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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econd impeachment trial of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kicked off on 
February 9. After the first day of debate 
o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impeaching a 
private citizen who was no longer in of-
fice, the Senate voted 56–44 to proceed 
with the trial. 
  For the impeachment to succeed, two-
thirds of the senators will need to vote to 
convict.
  Although Trump called on his sup-
porters to “peacefully and patriotically” 
protest Congress in his January 6 rally 
speech against election fraud, a mob en-
tered the Capitol building. Several people 
died in the melee, including protestors 
and police officers.  
  On January 13, House Democrats and 
10 Republicans accused Trump of incit-
ing the Capitol violence and voted 232-
197 to pass the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As a result, Trump became the first US 
president to be impeached twice.
  In defense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Trump’s lawyers Bruce Castor and Da-
vid Schoen argued that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violated the 45th presi-
dent’s freedom of speech, which was 
protected by the First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They criticized the House for hastily 
voting to impeach without any investi-
gation, collection of evidence, or delib-
eration. The House also did not afford 
Trump an opportunity to defend himself 
before the vote.
  On February 7, Mark Meadows, the for-
mer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revealed 
on FOX News’ “Sunday Morning Fu-
tures” program that prior to January 6, 
Trump had repeatedly offered to deploy 
10,000 national guards in Washington, 
DC to support law enforcement, but 
Trump’s proposal was repeated rebuffed 
by Congress. (To Next Page)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獨立假四層獨立屋 , �合法出租土庫�部完
成 (Legal Suite), �大雙車� 22 呎 x26 呎 , 
2+3 �� , 2.5 浴廁 , �屋鋪�合�� , �上
主人�����實木�� . 土庫�廚��獨
立洗衣�� $459,900

西北 Thorncliff e 5 ��土庫可合法出租 西北 Beddingotn 面向��

獨立�層屋 1974 呎 , 面向學校��� , �院向西南 , �
大��雙車� 20 呎 x26 呎 , 大量升�裝� , 較�屋頂 , 
中�暖�爐 , �水爐 , 不�鋼家� , 車�門���裝置 , 
��油漆 , 客��拱形天� , 主層鋪�合�� , 3+1 �
� , 主層書� , 2.5 浴廁 , 
�會難� , �物錯�� $399,900

SOLD
SOLD

22 天內售出 

天內售出 

(101.2%)

(101.2%) SOLD
SOLD

22 天內售出 

天內售出 

(102.5%)

(102.5%)

Jessica Chan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全體仝人恭祝大家

西北 Royal Oak Walk-Up 土庫�部完成
獨立 2 層屋 2677 呎 + 土庫�部完成 1289 呎 , 
建於 2002 年 , 客��家庭�� 2 層高�� , 主
層� 2 ���高 9 呎 , 較��合�� , 不�鋼
家� , 4+3 �� + 主層書� , 3.5 浴廁 , 主人�
� 5 件裝套廁 , 土庫�
�大�户�獨立出�� $639,900

新
上
市

獨立假四層 1673 呎 + �三層 W/O, 開放式設
計 , 主層�高�� , �屋鋪實木�� , 大量升
�裝置 : 較�屋頂 , 中�暖��� , �水爐�
不� 鋼家� , 3+1 �� 2.5 浴廁 , 主人 �� 4
件裝套廁 , ��學校�
��� #3 �車站� $399,900

西北 Sandstone ��一�

新
上
市

Hanson Ranch ��天��林�景色
獨立�層屋 1811 呎,土庫�部完成 739 呎,
建於 2001 年,��天��林,光猛開陽,中�
��,家庭���高 17 呎,�實木���較
���,厨��大理石臺面,3+1 ��,主層書�,
2.5 浴厠,�����
�場��車站� $529,900

新
上
市

� 大 2 � 2 � � 柏 文 � �,1165 呎, �
�景,��一�,光猛大方,建於 2015 年,
包一�下停車位,開放式設計,�大客�
� 厨 �, � � � ��Walmart � 場 � �
車站� $349,900

西北 Kincora �大單�單位

新
上
市

西南 Shaganappi �大 RC-G �皮 (50 呎 x115 呎 ) 
獨立平� 916 呎 + 土庫�部完成 , �廚�
�獨立門出�可出租 , 較�油漆 , 廚� , 浴
廁 , 主層�實木�� , 2+2 �� , 2 浴廁 , 單
車� , ���場�C-Train 站�市中心 , 投
��品� $599,900

新
上
市

3 � 2 � � 2 浴 廁 柏 文 � � 697 呎,建 於
2017 年 , 開放式設計 , 客����廚�鋪
�合�� , ��理費 $270, 包暖��水 , 包
一�下停車位 , ������場 (Walmart, 
McDonald�s)� $208,500

西北 Brentwood  �大學��景

SOLD
SOLD

 (9
5.8%)

 (9
5.8%)

獨立�層屋 2156 呎 , ��向西 , 光猛開陽 , 建於 2014 年 , �
�一� , �屋一樣 , 主層��高 9 呎 , 實木��磚�� , 廚�
不�鋼家� , 大理石檯面 , 主人�� 5 件裝�套 ( 浴� + 獨立
沐浴 ),3 �� , 2.5 浴廁 , 土庫�部完成�獨立門出� , �廚� , 
2 �� , 1.5 浴廁 , ��學校 ,
����車站 , �勿錯� ! $569,900

SOLD
 (9

8.3%)

 (9
8.3%)

Panorama Hills  土庫完成�獨立門出�

�層城 市屋 1174 呎 (Townhouse), 屋�向���學校 ,
���市中心�景 , ��向南���� , 光猛開陽 , 建於
2007 年 , ��一� , 主層��高 9 呎��大�户 , 客�開
陽�壁爐 , 主人�� 4 件裝�套��大衣櫃 ,3 �� ,2.5 浴
廁 , ��單車� , 步行��鐘
到學校,����車站� $279,900

西南 Bridlewood  面向�����

SOLD
SOLD

 (9
8.2%)

 (9
8.2%)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美參院進行彈劾辯論

2 月 9 日 13:00，美國參議

院啟動了對前任總統川普的彈劾

審判。程序先針對審訊本身的合

憲性進行辯論和表決，如果確認

「彈劾審判合憲」，將有 2 天的

案情論證，在完成證人程序後，

進入最終「定罪表決」，需 2/3

的參議員同意才能通過彈劾。

1 月 13 日，眾議院民主黨

人與 10 名共和黨人以 232-197
的投票結果通過了對川普的彈劾

條款，這些發動彈劾的國會議員

稱，川普總統 1 月 6 日在白宮

附近發表演講時煽動了國會大廈

暴力事件，這使得川普成為首位

被兩度彈劾的美國總統。

麥康奈爾：即使違憲 
仍可定罪川普

Newsmax 電 視 2 月 10 日

報導，他們獲得三位知情人士的

消息顯示，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

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告

訴他和同事們，川普彈劾案是對

「良心」的投票。 （下轉 A1）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因呼籲捍衛選舉誠信，

川普在1月6日的講話中呼

籲支持者在國會聯席會議

期間「和平地、愛國地」發

出自己的聲音，為民主自由

戰鬥。在隨後在國會大廈事

件中，民主黨人指川普煽動

暴力，進而開啟了對川普的

二次彈劾。

THE SECOND IMPREACHMENT OF TRUMP

牛年大吉！
在辭舊迎新之際，《看中國》全體同仁，
衷心祝願我們敬愛的讀者和家人們，牛年安康，幸福吉祥。
我們願同廣大讀者攜手，在各自工作和生活的領域中，
勤勤懇懇耕耘，踏踏實實進步，實實在在收穫！

牛年天道更酬勤 快訊良言報與君 攜手知音看中國 行間字裡樂耕耘

Year of the Ox

彈劾川普 意義何在?彈劾川普 意義何在?
麥康奈爾

川普

https://www.houseofcarscalgary.com/
https://www.calgaryhou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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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麥康奈爾的話被

解讀為是向共和黨參議員們發信

號，暗示那些認定彈劾案違憲的

共和黨參議員在最後表決時，仍

然可以投票支持對前總統川普的

定罪。

兩名知情人士說，2 月 9 日

參議院開始審理川普彈劾案，首

先就是否合憲的辯論後，麥康奈

爾參議員投票認定該彈劾違憲，

但是麥康奈爾還沒有決定在對川

普是否定罪的最後表決時該如何

投票。

2 月 8 日有 6 名共和黨人加

入民主黨投票贊成對川普彈劾是

合憲的，從而推動了彈劾案在參

議院的進程。

律師：國會無權彈劾 
卸任總統

川 普 的 辯 護 律 師 Bruce 
Castor 和 David Schoen 說， 參

議院沒有權力彈劾第45屆總統。

美國憲法關於彈劾的原文這樣寫

到：「總統、副總統和其他美國

政府官員，只能以叛國罪、受賄

罪和或其他嚴重罪行和不檢行為

受到彈劾，一旦彈劾成功，國會

可以在任期未滿前解除其職務。」

因為川普已經卸任，不再擔任公

職，憲法規定，彈劾的前提條件

就是能解除被彈劾者的公職，而

這個前提條件已經不存在了。

兩位律師還強調，眾議院起

訴書違反了第 45 屆總統的言論

自由，這是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

保護的權力。川普律師批評說，

眾議院匆匆投票表決，就是要在

川普卸任前通過彈劾案，在這個

過程中，沒有一個委員會進行調

查、審議，沒有蒐集和確認任何

證據，也沒有給予川普任何辯護

的機會，這是美國議會有史以來

從來沒有過的。

梅多斯：川普部署受阻

2 月 7 日，前白宮幕僚長

梅多斯對 FOX 新聞的「Sunday 

Morning Futures」節目透露，

早在 1 月 6 日之前，川普曾多次

表示願意提供國會警察，並在華

盛頓特區部署 1 萬名國民警衛隊

士兵，以支持執法，但川普的提

議「每次都遭到非難」。

梅多斯說：「國防部長告訴

我們，多達 1 萬名的國民警衛隊

已經準備好。那是川普總統的直

接命令，然而我們看到的是……

各種指責滿天飛，但卻沒有一個

完整的問責制。」

他說：「整個彈劾的目的是

為了將某人趕下臺。在這一點

上，川普總統是一名私人公民，

然而他們卻無法忍受。」他還

說：「但我們之前已經看到了。

美國人民是不會接受的。我們

已經有 45 位參議員說這是違憲

的。但它不止於此，這違反了正

當程序。這不是我們的國父所設

立的。而且它為未來的官員開了

一個非常不好的先例。」

參議員譴責政治打壓

2 月 7 日，美國重量級參

議員蘭德．保羅對 FOX 新聞譴

責了這場彈劾是政治打壓，他

說，如果民主黨人試圖彈劾川

普，那麼他們更應該考慮彈劾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等人「煽

動暴力」。因 2020 年 3 月上

旬，舒默在一群支持者面前點

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諾

和戈薩奇的名字，並揚言他們

「將付出代價。」

保羅說：「我認為你會看

到川普辯護方播放的錄像帶，

馬 克 西 娜． 沃 特 斯（Maxine 
Waters）告訴人們在川普政府和

餐廳製造暴亂，並攻擊他們。」

「他們（川普辯護方）可能還會

顯示剪輯的科裡．布克（Cory 
Booker）所說的，『在那些國會

議員的臉上站起來。』」

保羅指出川普的演講和平理

性，並總結說：「人們將自己進

行判斷，我們是否應對人民的政

治言論進行彈劾並可能進行犯罪

指控？而那樣的言論僅僅是說，

站起來為你的國家而戰，為你的

聲音被聽到而戰。」

作家：目的是懲罰選民

2 月 7 日，《永久政變：國

內外敵人如何瞄準美國總統》

（Permanent Coup:How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Targeted 
the American President）一書的

作者史密斯接受 Breitbart News 
Sunday 節目採訪時，談到了對

第 45 任美國總統的彈劾。

史密斯指出，美國精英對

民主感到不滿。「他們特別鄙視

民主，不僅僅是抽象地將其視

為一種政治制度。他們鄙視人

民，並認為他們只應被統治。

現在掌管美國的精英階層，不

贊成自己必須與其他美國人分

享權力的想法。

史密斯還說，川普對從美中

關係中獲利的美國人施壓，這些

美國人獲得了馬克思主義者所謂

的階級意識，便共同反擊川普，

從而進一步鞏固了他們與中共的

關係。他指出，拜登的就職典禮

是美國寡頭霸權的標誌，中共的

獨裁體制是他們的榜樣。他們不

僅蔑視造物主賦予所有公民的自

然權利，而且特別痛恨他們統治

的人享有與他們相同的權利。

    

彈劾川普 意義何在?
  “Even in January, that was a given, as 
many as 10,000 National Guard troops 
were told to be on the ready by the Sec-
retary of Defense,” Meadows said. “That 
was a direct order from President Trump 
and yet here is what we see … all kinds 
of blame going around but yet not a whole 
lot of accountability.”
  “That accountability needs to rest where 
it ultimately should be and that’s on Capi-
tol Hill,” he added.
  “It’s really about Democrats trying to 
once again make a political point,” Mead-
ows said. “This whole impeachment is 
designed to remove someone from office. 
President Trump is a private citizen at this 
point. And yet they can’t stand it. They 
have to continue to go ahead and try to put 
forth some kind of narrative that scores 
political points.”
  He added, “But we have seen it before.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going to 
have it. We have already had 45 sena-
tors say that this is unconstitutional. But 
it’s more than that. It’s a violation of due 
process. It’s not what our founding fathers 
set up. And it sets a very bad precedent of 
future officeholders.”
  Also on February 7, Senator Rand Paul 
condemned the impeachment as political 
suppression and pointed out the logical in-
consistency of the impeachment on FOX 
News.
  He said that if Democrats wanted to 
impeach Trump, then they should also 
impeach Senate Majority Leader Chuck 
Schumer and others for inciting violence 
throughout Trump’s term.
  For instance, in early March 2020, 
Schumer called on his supporters to 
make U.S. Supreme Court Justices Neil 
Gorsuch and Brett Kavanaugh “pay the 
price” if they voted in favor of a Louisiana 
abortion law that could result in the court 
revisiting the protections provided in the 
Roe Wade ruling.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e Trump 
defense play video of Rep. Maxine Wa-
ters telling crowds to mob Trump ad-
ministration officials and attack them. 
They’ll probably show clips of Cory 
Booker saying get up in the face of these 
congresspeople. You’ll probably see com-
ments from Rep. [Ilhan] Omar celebrating 
the violence that happened to me when I 
had six ribs broken and part of a lung re-
moved,” Paul said.
  Lee Smith, the author of the book “Per-
manent Coup: How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Targeted the American 
President” told Breitbart News Sunday 
program that the impeachment was not 
about Trump, but rather, “It’s about pun-
ishing the American voters. ‘We’ll tell you 
who to vote for.’ This is what happened in 
2016, right? This is what Russiagate was 
about. ‘How dare you not vote for Hillary 
Clinton? … Because you didn’t, we’re 
going to make you feel pain. We’re go-
ing to use the president you elected as a 
mechanism.’”
  Smith also said that Trump put pressure 
on the Americans who benefited from co-
zying up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ese Americans gained what 
Marxists call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joined forces to oppose Trump in order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CP.

參議員蘭德保攞譴責川普彈劾案，形容是政治打壓。（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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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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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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港版國安法實

施後，香港的人權狀況惡化，多

國政府向港人開放國門。一向在

香港人權問題上發出正義之聲的

加拿大政府，於 2 月 4 日宣布，

過去 5 年在加拿大、香港或海

外大學畢業的港人，自 2 月 8
日起可以向加拿大政府申請工作

簽證，有效期長達 3 年。

聯邦政府發表的公告中說：

「加拿大繼續與香港人併肩，同

時對港版國安法和香港不斷惡化

的人權狀況深表關注。」

據《蘋果日報》報導，本月

8 日起任何在過去 5 年期間獲得

加拿大大專文憑或大學學位的香

港人，或持有相等學歷的外國文

憑（大專文憑必須是至少兩年

的課程），即可申請加拿大為期

三年的工作簽證，為日後申請永

久居民過渡。目前在加拿大居住

的港人包括訪客、學生和工作人

士，可以上網申請。

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

民 部 部 長 門 迪 奇 諾（Marco 
Mendicino）指，除了新的工作

簽證，加拿大政府將繼續透過兩

種途徑，為香港年輕人提供永久

居留，具體細則今年稍後將推

出，對象是針對在加拿大至少有

一年工作經驗，並符合語言及教

育標準的香港居民，以及在加拿

大大專院校畢業的香港人，他們

之後可以直接申請永久居留。

另外，合資格港人的配偶或

合法伴侶，及受撫養子女，也可

以申請讀書和工作簽證，措施適

用於持香港特區護照和英國國民

（海外）護照（BNO）的香港

居民。至於逃到第三國家，或有

遭受迫害風險的香港人，亦有資

格申請加拿大現行的安置計畫，

包括私人讚助和政府資助的難民

計畫。

門迪奇諾表示，今次推出的

新香港移民計畫是歷史性舉措，

將吸引年輕有才華及經驗豐富的

畢業生，推動加拿大經濟向前發

展，「憑著靈活的開放工作簽證

及快速獲得永久居留權，有技能

的香港居民將有獨特機會發展自

己職業，協助加快加拿大經濟復

甦。這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移民計畫，將推動經濟，並加深

加拿大與香港人之間的聯繫」。

中共從 2020 年 6 月 30 日

開始強推的「港版國安法」，其

含糊不清的定義，可以讓異議人

士背上「顛覆和分裂國家」等罪

名，並最高可獲判終身監禁。

【看 中 國 訊】2 月 9 日，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局長 David 
Vigneault 在公開演講中點名中

國竊取機密，並對華人社區行使

恐嚇策略，對加拿大國家安全和

主權構成直接威脅。

David Vigneault 參與加拿

大智庫 - 國際管治與創新中心的

演講中表示，加拿大的生物製

藥、健康、人工智慧、量子電

腦、海洋技術和航空航天部門都

是中國和俄羅斯等外國政府瞄準

的目標。他特別強調中國對加拿

大造成的戰略威脅，稱「這種威

脅不幸對加拿大公司造成了重大

傷害。我們失去了最具創新性的

技術和知識，等於我們國家的未

來被竊取了。」

Vigneault 並 提 到：「為中

國軍事和情報服務的振華數據信

息公司收集了 240 萬個人的敏感

數據。」又稱中國政府利用所謂

的「獵狐行動」來針對加拿大華

人進行威脅和恐嚇，讓他們保持

沉默，不發出異議聲音，這些秘

密行動損害加拿大的民主程序，

威脅加拿大公民的安全。不過，

Vigneault 強調：「中國威脅不是

來自中國人民，而是來自執政共

產黨，是透過各種戰略，在經濟

上、科技上、政治上和軍事上威

脅我們國家安全和主權活動。」

卡爾頓大學國際事務教授

Stephanie Carvin 曾是聯邦政府

的國家安全分析師，她說情報局

長這次罕見公開說明所掌握的情

報，凸顯了外國威脅的嚴重性。

「情報局瞭解它們不能只站在高

處監督，必須要對企業和公眾做

更好的宣導教育，也藉此向國會

和政府施壓，讓情報局能有更多

權力施展手腳。」

前加拿大駐華大使 David 
Mulroney 多次提及中國威脅問

題，他在推特上說情報局長直率

的批評中國，不僅有憑有據，也

警示渥太華不能再漠視問題。

加拿大情報局去年 12 月曾

向加拿大參與新冠狀病毒疫苗運

輸和分發行業有關的公司和機構

進行簡報，也提到中國威脅，當

時稱中國甚至可能會抓住員工把

柄加以利用脅迫，以竊取疫苗或

者是製造事故讓加拿大人對疫苗

的安全產生不信任。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10 日表示，加拿大情報高官的

言論「毫無事實根據，中國堅決

反對。」他說，加方應「停止對

中國的無端抹黑攻擊」。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Canadian telecom giant Telus (TSX: T) 
is being prob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ver its connections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controlled enter-
prises as part of a review of newly-public 
subsidiary Telus International (NYSE: TIXT) 
and its acquisition of Lionbridge AI, an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annotation firm. 

  According to the Canadian media outlet The 
Globe and Mail,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tellig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 
made the voluntary request to Telus to exam-
ine its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with Chi-
nese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such as ZTE 
and Huawei. While Huawei is currently on 
a Pentagon blacklist of “Communist Chi-
nese military companies” connected with 
the Party’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which places major restrictions on U.S. en-
tities’ abilities to do business with it, ZTE is 
merely listed a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by the FCC.

  The CEO of Telus International, Jeff Puritt, 

told The Globe and Mail he thinks the CFIUS 
probe is an “abuse of process,” but he decid-
ed to comply without putting up a fight.

  Puritt downplayed the severity and impli-
cation of the U.S. government probe: “The 
CFIUS folks came to us and said, ‘We’re 
not ready to give you our approval, but it’s 
not because we have any concerns about the 
transaction, but rather it’s because two of 
our sister departments, Justice and Defense, 
would like to use our CFIUS review process 
to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 relation-
ship that your parent company Telus has with 
some technology vendors from Asia.’”

  Telus International is paying $939 million for 
Lionbridge AI, a company that TIXT’s SEC 
Filings describe as “annotates data in text, im-
ages, videos and audio in more than 300 lan-
guages and dialects for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social media, search, retail and mobile.” 

  According to disclosures, Lionbridge AI’s 2020 
Adjusted Net Income was only $16.7 million. 

  Representatives from parent company Tel-
us met with the CFIUS and the Departments 
of Justice and Defense. Puritt expects the re-
view to conclude within February.

  In Canada, the telecom market is divided 
effectively among a cartel composed of Rog-
ers, Bell Canada, and Telus. According to a 
September study published by The Markup 
utilizing data from a 2016 FCC study, Canada 
is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countries on the 
planet to use mobile data, finding an average 
cost of 15 cents to refresh Twitter and $12.55 
to use Netflix for an hour. Canadian telecoms 
have certainly improved their plans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but not by much. 

  According to the Globe, Bell and Telus 
“used gear from Huawei extensively in their 
fourth-generation wireless infrastructure,” 
but have “vowed not to use Huawei gear for 
their fifth-generation networks unless Ottawa 
allows it.”

  Canada i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Five Eyes 

intelligence alliance, which includes Aus-
tralia, the UK, and New Zealand, that has 
failed to either ban or restrict Huawei equip-
ment from its 5G rollout. 

  One of the considerations the report exam-
ined is the financial impact of a ban on 
Huawei in Canada’s 5G network on Bell and 
Telus, noting the two had each already spent 
somewhere in the range of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to north of one billion dollars pur-
chasing Huawei equipment. 

  “Less known to the public is that Bell and 
Telus can potentially absorb such replace-
ment costs, given their steady annual net prof-
its in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e.g., $3 billion 
for Bell and $1.6 billion for Telus in 2018) 
and persistent annual increase in sharehold-
ers’ dividends (e.g., a 117 percent increase 
from 2008-2018 for Bell shareholders and 72 
percent increase for Telus from 2012-2018),” 
said the study, authored by Duanjie Chen, a 
Munk Senior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with a 
Ph.D. in economics.

