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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Myanmar’s military coup ear-
lier this month, tensions are running 
high in the country, with news of 
casualties from the military’s violent 
crackdown on civil protests. Burmese 
media reported that while the U.S. 
called on the military to restrain and 
abandon the coup, China not only 
helped the military build a cyber fire-
wall, but at least five Chines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provided arms 
to the military, triggering Burmese 
people to protest angrily outside the 
Chinese embassy.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military announced a move into the 
city on the 17th. In Yangon city, many 
people parked their cars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to stop the military from 
entering the city. Videos circulating 
on the Internet showed armored ve-
hicles and armed police were every-
where in the city.
  Earlier on February 9 in the coun-
try’s capital, Naypyidaw, police fired 
shots in the air. Rubber bullets and 
water cannons were used to crack 
down on demonstrators, and at least 
four people were injured and sent to 
the hospital. A 19-year-old woman 
was shot in the head with a bullet and 
died shortly after.
  UN envoy Tom Andrews warned 
on February 16 that “in the past, such 
troop movements preceded killings, 
disappearances, and detentions on a 
mass scale.” He said that “I am terri-
fied that given the confluence of these 
two developments – planned mass 
protests and troops converging – we 
could be on the precipice of the mili-
tary committing even greater crimes 
against the people of Myanmar.”
  The secret trial of Aung San Suu Kyi 
and deposed President Win Myint 
began this week, and the two are 
expected to appear in a video on the 
March 1 trial.
  According to Burmese media, the 
military disconnected the internet 
in Myanmar from Feb. 14 to Feb. 
28. NetBlocks, an internet tracking 
group, noted that there was almost a 
national internet disconnection from 
the evening of Feb. 14 to the early 
morning of Feb. 15 for about eight 
hours. It has been restored to a limited 
extent, but most users are still unable 
to use social media.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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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入城 衝突升級

緬甸局勢持續緊張，17 日

軍方宣布進駐大城市內。在仰

光，許多民眾將自己的車輛停

在馬路中央，以阻緩軍方入

城。網絡流傳視頻可見，多地

城市出現裝甲車輛及荷槍實彈

的軍警。

早前 2 月 9 日在首都奈比

多一場警民衝突中，警方以對

空鳴槍、發射橡膠子彈和出動

水砲驅散示威者，至少 4 人受

傷送醫，其中一名 19 歲女子被

實彈擊中頭部，送醫院搶救無

效死亡。

聯合國特使安德魯斯（Tom 
Andrews）16 日警告，反政變

抗議人士正繼續再度於大城市

集結，「我們接獲訊息指出，

有軍人從外地進駐的情形，至

少仰光是如此，過去，這類軍

隊調動過後都會發生大規模殺

戮、失蹤與拘捕事件。」他表

示，擔心軍隊即將對緬甸人民

犯下更嚴重的罪行。

此外，針對昂山素姬與遭

罷黜總統溫敏（Win Myint）
的秘密審訊已在本週展開，兩

人預計將以視訊形式出現在 3
月 1 日的審訊中。

中國助斷網 建防火牆

據緬甸媒體報導，當局

從 2 月 14 日 至 2 月 28 日 在

緬甸實施斷網。網路追蹤組織

NetBlocks 指出，緬甸 2 月 14
日晚間至 15 日凌晨網路中斷，

幾乎全國斷網，歷時約 8 小

時，目前已經有限度恢復，但

多數用戶都無法使用社交媒體。

【看中國記者文平綜合

報導】緬甸軍方本月初發動

政變後，國內形勢緊張，先

後傳出軍方暴力鎮壓民眾抗

議活動的傷亡訊息。緬甸媒

體報導，在美國呼籲軍方克

制並放棄政變的同時，中國

協助軍方建立網絡防火牆，

還有至少5家中國國企為軍

方提供軍火，激怒緬甸人民

前往中國使館外抗議。

美國之音引述緬甸最大城

市仰光的一位網絡安全專家透

露，中國協助緬甸建立了網絡

防火牆，以監控及過濾民眾收

發信息。中國向緬甸軍方提供

了必要的技術援助，中方 IT 技

術人員和硬件設備也已抵達當

地，防火牆設備也被送往緬甸

的網絡和電信運營商。

另外，網絡社交平台推特

（Twitter）、臉書（Facebook）
皆流傳有工作人員從中國落地

緬甸的班機卸下相關技術設備。

對此，中國駐緬甸大使館

13 日通過中共官媒環球網否認

緬甸國內的涉華事件。

      （下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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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15萬老人從津貼冊中消失

（接 A1）至於社交平台廣

傳在緬甸斷網期間，有 5 架次

中國貨機進出仰光的衛星照片，

中國駐緬甸大使館轉發了緬甸中

國企業商會聲明，指上述航班只

是進出口貨物，例如「海鮮」的

常規貨運航班。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汪文斌則對此表示，相關消息

不實。

幾乎同一時間，緬甸軍方擬

定了一項網絡安全法案。路透社

也引述其獲取的一份副本稱，這

項法案將要求網絡運營商防止或

移除被認定會「引發仇恨、損害

團結與和諧」的內容傳播，同時

還特別提到「不實新聞或謠言」

以及「不適合緬甸文化」的內

容。超過 150 個緬甸公民社會

組織在一份聲明中指出，這項法

案囊括了侵犯人權的條款，包括

侵犯言論自由、侵犯數據保護及

隱私權等公民權利。

至少5家國企提供軍火
據自由亞洲電台 報導，

緬甸公民團體「為緬甸公義」

（Justice for Myanmar）發表的

最新報告顯示，至少有 16 家外

國企業向緬甸軍方供應常規武器

和相關物品，其中僅中國就有 5
家公司，包括中國北方工業公司

（NORINCO）、中國航空工業

集團（AVIC）、中國航天科技

集團（CASC）、中國航天科工

集團（CASIC）、中航技進出口

有限責任公司（CATIC）；其次

是印度、以色列、俄羅斯和新加

坡，各 2 家，朝鮮和烏克蘭則

各有 1 家。

據「為 緬 甸 公 義」 發 言

人透露，中國北方工業公司

（NORINCO）向緬甸軍方出售

武器後，緬甸軍方將這些武器用

來對付人民。此外，中國北方工

業公司還在當地營運銅礦，過程

中驅逐原居民和污染環境。中國

公私營企業與緬甸軍方的關係千

絲萬縷。

這名發言人引述聯合國

「真相調查委員會」的話指出，

緬甸軍方利用與中國貿易的收

入，支持國防軍在緬甸北部

和若開邦與若開軍（Arakan 
Army）開戰，這種行為已經

「嚴重違反人權」。

根據報告顯示，緬甸政府的

112 個重要商業夥伴當中，涉及

中國和香港資金的有 20 家，當

中包括營運萊比塘銅礦的萬寶礦

產（香港）銅業有限公司、揚

子礦業有限公司、宇通客車，緬

甸世紀燎原針織廠等，這其中至

少有 9 家屬紡織公司，緬甸政

府主要與中國在成衣製造貿易中

獲取利潤。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 112
家公司中，有超過 9 成公司與

緬甸兩大軍企 MEHL（Myanma 
Economic Holdings Limited，
緬甸經濟控股有限公司）和

MEC（Myanmar Economic 
Corporation，緬甸經濟公司）

有商業合作。聯合國報告指出，

這次敏昂萊發動政變的本錢，就

來自兩大軍企。

緬甸民眾中使館前抗議

大批緬甸民眾 15 日在仰光

的中國大使館外集會，他們手持

控訴北京和諷刺習近平的標語

和圖像。其中一張新聞圖片上

可見：民眾拿起習近平操控「傀

儡」敏昂萊的圖畫，標語寫著

「請中國停止幫助軍事政變」、

「（請）從中國來的聯網技術員

們馬上離開！」

緬甸政變以來，民眾對中共

的不滿情緒加深，互聯網上出現

大量有關中共飛機運送技術人員

赴緬、助緬建防火牆的消息。

雖然中共駐緬甸大使館隨後

發聲明稱，13 日中國飛抵緬甸

的多架飛機，不是運送相關技術

人員，而是運載海鮮等進出口貨

物。不過，這份聲明讓「中國海

鮮」或「海鮮」成為緬甸網友爭

相戲謔的對象。

中緬關係匪淺

1948 年自英國獨立的緬

甸，歷經多次軍事政變，曾將

民運領袖昂山素姬軟禁長達 10
年。美國在 1990 年也曾撤走外

交官，對緬甸軍政府進行一系列

制裁行動。然而，與雲南有長達

2000 多公里邊界的緬甸，卻因

為中國在經濟、軍事與政治上的

支持，削弱了國際制裁的力道。

中國不但是緬甸最大的貿易夥

伴，同時也是該國軍方武器最大

的提供者，在 2014 至 2018 年

間，緬甸自中國進口的武器便高

達 6 成。

雲南德宏州三面與緬甸接

壤，緬甸被納入北京的「一帶一

路」規劃，中國公司進入了緬甸

互聯網、油氣管道、光纖網路、

電力、公路和港口等領域，緬甸

政府在大陸國企國銀提供鉅額貸

款的前提下，將多個重要港口交

換給了中國，加強了中國對印度

洋的掌控。

緬甸民主前途堪憂

多名學者指出，緬甸的民主

進程一直由軍方掌控。軍方對緬

甸民主進程突然變臉，起因是去

年大選，軍方支持的鞏發黨只有

30% 選票，被昂山素姬的全民

盟打敗，軍方就用選舉舞弊理由

發動這次政變。軍方擔心，如果

全民盟全面執政，接下來國會失

去控制昂山素姬的力量，緬甸一

旦走向制憲之路，軍方的利益將

被削弱。

由獲獎前華盛頓郵報記

者 戴 芬 妮 史 蘭 克（Delphine 
Schrank）所寫的《追求自由民

主的反抗者》指出，軍方在二戰

後獨裁統治，令許多異議人士被

關押，國家陷入自我封閉狀態，

經濟發展受到阻礙，在過去殖民

時代，仰光曾經被稱為小巴黎，

如今榮景不再。 2000 年之後，

軍方才必須和已經崛起的全民盟

和談，於是，保護軍方在下議會

席次，並且限制昂山素姬權力的

民主方式誕生了，「當時昂山素

姬被釋放，西方國家的資金回來

了，如果持續下去，或許緬甸的

民主有望」，但這場政變改變了

一切。

無論中外媒體均形容，緬甸

軍方政變是美國新總統拜登上任

後的第一個中美外交戰場。拜

登 2 月 11 日宣布凍結軍政府在

美的 10 億美元資產，他並呼籲

「軍政府必須放棄取得的權力，

尊重人民意願」。不過，前美

國駐緬甸大使米切爾（Derek 
Mitchell）提到，儘管西方國家

強烈譴責緬甸軍政府，但緬甸很

難再像過去一樣受到孤立，暗示

中國對軍政府的支持足以蓋過西

方的影響。

事實上，2011 年緬甸軍政

府在美國持續制裁下讓步，釋放

民運領袖昂山素姬，美國本打算

慢慢地解除制裁，不過，時任美

國總統奧巴馬 2012 年 11 月親

自訪問緬甸，打破了美國總統

30 年不訪緬紀錄；2016 年，國

務卿凱瑞（John Kerry）有意持

續以經濟制裁迫使緬甸修憲，不

過 9 月奧巴馬宣布撤除制裁，

令美國喪失了推進緬甸民主進程

的籌碼。

    

緬甸政變 北京涉足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近來世衛專家小

組前往中國武漢市調查武

肺疫情起源，加上武漢人在

「春節」前買花祭奠去世親

人導致全城鮮花斷市，再度

引發公眾對疫情真實死亡人

數的質疑。

無獨有偶，據民政廳資料

顯示，去年第一季度，湖北省

有超 15 萬老年人突然從津貼名

冊上消失，但官方不但拒絕解

釋，還嚴禁媒體和民間人士對

殯葬資料進行統計。

自由亞洲電臺 15 日報導，

目前無論是全國還是武漢，高

齡化現象都愈加嚴重，湖北省

民政廳的資料卻出現斷崖式下

降。據數據顯示，去年首三季

全省一共火化遺體近 41 萬具，

  The Voice of America quoted a cy-
bersecurity expert in Yangon, Myan-
mar’s largest city, saying that China has 
helped Myanmar build a cyber firewall 
to monitor and filter information sent 
and received by the public. China has 
provided essential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the Burmese military. Chinese IT 
technicians and hardware arrived and 
firewall equipment has been sent to 
Myanmar’s network and telecommuni-
cations carriers. The Chinese Embassy 
in Myanmar denied their role in Myan-
mar and forwarded a statement from the 
Myanmar Chinese Enterprises Cham-
ber of Commerce. 
  According to Reuters, the military jun-
ta drafted a cybersecurity bill. The bill 
would require internet operators to pre-
vent or remove content deemed “hateful 
and detrimental to unity and harmony” 
and specifically mentions “false news 
or rumors” and content “inappropriate 
to Burmese culture.” More than 150 
Burmese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bill includes 
provisions that violate human rights, in-
cluding civil rights such as freedom of 
expression,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According to a new report released by 
the citizens’ group Justice for Myanmar, 
at least 16 foreign companies have sup-
plied conventional arms and related 
items to Myanmar’s military, including 
five Chinese companies: China North 
Industries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NORINCO), The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AVIC), and the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Corporation (CASC), The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 Industry Cor-
poration Limited(CASIC) and China 
National Aero-Technology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CATIC).
  According to a spokesman for “Justice 
for Myanmar,” NORINCO sold weap-
ons to the military which then used 
them against the Burmese people. In 
addition, NORINCO operates two cop-
per mines in the area, such as the Let-
padaung Copper Mine, which displaces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and pollutes 
the environment. Meanwhile, the Chi-
nese public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ili-
tary junta.
  The spokesman quoted a UN docu  A 
large number of Burmese people gath-
ered outside the Chinese embassy in 
Yangon on February 15, holding slo-
gans and images criticizing Beijing and 
satirizing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One of the press photos shows people 
holding up pictures of Xi Jinping con-
trolling “puppet” Min Aung Hlaing, 
with slogans that read “Please stop Chi-
na from helping the military coup” and 
“Please exile the Internet technicians 
from China now!
  Since the coup in Myanmar, public 
discontent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escalated, and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reports on the internet of Chi-
nese planes transporting technicians to 
Myanmar to help build a firewall.
  Although the Chinese embassy in 
Myanmar later issued a statement say-
ing that the Chinese planes that arrived 
in Myanmar on the 13th were not car-
rying technical personnel, but rather 
imported and exported goods such as 
seafood. However, this statement made 
“Chinese seafood” or “seafood” the 
subject of much ridicule by Burmese 
netizens.
  Myanmar is included in Beijing’s 
“One Belt, One Road” project, which 
has seen Chinese companies entering 
the country’s various industries such 
as internet, oil and gas, fiber optic net-
works, power, roads and ports, and the 
Burmese government. Huge loans from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banks have gained several key ports of 
Myanmar to China, strengthening Chi-
na’s grip on the Indian Ocean.

圖為大批緬甸人民在中國大使館外抗議北京涉支持軍政府政變。（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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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享

冬季之趣

就在

比鄰

西北區
兩層城市屋

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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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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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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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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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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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交叉口西南

周一至周五

周末及節假日

Tuscany Hill NW

4 - 9pm
10 - 6pm

Nose Hill Drive NW

兩月免費住
買家入住，我們支付兩個月
水電氣費、公寓費和房貸。

而 2019 年及 2018 年同期，火

化遺體分別是 37 萬 4 千多具及

36 萬具。此現象讓人聯想到或

與去年武漢疫情嚴重有關。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

指出，上述數據還只是涉及 80
歲以上老人的情況，細分的統

計數據因受到嚴密封鎖，所以

疫情全貌迄今無法被外界得知。

關注此事的非政府組織

（NGO）人士劉俊也指出，此

前他判斷死亡人數至少是官方

數據的 5 倍以上，但現在看來

是遠超他原本判斷。然而，任

何人試圖探究真相，都可能遭

到當局抓捕。

劉俊還說，民政廳老人津

貼資料可做為重要參考，同時

也間接印證英國去年批評中共

官方隱匿疫情的實際規模。他

認為，無論是民政廳發布的老

人津貼資料，還是武漢媒體報

導的所謂鮮花斷市是市民報復

性消費，都可視為當局高壓下

的一種變相抵抗。

「包括這次花的事，買不到

花的話，這個事可能是一個合

謀，就是說我們湖北本地的媒

體不是不知道大家買的是給死

人的花，但是，他又不能寫出

來，他就把這個現象故意做一

個正面報導，然後就讓我們這

些自媒體明白地把這個事情點

破。」劉俊說道。

對此，湖北省民政廳未作

出回應；相關多個部門的電話

也都無人接聽。

公開資料顯示，武漢肺炎

2020 年年初在中國大爆發後迅

速擴散全球，迄今給 192 個國

家及地區帶來嚴重困擾。在疫

情爆發初期，美國、澳大利亞

等國家一直要求世衛組織派專

家前往實地調查武肺病毒的起

源，美國甚至還主動提出派出

流行病學家和病毒專家前往中

國協助調查，但都遭到北京以

種種理由拒絕、拖延。

直到今年 1 月 14 日世衛

專家小組才抵達中國武漢進行

疫情調查，但過程也是一波三

折。截至 2021 年 2 月 15 日，

全球超過 240 萬人因武漢肺

炎疫情而死亡。

（Getty Images）

https://zenbyavalon.com/rockland-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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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週一

（15 日）發起《反對在國與國

關 係 中 任 意 拘 押 宣 言》（the 
Declaration Against Arbitrary 
Detention in State-to-State 
Relations），譴責任意拘留他國

公民作為外交談判籌碼的國家。

包括發起國加拿大在內的 58 國

的外交部長聯合簽署了該宣言，

其中包括美國、日本、英國、澳

大利亞及歐盟 27 個成員國幾乎

所有成員。該宣言雖然沒有表明

針對哪個國家，卻即時引起中國

的強烈反應。

加拿大政府在當天發布的聲

明說：「在世界各地，外國國民

被任意拘留，並被用作國際關係

中的討價還價籌碼。這種策略使

前往國外旅行、工作和居住的所

有國家的公民面臨更大的風險。

此做法不僅違反國際法，而且破

壞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全球合

作、旅行和貿易。」「任意拘留

違反了現有的人權、法治和司法

獨立原則。」「本宣言旨在提高

對任意拘留的認識，並制止任意

拘留的做法。」

這項倡議是加拿大發起的。

加拿大外交部長加諾（Marc 
Garneau）說：「來自各大洲四

分之一的國家聚集在一起，告訴

那些因外交利益而被任意拘押的

人，他們並不孤單。我們與他們

站在一起。這種非法和不道德的

做法使各國公民都處於危險之

中，破壞了法治。這是不可接受

的，必須停止。」

他還說，支持《宣言》的國

家數目證明了這一倡議的全球重

要性。「這僅僅是個開始。現在

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轉向尋找建設

性的方式來建立和維持這一國際

勢頭，結束任意拘押。」

加拿大前外長商鵬飛則在推

特上寫道：「我很榮幸能與加諾

外長一起發起反對任意拘押的全

球倡議。這是確保結束這種非法

和不可接受的做法所需要的許多

步驟中的第一步。感謝大家對我

們的堅定支持 !」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我

榮幸地同加拿大和其他多國一

道，支持《反對在國與國關係中

任意拘押宣言》。人類不是談判

的籌碼。為了外交利益而逮捕

人的行為現在必須停止。」他還

在一份聲明中說：「美國全心全

意地贊同這一宣言。」聲明還

說，美國「呼籲所有志同道合的

國家共同努力，向從事這種拘

押的國家施壓，迫使它們停止

這種做法，釋放在這種條件下

被拘留的人，並尊重法治和人

權。」

據路透社報導，《宣言》不

針對任何國家。加諾稱這是為了

向那些拘押外國人以及其他可能

想這樣做的國家增加外交壓力。

但一名加拿大官員表示，此舉是

出於對中國、伊朗、俄羅斯和朝

鮮逮捕外國人的擔憂。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英文版報

導說，有專家表示，這「是一種

挑釁中國的行為」。「中方不會

害怕，也不會妥協。加方選擇的

外交方式以前從未奏效過，將來

也不會有任何效果，加方的這

種行為只會以最糟糕的方式反

彈」。

加拿大與中國的關係自

2018 年起便跌入低谷。加拿大

2018 年應美國要求逮捕了華為

的財務總監孟晚舟，中國隨後便

扣押了「加拿大兩名麥克」——

康 明 凱（Michael Kovrig）
和 麥 克． 斯 帕 佛（Michael 
Spavor）。加拿大政府一直指責

中國的做法是人質外交。中國則

說兩名加拿大公民的案件是「依

法辦事」。

美國副總統哈里斯 2 月初

曾與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通話，稱

美國將「繼續盡一切努力」確保

被中國拘押的兩名加拿大人獲得

自由。

白宮在一份聲明中說，「在

兩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國不法拘押

的問題上，副總統表達了與加拿

大團結一致的堅定立場。她還表

明美國會繼續盡一切努力確保他

們獲得釋放。」

【看中國訊】剛進入牛年大

年 初 二（2 月 13 日 ）， 加 拿

大移民局就邀請加拿大快速通

道（CEC） 類 別 的 移 民 申 請

者 27,300 人，提交永久居民申

請，很多華人表示非常驚喜，並

稱這是「過年大禮包」。

許多加國華人看到這條消息

後，還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紛紛

質疑是不是假消息？為此加拿大

移民部新聞網 CICNews 已經證

實，只要在 2020 年 9 月 12 日

以前為自己提交了移民申請，分

數在 75 分以上的申請者們，全

被移民局「錄取」成功！

據加國移民局的說法是：為

了讓更多候選人留在加拿大，幫

助振興加拿大經濟，我們如今決

定開始向大約 27300 名候選人

分別發出永久居住邀請，抽選分

數為 75 分。

按照加國移民局數十年的常

規，申請移民加國需要移民局進

行評分，分高者優先錄取能獲得

永居身份，分數不夠標準的就只

有繼續努力或被動等待。疫情

前近幾年的基本分數線都在 400
分以上，之前在 2000 年時曾達

到 700 分。本次分數為歷史上

最低的 75 分，也就是說只要你

申請了，就能通過！ 75 分的積

分讓很多華人不敢相信這是真

的，本來積分在 400 分以下，

還準備多等幾年的華人一下全不

用再等了，夢想已經成真！

這些申請人都屬於快速通

道 EE 系統裡的加國經驗類別

（CEC），成功的 CEC 申請者至

少有 1 年在加國工作的經驗，

這也證明這些申請人能夠為加國

的經濟做出貢獻，並且已經納

稅。收到邀請信的人有 90 天來

提交完整的申請文件。

許多加拿大人認為移民對本

國經濟至關重要。從大公司到主

要工會，由移民創立的企業佔加

國有僱員企業的三分之一，提供

了從建築到零售業的數千個工作

崗位。自從疫情爆發以來，加國

新移民在應對措施中發揮了巨大

的作用，其中新移民在醫生和藥

劑師類職業中佔三分之一以上。

移民對於加拿大而言，不管是短

期復甦或長期繁榮都至關重要。

【看中國訊】加拿大主要證

券監管機構已經批准推出全球

第一個比特幣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讓散戶投資人有更多

管道接觸這種加密貨幣。

安 大 略 省 證 券 委 員 會

批 准 資 產 管 理 公 司 Purpose 
Investments Inc. 在多倫多證券

交易所推出 Purpose 比特幣指

數股票型基金。

Purpose Investments 發 言

人告訴法新社，Purpose 比特幣

指數股票型基金「最早可自本週

起」以 BTCC 的交易代碼開始

交 易。Purpose Investments 在

聲明中說：「Purpose 指數股票

型基金將領先全球直接投資實物

交割的比特幣，而非衍生品，讓

投資人能輕鬆且高效率地取得新

興加密貨幣資產類別，不必承

擔保管數位錢包資產的相關風

險。」

雙子信託（Gemini Trust）
將成為 Purpose 比特幣指數股

票型基金的附屬託管人，經營工

作將交由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

梅隆全球證券服務公司（CIBC 
Mellon Global  Secur i t ies 
Services）負責。

2009 年問世的比特幣，自

去年 3 月起迅速飆升。美國億

萬富翁馬斯克（Elon Musk）的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Tesla）本

月 8 日宣布已砸下 15 億美元投

資比特幣後，比特幣當天聞訊大

漲至破記錄的 4.5 萬美元。

【看 中 國 訊】武 漢 肺 炎

（COVID － 19）疫情大流行改

變了人們的生活，也帶來了收入

結構的變化。加拿大的報稅季即

將到來，如何申報能省更多錢是

人們關心的話題，不妨來看看稅

務專家有哪些建議。

伊夫琳．傑克斯（Evelyn 
Jacks）是知識局（Knowledge 
Bureau）主席，她撰寫過 50 多

本有關稅務的書籍。傑克斯對

CTV 表示，疫情期間，許多人

在家工作，由於許多父母居家帶

孩子，所以他們扣除的育兒費用

可能少於往年，但可以申報在家

辦公開支。

傑克斯表示，辦公用的計算

機設備和傢俱等，都可以當作在

家工作的開支進行申報，這需要

留好收據；如果怕麻煩，簡單

化，也可申報多達 400 元。「簡

單化的規定是，人們每天可以申

報 2 加元的家庭辦公支出，但

必須連續四周在家工作。」

要注意的是，如果向政

府申請了加拿大緊急救助金

（CERB）等福利，則需要在今

年的收入申報中填寫這一項，因

為它沒有預扣任何稅。

如果人們使用加拿大稅務局

認可的稅務軟體，那麼與疫情有

關的變更都應該在內。

此外，在今年 3 月 1 日之

前的註冊退休儲蓄計畫（RRSP）
供款，可抵消一部分需要繳納的

稅款。

傑克斯還表示，當人們的生

活發生重大變化時，也是向專家

諮詢稅務建議的好時機，例如離

婚、失業或購買了出租物業等。

儘可能與稅務專業人士聊聊自己

的情況，將會有所幫助。

約 9 成的加拿大人去年以

電子方式提交了納稅申報表，這

麼做可在短短兩週內獲得退稅。

仍在郵寄報稅表的加拿大人，可

能需要兩個月的時間才能收到稅

局寄回的稅單。

58國簽署宣言
反對拘押外國人作籌碼

加拿大外交部長加諾（圖片來源：加諾FB）

加國華人驚喜 移民局送「過年大禮包」

疫期報稅 專家教你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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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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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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公寓，地下停車位儲藏室靠近河邊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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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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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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henurban.cawww.chenurban.ca

全球首支比特幣ETF 將在加國上市

（Shutter Stock）

http://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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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創記錄最快結案

2 月 13 日，全部民主黨參

議員和 7 名共和黨參議員投票

贊成定罪前總統川普，投票結果

為 57 票對 43 票。《美國憲法》

規定，參議院必須擁有三分之二

的多數投票才能定罪。因此，由

民主黨人發起的第二次彈劾再次

以失敗告終，川普被判無罪。從

2 月 9 日開始的彈劾審判就草草

收場，創了用時最短的記錄。

川普表示 
將「很快回來」

在以無罪解脫於彈劾後，川

普發表了聲明。他在聲明中暗

示了未來的政治計畫，雖未透

露具體細節，但他說會「很快回

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

我有很多事情要與您分享，我期

待一起繼續我們不可思議的旅

程，共同為我們所有人實現美國

的偉大。」「我們前面還有很多

工作要做，不久我們將帶著對光

明、光輝和無限的美國未來的願

景出現。」

彈劾失敗因證據造假

2月14日，彈劾案落下帷幕

後，川普的辯護律師布魯斯‧卡

斯 特（Bruce Castor） 對 FOX 
NEWS 說：「他們不僅製造了證

據，還將其作為真實證據傳了出

去，而且還選擇性地刪減了總統

的聲明，使它們脫離了上下文背

景。當你將所有那些放在正確的

上下文背景中，當你找到正確的

證據片段時，它就顯示出他們的

欺騙性和謊言。」

川普的律師此前在審判當中

曾抨擊說，彈劾經理人在辯論開

始時放映的一段視頻剪掉了川普

發表的呼籲支持者「和平地和愛

國地抗議」的關鍵聲明，該視頻

還通過打亂 1 月 6 日事件的順

序進行了欺騙性編輯。

川普聲明換掉 
共和黨三流領袖

2 月 13 日，在參議院針對

川普的二次彈劾投下反對票後，

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發表講話，

針對 1 月 6 日國會山衝擊事件

表達對暴力的憤怒，並將其歸咎

於川普。雖然 2020 年美國總統

大選中，舞弊大規模存在，並導

致川普選舉失敗，但麥康奈爾對

此表示否認。

2 月 15 日，資深共和黨參

議員羅恩 ‧ 約翰遜公開表示，

麥康奈爾對川普的「尖銳」評

論，不代表多數共和黨參議員的

觀點。

2 月 16 日，《國會山報》報

導說，麥康奈爾的發言發出一個

明確信號，他要把共和黨與川普

徹底分開，以期在未來的選舉中

保持競爭力。

同日，川普發表針對麥康奈

爾的嚴厲聲明：「我們要的是出

色、強大、有思想和有同情心的

領導層。」

川普稱麥康奈爾的家族持有

大量的中國商業股份，所以他對

中共這一巨大的經濟和軍事威脅

無所作為。

川普還強調，川普政府創造

了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和就

業數字，削減了稅收和法規，重

建了軍隊，實現了能源獨立，修

建了隔離牆，阻止了非法移民大

量流入等等。而現在，非法移民

正在湧入，輸油管道項目被阻

止，稅收將增加，美國將不再是

能源獨立。這是美國的重要時

刻，不能讓三流的「領導人」來

決定美國的未來 !

