蘋果

墨西哥產西葫蘆

中原牌 G7 三合一
速溶咖啡

墨西哥產上海白菜仔

海燕牌糯米 三小姐牌魚露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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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特級雞腿球

好運越式牛肉粉

好運鹽煮花生

新鮮牛後腿肉

好運香蕉蛋糕

好運紅尖椒

特級牛腱

好運牌巴沙魚塊

妮娜牌去頭白蝦

泰國雙魚牌金枕頭榴蓮

新鮮走地雞

  泰皇牌有頭白蝦

韓國速凍煮玉米

帶骨五花腩

菲沙河谷龍崗雞

雄雞牌香蕉葉

新東潮州粿條 ( 大包裝 )

去皮帶骨羊肉粒

海燕牌越南方粽

海燕牌椰汁燒酒螺

Choripdong 烏冬麵

清真連背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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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 週三 

新鮮連皮豬腿肉

耆英日優惠

◎ 文：Judy Huang

光彩。另外，太淺的唇彩在小

麥色膚色上，無法產生任何效

果。可以嘗試看看飽和度較高

的唇彩，能展現出您的活潑亮

麗。

搭配瞳孔顏色更精準

除了用手腕血管顏色來判

定膚色外，有專業化妝師提出

搭配瞳孔顏色更能精準找出適

合的唇彩。亞洲人的瞳孔顏色

大多為深棕色，再細分瞳孔顏

色明亮度，在與冷暖色調搭配

可以分為四種不同類別。

以春夏秋冬為例，瞳孔顏

色淺、膚色暖色調為春天類

型。瞳孔顏色淺、膚色冷色調

為夏天類型。瞳孔顏色深、膚

色暖色調為秋天類型。瞳孔顏

色深、膚色冷色調為冬天類

型。

春天類型適合輕薄明亮的

色彩，夏天類型適合粉嫩的明

亮色，秋天類型適合溫暖又濃

厚的色彩，冬天類型適合厚重

的莓果色。

磚紅色調不管是上班、上課或

是派對都能讓您更顯柔和與優雅，

適合任何場所使用。

唇膏的質感可選擇透明度高且

光澤感強的，有助於提升膚色透亮。

盡量避開鮮豔的粉紅色或桃紅

色調唇彩，那可會讓您顯得俗氣與

膚色暗；與膚色相似的黃色調或是

土色則會讓您膚色更顯不均與蠟黃。

冷色調適合的色彩

屬於冷色調膚色的女孩，皮膚

都偏白，沒有太多的禁忌色彩。適

合的唇膏色彩可選擇偏藍色調或紫

色調的紅色，更顯氣質高雅。

不建議挑選顏色過淡的色彩，

如淡咖啡色、淡橘色、裸色等，會

讓人感覺氣色差沒精神。

小麥色調適合的色彩

小麥色帶有暖色調，所以顏色

選擇上偏向暖色調，珊瑚色及暖橘

色系都是能幫助調和膚色的顏色，

讓膚色不會顯得髒髒的。

儘量避免使用深咖啡色及深紫

色調的唇膏，會讓膚色更顯暗沉沒

學彩妝前要先瞭解自己的膚

色，才能挑選出適合自己膚色的唇

膏顏色。

首先站在陽光下，觀察一下自

己在手腕上的血管，根據它的顏色

來判定自己的膚色為暖色調或是冷

色調。冷色調皮膚的血管顏色通常

為藍色或是紫色；暖色調皮膚的血

管通常為綠色或是橄欖綠；介於兩

者間的則為中性色調。通過以上觀

察後，就可以來挑選適合自己的唇

膏顏色了。

下面將介紹冷、暖、中性色調

膚色，分別適合的唇膏顏色。這樣

您在購買唇膏時，不用再浪費一堆

時間試色，能快速找到適合自己的

唇膏。

暖色調適合的色彩

杏色、珊瑚粉、鮭魚粉及橘

色、豆沙、正紅色系列，都屬於近

年來非常流行的唇膏色彩，它們比

較適合暖色調的膚色。具有霧感的

唇膏色也很適合暖色調女孩。只要

是暖色調顏色，都很適合膚色偏黃

的亞洲女孩。

選對唇膏顏色 
提亮膚色

女孩的化妝包裡總是少不了唇膏，它能讓唇部紅潤有光

澤，增加面部美感，使得雙唇更具生氣和活力。只要塗

上適合自己膚色的唇膏，整個人將煥然一新。然而，挑

選唇膏顏色必須先瞭解自己的膚色，才會選到喜歡並適

合自己的顏色。

珊瑚粉

紫紅色

暖橘色

暖色調

冷色調

中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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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藥公司 Moderna 宣