Telus涉與陸國企交易 美國調查
Telus International Facing Review Over Parent Company’s China Dealings

五年內大學畢業港人
即可申請加國三年簽證

$639,000
448 Evanston View NW 三臥雙車庫獨立屋，
新屋頂，高天花，板地理位置絕佳

351 Coverdale Court NE三臥室獨立屋，
靠近購物中心，學校，大統華和高速路，
交通方便

$327,000
64 Glamis Gardens SW 靠近購物中心，
公園，學校和主幹道，三臥室單車庫鎮屋，
投資自住非常合算

1202-1078 6Ave SW 三臥室雙衛浴市中心高
層公寓，地下停車位儲藏室靠近河邊公園

$379,990$379,990

4519 Dalhart Road NW 學區房，步行到
CTrain, 全新裝修，後院朝向綠地可加蓋
車庫，地下室可以合法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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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837-9328 專業房產投資顧問●提供置業方案●買賣全程輔導●值得信賴 403-968-3735

$330,000$330,000

www.chenurban.cawww.chenurban.ca

（Shutter Stock）

【看中國訊】加拿大總理特

魯多 2 月 9 日宣布，從 2 月 15
日開始，任何通過陸路邊境進入

加拿大的人也需要提供武漢肺炎

（COVID-19）陰性檢測報告，

否則將面臨罰款。

特魯多說，該措施是要確保

所有加拿大國民的健康安全。

特魯多還表示，沒有提供測

試報告而想人境者可能會面臨最

高 3,000 加元的罰款。

加拿大政府之前已要求 1
月 7 日起，5 歲以上旅客在降落

加拿大之前，必須出示 3 天之

內測試的 COVID-19 PCR 測試

陰性證明。PCR 測試目前被視

為武漢肺炎測試的黃金標準。

此外，自 2 月 1 日起，所

有國際航班只限在加拿大溫哥

華、多倫多、蒙特利爾，卡爾加

里四個機場落地，入境加拿大者

需強制進行病毒檢測，在酒店隔

離 3 天，費用自付。

即使證明測試結果呈現陰性

的旅行者，抵加後仍必須完成強

制性的 14 天隔離。違反隔離法

規可能導致長達 6 個月的監禁，

或高達 75 萬加元的罰款。

加拿大情報局長公開批評中國威脅主權並竊取機密

2月15日起

陸路入加國需提供

COVID-19陰性證明

http://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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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統計局最新報

告顯示，去年 4 季度加國房價漲幅是自

2017 年以來之最。報告認為，疫情之

下，房價能有如此漲幅，是超低房貸利率

推動。

數據顯示，當季全國 6 大城市房價

指數漲 2.5%，漲幅 2017 年 2 季度以來

最大，其中獨立屋房價漲 3.5%，在各項

房屋類型中漲幅最大；公寓僅漲 0.16%，

漲幅最少。此外，獨立屋漲幅一直以來都

穩定領先。

自從 2020 年第三季度加國地產出現

購買潮後，加國人民對於房產市場的前景

充滿信心。Nanos 研究集團為彭博新聞

社進行的電話調查，約 52% 的受訪者認

為未來 6 個月房價會上漲。這是自 2008
年開始定期調查以來的最高水平。

Nanos 指出，對住房市場的樂觀看

法有助於推動市場情緒回到疫情前的水

平。加國正在處理第二波 COVID-19 疫

情及未完全解除封鎖，但這預示著一旦

封鎖措施解除，加國房地產將會迅速反

彈。

Nanos Research 目前每週都會對

250 名加拿大人進行調查，以瞭解他們對

個人財務、工作保障以及對經濟和房地產

價格的展望。「彭博社 Nanos 加拿大信

心指數」是基於四周民調回覆平均數而得

出的綜合指標，該指數已經連續第六週上

升，在今年 2 月中旬達到歷來最高。

【看中國訊】加國房市熾熱，全國房

產無懼武漢肺炎疫情（COVID-19）影

響，皆出現熱購潮。房產機構 Remax 提

醒新手投資者注意風險，並提供八大建

議，助新手成功投資。

1、投資前準備
地產投資需大量資金、時間和精力

投入，從前期資金成本到稅務，再到所

有相關持有成本等。投資前要問一下自

己以下問題：準備投多少錢投資？信用

是否良好？現有個人財力？用什麼錢作

首付，退休儲蓄、普通儲蓄還是投資？

打算最多借多少錢投資？此前是否有地

產投資經驗？

2、確保投資產生收益
投資地產可以產生的收益包括：隨

著時間增值收益；輔助收益，如投資公

寓等大型物業時；租客產生的現金流收

入等。這些與房產的年齡、位置、房型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選擇投資市場和

物業類型時，應充分考慮其未來可以創

造的收入來源。

3、投資前驗樓
市場行情火爆時，許多買家為搶佔先

機盡快搶到房子，甚至放棄驗樓這一步

驟。但投資物業時，這一步驟十分關鍵，

否則過戶後可能會面臨巨額維修和裝修帳

單。如果是住宅地基出問題需重大維修，

就十分不值得。

4、安排物業估價
物業估價和驗房一樣重要，據此瞭解

房子目前到底值多少錢？過去值多少錢？

未來可能值多少錢？更重要的是，買房後

做出租投資的，物業估價還會給出每月大

致租金供參考。

5、新手只投資一個物業
有投資經驗的人都知道，投資要成

功，一定要做到多樣化，攤分風險，但這

不適用於新手地產投資者。作為地產投資

新手，開始時一定要謹慎，一次只投資一

個物業。一開始就入手多個物業，時間和

精力分配多半會力不從心，切忌急功近利。

6、準備好退路
投資物業就像投資股票或基金一樣，

需備好退路。房市崩盤、新的物業稅種、

遇到租霸等等不可以預測的事情，都會導

致物業投資虧損。投資老手會建議新手，

投資物業前要想好退路。常見退路包括：

在市場面臨風險時裝修升級更方便轉手、

確保現金流以面對突發風險等。根據投資

時間點和資源，對這些退路進行分析和比

較，再選擇最適合自身情況和投資目標的

辦法。

7、熟悉房地產稅與法律
地產投資稅法極其複雜，投資地產聘

請稅法律師、地產律師或會計來管理投資

物業，也是一種保障。如果打算自己處理

一切，一定要對物業投資相關稅法有基本

瞭解。

加拿大地產稅法基本包括以下幾點：

購買物業時，需支付省轉讓稅、各省費

用不同；買新屋需支付 GST 稅；《加拿

大個稅法》（CITA）每年徵收出租物業

毛租金收入 25% 的收入稅；投資者通常

面臨 2 類支出，即資本支出和運營管理

支出；非居民投資者出售加拿大物業，

50% 需上繳聯邦政府。

8、留夠6個月備用金
每個投資物業，最好至少留下足夠 6

個月備用金。即使市場行情火爆，或過去

18 個月內投資穩賺不賠，為保險起見，

手頭也要留些備用金。市場隨時會崩塌，

找租客需時間，又或者出現緊急維修等重

大支出。因此手頭要有足夠備用金，可放

在產生利息收入的帳戶內，碰到這些情況

就不會驚慌失措，也無需一有問題就找銀

行貸款增加成本，順利渡過難關。

如今銀行存款利率幾乎為歷史最低，

加上貸款利率超低，加拿大地產行情火

爆，地產投資日益受追捧。無論是半獨立

屋，還是一臥公寓，買賣投資都相當紅

火。初涉地產投資的，肯定會碰到挑戰，

在高回報、誘人的利潤面前，投資者更應

做好風險管理，才能在這個利好投資的市

場中如魚得水。

以上建議僅供參考，不能作為正式法

律建議，投資物業時最好諮詢專業律師。

疫情衝擊加國房市仍穩固

購房
律師費
全免

搬家資訊
綜合服務

精心打造
室內設計
方案可選

今天就上網查詢購房
福利以及更多相關信息吧！

一起來了解

的便捷

購房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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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建議助初涉房產投資者

https://www.excel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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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

世衛組織在中國進行

的武漢肺炎病毒溯源調查

結束。世衛組織經調查後得

出的結論與中共當局一直

以來宣傳的觀點如出一轍，

這令外界生疑。

世衛公布調查結果 與中共宣傳一致

世衛：排除病毒 
實驗室外泄

週二，由中國和世衛組織就

武漢肺炎病毒溯源調查的聯合專

家組舉行新聞發布會，公布現階

段調查的初步結論。溯源調查小

組表示，他們沒有能夠破解疫情

的起源，但認為病毒從動物通過

宿主傳染給人的可能性最大。

世衛代表團團長彼得．

本． 安 巴 雷 克（Peter Ben 
Embarek）解釋說，「最有可能

的」假定是病毒從第一種動物傳

播到第二種動物，然後再感染了

人類。至於病毒源頭是哪種動

物，調查尚未給出結論。這一線

索還需要「更具體和更有針對性

的研究」。

世衛專家還排除了病毒由實

驗室泄漏之說。安巴雷克說，

「研究結果表明，實驗室事件的

假設極不可能解釋成病毒引入人

類群體的原因。因此，我們建議

未來的研究不把這當作是一個假

知道，有重要的證據表明，這很

可能來自那個實驗室，」

福克斯「美國新聞室」主持

人海默問到，「所以，你認為它

來自實驗室的觀點沒有任何改

變？」「一點都沒有，」蓬佩奧

回答道。

前國務卿認為，世衛不值得

信任。「我們之所以離開世界衛

生組織，是因為我們開始相信它

已經腐敗和被政治化。它在向習

近平書記屈膝。」

中國問題專家：病毒 
溯源唯有公開情報

中國問題專家章家敦表示，

世衛考察組放棄調查武漢實驗室

並不意外。他同時提出，要向知

道病毒的起源，唯有美國公開掌

握的情報。

「世界衛生組織考察團在武

漢病毒研究所呆了三個半小時，

怎麼能對中共病毒的來源做出任

何判斷？」他反問道。

「考察組似乎急於做出判

斷，一個支持中共關於病毒來源

的荒謬理論的判斷，」他繼續說

道。「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最

初，科學界攻擊實驗室泄漏的說

法，有些人這樣做是出於政治原

因。」章家敦也不認為世衛有公

信力。

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希爾頓本

設，……以瞭解病毒的起源。」

該團隊在淡化病毒來自武漢

的說法後，又特別提到了病毒在

冷凍狀態下存在的可能性，指

「病毒可以在冷凍狀態下生存，

但是，病毒是否通過這樣的方式

傳播到人類，目前沒有定論，值

得進一步調查。」

外界觀察到，世衛團隊提出

的兩個觀點：排除實驗室外泄、

冷凍食品貿易是可能的傳播途

徑。這也與中國官方自疫情爆發

以來的一貫說法幾乎一致。自由

亞洲電臺認為，中共當局這次借

由外國專家的口，又一次向世界

傳播其觀點。

世界衛生組織顧問梅茨爾

（Jamie Metzl）在福克斯的節目

中，批評該組織對武漢病毒起源

的調查，沒有足夠認真地考慮

實驗室意外泄漏的可能性，並

稱「實際調查是由中國當局完成

的。所以，世衛的調查人員基本

上是接受中國官員的報告。」

蓬佩奧：病毒源自 
實驗室有證據

蓬佩奧週二告訴福克斯新

聞，他相信世衛組織官員的行為

符合中共的最佳利益。並且有

「重要證據」表明，全球疫情確

實源於武漢一家實驗室。

「我希望他們今天宣布的情

況不是這樣。我會期待看到他們

的報告和分析，但我不相信他們

得到了他們需要的訪問權。我知

道他們沒有及時獲得他們所需要

的許可權。」蓬佩奧說，「我還

2021年 2月 9日，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恩巴瑞克 Peter Ben Embarek

在結束武漢病毒起源調查之行的新聞會上發言。（Getty Images）

月稍早披露了有關疫情可能來源

的證據，有人指控武漢病毒研究

所可能將病毒泄露到周邊社區，

從而導致了最初的疫情。

專門研究野生動物疾病的美

國動物學家達斯扎克，也是世衛

組織考察團的成員，表示專家組

調查的問題包括第一批病例是什

麼、與動物的聯繫、以及進口冷

凍食品可能扮演了什麼角色。

希爾頓本月早些時候曝光

的證據顯示，達斯扎克與 2014
年的一個研究項目有關，該項

目旨在評估蝙蝠等野生動物出

現中共病毒 ( 又稱新冠狀病毒，

COVID-19) 的風險，其主要目

標之一是研究什麼病毒會同時影

響動物和人類。

達斯扎克把這個項目分包給

了武漢病毒研究所。隨後，該研

究所開始從蝙蝠的糞便中進行新

病毒的基因工程，並將病毒感染

給人類細胞。

章家敦也對達斯扎克提出質

疑，「達斯扎克是武漢病毒研究

所合作的美國著名科學家，也是

世衛組織考察團的成員。上個月

他承認他曾為保護中國同事，

在 2020 年初試圖證明中共病毒

不是源於實驗室。致命的病毒從

中共實驗室中逃逸，令人痛心疾

首。比如 2004 年 SARS 病毒曾

從中共設施中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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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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去年 8 月澳籍電視節目主持

人成蕾在北京遭拘留。近日澳洲

當局證實，中共當局已正式逮

捕成蕾，理由是「非法向海外供

應國家機密」，但具體詳情未說

明。為此，成蕾家人首次向外界

發聲。

據悉，成蕾被關在一個沒有

新鮮空氣、自然光線的牢房中，

警衛人員最近還加強限制她寫信

與運動。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2
月 8 日也在例行記者會上證實，

成蕾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

祕密」。至於成蕾是向哪國「洩

漏國家祕密」，汪文斌以本案

「正在辦理中」為由，不願提供

更多信息。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ABC 報

導，北京當局有關部門未提供更

多關於成蕾「非法向海外提供國

家機密」的細節，但依照中共法

律，這類罪行可以有多種量刑方

式，其中也包括無期徒刑。

根據成蕾外甥女透露，他們

對成蕾的案子一無所知，「我們

不清楚她是否只是捲入自己都沒

有意識到的事情當中。但我們知

道，她已經被拘留了五個半月，

而且她的狀況越來越差。」

法國《世界報》指出，中共

當局指控一名官媒員工的行為極

為罕見。澳洲官方去年 7 月就

已向其國民示警，在中國大陸恐

有遭「恣意拘留」的風險。

資料顯示， 2012 年至今，

成蕾一直擔任 CGTN 的主播和

記者，CGTN 是中共支持、針

對海外觀眾的英語頻道，隸屬中

央廣播電視總臺。

5千億貿易順差 4千億消失
北京批捕

前央視主播成蕾

【看中國記者李靜汝綜合報

導】 近日，李克強總理在中國新

年到來之際，在人民大會堂會見

在華工作的外國專家代表，並在

同他們的座談交流會上發出明確

信號：更大力度縮減負面清單，

吸引更多外資進入中國。

經濟人士指出，目前中國經

濟面臨諸多困境，如產業鏈嚴重

斷裂，很多外資撤離，加上受到

疫情影響，內循環政策已顯出惡

性循環端倪，此刻急需新的外資

注入。那李克強發出的吸引外資

信號能奏效嗎？目前中國經濟和

金融市場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甚

麼？《看中國》記者就此採訪了

南卡來羅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

謝田。

據悉，李克強在對外國專

家座談會上提到，「中國人口眾

多，經濟還在不斷發展，我們的

市場潛力巨大。」大陸媒體把李

克強的話作為中共對外的一個明

確信號。謝田對此表示，你可以

說這是李克強的一個求救信號，

或者呼救信號，表明中國急需吸

引外資。

謝田認為，其實，現在中國

經濟金融已經陷入了新的困境。

「我們知道中國現在金融業，銀

行業，或者融資平臺，爆雷的現

象層出不窮，剛剛最近發生的，

就是華夏幸福「爆雷」事件。還

有前不久海航的破產事件，中共

甚至不願意通過破產清算來保護

股東的權益，保護股民的權益，

而是採取了資產重組，換句話說

又把這個呆帳、壞帳，這些爛資

產變成股份，讓更多的股民來承

受，並且把國有銀行的資本陷入

其中。像海航這樣的企業，實際

上就是中共權貴，從國家身上、

從國庫裡撈取資產、撈取錢財的

一個工具。中國金融事實上已經

被給掏空了。」

據悉，李克強在座談會上還

強調：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需

要也必須要有金融的支撐。需要

發展壯大資本市場，開發多種金

融產品。謝田對此表示：「在過

去的兩年，我們看到川普的貿易

戰本來打得非常順手順心，但是

後來瘟疫使這個基本上是停滯下

來了。現在拜登上臺後，貿易戰

很可能因此中斷，讓中共有喘息

的機會。實際上去年底的時候，

中共也意識到這個危機，它表示

要開放金融，允許這些西方投資

家去中國，並且可以 51% 的控

股，甚至可以獨資，但實際上去

年中共的這個號召沒甚麼奏效。

因為我們知道產業鏈已經轉移出

中國，製造業離開中國，中國經

濟顯然已陷入了泥潭。華爾街也

並沒有那麼看好大陸市場。」

謝田進一步指出，中共雖然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近來新興語音社群平臺

「Clubhouse」爆紅，引來大批中

國用戶，為避免當局言論審查也

紛紛加入該平臺。然而，最新消

息 指，「Clubhouse」2 月 8 日

傍晚開始也遭到當局封殺。

英國路透社稍早報導，新興

語音社群平臺「Clubhouse」，

全 球 只 供 搭 載 蘋 果（Apple 
Inc.）iOS 應用程序的裝置使

用，如果使用者人在中國大陸，

只要透過更改應用程序商店位

置，便可取得 Clubhouse，且中

共當局未對其進行言論審查。

因此，Clubhouse 平臺上吸

引了大批中港臺網友，談論兩岸

及香港政治問題，甚至還有新疆

維吾爾人分享在新疆的生活、親

友在集中營裡的遭遇，讓不少中

國網友震驚。而就在 Clubhouse
在中國大陸走紅之際，當局展開

封殺行動。

有網友反映，2 月 8 日傍晚

7 時左右，在大陸已經無法使用

Clubhouse 平臺，也就是若使

用「+86」（中國電話區號）為

開頭的手機號碼都無法再收到

Clubhouse無言論審查 遭北京封殺
Clubhouse 軟件的驗證短信。

此外，Clubhouse 軟件也不

提供更改用戶手機號碼的功能，

這意味著用戶一旦退出登入或更

換手機，即無法再登入，也無法

註冊新帳號。對此，網友紛紛

在微博表示，「剛火兩天就被牆

了」、「突然就 SSL error 了」、

「登不進去了，慶幸及時體驗了

一把，感受到了那份久違的秩序

感、互聯網禮儀」。

公開資料顯示，Clubhouse
是一款由軟件公司阿爾法探索公

司（Alpha Exploration Co.）所

發布的社群網絡服務行動應用程

序，成立時間不足一年，但全球

下載量卻超過 240 萬次，不少名

人都有參與聊天。其中，電動車

大廠特斯拉（Tesla）執行長馬

斯克（Elon Musk），和網絡券

商羅賓漢（Robinhood）執行長

泰內夫（Vlad Tenev）在平臺

上的對話，就引發民眾關注。

Clubhouse 的使用方法是必

須先取得「邀請碼」，才能註冊

帳戶。有消息指，目前在淘寶

等網絡購物平臺上販售的「邀請

碼」，已全部被下架。

放鬆了條件，但是沒有吸引到很

多華爾街進入中國。「很多公司

只是口頭上說我要去看看，但是

沒有任何實質行動。現在沒有任

何外資真正進入中國，而中國自

己的外資迅速地流失，中國的外

匯儲備在減少，最近又發現雖然

去年中共有 5 千億的貿易順差，

但 4 千億不知去向，實際上中

共權貴在迅速的捲款潛逃。這個

時候要填補這個窟窿，現在李克

強又告訴人家說，中國要甚麼壯

大資本市場，開發多種金融產

品，這個顯然就是一個巨大的黑

洞，巨大的欺詐漩渦。

謝田認為，華爾街進入中

國後，實際上多多少少都被中共

欺騙。中共壯大後，現在反而變

成了西方最大的威脅。所以這次

他們雖然再次收到吸引外資的信

號，但「他們不會行動」，「李克

強的呼籲恐怕是要白費心機了」。

https://zenbyavalon.com/rockland-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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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

馬雲控制的螞蟻集團在上

市前夕被官方叫停，最新曝

光的投資協議顯示，海外金

融投資者多達140億美元的
資金被螞蟻集團綁牢，目前

離場無路。

根據《華爾街日報》取得海

外投資者在 2018 年與螞蟻集團

達成的投資協議條款顯示，螞蟻

集團與全球投資者在 2018 年 6
月達成協議，籌得 140 億元（美

元，下同）資金，成為當時全

球市值最高的金融科技集團。

其中，新加坡政府投資公

司（GIC） 投 資 了 7.8 億 元、

馬來西亞國庫控股（Khazanah 
Nasional）投資了 6.5 億元、加

拿大退休金計畫投資局（CPP 
Investment Board） 投 資 6 億

元。 美 國 銀 湖 資 本（Silver 
Lake）、 華 平 投 資（Warburg 
Pincus LLC）、 凱 雷 集 團

（Carlyle Group Inc.）、普信集

團（T.Rowe Price Group Inc.）
的投資金額也分別達 5 億元 
以上。

知情人士指出，螞蟻集團集

美國股市多空大戰，這場風波的根本原因在哪裡呢？（Adobe Stock）

資金額當中，超過 100 億元由

其離岸空殼公司所籌得。螞蟻集

團為了確保在中國獲得經營許

可，必須在中國註冊，但這做法

會限制公司直接向外國投資者集

資的能力，因此通過成立離岸空

殼公司進行集資。

而當時螞蟻集團與海外投資

者簽訂的投資協議，沒有提供上

市時間表。只有上市之後，才會

給投資者提供董事局席位和投票

權；一旦上市計畫不成功，亦沒

有提供回報保證，並限制投資者

撤資，對海外投資者非常不利。

《蘋果日報》分析指，一般

初創企業集資時，會給予投資

財經簡訊

者「退股權」（exit rights），承

諾在某個年期內上市，否則須贖

回其股份並支付承諾的回報。另

外，該投資協議也沒有反稀釋條

款（anti-dilution provisions），
意味螞蟻集團日後巿值一旦下

跌，投資者將要蒙受損失。

螞蟻集團去年宣布在香港

和上海兩地上市，集資超過 340
億元，當時公司估值超過 3,000
億元。不過，在 11 月初突然被

官方叫停。

外界認為是螞蟻集團的實際

控制人馬雲引發了當局的不滿。

此前，海外投資者原計畫在

螞蟻集團上市後，把股份轉換成

國際金融大鱷被螞蟻集團套牢
香港股票，賬面賺取超過 80%
利潤；上巿進程被官方叫停後，

螞蟻集團的投資協議中只承諾，

在公司上市後，以 15% 複式年

利率贖回沒有落實股份轉換的部

分，但沒有承諾具體上市期限，

因此多達 140 億元的海外資金

已被綁牢，目前離場無路。

金 杜 律 師 事 務 所

（King&Wood Mallesons） 合

夥人李大誠（Rocky Lee）表

示，螞蟻集團是全球最炙手可熱

的公司，國際投資者甘願簽署有

關投資協議，「他們無權要求離

場；他們在董事局沒有席位；他

們作為小股東，不太能影響公

司，他們真的什麼也不能做……

只能耐心等待。」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

究 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研究

員馬永哲（Martin Chorzempa）
表示，過去，外界相信馬雲與政

府關係友好，可免受監管困擾。

但目前螞蟻集團前景不明，能否

再次上市也是未知之數。

2 月 3 日，據《彭博社》報

導，螞蟻集團與金融監管部門就

重組方案達成一致，將所有業務

重整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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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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西北區

卡城東北區 卡城東北區

卡城西北區 卡城西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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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至 1 月 1 日期間看房需預約，1 月 2 日起恢復正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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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錯漏除外（E&OE）