【看中國訊】據法廣 2 月 16
日（週二）報導，有多位知情

人士透露，拜登政府與國會民主

黨人本週將公布移民改革法案，

內容包括特赦美國境內的 1,100
萬無證移民以及進一步開放邊

境。但共和黨人及移民研究專家

都認為，這是完全傷害美國人及

合法移民之舉。

美 國 國 家 廣 播 公 司

（NBC）報導說，拜登政府推

出的《2021 年美國公民法案》

(U.S.Citizenship Act of 2021)
將反映拜登就職首日宣布的移民

改革優先要項。

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科頓

（Tom Cotton）發推文反對拜登

的做法。他說：「拜登的法案為

非法移民提供大赦和公民身份，

允許他們超越守法的移民。」

而推動移民改革法案的民

主黨籍聯邦參議員梅嫩德斯

（Robert Menendez）則發表聲

明說，這項移民計畫會讓無證移

民走出陰影，邁向入籍之路。同

時，該法案也將為人權挺身而

出，解決人口遷徙問題，並且在

邊境地區推出智能型安全策略。

移民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主任

範恩（Jessica Vaughan）表示，

根據拜登的新移民政策，很快就

會發生邊境危機。

據悉，因為有來自共和黨的

阻力，拜登白宮團隊表示，他們

會讓移民改革法案以化整為零的

方式推出。民主黨籍國會議員正

著手推動讓農場工人及從小來美

國的無證移民「夢想生」取得合

法身份的提案，隨後再著手範圍

更大的移民改革法案。

而 上 週， 美 國 國 土安 全

部（DHS）宣布，根據拜登的

行政命令，該部將從 2 月 19 日

開始處理根據《移民保護協議》

（MPP）被迫「留在墨西哥」的

人。那裡大約有 25,000 個人，將

在案件審理期間提前入境美國。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這

批 2.5 萬名尋求庇護的難民將獲

准從 3 個美墨邊境站進入美國。

因為擔心更多難民會湧去指定的

邊境站，拜登政府拒絕提供這 3
個邊境站的具體地點。

範恩說：「這可能是允許這

種類型的移民大量湧入的最糟時

間，不僅是最初的 25,000，還

有是接下來的 25,000，誰知道

接下來要湧入多少？」「美國人

民自己都仍在掙扎，由於大流

行，合法移民們都仍在掙扎。」

《移民保護協議》也被稱為

《留在墨西哥》計畫是川普政府

制定的，要求尋求庇護者在墨西

哥境內等待美國法院的聽證判

決。但該協議目前已被拜登政府

撤銷了。

一份由眾議院共和黨成員新

公布的報告指出，拜登的移民政

策將會危害美國人，降低邊境安

全和內部執法，增加外國人犯罪

構成的風險。他們指責拜登政

策：「鼓勵非法移民，促使大量

外國人無休止地湧入美國。」

這份報告由眾議院司法委員

會資深成員、俄亥俄州共和黨眾

議員喬丹（Jim Jordan）和眾議

院司法委員會移民與公民事務小

組委員會的高級委員、加州共

和黨眾議員麥克林托克（Tom 
McClintock）共同撰寫。

麥克林托克在眾議院移民與

公民小組委員會的一次在線會議

上表示：「每個美國人都需要充

分理解這些政策的含義。」「如

果我們不執行我們的移民法，我

們的邊界就毫無意義。如果我們

的邊界毫無意義，我們就不再是

一個國家。」

加州華人律師劉鳳嵐也對新

唐人電視臺說，她反對拜登的移

民政策。她表示，拜登對非法移

民敞開大門的諸多行政令，不僅

僅是道德綁架合法公民和選民的

問題，而是在徹底摧毀美國。

她說，對非法移民敞開大

門、發放福利、不斷出臺政策保

護非法移民、為非法移民獲取美

國身份開綠燈等，將隨之給美國

社會帶來的高稅負、高犯罪率等

問題。而這是對美國公民和合法

選民的不人道和打壓。另外，所

有合法移民的案子都會被滯後，

因為移民官需要優先處理非法移

民的案子類別，這對很多等候排

隊的合法移民是很不公平的。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A recent report by Bloomberg claims that 
communist China spied on US computer 

systems for ten years by supplying comprom-
ised chips to America’s major motherboard 
manufacturer Super Micro Computer Inc.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knew of the 
espionage but remained silent to investi-
gate the communist regime’s surveillance 
tactics. They then developed countermea-
sures. In 2012, the FBI began monitoring 
communications of Super Micro employ-
ees. In 2018, the agency sought help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o analyze some of its 
equipment that carried extra chips. Accord-
ing to former FBI official Jay Tabb, the 
Super Micro espionage is a stark reminder 
of security risks inherent in today’s global 
supply chains. 

  “Super Micro is the perfect illustration of 
how susceptibl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to 
potential nefarious tampering of any prod-

ucts they choose to have manufactured in 
China… It’s an example of the worst-case 
scenario if you don’t have complete super-
vision over where your devices are manufac-
tured…

Beijing has been  
spying on the US for a long ti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doing 

this for a long time, and companies need to 
be aware that China is doing this… And Sili-
con Valley, in particular, needs to quit pre-
tending that this isn’t happening,” Tabb told 
Bloomberg.

  It isn’t the first time Bloomberg has reported 
on Chinese espionage of Super Micro. Back 
in 2018, Bloomberg published a similar re-
port. It stated that companies like Apple and 
Amazon had discovered Chinese surveil-
lance chips on their server hardware sourced 
from Super Micro.

    Apple CEO Tim Cook called the story “100 
percent a lie” and asked the outlet to retract 
the report. Several other private and public 
security experts had also dismissed the alleg-
ations. For example, former Director of Na-
tional Intelligence Dan Coats stated that they 
had found no evidence showing manipula-
tion of Supremicro products. Former Secre-
tary to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Kirstjen Nielsen also admitted to having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Bloomberg article’s 
espionage claim. The NSA said that it was 
“befuddled” by the story.

  The 2018 story’s problem was that Bloomb-
erg gave no material evidence that proved 
modification of the hardware or subsequent 
infiltration. One of the critical sources, secur-
ity expert Joe Fitzpatrick, said that the pub-
lished article did not make sense.

  Bloomberg faced the same criticism with 
the latest report: much of its claims are based 

on interviews. Bloomberg said that they 
could back up the claims made by its sources 
with corporate documentation.

  Super Micro has dismissed the report and 
stated tha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ontinue 
to purchase their products. “Bloomberg’s 
story is a mishmash of disparate and inaccur-
ate allegations that date back many years. 
It draws farfetched conclusions that once 
again don’t withstand scrutiny… Bloomberg 
continues to attempt to revive its false and 
widely discredited 2018 story. In response to 
those allegations, we have never found any 
malicious chips, even after engaging a third-
party security firm to conduct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n our products. In addition, we 
have never been informed by any customer 
or government agency that such chips have 
ever been found,” the company said in a 
statement.

彭博：中國製芯片監控美國人
Bloomberg Report: Beijing Spied on Americans with Compromised Chips

彈劾無罪 川普暗示歸來

拜登移民改革將出臺 或特赦1100萬無證移民

【看中國訊】反川普組織「林

肯項目」(The Lincoln Project)
的一名聯合創始人被十幾名年輕

男子指控性騷擾的醜聞近期浮出

水面，加上該組織通過籌款獲得

的其中 6,000 多萬美元的巨額資

金或進私人公司，或去向不明，

有報導認為，該組織可能到了倒

閉的關頭。如果「林肯項目」這

樣倒閉的話，那可謂是「自殺」

死了。

「林肯項目」（The Lincoln 
Project）是由知名共和黨人在

2019 年 12 月成立的極端反川

普組織，其唯一目的是阻止川

普總統在 2020 大選中獲得連

任。

根據「一個美國新聞網」

（OAN）2 月 15 日報導，反川

普總統的「林肯項目」在面臨一

次又一次的打擊後，現在看起來

是到了最後關頭了。

OAN 介紹說，「林肯項目」

的麻煩始於今年 1 月份，當時

它的一名聯合創始人約翰．韋

弗（John Weaver）被十幾名年

輕男子指控性騷擾。據報導，

61 歲的韋弗向多名十幾歲的男

孩提出性要求，作為交換，他

為這些男孩提供在該項目的工

作機會。

「林肯項目」的其他聯合創

始人聲稱，直到上個月對韋弗的

指控浮出水面後，他們才知道韋

弗的事。但是，據《紐約時報》

2 月 12 日報導，「林肯項目」的

內部人士說，他們至少在 2020
年 10 月就都知道了，但是他們

並沒有訓誡韋弗，也沒有採取什

麼行動反對他。

而「林肯項目」的第一聯

合創始人喬治．康威（George 
Conway）在韋弗的性醜聞曝光

後，試圖聲稱他「並不十分瞭解

韋弗」，康威說：「我不太瞭解

約翰。坦率地說，我只在林肯項

目早期和他通過幾次電話。」

但是實際上，康威和韋弗兩

人都是從頭到尾一起參與了「林

肯項目」的建立。

另據美聯社報導，自 2019
年底成立以來，「林肯項目」已

籌集了超過 9,000 萬美元的資

金。在這些資金中，約有 2,700
萬美元用在 2020 年大選期間的

反川普廣告上。

剩下的 6,000 多萬美元中，

有 5,000 多萬美元進了「林肯項

目」聯合創始人們運營的多個公

司裡。根據「林肯項目」公開的

信息，他們有 8 位聯合創始人。

目前，許多金主已經開始擺

脫「林肯項目」，例如民主黨人

在參議院佔主導的政治行動委

員 會（Senate Majority PAC）

和非營利組織「多數黨前進」

（Majority Forward）。民主黨

在參議院 PAC 的主席發表聲明

說，監於最近的指控，他們不打

算在將來的任何時候再與「林肯

項目」合作了。

在 2020 美國總統大選競選

期間，「林肯項目」不惜血本地

投放反川普廣告；在大選後就選

舉舞弊的爭議中，「林肯項目」

和其他反川普勢力一起對支持川

普總統的舞弊證人和律師們發起

嚴重的騷擾和威脅。

川普總統的競選團隊似乎對

「林肯項目」除了譴責外並沒有

實際的反制行動，不過，「林肯

項目」卻可能通過內部腐敗這種

「自殺」的方式謝罪天下，退出

舞臺。

反川普的林肯項目「自殺」死

日前，對美國前總統川普歷

史性的第二次彈劾正式結

案。參議院投票否決了關於

川普煽動1月6日襲擊國會大

廈的指控，宣布川普無罪。

該案創造了美國歷史上最快

結案的彈劾記錄，也結束了

華府政客試圖阻止川普再次

尋求競選的努力。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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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房地產

協會（CREA）2 月 16 日公布

的統計數據顯示，2021 年 1 月

全國房屋銷售再創歷史記錄。 1
月份全國房屋銷售按月比上升了

2%、實際年增長達到 35.2%。

報 告 指 出，2020 年 12 月

至 2021 年 1 月期間，加拿大

MLS 系統記錄的房屋銷售量攀

升 2%，再創歷史新記錄。 1 月

份全國實際（未經季節性調整）

平均樓價按年上升 22.8%。

在季節性調整後，1 月份加

國年計算銷量達到 736,452 套，

明顯高於 CREA 之前 583,635
套的預測。報告指出，目前加國

全國房屋供應量都處於歷史低

位，如果供應量沒有出現大增，

銷售量將很難在未來幾個月中保

持目前的水平。不過，隨著目前

COVID-19 的限制措施日益放

鬆以及氣候開始溫和，將加速施

工，令房屋供應量上升。

C R E A 主 席 C o s t a 
Poulopoulos 表示：「2021 年的

開始就像 2020 年的結束一樣，

一些關鍵的房市指標繼續刷新記

錄。今年住房市場面臨的兩大挑

戰與去年一樣，包括疫情和供應

不足。如果情況持續改善，一些

在去年涉足市場時猶豫不決的潛

在賣家今年更可能上市。此外，

我們也將保持警惕，遵守所有最

新的政府和衛生官員的指令，以

保證我們的客戶安全。」

CREA 的 高 級 經 濟 學 家

Shaun Cathcart 說：「供應量大

增才是今年許多市場真正需要

的，這樣才能讓人們買到他們想

要的房子，並使價格不至於比現

在更快速地上漲。」

1 月份全國新上市房屋數

量下降了 13.3%，其中大多倫

多區、咸美頓、倫敦和聖托馬

斯、渥太華、滿地可、魁北克

和哈利法斯房屋供應數量降幅

均超過 10%。

根據銷售與新盤上市比率

與長期平均水平的比較，1 月份

只有約 20% 的本地市場處於平

衡的市場區域，即與長期平均

水平相差一個標準差以內。其

他八成市場則高於長期準則，

很多情況下遠高於長期準則，

促成賣方市場。

截至 2021 年 1 月底，全國

的房屋庫存只有 1.9 個月，在

本地市場層面，安省約有 35 個

市場在 1 月底的庫存量低於 1
個月，這是促成安省房價急升

的主要原因。 2021 年 1 月的

MLS 綜合房價指數同比增長達

到 1.9%。在 40 個主要城市市

場中，有 36 個市場的價格出現

上升。

與去年 1 月相比，滿地可

的樓價上漲了 16.6%。同時，

溫哥華島、吉利瓦克、奧卡納

根谷、溫尼伯、大多倫多區和

密西沙加的價格同比漲幅在 10-
15% 之間。維多利亞、大溫哥

華、里賈納和薩斯卡通的價格漲

幅在 5-10% 之間。卡爾加里和

艾德蒙頓的房價分別上漲 2% 和

2.2%。

CREA 亦提醒，平均價格

信息對建立長期的趨勢是有用

的，但並不表明由差異很大的社

區組成的中心的實際價格，也不

說明地理區域之間的價格差異。

【看 中 國 訊】Real Estate 
Wire 報導，2020 年底出現的全

國範圍房地產復甦情況超出了許

多機構的預期，由於疫情這個不

穩定因素影響，2021 年加國房

地產仍有許多變數。對於未來

12 個月市場發展如何，有 5 個

值得關注的趨勢。

1.房價穩步上漲

加拿大房地產協會預測，

2021 年全國平均房價將上漲

9.1%，如果你一直關注市場，

那真的不難想像。該協會指出，

在經濟狀況改善的情況下，加拿

大各地的市場應該會在價格方面

保持不變，或者攀升。

此外，業內專業人士和經濟

學家的大多數模型均預測會上

漲。例如，Royal LePage 公司

預測全國房價將上漲 5.5%，理

由是有限的庫存和未滿足的需

求是主要的市場驅動力。該公

司預測溫哥華房價將上漲 9%，

大多倫多地區將上漲 5.75%，

卡爾加里和艾德蒙頓將分別上漲

0.75% 和 1.5%，渥太華將大幅

上漲 11.5%。

2.獨立屋需求將大增

今年加拿大各地房價預期上

漲的因素很多，但很難忽視獨立

屋銷售對市場的影響。獨立屋通

常已經比公寓貴，目前其需求上

升，將帶來整體銷售量的上。一

旦疫情過去，尋找更多空間的年

輕家庭預計將推動獨立屋的需求

至新高。

今年加拿大大多數城市都將

是賣方市場，希望轉向較小型單

位的房主可以預期他們的獨立屋

會有很有市場。在最近的一項調

查 中，84% 的 RE/MAX 代 理

和經紀人都認為 2021 年將是一

個賣方市場，這主要是由於對更

多空間和低利率的高需求。

3.月度房屋銷售 
波動將小

2020 年房地產市場最引

人注目的是每月銷售數量的瘋

狂波動，這主要是 COVID-19
疫情的影響。CREA 最新預計

2021 年的房屋銷售量將激增

7.2%，達到 58.4 萬左右。去年

在經歷了最初的禁售期後，情

況開始慢慢開放，今年的波動

應該會少一些。

4.抵押貸款利率 
將繼續低迷

為了進一步支持借貸買房，

刺激市場，預計整個 2021 年的

抵押貸款利率都將保持在低位。

去年 3 月為平息市場而推出的

極低利率，吸引了大量首次購房

者。如果抵押貸款利率在今年全

年都保持在低位，預計房地產市

場仍然會非常繁忙。

過往當加拿大央行希望鼓勵

消費和刺激經濟時，利率都會保

持在低水平，而加拿大央行一直

堅持去年的言論，他們聲稱在

2023 年之前都會保持低利率，

這也是他們預計經濟全面復甦所

需要的時間。

5.潛在的租金復甦

疫情令許多租房者離開城

市，但隨著疫情減緩及疫苗接

種變得普及，租房者將開始回

到城市，這將是一個值得關注

的趨勢。當租房者回到主要城

市中心時，投資者應該重新進

入公寓市場，最好的時機是觀

察直到 2021 年第三季，如果租

務市場持續回升，就可以考慮

入市。

【看中國訊】很多朋友在買

房的時候，處於「被挑」的狀

態，因為可能自己的錢剛好只夠

買那一套房，想換一套都不行。

常常因為我們的購房選擇不一

樣，大家容易起爭執，尤其是一

家人在買房上都有不一樣的看法

時。雖然每個人對房子的喜好不

一樣，但是總有一些房子是大部

分人不喜歡的。

下面來看看買房 3 大關鍵，

不買「道邊房」，遠離「握手

樓」，不買「13」樓。

不買「道邊房」

所謂的「道邊房」就是靠近

道路的房子，這種靠近道路且是

邊戶的房子缺點十分明顯，首先

就是住在路邊，噪音和會成污染

十分嚴重。

如果這種房子是在高檔社區

還好，如果就是普通的商品房，

旁邊還有車輛經過，或者是公路

旁邊，噪音污染是十分嚴重的，

每當晚上的時候你就能發現，住

在路邊的房子真的不好。

遠離「握手樓」

「握手樓」其實就是樓間距

比較短的房子。現在一個社區有

很多單元和很多樓棟，每個樓棟

之間有個距離，這個距離叫做樓

間距。

樓間距如果合理，那麼住在

稍微低一些的樓層也能晒到太陽

或是享受通風，但是如果樓間距

不合理，成為了「握手樓」，那

麼就比較麻煩了。

這種房子不管樓層高不高，

採光和通風都是不好的，比如香

港很多房子就是這樣，樓擠樓，

十分密集。

這種房子除了採光和通風不

好，其實未來轉手也比較困難，

因為隨著大家生活品質的提高，

大家更希望自己的房子是完美無

缺的，如果採光和通風都不好，

直接影響居住的舒適度，轉手就

比較困難了。

不買「13」樓

買房選樓層是一件十分重要

的事情，有些人喜歡高樓，有些

人喜歡低層，反正都是各有各的

優缺點吧，但是相對來說，中間

樓層價格最貴，居住體驗也是最

好的。

要說具體樓層，在西方，

13 樓是比較不受歡迎的，因

為「13」給耶穌帶來了苦難和不

幸，因此，13 被認為是不幸的

象徵，「13」是背叛和出賣的同

義詞。

這個主要是西方人的看法，

如果是我們，一般來說對樓層的

選擇是 18 樓，8 樓，4 樓，14
樓有爭議，一樓和頂樓也有爭

議。18 讓人聯想到 18 層地獄，

而不少人覺得 8 和「發」相近，

應該是搶手的好樓層才對，偏偏

也有人覺得「七上八下」，認定

了住 8 層會走下坡路。而 4 與

「死」同音，加上 1 後，14 就是

「幺四」，約等於「要死」。

具體來說，如果你不相信這

些，那麼除了一樓和頂樓，其實

8 樓和 18 樓都是不錯的，還有

「發」的意思呢。

以上就是幾個關於買房的建

議，其實關於買房的學問很多，

首先你要知道買房是為了什麼，

如果是為了居住的舒服，那麼地

段要素可以排在後面，想要居住

的舒適，戶型、配套、社區環

境、物業水準都得考慮進去。

加國房產市場一月份創新高

2021加國房市 五個趨勢值得關注

仲介不會告訴你的秘密：買房三大關鍵

（Shutter Stock）

（Shutter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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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眾議院