布，他們已經著手研究一種加強型疫苗針

劑，以對抗新冠病毒的南非新變種。

儘管原來的雙重疫苗注射方案有望防

範新的變種，但該生物技術公司正在測試

額外的加強針劑，以確定是否能產生更多

的抗體，以防範新出現的病毒變種。

越來越多的人擔心，新的變種病毒在

刺突蛋白處產生突變，藉此入侵人體細

胞，可能會減少疫苗的有效性。

疫苗能產生廣泛的免疫反應，即使變

種病毒刺突部位發生突變，科學家們仍然

希望現有的疫苗能提供高度的保護。

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可以

很容易地進行調整，即使在變種病毒可以

逃避疫苗的作用的情況下，人們也可以很

容易地修改疫苗，以針對新出現的突變。

更新疫苗需要的速度

耶魯醫學傳染病醫生、耶魯大學輝瑞

公司 COVID-19 試驗的首席研究員奧格

巴古博士說，調整 mRNA 疫苗不費吹灰

之力。

「基本上說，這可以在兩天內做到，」

奧格巴古博士說。當你知道蛋白質的結

構，那麼你就可以生產一種針對這種蛋白

質的新 mRNA 模板。

Moderna 和輝瑞疫苗所採用的新型

疫苗開發技術，比傳統疫苗開發技術修改

起來更快也更容易。

基於病毒載體的疫苗將更難調整，奧

格巴古博士說。

可能會有其他延遲

印第安納大學理查德 · 費爾班克斯公

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教育主任托馬斯 · 杜
辛斯基表示，開發新疫苗需要一定的時

間，「因為你還需要做臨床階段和安全性

和有效性的測試」。

修改後的劑量需要經過測試，以證明

產生的免疫反應可以保護臨床疾病。

「製造疫苗本身很容易，困難的部分

是做人體臨床試驗，以證明它能防止針對

變異體的疾病，」奧格巴古博士說。

目前還不清楚這一過程會有多嚴格。

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DA) 可能希望修改

後的疫苗再次經歷整個臨床測試過程，但

可能有一個簡略的方式來做。

奧格巴古說，這取決於監管官員是否

「滿足於免疫反應研究，或者他們是否希

望看到免疫反應能夠保護臨床疾病的硬性

臨床數據」。

「這整個過程要嚴格得多，需要花費

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奧格巴古說。他指

出這將是更可靠的前進路線。

新的疫苗也需要大規模製造、分發和

監管，這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延遲。

疫苗似乎對變種有效

杜辛斯基表示，目前的疫苗被認為對

變異體有效，即使變種病毒降低了目前疫

苗的高療效，也不會完全使其失去作用。

「根據流感病毒發生的變異，療效

可 以 達 到 40%、50%、60%、70%、

80%。而如果是 60% 的話，我們不會去

改變疫苗，因為有一些免疫力總比沒有免

疫力要好。」杜辛斯基解釋說。

儘管如此，杜辛斯基也表示需要對當

前的變異和當前的疫苗及其相互作用進行

更多的研究。

冠狀病毒正在變異 疫苗能多快趕上？

(587)-619-4229

sales.calgary@visiontimes.com

惠賜廣告請電：

逢週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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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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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store

電話：403-768-2765  地址：757 57 Ave NE

施嘉強 醫師
註冊針灸師

Body Therapy Wellness Centre

具香港十年臨床經驗具香港十年臨床經驗

配合骨傷推拿整復手法配合骨傷推拿整復手法

曾參與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研究

擅長治療痛症、婦產科、兒科、
腫瘤科及神經系統疾病

通過針灸治病及增強體質通過針灸治病及增強體質

曾參與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研究

擅長治療痛症、婦產科、兒科、

bodytherapycalgary.com
在綫預約
bodytherapycalgary.com
在綫預約

（Freepik.com） 

在家輕鬆購物
我們為你準備！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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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  (403)384-9780

225 Panatella Hill 
NW T3K 0Y5 胖大媽山

西北分店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2 月 4 日至 2 月 10 日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特價
每件8$ 99

Mitchell's Gourmet 
Foods 1 公斤裝
經典煙肉

可樂 百事 
12x 355ml 罐裝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2 月 4 日至 2 月 10 日

每月第一個

星期二
消費滿 50 元

享 15% 折扣或
  40 倍積分 !

15% off

買二送一！

Coho 刺身級三文魚
680g/ 份

特價
20$

特價
每磅4$ 99

新鮮牛腩
$11/kg

特價
每磅1$ 99

豬肋骨排
$4.39/kg

特價
每份3$ 79

特價
每件3$ 99

Danone Activia 乳酪
8 x 100g

特價
每件19$ 99

Tide
洗衣液 4.08L

現焗牛角包 6 個 / 份

特價
每件4$ 99 Kraft 

花生醬 1kg/
榛子醬 725g

特價
每件4$ 49

Delissio
冷凍披薩
多種口味

僅限賣場內商品，彩券、藥品等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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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顧客滿意小時內快速反應 100%1
價錢公道 專業持牌技師服務 幫助申請政府補貼，長者補貼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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