中國市場監管總局等  
5家機關約談特斯拉
【看中國訊】據路透社報

導，就消費者近期反映的電池起

火、暴衝、軟件更新失敗等問

題，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

局 2 月 8 日表示，連同工業和

信息化部、應急管理部、國家互

聯網信息辦公室、交通運輸部

共 5 個單位，已集體約談特斯

拉（Tesla），要求特斯拉確實遵

守中國法律，保障消費者權益。

市監總局並未提及約談的具體日

期，特斯拉並未受到此消息影

響，盤前仍走高。

萬達影視2年虧110億 
內容版圖全面潰敗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

報導，在疫情的衝擊下，中國萬

達集團旗下的萬達影視損失慘

重。該公司預計，2020 年虧損

最高將達到 69.5 億元人民幣，

再加上 2019 年高達 47.29 億元

的虧損，預計萬達影視兩年下來

大約虧損逾 110 億元人民幣。

此外，萬達影視面臨鉅額虧損的

原因，除了疫情衝擊以外，在內

容版圖上「全面崩潰」，也是重

要因素。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截至目前，除了河北省和黑

龍江省外，其餘 29 個省均在政

府工作報告中明確了 2021 年經

濟增長預期目標。

整體來看，29 個省設定的

2021 年 GDP 增速目標均不低

於 6%，湖北、海南設定的目標

目前最高，為 10% 以上。

1 月 18 日，中國國家統計局

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 2020 年

GDP 總量首次超過百萬億元，

GDP 同比增長 2.3%。

從過往GDP總量數據來看，

廣東省、江蘇省和山東省位居前

3 名，這 3 個經濟大省的 2021 年

GDP 增速目標均為 6% 以上。

廣東省 2020 年 GDP 首次

超 11 萬億元，同比增長 2.3%。

江蘇省 2020 年 GDP 首次突破

10 萬億元，比上年增長 3.7%。

山 東 省 2020 年 GDP 為 7 兆

3129.0億元，比上年增長3.6%。

在 29 個省分中，湖北和海

南設定的 GDP 增速目標最高，

為 10% 以上。

湖北省 2020 年 GDP 增速

是負增長。在當局強制封閉的

防疫措施造成經濟停滯 76 天的

巨大衝擊後，湖北 2020 年一

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 GDP
分 別 下 降 39.2%、19.3%、

10.4%，全年降幅收窄至5.0%。

泡沫已現 GDP目標怎麼辦 在中國地區間經濟差異巨大

的現實面前，衡量評價地區間經

濟高下的標準似乎只剩下 GDP
這唯一的指標。而另一邊是學者

不斷呼籲取消唯 GDP 至上的官

方考核目標，例如，中國央行

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就表

示，經濟泡沫已經出現，應取消

GDP 增長目標。

據路透社消息，中國 2021
年將可能不設經濟增長目標，因

擔心可能鼓勵各省增加債務。

https://partners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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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樹清領銜打擊馬雲布小林病情不明 替換人盤點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兩會」已於

1 月 30 日閉幕，自治區政府主

席布小林 1 月 26 日在人大會議

宣讀〈政府工作報告〉時突然暈

倒，被抬下講臺，直到人大閉

幕，至今仍未現身。

港媒《明報》刊文分析指，

布小林此次身體如能恢復，兩年

後應該也可躋身中共國家級領導

人行列；如果布小林短期無法康

復，其繼任人就必須在現有中共

副部級蒙古族官員中產生。

文章認為，在中共十九屆候

補中委中，有兩名蒙古族副部級

高官，都是女性，一人是內蒙古

自治區常委兼呼和浩特市委書記

王莉霞；另一人是湖南省委副書

記烏蘭。這兩人有可能是布小林

的接任者。

未滿 57 歲的王莉霞現任呼

和浩特市委書記，蒙古族官員，

早前一直在陝西任職，2016 年

10 月調到內蒙古。她與內蒙古

人事牽扯較少，但資歷稍淺。

而 58 歲的烏蘭傳與後來

涉貪受處理的楊晶有關聯，在

2016 年被調離內蒙古，南下湖

南，似被排除在內蒙古接班梯隊

之外。

烏蘭曾長期在共青團系統任

職。 2000 年 2 月，離開共青團

系統；先後擔任中共內蒙古伊克

昭盟盟委副書記，鄂爾多斯市市

委副書記。 2003 年 3 月，任巴

彥淖爾盟盟委副書記、盟長。

2003 年 11 月，任內蒙古自治

區副主席。 2006 年 11 月，任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宣

傳部部長。 2016 年 10 月，任

中共湖南省委副書記。

現年 68 歲的楊晶，在內蒙

古任職逾 30 年。 2012 年起，

楊晶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次年兼

任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國

務院機關黨組書記等職，成為李

克強的「大管家」。

2018 年 2 月 24 日， 中 紀

委給予楊晶留黨察看一年、行政

撤職處分，降為正部長級。同

日，楊晶的國務委員、國務院秘

書長職務也被撤銷。

港媒《東方日報》報導，楊

晶有濃厚的「團派」色彩，在內

蒙擔任團委書記時便與令計劃搭

上關係；二是楊晶有生活作風問

題。另有港媒稱，楊晶捲入「明

天系」掌門人肖建華案，肖建華

於 2017 年初被抓後，做了徹底

交代，涉及到楊晶。

【看中國訊】中國金融科技

巨頭螞蟻集團深陷監管風暴，

令中共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的

地位扶搖直上，英國《金融時

報》報導，郭樹清的權力甚至逼

近習近平重臣劉鶴。

報導指出，長期以來，習

近平一直不信任私營企業家，

認為他們對共產黨政權構成威

脅。

導援引一名央行顧問表

示，習近平希望對金融業進行

監管，而郭樹清將習近平的思

想付諸實踐，並給曾批准螞蟻

集團 IPO 案的監管機構施加壓

力。官員們透露，郭樹清希望

繼承劉鶴的地位。

近期中共央行收緊對螞蟻

集團的控制，推出新的反壟斷

法草案，可能會迫使螞蟻集團

的支付部門被分拆。

路透社 2 月 4 日報導引述

知情人士消息，螞蟻集團計畫

剝離消費信貸數據業務，對監

管機構做出讓步。這將有助於

這家金融科技巨擘重啟首次公

開發行 (IPO)。
現年 65 歲的郭樹清曾長期

在中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

會任職。

去年 12 月 8 日，郭樹清在

新加坡金融科技節形容中國共

金融科技應用整體上在法律規

範和風險監管等方面，是「摸著

石頭過河」。

郭樹清並說一些大型科技

公司涉足各類金融和科技領

域，跨界混業經營，中國金融

需要「及時精準拆彈，消除新的

系統性風險隱患。」

近期，中共中紀委、中組

部、國家監察委員會聯合印發了

一份通知。其中，在地方領導

班子換屆方面，通知明列了 10
個「嚴禁」，包括：嚴禁結黨營

私、嚴禁拉票賄選、嚴禁買官賣

官、嚴禁跑官要官、嚴禁個人說

了算、嚴禁說情打招呼、嚴禁違

規用人、嚴禁跑風漏氣、嚴禁弄

虛作假、嚴禁干擾換屆。

對此，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

時，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

授林和立認為，北京當局發布的

10 個「嚴禁」是與習近平二十

大權力布局有關。他說，此舉是

要進一步鞏固習近平的權力。

二十大習近平會留下來，雖然他

的任期在明年就滿 10 年了，但

作為中共高層的核心，習近平不

會退下來。可是，他也害怕有一

些官員批評他。

林和立說：「假如他健康許

可的話，他可能會多幹 5 年，甚

至於 10 年，到 2032 年二十一

屆黨的大會。所以，那些規矩跟

其他黨內的紀律方面，主要是要

鞏固這個習核心的地位。」

林和立表示，儘管習近平有

不少政敵，但目前他的政敵還沒

有一個派系或者個人有挑戰習

近平權力的實力。無論是「上海

幫」，還是團派，現在的實力都

無法挑戰習近平。

臺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

所榮譽教授趙春山表示，利用打

貪「立威」，這是習近平在中共

官場常用的手法。因此，頒布

10 個「嚴禁」形同寒蟬效應，

這可以幫助習近平鞏固權力，並

且消除反對的聲音。

2 月 4 日，時政評論家陳

破空表示，每一個禁令都充滿

了「諷刺」和「黑色幽默」，都

在指向習近平本人。其實中共官

場只有指定人選之「小圈子」、

「鳥籠式」和「走過場」的選舉，

而且非常盛行賄選歪風。

陳破空還說，黨媒、官媒在

中共的操控下，不但弄虛作假和

洩漏換屆人事安排等機密，這時

常會違反上述禁令。

《印 度 論 壇 報》（Tribune 
India）發表了原印度駐丹麥大

使 約 格 什． 古 普 塔（Yogesh 
Gupta）的一篇評論文章，文章

分析了習近平自從出任中共中央

總書記之後，整肅清洗超過百萬

人，其主因是缺乏安全感。

古普塔認為，中共國防政策

制定部門的變化，意味著現在軍

隊將只聽命於習近平本人，而不

再是由中國共產黨（CCP）指

揮。在更早的時候，習近平就取

消了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執政的

任期限制，獲得了不受限制的

權力，使自己被成為中共的「核

心」，他的思想也如同毛澤東一

樣寫入黨章。許多觀察家認為，

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國已經從

一黨制轉變為一人制。

美國前加州大學伯克利新

聞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奧維爾．

謝爾（Orville Schell，中文名：

夏偉）教授和其他漢學家認為，

作為一個政黨，中共本身仍然沒

有足夠的安全感，包括毛澤東和

習近平等中共領導人更是如此。

因為中共領導人意識到該黨的

「歷史責任」，以及它對中國人

民和外國人犯下的許多錯誤。

同樣，習近平更是沒有安全

感，因為他與毛澤東和鄧小平不

同，在群眾、黨內或軍隊中沒有

基層的支持，他需要從體制上來

鞏固自己的權力。

習近平憑藉「反腐」運動和

其他清洗行動，樹立了大量政

敵，他永遠無法確定敵人會在何

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密謀反對

他。因此，習近平必須時刻保持

警惕，以消滅任何反對派。

「十禁」彰顯出習近平的心病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綜合

報導】由於北京當局並沒

有確立習近平的接班人，

因此中共二十大的重點應

是圍繞習近平的第三個任

期為中心展開。近期正值

地方兩會換屆期間，中紀

委頒布了有關 10 個「嚴
禁」的通知，此舉不僅為了

鞏固習近平的權力，還彰

顯了他的一大心病：沒有安

全感。

儘管掌控了核心權力，習近平還是缺乏安全感。(Getty Images）

傳崔天凱將退休 駐美大使5人選 1人呼聲最高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美國政府換屆後，美中關係

會如何發展，受到各界矚目。在

職達 7 年的駐美大使崔天凱盛

傳即將屆齡退休，接替者傳出有

5 人選，1 人呼聲最高。

據臺媒《上報》2 月 9 日刊

文分析，依中國外交系統慣例，

從 1998 年的李肇星到 2013 年

崔天凱，均由外交部副部長外派

出任，但崔天凱的前任張業遂是

唯一例外，他是由中共駐聯合國

大使職位轉任，兩年之後卸下駐

美大使一職，再出任副部長。

文章指，現任外交部副部長

馬朝旭接棒的呼聲最高。

公開資料顯示，現年 58 歲

的馬朝旭，在中共外交部五名副

部長中排名第三，目前分管國際

組織及軍控業務。馬朝旭曾任中

共外交部第 24 位新聞發言人、

中共外交部長助理、中國駐澳大

利亞聯邦大使、中國常駐聯合國

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

織代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

文章還稱，鑒於中共對美政

策由現任國安委成員、中央外事

辦主任楊潔篪一手操盤，下一任

駐美大使也可能來自楊潔篪的下

屬；人選可能包括剛調回北京的

中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中

共中央外事辦副主任鄧洪波，以

及中共中央外事另一名副主任劉

建超等。

文章認為，近期楊潔篪頻繁

針對美中關係發言，特別是作為

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上任後首次通話的

中方代表，增加了可能性。

68 歲的駐美大使崔天凱，

打破了歷任駐美大使的任期記

錄。文章也提到，崔天凱駐美

期間，經歷美中關係起伏，近

幾年更被形容為「建交以來最低

點」，去職傳言一再出現。過去

歷屆中國駐美大使返國後，多升

任部長或部級職位，但崔天凱未

能再獲高升，在近年中共外交系

統中也屬特例。

近日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又

「禍從口出」。去年北京曾指武

漢肺炎病毒來源於美國後，被美

國川普 ( 特朗普 ) 政府、以及美

學術界嚴厲駁斥；美國總統拜登

上任後，崔天凱再次暗示，病毒

可能起源於美國，該說法立刻遭

到美國會議員和參加武漢肺炎起

源調查的專家痛斥。

2 月 7 日，在接受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 CNN 採訪中，崔天

凱竟建議世界衛生組織應調查病

毒是不是始於美國，而不是應該

調查武漢。美聯邦參議員瑪莎 ·
布萊克 8 日轉推這篇報導時這

樣評論道，「停止散佈謊言和虛

假宣傳，全世界都知道病毒起源

於中國。」

另據港媒《旺報》今年 1 月

初報導，中共外交系統的「大換

血」即將展開，外交部排名第三

的副部長馬朝旭，將接替崔天凱

出任駐美大使；外交部常務副部

長樂玉成則是下屆外長的熱門人

選。據悉，現任中共外交部長王

毅已經 68 歲了，超齡服役。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Hong Kong / Taiwan A9看港台2021年 2月11日—2月17日    第145期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昨日（9
日）在記者會上強調，1996
年 5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對中

國《國籍法》在香港的實施作解

釋，指即使香港人擁有外國國籍

和居留權，但在香港他們就屬於

中國公民，不可以在中國領土內

享有他國的領事保護。

本月初，加拿大全球事務

部曾表示，一名同時擁有加拿

看中國記者李懷橘綜合報導

本月8日，英國駐港總領
事館更新國民外遊指引，稱

獲悉香港和中國政府皆不承

認雙重國籍，若擁有英國國

籍，而且未放棄中國國籍者，

即使以英國護照入境，皆被

當局視為中國公民；如此情況

下，英國領事館或不能向該人

士提供領事協助；除非其人

已經完成放棄中國國籍的手

續，並攜帶相關證明在身。

持中國籍 或不可獲領事協助

大和中國國籍的被捕人士，被

香港政府告知要在國籍中兩選

一；若宣稱是加拿大籍，則失去

中國籍和香港居留權；若宣稱是

中國籍，則失去加拿大政府的

保護。但加拿大組織「Alliance 
Canada Hong Kong」代表王卓

妍（Cherie Wong）稱，不少雙

重國籍者被中共視為異議人士，

對政權構成威脅，因此強行剝奪

他們的外籍身份，以方便當局進

行打壓。

她稱，按照加拿大法律，如

果放棄加拿大公民的身份，申請

人需填寫正式表格，並親自前往

加拿大領事館申請，而非在當局

的威脅下，說放棄就放棄的。

2020 年 6 月 30 日， 加 拿

大公民孫茜在被羈押 3 年後遭

中共非法判刑 8 年，並在當局

威脅下宣佈放棄加拿大國籍。孫

茜是億萬富賈，僅因為修煉法

輪功而遭中共迫害。對於「被放

棄」加拿大國籍，加國前自由黨

司法部長科特勒（Irwin Cotler）
指出，這是孫茜是在中共折磨和

脅迫下的無奈之舉，加拿大政府

對此不應默許和承認，孫茜仍是

加拿大公民。

據加拿大外交部的數據顯

示，有約 200 名加拿大公民被

關押在中國監獄。

據《溫哥華星報》指，前

任加國駐華大使的趙樸（Guy 
Saint-Jacque）表示，國際條約

和議定書使加國政府很難為其

中許多人進行領事保護。有些

華裔加拿大公民持中文證件進

入中國，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

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當中指

加專家：誰應該統治台灣?
【看中國訊】加拿大政

治學家、滑鐵盧大學巴爾西

利國際事務學院的大學研

究主席兼政治學教授韋爾奇

（David A.Welch）日前投
書《環球郵報》，分析台灣兩

岸關係。

他在文中提到，因為自己

教的是國際政治，遇到過很多

中國學生，與他們私下交談時總

是會問他們對台灣的看法，而他

們的回答都是「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不過，現在與 30 年前

提出這個問題時相比，現在很多

中國學生不再慷慨激昂，他們對

台灣沒有太多的強烈感情，反倒

更有興趣找到好工作、買車、買

房等等。以此來看，雖然中國主

席習近平希望將「統一台灣」成

為卸任時的「政治遺產」，因此

對台灣施以各種打壓，但台灣並

非「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是富

裕、自治的民主國家，台灣人拒

絕被共產獨裁統治，希望能生活

在和平之中。

韋爾奇表示，在中國的打

壓之下，台灣缺乏國際支持，現

在只有以小島國為主的 15 個國

家，與台建立外交關係，其他國

家則被「約束」外交功能。

例如台灣在渥太華的大使

館被稱為「辦事處」，大使稱為

「代表」，這種情況，在北京與

台北都堅持自己是「中國唯一合

法的統治者」的前提下就說得通

了，但台灣很久以前就對「執政

中國」沒興趣了，現在的問題是

「誰應該合法統治台灣？」

他表示，一場中國武漢肺炎

疫情的蔓延，讓國際看到了台灣

的存在，包括最關鍵的半導體行

業在內的全球供應鏈地位，「台

港府上訴 黎智英被撤保

如果任何人士於某國宣示自己

屬某個國籍，他就不能再聲稱

自己是另一國公民並獲得相關

領事保護，因此北京可以在這

些情況下拒絕領事行駛訪問權

或探視權。

趙樸還指，根據中共的司法

制度，定罪率高達 99.9%，「在

中共體制中，他們可以拘留你，

走審訊過場，最後他們決定是否

會正式逮捕並正式指控你。」已

獲得其他國家公民身份的中國

人，若沒有完成放棄中國國籍的

手續，並攜帶相關證明在身；而

又不幸在回國期間成為中共當局

的迫害目標，當局會一律視其人

為「中國公民」，無法獲得已入

籍國家的領事保護。

目前有 10 個主要國家承認

BNO 為合法旅遊證件，包括：

美國、英國、澳洲、紐西蘭、加

拿大、德國、法國、西班牙、日

本和台灣。

台灣福衛7號系統
部署完成

【看中國訊】中華民國科技

部 8 日宣布，3 日已成功地將福

爾摩沙衛星 7 號星系（福衛 7
號，含 6 枚衛星）全部佈署於

高度 540 到 550 公里的任務軌

道，可以提供 24 小時的均勻分

佈的電離層與大氣層的觀測資

料，未來可降低天氣預報誤差

約 10%。福衛 7 號以掩星技術

來進行觀測，同時接收了美國的

GPS 與俄國的 GLONASS 的訊

號，每天可提供南北緯 50 度之

間大約 4000 點大氣垂直剖線的

資料。

BNO（左）及香港特區護照（右）。（英國政府新聞網）

灣太重要了，不能放棄」。而且

台灣位於世界上人流量最大的空

中走廊之一，也具有巨大的戰略

價值，因此一些國家開始明確表

達支持。「更多支持的國家應該

勇敢站出來，以為挺台會招來中

國報復的想法已經落伍，當世界

越來越重視台灣，北京想武力犯

台要付出的代價就越高。」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瀋榮

欽也在臉書分享了這篇投書，他

表示，加拿大的主流菁英媒體會

刊出這樣的投書，意味著有關論

點已經在主流社會形成共識。

【看中國訊】壹傳媒創辦

人黎智英被控欺詐和《港

區國安法》「勾結外國

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罪，早前獲准保

釋，惟律政司上訴至

終審法院。

終院 2 月 9 日頒下

判詞，裁定港府勝訴，

黎智英須繼續還押。判決稱

高等法院讓黎保釋是「犯錯」，

未有認清《國安法》保釋門檻比普通案

件嚴格得多，意味著《國安法》推翻了過

往預設批准保釋的原則。

綜合港媒報導，黎智英遭關押 1 個

多月，終審法院就保釋案判決前，大批

港人和傳媒前一天（2 月 8 日）已到法

院外排隊輪候旁聽。判決當天早上 8時，

數十名市民在法院外排隊，包括加拿大

領事館職員和歐盟外交官。天主教香港

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社民連成員

梁國雄、王婆婆等也準備入內聽判，表

達對黎智英的支持。

當日早上 9 時，73 歲的黎智英由囚

車押送到終院，一踏入法庭便向親友及

支持者揮手，表現平靜。宣判後，家人

及友人隔著被告欄玻璃道別，黎兩手一

攤表達無奈，跟他們一一道別致意。黎

智英妻子及女兒聞判後相擁哭泣，表現

傷心。黎坐囚車離開時，很多支持者高

喊「黎生加油」、「黎生撐住」。

黎智英的保釋被撤銷後，香港全部 4
名國安法被告悉數還柙牢中。黎智英有

權重新申請，他的代表律師透露將會提

交文件再向高院申請。案件由 5 名《國安

法》指定法官張舉能、李義、

霍兆剛、陳兆愷和司徒敬審

理，他們一致裁定，早

前批准黎智英保釋的高

等法院原審法官李運騰

出錯，未有正確理解

《國安法》第 42 條。該

條文規定，除非法官有

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會

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

為」，不得批准保釋。

終審判決指，李官去年 8 月處理

首宗國安法案件「唐英傑案」時，犯下一

個關鍵錯誤，將《國安法》第 42 條（2）
與《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9 條混為一

談。判詞指，國安法第 42 條對保釋設下

全新門檻，較一般法例嚴格得多。

香港原有法律下，如法庭無法確立

實質理由相信被告會潛逃等，就要批准

保釋，體現「預設批准保釋」。但是，

《國安法》第 42 條排除了這項前設，起點

改為「不准保釋」。

判詞同時闡明，《港區國安法》由

人大及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訂立，香

港法院就國安法合憲與否沒有司法管轄

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

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形容，這是今次

終審法院判決的最大影響，顯示終院已

「接受現實」，承認人大或常委的決定就

等同法律，法院無權進行「違憲審查」。

張達明說，這意味著只要中央要說

白是黑，香港法院都要跟從，「法院無權

審理有無違反《基本法》」；若有條文違反

人權，香港法院一樣無可爭拗，直言「終

審法院已經投降」。

1000萬劑疫苗 將供應台灣
【看中國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指揮官陳時中 10 日證實，台灣已

經購買 505 萬劑莫德納（Moderna）
疫苗，預計 5 至 6 月間分批到貨，並

將分送至 22 縣市的冰箱儲存，目前還

跟1家國產疫苗廠簽下500萬劑購買合約。

《路透》稍早報導，美國藥廠莫德納

已證實跟我國（台灣）及哥倫比亞簽署

黎智英(Getty)

中國新年大酬賓，

2 月 12 至 14 日期間，

購買 Marlborough Mall 
禮品卡 $100 及以上，

即可獲得 18% 的

增值回饋。

** 在線購買或在客戶服務處購買 **

每位顧客限購一卡。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武漢肺炎疫苗供應協議，將會分

別供應 500 萬劑、1000 萬劑。

報導稱，莫德納疫苗有效率達

94.5％，保護率破 94％，有效

度高於輝瑞疫苗。

莫德納於上個月更公布好消

息，宣稱實驗室研究表示，莫德納疫苗對

於英國、南非變種病毒具有保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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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網傳視頻顯示，耿瀟男