少 數 黨 領 袖 麥 卡 錫（Kevin 
McCarthy）等四位共和黨人 2
月 17 日致信拜登總統，敦促他

採納上任政府加強限制孔子學院

的政策。

美國之音報導，川普政策要

求美國高校、中小學和幼兒園披

露與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的任何

協議、合作關係或財務交易往

來。規定還適用於中國學生學者

聯合會等其他與中國政府有關聯

的其他文化機構。

雖然川普政府試圖推出這條

規定，但在政權交接之際尚未完

成最終的審議，沒有提交到聯邦

公報（Federal Register）公示

生效。

白宮表示，與以往政府交接

相似，白宮幕僚長克萊恩（Ron 
Klain）在總統就職日那天發布

凍結所有監管程序的備忘錄，意

味著沒有完成審議的規定會被自

動撤回，需重新提交。

此前有關這條規定被拜登政

府悄悄撤回的報導引發許多共和

黨人的不滿，他們認為拜登政府

在中共問題上軟弱。

四位國會共和黨議員在給拜

登的信中說，他們理解川普政府

提出的規定沒有最終完成審議，

新政府可以在對政府政策進行廣

泛評估期間將其撤回，但是，美

國學術系統的完整性應是優先議

程，他們敦促拜登「盡快」重新

提交相關規定，「不要延誤」。

他們還引用了拜登上週曾說

過，「如果我們不行動起來，他

們會吃掉我們的午餐。」

「在我們面臨的源自中國的

各種威脅中，（中共）濫用美國

學術系統來竊取敏感研究和技

術，限制言論自由，對我們的學

生進行宣傳，尤為令人擔憂。」

信中寫道。

信中稱，孔子學院表面是促

進兩國的文化和語言項目，但實

際上會危及美國校園的學術自

由，要求協議受中共製定的法律

的約束，代表中共審查信息，給

學院管理人員造成利益衝突。

議員們表示，他們願與拜登

政府合作，制定兩黨的和全政府

的解決方案，應對中共對美國教

育和學術完整性構成的威脅。

除了麥卡錫，聯署的還有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成

員麥考爾（Michael McCaul,R-
Texas)，國土安全委員會資深成

員卡特科（John Katko,R-N.Y）

和教育和勞工委員會資深成員福

克斯（Virginia Foxx,N.C.）。

孔子學院在全球遭遇抵制

中共在文革時期喊出「破四

舊」的口號，傾力摧毀孔子的儒

家禮教，卻假孔子之名企圖赤化

全世界，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

聯邦教育部長德沃斯曾發聯名信

指出，它是中共在美國校園的宣

傳工具，令教師們自我審查；並

借由「孔子課堂」計畫，向數百

間幼稚園至中學，提供中共篩選

過的課程和師資，以擴張其全球

影響力。

中共長年來企圖以各種滲

透方式向全球散播共產主義，根

據中國「國家漢辦」官方資料顯

示，2018 年在全球 154 個國家

共有 548 所「孔子學院」，美國

於 2015 年達到 110 多所，居全

球之冠。川普政府於 2018 年 8
月禁止國防部補助設有孔子學院

的大學，並於 2020 年將「孔子

學院美國中心」列為外國代理人。

川普政策收到了實效。據美

國全國學者協會統計，截至今年

2 月 17 日，全美已有 64 所孔子

學院關閉或正在關閉，還有 55
所仍在運行，其中 3 所高校計

畫在今年關閉孔子學院。

在加拿大、歐洲和澳洲，多

所孔子學院也相繼被關閉。比

如，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等高

校關閉孔子學院，2019 年加拿

大新布省關閉了 18 所學校的孔

子學堂。

共和黨人敦促拜登政府
加強限制孔子學院

2012年2月17日，時任美國副總統拜登於訪美的副主席習近平在洛杉磯

附近的一所學校握手。（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加拿大抵制

北京冬奧會的聲浪不斷升高，

總理特魯多表示，國際奧委會

（IOC）與加拿大奧林匹克委員

會（COC）正密切關注中國人

權問題，聯邦三大反對黨則一致

呼籲國際奧委會另擇 2022 年冬

奧主辦地。

加拿大聯邦最大反對黨 - 保
守黨黨領奧圖爾 (Erin O'Toole)
呼籲特魯多政府推動國際奧委會

撤回中國 2022 年冬奧主辦權，

另覓主辦國，以示反對中方對維

吾爾少數民族做出「種族滅絕」

行為。奧圖爾說：「加拿大不應

該派遣運動員到中國，我認為國

民會同意，參加由一個正在對自

己部分人民作出種族滅絕行為的

國家主辦的奧運會，是違反基本

道德原則。何況中國還鎮壓香港

民主和自由，並無故逮捕關押了

康明凱 (Michael Kovrig) 和斯

帕弗 (Michael Spavor)。」

新 民 主 黨 黨 領 Jagmeet 
Singh 及 綠 黨 黨 領 Annamie 
Paul 亦都支持將冬奧換到另一

國家舉辦，保羅更倡議考慮由加

拿大城市取代北京主辦。

總理特魯多表示，他和其他

國領導人一樣都非常關注中國人

權問題。「毫無疑問地，新疆地

區的人權侵犯虐待事件層出不

窮，國際奧委會和加拿大奧委會

密切關注這個問題，對轉移冬奧

主辦地點的建議作仔細察看。」

加拿大反對中國舉辦冬奧的

聲浪逐漸升高，本月初，加國五

大政黨的 13 名國會議員及一名

前奧運金牌選手等聯署公開信，

促請國際奧委會更改主辦地。

去年加拿大駐聯合國大使李博

(Bob Rae) 在聯合國呼籲調查中

國對新疆維吾爾人的逼害是否構

成種族滅絕。

美國已認同中國正在對維吾

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實行種族滅

絕，歐盟也發起類似倡議，早前

加拿大國會國際人權委員會不分

政黨一致通過定調新疆正發生種

族滅絕。特魯多則表示，加拿大

非常重視這些指控，正在與盟友

和國際社會合作，以確定這是否

確實適用於維吾爾人的情況。他

說，「種族滅絕」是一個極其沈

重的詞彙，使用時應嚴格遵守國

際認可標準，以免弱化這個詞在

歷史意義上的嚴重性。

2 月 4 日，超過 180 個人權

組織呼籲抵制北京 2022 年冬奧

會，以抗議中國大規模侵犯人權

的行為，這些人權組織稱，國際

奧委會在 2015 年將冬奧會授予

中國，以期激發中國進步的想法

是錯誤的。信中提及中國的人權

狀況在習近平主政下日益惡化，

並舉出新疆、西藏、內蒙古和香

港迫害人權事例。

2月16日，「自由印太聯盟」

副主席石井秀俊對布賴特巴特新

聞（Breitbart News）說，如果

允許這一事件（北京冬奧會）不

受質疑地進行，將激勵一個種族

滅絕的共產黨政權升級其對少數

民族的暴力。

國際奧委會表示，授予奧運

會主辦權，並不意味著國際奧委

會同意主辦國的政治結構、社會

環境或人權標準。

【看中國訊】近日世界衛生

組織（WHO）國際專家團隊完

成在中國的 COVID-19 疫情源

頭調查，率領調查團隊的班恩

巴瑞披露，已經有跡象顯示，

2019 年 12 月的武漢市範圍內

疫情，比先前所想的還要更為廣

泛，而且也已發展出 13 種病毒

株，估計當時就已有逾 1000 人

染疫了。

剛自武漢回到瑞士的班恩

巴 瑞（Peter Ben Embarek），

他 接 受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CNN） 訪 問 之 時 表 示，

COVID-19 病毒於 2019 年 12
月就已經在武漢展開廣泛傳播

了，這是新的發現。

班恩巴瑞說，這次中國科

學家向 WHO 專家團隊提供了

2019 年 12 月武漢及其周邊地

區的 174 起 COVID-19 病例資

料，其中有 100 例經實驗室檢

測確診，而其他 74 例是依據病

患症狀做出的臨床判斷。

班恩巴瑞提及，實際上的

COVID-19 病例數恐怕更高，

而且武漢可能於 2019 年 12 月

就有逾 1000 人染疫了。

他表示，雖然我們還未建立

任何模型，不過我們知道…人數

粗估很多…在感染人口中，大約

有 15% 是屬於重症，絕大多數

為輕症。

班恩巴瑞進一步表示，這

次 由 17 名 WHO 科 學 家， 以

及 17 位中國專家所組成的調查

團，進行檢視 2019 年 12 月早

期確診病例染該病毒的部分基因

樣本，結果調查團第一次收集到

了 2019 年 12 月 COVID-19 之

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 的

13 種不同基因序列。

班恩巴瑞稱，其中一些是來

自於市場，其中包括武漢市的華

南海鮮市場，有一些則與市場無

關。這無疑代表 COVID-19 可

能早在前年 12 月中旬，在正式

被注意到之前就已於中國展開傳

播了。

他說，這就是為何他們

希望中國開放血液資料庫，

尤其是武漢捐血銀行數千份

可以追溯到 2 年前的樣本，

但 中 國 在 COVID-19 發 生

之後，有許多採集到的證據

於幾個月或幾週後就被丟棄

了，致使 WHO 調查團根本

沒有東西能夠檢驗。

病毒株於傳染的過程中產生

變異，是一種常見的現象。不

過，13 種病毒株對於 2019 年

12 月之前的 COVID-19 疫情發

展，到底代表著何種意義，班恩

巴瑞卻拒絕做出結論。

但報導說，這次發現了這麼

多不同的可能變異病毒株，恐

怕如同部分病毒學家於先前所

說的，這代表該病毒早已經在

2019 年 12 月之前就傳播一段

時間了。此次發現的遺傳物質，

很可能是國際上首次浮現支持該

類理論的具體證據。

班恩巴瑞表示，WHO 團隊

希望能夠在幾個月後，可以重返

武漢繼續進行調查，但目前還沒

能提供具體的時間表。

【看中國訊】英國近日通過

了一項關於《藥品和醫療器械法

案》（MMDB，Medicines and 
Medical Devices Bill）的修正

案，使該修正案成為正式法律。

這是英國政府首次通過法律，明

確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該修正案於 2 月 11日正式

成為英國法律。該修正案旨在保

護英國的醫療機構和從業人員，

免於無意地參與強迫器官摘取活

動，同時制止強摘良心犯器官的

罪惡，確保從海外進口的（可能

被強制摘取的）人體組織、器官

和細胞等不能進入英國醫療界。

該修正案由上議院亨特勛爵

（Lord Hunt of Kings Heath）
提出。亨特勛爵認為這個修正

案補充了英國人體組織立法中

的空白，因為當前的《人類組織

法》對進口的人體組織（human 
tissue）不需要適當的審核同

意。修正案還可以防止英國成為

此類罪行的共犯，並向其它國家

傳達重要信息。

亨特勛爵在議會辯論中提

到，「全世界越來越意識到，中

國（中共）從良心犯身上強行

摘取器官。」他還援引了位於英

國倫敦的獨立人民法庭（China 
Tribunal，又稱中國法庭）的結

論，「多年來，中國各地一直在

大規模進行器官強制採摘，而法

輪功學員已成為器官供應的其

中之一、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來

源。」。

2020 年 3 月，「中國法庭」

審查詳實的證人證言後，做出書

面判決：中共對法輪功和新疆維

吾爾群體犯下「反人類罪」。

在下議院提出修正案的國會

議員理默（Marie Rimmer）女

士在 2 月 11 日的發言中也特別

提出了法輪功練習者和維吾爾人

被強迫摘取器官的問題，並著重

強調了「中國法庭」的判決。

理默表示，希望那些犯下

「反人類罪」的中共人員被繩之

以法，「這個修正案發出了明確

信息，我們不能容許這種反人類

的可怕罪行。這是為了中國人民

（而做），而不是為了中共，讓

這個修正案成為（英國）跟中

國新關係的開始，一個不再幼稚

的新關係。」

還有國會議員提出，英國長

久以來都是依賴世界衛生組織

（WHO）對中國器官移植系統

的觀點，所謂「符合道德的器官

捐贈系統」；但事實上，世衛組

織是依據中共自己提供的信息進

行的評估。亨特勛爵也在發言中

說，「我希望政府向世界衛生組

織（WHO）施加壓力，使其認

真對待這個問題。」

【看中國訊】受到保守派人

士偏愛的社交媒體平臺 Parler
週一（2 月 15 日）表示，他們

得到了新的伺服器，可以重新上

線恢復服務了。Parler 的一位股

東說：「我們回來了，我們準備

好繼續為言論自由而戰。」這時

距離亞馬遜為箝制言論而從其伺

服器上刪除 Parler 有一個多月

的時間了。

Parler 的臨時首席執行官梅

克勒（Mark Meckler）表示，

Parler 已經搬家到一個新的伺服

器上，Parler 的 2,000 萬老用戶

應該可以在當天開始登錄網站和

手機應用了。

從 2 月 15 日美東時間上午

10 點開始，老用戶可以通過桌

面訪問 Parler 網站。用戶報告

說，也可以使用 Parler 的手機

應用程序了。

在接受採訪時梅克勒說：

「我們脫離了大型技術平臺，因

此我們可以認為我們自己的未來

是安全有保障的了。」梅克勒沒

有透露新託管伺服器的的公司。

不過，他提到，這個新的技術平

臺沒有言論審查。

梅克勒是一名律師、企業

家和言論自由的擁護者，他創

立過兩個大型的保守派草根組

織——茶黨愛國者組織（Tea 
Party Patriots） 和 國 家 公 約

（Convention of States）。
今年 1 月 6 日發生國會大

廈騷亂事件後，推特關閉了川普

總統的帳號，隨後，川普總統轉

到 Parler 上繼續發聲，很多保

守派人士和川普支持者也紛紛湧

入 Parler，這讓 Parler 的用戶

數量大漲。

加拿大政要呼籲抵制北京冬奧會

英國通過立法抵制中共活摘器官

世衛專家驚爆新冠病毒早期傳播真相

社媒平臺Parler
重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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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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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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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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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在冠狀病毒COVID19
疫情影響下，中國經濟的投

資、出口和消費三大支柱增

長乏力，尤其北京當局經濟

內循環的策略，更需要民眾

消費擴大內需。

中國新年假期將盡，回鄉過

年的人們紛紛開始返程。並且冠

狀病毒疫情促使北京當局呼籲

「就地過年」，2 月 16 日，阿里

巴巴集團發布的過年期間消費報

告顯示，有 1 億外出務工人員

「就地過年」。

疫情防控令消費全面受損，

但也有區域分化的特徵，一二線

等勞動力流入城市消費或有受

益，三四線城市消費受創最大；

線下消費如餐飲、電影、旅遊遭

到嚴重衝擊，線上消費略火熱。

興業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王

涵認為，「就地過年」已在各省

普遍推進，使傳統中國新年假

期「高消費＋低生產」的特徵被

打破。據《路透》報導，中信證

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看法更為

謹慎，「需要明確的是『就地過

年』不等於『不過年』，更不等

於『不放假』，」對於工業生產

經濟內循環的策略，更需要民眾消費擴大內需。（Shutter Stock）

因為「就地過年」會延長工作天

數而因此明顯走強的這一邏輯，

需要謹慎觀察。

最的中國 1 月官方和財新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雙雙跌至數月低點，凸顯經濟回

暖在疫情反覆之下的脆弱性，以

及出口面臨的高度不確定性。

2 月 17 日，《財經》雜誌

發文解析中國消費情況，受

COVID19 疫情和多重複雜因素

影響，中國民眾 2020 年收入少

增約 1.7 萬億元。在收入增速嚴

重放緩的同時，民眾消費傾向下

降、儲蓄傾向提高，中國住戶儲

蓄比 2019 年同比多增 1.6 萬億

財經簡訊

元。在收入增速嚴重放緩、消費

下降的雙重打擊下，2020 年全

年最終消費出現 1978 年以來首

次下降。

決定消費的最重要因素是可

支配收入的增長，疫情期間民眾

經營性收入受影響最嚴重，其

中，以中小微企業主、個體工商

戶為甚。在工資性收入受影響的

人群中，非全職人員及城市流動

人口等是最直接的影響群體。

西南財經大學家庭金融調查

中心的調查顯示，年收入 3 萬

元以下和 3 萬－ 5 萬元的家庭，

預期消費減少幅度最大，表明低

收入階層在收入方面受到的衝擊

中國消費42年來首次負增長
大於中高收入階層。

更值得重視的是，中國民眾

可支配收入增速實際已連續多年

呈持續下滑狀態，自 2012 年的

10.6％下降到 2015 年的 7.4％
及 2019 年的 5.8％。

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和民眾

消費傾向下行，不僅對消費構成

雙重打擊，而且是導致中國消費

長期低迷的兩個直接原因。

中國社科院在去年 12 月發

布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民眾的

收入和消費情況都堪憂。這份報

告名為《休閑綠皮書：2019 ～

2020 年中國休閑發展報告》，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

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旅遊研究中

心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

布。報告顯示，過去一年內，

中國國民年均休閑消費為 5647
元。其中，個人休閑消費開支在

1001 － 3000 元的佔 22.7％，

在 3001 － 5000 元的佔 10％，

人民幣 5001 － 10000 元的佔

11.1％。 11.8％的人年休閑消

費開支超過 10000 元，但卻有

高達 44.4％的人一年的休閑消

費開支只有高收入族群的十分之

一，即在 1000 元以下。

如果以此民調結果為樣本，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中國出生人口斷崖式下跌引

發熱議，不但適齡人口生育意願

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

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

年輕人的結婚意願也降到冰點。

據媒體報導，全國結婚人數 6
年來減少了 30%，未來單身人

口或超 4 億，出生人口恐跌破

1000 萬。

據第一財經報導，目前不少

地方已發布 2020 年出生人口數

據，降幅多在 1~2 成之間。從

近四十年的出生人口數據及近年

來的結婚對數數據變化來看，未

來的出生人口數量很可能呈現持

續下降態勢。

數據顯示，2013 年各級民

政部門和婚姻登記機構共依法辦

理結婚登記 1346.9 萬對，其後

六年連續減少。到 2019 年，全

國婚姻登記機關共辦理結婚登

記 947.1 萬對，首次跌破 1000
萬對，比 2013 年減少了 400 萬

對，下降了三成。

報導說，華南城市研究會會

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分析，經

濟越發達、城市越大，結婚的年

齡就相應推遲，大城市選擇不結

婚的人很多。

結婚人數的持續減少，必然

也會帶動出生人口數量的下滑。

按照當前的速度，幾年後，我國

年出生人口將很可能降至 1000
萬人以內。據民政部的統計數

據：2018 年中國單身成年人口

高達 2.4 億，其中有 7700 萬人

獨居。另據估計，到 2021 年，

第二個數字將上升到 9200 萬。

在單身的群體中，適婚高學歷人

口中女性占比已超越男性，並在

一線城市更為明顯。

《21 世紀經濟報導》稱，近

些年中國結婚率接連下降，離婚

率持續上升，由此導致的單身人

口越來越多。市場預計，未來中

國單身人口將達到 4 億。

而離婚的成本太高，好多人

從經濟上接受不了，也成為年輕

人不敢輕易結婚的原因。有數

據統計，2019 年，全國婚姻登

記機關辦理了結婚登記 947.1 萬

對，而離婚登記就達到 415.4 萬

對，選擇離婚的夫妻將近半數。

臉書未改善個資保護 
意大利再開罰700萬
【看中國訊】據中央社報

導，意大利反托拉斯監管機關 2
月 17 日宣布，由於美國社群媒

體巨擘臉書（Facebook ）在個

人資料保護方面有誤導行為，因

而再度開罰，罰金達 700 萬歐

元。意大利競爭與市場管理局指

出，臉書並未適當告知使用者他

們如何收集個人資料，以及這些

資料如何用於商業用途。

意大利競爭與市場管理局

2018 年已對臉書開罰 500 萬歐

元，原因是臉書從事不公平的交

易行為；當時並下令臉書採取

【看中國記者陳勇綜合報導】

最近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 1.9 萬

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畫。

這項法案的主要內容包括：

發放每人 1400 元支票。年收入

7 萬 5000 元以下的個人，或者

夫妻年收入 15 萬美元以下的家

庭可以獲得全額支票。在去年

12 月的 9 千億美元的第二輪刺

激計畫的談判中，川普曾經要

求把支票數額從 600 元增加到

2000 元。這次的 1400 元支票

相當於完成了這一要求。

去年 12 月的第二輪刺激計

畫還包括了每星期 300 美元的

失業救助。新的刺激計畫將把這

一數額增加到每星期 400美元。

把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

15 美元，相當於年收入 3 萬

1200 美元。

3500 億美元用於資助地方

政府。其中包括 1700 億美元資

助大學、中學和小學，以協助遠

程教學和從新開放。

250 億美元房租補貼，幫助

有困難支付房租的家庭和個人。

200 億美元全國疫苗計畫，

建立社區疫苗注射中心，向偏遠

地區派送疫苗注射移動設施。

500 億美元用於 COVID-19 測

試。但是，如果拜登政府計畫失

敗，最終會導致高通貨膨脹，金

融不穩定和 1970 年代的經濟滯

脹狀況。由於實體經濟處於半停

滯狀態，大量的資金開始進入股

市和房地產市場，並推升了資產

泡沫。

拜登政府正在證明刺激計畫

是財政部長珍妮特 · 耶倫此前提

倡的「高壓經濟」的延伸，當時

她擔任美聯儲主席，這是應對金

融危機後經濟復甦的措施。拜

登政府認為，這是確保經濟從

拜登政府經濟刺激計畫的利與弊 COVID-19 危機中全面復甦且

幾乎沒有後遺症的最佳方法。現

在，由耶倫擔任財政部長，「大

行動」是新口號，美國經濟政策

制定機構也已加入該基調。

美聯儲現任主席傑伊 · 鮑威

爾（Jay Powell）日前強調了要

保持寬鬆貨幣政策的耐心，這表

明美聯儲無意在該計畫實施之前

就通過加息來擺脫麻煩。最近，

鮑威爾表示將繼續採用寬鬆的貨

幣政策，但同時也強調，恢復經

濟還需要整個社會的努力。

放大與中國 14 億的總人口對

比，這代表有 6.2 億人（44.4％
的人）每月的休閑消費只有

83 元。另有 3.2 億人每年則有

3000 元以下，相當於每月約人

250 元的休閑消費資金。

針對該報告，臺灣中經院副

研究員吳明澤對《美國之音》表

示，從這份民調可以看出，多數

中國民眾仍著重在基本生活的消

費，少有休閑娛樂消費，而且低

收入人口的佔比仍高，再加上貧

富差距嚴重，實在讓人很難相信

中國已經做到全面脫貧、也進入

全面小康社會的階段。

吳明澤解釋說，333 原則是

小康社會基本的評估準則，意

即，一般小康家庭會將其收入的

三分之一花在維持基本溫飽的生

活開銷上，另外三分之一作為儲

蓄，最後的三分之一則作為生活

享受和休閑娛樂的花費來源。

吳明澤強調，除非大多數的

中國人只掙錢、不花錢，否則此

民調顯示，中國可能有超過六

成的人口（約 9.4 億人）每年

的休閑花費都低於 3000 元人民

幣，代表他們過的僅是餬口的日

子，實在很難稱得上是一個富足

的小康社會。

矯正行動。 17 日之所以二度開

罰，是因為臉書對於當局要求改

變作為的命令置之不理。

打破歷史紀錄 比特幣
衝上5萬美元

【看中國訊】隨著大型企業

青睞比特幣，比特幣首度衝上 5
萬美元大關，打破歷史紀錄。

根據 Coin Metrics 數據，

比特幣在美東時間 2 月 16 日上

午 7 點 32 分飆漲逾 3%，達到

5 萬零 389 美元的歷史高點。

特斯拉近期透露購買價值

15 億美元的比特幣，且打算接

受比特幣作為其產品支付方式；

萬事達卡也表示將對某些電子貨

幣開放網路；PayPal 及紐約梅

隆銀行也已採取重大措施來支持

加密貨幣。大型公司熱衷比特幣

的消息，帶動了比特幣的漲勢。

中國結婚人數6年以來減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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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歲李雙江仍撈金走穴劉淇任2屆北京市委書記內幕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綜合報