在庭上自我陳述的時候一力承擔

所有當局指控的罪行，並向社會

認錯、道歉。同時她還表示，

從 2001 年一直到今天，自己都

是公司的實際控制人以及獨立的

決策人，秦真及其他同事們所有

的職務行為都是在自己的指令下

完成的，他們只是執行老闆的指

令。希望法庭能夠把所有處罰的

焦點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此外，耿瀟男還向法庭列出

4 點陳情，包括自己是初犯、沒

有主觀犯罪意圖、案件暫時沒有

具體受害人，另外還需要贍養和

照顧已年屆 80 歲、且曾上過越

南戰場的殘疾退伍老兵父親。希

望法院能夠本著人道立場從輕處

罰。

據瞭解，耿瀟男夫婦在得知

刑期後沒有特別反應，在庭上也

並未作最後陳述。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庭審

期間，法院內外安保森嚴，有多

名公安和保安值守。耿瀟男多位

友人，能夠到達法院的，包括文

定中、郭於華均被阻截在外，無

法進入旁聽。而許章潤、北京藝

術家嚴正學、季風等則均被國保

堵在家中，不能出門。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法庭罕

見的進行庭審直播，但視頻不久

即被刪除。而據中央社報導，大

陸媒體均未見報導耿瀟男判刑，

並且在微博、微信也完全搜尋不

到她被控罪後迄今的任何消息。

分析：耿瀟男一案為政治操

作的案件

耿瀟男早前在壓力下解聘的

前代理律師尚寶軍向自由亞洲電

臺表示，這個結果並不意外，雖

然律師已盡力提出反駁指控的理

由。但耿瀟男清楚這是一個政治

操作的案件，也不大可能判無

罪，就得有人來受這個苦。而她

也只有選擇自己認罪來換取當局

對丈夫及同事的輕判。「相信耿

瀟男不會再上訴。」

耿瀟男友人、北京藝術家季

風表示，「非法經營罪」實際上

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

別稱，如果在商界、與經濟有

關，只要你跟當局不對付，他

們不滿意你，甚至你還有反抗

精神，那對不起，你要麼是「非

法經營罪」、要不就是「偷稅漏

稅」、要麼就是「尋釁滋事」，

總有一款適合你，目的就是殺一

儆佰。

被國保限制在家的許章潤

亦為耿瀟男而作了一篇題為《致

責胥吏衙役——再致暴政書》的

長文，文中痛批當局利用手中

權利，逞一己之快，謀一己之

私，濫用其權，恣行其意 ... 惡
人出，暴政生。並奉勸執法者：

「面對惡法，不說抵抗或者曲為

轉圜，至少也要槍口抬高一寸

吧！萬一照章行事，好歹也要明

白自己身在其中，隨體制運轉而

動止，其實是在助紂為虐，而這

就是惡，地地道道的惡。」

公開資料顯示，現年 46 歲

的耿瀟男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導

演系，為北京瑞雅文化公司創始

人，曾多次呼籲關注被拘的良心

犯，其中包括公民記者陳秋實、

要求習近平下臺遭拘捕的學者許

志永、律師丁家喜、成都牧師王

怡、原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

等人。

去年 9 月，北京市海淀區

公安以公司存在「印刷、銷售

非法出版物的行為」，及被發

現「大量非法出版物，涉嫌犯

罪」，將耿瀟男夫婦以涉嫌「非

法經營罪」刑拘；同年 10 月 14
日正式批捕。

外界普遍認為，耿瀟男被捕

與她近年來積極發聲有關。

有評論認為，此次當局選擇

在年前兩天開庭審理該案件，是

繼續延用政治案件「節日審判」

的招數，為了淡化大眾關注。

耿瀟男自認所有控罪 遭判3年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

合報導】北京文化界人士耿

瀟男與丈夫秦真被當局指

控「非法經營罪」，於2月9
日在北京市海淀區法院宣

判。耿瀟男承認所有指控被

判處有期徒刑3年實刑，其

丈夫秦真被判2年半、緩刑3
年。有律師披露指，耿瀟男

一力承擔所有控罪，是為了

換取丈夫及同事能夠免於

牢獄之災。

耿瀟男（圖片來源：推特）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近日習近平到「最後脫貧」的貴

州考察調研，中共運動式脫貧再

次受到外界關注。

農村和農民脫貧是習近平於

5 年前提出的「宏偉目標」，習

近平承諾，2020 年實現農村貧

困人口脫貧，貧困全部摘帽，解

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習當局

更聲稱 2020 年就實現全面小康

社會。之後當局展開了聲勢浩大

的「脫貧」攻堅戰。

然而，這種運動式「脫貧」

飽受外界詬病，被指充斥著貪腐

和造假。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中共

官媒報導說：中國最貧困的省分

之一「貴州宣布最後 9 個深度貧

困縣退出貧困縣序列，這不僅標

誌著貴州省 66 個貧困縣實現整

體脫貧，也標誌著國務院扶貧辦

確定的全國 832 個貧困縣全部

脫貧。」

2020 年 12 月 3 日， 習 近

平又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

宣布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

不過，中共總理李克強公開

與習近平的言論唱反調。李克

強在 2020 年 5 月的兩會結束後

曾對記者說，中國「有 6 億人平

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 1000 元左

右」，引發軒然大波。

外界認為這實際上意味著當

局扶貧失敗。在疫情導致失業人

口劇增的背景下，人們對當局提

出的年內「全面脫貧」、「建成

小康社會」表示質疑。

許多網友表示：脫貧對他們

來說遙不可及。一位體制內官員

說，中共脫貧有四大戲法：1. 降
低脫貧標準，2. 數據造假，3. 突
擊慰問，4. 野蠻封嘴。

大陸「脫貧」被詬病

秋水仙鹼片 
可對抗新冠病毒

善心髮型師 
為流浪漢義剪

【看 中 國 訊】最 近， 加

拿大研究人員發現秋水仙鹼

（colchicine）可以有效治療新

冠 病 毒 肺 炎（COVID-19）。
秋水仙鹼片是一種古老而廉價

的口服處方藥，已有數百年歷

史了。蒙特利爾心臟病研究所

（Montreal Heart Institute） 的

研究人員，發現秋水仙鹼可對抗

COVID-19。患者在患病初期就

可服用秋水仙鹼片。秋水仙鹼可

防止病情惡化，用於治療隔離在

家而無需住院的患者。

秋水仙鹼，也稱為秋水仙

素，是一種存在於植物秋水仙中

的植物鹼。報導稱，研究人員

對 4159 名患者做了對照研究。

患者口服秋水仙鹼片後，住院

率降低 25%、呼吸機使用率降

低 50%、死亡率降低 44%。研

究表明，秋水仙鹼可預防「炎症

風暴」，減少與 COVID-19 相

關的併發症。「炎症風暴」能使

患者病情迅速惡化。研究小組的

Jean-Claude Tardif 醫生稱，這

是個「重大發現」。Tardif 醫生

認為，這款處方藥能緩解醫院床

位爆滿的現象。

【看中國記者張麗紫綜合報

導】近日，法國一名善心髮型師

免費為一名露宿街頭的男子修剪

亂髮及鬍鬚。原本蓬頭垢面的流

浪漢瞬間變成溫文爾雅的紳士，

彷彿年輕了好幾歲，與剪髮前判

若兩人。

據《每日郵報》報導，大衛 ·
柯達（David Kodat）的髮型屋

位於東北部斯特拉斯堡，他常在

社交媒體上分享客人改變髮型的

短片。近日的影片顯示，柯達為

一名流浪漢修剪及胸長髮及鬍

鬚，由於多年未有打理，男子的

頭髮亂蓬蓬的，面部也被亂髮掩

蓋。在柯達的巧手下，流浪漢的

頭髮一束束掉到地上，最後變成

清爽的短髮造型及修剪整齊的白

鬍鬚，看上去彷彿年輕了許多，

也露出自信的笑容。

很多網民讚美柯達的手藝，

並驚訝於髮型帶給人如此大的

變化。一名網友說：「英俊的男

人，我希望髮型能幫助他向人生

目標前進。」

誰寄了這個中國神秘包裹？

卡爾加里僅此一家
接受各類保險公司
額外保險

403 636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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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氏   代秘方治療5
痔瘡、肛裂、肛瘻、肛門濕疹、

肛周膿腫及疑難雜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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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樓Chinook Park Plaza
212 – 5809 MacLeod Trail SW

(Chinook Centre 北側 )
掃碼諮詢

info@canatcm.com

秋水仙（Jan Mehlich/WIKI/

CC BY-SA）

【看中國記者張麗紫綜合報

導】前段時間發生了多起美國居

民收到隨機郵寄的種子包裹事

件。近日，一對新西蘭夫婦也遇

上了這樣的蹊蹺事。

據《新西蘭先驅報》報導，

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子說，包

裹是寄給她丈夫的。最讓人擔心

的，不僅僅是包裹上有她丈夫的

手機號碼，還因為裡面的東西。

包裹裡有 2 個口罩。警察目前

正在進行調查。

據報導，包裹上可以看到寄

件地址是浙江金華，發件人的地

址裡有一個電話號碼，但這個電

話打不通，包裹上的地址也無法

被正確讀取。新西蘭消費者協會

的傑西卡 · 威爾遜表示，她曾聽

說寄給新西蘭的包裹裡含有收件

人沒有購買的產品。威爾遜敦促

這名女子注意丈夫的信用卡信

息，以防個人信息被洩露。

之前有多起報導稱，有美國

和加拿大居民收到了隨機郵寄的

種子包裹，有的民眾也收到了其

他東西。美國農業部認為，這些

神秘種子被寄到美國，很可能是

「刷單騙局」的一部分。「刷單」

是一個電商的衍生詞，是指幫網

店刷交易量，提高商家信譽，並

獲得一定金額的回扣。刷單操作

簡單、成本低，吸引了許多不法

分子開始利用刷單詐騙。如果有

人收到了「刷單騙局」的物品，

這可能意味著他們的個人信息已

經被洩漏。ProPrivacy 的數據

隱私專家雷．沃爾什說：「任何

收到意外包裹的人，都需要意

識到自己的數據被賣家濫用。」

「如果你收到一個刷單包裹，至

關重要的是你要把它交給警察，

以便追蹤它的來源。」

兒童玩網絡遊戲 
傷害巨大

【看中國記者成容報導】在

線多人遊戲《Roblox》是面向 13
歲以下兒童的遊戲，該遊戲在全

球擁有 9000 萬用戶。但是，它

並不像看起來那樣安全。

大多數育有學齡兒童的父

母，已經熟知 Roblox 是最受

歡迎的遊戲，包括「收養我！」

（Adopt Me ！），該遊戲允許孩

子們獲得獨角獸等虛擬寵物。該

應用程序是免費下載的。

現年 48 歲的西姆斯（Mel 
Sims）是一家飲料公司老闆，

她 以 為 10 歲 的 女 兒 奧 利 維

亞（Olivia）正在學習在「領

養我！」上照顧寵物，但震驚

地發現她還參與謀殺遊戲。其

中一個名為「恐怖電梯（Scary 
Elevator）」的遊戲，將玩家的虛

擬化身獨自放在黑暗的電梯中，

並挑戰他們逃脫「在樓層間漫

遊」的殺手。

有人指出，Roblox 最大的

兩個賣點（孩子可以與他人互

動，並且任何擁有計算機的人

都可以在平臺上發布自己的遊

戲），是最大的危險因素。

網絡安全專家鮑爾（James 
Bore）說：「令人震驚的內容可

能會對兒童造成傷害和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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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昭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去年 12 月，美國貿易委員

會和 46 個州的檢察官對臉書

發起反壟斷訴訟，最終的目地

是要把臉書一拆為三，臉書、

Instagram、WhatsApp， 如 果

訴訟成功的話，這將是美國歷

史上最大規模的分拆大公司之

一，跟當年拆散標準能源公司

和 AT&T 類似。臉書總裁扎克

伯格在給員工的郵件中說，官司

要打好幾年，他相信最後臉書會

贏。

分拆臉書之所以難，是

因為自從兼併了 Instagram、

WhatsApp 之後，臉書把各種旗

下的應用軟體互相更為緊密的綁

在了一起，用扎克伯格的話來

說，這麼做是為了更好的服務於

用戶，但是批評者抱怨說，這是

臉書先下手為強，讓法庭不好下

令分拆臉書。不過專家透露說，

雖然要分拆臉書很難，但也不是

不可能，前聯邦貿易委員會技術

專家 Ashkan Soltani 就是這麼

認為的，因為應用軟體開發都是

一個模塊一個模塊的，便於拆卸

和從新安裝，臉書的各種軟體也

是一樣，要拆起來不會像臉書描

述的那麼困難。

2012 年，臉書用 10 億美

元的價格收購了 Instagram，然

後就跟臉書緊緊綁在了一起，臉

書廣告可以出現在臉書頁面，也

可以出現在 Instagram，根據大

數據人工智慧在這兩個頁面上推

送廣告，根據用戶在臉書上留下

的信息，在 Instagram 上推送廣

告，這是從用戶端來看。在背

後，臉書和 Instagram 共享資料

庫、共享管理工具，也共享對內

容的審核，工作人員經常在兩個

平台上穿梭，一位前 Instagram
的軟體工程師透露說，兩個平臺

之間的聯繫相當深厚，要拆開來

的話，對軟體工程師將是巨大的

挑戰。

前臉書主管 Alex Stamos
就說，真要把臉書和 Instagram
拆開的話，需要好幾年的時間。

他認為一個更適合的辦法把臉書

和 Instagram 的廣告業務分開，

有不同的政策和產品開發部門，

但是背後的技術支持可以共享。

這麼做相對簡單，而且同樣可

以到反壟斷的目地，因為廣告

業務分開後，Instagram 馬上就

成為臉書的競爭者，臉書每年

700 億美元的廣告收入當中，

有 150 億來自 Instagram，而且

Instagram 的廣告比重將來會越

來越大。

相比之下，把 WhatsApp
從臉書分拆出去相對容易，

不過這也是在用戶端分拆容

易，把背後的技術支持拆開也

是不容易。臉書是 2014 年收

購 WhatsApp 的，打那以後，

WhatsApp 增加了許多功能，

但是因為 WhatsApp 有兩端加

密功能，也就是說，簡訊只有

收發兩端能看到，被別人從網

路上截取到的都是亂碼，所以

WhatsApp 與臉書的融入程度，

比 Instagram 要淺的多。而且臉

書一直沒能把 WhatsApp 貨幣

化，沒能在 WhatsApp 上推送

廣告，一來這是因為 WhatsApp
管理層的反對﹔二來就是因為兩

端加密功能，臉書很難蒐集用戶

資訊，臉書一直想把 WhatsApp
的語音通話功能融入到臉書簡訊

軟體中去，也沒能成功。因為

WhatsApp 沒有廣告收入，因此

就是分拆了，對臉書的財務狀況

不會馬上就產生影響。

1998 年微軟也面臨反壟斷

訴訟，微軟敗訴，但是最後法庭

還是沒有裁定必須讓微軟分拆。

如果臉書敗訴的話，有可能也是

這個結果。

現在臉書面臨更為凌厲的攻

勢，我認為是擊中要害的攻勢。

首先發難就是蘋果公司總經理庫

克。上個星期四，在計算機、私

隱和數據保護大會發言的時候，

庫克指社媒平臺，批評社媒平臺

為了粘住網民不走，在背後設計

大數據公式，一個接一個推送

網民執著的內容，目地是追求

engagement，目地是讓網民上

癮，看的越久越好，弄得整個社

媒平臺烏煙瘴氣。雖然庫克沒有

指名道姓批評臉書，但誰都知道

他指的是誰。

Netflix 有一部記錄片，叫

《智能社會：進退兩難》(The 
Social Dilemma)，採訪了幾位

草創社媒平臺的人物，他們得

出一致的結論，那就是他們創

造了一個大怪物。We created a 
monster。作為消費者，作為網

民，我們把社媒當作自己消費的

產品，可是實際上，是社媒平臺

把網民當作消費產品，漸漸的改

變網民的思維方式、認知方式，

漸漸改變了你，只有這樣才能牢

牢的掌握網民的習慣喜好，只有

這樣才能賺錢。有了社媒平臺，

為了讓你上癮，社媒平臺給你推

送的新聞都是你喜歡看的，漸漸

的，你以為全世界發生的事情都

是這樣的。

◎文：東方

拆解臉書 難嗎？

對賴小民來說，2021 年的

死刑判決來得比以往時候早了不

止一些，是誰給賴小民種下「生

死符」，迫不及待的讓牛頭馬面

押著賴小民趕緊「上路」，對於

死刑判決他到底冤不冤。

2021 年 1 月 21 日， 天 津

高法官微發布消息，天津市高級

法院對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賴小

民受賄、貪污、重婚案二審公開

宣判，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

判。 16 天前，天津市第二中級

法院一審宣判，認定賴小民受賄

財物折合人民幣共計 17.88 億餘

元，貪污人民幣 2513 萬餘元，

對賴小民以受賄罪判處死刑，剝

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

全部財產；以貪污罪判處有期徒

刑 11 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

民幣 200 萬元；以重婚罪判處

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死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

人全部財產。

大陸民間送賴小民外號「賴

三百」，據說賴有 100 多套房、

100 多個關係人、100 多位情

人，其中幾十位情婦來自華融內

部，情人中也不乏家喻戶曉的女

明星。網上有篇文章〈三宮六院

七十二妃：他把 100 多個情人

安置在一個小區，所有的孩子都

喊他爸爸〉就是說的賴小民。此

外，賴小民被查當天，巡視組人

員隨即抄了賴小民的家，巡視人

員僅現鈔就搬走了接近 3 噸。

那麼賴小民二審再度被判

死刑到底冤不冤？大陸官方對

外公布賴小民貪污的金額就高

達 17.88 億元，這樣的貪官獲死

刑肯定死有餘辜。但兩次審理只

差 16 天就定讞，在法律流程上

肯定是快得不尋常，如果沒有高

層干預，賴小民起碼能在獄中熬

過黃曆年再被「三司會審」，再

看賴小民書面上的罪行主要是貪

污和亂搞男女關係，他的罪名和

周永康、薄熙來相比根本不值得

一提，周薄二人身上可都是有命

案在身，況且兩人密謀「刺王殺

駕」，敗露之後雙雙入了秦城監

獄好歹性命無憂，現在周永康開

了片菜地平時種菜養花，薄熙

來每週還有肉包子吃。跟上面二

位比，賴小民能張嘴吃飯的日子

顯然已經不多了，這麼著急判，

說白了就是有人想讓他趕緊「上

路」，一刻也不能停留。

問題來了，誰是賴小民的催

命閻王，他的催命閻王不是別

人，正是習近平本尊。習近平不

殺周永康、薄熙來是因為中共

有「王不王」的政治傳統，另外

習薄之爭本質是奪位，說白了是

中共自家家事。如果把賴小民的

罪行剝開了看就是謀逆，賴小民

在金融領域興風作浪險些毀了習

近平，習近平連軍頭說句話就辦

了，能忍賴小民這麼久是因為習

近平在賴的地盤上栽過大跟頭，

栽了跟頭的習近平單單手裡的刀

磨了 3 年才敢動手，所以忍得

越久才會辦得更狠。

搞清楚習近平要辦賴小民的

原因前，需要瞭解賴小民是怎

樣成為一號人物的。 1994 年 2
月，賴小民升任中國人民銀行計

畫資金司中央資金處處長，10
年後的 2005 年，賴小民坐上了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辦公

廳（黨委辦公室）主任的位置，

最後在銀監會幹到了副主席的位

置。隨後，在賴小民的伯樂劉明

康的 4 次勸說下，賴小民才半

推半就的去了中國華融資產管理

公司。賴小民其實志在官場對企

業並不感冒，但劉明康何許人

也，曾慶紅的心腹。盤算再三後

賴小民還是走馬上任了，上任華

融也標誌著賴小民正式上了曾慶

紅的船，賴小民也不負曾慶紅和

劉明康的厚愛，一路從船上擦甲

板的水手混到站在掌舵人身邊的

大副，這也為習近平要殺賴小民

埋下伏筆。

習近平上任初期一路靠著反

腐高歌猛進，軍隊和地方的異己

要嘛流放，要嘛下獄，習近平似

乎已經將大權緊緊握住，於是習

近平仿效前幾代領導人要在股市

上有一番作為。 2014 年初，習

近平就有開始重振股市的計畫，

直到現在流行的一帶一路、網際

網路、中國夢等等高大上辭彙都

是當時由習近平智囊團隊策劃，

所有準備都是為股市爆發製造概

念。結果令習近平跌掉下巴，

2015 年的股災重重的打了習近

平的臉，習近平這才意識到自己

的死對頭曾慶紅的手裡也有「王

炸」，而賴小民就是王牌之一。

吃了癟的習近平也不敢掀桌

子硬幹，先辦大莊傢私募基金大

老徐翔，然後剝絲抽繭從香港抓

回肖建華，進而將曾慶紅在金融

領域的佈雷都排乾淨才把屠刀伸

向賴小民所主掌的中國華融。期

間，賴小民也沒閒著，他在香港

股市興風作浪，可以說賴小民就

是藏在港股中的鯰魚，時不時給

習近平攪攪渾水。最後習近平終

於明白，要搞定大陸股市先要搞

定香港股市，要穩住香港股市必

須要剁了賴小民這條鯰魚。

終於在 2018 年 4 月，習近

平定於一尊後不久便出手一把

擼下了賴小民，2021 年 1 月 21
日賴小民被判死刑。賴的終審判

決中一句話值得玩味，裁定書上

說，雖然賴小民具有重大立功表

現，但綜合其所犯受賄罪的事

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

害程度，不足以對其從寬處罰。

言下之意是：晚了，賴小民此時

也只能感慨道：完了。

◎文：子龍賴小民是曾慶紅的「王炸」

臉書CEO卡克伯格（Getty Images）

中國華融資產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原黨委書
記、董事長賴
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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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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緬甸軍方2月1日發動
政變，拘押民選領袖昂山素

季與其他政治領袖後，引發

全國民眾抗議，相繼爆發

示威遊行，規模亦正急速擴

大，最大城市仰光於7日有
近10萬人上街。當局除暴力
驅散外，同時還切斷社群媒

體網站。由於北京袒護軍

方，在緬華人憂心恐再度爆

發血腥排華史。

寰宇新聞

緬政變激怒民眾   10萬人抗議

不滿政變上街頭                
緬史規模最大

緬甸軍方以非法進口收音

機及持有無線電對講機為由，

於 2 月 1 日拘押民選領袖昂山

素季與其他政治領袖。此舉引發

舉國不滿，相繼爆發示威遊行。

緬甸第二大城位於中南部的瓦

城 (Mandalay)，於 4 日出現第

一波反軍事政變的示威。緊接著

6 日，緬甸全國各地出現數萬人

的大規模示威，示威民眾並在 7
日再度集結向市中心地標蘇雷塔

(Sule Pagoda) 推進。

據估計，有超過 10 萬的群

眾走上仰光街頭，譴責政變讓

已經進行 10 年的民主改革中

斷。這是自從 2007 年 9 月歷

來最大規模的 10 萬人番紅花革

命 (Saffron Revolution) 示威以

來，最大型的示威活動。當年的

示威也吸引數千名僧侶加入，後

來示威遭到軍事政權血腥鎮壓，

卻也激勵緬甸過渡到民主政體。

工會、學生和普通市民響應

號召，他們身穿代表昂山素季所

承，他已感受到危險與壓力，目

前他們唯一能夠做的，只有躲在

家裡，不要出門。

據報導，此種恐慌與擔憂，

甚至已經蔓延至與中國關係密切

的緬北民族武裝所控制的區域

了，且引起當地民眾對於北京當

局的不滿，其中包括「撣邦果敢

民族」在內的數十個華人組織。

該組織在 4 日晚上以全緬華人

的名義來發表聲明指出，北京政

府的做法，可能將會引爆緬甸的

排華浪潮，同時強調將會站在公

平正義的一方，與緬甸人民生死

與共。

1960 至 1970 年代，因為

中共輸出革命來支持緬甸共產

黨，而導致緬甸出現了大規模排

華事件，使得無數華人慘遭殺

害。

泰國感同身受                        
考驗拜登對中政策

在東南亞國家中，泰國與緬

甸的政治體制都帶有「軍人實權

屬政黨全國民主聯盟的紅衣，帶

同紅色氣球和揮動政黨旗幟，在

仰光大學附近一個主要十字路口

聚集，再沿着馬路前進。防暴警

察封鎖大學入口以阻擋示威，兩

輛水炮車在附近戒備。此外，在

接壤泰國的東南部城市渺瓦底

（Myawaddy），警察驅散人群

期間傳出數下槍聲，未知傷亡情

況。 據聯合國觀察員稱，截至

6 日，軍方已拘留超過 160 名政

界人物。

軍方在 6 日當天封鎖了網

絡。網絡監督網站「NetBlocks」
報告說，緬甸出現了全國範圍的

封網，網絡連接水平下降到正常

狀況的 16%。目擊者報告說，

移動數據服務和無線網絡被關閉

了。直到 7 日下午才陸續恢復

部分網絡連結，但社群媒體平臺

依然遭到封堵。

北京出言袒護                 
華人憂恐血腥排華

然而，就在美國、英國等西

方國家譴責緬甸軍事政變之際，

中共不但出言袒護緬甸軍方，同

時還阻止了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譴

責聲明並為軍方辯護。信息傳開

立即引發當地民眾強烈反彈，有

網友紛紛透過社群媒體來痛罵北

京政府，並擴大為針對在緬甸的

中國人的行動，而對緬籍華人展

開謾罵與攻擊，出現排華情緒升

高趨勢，這讓緬甸境內的數十萬

華人，陷入了嚴重恐慌之中。

據自由亞洲電臺（RFA）

在 5 日的報導，因為擔憂血腥

排華歷史再度重現，使得緬甸數

十個華人組織陸續發表聲明，以

譴責北京政府縱容緬甸軍方來發

動政變，並要求軍方必須釋放昂

山素季等人。

一位要求匿名的華商領袖表

示，北京於安理會上的表現，已

經直接致使在緬甸的華人企業遭

到痛恨和仇視了，一旦西方國家

發動了制裁行動，這些設在緬甸

的中國民營企業，基本上都要倒

閉。有一名親中的緬籍華人亦坦

仰光於 7日有近 10萬人上街，規模是 2007年反軍政府「藏紅花革

命」後的最大一次示威活動。（Getty Images）

◆美國民主黨籍加州州長紐

森正面臨大規模的罷免運動。

罷免行動領導人奧林 · 希德利

（Orr-in Heatlie）表示，志願者

已經收集到超過 140萬個簽名。

罷免紐森的行動必須在 2021 年

3 月中旬前收集 150 萬個簽名，

才能啟動特別選舉，目前還需要

更多的簽名。紐森就任加州州長

還不到 2 年的時間，他的執政

能力就遭受到了一些選民和反對

者們的質疑。包括：新冠病毒疫

情、嚴重失業、毀滅性森林大

火，以及不久前公開違背居家禁

令參加豪華生日晚餐聚會等一系

列負面事件，都使他遭受到了嚴

重的信任打擊和廣泛的批評。在

紐森的領導下，新冠病毒蔓延已

造成加州幾乎成為美國疫情最嚴

重的州。在這個人口眾多的州，

24 小時的感染病例高達 22 萬 5
千 201 例。

◆法國憲法委員會 2 月 5
號批准了法國「反華為」法，對

【看中國 2021 年 2 月 8 日

訊】( 中央社 ) 英國「泰晤士報」

今天報導，近 200 名分布在至

少 12 所英國大學的英國學者，

因涉嫌在不知情之下協助中國政

府製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現正

遭到英國政府調查。

報導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指

出，這些學者疑似已觸犯英國的

「2008 年出口管製法」（Export 
Control Order 2008），這道法

律要防止將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智

慧財產提供給敵國。

報導說，這群學者可能已讓

中國取得飛行器、飛彈設計和網

路攻擊武器等先進軍事科技的研

究成果。英國政府已準備對他們

發出執法通知，若發現違法，恐

面臨最高 10 年徒刑。

英國國安機關擔憂，相關研

究成果除了可能幫助中國研製大

規模毀滅性武器，還可能被利用

來打壓政治異議人士和維吾爾人

等少數民族。

一名消息人士告訴「泰晤

士報」（The Times）：「我們不

久後可能見到數十名學者上法

庭。即使最後起訴成功率只有

10%，也會有約 20 名學者因協

助中國製造超級武器而坐牢。」

報導還表示，倫敦公民社

會智庫 Civitas 發布研究報告指

稱，有 20 所英國大學和 29 所

中國大學及 9 家中國軍方關係

企業有合作關係。報告主筆泰爾

柯 特（Radomir Tylecote） 擔

憂，這些中方單位贊助的研究，

可能在不知情下用於拓展軍事能

力。

泰爾柯特特別提到這些英國

學院在極音速技術和石墨烯方面

的研究，尤其是北京正尋求開發

極音速飛彈，且中國武裝直升機

正開始使用石墨烯材料。

此法案提出抗議的電信運營商

SFR 和布依格電信（Bouygues 
Telecom），將不得不在未來拆

除已安裝的華為 5G 移動網絡天

線。據法新社報導，法國憲法委

員會認為，相關立法機構希望

保護移動網絡「免受第五代移動

通信提供的新功能可能引起的

間諜、盜版和破壞的風險」，以

達到「維護國防和國家利益和安

全」的目的。儘管法國尚未明確

禁止在未來的移動網絡部署中使

用華為設備，但根據 2019 年的

法律規定，法國國家網路安全局

（Anssi）從 8 月底開始對其運

營許可證進行嚴格限制。

◆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 2
月 5 日公布從去年 12 月 17 日

到今年 1 月 8 日進行的第 3 次

全國血清調查結果，發現印度有

21.5% 的人口曾感染過武漢肺

炎，等於有近 2.8 億人曾染疫。

這次在全印隨機調查的血清樣

本共有 2 萬 8589 人，其中包括

一組 7171 名醫護人員。調查顯

示，城市貧民窟的血清感染率最

高，約有 31.7% 的人感染過肺

炎。人口密度高、流動性高和未

能保持安全距離及洗手等衛生習

慣較差，是城市貧民窟居民感染

肺炎的主因。印度第 2 次全國

血清調查結果曾發現，城市貧民

窟居民感染的比例是非貧民窟地

區居民的兩倍，是農村的 4 倍。

◆ GameStop（GME）股

票近期一路下滑，從 2 月 1 日

的近 300 美元開始，直到 2 月 5
日收盤回落至 53.50 美元。雖然

此前的狂熱已經有所降溫，但人

們將永遠不會忘卻這次風波，而

Netflix 甚至已經在商談拍攝一

部電影了。關於這次股市風波，

有數據表明，1 月中，散戶交易

量最大的 10 只股票中並不包括

GME。除了散戶之外，機構投

資人似乎也有大宗的交易。也許

對沖基金才是背後真正的殺手。

在人手一部手機的時代，社交媒

體上信息交流的速度是前所未有

的。散戶一呼百應，所帶來的衝

擊力，也是不可忽視的。據說美

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正在

篩查 Reddit 貼文，查找是否有

操縱股市的行為。

英國近200學者「不知情」
協助中國研發武器

+ 民主選舉」的顯著特色，國

家武裝力量和主要行政部門均由

軍隊掌控實權，導致無法落實真

正的「民主政治」，更何況這種

薄弱的民主體制絲毫不具備任何

自我修復能力。因此，緬甸軍人

何時還政於民仍是一個未知數。

泰國媒體則指出，此次事件

正值美國政權交替敏感時期，確

實引人深思。尤其是拜登當局重

回親中路線的斧鑿之痕處處可

現。分析指出，此前昂山素季執

政的方向採親西遠中路線，而在

武力鎮壓羅興亞人事件上，頻遭

西方制裁的軍方首腦即便在部分

軍事議題上對中方亦頗有不滿，

但權衡利益得失與拜登急於修復

美中關係下，緬甸自身於東南亞

所處的政治門戶及人口紅利戰略

地位，軍事寡頭自然選擇向北京

靠攏一途，至於北京的慫恿作梗

那就更不言可喻了。

勤耕緬甸多年的日本早已看

穿此點，也十分憂心其於緬甸所

積極建立的政經據點與地位一夕

間為北京所接收，進而主張西方

審慎處理，勿迫使緬甸重投北京

懷抱。

從緬甸政經的封閉性與北京

的強力支撐，觀察此前西方制裁

俄羅斯等卻在西方國家各懷異

心，缺乏更為一致有效的壓制手

段而致成效不彰的歷程。本次西

方國家對敏昂萊等的制裁，如無

法溯源中共究責阻其續伸黑手，

其制裁力道或將未逮，而這也將

考驗美國新科總統拜登的外交手

腕，也藉此讓國際社會瞭解其真

正的對中政策走向。

抗議者手持民選領袖昂山素季圖

片。（Hkun Lat/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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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推遲公

布 2020 年的出生人口數據，其

實並不尋常。但是人口數據還是

可以從很多渠道看到一些信息。 
根據一些地方政府公布的出

生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出生人口

正在下滑，甚至有的地區下滑幅

度超過 20%。

中國攜程網創始人、北京大

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梁建章近

日在財新網撰文，列出部分地

方政府公布的 2020 年出生人口

數據。其中，廣州出生人口大

約 19.55 萬，比 2019 年同期減

少 9%；溫州大約 73,230 人，

同比減少 19.01%；安徽合肥市

出生人口比 2019 年減少 23%；

浙江臺州市同比減少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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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冷眼

到 40 億人口。現在中國大力引

進非洲留學生，是不是就是中國

利用外國人口補充勞動力的一個

措施呢？

同時，人口出生率不足和老

年化嚴重，需要領錢養老的人多

了，交稅交社保的人少了，這對

於社會就是不可持續的，這也是

這兩年開始實施延遲退休的主要

原因，以後工作到 70、80 歲都

是有可能的，否則經濟無法運

轉，財政無法保證。人口紅利用

盡之後就是這種結局。

未富先老的代價，80 後不

幸成為第一代承受這一代價的第

一批人，而 90 後、00 後將遭到

更劇烈的衝擊。 
而與人口相關度更高的是房

價。任澤平說房價長期看人口，

這確實有一定的道理。大家看看

這幾年，但凡是人口下降的地

廣州 2020 年出生人口數量是近

10 年來最低水平，溫州創近 6
年來新低。

再看一下其他省份的情

況。河南省下降 17%，山東下

降 30%，寧夏下降了 16%。河

南、山東都是中國的人口大省，

如此推斷，中國人口減少的幅度

超出想像。很多人不相信山東出

生率下降，但其實近十年以來，

除了二胎初放開那兩年，山東的

出生率基本進不了國內前十。東

北人口就更加慘淡了，人口大量

外流，出生率也是斷崖式下降。

中國人口研究專家、美國威

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研究員

易富賢近日發布了一組東北的

數據。他說，以大陸東北三省

為例表示，「東北的今日就是全

中國的明日」，東北經濟佔全國

比例從 1980 年的 13.1%，降至

2010 年 9.1%、2020 年 5.0%，

其中原因之一即是老齡化。北

京官方數據顯示，2019 年東北

三省的出生率僅為 0.61%，而

2019 年中國全國的人口出生率

是 1.2% 左右。而一個國家想要

完成正常的世代更替，總和生育

率一般不能低於 2.1。
不管從哪個維度來看，中國

人口塌陷已經到來，如果無法大

幅提升生育率，這種下滑將不會

見底。中國 1955 年提出實行節

制生育的政策，1979 年開始施

行「一胎化政策」。但從 2013
年開始，中共稱「如果父母其中

一人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育兩

個孩子」，2016 年完全開放了

「二胎政策」。

但 數 據 顯 示，2016 年

至 2020 年中國人口呈減少趨

勢——2016 年的新出生人口是

1,786 萬人，此後截至 2020 年

的新出生人口大約分別為 1,723
萬、1,523 萬、1,465 萬、1,380
萬人。一年一個大台階下降。

中國正面臨人口老齡化危

機。 2019 年， 中 國 60 歲 及

以上老人的數量已快速攀升到

2.54 億，佔總人口的 18.1%；

其中 65 週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

1.76 億，佔總人口的 12.6%。

從老齡化過渡到深度老齡化社

會，法國用了 126 年、英國 46
年、德國 40 年、日本 25 年，

而中國很可能將在 22 年之內，

也就是 2023 年就進入到深度老

齡化社會，也就是 65 歲以上老

人佔比達到 14%，而 2019 年中

國就已經達到了 12.6%。關鍵

是別人都是發達國家，而中國剛

剛邁入所謂「小康社會」就深度

老年化了。 
老齡化社會中，首先未來的

勞動力就是挑戰，如果缺人，缺

少勞動力，經濟怎麼發展呢？據

比爾蓋茨基金會預測，到 2050
年，非洲人口將會翻番，預計達

不久之前多家國內外

媒體報導了有關中國人口

數量的真實情況，並引用

權威數據以及各民間人口

學家的觀點進行推斷，中

國真實的人口可能只有12
億人左右，而不是中國官

方公布的接近14億人口。
加上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

的數據遲遲不發表，更耐

人尋味。

方，比如東北、天津、石家莊、

濟南等北方城市，房價出現下跌

的就比較多；而反觀南方的深

圳、上海、杭州等人口還在增長

的地方，房價就比較堅挺。人口

和房價確實是成正比的。

這就是各大城市的「搶人」

的主要原因。大量的人口往一二

線城市、沿海城市及重點城市流

入，人口是支撐房價長期穩定增

長的基石。以前有闖關東，現在

就有闖深圳，闖杭州，闖廣州，

長三角和珠三角聚集了大量的人

口，甚至形成了外溢效應。 
但是，這種北方人口和資金

流入南方城市的趨勢又能持續多

久呢？如果未來中國的出生率持

續銳減，新生兒少，對未來中國

經濟的衝擊和資產價格的衝擊將

會不可逆轉。 

中國多省人口下跌代表甚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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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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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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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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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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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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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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最好的交易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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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節省高達 $1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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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雲飛

中國傳統的黃曆新
年歷史非常久遠，是中華
民族最古老而又隆重的
傳統節日，也是象徵著團
聚和對未來寄託新的企
盼的節日。中華傳統文化
的精華是敬神敬天，很多
新年的習俗代代相傳，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薪火傳承
的作用。

過年習俗 薪火相傳

大 年 初 一 古 時 稱 為「元

旦」、「三元」。三元，是指大

年初一是一年之元、時之元、

月之元。元旦，是中國黃曆新

年的開始。《公羊傳 · 隱公元

年》中說：「元者何？君之始年

也。春者何？歲之始也。」意思

是說，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黃曆新年是指黃曆正月初一，

又叫陰曆年，俗稱「過年」。

它起源於殷商時代，那時候人

們篤信鬼神，每年到年末就舉

行盛大的祭祀儀式。

過年的習俗源於上古蠟

（通臘）祭，距今已有四五千

年的歷史，用以祭農神兼及百

神、先祖。每逢臘盡春來，人

們就要殺掉牲畜，祭祀祖宗和

上天，祈求新一年可以風調雨

順、無災無禍、收成興旺。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

暖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

總把新桃換舊符。」這是宋朝宰

相王安石在《元日》一詩中對新

年景象的描述。此詩精緻地描

繪了過年除舊迎新的景象：一

片爆竹聲送走了舊的一年，飲

著醇美的屠蘇酒感受到了春天

的氣息。初升的太陽照耀著千

家萬戶，家家門上的桃符都換

成了新符。辭舊迎新，感恩天

地，對未來充滿希望，就是過

年的文化意義所在。

在中國古代，商代先民在

邢台開疆闢土，使邢台成為先

商祖居地。祖乙二年，遷都邢

台，建行宮、皇家官府酒坊、

制定曆法、發展農業、命名春

節，歷經帝王有祖乙、祖辛、

沃甲、祖丁、南庚等商王。邢

台在秦朝置信都縣，漢代改襄

國縣，隋朝又改龍岡縣，北宋

宣和二年（1120 年）改為邢台

縣，以地屬古邢國、有檀臺而

得名。

自殷商時代起民間祖祖輩

輩、世世代代便在這一天祭

神祭祖，隆重歡慶，酒肉歡

舞，新衣新帽，舉行各種帶

有濃郁地域色彩的活動來慶

祝新年，迎接新年的到來，

並祈求來年可以給自己帶來

好運的美好祝願。

按照黃曆，正月初一稱元

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

等，俗稱大年初一。黃曆節氣

非常準，新年到，意味著春天

將要來臨，萬象更新草木復

甦，新一輪播種和收穫季節又

要開始。

大掃除

「臘月二十四，撣塵掃房

子」，據《呂氏春秋》記載，我

國在堯舜時代就有黃曆新年掃

塵的風俗。按民間的說法：因

「塵」與「陳」諧音，新春掃塵

有「除陳布新」的涵義，其用意

是要把一切窮運、晦氣統統掃

出門。這一習俗寄託著人們破

舊立新的願望和辭舊迎新的祈

求。每逢黃曆新年來臨，家家

戶戶都要打掃環境，清洗各種

器具，拆洗被褥窗簾，灑掃六

閭庭院，撣拂塵垢蛛網，疏濬

明渠暗溝。到處洋溢著歡歡喜

喜搞衛生、乾乾淨淨迎新春的

歡樂氣氛。

通常情況下，家庭在新年

前的日子裡徹底清潔家園。窗

黃曆新年是中國寺廟的繁忙

時期。崇拜者通常在黃曆新年的

第三天到寺廟去點燃香火，並在

未來一年向神靈祈求祝福和祝

福。許多主要的寺廟也將在院子

裡舉行節日龍獅舞蹈。

待過年的鐘聲敲過，街上

鞭炮齊鳴，響聲此起彼伏，家

家喜氣洋洋，新的一年開始

了，男女老少都穿上新年新

裝，先敬神佛，再給家族中的

長者拜年。拜年時，晚輩要先

給長輩拜年，祝長輩人長壽安

康；長輩可將事先準備好的壓

歲錢分給晚輩，據說壓歲錢

可以壓住邪祟，因為「歲」與

「祟」諧音，晚輩得到壓歲錢就

可以平平安安度過一歲。

節日的熱烈氣氛不僅洋溢

在各家各戶，也充滿各地的大

街小巷，一些地方的街市上還

有舞獅子，耍龍燈，演社火，

遊花市，逛廟會等習俗。這期

間花燈滿城，遊人滿街，熱鬧

非凡，盛況空前，直要鬧到正

月十五元宵節過後，過年才算

真正結束了。

這種色彩繽紛的傳統舞

蹈，據說帶來好運，是在戶外

進行鼓和鈸的伴奏，有時作為

街頭遊行。龍舞是由一群雜技

舞者表演的，而舞獅則是由兩

位舞者表演。

中國黃曆新年過年禁忌

大年初一是一年的開始，

禁忌相對比較多。忌初一早上

洗澡洗頭、洗衣服、倒垃圾，

以免沖掉、倒掉財運。

1、忌打破東西

將所有易碎的杯杯碟碟、

裝飾品、瓷器等物品都要小心

擺放，家裡有小孩子和寵物的

話就更要小心注意。因為打破

東西會破財破運，若真不小心

打破了就要用紅色的紙包起

來，然後默念「歲歲平安」（取

其諧音）的吉祥語，如果家中

有神位的話就放在神桌上，等

待破五日再丟棄。

2、忌早上洗澡、洗頭

年初一洗澡和洗頭會把財

富與財運洗掉呢。

3、忌叫全名催人起床

平時做事心急的朋友要注

意了，大年初一不要叫別人的

全名催人起床，否則這樣會讓

對方整年都被別人催促做事。

4、早上忌吃粥、肉、藥

以前的時代人們因為貧窮

吃不起飯才吃粥，所以年初一

吃粥會有導致一整年都貧窮的

意思。另外，初一忌殺生，所

以也不要吃肉。還有就是除非

生病外，健康的人不適宜在這

一天吃補藥如維他命丸。

5、忌煮新飯

初一要吃除夕留下的過年

飯，寓意去年的食物吃不完，

今年還有剩餘。

6、忌睡午覺

古訓有謂「禁晝寢」就是勸

人不要懶散，在大年初一睡午

覺會影響事業運。

7、忌洗衣物

初一和初二都不要洗衣

物，傳說這兩天是水神生日，

所以忌洗衣。

8、忌灑水、掃地與倒垃圾

傳統認為每家每戶都藏有

福氣和財運，如果初一灑水、

掃地與倒垃圾會將財神爺送

走，亦會掃走財富與好運，所

以當天不能丟垃圾。

年初二的禁忌

9、送禮要成雙成對

已出嫁的女兒回娘家拜年

的時候不要送單數的回門禮，

單數不吉利，所以女婿帶回娘

家的禮物必須成雙成對。

10、出嫁女兒宜初二、初

三回娘家

還有嫁出的女兒初二、三

回娘家，不要在年初一、初四

和初五這幾天回娘家，否則會

導致娘家家宅運不好。

年初三的禁忌

11、赤口日忌外出拜年

初三為赤口日亦稱為「赤狗

日」，赤狗是「熛怒之神」，會

帶來不吉，因為黃曆正月初三

是凶日，不宜外出及拜年。

年初四的禁忌

12、初四不宜外出

初四是民間習俗的接神

日，迎接眾神明、灶王爺與家

神回來守護家人，傳說灶王爺

會點名，所以不宜外出。

年初五的禁忌

13、送窮日

初一到初四的垃圾為「財

氣」，但到初五以後，垃圾便

會變成「窮氣」。因此初五要

將過年期間所有的垃圾清掃乾

淨，為之「送窮」，可帶來好運

與財運。

年初七的禁忌

14、初七諸事不宜

初七是「人日」，人們要互

相尊敬，家長不要教訓孩子。

另外，初七也是「七煞日」，諸

事不宜，盡量不要出遠門。

年初九的禁忌

15、忌曬衣服

年初九為天公生，即是玉

皇大帝誕日，當天忌晒衣服。

黃曆新年的習俗禁忌在民

間流傳已久，事實真偽也無從

考究，不過許多世間的事情「寧

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盡

量注意避開這些禁忌，安安樂

樂、歡歡喜喜地過大年！

像中的動物。年一來，樹木凋

敝，百草不生；年一過，萬物

生長，鮮花遍地。年如何才能

過去呢？需用鞭炮轟，於是有

了燃鞭炮的習俗。沒有煙火，

新年慶祝活動就不一樣了。

新年的鞭炮是用含有火藥

的捲紅紙製成的，當它們起飛

時，會在它們的尾跡上留下一

些猩紅色的紙。傳統上，人們

認為鞭炮聲很大，可以嚇跑邪

惡的鬼魂。現在許多城市都禁

止放鞭炮，雖說是安全考慮，

卻令過年少了一番風味。

闔家團圓，熬年守歲

黃曆過大年是個歡樂祥和

的節日，也是親人團聚的日

子，離家在外的孩子在過年時

都要回家歡聚。過年的前一

夜，就是舊年的臘月三十夜，

也叫除夕，又叫團圓夜，在這

新舊交替的時候，守歲是最重

要的年俗活動之一，除夕晚

上，全家老小都一起熬年守

歲，共享天倫之樂。

通常情況下，家庭將聚集

在新年前夕享用豐盛的團圓

飯。酒店提供包括蒸魚在內的

多種自製美食。作為新年慶祝

活動的一部分，吃魚的傳統源

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盈餘」或

「利潤」的中文單詞聽起來類似

於魚類。因此，人們相信吃魚

會在新的一年帶來財富。

大年初一吃餃子，是中國

北方地區過新年的必備吃食，

民間有「舒服不如倒著（睡

覺），好吃不如餃子」的說

法。餃子的做法是先和麵，和

字就是合；餃子的餃和交諧

音，合和交有相聚之意，又取

更歲交子之意。在南方有過年

吃年糕的習慣，甜甜的粘粘的

年糕，象徵新一年生活甜蜜

蜜，步步高。

敬神佛和拜年

戶被擦洗，地板被掃過，傢俱

被拂去，為新的一年做準備，

掃除了過去一年的厄運。此

外，在元旦避免了除塵，因為

擔心好運會被掃除。

辦年貨

然後就是家家戶戶準備年

貨。年貨包括雞鴨魚肉、茶酒

油醬、南北炒貨、糖餌果品，

都要採買充足，還要準備一些

年初一走親訪友拜年時贈送的

禮品，小孩子要添置新衣新

帽，準備過年時穿。

年畫、燈籠和鞭炮

貼年畫和貼門聯都起於貼

門神。年畫早在堯舜時期就已

出現了。年畫中以門畫起源最

早，它是由古時的門神畫演變

而來的。

門聯也叫門對、春貼、對

聯、對子、桃符等，它講究

工整、對偶、簡潔，抒發美

好願望，是中國特有的文學

形式。每逢新年，無論城市

還是農村，家家戶戶都願意

精選幅大紅門聯貼於門上。

相傳這一習俗起於宋代，在

明代開始盛行，到了清代，

春聯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有

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編寫

的門聯專著《檻聯叢話》對楹

聯的起源及各類作品的特色

都作了論述。

門聯的種類比較多，依其

使用場所，可分為門心、框

對、橫披、春條、斗方等。「門

心」貼於門板上端中心部位；

「框對」貼於左右兩個門框上；

「橫披」貼於門楣的橫木上；「春

條」根據不同的內容，貼於相應

的地方；「斗斤」也叫「門葉」，

為正方菱形，多貼在傢俱、影

壁中。

黃曆新年的另一名稱叫「過

年」。在過去的傳說中，「年」

是一種為人們帶來壞運氣的想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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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的韓戰，是傳奇名將麥克阿