導】在中共歷任北京市委書記

中，劉淇是唯一以中共政治局委

員身分任滿 2 屆的兼任北京市

委書記。美國媒體披露，改變劉

淇仕途的是高官公共情婦案，此

案也差點影響時任北京市長王岐

山的仕途。

據大陸門戶網站網易報導，

前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因受賄

1.9573 億元案被判死緩，由此

曝光了陳同海的情婦李薇。而李

薇不但是陳同海的情婦，還是原

山東省委副書記兼青島市委書記

杜世成的情婦。

中共中紀委在調查過程中發

現了李薇的日記，記載了與其保

持親密關係的眾多高官，其中省

部級以上的官員就有十幾位，除

了陳同海和杜世成外，還有前雲

南省長李嘉廷、原北京市副市長

劉志華、前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

有、原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

益、前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

等。

據公開資料顯示，李薇曾在

中國各地及海外設有近 20 家公

司，涉及菸草、地產、石油等

多個行業，身價近百億。 2006
年 10 月，李薇因涉嫌逃避繳納

稅款被中共警方控制。由於李薇

與陳同海、杜世成等眾多高官

保持親密私人關係。因此「李薇

案」被大陸網絡稱為「公共情婦

門」。許多已經因腐敗問題下

臺的多位高官與其有關係。根據

維基解密披露，美國駐上海領事

館於 2007 年 9 月發回美國國務

院一封以「與敵人共枕」為題的

電文，指出李薇是以「為中共軍

事情報部門工作」的身分介紹給

這些官員。然而，調查人員相信

她是一名臺灣間諜。不過李薇最

終未以臺諜罪名起訴，最終未獲

得刑事審判，於 2011 年 2 月重

獲自由。

美國自由亞洲電臺「夜話中

南海」披露，當年陳同海招供

稱，李薇是時任中共財政部部長

金人慶介紹給他的。導致中共高

層大為光火，決定先免去金人慶

財政部部長職務，然後再進一步

調查處理。對金人慶黨內警告

處分的內部通報用詞是「交友不

慎」。

在未出事之前，金人慶被風

傳內定為下一屆政治局委員、北

京市委書記，安排他接替劉淇。

而時任北京市長王岐山則被內定

為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報導還披露，當時還有人事

安排方案二，金人慶除了升任政

治局委員外，兼任分管財經的國

務院副總理，而王岐山則是升任

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

因此，當時劉淇被內定改任

中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任全國

總工會主席。

最終因為金人慶出事，劉淇

只能留任北京市委書記，成為唯

一以政治局委員身分連任 2 屆

的北京市委書記。

香港《大事件》披露，在

2003 年 SARS 流行時期，被稱

為滅火隊長的王岐山調任北京市

長。劉淇堅持對外封鎖疫情真

相，以免影響「首都形象」；而

王岐山認為，掩蓋疫情只會讓事

態發展越來越嚴重。導致兩人矛

盾爆發。

為了排擠王岐山，劉淇曾命

人暗中向中共政治局發出舉報

王岐山的匿名信、假名信達 700
多封，兩人徹底交惡。

【看中國訊】中國著名軍旅

歌唱家李雙江，自兒子李天一

因強姦罪被判 10 年後，已經很

少出現在銀幕前，如今 82 歲高

齡的李雙江，為了錢到處走穴

商演。 2 月 1 日，有網友曝出

一段與李雙江合影的視頻。

有媒體近日披露李雙江最

近的行蹤。如今 82 歲的李雙江

行動遲緩，卻頻繁走穴商演。

今年一月初，李雙江還現身某

縣城參加商演，視頻中一頭黑

髮的李雙江穿著演出服，音樂

響起後，他隨即調整出飽滿的

情緒賣力開唱。

令人吃驚的是，像李雙江

這樣名人，跑到一個小縣城參

加商演，想必是受到了兒子的

牽連。李雙江還被拍到給人當

證婚人，滿臉皺紋，眼袋十分

明顯。然後李雙江拿起話筒給

大家表演了一場京劇，就是《智

取威虎山》裡的片段。

李雙江還去擔任培訓機構

的講師，教別人唱歌技巧。他

一節課將近一個小時，不僅要

站著，還得現場示範，可以

說，他為了賺錢非常辛苦。

據業內人士透露，趙忠

祥 76 歲時每場商演的報價為

40 萬，李雙江應該和趙忠祥的

報價差不了多少。但在趙忠祥

最火的時候，報價曾高達 300
萬，李雙江可能還達不到這個

級別。

1939 年 3 月 出 生 的 李 雙

江，一級演員，曾任中共軍方

藝術學院的音樂系主任，中國

音樂家協會理事，中國音樂家

協會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和表

演藝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民族

聲樂協會副會長，中央音樂學

院聲樂系客座教授等職。

李雙江的妻子夢鴿，曾經

是李雙江在中央音樂學院的

學生，兩人年齡相差 28 歲。

1990 年兩人結婚，李雙江也利

用自己人脈關係將夢鴿捧紅。

當年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

薄熙來主政重慶，大搞「唱紅打

黑」運動，獲李雙江夫婦力挺。

2010 年 11 月 26 日晚，總政歌

舞團女高音夢鴿攜手其丈夫李

雙江在重慶舉辦紅歌演唱會。

薄熙來到現場觀看，並與李雙

江手挽手同臺唱紅歌。

據官方報導，中共十九屆中

央第六輪巡視完成了反饋工作。

近日，15 個中央巡視組，分別

向被巡視的 32 個地區和單位反

饋了巡視情況。

中央第十二巡視組罕見地表

揚重慶市委，在肅清孫政才惡劣

影響和薄熙來、王立軍流毒等方

面，取得了積極成效。巡視組還

點名表揚重慶市委領導作用明顯

增強。這意味著習近平力挺重慶

市委書記陳敏爾。

陳敏爾 1960 年 9 月生，浙

江諸暨人，在習近平主政浙江時

期，陳敏爾曾與其共事多年，

是習近平「之江新軍」的重要成

員。在中共十八大後，陳敏爾先

後被提拔為貴州省委副書記、代

省長、省長，在 2015 年升任貴

州省委書記，2017 年 7 月接替

孫政才職位，出任重慶市委書

記，並在十九大上進入政治局。

陳敏爾接掌重慶後，大力清洗薄

熙來、孫政才餘黨。

中共十九大前夕，陳敏爾曾

是入常熱門人選之一。具有文宣

背景的陳敏爾被傳將接替劉雲山

入常，負責中共意識形態與文宣

工作，但在最後一刻王滬寧入

常。

目前掌管宣傳和意識形態的

王滬寧號稱「三代國師」，操控

中共意識形態一路向左，習近平

當局處於內外交困的現狀，被指

與王滬寧操盤中南海有關。

有港媒稱，過去一段時間，

反對王滬寧的聲浪在黨內此起彼

伏。王滬寧本屬江派人馬的舊事

不斷被重提；再加上近來中共內

部一直有人將習近平在國內的強

硬作為及國際戰狼路線，責任指

向王滬寧，究責之聲也陸續出

現。

去年 10 月，中共五中全會

落幕後，王滬寧卸下近 18 年的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職位。對

此，有觀察人士指，王滬寧的權

力遭到限制削弱，或習近平在黨

內有其他布局，仍未定論。

李燕銘最新分析認為，陳敏

爾近年來罕見介入中共黨際外交

事務及政治路線紛爭，此次由王

滬寧前大秘、前中共中央政策研

究室秘書長武在平出面力挺陳敏

爾，習近平是否已在暗中鋪排陳

敏爾接替王滬寧接管意識形態與

文宣工作，令人聯想。

隨著中共二十大臨近，中共

高層權鬥疑似檯面化。去年以

來，李克強數度向習近平隔空叫

陣，從「地攤經濟」，到「6 億

人月收入不足 1000 元」，再到

「貴州爛尾工程」，讓海外評論

者認為，很可能是牽涉到中共

2022 年的權力班子問題。

去年一則貴州獨山縣 400
億人民幣建了一堆爛尾樓的視

頻廣為流傳，被疑是李克強「傑

作」，因為這爛尾樓被視為是陳

敏爾擔任貴州省委書記時的「政

績」。

去年 7 月 15 日，李克強在

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再批地方政

府只重面子工程不顧人民死活、

不顧財政負擔等，被指直打習近

平的心腹陳敏爾。

另有媒體報導，2020 年 12
月，貴州茅台發布公告稱，茅

台集團已累計畫轉 8% 公司股

權給貴州省政府。媒體指出，

因為貴州省政府負債債務率達

207.73%，是債務率最高的省

分。

臺灣三立新聞網報導指，

陳敏爾在 2015 年擔任貴州省

委書記時，曾推動「扶貧計

畫」，加上各種建設，使得貴州

在 2015、2016 年 GDP 升至全

國前三名。報導引述兩岸政策

協會副秘書長張宇韶分析，這

消息被放出來，是有人想要黑

陳敏爾的政績。貴州省「脫貧」

看似漂亮的數據，卻被媒體踢

爆都是假象，債務率已經達到

207.73%，約人民幣 1.1 萬億

元，遠遠超出 100% 警戒線。

習近平為他入常苦心運作？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

報導】中共十九屆中央第

六輪巡視反饋情況在近日

集中公布。與其他省分被

點名批評不同，陳敏爾主

政的重慶市罕見獲讚，而

點名表揚重慶的是王滬寧

昔日大秘武在平。有分析

指，習近平當局或正在秘

密運作讓陳敏爾二十大入

常、接班王滬寧。

有分析認為，習近平當局正在秘密運作讓陳敏爾接替王滬寧。 

(Getty Images）

暗諷習近平獨裁專制 
騰迅通訊軟體被緊急下架

高層透露東北三省對習近平非常不滿
【看中國記者苗薇

綜合報導】習近平加緊

部署二十大人事布局，

來鞏固自身權力。最近

海外中文媒體從接近中

共統戰部高層的知情人

處獲悉，東北三省對習

近平的不滿聲浪很嚴

重，也讓面對內外交迫

的習近平「再添心病」。

據報導，一名接近

中共統戰部高層的知情人士，

透露統戰部的「老領導」話說，

「東北人對習近平不滿的聲討很

嚴重」，且「國家網信辦和統戰

部現在都關注到了東北網民的不

滿情緒，目前網絡過濾非常嚴

重。」

這位「老領導」說，東北經

濟持續下滑導致東北民眾的怨氣

很重，這與官方政策不向東北傾

斜有關。

「既然中國不是自由化的市

場經濟，那麼哪裡發展、哪裡不

發展，就看國家給不給政策，給

政策、給地、給人、給錢，就能

發展」，因此「東北民眾現在對

習的不滿情緒非常大，有激化的

苗頭；新政策幾乎沒有給過東

北，目前中國要公告第十個國家

中心城市，東北百萬平方公里卻

一個都沒有。」

至於為何習近平當局冷遇東

北，這名「老領導」指出，東北

地區人士認為，習近平因為和薄

熙來有個人恩怨，因而遷怒東

北，讓東北三省慘遭犧牲，得不

到優惠政策，發展也不受中央

支持。

報導指，東北三省一般指遼

寧、吉林、黑龍江。其中遼寧、

吉林都是習近平的政敵江澤民派

系勢力深植之地，也是習近平上

臺後反腐重災區。伴隨著官場動

盪，三省經濟也一路下跌。

薄熙來是由中共江澤民勢力

扶持，與習近平爭奪權力的政治

對手，2004 年進京前曾盤踞遼

寧 20 年。 2012 年因其馬仔、

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叛逃成都

美領館，而導致勾結江派周永康

發動政變的陰謀敗露，

最終被拿下。

2012 年薄熙來落

馬後，習近平當局曾多

次提出「振興東北」的

口號都成空話。

例 如，2016 年 中

共全國兩會期間，習近

平稱，要奮力走出全

面振興東北的新路子；

2018 年 9 月，習近平

在東北三省考察，並提出「新時

代東北振興」；2019 年 6 月，

李克強召開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

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會議時提

出，「奮力實現東北全面振興」。

近些年來，東北地區日益衰

敗，致使民心渙散，當局擔心東

北或會成為下一個新疆和西藏。

知情人說，東三省生活著滿、

蒙、回、朝等多個少數民族，同

時又是邊疆大區，毗鄰與中國歷

史仇怨深重的俄羅斯，以及瀕臨

失控的朝鮮，地理位置極度敏

感。最重要的是，東三省歷史上

曾經鬧過「獨立」，對抗過中央

政府。

報導認為，面對內外交迫情

勢的習近平，如今還得面對東北

三省的不滿，可說是再添心病。

【看中國訊】據華爾街日報

日前披露，中國網路巨頭騰訊控

股副總裁張峰疑捲入孫力軍違紀

案被捕，專家認為是繼阿里巴巴

馬雲後，又一中國網路平臺巨頭

遭整肅。

巧合的是，近日有網友爆料

稱，騰訊旗下的通訊軟體「QQ」

一款應用軟體「畫圖紅包」疑因

暗諷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獨

裁，而遭緊急下架，不少網友都

在討論兩件事是否有關聯。

這款 APP 的玩法，是透過

指定的成語提示，畫出圖案，如

果系統判定畫出的圖案符合要求

即可得到紅包。不過據海外網

友在推特爆料，近日，「畫圖紅

包」中關於成語「一手遮天」的

提示，據原教學影片，要想破解

該詞條，需先畫一條橫線，然後

再在橫線下畫 4 個點，就可以

識別通過。

不過有網友破解，只要畫出

「習」的簡體字「習」，就可以

過這一關拿到紅包，消息一出，

引發熱議，而 QQ 畫圖紅包功

能隨即被取消。

騰訊官方聲稱下架是為了

「優化玩法體驗」、改善功能，

但網友質疑，此時正值農曆新年

新，是使用該功能的高峰期，這

個下架時間點耐人尋味。

此前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

士透露，騰訊控股副總裁張峰已

被中國官方拘留，他被指控涉嫌

未經授權就分享騰訊旗下微信個

資，交給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

軍，而孫去年因「涉嫌嚴重違紀

違法」，遭中共中紀委調查而落

馬。張峰遭調查後，騰訊創辦人

兼執行長馬化騰一直未在中國公

開露面，還缺席中國去年 5 月

的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恰逢此

次騰訊 QQ 又出了「習近平一手

遮天」的亂子，因此不少網友特

熱議這論兩件事是否有關聯。有

人在推特回文說：「說刪就刪，

這不就是一手遮天嗎？」「騰訊

高管張峰不是被逮捕了嗎？跟這

個有沒有關係？」

東北怨氣已如燎原星火。（Getty Images）

騰訊旗下的QQ畫圖紅包因暗諷

習近平被下架。（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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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復星醫藥集團去年曾

發布公告，指已與德國生技公

司 BioNTech 簽訂協議，若相

關疫苗批准上市，將可獲得該

公司授權在大陸及港澳台獨家

開發和發售。

早前台灣當局宣布預計向

國 際 洽 購 2,000 萬 劑 疫 苗，

其 中 通 過 COVAX 全 球 疫

苗計劃全球分配機制，採購

與英國牛津大學及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合作研發的疫苗

和德國 BioNTech 疫苗。台灣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

官陳時中 17 日接受訪問時透露

有關細節，指台灣早在去年就

看中國記者劉世民綜合報導

台灣早前 擬向 德 國

BioNTech採購500萬劑新冠
肺炎疫苗，原本合約簽定在

即，卻因中國大陸介入生變，

導致雙方至今未有簽約，亦

打亂台灣在疫苗上的布局。

兩岸問題 引發台灣疫苗風波

和德國 BioNTech 公司直接洽

購 500 萬劑疫苗，但對方已將

包括台灣在內的大中華地區代

理權都授權給上海復星醫藥公

司。台方在談判過程中，擔憂

有外力介入，也是因為這個原

因，台灣當局才遲遲未公布疫

苗的廠牌。而在簽約前夕，德

方突然以此原因停止簽約。

因為 BioNTech 事件，台

灣本來的疫苗部署也被打破。

國民黨政要近期頻頻批評政府

不願進中國製 Covid-19 疫苗，

部分媒體也跟著附和且一再要

求指揮中心對中國開放，其中

前總統馬英九更呼籲「不該拒絕

中國疫苗」。

然而，近期中國假疫苗事

件頻傳。中國官媒新華社報

導，截至 10 日，中國的檢察機

關一共破獲 20 多起假疫苗相關

犯罪案；在造假後期，由於生

理鹽水出現短缺，嫌犯甚至使

用礦泉水代替，以此製作假疫

苗，甚至有嫌犯將假疫苗走私

到境外。

17 日陳時中被問到是否考

慮開放中國製武漢肺炎疫苗，

他表示，中國疫苗的技術性資

料始終不夠，因此不會考慮購

買；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有多

少人願意施打。

他 說：「由 於 中 國 製

Covid-19 疫苗、血清製劑及其

它各種生物製劑都是台灣貿易法

規明文規定不可以開放進口，歷

任政府也都未曾開放過。」

他指出，中國目前有 3 支

Covid-19 疫苗，第一支疫苗

缺乏相關資訊，第二支疫苗的

保護力僅達 54%，第三支疫苗

則因青年及老年族群的資料不

足，不符合接種要求，因此沒

有任何一支疫苗值得被考慮列

港府啟用健康碼 民間擔憂監控
【看中國訊】香港武漢

肺炎（COVID-19）確診數
字2月16日回落至個位數，港
府宣佈18日重開餐廳晚市堂
食和娛樂場所，不過要求商

戶強制市民掃描監控行蹤的

「安心出行」二維碼，引起港

人極大疑慮。

港府宣佈疫情有緩和跡

象，確診數字維持在低雙位數

以內，源頭不明個案降至單位

數，決定有條件逐步放寬社交

距離措施。 18 日起港府宣布逐

步重開餐廳及娛樂場所，其中

廳和服務業要遵守兩項新規定：

一、商戶負責人必須要求顧客

使用「安心出行」或登記個人資

料，包括姓名、電話及到訪時

間等；二、安排員工每 14 天進

行病毒檢測。如餐廳放棄晚市

堂食和每桌上限 4 人，則毋須

跟從兩項新規定。但一旦被發

現違規，將被罰停業或停晚市

3、7 或 14 日，負責人更可能要

負上刑責。

不過，民間指出港府將復

業和「港版健康碼」綑綁，被民

間怒轟擾民。有市民表明，不

會下載「安心出行」手機程式，

寧願繼續買外賣也不會出賣個

人資料給政府。

港府「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推出以來，使用者寥寥可數，

主因是程式不但監控市民行

蹤，還索取手機大量權限，包

括全面網絡存取權、擷取執行

中的應用程式、接收互聯網資

料等，被質疑遠超防疫用途；創

科局局長薛永恒日前更透露正

研究加入藍牙定位功能。不用

掃描就可自動定位行蹤，更添

監控疑慮。

如何避開監察成為香港城中

熱話。蘋果日報報導，有網民自

行編寫出仿製的網上程式，不止

介面相似，可任意輸入地址，還

能夠掃描「安心碼」，旁人難辨

真偽。也有市民搶購二收手機，

不放 SIM 卡和啟動飛行模式也

可如常使用「安心出行」。有專

家提醒，該程式可自行偵測網路

狀況，待有訊號後仍可發送資料

給政府。

民間更多意見認為，強制

使用「安心出行」程式背後，是

為候選疫苗。

他同時確認，台灣將向國

際間採購約 2000 萬劑疫苗，其

中包括透過疫苗全球取得機制

（COVAX）取得，並已向 AZ
疫苗與莫德納（Moderna）疫

苗洽購。這 2000 萬劑疫苗是已

經簽約的，預計大部分會於 5、
6 月左右到貨，Covid-19 疫苗

採購仍在持續進行中，後期主

要是仰賴國產疫苗。

對此，前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也在臉書寫下「台灣買不到疫苗

的故事」，指出台灣購買疫苗的

南處：「步驟一：台灣政府秘密

地採購疫苗，卻在立法院開罵不

透明，並要求公開。步驟二：等

問到相關內容，北京也知道了，

便開始打壓使台灣買不到疫苗。

步驟三：台灣被打壓破局之後，

繼續開罵台灣買不著疫苗，都是

執政黨的錯誤。步驟四：最終推

銷大陸疫苗，就算內容為生理食

鹽水或者自來水也都沒關係。」

拜登：無需炮轟 
習近平在港所為
【看中國訊】拜登日前在

CNN 的節目上回應美國人關心

的疫情、經濟、外交等不同議

題。拜登提及與中共主席習近平

的通話，強調美國須為人權發

聲，「我用不著大聲炮轟他在香

港的作為、他在中國西部山區對

維吾爾人所做的事，還有他試圖

以武力處理台灣」，拜登指習近

平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有不同

規範，各國領袖都要遵從」，習

亦知道中國需為侵犯人權的行為

承擔後果。

陳時中（左）回應疫苗風波。馬英九（右）稱應考慮進口中國疫苗。（CNA）

港府逐步引入大陸「健康碼」等

監控市民的手段、企圖引入專

權管治的其中一步，加速侵蝕

一國兩制。有人呼籲應完全杯

葛使用「安心出行」程式，以防

港府乘機建立「健康碼信用系

統」，因為下載量就等同為政府

監控賦予認受性。截止目前，

全港七百多萬市民在政府威迫

之下，下載程式的數字仍只有

約 84 萬次。

香港醫護公務員爆離職潮
【看中國訊】《港區國

安法》訂立後，港府要求全

體公務員宣誓，或簽署聲明

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

特區，2月底限期逐漸逼近，
有公務員選擇離職作無聲抗

議，引發離職潮。

其中「重災區」為社會福利

署，署內有超過 6,000位員工。

有職員透露，署內目前盛傳有

逾百位拒簽聲明將辭職，包含

社工跟行政人員。根據早前當

局向傳媒提供的數字，上月單

月社署就有 8 人辭職了，較過

去平均是每月約 3 到 4 人明顯

增加，可數字仍未反映出今年

1、2 月份請辭的員工。

社署有位不願意透露職級

的職員 Kim（化名）對《立場

新聞》表示，在同事間聽聞有不

少人都不想要簽署聲明，流傳

將會有逾百人選擇離職。他還

指，身邊也有 3 人已決定要在

簽署死線之前辭任；還有人不

習慣這工作環境，以該次作為

契機而離開；更有人本來已經

準備離開香港了，這份聲明讓

他們決定早提辭職。

Kim 又 表 示， 不 少 的 同

事已簽署了聲明，卻只會在限

期完結之前遞交聲明，以說明

「我不認同，只是逼於無奈而簽

署」，作無聲的抗議。

過去 3 個月內，衛生署已

最少有 10 名醫生及最少 10 名

牙醫辭職，有人年資超過 10
年，當中有人已正式離職。離

職者中，最少 4 人私下表明

因不想簽署聲明表忠而辭職，

有 2 人將會移民。有辭職醫生

私下透露，現在面臨的情況很

簡單，要麼簽聲明示忠，要麼

辭職，「簽了好多掣肘，簽不

下手」。有衛生署人員透露，

有辭職者甚至不要薪金即時走

人，雖然沒解釋原因，但從這

段時間發生的事，「政治環境、

移民、宣誓，大家想想吧」。

根據立法會文件，香港過

去四年全年的衛生署醫生流失

數字，分別為 25 人、21 人、

23 人及 19 人，即平均每 3 個月

只有 4-6 名醫生離開。衛生署回

應時更承認，過去 3 個月轄下

各部門共有逾 80 人辭職，而去

年相關職系離職人數僅 58 人。

周庭6月出獄
指身心吃不消
【看中國訊】前香港眾志成

員周庭因參與反送中遭港府政

治檢控，被判入獄 10 個月，她

的社交網站 Facebook 專頁 2 月

16 日發文，轉述周庭很感謝外

界的關心，目前仍在努力適應監

獄生活，「坐監期間，精神和身

體狀況都吃不消。希望 6 月出

冊（出獄）後可以暫時休息，

休養身體。希望可以有休息的空

間。」周庭及香港眾志的黃之鋒

和林朗彥，因反送中運動期間參

加 6.21 包圍香港警察總部的示

威，被控煽惑、組織及參與未經

批准集結罪，去年 12 月 2 日遭

法院重判入獄，周庭的監禁長達

10 個月。她聞判後當場痛哭，

目前在監禁甲級重犯的大欖女懲

教所，有報道指她走動時都會被

懲教人員前後包夾。

張貼在有關場所外的「安心出行」登記通知。（網絡圖片）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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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剛出獄未滿 9 個月的甘肅維

權人士、北京大學前保安張盼

成，因透過網路發布視頻傳遞心

聲，於 2 月 14 日遭警方帶走，

目前下落不明。

維權網報導，張盼成網名

為「子慕予兮」，甘肅省合水縣

人，於去年 4 月 4 日，被以「尋

釁滋事罪」遭到北京市西城區

法院一審判處 1 年 6 個月有期

徒刑。然而，他自 2020 年 5 月

20 日獲釋迄今未滿 9 個月，本

月 14 日即因透過網路發布視頻

而再度被警方抓捕，外界迄今仍

不知道他的下落。

在網路上流傳的一段視頻

中，張盼成說：「釋放張展，釋

放我的老鄉張展，習近平，釋放

你的老鄉張展」；「暴君用刀劍

和棍棒審判我們，因為他怕自由

像怕火一樣，他害怕一旦我們找

到了自由，他的寶座就會搖晃，

他就要遭殃。昂起頭來啊弟兄

們，用不著懊喪，這鐐鏈是我們

驕傲的勳章！」

張盼成在視頻中表示，這是

在甘肅省一個小山村他的家裡錄

製的視頻，他還充滿激情地說：

「凜凜寒冬終將過去，春天馬上

要來臨！」他還曾秀出書法字，

並說：「這是寫給張展姐姐的，

今天我還是想繼續喊，釋放張

展，釋放張展，釋放我的老鄉張

展。」

張盼成還在視頻中說道，

「我知道我家裡的那些人是不會

給我送東西，因為這在他們眼

裡，我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

有病的是這個帶毒國家和一群自

稱為人民服務的人。」

流亡泰國的中國藝術家華湧

透過推特分享張盼成的作品，並

表示，這是張盼成於 2019 年將

近除夕時，在西城看守所裡寫給

習近平母親齊心的獄中日記。張

盼成在文中詢問齊心奶奶：「我

們究竟犯了什麼罪？他們要這樣

對待我？」

早年出生於甘肅農村的張盼

成，於 2018 年曾以公民身份表

達自己意願，在辭去北京大學保

安一職後，曾自拍視頻，大談政

治主張，稱自己已經為了民主

「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張盼成在被抓捕之前，曾透

過視頻說明自己不同意中國當局

將 600 億美元未經法定程序就

送（外國）人，並要求言論自

由，同時不忘聲援被關進集中營

的百萬新疆同胞、「被失蹤」的

「潑墨女孩」董瑤瓊、華湧、佳

士工人及原北大學生岳昕等人。

張盼成還曾在視頻中，引用

宋代名將文天祥詩句「人生自古

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並

提及自己對於國家有著深沉的

愛。張盼成於 2018 年 12 月 18
日，因涉嫌「尋釁滋事罪」遭到

北京市警方逮捕。在審訊期間，

他拒絕寫下保證書，並拒絕給律

師簽寫委託書。

近年來中國人口出生率顯

著下降。中共公安部在 2 月 8
日公布的《二零二零年全國姓

名報告》中提到，2020 年登記

的 1003.5 萬新生兒中，男孩

為 529.0 萬，占 52.7%；女孩

為 474.5 萬， 占 47.3%。 較

2019 年的 1179 萬，下降幅度

達 15%。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

經濟學教授梁建章對此表示，中

國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官媒《三聯生活週刊》日前

發文稱，在上世紀 70 年代以

前，中國的生育率一度超過 6，
但是現在的生育率只有 1.5 左

右。

至於為甚麼現在會出現這種

低生育現象，文章分析稱，主要

原因是生不起。目前很多年輕人

養活自己都已經有非常大的壓

力，買房和租房已經掏空了絕大

部分收入。就算是一些收入較高

的中產家庭，養育小孩的成本

也是一筆非常大的開支；且 90
年後出生者相較 70、80 年代而

言，「相對收入」明顯下降。而

所謂相對收入，就是指預期收入

及生活開支的比例，這個比例越

高，養育孩子的能力就越強。

文章進一步解釋道，由於當

前中國經濟正處於減速階段，因

此，90 和 00 後未來的個人收入

增長並不樂觀。另外，90 後出

生者由於從小生活條件相對優

越，不知節儉，再加上目前居高

不下的房價、物價等，造成他們

在生活開支上遠高於上一代人。

這也將導致這批人的生育意願進

一步下降。

此外，年輕人的減少導致中

國養老體系的壓力越來越大，而

當局開始研究的延遲退休的政

策，也會更進一步降低生育率。

因在中國，0 ～ 3 歲階段的幼托

機構幾乎為零，如果沒有父母一

輩的幫忙，很多雙職工家庭幾乎

不可能自己獨立撫養小孩。如果

老人延遲退休，很多人就只能放

棄生育小孩。

另有網友統計了上海近 30
年來單日出生的人口數據，顯示

上海生育率下降幅度越來越大。

如，2000 年 1 月 1 日上海當天

出 生 1148 人、2010 年 1 月 1
日上海當天出生 380 人、2020
年 1 月 1 日上海當天出生 156
人，而到 2021 年 1 月 1 日，上

海僅有 27 個新生兒。

中國為何生育率創新低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

合報導】中國近期公布的

數據顯示 ，2019年的新生

兒為1179萬，2020年出生

的新生兒為1003.5萬，與

2019年相較下降15%。對

此，有官媒發文分析指，

令生育率低的主因是「生

不起」。

中國新生兒創新低，主因是「生不起」。（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合報導】

中國新年前後，疫情在中國大陸

多地驟起，當局採取了各種極端

的嚴控措施，以致不少民眾在疫

情與嚴控的雙重壓力下，幾近崩

潰。

去年 7 月，一段張文宏在

關於秋冬季疫情防控會議上的講

話視頻，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

傳。近期再有網友將該段視頻翻

了出來。張文宏在這段一分鐘左

右的視頻中，暗指當局的防疫政

策把老百姓搞得太緊張。他說，

美國每天的感染人數不少，但

「人家的日子過得像花似的，人

家在那裡還沒有著急」。他最

後直指，中國的老百姓「在做好

個人衛生的情況下真的應該可以

回歸正常了，再不回歸正常到最

後將導致人的精神都要崩潰」。

如今中國疫情再度肆虐，當

局採取的極端防控手段導致民眾

精神崩潰，民怨沸騰。多地民眾

紛紛在網絡發文吶喊抱怨，如北

京大興區此輪疫情爆發、天宮院

街道融匯社區被升級為高風險區

的同時，周邊的眾多社區也被

封，但官方對一些小區封閉並沒

有做任何說明，對民眾的詢問也

是避而不答，含糊其辭。

當地一位市民在微博發文吶

喊：「甚麼時候解封？甚麼時候

解封？甚麼時候解封？居委會社

區一句話都不說，打 12345 沒

人管，大興疾控中心告訴等上級

指示。好傢伙了，明天集中隔離

的人就要回來了，難道我們要陪

著再來 14 天嗎？天宮院地區的

人不用過年？不讓上班解封出去

喝西北風？」

有大量河北稿城區的民眾

質疑，降低了風險等級，卻管

控的更嚴了，也有人揭露封閉

管理的種種亂象及民眾的崩潰

絕望：「降低風險有啥用，該封

閉繼續封閉！以為年前會解封，

誰知道卡的更嚴了！」「因為總

是不去上班，已經被解聘。這一

個月裡，我看到了太多的憤怒與

崩潰，掙扎與吶喊。」還有網友

爆料指，1 月 21 日，在黑龍江

綏化海倫市被封控的寶鼎社區，

一個居民在家門口的單槓上吊自

殺。湖北人陳清（化名）表示，

中共的疫情防疫政策不是控制疫

情，而是控制人。

極端防疫 民生艱難

【看中國訊】美國猶他州一

名男子，近日與朋友滑雪時遭

遇雪崩，被埋 19 公尺厚的積雪

下。他幸運鑽洞脫逃成功。

據《每日郵報》報導，邁爾

斯 · 彭羅斯和他的兩個兄弟，

及幾名好友在猶他州尤因塔山

（Uinta Mountains）滑雪，正當

大家邊滑雪邊開心錄影時，超巨

大雪崩像海浪一樣從背後襲來。

彭羅斯在社交媒體上寫道：

「當我轉身抬頭時，我看到雪浪

來了。我拚命大喊『雪崩了』。」

當時，彭羅斯看到雪牆坍塌，他

立即騎著摩托雪橇逃離，但是已

經來不及了，雪瞬間將大家掩

埋。彭羅斯和朋友被埋在 20 碼

（約 19 公尺）厚的積雪之下，

幸運的是，他們靠自己鑽洞脫逃

成功。專家指，雪崩安全氣囊可

以助人脫險。遇到雪崩時，拉下

扣環，氣囊便會自動充氣，把人

推出雪堆。

北大前保安發影片被抓

澳媽用一招避免
孩子浪費廁紙

加婦連續60年 
收神秘情人卡

【看中國訊】近日，澳大利

亞一名精明媽媽分享了讓廁紙使

用壽命更長的竅門，這一招讓她

的孩子浪費廁紙的現象有了好

轉。

據 7 News 報導，這位精明

的媽媽在「預算與儲蓄的媽媽」

（Mums Who Budget&Save）
的臉書頁面上分享道，她在將廁

紙放上支架前，會先將其壓扁，

這個簡單的方法讓廁紙難以在支

架上旋轉，避免孩子一次性拽出

過長廁紙，這意味著她的孩子每

次去廁所時都使用更少的廁紙。

她寫道：「孩子們放學回家

了？衛生紙比平常消耗更快？嘗

試壓扁紙卷，這樣它不會太快地

旋轉，然後拽出得長度不會太

長。」

這個澳洲媽媽提供的技巧

讓其他精通預算的媽媽嘖嘖稱

奇。一位媽媽說：「如此簡單的

事情怎麼會如此天才！你真了不

起。」另一位說：「我必須這樣

做。不然我的孩子只會拽到沒有

為止。」

一位媽媽分享說，她以前都

把廁所放到孩子夠不到的地方，

這樣他們每次用都要叫大人。還

有人表示至少自己會試一試。

【看中國訊】加拿大多倫多

一名女子從 16 歲起，每年的情

人節都會從一位神秘仰慕者那裡

收到了一張情人節卡片。神秘

男子郵寄卡片的舉動持續了 60
年，伴隨了她兩次婚姻、3 次改

姓和 6 次變更地址，這在互聯

網出現之前的日子裡是一項了不

起的壯舉。

1928 年，當時 16 歲的梅

麗爾．鄧斯莫爾在多倫多讀高中

時，收到了一位匿名仰慕者寄來

的情人節卡片。她感到莫名其

妙，不知道卡片寄自誰之手。

來年的 2 月 14 日，梅麗爾

又收到一張神秘情人節卡片。

到 1986 年，梅麗爾已經從這位

匿名追求者那裡收到情人節卡片

58 年了，他的落款常常是「神

秘的朋友」（Secret Pal）。
梅麗爾 1986 年在接受《多

倫多星報》訪問時說：「我想他

可能是一名機師或水手，因為卡

片郵戳來自日本、紐西蘭、南非

和歐洲各地，唯一的一個加拿大

郵戳來自白馬（Whitehorse）。」

梅麗爾的這位「神秘朋友」

只在 1968 年的情人節錯過了寄

卡片，但之後從巴黎寄來一張明

信片，解釋稱因病未能趕在情人

節寄出。

1988 年夏天，76 歲的梅麗

爾在士嘉堡的家中安詳過世。梅

麗爾的女兒珍妮特的一位密友告

知，在梅麗爾的葬禮上有一名陌

生男子一直坐在教堂後排的座位

上，並保持一定的距離跟隨送葬

的隊伍直到墓地。

那年的 2 月，梅麗爾的家

中沒有再收到卡片，她的神秘朋

友已經做了最後的告別。梅麗爾

一生中共收到這名神秘仰慕者寄

來的 60 張卡片。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合報導】

2 月 14 日下午，位於雲南省臨

滄市滄源佤族自治縣的翁丁寨古

村落發生嚴重火災。該村落被稱

為「中國最後一個原始部落」。

據悉，由於村中房屋幾乎都是茅

草房，且連在一起，因此造成火

勢迅速蔓延。雖然大火後來被撲

滅，但有村民表示，基本都燒完

了。起火原因至今不明。網友紛

紛表示惋惜。

綜合陸媒報導，2 月 14 日

17 點 40 分左右，雲南滄源佤族

自治縣猛角民族鄉翁丁村老寨發

生嚴重火災。據翁丁村老寨寨主

楊先生表示，發生火災時他在現

場救火，但因為房子是木頭和茅

草結構，再加上當時風大，導至

火勢迅速蔓延，因交通和水源等

問題，造成救火難度，撲火已經

來不及，他只能去安置村民，避

免民眾受傷。

「105 戶房子，現在只剩下

三四戶沒被燒毀。」楊先生說。

對於起火源頭，楊先生指是一戶

當天沒有人在家的房子，因最初

發生火災時大家都不知道，等至

火苗燒上屋頂才看到，但是具體

的起火原因還不清楚。楊先生還

表示，即使以後村寨被修復，也

不可能是以前的樣子了。

公開資料顯示，翁丁村隱秘

在猛角傣族彝族拉祜族鄉的山谷

裡，有 400 多年的部落歷史。

1949 年前，翁丁村還處於原始

社會末期，居民以部落的形式依

山而居，過著刀耕火種、犁地靠

牛、吃水靠背、點燈靠油、結繩

記事的原始生活。

翁丁村是目前大陸保存最完

整的原生態佤族村落。被譽為

「中國最後一個原始部落」。因

翁丁寨位於瀾滄江畔，終年雲霧

繚繞。而翁丁在佤語中亦有「雲

霧繚繞」的意思。網友發布的視

頻顯示，現場火光熊熊，濃煙滾

滾，整個村落如同一片火海。網

友紛紛留言表示惋惜：「太可惜

了，這是一個特別美麗的村落，

本來還期待年後讓更多人可以去

那裡看看，感受一下這個原始淳

樸的自然秘境，真的真的太惋惜

了。」「翁丁啊，350 多年的佤

族村寨啊，就這麼沒了，痛心疾

首。」「真的好心痛，聽說是中

國最後一個原始部落。」

雲南最後原始部落陷火海

（Pixabay）

（Pixabay）

男子遇雪崩 
幸運鑽洞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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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這個週末緬甸的形