瑟親自指揮的最後一場戰役，當時希望避

免與中共或蘇聯產生直接衝突的美國杜魯

門政府不顧一切地將他解職，之後麥克阿

瑟到國會發表經典演說〈老兵不死〉，結

束了他五十二年的軍旅生涯。

退居幕後的他一度想自我放逐，卻因

為一個事件而改變了他的想法，也促成了

他要為人類歷史留下一段珍貴紀錄的念

頭，在臨終前更留下了中華民國將收復大

陸的預言……

1952 年 12 月，解職後的麥克阿瑟

將軍對當時的總統艾森豪威爾提出了結束

韓戰的備忘錄。他建議除了要抵抗共產黨

在全球的滲透外，也要制訂完善的對華政

策。他說：「美國現在對華戰略的失策，

會引起一連串災難，這將是美國百年來政

治的最大敗筆。姑息赤禍，我們未來幾代

人要為此付出沉重代價，或許要一百年之

久。」在對當局提出了最後的建言之後，

開始了退休生活。

他每天除了到公司上幾小時的班之

外，就是去觀看拳擊、棒球賽和橄欖球比

賽，以及參與教會活動，幾乎已不參與公

眾活動。有許多出版社找上了他，希望幫

他撰寫回憶錄，也有好萊塢的電影公司想

要以他的一生來拍一部史詩電影，被他

一一地婉拒。

1960 年 1 月，剛過完 80 歲生日的

麥克阿瑟因為身體不適而住進了醫院。住

院期間，他反思自己過去一生的經歷，感

覺自己對這世界還有未完的使命。

麥克阿瑟祈禱，懇請神的啟示。不久

後，他身體竟快速痊癒了，大病初癒後他

對身邊的牧師說道：在過去 36 小時中，

我吟唱了《聖經》中的約翰福音第十一章

第一節的聖句，之後我感到我的生命又獲

得了恩賜，從死亡中產生了新的生命。

康復後的麥克阿瑟回到家後，便開始

著手寫他的回憶錄，他在前言寫道：「這

個回憶錄對今後的歷史家或許可以提供參

考，探討在這幾個偉大戰爭中所表現出的

行動與動機的理由，同時也是對美國下一

代的青年，讓他們對自己的國家以及政

府，在必要時為理想、為理念而犧牲生

命，進而瞭解生命真正的價值，這才是我

所期待的……

當執筆之初，使我感到困惑的是：我

對歷史有何貢獻？我做的一切角色是否都

盡善盡美？本書是敘述美國在過去為了捍

衛國家、維護自由、追求政治平等所引起

的偉大戰爭中，我個人扮演的角色，以及

我個人的過去，僅將此回憶敬獻於身經百

戰的美軍將士，還有對國家有貢獻的同

志，並留下作為我妻子兒女的遺產。」

1961 年 7 月，麥克阿瑟受邀前往菲

律賓出席獨立十五週年慶祝活動，同時瞭

解共產黨在亞洲擴張的情勢，回國後又向

甘迺迪總統提出國是建言。當時在麥卡錫

參議員離世後，共產黨對美國的滲透更肆

無忌憚了。他對甘迺迪總統說道：「美國

所面對的真正危機並不在海外，而是在國

內，並不在東南亞的綠色叢林中，而是在

美國都市的水泥叢林裡。」

然而他的苦勸未受到當局的重視，

1962 年高齡 82 歲的麥克阿瑟回到西點

軍校做了〈責任、榮譽、國家〉的經典演

說，在這長達一小時的公眾演說中，不斷

重複西點軍校的校訓（即責任、榮譽、

國家），他提及美軍的將士是最高尚的人

物，在與敵人作戰的過程就是生命的歷

史，未來不論時局如何的變化，但是爭取

勝利的意志是無可取代……

講完之後，整個會場一片寂靜，許多

人頻頻拭淚，麥克阿瑟留下的精神感動了

在場的所有人。

◎文：白雲飛

The Korean War in 1950 was the last bat-
tle commanded by the legendary Gen-

eral Douglas MacArthur. At that time, the 
United States Truman administration want-
ed to avoid direct conflict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or the Soviet Un-
ion and ended his career.

  After that, MacArthur went to Congress to 
deliver a classic speech: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publicly bringing 
his 52 years military service to an unwilling 
conclusion. 

  After retreating behind the scenes, he in-
itially wanted to exile himself. However, 
following an incident, he changed his mind, 
which prompted his idea of leaving a pre-
cious record for human history. Before his 
death, he made the prophecy that the Re-
public of China will regain mainland China. 

  In December 1952, after being dismissed, 
MacArthur presented a memorandum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to end the Korean 
War. He suggested that in addition to resist-
ing the global penetr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formulate a 
sound China policy. 

  He said: “The current fail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will cause a 
series of disasters, which will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political fail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 century. If we tolerate the red ca-
tastrophe, we will have to pay a heavy price 
in future generations, perhaps a hundred 
years.” 

  After making his final statement to the au-
thorities, he gradually withdrew from the 
political arena. He was over 70, and his 
physical health was not as good as before. 
He accepted a friend’s invitation to serve as 
a board member of Remington Rand Corpo-
ration and became the Chairman. 

 In the first few years of his retirement, 
he hardly participated in public activities. 
Many publishers approached him, hoping to 
help him write memoirs, and some Holly-
wood studios offered to make an epic movie 
with his life for a million dollars, but he de-
clined them one after another.  

God’s revelation: I will come back 

  In January 1960, MacArthur, who had just 
had his 80th birthday, stayed at the hospital 
because of an illness. During the hospitali-
zation, he reflected on his past life experi-
ences and felt that he still had an unfinished 
mission to the world. 

  MacArthur prayed and pleaded for God’s 
mercy. Soon, his body healed quickly like a 
miracle. After he recovered from the severe 
illness, he said to the pastor next to him: “In 
the past 36 hours, I chanted the first verse of 
the eleventh chapter of the Gospel of John 
in the Bible, and then I felt that God had 
gifted my life again; a new life was born 
from death.” He said to his wife, who was 
waiting: “Jane! I will come back again.” 

  After he recovered, MacArthur began to 
write his memoirs. He wrote in the fore-
word: “This memoir may provide future 
historians to explore these great wars’ ac-
tions and motiva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for the next 

young gen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let them sacrifice their lives for their ideals 
when necessary to their own country, to un-
derstand the real value of life. It is what I 
expect.” 

  However, the authorities did not take 
his advice seriously. In 1962, 82-year-old 
MacArthur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to give a 
classic speech on “Duty, Honor, and Coun-
try.” In this hour-long public speech, he re-
peated the school motto (Duty, Honor, and 
Country).

  He mentioned that the U.S. military sol-
diers are the noblest figures, and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the enemy is a personal life his-
tory. No matter how the world changes in 
the future, the will to win is irreplaceable. 

  After the speech, the whole venue was si-
lent. Many people wiped their tears away. 
The spirit left by MacArthur moved every-
one present. 

麥克阿瑟臨終前的預言（上）

MacArthur’s Post-War Years and His Prediction Before Death (Part 1) 

麥克阿瑟（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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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紋文化的土偶泥人

日本古代繩紋文化中的土偶

泥人，早在西元前 14000 年就

已興盛。這些土偶一般會塑造動

物和人，但有些卻具有巨大的誇

張的眼睛，像戴著護目鏡的太空

人一樣。

在中東地區的伊拉克，一個

歐貝德時期的考古遺址中，出土

了許多 7000 年前的俑像。這些

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中的歐貝德雕

像，有著明顯的蜥蜴人特徵：長

長的頭形，杏仁狀的眼睛，狹長

的錐形面孔和蜥蜴形的鼻子，其

中有一個雕像描繪了一個女性蜥

蜴人用母乳餵養她的蜥蜴孩子。

而蜥蜴人，被認為是外星生物的

一種。

三星堆遺址青銅縱目面具

中國的三星堆遺址，出土了

很多青銅造像，鑄造精美、形態

各異。這些青銅像既有人類自身

的形象，也有一些今天看起來

十分怪異的形象。著名的「千里

眼、順風耳」造型，不僅體型龐

大，而且眼球明顯突出眼眶，雙

耳更是極盡誇張。這些青銅器的

鑄造技術，並不歸屬於華夏青銅

器的任何一類。所以，很多人猜

測三星堆文明也可能是「外星人

的傑作和遺蹟」。

 《The Miracle Of The 

Snow》的圖畫中的UFO

   Masolino da Panicale 繪

製 的《The Miracle Of The 
Snow》，描繪羅馬 8 月炎暑下

雪的奇景。畫中，衆人頭上一排

排圓形的東西，像極了現代人在

電影裡看到的飛碟列陣。尤其是

建築上方右邊的一個，與現代一

些關於不明飛行物的描述驚人的

相似。

教堂的神祕太空人浮雕

西班牙伊諾尼馬斯大教堂，

修建於西元 1102 年。在教堂的

浮雕上，除了刻著神話中的動物

和聖徒，還有一個特殊的圖案令

人震驚：一個身著宇航服的宇航

員。難道一千年前，人類就可以

征服太空了嗎？

無獨有偶。在墨西哥高原的

瑪雅古城的廢墟裡，同樣發掘出

了一塊刻有宇航員駕駛著宇宙飛

在現有考古發現中，

有一些奇怪的文物引起

了人們的興趣。在幾千

年甚至上萬年前的藝術

作品中，出現了一些與

今天人類完全不同的形

象，還有類似於現在的

宇航員、飛機、飛碟等。

◎文：青蓮

古文物中的外星人和UFO  

行器圖案的石板。雖然經過了圖

案化的變形，但宇宙飛船的進氣

口、排氣管、操縱桿、腳踏板、

方向舵、天線，軟管及各種儀表

◎文：吳明

美 國 女 子 勞

拉（Laura）

在 瀕 死 時 見

到 上 帝 和 耶

穌。圖為一名

女 子 遊 歷 天

堂的示意圖。

（Pixabay）

一名自稱勞拉（Laura）的

美國女子表示，她曾因為車禍而

「死亡」一段時間，此時她的靈

魂不但到了天堂，也見到了上帝

和耶穌。在她的懇求之下，上帝

給她重生的機會，讓她回到人間

繼續生活。

勞拉在美國瀕死體驗研究基

金 會（Near Death Experience 
Research Foundation）的網站

上分享了這段發生在 1986 年冬

天的瀕死體驗。

勞拉說，事發當時，她與先

生帶著 9 個多月大的兒子外出。

她先生開車，她坐在前方乘客座

位，而她兒子坐在駕駛座後方的

乘客座位。

在一輛疾駛而來的貨車撞上

她座位旁的車門之後，他們的車

子在原地打轉。等到車子停下

來之後，勞拉的先生聽到她說：

「請求耶穌，他會幫助我們。」

接著，她昏死過去了。

勞拉隨後被送到醫院急救。

儘管她的身體躺在急診室裡，但

她的靈魂卻去了天堂，還見到上

帝和耶穌出現在她的前方。

勞拉說，耶穌問她，想不想

看看她身在何處。勞拉點頭示

意。於是耶穌讓她看到，他身穿

白袍，坐在她前方一張很高的白

色椅子上。而她則是跪在他的腳

邊，雙手掩面地哭泣著。

她懇求說：「讓我活下去，

請讓我活下去！」她抬頭往前

望，看到上帝坐在耶穌旁邊。上

帝的前方有一團白色的雲遮住，

所以她看不到他的前面，但她可

以看到他的部分側面和後面。他

也像耶穌一樣，坐在一張很高的

白色椅子上。

此時，耶穌轉向上帝，問

道：「她可以活下去嗎？」上帝

跟耶穌說了一些話，然後耶穌突

然站起來，高舉雙手，以一種宏

亮、幾乎是興高采烈的聲音喊

道：「他說可以！他說可以！」看

起來像是在對其他人宣布消息。

勞拉說，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就是她回到身體裡，而且醒了過

來。當她見到丈夫時，她說的第

一句話就是：「我在天堂，見到

了耶穌。」

她還提到，當她回頭看看當

年經歷的瀕死體驗時，她所得到

的訊息是，遇到事情不要害怕，

「上帝總是在我們身邊。」

俄羅斯西伯利亞東北部小鎮

奧伊米亞康素有「人類最冷定居

地」之稱，當地唯一的一所學校

也因此被稱為世界最冷小學。據

《西伯利亞報》報導，12 月 8 日

上午 9 點，當地出現 -51℃的低

溫，但是學生還是得在一片漆黑

的冰天雪地中走路去上學，因為

尚未達到 -52℃的停課標準。

這所創建於 1932 年的學

校，為奧伊米亞康和附近另外兩

個村莊提供教學服務。上課時

間為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由

於當地緯度較高，尤其進入 12
月，太陽升起的時間很晚，學生

往往出門上學時天還沒亮，而放

學時太陽早已經下山了。有很多

奧伊米亞康的學生家長會陪小孩

上學，來自其它村莊的學生則須

搭乘公交車上學。

◎文：天羽

依據奧伊米亞康的停課標

準，氣溫降至 -52℃時，小學

一年級至四年級（7 至 10 歲）

的學生停止上課，當氣溫降

至 -56℃時學校全部停課，連高

年級學生也不用上學。

奧伊米亞康冬季漫長而嚴

寒，因出現人類定居點最低氣

溫而聞名，冬天平均氣溫是 -48 
℃，實測最低氣溫為 -67.7° C
（1933 年 2 月 6 日）。

有趣的是，這個世界最寒

冷小鎮的名稱奧伊米亞康，在

俄文中的意思卻是「不會結凍的

水」，因為村莊附近有一眼溫

泉，游牧民族會在冬天帶著馴鹿

來這邊的溫泉喝水。

這裡的冬天，幾乎什麼東西

都會結凍，連香蕉、橘子都被會

凍得硬邦邦，可以拿來當作鐵

槌，即便是酒精濃度極高的伏特

加，放在戶外也不例外，照樣涷

成冰塊。平時外出開車，由於引

擎很快就會結冰，所以車子必須

隨時隨地保持發動，在外步行，

眼睫毛都可能結霜。熱水向空灑

水會瞬間成冰霧。

土地結冰，導致幾乎不能種

植作物，當地最常見的食物是肉

和魚，當地甚至有一道料理是把

魚肉、鹿肉在冷凍的狀態下削成

片來吃。

奧伊米亞康的居民約有 500
人，以養奶牛、馴鹿為主業。儘

管天氣極端寒冷，但這裡的水、

空氣、食物都非常純淨，因此村

民都不願離開，照樣在冰天雪地

中頑強生活。

寒冬季節的地

球高緯度地區都已

出現降雪天氣。寒

冷的天氣，總讓人想

天天窩在家裡。不

過，位於世界最冷村

莊──奧伊米亞康

（Oymyakon）的「世

界最冷小學」，即使

氣溫達到-51℃依然

照常上課。

瀕死見到上帝和耶穌

女子懇求還陽獲重生

-51℃小學生照常上課

世界上最冷的學校

仍清晰可見。不僅如此，1942
年，墨西哥考古學家在墨西哥的

恰帕斯腹地發現一個早已荒廢的

瑪雅人城市和一條瑪雅人的古隧

道，寬闊、筆直的通道壁上，塗

著釉面，還有臨摹宇航員的石板

畫。考古學家認爲，它至少有 5
萬多年的歷史，但卻是採用超高

溫鑽頭，電子射線的定向爆破等

高科技開鑿成的，還有一些人類

目前還不具備的技術。

到目前為止，UFO 是否存

在，仍然是人類爭論的話題。但

在許多古代畫作中，就已經有

UFO 出現。

美國、非洲和澳洲的一些土

著洞穴壁畫裡，都有描繪飛船，

以及從飛船上下來的穿宇航服的

生物。宗教繪畫藝術裡也有相當

一部分不明飛行物。

如此看來，UFO 和外星人

應該不是現代才出現在地球上

的，應該在遠古時代就頻頻出

現，古人通過繪畫、石刻、泥

塑、青銅像等藝術形式，將它們

記錄下來了。三星堆出土青銅縱目面具

《The Miracle Of The Snow》畫
中眾人頭上一排排圓形的東西，

像極了飛碟列陣。

公有領域

維基百科：G41rn8/wiki/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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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尋真

由於當地緯度較高，冬季日照時

間短，學生們只能摸黑乘車上

學。（Youtube視頻截圖）

熱水向空灑水會瞬間成冰霧。

（Instagram視頻截圖)

看 起 來 很 新 鮮 的 凍 魚 片 。

（Instagram視頻截圖)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5看命理 Fortune2021 年 2 月11日—2 月17 日     第 145 期    

◎文：德惠清官高讚善為何短命？
清末有位官員名叫高讚

善，字「襄廷」，河南項城

人，是袁世凱的同鄉。他於光

緒甲午年 ( 公元 1894 年 ) 獲
得優貢朝考二等的成績。「優

貢」是清朝每三年由各省學政

在府、州、縣生員中選拔文行

俱優者，與督撫會考核定數

名，貢入京師國子監，稱為優

貢生，可理解為「保送」。這

些優貢生經朝考合格後就可直

接任職當官。

清朝晚期官場腐敗盛行，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已是此時官場常態。可高讚善

卻是其中的例外。據相關縣誌

記載，他任定遠、太和知縣，

任內戡禍亂，興教化，賑濟飢

民，疏濬河道；太和任滿，升

為亳州知州，不久就死於任

上，年僅三十五歲。其人為官

清貧，死後身無長物，遺物僅

舊衣數襲、銀元三塊、銅板

三百而已。這樣清廉的官員按

常理講應該是好人，應該延

壽，卻為何早逝呢？

曾任中華民國國務院秘書

長的郭則沄先生，在他的記載

中給我們留下了答案。原來高

讚善雖然清貧，可在另一方面

卻是個凶殘的酷吏。

高讚善在亳州當知州時，

當地盜匪很多，因此高讚善採

用了極端的手段處罰盜匪：一

旦抓捕到盜匪嫌疑人，就立即

採用「非刑」，也就是法律規

定之外的刑罰審訊，說白了就

是酷刑逼供。一旦嫌疑人受不

了酷刑折磨，承認自己是盜匪

後，高讚善就立即判處他們死

刑並執行。按清朝法律，死刑

需要向上級匯報，最後由刑部

認可才能執行的。高讚善的所

為完全逾越了法律程序。

高讚善行刑處死犯人時極

為殘酷，將這些被迫認罪的盜

匪嫌疑人四肢用鐵釘釘穿，固

定在城門上，折磨後用鐵釘釘

其心臟部位處死。行刑的差役

都不敢釘犯人心臟部位，高讚

善就自己親自來做，因此血濺

官服也在所不惜。清朝法律只

規定了斬首與絞刑兩種死刑方

式，極個別罪惡大的凌遲處

死。因此高讚善發明的這種死

刑方式也是超出法律範圍，在

國法之外濫用私刑。

高讚善這樣在亳州大開殺

戒，不到一年的時間殺人無

數，當地盜匪也確實少了很

多。高讚善也自認為自己有

功。

一天他忽然病了，病中曾

昏迷，醒來之後告訴別人他昏

迷時元神到了陰間，就要接受

審訊。不久他再度昏迷，昏迷

中就如說夢話一樣依然在說

話，開始還說「鼠盜敢爾」，

接著就是喋喋不休，不斷為自

己辯護、解釋的話語，然後就

是認罪伏罪的話語，不久又

說「下湯鑊矣」。湯鑊就是滾

開的水鍋或油鍋。人們聽到這

話都知道他那一層的身體與元

神已經在陰間受刑了。他躺在

病床上的肉體也隨之出現可怕

的變化「遍身骨皆碎，肉化為

水」，慘叫著去世了。

高讚善臨死前昏迷中的話

語告訴了人們：元神、陰間都

是存在的，只是不存在於我們

這個空間，存在於另外空間罷

了。而且人另外空間的身體可

能與人體表面的肉身有一定的

對應關係，高讚善臨死前另外

空間的身體在陰間受刑，這邊

的肉身就「遍身骨皆碎，肉化

為水」，明示著報應、陰間刑

罰的存在。

郭則沄先生感嘆道：高讚

善外表「美秀而文」，不知為

何竟如此殘酷。其實不論高讚

善是因為痛恨盜匪心切，還是

希望幹出政績來，或其他原因

如此殘酷，他超出法律規定範

圍殘酷殺人，就是有罪的；特

別是他抓到嫌疑人後就行刑逼

供，很可能冤枉並最後冤殺無

辜之人。高讚善雖為官清貧，

但更是一個殘忍的酷吏，有這

樣的報應並不為過。

事據《洞靈小志 · 卷五清

朝酷吏報》

高讚善雖為官清貧，但更是一個殘忍的酷吏。示意圖 （圖片來

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今世的親人必與你結過前緣

人生生世世在輾轉輪迴中，早已結下了數不清的緣分。(shutterstock)
事實上，人生生世世在輾轉

輪迴中，早已結下了數不清的緣

分，因緣深或緣淺、善緣與惡

緣，今生與你相遇之人，或做你

的親人，或當你的子女，或為你

的朋友、同事，或來報恩的，或

來還債的，或來尋仇的，時間或

早或遲。無論是何種關係，背後

都牽著那看不見的前緣。史籍中

的例子比比皆是，本篇就說說那

些投胎甚至兩世投胎來做子女的

故事。

詩人顧況幼子亡  

不忍父悲再投生顧家

唐代詩人顧況有一個兒子，

十七歲時生病死去。因為素日裡

十分疼愛這個兒子，顧況受此打

◎文：周曉輝

擊，悲傷不已，並作詩悼念道：

「老人哭愛子，日暮千行血。心

逐斷猿驚，跡隨飛鳥滅。老人年

七十，不作多時別。」泣血的文

字傳遞了無盡的痛苦。

顧況的兒子雖然死去，但魂

魄卻時常在家中飄蕩。他每每聽

到老父的哭泣聲，都心中不忍，

並為之感動。他因此發誓，如果

再轉生為人，一定還要轉生到顧

家，做顧家的兒子。

一天，顧況幼子的魂魄被帶

到冥府的一處，有判官判其到顧

家轉生，果然遂了他的心願。過

了一段時間，他睜開眼睛，看見

了自己前世的屋子和兄弟，周圍

都是早已熟悉的親人，只是他無

法開口說話，他這才明白自己已

經轉生，現在是一個小嬰兒。不

過，自那之後的事情，他又混沌

不知了。顧況給他起名叫顧非

熊。

等顧非熊長到七歲時，他的

哥哥在與他玩耍時打了他，他忽

然說道：「我是你的兄長，你緣

何打我？」一家人都十分驚異。

顧非熊這才將前生之事一一講述

出來，每件事都絲毫不差，而且

弟弟妹妹們的小名也全都能叫出

來。

顧非熊性格詼諧好辯，進士

及第後曾擔任縣尉，因不喜歡奉

迎，最終棄官隱居茅山。

將軍離世女再投胎 

認出前世小刀

南朝劉宋時的開國功臣、將

軍向靖，在吳興郡時曾生有一

女，沒幾年就因病死去了。幼女

在剛得病時，一天在病床上玩弄

一把小刀，其母擔心她傷到自

己，就上去奪刀。女兒不給，爭

奪中傷了母親的手。

在女兒去世一年後，她的母

親又生下了一個女孩。女孩長到

四歲時，突然問母親：「從前的

那把小刀在哪裡？」母親否認有

什麼小刀，可女孩卻說：「昔日

曾因為爭奪小刀傷了母親的手，

緣何說沒有小刀？」母親非常奇

怪，因為這是發生在離世的女兒

身上的事，現在這個女兒是如何

得知的？

於是，女孩的母親告訴了夫

君向靖。向靖問她之前的小刀是

否還在，夫人答曰尚在，但因為

怕勾起對死去的女兒的思念，所

以一直沒使用。向靖隨即讓夫人

拿幾把同樣的小刀，並將先前的

小刀混在其中，讓女兒辨識。女

孩毫不猶豫地拿起了先前的小

刀，向靖夫婦這才曉得，死去的

女兒再次投胎在他們家中，他們

喜極而泣。

進士文澹的前世今生

五代十國時後蜀進士文澹頗

有德行，時人對他都很推崇。據

說他三四歲時，就知曉前生之

事。

他的父母在文澹之前還有一

個兒子，名叫文谷，從小就聰明

伶俐，五歲就開始學誦詩書。誰

料想，沒過多久，就因失足墜井

而亡。父母悲傷不已，常常思念

他。

待有了文澹，父母之痛稍稍

緩解。一天，小小年紀的文澹突

然對父母說：「兒子先前有銀胡

蘆子和漆球、香袋等東西，被我

放在杏樹洞中，不知現在還在不

在那裡。」母親遂與其一同去尋

找，果然找到了。父母這才知曉

文澹乃是文谷轉生，更加憐愛

他，對他的疼惜超過了其他幾個

孩子。

文澹十五歲時，文章就寫得

華麗俊逸，後來還考中了進士。

類似的例子古今中外都有，

至於為何兩次投胎於同一家庭，

大概是前世的緣分還沒有了結

吧。

有這樣一句老話：

「有緣千里來相會，無

緣對面不相識。」雖然

大多說的是夫妻之緣，

但人生中，一個人身邊

的父母、子女、朋友、同

事、恩人等，哪一個不是

緣分化來的？

◎編輯整理：穆臻

臺灣臺南市麻豆區的代天府

於 1979 年斥資臺幣近億元打造

「十八層地獄」，恐怖寫實的劇

場設計用意在闡述「有惡必罰」

的輪迴觀。

臺灣臺南市麻豆區的代天府

主祀五府千歲，因分香的宮廟眾

多，又稱「五府千歲總廟」。

寺廟後苑橫亙著一條五彩巨

龍，身長 54公尺，高 38公尺，

內寬 5 公尺，裡頭設有地獄場

景，教化意味濃厚。

十殿閻王 八重大地獄

廟方為了警示世人有惡必罰

的道理，斥資近億元在巨龍體內

打造「十八層地獄」。

地獄設計成劇場形式，只要

感應到有人經過，就會自動表演

審判與行刑過程；活動的人偶、

陰森的音效和駭人的布景，多次

驚嚇著參觀的民眾。

地獄信仰早在唐代就極為盛

行，十殿閻王掌管的八重大地獄

便是我們常說的十八層地獄，最

早記載於唐代沙門藏川編撰的

《十王經》。

到了北宋，遼邦人淡癡道人

以親身入冥府的方式著作《玉歷

寶鈔》，成為日後家喻戶曉的經

典，臺灣人對於十殿閻王的概念

便是源自於此。

十殿閻王的名稱依序是秦廣

王、宋帝王、楚江王、五官王、

閻羅王、卞城王、泰山王、平等

王、都市王及轉輪王。

相傳古印度的毘沙國有十個

兄弟、十八個大臣和百萬雄兵，

一日出戰鄰國維陀如生王時，發

誓若戰敗願做地獄之王，結果戰

敗亡國。十個兄弟成為十殿閻

王，十八個大臣成為十八獄主，

百萬雄兵成為陰府鬼卒，這是十

殿閻王最典型的傳說。

地獄首殿秦廣王，「專司人

間壽夭生死冊籍，統管幽冥吉

凶。」（《玉曆寶鈔》）此殿設有

孽鏡臺，可照出亡者本來面目，

凡功過兩平者，送往第十殿發放

投生人間；若是惡多善少者，依

據罪業之深重押送至各殿受刑。

第一殿負責初審人一生之善

惡，最後一殿（第十殿）轉輪

王則實行最後審判，將「各殿押

解到的鬼魂分別核定其福業大

小，發往四大部洲轉生，投胎為

男女壽妖富貴貧賤之家」。即

已在前幾殿受過酷刑的亡魂，將

在此處決定來世的去處。

本殿有六道轉生門，分別是

公侯將相門，投胎轉世為婦女或

仕人；士農工商門，轉世為一般

老百姓；胎生門，轉世為胎生獸

類動物；卵生門，轉世為卵生禽

類動物；化生門，轉世為昆蟲動

物；溼生門，轉世為水生動物。

即將投胎的亡魂必須前往

孟婆亭，飲下孟婆給的「醧忘

湯」，忘記前生一切事，自墮入

六道輪迴。

感受造業的下場

除了第一殿和第十殿外，其

他的殿中有許多殘酷的刑罰，比

如：寒冰池、油鍋（受皮膚炸

煮之苦）、虎剪（腰斬）、血池

（婦女專屬地獄）、刀山（穿腸

破肚）、銅柱（燒燙之苦）、劍

樹、大秤（測身口業之輕重）、

鋸解、牛坑……其他還有石磨、

拷訊、枷刑、抽腸、割舌、射箭

等刑罰。其實透過文字，是不足

以讓人感受造業所需償還的下

場，您若有機緣來到臺灣旅遊，

也許可以到麻豆區的代天府體驗

栩栩如生的十八層地獄景象，感

受一次震撼教育。

體驗臺南十八層地獄

 代天府在1979年斥資臺幣近億元，打造「十八層地獄」。（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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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歷史上傳頌著幾位偉大

的母親，陶侃之母便是其一。陶侃

（公元259年至334年），字「士行」
(又或「士衡」)，是東晉早期著名的
忠臣名將，為官清廉，軍功卓著，政

績斐然，一生勤勉，嚴以律己。他的

父親本是三國時期東吳的軍官，可

惜早逝，以致家境貧窮。幼年的陶

侃只能靠母親一個人辛苦的撫養

成人，陶侃的成才是離不開他的母

親。

陶母諶氏（又或湛氏）以紡織謀生

養子，供陶侃讀書。陶母家教嚴謹，教子

惜時讀書，以忠順、勤儉為美德，薰陶其

子。為此，小小的陶侃總以清貧為樂，努

力學習，自幼伴母夜織而讀書，聞雞鳴而

勞作。因此，陶侃讀書萬卷，精通兵法，

被其父的生前好友太守范逵舉薦為縣令，

直至任長吏、太尉、都督大將軍，被封為

長沙郡公。陶侃為國、為民鞠躬盡瘁，一

生清正廉潔，即使他當大官後，仍然十分

注意節儉，而且治軍嚴肅整齊，凡有繳

獲，全部分賞士卒，自己身無私財。比起

那些醉生夢死、苟且偷生的平庸官僚，堪

稱一大楷模，《晉書 · 陶侃傳》中稱讚道：

「陶公機神明鑑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

明。」

陶侃年輕時曾當過「魚梁吏」，就是

管理漁業的辦事員，曾讓人送一罈糟魚給

母親。陶母收到後，立即書信一封，連同

送來的那一罈糟魚，命來人帶走，信中義

正詞嚴斥責兒子：「你身為官吏本應清正

廉潔，卻用官府的東西當作禮品送給我，

這樣做不僅沒有好處，反而增加我的憂

愁。」告誡他不可受別人之禮，應如數退

還。這便是陶母「封鮓責子」的故事。

有一次，正值下大雪，陶侃父親的生

前好友范逵騎馬來訪。陶母見家中無草餵

馬，便從床上抽下臥墊中的禾草，切碎餵

馬；又悄悄把頭上的長髮剪下賣與店人，

換回酒菜，熱情款待客人。范逵聽街坊鄰

人道出真相後，讚歎說：「非此母不生此

子。」大意就是說，沒有這樣的母親就教

育不出這樣好的孩子啊！陶母給後人留下

了「截髮延賓」的美談。所以陶侃最後能

成為廉潔奉公、無私待人的好人，其母的

言傳身教功不可沒。

後來官府特為陶母住所立坊，名為

「延賓坊」，命屋邊之橋為「德化橋」，以

此嘉彰這位養育了一代忠臣名將的賢母。

北宋范仲淹至饒州時，曾下令於德化橋頭

立「延賓坊故址」巨碑，供人瞻仰，以此宣

傳陶母的事蹟。為紀念陶母教子讀書，縣

人還在陶母故宅旁建起陶侃「讀書臺」、

「洗墨池」。後人還將陶母與孟母、歐陽

母、岳母並列，稱為「四大賢母」。

陶侃當官後，依舊十分孝順母親。公

元 318 年，陶母去世後，陶侃也按當時

丁憂的習俗辭職回鄉，為母守孝服喪。當

時發生一件奇事：有一天，忽然有兩位客

人前來弔唁，二人服飾顏色鮮明，樣式異

於常人，弔唁時雖然哀痛，卻不哭，拜完

就離開了。陶侃悟性很好，一見他們就知

道其不是凡人，故而暗中派人跟著他們，

看他們要去哪裡？結果發現，他們走遠

後，突然化為雙鶴，沖天高飛而去。

當時的人們都感到很驚奇，認為陶母

之賢，就連草木、靈禽也被感化了，所以

有哀有祭、翩翩來兮，從此留下了「鶴弔

陶母」的典故。此事在作為正史的《晉書》

上有明確的記載，可信度極高。其實不僅

在中國的野史、傳說和文人的筆記中，充

滿著佛、道、神的記載。就連正史中對現

代科學無法解釋的超常事件，同樣也是比

比皆是，無神論真的是錯了。

所以，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是父母應

盡的本分，陶母養育了一位愛民保國的忠

臣良將，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神便

安排了「鶴弔陶母」的神奇事件，以這種

形式表彰她，同時把賢母教子、行善積德

的典範，傳與後人。

「鶴弔陶母」這一典故也演化出「弔

鶴」、「鶴弔」、「天涯弔鶴」、「賓驚弔

鶴」、「鶴拂碑」等同源典故。這些典故

多半用於詩詞中，均為弔唁之意。如：李

白的〈自溧水道哭王炎三首之三〉的詩中

「海內故人泣，天涯弔鶴來」；駱賓王的

〈樂大夫輓詞五首〉中「寧知荒壟外，弔鶴

自裴徊」；張九齡的《和姚令公哭李尚書

義》「忽嘆登龍者，翻將弔鶴同」。

註：陶母墓位於今天的江西省上饒市

鄱陽縣境內，在歷朝歷代都受到了人們的

敬重與保護。 1986 年，陶母墓由鄱陽縣

政府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然而據媒體報

導，在 2008 年底，因為處在樓盤開發範

圍內，陶母墓便被開發商夷為平地，保存

了 1600 多年的古代遺蹟徹底消失了。後

來為了旅遊等目的，當地政府又重新修建

陶母墓，但這只是一個現代的仿品而已，

絕不再是千年的古蹟了。

（資料來源：《晉書》）

看完「推特被告牽出驚天黑幕」的影

片後，讓身為教職人員的我們，感到相當

可怕，卻不覺得意外，畢竟幾乎沒有人能

完全與科技脫鉤，網絡世界隱藏大量暗黑

角落，光美國就有約 50 萬名兒童，長期

被迫困在色情產業中無法掙脫，試想，臺

灣有多少兒童正受迫害？你我身邊或許就

有受害兒童，他們離我們這麼近，心靈卻

離得十分遙遠，即使身為教師、父母，都

難以搆回漸行漸遠的靈魂。究竟，這一切

駭人聽聞的黑色產業鏈，是如何發生的？

影片中受害青少女現身說法，犯罪集

團利用五步驟，長期對無辜的兒童、青少

年進行洗腦，進而誘導其走上歧路。只有

撒旦才做得出來的邪惡：

第一步：與孩子建立聯繫和信任

第二步：提供孩子毒品、酒精

第三步：讓孩子疏離父母

第四步：讓孩子脫離原本朋友圈

第五步：摧毀孩子的道德觀

犯罪集團透過組織合作，接近受害

者，使其失去戒心，逐步進行精神控制。

長期洗腦下，灌輸「性、毒品、酒精沒什

麼大不了」，進而使受害者一步步對毒

品、酒精上癮，最終完全控制其身體自主

權。最可怕的是許多受害者，在被摧毀道

德觀後，甚至主動獻身，認為性工作者是

很高尚的工作。足可窺見，眾多社會問題

的根本源頭，就是「道德觀被摧毀」！

當一個社會，道德觀念淪喪，人性的

真善被扭曲後，暴力犯罪、性開放、濫用

毒品酒精等事件變得稀鬆平常，人與人

之間的相處也會變得異常冷漠，「爾虞我

詐」取代「誠懇相待」、「你爭我奪」取

代「包容禮讓」、「以暴制暴」取代「文

明文化」，人間天堂頓時化為人間煉獄，

你我都置身其中，無人能袖手旁觀。

推動道德教育，才能從根本力挽狂

瀾，是當務之急，卻在崇尚 AI 科技的社

會潮流下，被視為食古不化而受到嚴重忽

視。記得筆者小時候，小學規定要上「生

活與倫理」，但在多次教育改革後，小學

課表上多了英文、資訊、表演藝術等課

程，排擠犧牲掉的，卻是最根本的「品格

與道德」。絕大多數家長希望孩子英文

好、資訊能力好、表達能力好，有多少家

長最重視的是孩子的「道德觀正確」？

《弟子規》開宗明義即指出「弟子規，

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汎愛眾，而親

仁，有餘力，則學文」。數千年以來，

古聖先賢強調品格重於學問，筆者認為是

穩定社會發展的真知灼見。反觀如今教

育，卻是背道而馳，無怪乎驚世駭俗的社

會事件層出不窮，令人擔憂不已。身為教

育工作者，我會盡力引導孩子發展良善品

格，但與孩子接觸時間最長的，不會是老

師，而是家長。如果大多數家長都能以身

作則，回歸傳統道德的良善，不但能贏得

孩子發自內心的敬愛，更能使社會風氣轉

化為善，當形成一個共好的社會，最受益

的也是自己與孩子啊！願有更多人正視此

問題的迫切性，願再也沒有任何兒童遭受

犯罪集團誘惑逼迫，願我們的社會回歸道

德良善！

在前幾個世紀，無論西方，還是東

方，大多數國家都有著傳統的價值觀。西

方國家的文化是以天主教、基督教和猶太

教為主導，東方國家幾乎都是佛教文化。

而中國除了佛教文化之外，還有道教文化

和儒家思想。

那時的人們從來沒有懷疑過傳統文化

的價值觀，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

理。學生在大學裡都能受到傳統文化、傳

統價值觀的教育，能夠敬天信神、追求高

尚的品德；在大學畢業後，成為社會的中

流砥柱、民族的菁英，並成為傳統文化的

守護者。但由於西方國家的教育被滲透和

文化被變異等原因，西方大學的傳統價值

觀逐漸消失了。

現在西方大學裡的主導意識形態，很

多都是傾向於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學生

們會不假思索地接受無神論、進化論、唯

物主義。以美國為例，約翰 · 杜威（西元

1859 年～ 1952 年）是一個無神論者、

社會主義者，以及人本主義者，他被視為

美國現代教育學的創始人之一，美國進步

主義運動的代表，他曾先後在密西根大 
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長期任

教。在 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上過大學的

人，幾乎都受到過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

尤其是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生受到的影響最

為嚴重。

前蘇聯的克格勃成員貝澤門諾夫，在

1984 年發表演講的時候，說過共產主義

對美國一代人的教育滲透已經完成，其效

果之好遠遠超出了蘇聯當局的想像。「即

使從現在這一刻起，美國人開始教育一代

新人，仍然需要 15 年至 20 年，才能扭

轉這個趨勢，改變人們對現實的意識形態

化認知，使認知回到正常狀態。」從他說

這些話到現在，時間又過去了 30 多年。

可想而知，共產主義在西方培養了很

多代理人，但他們並不都是共產主義者，

只不過是列寧所說的——「有用的傻瓜」

而已。他們變成了共產主義得心應手的工

具，被用來破壞傳統文化、敗壞社會道

德、支援共產政權、顛覆本國的合法政府。

這些代理人成為了大學裡的教師群

體，主導著大學教育的意識形態，而有不

同思想傾向的學者，或者無法進入大學任

教，或者不被允許發表傳統的價值觀。所

以青年學生們很輕易地就接受了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或受到女權主

義、環保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的影響，他

們幾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被洗腦，

成為了殉葬品。

早在 20 世紀初，美國的學院派知識

分子就開始接受列寧式的暴力共產主義思

想，或者接受費邊社的非暴力共產主義思

想。在 20 世紀 60 年代的反文化運動，

培養了一大批反傳統的青年學生，他們從

大學研究所的新聞、文學、哲學、社會

學、文化研究等在內的社會人文學科畢業

以後，進入了最有影響力的大學、新聞媒

體、政府機關、非政府組織等部門工作。

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這批當

年的造反青年們，很多都獲得了大學的終

身教職，成為了大學的各個科系主任、院

長。但是他們教書、治學的真正目的，並

不是為了探求真理，而是要把學術作為破

壞西方傳統文化、顛覆意識形態和政治制

度的工具。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逐漸排

擠出去具有傳統思想、按照傳統理念教學

的教師。

現在到了 21 世紀，美國大學裡的大

部分教師都變成了被共產主義思想洗腦的

左派學者，他們不是傳授知識和人類文明

的菁華給學生，而是灌輸給學生激進的政 
治觀點，讓他們畢業後把反傳統的思想擴

散到社會上去，最終達到摧毀一切傳統文

化的目的。（待續）

鶴弔陶母

( ADOBE STOCK )

中 華 典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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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價值觀
為何會從西方大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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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聞笛
唐代/高適

胡人吹笛戍樓間，

樓上蕭條海月閑。

借問落梅凡幾曲，

從風一夜滿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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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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冬天，您的車子不能停

進車庫或車棚內，那麼

最好採取額外措施，來

保護您的車輛免受寒冷

和冬季暴風雨的影響。 
以下 6 個停車小技巧幫

您的愛車安全過冬：

車窗保護

在 寒 冷 的 飄 雪 清

晨，首先要除去擋風玻

璃上的雪和冰，這實在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您

可以購買一個磁性擋風

玻璃罩，這樣您的車停

放室外時，這個擋風玻

璃罩可以在車窗與雪之間形成一種屏障，減少

了鏟冰掃雪的麻煩，還能於車窗玻璃和後視鏡

也能起到一種保護作用。

輪胎保護

冬季行車，請儘量換上雪胎，必要時再增

上防滑鏈，以減少車子在積雪覆蓋的街道上

打滑。您的愛車在室外過夜時，請儘量選擇

平坦、乾燥的地方停放，以防止地面如有積

水或冰晶，從而凍住輪胎。

車門保養

冬季清潔愛車後，可以

着重將車門密封條擦拭乾

淨，然後買一罐質量好的

WD-40，將其噴塗在車門、

車窗的橡膠密封件上，這樣

不但可以防止其被凍住，還

可以延長密封膠的壽命。如

果在開車前，發現車門被冰

凍住後，當強行打開時，有可能會損壞車門

的密封條。這時也可以在車門縫隙處噴上一

點 WD-40，停留 30 秒左右，再去開車門。

避開大樹、屋檐

在冬季，最好避免在樹木、屋檐或其它

低垂結構的建築物下停車。 有些地區的風雪

或水汽很大，樹上容易積冰或形成冰柱，如

果其掉下來砸在車上，這對車身或車窗玻璃

的損害很大，使您陷入困境。

備用電池

寒冷的低溫很容易使汽車電池更加脆

弱，所以建議您還是應有一個備用計劃。必

要時，建議購買一個便攜式電瓶或充電寶、

汽車應急啓動器，在最需要的時候，它可以

幫您迅速擺脫冬天尷尬的境地。

雨雪天使用自動巡航控制

為什麼不安全？為什麼不安全？

冬
季
室
外
停
車
也
有
大
學
問
？

雪
天
保
護
愛
車
五
妙
招

雪
天
保
護
愛
車
五
妙
招

擋風玻璃罩

可以在車窗

玻璃與雪之

間形成一種

屏 障 ， 減

少了鏟堅冰

和掃雪的麻

煩。

【看中國訊】現在的車輛，甚

至比較低配的車，都會配置「巡

航 控 制」（Cruise Control） 系

統。而在日常行車中，尤其是長

途旅行，巡航控制更是我們必不

可少的好助手了！

巡航控制可讓我們在開車

時，將車輛交由電腦操控，都能

保持一個恆定的車速；或更高檔

的巡航系統能感知您前方的其它

車輛，並會自動剎車以保持安全

距離；而有的巡航控制系統還能

在下坡時會減速剎車。

但也許在買車的過程中，

車行的銷售人員並沒有特意提醒

您：在冬季，請儘量不要使用巡

航控制。因為在冰雪覆蓋的冬天

路面上使用它，會更增加駕車的

風險。在一些冰雪地區，時常會

發生因此而導致的事故。例如，

2020 年 1 月 28 日，美國明尼蘇

達州明尼阿波利斯 WCCO-TV

頻道，就報道了一輛皮卡因為冬

天用巡航控制，而在橋上出現車

子打滑事故。

因為冬天的路面上，冰雪通

常會分佈不均，有時看似路面乾

爽，但低窪處可能就有冰層；在

下雪、起霧、下雨的天氣裏，路

面也通常都會溼滑，如果在此路

況使用汽車巡航定速控制，可能

會引起車輪打滑，嚴重的甚至會

導致汽車失去控制。

同時，自動巡航控制下，駕

駛員開車比較放鬆，警惕性會降

低。 當車主意識到有問題時，

車主可能會急忙踩剎車，因為這

是取消巡航控制的最快方法。但

是在溼滑、或有冰的路面上緊急

剎車，這樣做可能很危險，甚至

會使情況變得更糟。

所以，在冬季使用巡航控

制，可能會使您自己和他人處於

危險之中。

Youtube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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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99$30,499
$5,338$5,338

$35,837

Stock: 180274Stock: 180274

$13.16/ 天 , 84 月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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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s Manager
Leo Mei

(403) 612-3976

Product Advisor
Jay Jiang

(403) 816-4976

Product Advisor
Danning Wang
(403) 479-9762

Product Advisor
Bin Wu

(403) 966-9088

Finance Manager
Ken Huang

(403) 243-8000

Director of Finance
Elaine Zhu

(403) 243-8000

Director of Sales
Peter Chen

(403) 667-3588

Public Relations Mgr
Doris Sun

(403) 243-8000

 2020 Sienna LE F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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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 180742

$14.78/ 天 , 84 月
1.99%

Stock: 180742

加稅$35,399$35,399$38,390
$2,991$2,991

Stock: 181094
2021 RAV4 XLE AWD

節
省

$116.49/ 天 , 84 月
4.99%

加稅$35,499$35,499$38696
$3,197$3,197

Stock: 180709
2020 Camry XSE FWD

節
省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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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

Product Advisor
Angel Chan

(403) 630-5122

WD-40

Pixabay

https://www.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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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除夕又叫「大晦