勢變得很緊張，14 號緬甸又出

現了全國性斷網，軍方更多裝甲

車進入大城市，仰光街頭出現了

滿載軍人的車輛、還有水炮車。

這些措施直接是在為大逮捕做準

備，也是在恐嚇民眾。依據過往

經驗，緬甸離中國 8964 那樣的

大規模鎮壓就還差一步，就是派

遣特工裝扮成抗議者製造衝突流

血事件，把緊張升級，給當局提

供藉口，一旦這樣的跡象出現，

我們就知道大逮捕和大鎮壓就要

來了。

關於中共在緬甸事變過程中

發揮的作用，在緬甸也引起了不

少猜疑。到底中共在緬甸有多大

的利益呢？軍政府和中共又有多

深的淵源呢？

1960 年代吳奈溫發動政

變，建立軍政權上臺之後，想取

得社會主義陣營的好感，所以也

宣布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把全國

1 萬多家商店收歸國有、學校和

報刊也國有化。可偏偏在這三個

領域華人都在當地起了支柱作

用，在緬的華人反彈很激烈。中

共這邊一方面安撫當地華僑，配

合所在國的「社會主義改造」，

把在緬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送

給吳奈溫，還阻止當地華僑把資

金轉移回中國。和印度保護本國

僑民的做法形成鮮明對照。可另

一方面又對吳奈溫不信任，覺得

他偏向蘇聯更多，又想當牆頭草

隨時討好英美，所以又幹了一件

事，向當地的華人發毛主席像

章、毛選，又暗地支持緬甸共產

黨搞武裝鬥爭。身處異國的華僑

是弱勢，一遇上社會動亂總想找

個靠山（現在也是這個心態），

也就紛紛戴起了毛主席像章，這

下吳奈溫不幹了，你這是要搞國

中之國，鼓動華裔造反啊！於是

就收繳毛主席像章，衝突最早發

生在華人辦的學校。這就是緬

甸「排華」的起因，其實這個風

波，前半段把華人商店、和學

校、報刊國有化確實是有排華的

成分，後半段是排毛排共。

但這下中共又不幹了，你折

騰華人華僑我都不在乎，但是收

毛主席像章、毛選，是冒犯我偉

大領袖的天威，決不可容忍。於

是在 1967 年 7 月 3 日在紫禁城

午門前的廣場搞了個抗緬大會，

有 10 萬人參加，集會後有一部

分人遊行到緬甸駐北京大使館，

砸了一部分使館設施，就這麼兩

邊關係鬧僵了。

毛澤東對這出鬧劇還有一番

指示：當時是造反舉動高峰，還

是天下大亂、形勢大好那個論

調。說：「緬甸政府反對我們更

好，希望斷交，斷交以後，我

們就可以放手支持緬甸共產黨

了」。毛說這番話確實也不是

滿嘴跑火車，他確實有個謀劃，

希望北越、加緬共游擊隊、加印

尼共產黨、加上印度拉加族游擊

隊一起反將起來，把南亞和東南

亞一起搞亂，這樣可以把美國拖

在東南亞，美國的注意力在哪

兒、蘇聯也會把精力投到哪兒，

這樣就可以把自己解脫出來。中

共從 1964 年起就在搞「三線建

設」——全國性的戰備建設，

毛澤東的預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要在中國本土打，要早打大打，

他是把東南亞作為整個一盤棋來

考慮的。

但這麼一折騰，把緬甸大使

館都砸了、又扶持緬共，和緬

甸軍政府關係就好不了，直到

1971 年毛覺得第三次世界大戰

的風險高峰過去了，才開始和緬

甸關係正常化。但軍政府對中共

也一直有戒心，所以我上次說其

實緬甸軍政府和北京關係走得不

如昂山素姬的民主政府近，就是

有這麼個淵源。因為有包袱在、

有創傷在，就有心理陰影在。

現在中緬關係有多緊密呢，

從經濟層面上來講其實很弱。

在疫情之前的 2019 年中緬雙邊

貿易額才 187 億美元。然而同

一年中國和越南雙邊貿易額是

1620 億美元，是和緬甸的 8 倍

多，就連和柬埔塞的雙邊貿易額

都有近百億美元。可見緬甸在

中國的貿易體系中是相當不重

要的，可能經過 2020 年疫情之

後，對緬甸產的糧食進口需求會

上升。

既然緬甸在中南海的大棋盤

裡不太重要，那要不要幫軍政府

呢？因為中共有個判斷，就是軍

政府是鎮壓民主的、一旦它又被

民主革命推翻以後，負負得正，

新的民主政府會比原先的民主政

府更親近西方，更依賴西方的支

持壓制軍人的殘餘勢力。這種情

況就像經過了川普四年，再上臺

的左派、比原來的左派更飆更

左。中共覺得反正你都政變了，

不如支持軍政府。

緬甸開倒車，拜登在全球搞

民主形象工程，他不能不管，會

牽扯美國的一部分精力，習近平

會拿著支持緬甸軍方作為籌碼和

拜登談交易，拜登要的是在世界

推進民主的這個名，中共並不太

在乎緬甸是什麼體制，但要的是

實惠。在毛澤東那裡東南亞是他

爭當全世界共運領袖這盤大棋裡

的一部分，習在某種意義上也恢

復這盤大棋。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文：文昭

習近平趁機復活毛澤東的大棋

美國時間 2 月 13 日，針對

川普 ( 特朗普 ) 總統的二度彈劾

案落下帷幕，參議院表決結果未

達定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門

檻，最終以 57 票贊成，43 票反

對，宣告川普總統「煽動叛亂」

的罪名不成立，接連兩次都以莫

須有的罪名彈劾川普總統是美國

憲政民主史最醜陋最骯髒的一

幕。

彈劾案的目的有兩個：一是

徹底毀壞以川普為代表的美國傳

統派人士進入政壇的路徑，有人

不想再讓外來的勢力「攪局」，

從政必須要經過他們所建立的

官僚體系層層篩選；二是用新話

題掩蓋舊問題，試圖通過彈劾案

消弭選舉舞弊的不利輿論，只有

製造更大的問題才能轉移公眾視

線。

川普彈劾案的發起人是與中

共女間諜方芳滾床單的民主黨眾

議員埃里克 ‧ 斯沃韋爾，埃里

克 ‧ 斯沃韋爾本人政績平平，

他從政生涯高光時刻是擔任了

兩個關於川普彈劾案委員會的委

員，為兩次彈劾獻計獻策、羅織

證據。就自己的桃色事件，埃里

克 ‧ 斯沃韋爾的回覆是情報官

員試圖將他與中共女間諜的合作

武器化，試圖詆毀他。

讓有道德瑕疵的議員挑頭發

起彈劾案本身就是場笑話，從中

也能看到政治家們的邪惡算計。

埃里克 ‧ 斯沃韋爾可能認為彈

劾案令自己聲名鵲起，但偏偏挑

選他衝鋒陷陣多少有點找人當炮

灰的意思，因為埃里克 ‧ 斯沃

韋爾本身有污點，如果倒查彈劾

案他很容易被背後勢力切割。

彈劾案另一大看點，麥康奈

爾拒絕動員共和黨黨員表態，他

本人投票反對彈劾，理由參議院

無權給普通公民定罪，因為川普

總統已經下野現在是普通公民。

投票之後，麥康奈爾又譴責川

普，稱川普導致國會遭圍困的行

為是「玩忽職守」的可恥行為。

麥康奈爾說，毫無疑問，從道義

上說，「川普總統對挑起那天的

事件負有責任」。麥康奈爾一

番左右互搏，牢牢佔據了道德制

高點，當然他如此大度的目的是

將彈劾鬧劇迅速翻篇。麥康奈爾

和稀泥的本領非凡，但是不能解

決任何問題。

其實，眾議院發起的彈劾程

序是將彈劾武器化的危險的嘗

試。目前美國左右之爭日趨激

烈，如果川普彈劾案不幸成功，

可預見的是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

針對總統的的彈劾案發生，兩黨

互相制約的良性民主政治將會變

成無休止的黨同伐異。同時，清

算案件將會被不斷發起，那時不

會像 BLM 推倒美國建國先賢的

雕像那麼簡單，歷代總統甚至會

有被從墳墓里拉出來審判的可能

性，這將徹底摧毀美國的立國之

本。

此外，從彈劾案的投票可以

看到，民主黨參議員們齊刷刷的

要求彈劾川普，誓要把川普送進

大牢，參議員們應該是熟讀美國

憲法，明知違憲卻要逆勢而為，

足見背後的深層政府對國家機器

控制之深。

深層勢力本想藉助彈劾打擊

川普，但彈劾案對川普來講是

福禍相依，更多的美國民眾開始

相信選舉舞弊。彈劾案不僅沒有

污名化川普，他的支持率不降反

升。

立法機構花了太多時間研究

如何追殺被搞下臺的川普總統，

近一週來，孔子學院被盤活，微

信、抖音的禁令被解除，反共成

了口頭表演，危害美國國家安全

的勢力死灰復燃，這些事是不是

更值得被立法機構關注。

有一點川普沒有說錯，他說

美國正處在關鍵時刻，中共一直

試圖以各種手段讓強大的美國成

為過去式。不管是川普總統的讓

美國再次偉大，還是民主黨要修

復分裂的美國，前提都需要提防

中共在背後作惡。中共的邪惡超

過美國建國後所有的敵手，美國

要繼續領導世界，中共是美國前

進路上最難以繞過的攔路虎，必

須警惕一小撮人妄圖與魔鬼交易

而葬送整個世界的安危。

新春頭上，最激動人心的消

息是，華為任正非宣布，華為進

入智慧養豬的戰略大轉移。

華為在遭受美國高科技制裁

後，手機業務已夭折，5G 也面

臨前無去路的危機。任正非很有

創意，很快調整戰略，宣布華為

實行「南泥灣計劃」，實行生產

自救，包括在煤炭、鋼鐵、音

樂、智慧屏、PC 電腦、平板等

不同領域的「突破」，最後，連

養豬也不放過了。

養豬和高科技有什麼關係 ?
原來可以在豬場實行儀錶盤監

控、大數據分析、數字化管理、

AI 識別、AI 學習、AI 決策，

一個養豬場，無死角都用上高科

技，美其名曰：智能養豬。

養豬能不能用高科技？當然

可以，以華為積累了幾十年的高

科技實力，用來養豬，就如高射

炮打蚊子，觀乎此，就知道華為

的前景有多燦爛了，只怕大量的

技術專才要跑路在先。

華為墮落至此，不是華為搞

衰自己，是中共搞衰華為。華

為的高科技來源於美國，四十年

前中共改革開放之初，什麼都沒

有，什麼都不懂，鄧小平去美國

訪問，要求美國接收中國留學

生，此後大量派人到美國學習，

學成歸來，一一填補中國的科技

空白，華為便藉美國的東風，誕

生和發展起來。

按理，中國對美國應有感恩

之心，人家在你垂危之時扶了

一把，不但無條件讓你取經，還

在加入世貿、輸入外資、合作開

發等方面，不遺餘力幫助你。可

惜中共一開始就居心叵測，沒有

力量時忍辱負重，等到有點力量

了，就圖謀不軌。

如果中共從一開始就抱持與

人為善的心態，抱持感恩的合作

的心態，與西方世界和平共處，

互通有無，那就可保持和平互利

的國際環境，長久地良性地競爭

下去，那樣中國國力的增長將不

可限量。

可惜中共出於「解放全人

類」的共產本性，在學得一招半

式之後，就不安於室，本性中的

邪惡一一暴露。習近平上臺以後

實行擴張政策，派間諜搞統戰，

改變美國政治版圖，又收買中小

國家，在各大國際組織把美國邊

緣化。直至特朗普上臺，美國人

醒覺，發現被中共抄了後路，自

此拍枱翻臉。

中共遠未到可與美國一較高

低的地步，中共的國力與科技實

力，與美國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中共只是虛火上升，表面繁榮，

美國是根基紮實，內力強橫，中

共與美國較量，還未真正上場已

經露底。華為作為中共的高科技

龍頭，美國人根本未出手，只是

絕交而已，華為就已經倒地不起。

華為養豬是一個標誌性的

事件，意味著華為的路走不下去

了，意味著中共稱霸世界的美夢做

不下去了。華為養豬只是活命為

上，中共失去華為，也苟活而已。

中共的高科技劣勢，表現在

不同層面，近年的火箭發射屢

屢失敗便是其一。晶元生產大落

後，不只是今日的困境，是長遠

的困境，這個樽頸過不去，就如

被人扼住咽喉一樣，還談什麼解

放全人類？先顧住自己先啦！

誰擁有高科技，誰就擁有未

來。中共表面上體量巨大，不

可一世，實際上內裡已經空上來

了，一個壯漢三餐吃不飽，到底

還是經不起打。中共自己提出來

要過三年苦日子，三年後就能翻

身 ? 三年後不能翻身，就永遠都

不能翻身了，想及此，習近平也

要悔不當初吧？

（文章授權轉載自香港中文

大學 facebook 顏純鉤專頁）

◎文：子龍

◎文：顏純鉤

川普彈劾案 
麥康奈爾左右互搏留懸念

華為養豬——
任正非的「南泥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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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自從201 5年以來，世
界衛生組織（WHO）每年
都會公布一個清單，列出在

未來數月甚至數年內可能襲

擊全世界的疾病。這些疾病

可能每5年就會出現某種人
畜共通病毒引發「X疾病」
（Disease X），掀起一場
全球大疫，新冠病毒就是其

中一種。

「X疾病」將引發新全球大疫

下一次大流行或在眼前

英國媒體 Gentside 報導指

出，對於「X 疾病」，人們不知

道確切的名稱，也不知道它甚麼

時候出現，但是 WHO 相信它

將是下一個人類健康的威脅。儘

管世界仍處於嚴峻的考驗之中，

但研究人員越來越擔心下一次大

流行可能就在眼前。

「X 疾病」是 WHO 科學家

在 3 年前創造的一個醫學術語，

因為他們相信世界將不可避免地

爆發一些未知的疾病。但是它

將是如何表現出來呢？致命疾

病的專家們對「X 疾病」一無所

知，只是它有一天會在世界範圍

內傳播。WHO 緊急衛生計畫的

流行病學家瑪麗亞．范科霍夫

（Maria VanKerkhove ），2020

種未知疾病，其中 82.7 萬種疾

病可能會傳播給人類。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最近發

表的一項研究報告稱，還確定了

東南亞、南非、中非、中美洲以

及亞馬遜地區國家，是具有最高

風險的國家。隨著人們不斷遷入

動物的棲息地，這種風險變得更

加嚴重。

德國赫姆霍茲環境研究中心

（Helmholtz Centre）約瑟夫．塞

特勒博士（Dr. Josef Settele） ，
向英國《太陽報》（The Sun）透

露：倡狂地砍伐森林，無節制的

集約化農業、採礦、基礎設施建

設，以及濫捕野生動物，將會造

成一場大量傳播病毒從野生生物

傳播給人類的危機。

在印度，農民在森林開墾農

業，現在面臨著感染 Kyasanur
森林病毒的風險，也被稱為猴

熱（Monkey Fever）。自 2012
年以來，感染這種疾病的死亡率

為 10%。此外，盧霍熱（Lujo 
Fever）於 2008 年在南非出現，

儘管該疾病迄今僅感染了 5 名

患者，但死亡率高達 80%。

新冠病毒恐引發無精症

「X 疾病」預估死亡率雖說

高的可怕，但是最新的研究報告

年 6 月說：「現在的問題不是下

一種病原體，而是會在何時爆

發？」

埃博拉病毒、塞卡病毒和

COVID-19 病毒在某種程度上

都屬於「X 疾病」，這是一種我

們不知道的疾病，即將爆發。

大瘟疫至少每5年一遇
2020 年 12 月舉行的世界

經 濟 論 壇（World Economic 
For-um）強調，COVID-19 並

非是人類面臨的最後一次突發衛

生公共健康危機。取而代之的

是，人類可能至少每 5 年會遇

到一次大瘟疫或公共健康危機。

人類可能無法完全避免這種風

險，但是可以減少這種負面影

響。

有人認為，下一種「X 疾

病」將是一種人畜共患的疾病，

一種從動物傳播給人類的疾病，

類似於冠狀病毒，據認為是從蝙

蝠等動物傳播給人類的。人類未

來的噩夢是，可能是許多病毒或

毒株中的一種，也可能具有高度

傳染性和高度致命性，導致「X
疾病」與中世紀造成 7500 萬人

死亡的黑鼠疫不相上下。

國際環境倡議組織生態健

康 聯 盟（EcoHealth Alliance）
預測，目前全球存在著 167 萬

全球可能每 5年就會出現某種人畜共通病毒引發「X疾病」，掀起一

場全球大瘟疫。（Adobe Stock）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近日

表示，維多利亞州與中共的「一

帶一路」協議對澳大利亞沒有好

處，可能會將其廢除。澳大利亞

維多利亞州州長安德魯斯（Dan 
Andrews）2018 年與中共簽署

「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不

過，這項協議一直飽受詬病。批

評者認為，中共可能借機獲取對

維多利亞州基礎設施的控制權，

同時也擔心，一個州簽署的協議

可能會成為外國在澳大利亞拓展

影響力的快捷方式。英國《每日

郵報》2 月 14 日報導，安德魯

斯和澳大利亞其他州的州長以及

領地的首席部長，必須在 3月10
日之前向澳大利亞聯邦政府詳細

說明所有與外國簽署的協議，然

後由聯邦政府進行評估。澳大利

亞去年 12 月通過立法，允許外

交部長審查和廢除州、領土、地

方議會和公立大學與其他國家簽

署的協議，從而使政府對「一帶

一路」的干預成為可能。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

遜 2 月 15 日表示，世界大國應

簽署一項關於大流行病的全球條

約，以確保適當的透明度。在被

【看中國訊】據外媒報導，

澳洲國會即將透過立法迫使谷歌

（Google）與臉書（Facebook）
針對引述內容公平付費，目前谷

歌已陸續與各媒體達成協議、做

出讓步，有當地媒體可因此獲得

1 年 3000 萬澳幣的費用。

據路透社的報導，澳洲政府

計畫透過立法，讓政府可以在谷

歌與媒體之間談不攏的情況下，

任命 1 名仲裁員來設定 Google
引述內容需付出的費用，獨立

網絡分析師布德（Paul Budde）
認為，以澳洲媒體而言，這些媒

體與一間實力如此雄厚的公司談

判，沒辦法獲得這麼多錢。

《悉尼先驅晨報》1 月 19 日

稱，澳政府認為臉書和谷歌搶佔

了本土傳統媒體的生存空間。澳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的調查數據

顯示，該國在線廣告每支出 100
澳元，其中 53 澳元被谷歌拿

走，28 澳元進入臉書腰包，剩

餘 19 澳元屬於本土媒體。

目前谷歌已陸續與各澳洲媒

體達成協議、做出讓步，有當地

媒體可因此獲得 1 年 3000 萬澳

幣的費用。

谷 歌 在 2020 年 就 與 當

地 7 間小型媒體公司、相關網

站，以及 1 間地方報紙簽約，

2 月 15 日與西部 7 號傳媒集團

（Seven West Media） 達 成 每

年 3000 萬澳幣的協議，17 日

又與 9 號娛樂控股公司（Nine 
Entertainment Co Holdings）
達成協議，費用同樣為每年

3000 萬澳幣。

澳洲財政部長佛萊登柏格

（Josh Frydenberg）對谷歌的舉

動表示歡迎，並表明媒體業者能

自行與谷歌研議出公平又慷慨的

交易金額，也認為是這項立法發

揮效用，但他也提到，澳方不會

因為谷歌讓步而減弱該項法案的

強度；目前已有消息指出，最快

在下週該法將正式上路。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臉書採取了強硬立場。 2 月 17
日，臉書決定限制澳大利亞出版

商和用戶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分

享和查看新聞內容。這意味著，

臉書將限制澳大利亞出版商在其

頁面上發布新聞內容，澳大利亞

臉書用戶也將無法查看來自國際

發行商的新聞報導。澳大利亞用

戶將無法在臉書上分享或查看新

聞報導，而全球範圍內的臉書用

戶將無法分享或查看來自澳大利

亞出版商的新聞報導。

路透社問及需要採取什麼行動提

高透明度時，英國首相約翰遜

說，「我認為世界需要看到的是

關於我們如何跟蹤有關人畜共患

大流行病的數據的普遍協議……

我們希望就透明度問題達成一項

共同協議。」「我認為我們在過

去幾個月中看到的有吸引力的想

法之一，是關於全球流行病條約

的提議，以便簽署國確保他們提

供了所擁有的全部數據，我們才

能夠徹底弄清發生了什麼並阻止

它再次發生。」在被路透問到誰

應為新冠疫情源頭信息的透明度

不足負責時，約翰遜說，「我認

為相當明顯的是，大部分證據似

乎都表明疫情起源於武漢。」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稱，約翰

遜是「毫無根據地再次把新冠疫

情源頭指向中國」，且繼續無視

世衛專家組多次肯定中國展現透

明度的事實。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 2 月

14 日舉行地區議會選舉，此次

選舉被外界視為 2017 年獨立公

投之後的一次民意測試。結果顯

示，雖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社

會黨得票超過 62.5 萬，取得 33
席，但支持獨立的 3 個政黨共

拿下74 席，且較前次選舉增加

了4 席，得票率超過 50%，獨派

可望繼續控制加泰隆尼亞議會。

加泰隆尼亞議會共有 135 個席

位，獲得過半多數需要 68 席，

上屆選舉因獨派奪得 70 席而掌

控議會。在 2017 年加泰羅尼亞

尋求獨立嘗試失敗，引爆西班牙

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後，

時任領導人皮格蒙特（Carles 
Puigdemont）至今仍在比利時

流亡，9 名獨派領導人 2019 年被

判 9 至 13 年監禁。雖說獨派政

黨 2017 年爭取獨立失敗後，在

策略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但選

民對獨立的追求依舊熱情不減，

而讓獨派得票率高於此前。

◆法國總統馬克龍大年初一

在社交媒體上向法國所有亞裔民

眾表達新春祝福，並以農曆新年

一詞取代中國新年，淡化農曆新

年的中國色彩。民眾認為，新冠

肺炎疫情期間中國政府的表現，

讓歐洲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

覺醒，馬克龍的刻意用詞也是要

讓中國瞭解法國洞悉中國強勢在

全世界推廣其模式的企圖。除夕

夜，馬克龍已在社交媒體上用法

語、漢語、韓語及越南語等四種

文字向慶祝農曆新年的人們拜

年。曾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也

是在這個日子歡慶新年。法國教

師巴斯卡注意到了馬克龍刻意使

用農曆新年，他說，「以農曆新

年代替中國新年的表達，似乎是

要與強勢的中國保持距離，尤其

是在武漢肺炎疫情猖獗了一年之

後，中國政府在這一年不誠實和

利用疫情的所作所為，讓歐洲還

有許多西方國家，對中國有了新

的覺醒。」

澳洲施壓科技巨頭
谷歌願付費 臉書出對策

顯示，當下新冠病毒即便死亡

率不若「X 疾病」，但卻有可能

導致痊癒者喪失生育能力，進而

造成人類或面臨滅絕的危機。此

外，性行為也可能成為傳播該疫

情的管道。

日前有許多研究顯示，新冠

病毒恐將損害男性精子品質，而

降低生育能力，現今的最新研究

發現，即使從病情中康復，仍然

可能面臨精子數量降低的情況，

甚至歸零的風險。

意大利佛羅倫斯大學的研究

團隊，在《人類繁殖》（Human 
Reproduction）刊登了一份研究

報告指出，經他們分析了 43 名

年齡介於 30 到 65 歲之間的男

性精液的樣本，這些男性皆曾經

罹患武漢肺炎，他們發現於康

復後的 1 個月，有 25% 男性的

精子數量較低，甚至近 20% 的

男性存在無精症，也就是精液中

完全無精子狀態，這已經遠遠高

於全球男子無精症大約 1% 的 
比例。

研究人員表示，他們的研究

並不能夠證明新冠病毒對精子有

害，無法肯定地說，在武漢肺炎

確診後精子數量會下降。不過可

以確認的是，男性患者的精液中

的確驗出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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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工信部此前發

布《稀土管理條例（徵求意見

稿）》，意見稿中提出，工信部

會同多個部門，綜合考慮環境承

載能力、資源潛力、市場需求以

及開採、冶煉分離技術水平等因

素，研究擬定稀土開採總量指標

和稀土冶煉分離總量指標，報國

務院批准後向社會公布。

2 月 16 日，英國《金融時

報》報導，中國正考慮限制稀土

出口，而稀土對洛克希德馬丁等

美國國防供應商生產 F-35 戰鬥

機和先進武器等至關重要。

《金融時報》報導稱，中國稀

土行業高管表示，政府官員向他

們詢問，如果中國在雙邊爭端中

限制稀土出口，包括國防承包商

在內的美國和歐洲的公司將受到

多大程度的影響。

報導引述一位不願透露姓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 文：  李正鑫

這項調查涉及東南亞國家

協會（ASEAN）10 個成員國逾

1000 名受訪者，受訪者包括政

府官員、商界人士，及來自學術

界、智庫、研究機構的分析師。

根據調查結果，其中 7 個

東南亞國家的大多數受訪者皆選

擇美國，較上一次調查選擇美國

的 3 個國家有所增加，包括柬埔

寨、印尼、馬來西亞及泰國皆投

向美國。

中國試圖限制稀土出口到

美國的消息，令人想起在 2010
年，中國曾用此手段制裁日本。

在 2010 年中國限制稀土出口日

本前，日本進口的中國稀土佔總

進口量的 9 成。在一般認定 112
種稀土所含的化學元素中，日本

主要需求含 47 種元素的 31 種

礦物質來提煉稀有金屬，生產磁

石、觸媒、燃料電池等，用於製

名的政府諮詢人士的話說：「政

府想知道，如果中國禁止出口稀

土，美國生產製造 F35 戰機是否

會遇到麻煩。」

公開資料顯示，美國製造一

架 F35 戰鬥機平均消耗 417 公

斤稀土成品，這還不包括其它航

空電子設備，控制設備，雷達通

信設備的稀土消耗。當前 F35 已

累計生產 570 架，意味著僅僅

是這一項美國就已經消耗了 237
噸的稀土成品。除此之外，稀土

還在其它重要裝備生產中起著不

可替代的作用，例如，雷達元器

件、晶元、導彈等。

去年 7 月 10 日，美國國會

批准一批價值 6.2 億美元的對臺

灣軍售合同，美國洛克希德 · 馬
丁公司是這批軍售的主要供應

商。隨後中國宣布正式對洛克希

德 · 馬丁公司實行制裁。

緬甸局勢持續動盪，由於緬

甸是全球第 3 大錫生產國、第

18 大銅生產國與重要稀土原料

出口國，這引發市場關注。特別

是對緬甸礦產資源比較依賴的中

國，也有投資人憂心相關領域受

衝擊。

數據顯示，緬甸是全球稀土

產區之一，同時也是中國重稀土

進口最大來源國，近幾年進口量

維持在 2 萬噸左右。根據 USGS
（美國地質調查局）初步統計數

據，2019 年全球稀土礦產量 21

萬噸，中國稀土礦產量 13.2 萬

噸，佔比 63%；美國、緬甸分

別佔比 12%、10.5%。近年來，

因局勢、疫情等原因，導致緬甸

稀土供給頻繁波動。

金 屬 與 礦 業 顧 問 公 司

Adamas Intelligence 常務董事卡

斯 提 尤 赫 (Ryan Castilloux) 表
示，緬甸大部分稀土礦區都處於

少數民族自治政府的控制下，但

也取決於這些政府怎麼看待北京

當局與緬甸軍政府關係，因為緬

甸稀土穩定供應對中國很關鍵。

2 月 15 日，香港《明報》文

章認為，聯合國肯定會繼續討論

緬甸議題，甚至考慮對該國實施

經濟制裁，屆時中國若反對，將

有違其一向提倡在聯合國框架內

解決問題的說法。假如形勢一面

倒要求制裁緬甸，估計中國也不

能反對。但如果中國支持向緬甸

軍政府實施經濟制裁，中國從緬

甸輸入的重稀土礦未知會否生變。

中美關係緊張的局面未緩

解，新加坡智庫東南亞研究所

（ISEAS Yusof-Ishak Institute）
一項年度調查指出，現在更多東

南亞國家傾向支持美國。

《CNBC》報導，東南亞狀

況（State of Southeast Asia）調

查顯示，若被迫在美中間「選邊

站」，有 61.5% 的受訪者會選擇

與美結盟，比例較去年的 53.6%
提升。

中國考慮限制稀土出

口以制約美國的國防工

業，但調查結果顯示，現

在更多東南亞國家傾向支

持美國。早先日本成功對

抗中國限制稀土貿易「殺

手鐧」，讓中國方面並未

佔到便宜。

造汽車、手機、相機、家電、核

電、日光燈管等。

2011 年國際稀土市場價格

狂飆，更刺激了在日本官民中

已迅速展開的節能技術研究，包

括研製稀有金屬代替品、減少用

量、回收再用等。日本政府撥款

支援開發節省、脫離稀土的設計

開發、實驗研究和評價性能與安

全的費用，促使豐田汽車、本田

汽車、日立製作、日本電產、昭

和電工、信越化工、名古屋大學

等大大小小日企、機構成功開發

的代替品或節省、回收技術像雨

後春筍般誕生。中國的制裁不僅

有效地激發了日本擺脫中國稀土

的能力，而且令稀土價格下跌數

成，以至於當時中國約 300 家生

產稀土的企業中，有近 70 家工

廠不同程度地減產、停產。

中國限制稀土出口 將打擊美國?財經 
評析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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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
國家和地區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支票兌現

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35 149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看中國

發行點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大統華超市
禮品卡

獲得一套
雪 胎

達成最好的交易之後
您將獲贈一個大紅包
可再節省高達 $1000 ! *

遙控
啟動器

商場
禮品卡

2月 5日至 27日

不要錯過這次特賣活動！

特別紅包大放送！

免 費 免 費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英）

Tel：403-365-4532
Cell：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本文章僅反映作者觀點，讀者請僅作參考。

https://www.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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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漫談

◎ 文：李道真

說漢字有生命，這並
不是一種比喻，而是客觀
存在的實事。本章將與讀
者一起去親身體會這個
神奇的事實。

有生命的漢字

如何學習文言文

古人在開始學習文言文時，

根本不去強記每個字的意思。古

人從小在私塾讀書的時候，私塾

先生開始只教認字、寫字，然後

就大量的讀書、背書，不去講解

每個字詞、句、段的意思。等讀

了幾年，把幾大古文經典都背熟

後，突然哪天，自己就通了，全

明白了。

而現代人學古文，會去強記

每個字固定的幾個意思，這是不

明白中華文字的機理所造成的錯

誤學習方法。這樣學出來的往

往是「死古文」，所學的字是死

的，沒有氣息。因為一字就是一

象，裡面是活的，包羅萬千，可

隨意而用，任意變化、引申，充

滿靈性與氣息。所以古文的一個

最大特點就是「活」用，真正精

通古文的人，每個字在他手中都

是活的，他是用象，而不是用

字，這包羅的內涵就太大了，寫

出的東西意境與內涵就能廣博無

邊。而強記的那些固定意思，只

是前人總結出來的，是死的，就

像周文王給《周易》填上的卦辭

與爻辭一樣，只是經驗的總結，

反而把象給封死了。也如同現代

中醫治病，只記住古人整理出的

固定藥方，根本不懂醫理、藥

理，不懂辨證施治，不能靈活運

用，所以這樣的中醫正在死去，

或已經死去。

古人學習時，不死記意思，

而是大量背誦，就是在思想中建

立起字象的感覺，使思想深處與

字象形成對應，達到共鳴，當到

一定的時候，就全部通了、活

了。人體與宇宙是全息對應的，

外面有甚麼，裡面也有甚麼。剛

學習之初，內象如同混沌，還沒

有分出象，在以外象不斷相感的

情況下，內象亦會慢慢相應、共

鳴，慢慢對應外象，而分出象

來。經過一定的時間，當內象與

外象完美相感相應，達到內外相

通、共振和鳴的時候，就內外相

合，渾然一體了，這時「象」也

就建立完成了。

掌握了文字的機理，每個人

就可以自己去決定方法。

古文之象

《尚書》是中國最古老的上

古文獻之一，收錄了堯、舜至春

秋時期的上古文章，也是中國古

代最難讀懂的古書之一。連唐朝

大文豪韓愈都感嘆的說，《尚書》

讀起來佶屈聱牙。

因為《尚書》原來是用上古

文字（如：甲骨文等）寫出來

的，文字越古，其象越大，所以

就越難懂。我們現在解字，一般

都把這個字對應到它最古老的版

本來解，這樣解出來的最接近元

始意象，內涵最大。

周文王給《周易》寫的卦辭

與爻辭非常晦澀難懂，後人對他

的同一句話多達幾十種解釋，每

種解釋都不一樣，以至於自古以

來解釋《易經》的書多如牛毛，

但沒有一個人能真正把它解明

白。有人認為，周文王是在被商

紂王囚禁期間作卦爻辭的，所以

形勢所迫，故意以隱語的形式寫

出，寫得很隱晦。其實根本不是

這樣，這是不明白《周易》的內

涵所造成的錯誤認識。如果真是

這樣，那麼後來孔子在晚年給

《周易》作象辭、彖辭時，為何

同樣晦澀難懂？

周文王給《周易》寫卦爻辭

的能量很小，而原子蘊含的能量

就非常大。分子層面的手榴彈爆

炸，只能炸一小塊地方，而同等

質量的原子彈爆炸，幾乎能摧毀

一座城市。同理，文字構成詞與

片語後，「象」就被封住了，就

縮小了，如同原子構成了分子一

樣，所以能量與內涵就變小了，

這些都是「易」理在不同層面的

展現。

所以要想體悟一件事物的

內涵，我們可以逆過來，順著

「易」理往回走，層層尋根溯

源，將背後的「象」與能量，一

層層釋放出來。

漢字與英文

漢字具備音、形、義三位一

體的特點，以「形」表「象」，

以「象」御「音」，每個字都是

獨立一體，整體又在「易」理貫

穿下，與自然宇宙相合為一。

由於漢字是遵循「易」理創

造出來的，所以漢字構成一個完

美的自我循環與生長體系，具有

生命力，是活的。它能與宇宙萬

物一體，與自然萬物一同生長，

所以目前已有的漢字能夠表達出

人類已知的任何信息，乃至人類

無法表達出的高層內涵，以及一

切未來的新生事物。

而其他的人類語言、文字都

達不到這一點。在迅速發展變化

的當今社會，在表達不斷湧現的

海量新事物方面，其他人類的語

言、文字就表現出極大的侷限性

與不適應性，只能機械的逐一為

新生事物賦音造詞，致使單詞的

數量呈爆炸式增長，慢慢超出人

類正常的記憶能力，並造成不同

專業領域之間的嚴重溝通障礙。

因此當今英文環境中，又不斷派

生出各種不同種類的專業英語，

以應付自然界中不斷湧現的新生

事物與概念。

如目前已有：計算機專業英

語、機電專業英語、通信工程專

業英語、汽車專業英語、數學專

業英語、物流專業英語、會計專

業英語、模具專業英語、農科專

業英語、大學專業英語、製藥專

業英語、體育專業英語、廣告專

業英語、旅遊專業英語……現在

已發展出多達近百種不同類別的

專業英語，而這種狀況，還在加

速發展著，這聽起來很可怕！

而在中華文字體系中，幾千

年來，中國人僅靠幾千個通用漢

字，在幾乎沒有多少新字產生的

情況下，便足以應付人類的一切

發展變化，而且綽綽有餘。中華

文字遵循「易」理，與自然宇宙

一同生長，隨著自然萬物的發

展，而自然生出各種新的詞與片

語，無窮無盡。而且生出的詞與

片語的內涵與自然萬物相合一

體，使人望文生義，自然而然就

明白了它的含義，使所有不同領

域間能自由溝通，沒有間隔。

如：馬（英文 horse）、雞

（chicken）； 小（small/little）；
公（male）；母（female）……

中文遵循「易」理，與宇宙萬

物一同生長，自然表達出宇

宙萬物的一切。像「小」，與

「馬」或「雞」相合，便生成

「小馬」、「小雞」等，與萬物

對應，意義自然而成。而英文

則不行，必須為這一新事物造

一個新單詞，如：小馬無法用

small ＋ horse 表示，小公馬不

能用 small ＋ male ＋ horse 來

表示，否則單詞的長度將無限冗

長，最後會使這種語言的信息含

量越來越低，不再適合於人類

表達，而無法使用。所以必須

為這一事物造一個常用新單詞

來表示，如：小馬（foal）、公

馬（stallion）、小公馬（colt）、
母馬（mare）、小母馬（filly）；
小雞（chick）、公雞（cock）、
小 公 雞（cockerel）、 母 雞

（hen）、小母雞（chicken）等

等，沒有規則可循。

再比如：電腦、機器人，這

是現代才有的新生事物。中文自

然而然就隨著新生事物的誕生，

而生出相應的新名詞，即使沒有

這個概念的古人，看到這個新名

詞時，也能望文生義，在心中建

立起相應的事物概念。比如：看

到電腦，就會在心中構建出一個

以電為能源，類似於人腦功能的

這麼一個事物概念；看到機器

人，就會產生由機械所構成的、

像人一樣的事物的概念。而英文

則必須為每個新事物造出一個新

詞，如：電腦（computer）、機

器人（robot），當英國古人看到

這兩個單詞時，則完全不知所

云，根本不知道是甚麼東西。

因為人類的其他語言文字，

無法在「易」理的貫通下，與宇

宙萬物相合為一，所以不具生命

力，不能自然生長，只能不斷人

為的造出新單詞，以盡力去適應

宇宙萬物的生長變化。

隨著人類發展，英文詞彙量

將無窮盡增長，使得該語言越來

越臃腫、雜亂，慢慢超出人類的

記憶和使用能力。所以筆者推

斷，未來新人類共同的語言、文

字將是漢字，其他的語言、文字

都將在歷史中慢慢淘汰。

＊　＊　＊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

頭活水來」，漢語充滿生機與能

量，其背後的內涵層層疊疊，一

層層通往神靈與無窮無盡的宇宙

高層，能量源源而來，綿綿不盡。

中文遵循「易」理，越拆越

活，能量越大。而英文只能拆

解為一個個單詞，單詞再拆就

成了一個個字母，就散了、死

了，沒有意義了，所以英文只

是沒有源頭與生命的符號。

作用於一小塊地方。

「易」生宇宙

「易」是自然宇宙誕生、發

展與變化的整個過程的展現，也

是宇宙萬物生命力的體現。中華

文字完全遵循「易」理，所以與

自然宇宙為一體，與宇宙萬物一

同自然生長、發展與變化。

為便於理解，這裡將中華語

言文字與我們這個宇宙的物質結

構做一個類比：

我們這個宇宙的物質構成，

同樣遵循著「易」理。比如：我

們人類時空的萬事萬物都是由分

子所構成的，這是我們人類時空

物質構成的基本粒子，將我們這

世界的一切物質解構，最終都能

解構成一顆一顆的分子。而分子

並不是最小粒子，將分子繼續解

構，會發現分子是由一個個原子

構成的，而原子又是由原子核與

電子構成的，原子核又是由中子

與質子構成的……解構下去，無

窮無盡，誰也不知道最元始、最

底層的粒子是甚麼。這些不同

層面的粒子，在「易」理的貫穿

下，層層相生、相合，生成了整

個物質世界。

分子的種類非常繁多，構成

我們人類世界的分子種類多得根

本數不清。而原子的種類相應就

很少，目前人類已發現的原子種

類大概只有幾百種（包含同位

素）。也就是說，這幾百種原子

相生、相合，構成了數不清的分

子結構，這些分子又繼續相合，

構成這個世界的萬事萬物。

這就如同文字相生、相合，

構成詞與片語一樣，文字的數量

有限，幾千個通用漢字，構成的

詞與片語卻是無窮的。而詞與片

語再相合，構成句子與文章，就

如同分子構成了我們這個表面世

界一樣，它們是同步的，是在

「易」理中，自然生成的，它具

有自我生長的能力。所以中華文

字能夠隨著自然萬物的生長而生

長，具有生命力；能跟隨世界的

變化而變化，同步表達出自然宇

宙的一切，無所遺漏。

根據「易」理，物質越往底

層蘊含的能量越大，比如：分子

時，將象用得非常大，所以非常

難讀懂，其內涵很大，因為只有

這樣，才能不至於將《周易》之

象完全封死，所以周文王有意這

麼去編寫，用最大的象，是為了

盡量不貽誤後人。

文言文與現代文

我們有時讀古文，心裡明白

它的意思，但若想翻譯成白話

文，就是翻譯不清楚。即使最後

費盡心思用白話文翻譯出來了，

但怎麼都感覺不是那種味道。這

就是用固定死的現代漢語，表達

不了古文的象。

有時我們心裡有一種感

覺，想表達出來，但用語言怎

麼也表達不清楚，就像茶壺裡

煮餃子一樣──倒不出，表達

出來怎麼都感覺不是那種味。

這心中的感覺其實是以象的形

式存在，現代這種模式化的語

言是表達不清象的，所以怎麼

也表達不明白。這時如果用純

正的古文去表達，就可以表達

得完美了，因為古文用的象很

大，可以表達出很大的意境。

現代漢語將古文字給固定成

詞語，將古文字的象給固定了下

來，固定為幾個死板的意思，使

中華文字逐漸失去能量與氣息，

然後再用繁瑣、死板的語法去束

縛它，成為現代的白話文。

古文的基本單位是「字」，

幾乎沒有甚麼語法，非常靈活

簡單。將古文拆開，就是一個

個的字組成的（典故、固定名

詞除外）。古文的每個字都是用

「象」的，所以古文所能承載的

內涵非常博大，意境深遠。

現代漢語的基本單位是

「詞」，將現代白話文拆開，是

由一個一個片語組成的，語法

非常的繁瑣、死板。這也就是

「象」越往低層越繁瑣，智慧與

內涵就越小的緣故。

這好比是原子與分子一樣。

原子的能量很大，將其能量釋放

出來，就是原子彈爆炸，可摧毀

一座城市。當原子往表層組合成

分子後，能量就被封住了，封在

分子裡面表達不出來，所以分子

的能量很小，如同手榴彈，只能

shutterstock

周文王（圖）

給《周易》寫

的卦辭與爻辭

非 常 晦 澀 難

懂 ， 後 人 對

他的同一句話

多達幾十種解

釋，每種解釋

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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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1963 年底，麥

克阿瑟在紐約的寓所接見了以行

政院政務委員身分訪美的蔣經

國，這是他們第 3 次見面。兩

人第 1 次會面是麥克阿瑟在韓

戰期間，當時他率團訪問臺灣，

與蔣介石總統共商反共大計，對

隨侍在側的蔣經國有著良好的印

象。第 2 次則是在蔣經國擔任

國防部政治主任訪問美國期間，

他在寓所中與蔣經國談到美蘇問

題、中國問題，以及世界的局

勢，蔣經國曾在傳記中讚揚麥克

阿瑟的見解極為正確，有遠大的

眼光。

第 3 次會談則是在蔣經國

訪美期間，當時中共勢力逐漸強

大，將有取代蘇俄之勢，之後陸

續發生越南戰爭、古巴飛彈危

機、伊塔事件，中共與蘇聯關係

不斷交惡，美國政府內部不斷出

現要拉攏中共的聲音，雙方接觸

不斷，而臺灣與美國的外交關係

也逐漸出現危機。

為此，蔣經國以行政院政

務委員的身分前往美國訪問 10
天，他會見美國總統甘迺迪及國

務卿魯斯克，尋求美國繼續支持

臺灣，別忽視臺灣在亞洲的重要

性。在公務之餘，他又到紐約拜

訪麥克阿瑟，當天是星期天，麥

克阿瑟得知蔣經國來訪的信息

後，放棄出遊的計畫，在寓所中

接見了蔣經國，他們各自坐在

10 年前兩人談話的椅子上。

麥克阿瑟離開軍職後，一直

不斷地利用過去的影響力請求美

國政府支持臺灣，會談中，他鼓

勵蔣經國要堅守臺灣這塊反共復

國的基地，他對蔣經國說道：

「今天臺灣的存在，不僅是

中國反攻復國復興的根據地，而

其最大的意義在使世界各國瞭解

中國問題並沒有解決，臺灣只要

在一天，共產黨就不能安寧。」

「我堅信中華民國有一天能

夠收復大陸，成為亞洲的安定力

量。」

1964 年初，麥克阿瑟的健

康狀況急轉直下，3 月初，詹森

總統派出醫療小組將他送至華盛

頓華爾託里特醫院救治，在經過

幾次大型手術後仍未見好轉。此

時政要們紛紛來探訪，詹森總統

也親自來探病。臨終前，麥克阿

瑟握著詹森總統的手，懇請他在

越南戰場外，也別忘了支持在臺

灣的中華民國，他一直深信中華

民國將在反共戰爭中獲得勝利。

4 月 5 日下午，麥克阿瑟病

逝，享年 84 歲。詹森總統下令

全球美軍基地鳴炮十九響致哀，

之後在紐約為其舉行國喪，全國

降半旗哀悼，直至下葬當日。依

遺願，麥克阿瑟下葬於母親的出

生地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市。

麥克阿瑟過世後，西點軍校

也為他立起了銅像。他留下的軍

事思想影響了無數美軍的官、

士、兵，他在亞洲戰場的功勛卓

著，後世戰史家普遍地將他與歐

洲戰場的巴頓將軍，並列為美軍

近代最偉大的將領。麥克阿瑟過

世的消息傳出後，全球政要無不

為他致詞哀悼，臺灣總統蔣介

石親自為他寫了〈哀悼美國已故

麥克阿瑟元帥詞〉，內容如此說

道：

麥帥是太平洋對抗暴力「以

勝利保障和平」的勇者，是提供

解決共產災禍、拔本塞源主張的

智者，也是使人類免於納粹極權

暴力、免於奴役、飢餓、恐怖的

仁者。這一個巨大的光輝，是美

國的光輝，也是所有捍衛自由正

義的世人的光輝。

中正感念故交，感念知己，

對其與我們安危相仗、患難相依

的真摯友情和偉大道義，永誌

不忘；對其於病榻彌留時，猶

拳拳以「目睹中華民國再度獲得

勝利」為言，深為感動；對其夙

夜在念，消滅共產的素志，及其

身經百戰，維護太平洋安全的事

功，更表示崇高的景仰！

現在麥帥與世長辭了，我

們懷著無限的哀思，表示由衷

的悼唁，麥帥雖溘然而逝，但

麥帥的功業，將在人們的敬慕

中長存不墜，麥帥的精神亦將

在全世界反共鬥爭的勝利中永

垂不朽！（完）

◎文：白雲飛

At the end of 1963, Douglas MacAr-
thur received Chiang Ching-kuo, who 

was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as a mem-
ber of the Executive Yuan and arrived in 
New York for their third meeting. The first 
meeting was during the Korean War when 
MacArthur led a delegation to visit Taiwan 
to discuss anti-Communist plans with Pres-
ident Chiang Kai-shek and had a good im-
pression of his son, Chiang Ching-kuo, who 
was accompanying the President.

  The second meeting was during Chiang 
Ching-kuo’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political director to the Department of De-
fence. In his apartment, he talked to Chiang 
about the US-Soviet issue, China issue, and 
the world situation. Chiang Ching-kuo once 
praised MacArthur’s insights in his biogra-
phy for being accurate and broad. 

  The third meeting was during Chiang 
Ching-kuo’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t 

that ti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as gradually becoming more ro-
bust and would replace Soviet Russia, and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 in crisis. 

  That day was Sunday. MacArthur gave 
up his plan to travel after learning about 
Chiang’s visit and met Chiang at home. 
They each sat on the same chairs where they 
had sat and talked ten years ago. 

  After leaving the military, MacArthur used 
his past influence to ask the U.S. govern-
ment to support Taiwan. During the talks, 
he encouraged Chiang to stick to the an-
ti-communist base of Taiwan. He said to 
Chiang: 

  “The existence of Taiwan today is not 
only a base for the counterattack against 
China and restoration of the country, but its 
greatest significance is to make the world 

understand that the Chinese problem has 
remained unresolved. As long as Taiwan 
exists for one day, the Communist bandits 
cannot be peaceful.” 

  “I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Republic of Chi-
na can recover the mainland one day and 
become a stable force in Asia.” 

  In early 1964, Mac-Arthur’s health dete-ri-
orated suddenly. After several significant 
operations, there was still no improvement 
to his health. Before his death, MacArthur 
shook President Johnson’s hand and begged 
him that outside the Vietnam battlefield, not 
to forget to support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He has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ll win the anti-com-
munist war. 

  On the afternoon of April 5, MacArthur 
passed away at the age of 84. President 
Johnson ordered a 19-gun salute in his hon-

or at U.S. military bases around the world to 
mourn him. After that, the government held 
a funeral for him in New York and lowered 
the flags to half-mast until the funeral to 
mark his death. 

  After MacArthur’s death, the West Point 
Military Academy erected a bronze statue 
in his memory. His military thoughts have 
influenced countless American officers and 
soldiers. He was outstanding on the Asian 
battlefield, and later war historians general-
ly ranked him alongside General Patton on 
the European battlefield as the greatest gen-
eral of the modern American army. 

  Although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died, his achievements will live in people’s 
admiration forever, and his spirit will be 
eternal in the victory of the anti-communist 
struggle in the world! 