日」，像其他亞洲國家，日

本人在除夕也要吃團圓飯；

全家人一起看 NHK 電視臺

的紅白歌唱大賽，也是日本

人的典型除夕活動。

節目快結束時，每一家

的主婦會開始準備「過年蕎

麥麵」。日本人深信，除夕

深夜 12 點以前吃完一碗蕎

麥麵，才能去除舊的一年的

惡運，順利迎接新的一年。

日本蕎麥麵 
送走一年厄運

粽子是越南年菜的主

角，用來祭拜天地和祖先，

祈求新的一年能夠事事順

利、吉祥好運。同時，方形

粽象徵天圓地方，極具特

色，是過年才吃的功夫菜。

越南粽子的食材有糯

米、綠豆仁、胡椒粉及一塊

肥豬肉。備好料就依序放進

摺好的柊葉，用手捏成方

形，或是使用木製的模具，

用竹篾扎起來蒸熟透就行。

越南新年粽子 
象徵天圓地方

韓國人過年一定要吃年

糕餃子湯，在新年第一天吃

一碗年糕湯，就長大一歲。

韓國人對剛認識的人，一開

始問對方的年齡：「您吃過

幾碗年糕湯？」

自己煮韓式水餃湯，將

餃子在柴魚高湯中煮沸，再

加入年糕、泡菜和肉末，最

後加一顆蛋。水餃湯湯底也

可換成牛肉湯，並加入圓柱

形年糕，稱為水餃年糕湯。

韓國年糕湯 
期待新的一年

餃子形狀像元寶，過年

吃餃子，有團圓、喜慶的好

兆頭，這是一般現代人對新

年吃餃子的印象。其實，新

年吃餃子歷史悠久，有其文

化意義。

過年除夕包餃子，在中

國北方是最重要的傳統過年

習俗之一。除夕夜餃子在 12
點包完要馬上吃，餃子、餃

子，交在子時，取「更歲交

子」的含義，象徵辭舊迎新。

好吃不如餃子 
過年除舊布新

西班牙盛產葡萄，新年

傳統也與葡萄有關。在每年

最後 12 秒，如果能按鐘聲

響的節奏，在最後一聲跨年

鐘響時吃完 12 顆，象徵明

年是幸運的一年。

據說，19 世紀時，西

班牙阿利坎特的葡萄園大豐

收，為尋找銷路，想在市面

上推廣吃葡萄會帶來好運，

吸引更多人購買，演變至

今，成為有趣的新年傳統。

西班牙12顆葡萄 
一整年都幸福

過年
美食

好 彩 頭

◎文：朱里

   黃曆新年已到來，各國

人民都有不同飲食傳統，藉

由年菜，送舊迎新也祈福。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復出復出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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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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
每磅4$ 99

新鮮西冷牛肉
$11.0/kg

Danone Activia 乳酪
8 x 100g
Danone Activia 乳酪

$11.0/kg

Danone Activia 乳酪Danone Activia 乳酪

特價
每磅2$ 49

Danone Activia 乳酪Danone Activia 乳酪

特價
每件3$ 99

每月第一個

星期二
消費滿 50 元

享 15% 折扣或
  40 倍積分 !僅限賣場內商品，彩券、藥品等不在此列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15% off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15% off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8 x 100g
Danone Activia 乳酪Danone Activia 乳酪Danone Activia 乳酪Danone Activia 乳酪

特價

$

Danone Activia 乳酪Danone Activia 乳酪

新年及情人節快樂！新年及情人節快樂！

新鮮西冷牛肉新鮮西冷牛肉
$11.0/kg$11.0/kg$11.0/kg$11.0/kg$11.0/kg
新鮮西冷牛肉
$11.0/kg$11.0/kg$11.0/kg

特價
每盆9$ 99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2 月 11 日至 2 月 17 日

特價
每件8$ 99

特價
每件2$ 99

特價
每隻9$ 99

特價
每份8$ 49

特價
每件9$ 99

特價
每磅3$ 99

進口紅提
$5.49/kg

覆盆子、
黑桑子、
藍莓
170g/ 盒

Wonderful
鹽焗開心果 450g

金莎朱古力
174g 心型禮盒

進口蘆筍
$8.80/kg

原只熟龍蝦

小食拼盤

袖珍玫瑰
6 吋盆裝

save on Foods 是一個加拿大品牌超市，來自卑詩省。與巨型
的Costco 以及華人特色鮮明的T&T Supermarket 相比，save on 
Foods 顯得規模不大不小，東西不多不少。也因為其兼收並蓄的經營
理念，華人在此店可以找到各種驚喜，從價格到品種，尤其是卡城西
北部胖大媽山社區（Panorama Hills）的save on Foods，更值得華
人朋友一探究竟。

  潔淨清新
save on foods 位於胖大媽山社區

北部商業區，臨近 Stoney Trail 和 14 
Street NW 立交橋，這裡有 TD 銀行、

Tim Hortons、Rexall、Co-op 等各類設

施，設計新穎，停車位寬敞。走進這家

save on Foods，迎面而來的是明亮與清

新的感覺。在這裡購物，令人感覺置身市

中心的高端市場，一絲不咎的管理給你最

舒適安心的購物經歷。

本 店 經 理 蘭 格 拉 克（Sheena 
Langerak）介紹說，針對 COVID-19 疫
情，本店的購物車、籃子、自助收款設備

和收款台都會及時清理。「為了達到更高

標準的潔淨程度，我們對經常接觸的地方

每 4 個小時就全面清潔一次。…… 如果

您存有擔心的話，我們推薦您在上午比較

早的時候或者晚間來我店，這是人流相對

較少的時候，還有是週三和週四也是避開

人流高峰的好時候。和一些大商店相比，

在這裏購物結算不會長時間排隊，對防疫

來說也更安全。」

  貨品齊全
在這家 save on Foods 可以看到，果

蔬、肉類、加工成品火腿、奶、蛋等食品

都一應俱全。還有藥房（Pharmacy）產

品、美容護膚品、寵物食品、玩具、圖

書、花卉等。

該店設有兩大排貨架擺滿了民族食

品。小編在這裏發現竟有松花蛋出售，大

感親切。中國調料辣椒醬、沙茶醬、雞

粉、生抽、海鮮醬等應有盡有；中國飲料

冰紅茶令人懷念的味道，日韓方便麵的鮮

香甜辣、日式醬料味增等也能在這裡找

到；偶爾帶點印度調料、墨西哥調料回家

也不錯。這裡還有意大利、歐洲、菲律賓

save on Foods 對比市場最有競爭力的價

格，看到這個的時候，不用考慮貨比三

家了，選它就對了。

值得一提的是，每個月的第一個周

二，購買 50 元及以上賣場內商品，就

可享受折扣 15% 或 40 倍積分。蘭格拉

克告訴我們，大部分顧客都會選擇這天

來購物，因為這麼大的折扣在市場上很

稀有。

只要在 save on foods
可 辦 理「更 高 獎 賞

（More Rewards）
卡」，就可成為會

員，享受會員價。

另外，在 save on 
Foods 的 合 作 夥

伴 處 消 費， 同 樣

可以積累積分或兌

換服務及產品。Save 
on Foods 的合作夥伴超

過 100 多個，包括 Panago 
Pizza 披薩品牌和大型汽車集團

Jim Pattison Auto Group 等。

  超優服務
為方便客戶，這家 save on Foods 提

供幫助顧客採購貨物，客戶可直接來取

等各個地域的食品，絕對可以滿足巧手華

人主婦們的需求。

經理蘭格拉克說，該店的民族食品 /
調料和 Superstore 等大商店基本上互相

補充，如果你在大商店沒能買

到中意的貨品，來這裏看

看或許就有意外收穫。

她還表示，對於該店

的宗旨之一是為客

戶提供方便，如果

您在這裏沒能找到

想買的民族食品，

請告訴店員或客

服，save on Foods
會盡可能想辦法提供。

該店肉製品也相當

豐富，其中生肉、腌製或調

味的半成品肉製品種類繁多，成品

特別是三明治火腿、煙肉有多款可選。

未來該店還將引入很多的肉類產品，比

如醃製好的燒烤羊肉等。

該店廚房提供自製麵包、蛋糕、壽

司、各種點心等即食美食。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店內每天都提供一款家庭晚餐

優惠（Family Meal Deal）, 比如周三的

晚餐套餐就有一隻烤雞、兩份 Resers 沙
拉（共 454 克）和夏威夷晚餐麵包（4
件），合共 12 元；周四的晚餐優惠，則

是兩件 14 英寸的披薩，僅售 14 元。如

果不想做晚飯了，購買晚餐套餐回家，

便利又划算。

  價格驚喜
在 save on Foods ，商品標價一般標

兩個價格，一個是正常價一個是會員價

（card price），會員價優惠繁多，累積積

分更可免費兌換每周更新的不同商品。

紅底白色字的特別價（Low Price）則是

save on foods  
帶給生活清新與驚喜

走貨物或提供店員送貨上門服務，當天送

到。第一次送貨免費，以後送貨約 9.99
元一次。送貨的員工都是 save on Foods
的職工，不是外包的合同工，令人倍感專

業及安心。顧客也可以網上下單，到店裏

取貨。

蘭格拉克說：「我們歡迎創新的思

路，如果我們的顧客在本店不能找到什

麼產品而又有需求，告訴我們，我們會

動用各種資源去查看是否我們的庫存里

是否有，或者進貨此類產品。我們是真

心地願意聽取顧客的意見，提供顧客想

要找尋的貨品。」蘭格拉克所言非虛，記

者短短的拜訪其間就感受到這家店的友

好、親和。

save on foods 是加西特有的品牌，

融合了品牌店與社區經營兩種理念，

以服務社區、方便客戶為最先考慮。

許多 save on  foods 店面里設置藥房

（Pharmacy）、營養品專區（Nutrition 
Tours）和健康診所等服務，有的更設有

星巴克咖啡和果汁吧台，可供三五知己

在社區小敘一下，度過悠閒下午。現在

Save on Foods 在卑詩省、亞省、薩省、

曼尼托巴省和約克郡共有 177 家店。

如果您還沒有去過，那就從胖大媽山的

save on Foods 開始吧！

▲ save on foods 果蔬市場一角，應有盡有，乾淨整潔

▲停車位寬敞，自然採光，給你高端舒適的購物感受！

▼店內廚房每日提供
   新鮮佳餚

▼多國調料一應俱全，快來探索發現新菜譜吧 !

文/ 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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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小妙招

◎  文：小萍

若是吃些護心食物，避免暴

飲暴食，不僅能夠吃得盡興，也

能兼顧健康。

下面盤點最適合準備的護心

食物：

❶魚類

魚含有 Omega-3 脂肪酸，

其中深海魚的 Omega-3 脂肪酸

含量較高，有助降低 LDL 壞的

膽固醇，增加 HDL 好的膽固

醇，並且可以降血壓，預防心血

管疾病。美國心臟協會建議，

1 週至少吃 2 次魚類，看來不只

要年年有魚，更要週週有魚了。

❷綠色蔬菜

綠色蔬菜大多富含纖維、葉

酸、維生素 C、類胡蘿蔔素、鐵

和鉀等微量元素，有助於降低膽

固醇，減少中風與心臟疾病的風

險。綠色蔬菜中，花椰菜及菠菜

對於改善高血壓都有不錯的功

效。

❸全榖根莖類食物

糙米、五穀飯、燕麥等，屬

於全榖根莖類食物，富含膳食纖

維，有助於穩定血糖和血脂肪。

在準備餐點時，可嘗試使用全榖

根莖類食物，來代替白飯和白

護心食物伴您迎中國黃曆新年

麵，增加飽足感。

❹黃豆製品

黃豆含有大豆皂苷及大豆異

黃酮等成分，富含不飽和脂肪酸

及纖維，可促進腸道蠕動及膽固

醇代謝，對於降低膽固醇有著極

佳的效果。

可選擇非基因改造黃豆所製

成的產品，如：豆漿、豆腐或豆

干等。

❺亞麻子

亞麻子富含 omega-3 脂肪

酸、木酚素（抗氧化物質）及

纖維質，研究發現，食用亞麻仁

籽有助於降低膽固醇、抗高血

壓、抗癌和預防心血管疾病等。

可以在麥片、沙拉，或者佳餚中

撒點亞麻子粉，有助於降低膽固

醇，保護心臟。

❻堅果類

堅果類的營養價值高，含有

維生素 B 群、維生素 E、鎂及

硒等，同時也富含 Omega-3 脂

肪酸，能夠預防血管形成斑塊。

堅果固然營養，但其熱量較高，

每天建議的食用量約大顆的堅果

（腰果、杏仁果）5 顆，或是小

顆的堅果（花生）10 顆即可。

❼黑巧克力

說到巧克力，總會想到甜到

心坎的滋味，似乎很不健康，不

過黑巧克力為低糖的巧克力，可

可成分至少含 70% 以上。可可

中含有多酚和類黃酮，抗氧化能

力不輸超級水果。另外，有研究

發現，每週吃 2 次或更多次黑

巧克力，可降低冠狀動脈鈣化的

風險。

過年過節，親人好

友相聚，總少不了美食

與茶點相伴，可稍不控

制就容易吃出病來，加

上氣溫變化大，生活作

息不正常等因素，就

可能提高了心血管疾

病發作的風險。

節慶
食俗

❽茶

介紹了各類護心食物後，當

然少不了茶飲來搭配。研究發

現，成人 1 天喝 1 至 3 杯茶，

能促進心臟健康與降低冠狀動脈

硬化指數。茶葉中含有茶多酚，

可降低三酸甘油酯及膽固醇，適

量飲茶有助於消除體內多餘脂肪

及控制血脂。不過在茶類的選擇

上，建議選擇有機種植的綠茶，

同時避免將茶當成開水飲用，否

則飲用過量容易傷害消化系統。

新年是家族相聚，歡慶團圓

的美好時光，在享受歡樂氣氛的

同時，也別忽略了對健康的照

護。除了準備營養護心的食材

外，也別忘了烹調要「少鹽、低

鈉」，避免熬夜或過度疲勞，多

管齊下，才能夠保有健康的身

體。

健康美味的蝦仁蛋餅
蝦子營養豐富、肉質

鮮美，養生功效甚佳，有

心臟和血管的「天然保護

傘」美稱，是深受大眾喜

愛的健康食物。其烹調方

式多樣，更是節日聚會餐

桌上受人歡迎的佳餚。

食材：鮮蝦 12尾、

雞蛋 5個、番茄半顆、香

菜適量。

調料：鹽、白胡椒

粉、米酒、太白粉適量。

作法：

1.鮮蝦清洗乾淨，去

除蝦殼；加入適量鹽、白

胡椒粉和太白粉，攪拌均

勻備用。

2.番茄清洗乾淨，切

成小方丁。

3.雞蛋敲開，放入碗

中，加適量鹽和胡椒粉，

攪拌均勻。

4.香菜清洗乾淨，切

成碎末。

5.鍋內放入適量油，

中小火微微加熱。放入蝦

仁，待一面變色後，蝦仁

翻身，就可以均勻澆入蛋

液了。

6.轉小火，蛋液未凝

固前，加入番茄方丁。

7.等蛋液全凝固後，

可以熄火，均勻灑上香菜

碎末即成。

◎  文：江語心

有效期
2月 12 日～ 18 日

仙女牌糯米 三小姐牌細條沙河粉 李錦記海鮮醬 好運牌菜籽油 壽星公牌甜味煉奶

加州產去莖百加利

順帆牌東莞米粉

美國產短紹菜

墨西哥產大番茄

廟牌越南米紙

墨西哥產上海白菜

墨西哥產大芋頭

金蘇牌魚露

墨西哥產呂宋芒果

中國紫薯

珍珍牌無灰生鹹蛋

加州特級富士蘋果

墨西哥產西葫蘆

泰國雙魚牌椰漿

智利產特大青提

墨西哥產日本小南瓜

東阜橋牌黃冰糖

墨西哥產紅肉木瓜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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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連背雞腿

好運燒豬肉

Maynila's Choice 火箭魷魚

新鮮牛腩

新鮮無骨豬腿肉

好運越南粉

Choripdong 什錦魚丸

新鮮牛仔骨

游水羅非魚（不提供宰魚服務）

海燕牌有頭白蝦

日本水產大阪章魚燒

新鮮玉米雞

Smart Choice 墨魚

第一家春捲皮 6 寸 20 片裝

新鮮豬里脊肉

幸福比內牌金帶花鯖

海燕牌去頭帶殼黑虎蝦

海燕牌玉米糯米飯

普通豬絞肉（5lb 起）

小美牌黑糖珍奶

海燕牌蘋果螺肉

泰國雙魚牌椰汁

清真連骨雞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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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限
Sunridge
門店！

僅限
Sunridge
門店！

僅限
Sunridge
門店！

◎ 文：Judy Huang

喜歡拍照的朋友都想有一

台專業的單眼相機，因為越昂

貴的相機對畫質的表現能力越

好。但是，對預算有限的人來

說，現在用手機拍照也是不錯

的選擇。

如果您是攝影新手，不管

是使用手機拍照或是相機拍

照，建議使用全自動模式拍

攝。很多攝影書都會提到專業

的名詞，如：ISO、光圈、快

門等等，這些都是屬於相機操

作的知識。但是我們的拍照，

其實重點還是在照片的精采內

容與故事呈現上，當您對拍照

技巧非常熟練後，再去研究這

些也不遲。

使用手機全自動拍照需要

注意一些小細節。在手機自動

對焦時，輕觸手機屏幕想要對

焦的畫面主角，就能將畫面成

功對焦在主角上。

當照片拍攝出來效果太亮

或是太暗，可以在拍攝時，就

去調整手機亮度。

下面的三大重點是食物攝

影的基礎。只要把握幾個原

則，您也能輕鬆拍出讓人驚豔

的美食好照片。

1.打光
打光是攝影中最重要的一

個環節。拍照最需要的就是自

然光，可以運用窗光來完成。

窗光所創造出來的光源環

境非常單純，當室內有很多盞

燈開啟，會造成光源混亂，讓

照片畫面看起來髒髒的。這

時，只要將所有光源關閉，打

開窗簾讓窗光進來，由於光源

單純，照片的主題與質感就會

展現出來。

若是拍照的陰影太重，建

議在窗戶對面放張大片白色珍

珠板或是白色厚紙板，這些能

成為實用的反光板，能將陰影

照亮。

當天色較暗時，手要更穩

地拿住手機或相機，才能避免

畫面晃到，因為當光線越弱，

快門速度會變慢。

2.構圖
構圖首要講究主客要分

明，並且需將主角的面積大於

配角才能彰顯重點。經典實用

的構圖法就是將主角放在中

央，人在看畫面的時候，都會

淺意識先看中央，將中央認為

是重要的位置。

另一個是九宮格構圖法，

在拍照前先將手機或相機的九

宮格線打開，將主角放在線段

交會的點上，照片會更好看。

還有一個構圖法為三角形

構圖法，也是近年來很多美食

攝影師喜愛的構圖方式，讓畫

面中間的東西形成一個三角

形，讓畫面有穩定性。

3.熱門拍照風格
俯拍照是近年來很受歡迎

的拍照風格。俯拍也稱為平

拍，是在社群平臺常看到的風

格拍照。相機是架在被攝物的

正上方 90 度，此角度拍攝能

為照片帶來創意與新鮮感。

美食或甜點通常都是用俯

拍照來完成的。但是，俯拍照

常會出現一種狀況，就是畫面

出現自己的影子。如何改善此

狀況？其實只要將上方的光源

燈關掉，改由側邊燈作為主要

光線就可以避免此問題產生。

拍出好照片 
留下美好時光

中國新年即將來臨，豐盛的佳餚美酒，一家老少相聚其

樂融融，大家都會在這美好的時光拍張照留作紀念。怎

樣將這一年一度的溫馨場景，通通收藏在相片裡，以下

介紹簡單、省錢的拍照技術，教您用拍照來述說自己的

新春佳節故事。

敬上精心

為父母準

備的新年

禮物。

收到長輩

給的壓歲

錢 和 祝

福，開心

極了。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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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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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記者蘇菲報導】疫苗開打以

來，不少人體會到了疫苗的副作用，例如

劇烈頭疼、發燒、腹瀉、全身無力等等。

一些民眾為減少不適，在接種疫苗前後服

用止痛藥。但醫師建議，服用止痛藥需注

意服用的種類和時間，否則會和疫苗同時

作用，引起不希望的效果。

華人親述接種疫苗後 
劇烈頭痛反應

日前，一名居住在美國維州的華裔女

士 Cathy 告訴《看中國》，2 週前她去接

種了疫苗。頭一週，除了手臂接種疫苗的

地方有一點酸痛感，沒有其他任何不適。

不過大約一週後，她開始出現全身肌

肉酸痛、骨頭也痛、發燒、咳嗽等症狀。

「就好像得了重感冒一樣，最慘的是，頭

痛的厲害，就像被人用錘子一下一下猛地

敲擊頭部那樣，真的很痛苦！」Cathy說。

Cathy 表示，這種症狀已經持續了幾

天，為緩解疼痛，她每天都服用強效的

止痛片。「下週，我還要去接種第二劑疫

苗。」

另據海外中文媒體報導，一位華裔

民眾最近在接種疫苗後，也是全身酸

痛，為緩解症狀，他服用了自己平時用

於緩解關節炎的處方止痛藥地塞米松

（Decadron），沒想到出現強烈反應，最

後還被緊急送醫。所幸最後沒事。

急診室醫師稱，這是因為該藥和疫苗

產生某種作用。

醫師：服用止痛片 
會將疫苗效果減除

據西達賽奈（Cedars-Sinar）醫院麻

醉科、疼痛中心的華裔醫師林永健表示，

由於不清楚這一病例的一些細節，他不好

解釋為何會出現這麼嚴重的不適。

去年以來，地塞米松常被用於治療出

現嚴重症狀的染疫患者，該藥可以減少身

體對病毒出現的強烈反應。按理說，服用

該藥後，會減輕接種疫苗帶來的副作用，

但這樣，也會同時將疫苗的有效作用一併

減除。

他強調，一些止痛藥確實會和疫苗產

生反應，而這些反應則是「免疫抑制」。

換言之，一些止痛藥會減少產生抗體，於

是會減少疫苗的有效性。

林永健表示，大家要接種疫苗前，不

要預先吃止痛藥。因為所有止痛藥都會壓

制免疫反應。

他還表示，不需醫生處方、在藥

房櫃台上自己就可以買得到的泰諾

（Tylenol），是他和官方唯一推薦的止痛

藥，因為泰諾（Tylenol）基本上不會引

起免疫抑制。

但諸如 Advil 或其他布洛芬（Ibu-
profen）類的止痛藥，多多少少會產生免

疫反應。若是處方的止痛藥，例如嗎啡或

激素類的，就會更強力地抑制免疫。

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主任瓦

倫斯基，在最近的新聞發布會也表示，

「某些針對炎症的止痛藥，則可能會抑制

免疫反應」。

疾控中心還說，接種疫苗後，若一天

後手臂的紅腫或疼痛在增加，或幾天後副

作用沒有消失，就應該致電醫生。

而林永健即表示，據其他醫師同事的

非正式觀察，接種疫苗後出現副作用的比

例有 70% 至 80%，比官方數字高。

接種疫苗前後 不要亂服止痛片

ssaalleess@@vviissiioonnttiimmeessccaallggaarryy..c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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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877))--550000--3322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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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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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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 2 月17日

大哈密瓜

XL Roma Tomatoes 超大羅馬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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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 Jumbo Honeydew MelonsCilantro 香菜3 pack Romaine Hearts 羅馬生菜

Spartan / Red Delicious ApplesSweet Navel Oranges 甜臍橙 斯巴達 / 蛇果 Zucchini Squash 意大利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Package of grape tomatoesand get  a free Package of grape tomatoes..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 盒聖女果。

$19898
ea

$12828
lb

$05858
lb

$ 08888
2

$$006868 lb$ 09898
lb

$06868 lb

$24848
ea

Jumbo Honeydew Melons

祝大家新年快樂 牛年大吉！祝大家新年快樂 牛年大吉！

3 顆 / pack

$15/ CS
  25 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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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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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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