麥克阿瑟臨終前的預言（下）

MacArthur’s Post-War Years and His Prediction Before Death (Part 2) 

麥克阿瑟與蔣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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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藍月

人的想法從開始產

生到形成，是怎樣的一

個過程？恐怕連我們自

己也無法知道。科學家

認為，他們已利用人工

智能模型，推理出了大

腦的思維過程。

人類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明

出可以測量生物大腦「想法」的

儀器，對大腦的思考過程究竟是

怎樣的形式，神經科學家也一直

人工智能可推理大腦「想法」

在探索。

美國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和萊斯

大學（Rice University）的研究

人員利用人工智能模型，為大腦

活動的研究開發了一個新的思

路。研究人員分析後認為，要瞭

解大腦產生想法的過程，就先要

測量一個想法。

這聽起來有些匪夷所思，想

法看不見、摸不著，怎麼測量？

研究人員開發了一個反向推理的

系統模型，打算從行為反向推理

最可能導致這一行為的想法。在

一項實驗中，研究人員讓一隻動

物分辨一個盒子裡面水果是生的

還是成熟的。其實所有的水果都

是不成熟的，但是這個系統模型

從動物的行為推測出，動物的想

法是認為這些水果裡面有的是成

熟的，有的是不成熟的。

然後，研究人員再用他們開

發出的另一個經過訓練的人工智

能模型，把前一個部分反向推理

得到的想法將展現的大腦活動，

與觀測到的大腦活動進行對比。

「我們把從推理得到的想

法，和展現這些想法的大腦活動

進行對比，如果它們相符，就說

明我們掌握了大腦得出這些想法

的推理過程。」

皮特科說，以前，科學家以

為動物的大腦總是以最佳方案為

原則去完成任務。可是通過這種

新的研究方式發現，事實並非如

此。「有時候動物對周圍的環境

所做的判斷是『錯誤』的，基於

這樣的判斷，它們去思考最佳的

行動方案。可能這就是為甚麼我

們會看到動物有時候的行為是次

優方案的原因。」

皮特科說，例如，動物在捕

獵的時候對周圍聲音信息的判斷

很重要。如果它們判斷這些聲音

來自同一個獵物，那麼大腦所決

定的最佳行動方案應該是把所有

的行動都聚焦於這個聲音的來

源。如果這個捕食者錯誤地認為

這些聲音來自不同的獵物，這就

會導致它們採用不同的行為方

案、一個次優方案——比如不斷

地掃視四周，從而確定其中一

個獵物。因此這項研究認為，

動物是根據它們的判斷做出「理

性」、但是看起來「次優」的行

為方案。研究人員認為，他們的

模型的確推理出了動物大腦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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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 Nguyen中醫師：本人提供；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文：青蓮

Dong Nguyen， 越 南 裔 中

醫師，居住在美國德州。Dong 
Nguyen 在中醫學領域卓有成

就，曾在加拿大、德國、巴西、

墨西哥、菲律賓、柬埔寨、泰

國、印尼以及美國各地舉辦講

座，講授針灸、面部按摩等治病

方法。 2020 年，他 66 歲。但

這一年，他並沒有六六大順，反

而經歷了一場生死劫難。

偶出購彩票 染疫病倒

因 為 疫 情 肆 虐， 去 年 夏

天 Nguyen 一直居家避疫，很

少 外 出。 2020 年 8 月 3 日，

Nguyen 趁夫人外出購物，自己

戴上口罩去了自家附近的彩票點

買彩票。

他說：「我剛走進那個出售

彩票的便利店，就有一位西方女

士朝我衝過來，把我幾乎撞倒。

我連忙跟她道歉，然後買了一張

5 美元彩票，就急忙回家了。」

當天下午他感覺身體不舒

服。「我開始發燒、咳嗽而且渾

身不舒服。」 到晚上，症狀更嚴

重了，整夜咳嗽，完全無法入

睡。

入院治療 病情持續惡化

8 月 4 日早上，情況變得更

加嚴重。作為醫生，他判斷自己

染上了武漢肺炎（Covid-19）。
Nguyen 夫人和兒子將他送入醫

院急診室，醫生檢查後確認他染

疫了，並且情況嚴重需要住院。

Nguyen 說：「我記得那是 4
日下午 2 時，我被留在醫院，醫

生為我靜脈注射抗生素，還給了

我其他三、四種藥。我的血糖量

高達 400，雖然我從來不曾患過

糖尿病。」當天晚上，他就處於

昏迷狀態，呼吸急促，且不停地

咳嗽，全身無力。

2020年8月3日到

10日，是越南裔中醫師

Dong Nguyen永遠難忘

的8天。在這裡，他講述

了這8天中自己從染疫

病倒絕望，到獲良方奇

蹟生還、穿越生死的刻

骨銘心的經歷。

8 月 5 日，「我 感 覺 精 疲

力盡，呼吸困難，呼吸率只剩

8%，而且不停地咳嗽，我感到

肺部要破裂了，我無法睡覺，無

法吃飯喝水，醫生開始給我掛上呼

吸機。」Nguyen 說，但症狀並

沒有得到緩解。醫生繼續給他靜

脈注射抗生素，並口服其他藥，

而他的血糖卻升到了 420，血壓

值升高到 160/120。隨後，他被

送入了重症病房。

8 月 6 日，Nguyen 仍 然 無

法進食，無法睡覺，血糖 400，
血壓也很高。他說：「我感到非

常悲觀，無法呼吸，而且感到眩

暈。」

8 月 7 日，他的病情進一步

惡化。他說：「照此下去，我真

不知道，如果我繼續住在醫院裡

還會發生甚麼，於是我開始跟醫

生商量，說我想回家。出乎意料

的是，我的主治醫生同意了我的

要求。」

Nguyen 說，出院時他已經

完全無法行走，回家後症狀沒

有絲毫好轉，他甚至連呼吸的

力氣都沒有了。接下來，他頭痛

欲裂，渾身疼痛。這時一位朋友

打來電話，告知他另一友人、南

加州的一名醫師已染疫去世。聽

到這個消息後，他整個人陷入恐

懼、害怕中，他開始了思考遺囑

的事宜。

絕處逢生 奇蹟生還

難道生命就要這樣終止了

嗎？ Nguyen 又不甘心。他介

紹說：「我突然想起了 Quynh 

Giao 醫生。她是位法輪功人

士，她教過我法輪功，於是我給

她打了電話。」

與 Quynh Giao 溝通後，他

決定停下現有的藥，只繼續使用

呼吸機維持基本呼吸。他的夫人

哭了，做實習醫生的兒子也再三

勸阻，但他心意已決。

8 月 8 日上午 11 點，他停

止服用西藥。他請夫人給他用生

薑、蒜、檸檬、蘋果醋、蜂蜜煮

了一鍋湯水，另外準備了一份

撒了蔥末、薑末、蒜末、胡椒粉

的冷粥。吃了一點之後，他開

始在床上煉法輪功的第五套功

法——打坐。

Nguyen 說：「在我煉第三

個姿勢時，我就感覺好多了，我

的呼吸率達 50%，我摘掉了呼

吸機，而且我不再咳嗽了，我

的血糖降為 135，我也不再發燒

了。」

8 月 10 日，他就「可以站

起來煉法輪功的其他幾套功法

了。奇蹟來了：咳嗽消退了，呼

吸率增加到 85%，血壓值和血

糖值穩定了。」當天晚上，他難

得地睡了一個好覺。他說：「10
日晚上 6 時，我就上床睡覺了，

一覺睡到天大亮，我打開屋門，

走到前院，看到晨曦、陽光，蝴

蝶在朝霞中追逐嬉戲，感到迎面

的清風，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體會著清晨那清新的氣息，我體

會到了甚麼是生命的重生。」

幾天後，Dong Nguyen 完

全恢復正常。他打電話給他的家

庭醫生，預約做病毒檢測。三天

後，醫生的電話和電郵回覆都告

知他，已經不再有病毒了。

據悉，目前世界上約有

1500 個有可能爆發的火山，每

年大約發生 50 次火山噴發。而

火山爆發一直難以進行預測。

最活躍的圓頂火山是研究的

重點。因為該類火山在噴發前，

會冒出一些黏稠的岩漿，形成圓

形的突出物。研究人員通過對墨

西哥科利馬火山（Colima）、印

度尼西亞的默拉皮火山（Mount 
Merapi）、俄羅斯的別濟米安納

火山（Bezymianny）、智利的

拉斯卡爾火山（Lascar）和拉斯

塔里亞火山（Lastarria）實地安

裝高解析度相機、使用無人機拍

◎文：紫雲

攝等多種方法，分析一些圓形突

出物從開始冒出的階段，直到最

後噴發階段之間的變化規律。

他們發現，這些圓形黏稠的

岩漿突出物每次冒出的位置並不

相同。造成這樣現象的原因是岩

漿在被排出的過程中，內部的壓

力分布不斷變化，導致岩漿管道

朝向的變化，而這種變化也存在

某種規律性。

研究人員利用岩漿來源地的

深度、火山下地殼的密度、岩漿

儲蓄池的大小等大量參數，建立

了一個模型，進行了多達幾百萬

次模擬，得到一個火山噴發頻率與

火山爆發或可預測       
◎文：藍月

研究顯示，不論是

成年還是未成年煙民，

不論吸電子煙還是普通

香菸，都普遍存在腦霧

症狀。

腦霧（mental fog）指的是

一種難以集中精力、好忘事、無

法果斷做出判斷的一種亞健康的

腦力狀態。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醫學研究

中心（URMC）從對成年人和

兒童進行的兩項調查數據中看

到，吸煙的人，都會產生腦霧。

這份研究從兩份全國範圍的

調查數據中進行分析，一份是

對 1.8 萬名初中和高中生進行的

調查，另一份對超過 88.6 萬人

進行的電話調查，詢問受訪者

關於吸菸和吸電子煙的習慣，

以及記憶力、注意力這些腦力

狀態。調查顯示，吸普通香菸

和吸電子煙的人們，出現腦霧

的機率差不多，都明顯高於不

吸菸者，且 14 歲之前開始吸

食電子煙的人，更容易出現腦

霧問題。研究稱，雖然電子煙

和大腦功能兩者存在明顯的聯

繫，但是不能確定它們之間的

因果關係。即有可能是吸菸方

式遞送尼古丁導致大腦功能障

礙，也有可能是有腦霧症狀

的人才更想通過吸菸的方式

緩解他們的症狀。

近期一份新研究顯示，一個預測模型比

較準確地模擬了火山爆發的過程，可以預測

火山爆發的時間和地點。

規模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與

使用歷史數據進行的估計相吻

合。研究組認為，他們終於找

到了火山噴發機制的基本規律。

研究人員表示，利用這個

模型預測火山噴發的頻率和規

模，將有效地幫助人們評估火

山噴發的風險。現在世界上有近

十億人口居住在火山附近。

Dong Nguyen在重症病房治療

越南裔中醫師Dong Nguyen於2001年在瑞士日內瓦。（Dong Nguyen提供）

八日生死錄         
社區紀事

中醫師染疫

吸煙會產生腦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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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對「疫」的解

釋是「民皆疾也」。秦漢及以

前時期，人們認為「疫」是一

種「邪亂之氣」。

張天師原名張陵，後改名

張道陵，東漢天師道（正一

道）創始人，沛國豐人（今

徐州）。相傳他在漢順帝漢安

元年（142 年）遇老子降臨，

傳授其《太平洞極經》，命為

天師。後人稱他為道教三祖之

一，壽達 123 歲，在四川渠亭

山升仙而去。

張道陵學道之後，能給人

祛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幾萬戶

的弟子，因為蜀地人單純樸

實，與道相合，易於引導。張

道陵帶著眾人開路架橋，修木

鋤草，清理垃圾，義務的去承

擔方圓幾十里的公共事務。

張道陵從來都不用強制的

手段對待學徒，而是用道德禮

儀去引導和規範人們的行為，

提升他們的思想境界。

東漢末年至晉初年，世道

昏亂，全國性大瘟疫有 20 多

次。當時也正是瘟疫橫行的時

候，張道陵就幫他們治瘟疫，

方法很有效。

張道陵讓有病染疫的人，

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錯誤一條條

的都回憶清楚，記下來，親筆

寫好扔到水中，同時向神明發

誓，不再做那些錯事和不好的

事，如果再犯錯就讓自己的生

命終結。人們紛紛按照此法去

做，果然瘟疫不見了，百姓們

一傳十， 十傳百，很快，病都

好了，瘟疫不見了。

張道陵和他的後代及弟

子，用這個辦法一共治好了幾

十萬人的疫病。這一做法不僅

祛除了瘟疫，而且人們更加敬

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

古人說「人心生一念，

天地盡相知」「舉頭三尺有神

靈」。當人真心懺悔的時候，

神靈是能夠看得見的，就會把

人身上的邪氣和背後的疫鬼趕

走，在人眼可見的這個空間，

就是瘟疫突然不見了，病好

了。

張天師治瘟疫的妙方

明財位
找出家中

什麼是明財位

一般來說，明財位就是客廳的財

位，基本上是用於引財，即把宅外的財

運氣場引到宅內。在居家風水中，客廳

的方位非常重要，因為進大門處的左手

邊也是一個家的咽喉之處，關係全家的

財運、事業和名望等興衰，所以大家要

注意財位的布局和擺設。

明財位的位置

選取比較聚氣的一側為明財位。財

位的最佳位置是客廳進門的對角線方

位。如果住宅門開中央吋，財位就在左

右對角線頂端上；如果住宅門開左邊

時，財位就在右邊對角線頂端上；如果

住宅門開右邊時，財位就在左邊對角線

頂端上。簡單來說就是進門看到客廳的

對角處就是財位，但是需要注意的一點

是，進門必須是正廳堂屋，如果進門是

廚房，或者正廳堂屋是梯形、菱形、圓

形和三角形等等，就不能根據這種方法

來找明財位。

客廳財位的注意事項

1、客廳財位宜淨

「淨」是指保持乾淨整潔，如果客

廳財位不夠乾淨或雜物過多的話，便會

影響全家財運和健康運勢。建議大家

定時對客廳財位的物品進行整理保

潔，把家裡的衛生搞好，這樣才避免

財運和健康運勢出現回落的危機。

2、電視

財位是家居中生氣聚集之地，是

財富的象徵。財位宜靜，靜則聚財，

動則散財。而電視則屬於嘈雜喧鬧的

物件，因此不宜設在財位上。

3、魚缸

有一些人喜歡在財位上擺放魚缸，

覺得美觀大方。其實財位忌水，是不適

宜擺放魚缸的，因為這無異於把財神推

落水缸變成「見財化水」。所以財位也

不適合擺放用水培養的植物。

4、不要太暗

明財位又被稱為「聚氣位」，是

聚集氣場的區域。因此明財位的光線

充足便可多聚「陽氣」，與人們居住的

「陽宅」相配。昏暗的光線最容易滋生

陰邪，明財位昏暗則宜聚「陰氣」，令

家人多病遇邪，家運不濟。明亮則生

氣勃勃，明財位有陽光或燈光照射，

對生旺明財位大有幫助。如果家裡的

自然採光不好，可以通過人造光源解

決這個問題。

5、財位應平整

財位處不宜是走道或開門，並且

財位上台階不宜有開放式窗戶，開窗

會導致室內財氣外散，但是如果有窗

簾遮蓋或者封窗，財位才不致外漏。

財位要盡量避免柱子和凹處，如果此

處剛好是通道，那麼就可以放置屏

風，這樣既能避免穿透，也能夠形成

一個良好的財位。

圖源：PIXABAY

◎文：肖楓

圖源:INTERIORDESIGNIDEAS INS

圖源：ADOBE STOCK

圖源：PXHERE

圖源：ADOBE STOCK

相信財旺運旺是每一個人

的願望。要想擁有好的財運，

除了靠自身的努力之外，住宅

的風水財位也是對財運影響

較大的因素之一。想要招財納

福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找到財

位，並在財位上放置一些招財

納福的風水吉祥物，可以起到

招財納福的效果。

張
天
師

維基百科

3D 掃描
3D 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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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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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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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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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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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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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餘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代理保險結算

可解決：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Dr. Zhang 張欣    醫生（國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7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營業時間恢復正常
牙醫服務全部開診

接受新症及急症
彈性營業時間，接受新症及急症

403-275-4000
華語熱線

假牙鬆脫
咀嚼困難

長者植
牙關愛套餐

長者
佳音

$2300 起

招財 
納福

◎文：魏仁亮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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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夏有禹，商有湯，

周文武，稱三王。

夏傳子，家天下，

四百載，遷夏社。

【字詞義解釋】

（1）夏：朝代名。（2）禹：

夏朝開國的第一個君王。姓姒，

是顓頊的孫子，黃帝的玄孫。

（3）商：朝代名。（4）湯：商

代開國的君主。姓子，名履，又

稱成湯。（5）周：朝代名。（6）
文：指周文王。姓姬，名昌，商

朝末年周族的領袖，建國於岐山

下，稱為「西伯」。他死後，被

尊為「文王」。（7）武：指周

武王。姓姬，名發，文王的兒

子。（8）三王：並非實指三人，

而是指夏、商、周三代的聖王。

（9）傳：傳位。（10）子：兒

子、子孫。（11）家天下：指把

帝位傳給自己的子孫，國家就像

自己的家產一樣，由子孫繼承下

去。（12）載：年。（13）遷：

改變。（14）社：社稷，指國

家。社，是土神；稷，是穀神。

古時候帝王、諸侯一定設有社稷

之神，社稷隨著國家而存亡，故

以社稷作為國家的代稱。

【譯文參考】

夏朝的開國國君是大禹，商

朝的開國國君是成湯，周朝的開

國國君是文王和武王，他們都是

夏、商、周三代的才德兼備的聖

王。夏代的君王把帝位傳給自己

的子孫，從此以後，天下就像自

己的家產一樣，由子孫繼承下

去。經過了四百多年，夏桀在

位，暴虐無道，因此商湯起兵討

伐夏桀，得到天下，夏朝也就結

束了。

【讀書筆談】

上一課講了三皇二帝的歷

史，告訴人們中國先祖以及文化

源自神的傳承後，這一課就正式

進入中國朝代更替的歷史。中國

就這樣從夏朝開始，一朝一代地

演繹著朝代的興衰與更替的故

事，這些歷史主角就是人，因

為神已經離開了，不再與人直 
接接觸。

也許是神留下了一個不為人

知的劇本，經由各代的預言家，

比如三國的諸葛亮、唐朝的袁天

罡、宋朝的邵雍、明朝的劉伯溫

等人，偶爾點化一下人：老天在

安排天下大事，推動朝代的更

替，信不信就看人的悟性，就看

人自己的選擇了。

因此，中國漫長的朝代更替

的歷史中，是完全由人自己在當

演員，在不斷地演著，既有著文

化的輝煌，也有著分分合合中戰

亂下的苦痛心酸。這一切都會啟

迪人們要重德行善，尤其是國

君，既然把國當作家，那就是一

國之父，要仁愛天下，把百姓當

作子民。

雖然，繼承王位的是自己

的後代子孫，但是先祖禪讓制

度留下的皇權為公，以及先帝

舜以孝道治國的傳統，卻根深

蒂固地不斷傳承。因此，無論

朝代如何傳子更替，這些思想

都會代代傳下去，哪位國君違

背了這些治國的道理，就會被

臣民看到並指責，天下也就陷

入混亂與苦難，這一朝就岌岌

可危，最後走向滅亡。然後，

後人會推翻前朝，開創新朝，

再根據先祖帝王留下的參照反

省和歸正，再度走向繁榮。

一開始的這三個朝代，夏、

商、周就演繹出了這樣的規律。

夏桀無道被商湯推翻，商紂王

無道被周朝取代，以致「助紂為

虐」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成語，紂

王之暴虐可見一斑。無道昏君註

定滅亡，有道明君則開創盛世，

三個朝代演出了這個最重要的真

實道理，讓後人銘記於心。

夏、商、周三朝中，周朝

最長，共八百年，留下大量的

王朝文化，《周禮》和《周易》

都在這一時期建立。文王請姜

太公輔佐，建立周朝時禮賢下

士，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鞠

躬盡瘁，為後世留下了王朝開

創與治理的君臣之德。這些，

正是儒學看歷史的目的，人們

要從歷史中得到教訓和智慧，

懂得興衰成敗的真相。

大禹治水

鯀因為偷了天帝的息壤下到

凡間防堵洪水，惹惱了天帝，在

羽山被天帝派來的火神殺死。鯀

的屍體經過三年，不但沒有腐

爛，腹中還孕育了一個新的生

命。天帝派一個天神到羽山，用

吳刀剖開鯀的肚子，竟然跳出一

隻虯龍，就是禹。而鯀的屍體在

生禹之後，發生了變化，化為黃

熊（一說是黃龍）躍入羽淵，

消失了蹤影。

大禹接續父親未完成的遺

志，要平息洪水。天帝還派了天

神幫忙，伯益負責掌火，焚燒山

林沼澤中茂盛的草木，驅逐禽

獸，暢通水道；應龍幫忙測量，

導引水路。治水初期，大禹還

獲得了兩樣寶物，一個是羲皇

所給的「玉簡」，可以用來度量

天地；另一個是河精所授的「河

圖」，記載所有的河川道路，用

來觀察地形。有了天神、寶物的

幫忙，再加上地上百姓的通力合

作，大禹治水有了很大的成效，

使河川都順著水道流向了東方的

大海，而人類居住的土地也都加

高了。

大禹平息了洪水，老百姓又

回到平原上居住，過著安居樂業

的生活，所以大家都非常感激

他。因為禹的功勞太大，所以舜

就把帝位禪讓給他，禹成為天子

之後，定都安邑，國號夏。

禹即位以後，也想效法堯舜

的禪讓，臨死時把天下交給和他

一起治水的益。但因為禹的兒子

啟很賢能，百姓都很屬意他，啟

只好順應民心，出來當國君。啟

死後，把帝位傳給他的兒子太

康，太康死後由他的弟弟中康繼

位，就這樣世代相傳，從此天下

就專屬一個家族的了。

商湯滅夏

夏朝傳了十幾代之後，最後 
亡於夏桀的手裡。夏桀不知道修

德勤政，只知吃喝玩樂，過著極

為奢侈的生活，百姓苦不堪言，

怨聲四起。後來成湯出兵攻夏，

在歷山打敗夏兵，將夏桀放逐到

南巢，桀就死在那裡。夏朝從禹

建國到桀亡國，歷時四百多年。

成湯滅夏後，建立了商朝，

成湯是一位禮賢下士、體恤百姓

的賢君。成湯時，曾遭遇持續七

年的大旱災，占卜後決定必須拿

活人獻祭，才能求雨成功，解除

旱象。成湯聽了，不忍犧牲百

姓的生命，冷靜的說：「如果一

定要有人做犧牲，那就讓我來

吧！」並向上天懺悔，上天被他

的誠意所感動，降下大雨，解除

了旱象。

以上兩個故事，講了家天下

的來歷和仁君與暴君的不同結

局，從此改朝換代不斷發生，也

不斷演繹著善有善果、惡有惡報

的歷史因果關係。體現在治國的

興衰上，就是仁德之君國家興

盛，殘暴無德之君則導致衰敗與

滅亡的命運，夏、商、周三代已

經演出了這條規律。

體現在家族，就是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家族子孫必見繁榮；

而積惡之家必有餘殃，連累子孫

貧窮困頓，一代不如一代。至於

小小的個人命運，善惡之報更是

明顯，有不少屬於現世現報，幾

十年就能看到結果，自古這樣的

民間故事多得數不勝數。從國家

到個人的命運之中，都可以學到

教訓，也是天意使然，用以警示

人，規範人的德行。

起首兩句繪出一幅秋林晚鴉

圖 , 在這黃昏時候，烏鴉尚知要

回巢，而遠在天涯的征夫，到什

麼時候才能歸來呵？起首兩句，

描繪了環境，渲染了氣氛。

這織錦的秦川女，詩人對秦

川女的容貌服飾，不作任何具體

的描寫，只讓人站在她的閨房之

外，在暮色迷茫中，透過煙霧般

的碧紗窗，依稀看到她伶俜的身

影，聽到她低微的語音。

這個深鎖閨中的女子，她的

一顆心牢牢地繫在遠方的丈夫身

上。追憶昔日的恩愛，感念此時

的孤獨，種種的思緒湧上心來，

不禁淚如雨下。

身為國小教師，我相當重視

孩子的品格教育，遠甚於學習

成就。我常告訴孩子：「健康第

一，品格第二，學業第三。」擁

有健康的身體、良善的品格，是

老師最重視的。老師不會因為你

考差了而處罰你，卻會因你做了

對自己或他人不安全的行為傷

心，更會因你不善的心而難過。

老師不會因你考試滿分而給你特

權，那都是你自己努力的收穫，

但老師卻會因你高尚的品德表

現，感到無比榮耀、與有榮焉。

曾聽其他班級導師（A 老

師）抱怨，經常有學生考完試

後，將錯誤的答案偷偷改為正確

的，再拿給老師要分數。例如，

A 老師第一次發現問題時，花

了很多時間抽絲剝繭，可惜因無

證據而對 A 生束手無策。第二

次 A 生又拿著考卷來要分數，

A 老師馬上拿出批改後立即拍

好的考卷照片，罪證確鑿下讓

A 生啞口無言，但師生間的信

賴也從此消逝……

反觀我班上的學生，每次發

考卷後，總有幾位學生對完答案

後，馬上拿著考卷要老師「扣分

數」。有時是老師真的不小心，

把錯的答案改成對的。有時是孩

子自己覺得答案不夠標準，要老

師再斟酌扣分。A 老師直呼在

她班上絕對不可能發生，難道是

學生本質真的有如此巨大的差異

嗎？

透過交流我發現，A 老師

每次考完試，都會對成績未達標

準的孩子嚴格批評，懷疑他們上

課不認真、複習不用心，然後給

予大量訂正罰寫。A 老師確實

是一位負責的好老師，但孩子卻

學會用盡各種方法逃避學習責

任，這是我們想要的結果嗎？

在我的班上，每次考完試我

會提醒孩子「和自己比較」，考

試的目的是幫助自己發現不夠熟

悉的地方，加以釐清不懂之處，

同時也讓老師知道哪些是大部分

學生較不清楚的觀念，讓老師有

機會能對症下藥、加強說明。所

以老師重視「訂正」甚於分數高

低，就像漁網下水後，才發現哪

裡有破洞，訂正的意義，就是把

破洞補起來。不是應付給老師或

家長看，而是為自己的學習負

責，發現自己的進步，最有成就

感的也一定是自己！

當孩子瞭解考試的目的，對

分數的執著也漸能放下。每當有

孩子拿出來扣分時，我會在考

卷上重新寫上正確的分數，及

一句「很誠實！」並對全班孩子

說明，B 同學雖然扣完分就不是

100 分，但他非常誠實的品格，

讓老師覺得很驕傲，請各位同學

給予掌聲並向他看齊！班上總是

會響起如雷的掌聲，那掌聲不是

因 B 生的天資聰穎，而是因 B
生高尚的品格！

當然更有成績低落的孩子，

經常拿出 60 分考卷，扣完分只

剩 59、58 分，我依然在旁邊寫上

「很誠實！」，孩子臉上掛著的是

真誠的笑容，同學眼中看到的是

崇高的人格，絕對不會有人因此

嘲笑誠實的孩子考得差！而成績

低落的孩子，明白只要與自己比

較、重視訂正的觀念，讓他們感

受到安心的學習環境，也會從一

開始排斥考試的心態，改變為努

力讓自己不斷超越自己而奮發！

我帶的班級也許不會是成績

最優異的一班，但卻是願意為自

己學習負責任、重視個人品德的

一班。我相信，最好的教育，就

是讓孩子學會「自學」。畢竟學

海無涯，懂得自學、重視自我品

格的孩子，一生受益無窮，不是

嗎？

文 |王玉晶

詩 詞 賞 析

公有領域

《三字經》讀書筆談 23
周
文
王

我國古代經典著作眾多，《三字經》可說是最淺顯、易懂的讀本，有學者把它比喻為通俗的《論語》。

《三字經》文詞精簡，三字一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能迅速啟迪心智，將人導向正途，讓人胸懷

大志。學會《三字經》等於開啟了傳統國學的大門，不僅懂得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還懂得做人的道

理。所以《三字經》廣為流傳、歷久不衰，一直以來都是兒童啟蒙教育的首選教本。

清・謝遂仿唐人〈大禹治水圖〉

考卷上的分數教 育 前 線

ADOBE STOCK

烏夜啼
唐代/李白

黃雲城邊烏欲棲，

歸飛啞啞枝上啼。

機中織錦秦川女，

碧紗如煙隔窗語。

停梭悵然憶遠人，

獨宿孤房淚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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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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大型皮卡都是

美國汽車製造商的天下，但在中小型的

皮卡市場中，日本品牌還是有非常強勁

的競爭力。例如，日本豐田 Tacoma 和

Tundra、尼桑 Frontier、本田 Ridgeline
等。

在 2020 年，日本豐田在美國銷售

Tacoma 約為 24 萬輛，Tundra 的銷量

約為 11 萬輛；而尼桑 Frontier 的銷量是

3.6 萬輛左右；2020 本田 Ridgeline 的銷

量為 3.2 萬輛。

雖然在售量上，本田 Ridgeline 雖然

僅是豐田 Tacoma 的十分之一左右，但

其入門級的價格卻比後者高出近一萬美

元。那麼，本田 Ridgeline 有哪些獨到之

處呢？尤其是其重新打造的 2021 本田

Ridgeline 有哪些亮點呢？

本田 Ridgeline 的主要特點是採用了

一體式（Unibody）結構，其生產線與本

田 Oddessy 相同。因此，採用一體式結

構的本田 Ridgeline，其駕車的舒適性和

平穩性，幾乎可以與 Minivan、一些小型

SUV、轎車相媲美。

在 2014 年中期開始短暫中斷之後，

第二代本田 Ridgeline 在 2016 年底特律

車展上首次亮相後重返市場。儘管它仍

然是一體式的皮卡，但新版 2021 年本田

Ridgeline 在前端增添了較柔和的線條，

充顯著動力凸出的新引擎蓋，新的方形前

臉和直立格柵以及新的前擋泥板，總之其

外觀更時尚。

2021 本田 Ridgeline 的動力來自 3.5
升 280 馬力 V6 發動機，該發動機產生

262 磅 - 英尺的扭矩。搭配 9 速自動變速

箱，標配前輪驅動（FWD），並提供全

輪驅動（AWD）選項。FWD 牽引力為

3,500磅；AWD的拖曳能力為 5,000磅。

內飾中有一個 8 英吋觸摸屏顯示

器，可兼容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可上鎖的廂內行李箱、翻轉式後

排座椅、雙向後擋板、5 人座位，這些配

置能讓您的旅程更加方便和富有趣味。

2021 本田 Ridgeline 全系均標配有

Honda Sensing 安全和駕駛員輔助技術

套件，具有防撞制動系統（CMBS ™）

和前撞預警（FCW），行車輔助系統

（LKAS），道路偏離緩解（RDM），車

道偏離警告（LDW）和自適應巡航控制

（ACC）。

在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安全性能評估中，2021 本

田 Ridgeline 獲得了五星級等級評估，而

2021Tacoma 在此項僅獲得了四星級等

級。

【看中國訊】因為信貸緊縮

和經濟成長緩慢，2019 年印

度的汽車市場萎縮至 382 萬

輛 左 右。 2020 年， 更 因 為

COVID-19 疫 情 嚴 峻， 而 使

得整體消費市場下滑，但是，

在印度成為第一大汽車品牌

的 MARUTI SUZUKI 卻 不 畏

病毒，旗下的 Swift 以年銷售

160,700 輛稱霸印度年度銷售排

行榜，每個月平均賣出了 1.34
萬輛！

SUZUKI Swift 也是印度年

度風雲車的常勝將軍，2006年、

2012年、2019年都拿下這項殊

榮。這個在印度 15 年來生產三

個世代、累計銷售超過 230 萬

輛的 Swift，以其運動化外觀、

高性價比、科技感等，成功捕

獲了年輕消費者的心。

現行的 Swift 車款 2018 年

1 月開始生產，提供了 1.2L 汽

油和 1.3L 柴油兩種動力，以

及五速手排和 ASG 兩種變速

系 統 供 選 擇。 根據 MARUTI 
SUZUKI 表示，現行 Swift 全部

在 Gujarat 邦工廠生產，是該車

系的第三世代了。

2020 年 是 Swift 在 印 度

生產的 15 周年，銷售量已累

計超過 230 輛，被稱為當地最

熱銷的車型，超越了 TATA、

HYUNDAI、HONDA 甚 至

MARUTI SUZUKI 的任何一款

車。

加上 SUZUKI 用心營運，

Swift 深 受 消 費 者 所 喜 愛，

使 得 MARUTI SUZUKI 將

TOYOTA 遠遠拋在後面，成為

立足南亞的第一大品牌。

對 SUZUKI 來說，印度似

乎比美國更重要，畢竟這裡是

前進南亞、東南亞與歐洲的最

重要生產基地。該公司花了近

40 年時間的經營，知名度、品

牌力、維修服務、口碑都不是

其他品牌所能輕易撼動的。

預計在將來，SUZUKI 還
是會繼續投資印度，而 Swift 應
該會繼續穩坐當地冠軍寶座的

位置。

不畏病毒 SUZUKI Swift稱霸印度

給車加油時，油槍跳停了還繼續加？

最好別這麼幹了最好別這麼幹了
【看中國訊】何女士有一輛

2007 奔馳 CLK550，當她每次

加滿油後，車內經常會出現汽油

味。但開一段時間，味道就沒

了，不知是什麼原因？也不知是

否安全隱患？

車內有汽油味是一個較常見

的現象，這可能有兩種原因：

原因一：可能有漏油

建議：車主自己或請專業修

車師傅檢查一下車子與汽油有關

的所有橡膠管道，尤其是檢查汽

油揮發回收系統（EVAP），看

其橡膠管道是否有龜裂、老化的

現象。

原因二：加油過滿

何女士在加油時，經常會在

油槍自動跳停後，會再多按兩次

油槍，再少量補進一點汽油。專

業人士提醒，油量加的過滿，可

能會導致汽油進入油箱上面連接

的汽油揮發回收系統，從而導致

車內有汽油味道。

建議：給車子加油時，當油

槍自動跳停後，就停止加油，不

需要加的過滿。

保持適當的油量

加油不能加的過滿，但也最

好不要加的過少。那油箱一般保

持多少油量比較合適呢？有專業

人士建議，車子的油箱最好保持

3/4 左右滿的狀態（70％－ 80%
滿）。

因為油量過滿，可能會影響

EVAP 系統的正常運作；而過

少，尤其油量不足一半時，低溫

可能會導致油箱內壁出現凝結水

珠。

尤其是對於一些車齡較老的

車子，油箱可能採用的還是金屬

材質。在寒冷的冬季、尤其是當

氣溫降到零度以下時，其油箱壁

有可能會出現凝結水珠或冰晶，

從而影響油的品質，甚至可能導

致車子出現故障。

買特斯拉電動車

需要擔心其電池壽命嗎？
【看中國訊】有車友想買一

臺特斯拉（Tesla），但對特斯

拉車載電池的壽命有點憂慮，

不知道其保修期有多長，也擔

心其更換成本很貴。對此，汽

車專家認為，目前可以不必擔

心過多。

根據美國加州法律，汽

車製造商必須保證電動車電池

保修 10 年 /15 萬英里。雖然

電池在每次充電後，容量都會

少一點，但目前電動車（EV）

的電池與早期混動車電池技術

相比還是成熟了很多。

美 國 消 費 者 報 告

（Consumer Reports）估計，

目前的電動車 EV 電池組平

均使用壽命約為 20 萬英里，

按每年平均行駛 1.2 萬英里

估算，則其使用壽命將近 17
年。日產（Nissan）汽車公司

的報告也稱，其在最近八年中

售出了數千臺 Leaf 電動車，

但僅有極少數量的車需要更換

電池。

此 外，Plug In America
機構也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

特斯拉 Model S 的電池組在行

駛的前 5 萬英里中，其電容量

僅平均損失約 5％，並且隨著

額外行駛里程的增加，衰減速

度會減慢。Tesla 的對比測試

數據也顯示，Model S 電池在

模擬行駛 5 萬英里後，仍能保

證其 80％續航里程的承諾。

目前有公開的資料顯示，

特斯拉最初從 2012 年起開始

出售，目前有的車已經開了

20-30 萬英里，但其電池性能

還是比較好，這是其它品牌的

電動車目前還不能超越的。

另外，電池壽命除了與其

本身質量有關之外，電動車的

充電方式和充電位置也會影響

電池的長期耐用性。 3 級快電

（高壓 DC 快速充電）非常方

便，有的車款可以在短短 30
分鐘內，即可充滿 80％的電

量。但不利的一面是，頻繁使

用 DC 快速充電也會在一定程

度上損害 EV 電池的長期性能

和耐用性。因為充電越快，電

池就會變得越熱，這都會影響

其壽命。

2 0 2 0 年，

S U Z U K I 

S w i f t 以

年 銷 售

160,700輛

稱霸印度汽

車 市 場 。

(Suzuki)

HondaRidgeline
2021 皮卡

同SUV一樣舒適

Tesla Model S（特斯拉官網）

網絡圖片

本文圖片：H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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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派大將蒙恬 
北逐匈奴 修築萬里長城

秦始皇平定六國統一天下

後，戰爭並沒有完全停止。

當時的北方是匈奴民族居住

的地方，長期以來在南從陰山、

北至貝加爾湖之間的區域活動，

成為北方一個強大的游牧民族。

他們經常深入中原，進行襲擾和

掠奪。秦統一全國後，匈奴對秦

的威脅仍然很大，秦始皇一直想

要平定匈奴，去除這心腹之患，

可是大臣中意見不一。後來，據

史書記載，說有人從外邊帶來一

紙讖書，上面寫著——「亡秦

者胡也」。很自然的人們都會

認為，這個「胡」指的肯定是匈

奴，那時候人們稱匈奴人為胡

人。這就更加堅定了秦始皇要征

伐匈奴的決心。

公元前 218 年，秦始皇派

大將蒙恬率領三十萬大軍向河套

（就是人們所說的「河南地」），

對匈奴進行征伐。蒙恬兵分兩

路，親率主力從上郡北出長城攻

其東，另一路經義渠、蕭關攻其

西，在黃河之濱展開一場激戰，

收取了河南地。次年，蒙恬又率

大軍北渡黃河，殺入陰山、賀蘭

山，迫使匈奴人倉皇而逃，遠遁

北漠七百里，不敢南下牧馬，原

先被占領的秦、燕、趙之地，盡

數收復，並在這個地區設置了

四十四個縣，重新設置九原郡。

北逐匈奴後，蒙恬奉秦王之命，

長期鎮守邊疆，帶領著三十萬雄

師，修築長城，抵禦匈奴。

為了加強邊防，秦王決定把

過去秦國、趙國、燕國這三個國

家歷代所分別建築的城牆連接起

來。由蒙恬帶領手下三十萬大

軍，既駐防，又築牆，修築了一

條西從臨洮開始（臨洮就是現

在的甘肅省岷縣），向東邊一直

到遼東碣石的萬里長城。這條長

城，對於抵禦匈奴的騷擾，保障

國內人民生產和生活的安定，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長城不但可以

用於防禦，蒙恬還將其改良為可

以進攻的戰略場所，後世人們稱

其為「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可以說是人類史

上罕見的巨大軍防工程，現今被

列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孫中山先生在評價秦始皇帝

修長城時，說：「長城有功於後

世，實與大禹治水等。」現今，

長城已由最初的一道防禦工程，

演變成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

再後來，秦始皇又遷徙三萬

多戶居民到北河、榆中（現在

的內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地

方，墾田生產，開拓邊疆，使得

邊境地區發展起來。

孟姜女是誰

◎文：紫君

征匈奴 築長城 誰是孟姜女？
說到長城，說到秦始皇，人

們都會想到「孟姜女哭長城」。

「孟姜女哭長城」這個故事

的原型最早來自《左傳 ‧ 襄公

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 550
多年前，是在秦始皇出生前三百

多年發生的事情。它說的是齊國

武將杞梁，為國打仗戰死，他的

妻子孟姜氏，在城外迎接夫君靈

柩。齊王要在郊外祭奠，杞梁的

妻子孟姜氏認為不合禮儀，不夠

尊重，她要求齊王在宗室正式弔

唁杞梁。

那時的記載當中，既沒

有「哭」，也沒有長城，或者

城牆，更沒有「城牆崩塌」的

情節。後來曾子在《禮記 ‧ 檀

弓》中提到這件故事，就添加

了「哭」的情節；再往後，在

劉向所著的《說苑 ‧ 善說篇》

中，又加上「崩城」的內容。就

這樣演變成了「杞梁妻子痛哭

丈夫，齊國城牆崩塌」這樣一

件事。但那也只是齊國的城牆

崩塌，後來不知道是誰給安到

了 300 多年後出生的秦始皇的 
頭上。

明代作家馮夢龍在《東周列

國志》中，對這件事做了澄清。

他說，後世傳秦人范杞梁築長城

而死，其妻孟姜女哭倒長城，

「蓋即齊將杞梁之事，而誤傳之

耳。」就是說是在齊國那個事件

上，人們誤傳的。這一誤傳可就

誤大了，平白無故的讓秦始皇背

了二千年的罵名。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文藝

界，許許多多的歷史劇，很多都

是為了迎合人們的口味，編者想

像、編纂出來的。這個「孟姜女

哭長城」，也是那時候的人們，

出於自己個人對秦始皇的看法，

或者是出於借古諷今的需要，加

工編造出來，扣到了秦始皇的頭

上。用現在的話說，整個就是一

件冤假錯案。

公有領域

插畫：winnie wang

秦始皇派遣大將蒙恬，率領手下三十萬大軍，修築萬里長城，同時駐守邊關，抵禦匈奴入侵。

孫中山先生評

價說：「長城

有功於後世，

實與大禹治水

等。」到現今，

長城已演變成

中華民族精神

的象徵。

羅雨施看報猜出林彪出事
被那些「抓階級鬥爭」的人揪到

值班室。監獄革命小組的組長很

快趕到，質問他為何侮辱「偉大

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

帥」。羅雨施鎮靜回答：「他已

經不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也不

是副統帥了！」組長大怒，「你

狗膽包天，還敢口出狂言！你死

定了！」然後命令下屬把他銬進

小監獄。

通常被關進小監獄的人難以

生還，但羅雨施知道自己死不

了。

軍代表政委迅速變臉

果然，半月之後，羅雨施就

被請了出去，還受到駐監獄的軍

代表、政委等領導迎接。他們一

反往日冷若冰霜的面孔，淺露笑

意，用研究的眼光打量他。軍代

表宣布：「林彪這個賣國賊已經

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罕，你沒

事了！」他還遞給他一支高檔香

菸。

羅雨施隨後被帶到幹部值班

室，軍代表問他：「當時他們都

不知道林彪出事了，你是怎麼知

道的？」

羅雨施得意地說：「秀才不

出門，便知天下事！看完 9 月

14 日《四川日報》頭版頭條新聞

轉載的新華社報導《衣索比亞海

爾皇帝結束對他國的訪問在京舉

行盛大答謝宴會》，我就知道林

彪完蛋了！」

軍代表又問：「這怎麼能夠

看出來？」

羅雨施解釋說：自從林彪被

確定為毛主席的接班人之後，

歡迎外賓的宴會上，中共領導

人祝酒時必說「他代表偉大領袖

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

席……」，外賓的祝酒詞也都是

先「毛主席萬壽無疆」，再「祝

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永

遠健康」。但是，9 月 14 日刊

出的答謝宴會報導裡，海爾皇帝

的祝詞不提林彪，而周恩來也只

上世紀 70 年代初，湖南湘

潭羅雨施老人因「反革命罪」，

被關押在四川省一所監獄。他

日夜盼望著何日結束所謂的「階

級鬥爭」，何日像他這樣的「反

革命」們才能重獲自由，填飽肚

子。林彪「9 · 13」事件發生後的

第三天，他就發現中共官方報紙

出現異常，提前猜到林彪已經不

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

撕林彪肖像被銬進小監獄

1971 年 9 月 15 日， 羅 雨

施故意將《毛主席語錄》上印有

林彪肖像和題詞的扉頁撕掉，丟

到地上，連踩幾腳。馬上，他就

◎文：吳明偉

說代表毛主席，沒說代表林彪。

他們都不再提林彪，決不可能是

一時疏忽；另外，《四川日報》

9 月 13 日之前的二、三、四版

上首橫線上面，一直印著林彪的

題詞，但從 9 月 14 日起沒刊登

了。這些足以證明林彪已完了。

聽完後，領導們面面相覷。

軍代表連誇羅雨施學習認真，政

治覺悟高，然後又叮嚀他：「林

彪完蛋一事尚未公開，你要絕對

保密，否則後果自負！」

直到 10 月 24 日，中共才

向全國傳達「林彪叛黨叛國」事

件。其實，羅雨施老人自述說，

他在獄中認真看報分析，壓根兒

不是因為政治覺悟高，而是想著

何日結束所謂的「階級鬥爭」；

像他這樣的「反革命」們何日雲

消霧散見到光明；何日才能重獲

自由，填飽肚子。

1969年，林彪和毛澤東在中共九

大。（網絡圖片）

從公元前 700多

年，到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統一六國，這

期間將近五百五十

年，統稱為春秋戰國

時期——諸侯混戰無

休無止，百姓為躲避

戰爭，流離失所無家

可歸，農業受到極大

破壞，大量田地荒蕪。

往事微痕

復出復出

看中國，開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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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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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特價
2021年 2 月 18 日 ∼ 2 月 24 日

基拿蘋果

Navel Oranges 臍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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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lapeno Peppers 墨西哥辣椒 Gala ApplesZucchini Squash 意大利瓜LE Cucumbers 長英青瓜

10lb Russet PotatoesRed Peppers 紅甜椒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褐皮土豆 Roma Tomatoes 羅馬番茄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free and get   free 
3lb bag of onions3lb bag of o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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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免費獲得 3 磅洋蔥。

$0787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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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98
lb

$3484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 06868
lb

$$006868 lb$ 14848
lb

$09898 lb

$06868
ea

Gala Apples

免費免費獲得 3 磅洋蔥。

$

10 磅裝 $15/ CS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詩
意
元
宵
桂
花
香
餡
裹
胡
桃

清代著名詩人符曾的

〈上元竹枝詞〉：「桂花香餡

襄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

見說馬家滴粉好，試燈風

裡賣元宵。」詩裡描述的馬

家，就是清朝北京城內製元

宵的高手。元宵節快到了，

不妨復刻詩中的元宵，品味

風雅的元宵節。

準備核桃、白糖、桂花

醬。核桃磨成粉，所有材料

混合攪拌均勻，放入冰箱冷

藏；至於元宵皮，米粉加水

揉成團，分一小塊煮熟，再

揉回原粉團，完成黏性佳的

粉團；粉團分成小分，包入

餡料，用水煮熟盛碗裡。

詩意元宵咬一口就知

道，桂花、核桃香氣齊發，

同時充滿口中。撒些桂花

末，更添一分香氣。

元
宵
炸
湯
圓
傳
承
千
年

據文獻記載，元宵節吃

元宵的傳統從宋代開始，當

時人們用水煮糯米球，看著

糯米球在沸水裡浮沉，故名

「浮元子」。同時，文獻也

記載炸糯米球的做法。

千年前的宋朝，飲食文

化已經很豐富，在特定的節

日都有其特定的食物。宋朝

鄭望之撰《膳夫錄》之〈汴中

節食〉中描述北宋都城的幾

個重要節日的食物，便記載

了上元節食油䭔。

宋人編著《太平廣記》，

其中〈尚書令〉描述油䭔的

製法，即糯米球下鍋前，在

表面上扎兩個小洞，下鍋後

不斷翻動，以免炸得不透不

勻，直至糯米球全部虛脹，

即可撈出，撒上糖食用。

鹹
香
湯
圓
傳
承
客
家
精
神

客家米食遠近馳名！客

家人素來以米食為主，凡是

遇上年節慶典，家家戶戶都

會做些甜點，以祭拜神明祖

先及招待親戚朋友。客家湯

圓的美味，不在於名貴稀有

的餡料，而是以自家最簡單

的食材、最樸實的做法，傳

承真誠好客的好滋味。

湯圓在客家米食中，更

是占有一席之地。在沸水中

煮上一鍋紅白小湯圓，佐以

蝦米、香菇、芹菜，再用香

菜和油蔥提味，入口之前別

忘了加上幾滴醬油，就可以

透過一碗湯圓，品嘗客家的

傳統美味。

至於客家包餡鹹湯圓，

是把炒香、炒熟的餡料包進

湯圓裡，再搭配一道鹹鮮味

的湯，就十分鮮香好吃了。

◎
 

文

:

朱
里

元
宵
佳
節
前
夕
，
除
了
做
湯
圓
滾
元
宵
，
中
華
傳
統
美
食
之
內
涵
也
值
得
領
略
一
番
。

元
宵
湯
圓

二

三

事

甜、軟、糯、香，這四

個字是世人對傳統寧波湯圓

的肯定。自古，人們一年到

頭只有年節才能吃湯圓，寧

波湯圓的美味令人回味無

窮，流傳廣泛。

傳統寧波湯圓的美味關

鍵就在水磨米粉，相較一般

的米粉，水磨米粉多了浸泡

的工序。每到冬天，寧波地

區人們開始準備新米做年

糕。新米浸在水缸裡，三天

兩頭勤換水；浸泡多日至用

手指頭輕輕一碾，能碎成粉

末，這樣才能拿去磨米漿。

水磨粉的美味秘訣就藏

在細節裡，大米經過浸泡，

蛻變成更好的質感。元宵佳

節，不妨靜心品嘗寧波湯圓

的精巧，領略中華米食文化

的豐富內涵。

寧
波
湯
圓
慢
工
出
細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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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中 共 肺 炎

（COVID-19）疫情延燒一年多

以來，病毒席捲各國，不但頻

頻變異，且變種病毒感染力更

強，年輕族群有增加趨勢，幼童

確診者，甚至還可能併發「川崎

症」。人心惶惶，如何自救？

專家爆疫苗內幕：接種

疫苗後死亡率可能更高

2020 年 12 月 19 日，一位

美國醫學博士 Dr.Richard Urso
指出，有一種因素稱為「致病性

誘因」，接種疫苗就有更大的可

能性死於病毒。有些抗體是壞

的，它們提高了病毒的感染潛

力，如果人們接種的疫苗是製造

了壞的抗體，就更有可能在接種

疫苗後死亡。

疫苗的有效性和副作用至今

不明，時不時傳出接種後產生嚴

重不良反應，甚至死亡的消息，

讓大眾對疫苗的安全性存疑。

2020 年 12 月，有媒體報導，

接種過中國製造的「滅活疫苗」

而外派的中國員工，頻頻出現群

體確診。安哥拉至少有 17 名中

疫苗是萬靈丹嗎？
增強免疫力才是自救關鍵

國員工確診，塞爾維亞更多達約

300 名天津人確診，他們都在中

國接種了疫苗。

美國原沃爾特．里德陸軍研

究所的病毒專家林曉旭博士指

出，「滅活疫苗」生產過程的風

險很大，第一個問題是這些病毒

會不會全部都被殺死？再者，在

殺死病毒的過程中，必須加入很

多化學元素，這些對於人體會不

會有副作用？

勿輕信偏方  
增強免疫力才是關鍵

製作疫苗的廠商 Moderna
首席執行官史蒂芬那（Stephane 
Bancel）表示：「COVID-19 不

會消失，我認為這種病毒將繼續

存在。」「衛生官員將不得不繼

續關注病毒的新變種，以便科學

家可以生產疫苗來對抗它們。」

然而，疫苗跟得上狡猾病毒變異

的腳步嗎？

醫學專家稱，即使打了疫

苗，還是會有 30% ～ 40% 的

人感染，增強免疫力才是最關鍵

的防範措施。

換言之，如果你具有強大的

免疫系統，就可能逃過一劫，就

算不幸染疫，也可能只顯現出很

少的症狀，重獲健康。

網絡上傳出許多偏方可以預

防或治療該肺炎，例如：蔥、

薑、醋、楊桃、韭菜、大蒜、芝

麻油、益生菌、蜂蜜檸檬、溫開

水泡鹽巴，以及頻繁漱口、大量

面對文明時代的

人類浩劫，許多國家

和大部分人群都寄望

「疫苗」研發成功，

解救危難，終止病毒

的肆虐。現今各國開

始接種疫苗，那麼，

疫苗真的是萬靈丹

嗎？

防疫
常識

喝水、攝取維生素 C，甚至洗熱

水澡等，切勿輕信。提醒大家，

身體出現不適症狀時，應依循正

規醫療管道，盡速就醫診治。

日本研究： 
飲茶有助預防病毒侵害

眾所周知，飲茶對防癌、抗

炎、抗氧化和抗微生物有益。日

前，「BioRxiv」網站上公布了日

本京都府立醫科大學的一項研究

結果，紅茶、綠茶、烏龍茶中的

化合物，能使唾液中的病毒失去

活性，尤其以紅茶的效果最好。

科學家們觀測到，當紅茶、

綠茶、烏龍茶中的兒茶素遇到

病毒時，會使病毒的滴定濃度

（titer）降低，最終降到可以檢

出的範圍以下，這些茶葉的內含

物質能高度降低病毒活性，防止

其破壞人體細胞。而在各種茶的

萃取物中，紅茶顯現出最佳效

果。

日本京都府立醫科大學團隊

則認為，若能飲茶並攝取其中的

物質，有助於降低口腔和腸胃道

遭受此病毒侵害的可能性。

氣功靜坐 
提升免疫力效果甚佳

科學家發現，靜坐能改善大

腦功能，減輕焦慮與壓力，並強

化免疫系統，經研究證實，靜坐

可以使人體發生 4 個變化來提

升免疫力：

❶ 靜坐能增強抗體。

❷ 靜坐能增強端粒酶活

性，降低炎症。

❸ 靜坐能增加端粒長度，

預防疾病。

❹ 靜坐能增強嗜中性白血

球，延長細胞壽命。

例如：法輪功就是其中一種

祛病健身效果很好的氣功，研究

表明，習煉法輪功有增強嗜中性

白血球活性，延長細胞壽命的功

效。

2000 年，美國斯克里普斯

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免疫學家，研究

法輪功人士的免疫力，檢測 17
名法輪功人士的血液，發現其

嗜中性白血球遠比正常人活性

強、壽命長。嗜中性白血球

（neutrophil）的主要功能正是

以吞噬方式抵禦外來感染源或非

自體物質的侵入，為人體免疫功

能重要的第一道防線。

除了常識性預防措施，如：

戴口罩、多洗手、避免觸摸臉部

和避免與人緊密接觸等方法之

外，煉氣功、靜坐、喝茶、不吸

菸、不喝酒、親近大自然、每天

散步、多晒太陽、呼吸新鮮空氣

等，提升自身免疫系統都會有幫

助。

◎  文：白亦

ADOBE STOCK

有效期
2月 19 日～ 25 日

三小姐牌香米 2020 海燕牌米粉 李錦記熊貓蠔油 秋菊牌椰漿 娃哈哈原味酸奶飲料

墨西哥產上海白菜

越南永順薄餅粉

墨西哥產呂宋芒果

墨西哥產台灣花菜

越南五豐瀨粉

墨西哥產茂谷柑

墨西哥產大番茄

李錦記鮮味生抽

墨西哥產哈斯牛油果

墨西哥產韭菜

南星甜味煉奶

智利產特大無籽紅提

中國冬瓜

樂天妙之吻乳味碳酸飲料

BC 產安培蘋果

墨西哥產長英青瓜

亚亞省本地
農場小號雞蛋 30 枚裝

墨西哥產芥蘭

豐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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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整條牛背排骨

好運叉燒肉

幸福比內牌竹棍魚

特級牛腱

新鮮煲湯老母雞

好運牛 / 雞肉粉

幸福比內牌金槍魚

新鮮小雞腿

海洋媽媽牌金鯧魚

幸福比內牌除刺虱目魚腩

原條虱目魚

新鮮帶骨五花腩

海燕牌褐色石斑魚

泰皇牌有頭白蝦

新鮮豬扒

幸福比內非腌製除刺虱目魚

幸福比內牌連頭帶殼黑虎蝦

好運牌急凍蟹仔 ( 帶腹甲）

清真牛蹄

海燕牌熟蛤仔肉

海燕牌鯰魚塊

Qualy Pak 盒裝魷魚

清真雞翼

網上下單 來店取貨
僅限
Sunridge
門店！

網上下單 送貨上門
（速食以及雜貨）

僅限
Sunridge
門店！

僅限
Sunridge
門店！

僅限
Sunridge
門店！

現金
大獎

請訪問官網瞭解詳情

◎ 文：Judy Huang

紅色毛衣

毛衣的面料挑選質感好，款

式及設計以簡單素面為主。不管

是搭配牛仔褲或是大地色的裙

子，都能展現出時髦，又大方的

形象。

若是有高領的上衣，也能採

用紅色素面的款式，只要搭配白

色或是淺色針織衫，整體更有質

感又充滿年味。

紅色帽子

貝雷帽是近年來很受歡迎的

帽子款式，可以展現出女孩的氣

質與優雅。過年只要戴頂紅色貝

雷帽，大家絕對不會忽略您，因

為您是裡面最亮眼的一位。

喜歡穿戴鴨舌帽的朋友，也

可以添購一頂紅色鴨舌帽。即使

不太會駕馭紅色服裝的穿搭，只

要有這個小配件，就能讓您整體

穿搭有著開運的效果。

紅色風衣

中國新年期間仍是處於早晚

溫差大的季節，不管在室內或戶

外，穿件紅色風衣既能保暖又能

感受到過年的氣氛。

中國新年穿搭 
開運又喜慶

中國新年是與家人和朋友相聚的歡樂時光。很多人都會

挑選以紅色為主的服飾來做搭配。然而紅色是膨脹色，

有時穿搭錯誤反而容易顯胖又俗氣。這次為您介紹如何

使用紅色單品來穿搭，讓您的中國新年充滿喜慶又開運。

裡面搭一件小洋裝或是碎花

洋裝，讓紅色風衣不會太顯高調

又能展現出您的氣質，過年就是

要這樣漂漂亮亮的。

紅色配件

紅色代表著吉祥與福氣。小

小單品如：紅色襪子、紅色耳

環、紅色指彩或是口紅都能呈現

出新年新氣象的氛圍。整體搭配

以素色或是大地色為主，就不會

產生突兀或是顏色衝突了。

紅色的風
衣搭件素
色的洋裝

戴頂紅色
的貝雷帽
特別亮眼

紅色皮靴

紅色圍巾

紅色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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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昌冷恒昌冷恒昌冷暖氣暖氣暖氣工程工程工程
專業維修、安裝、保養
政府專業持牌技師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968-8989

【看中國訊】根據 2 月 16 日發表在醫

學雜誌《放射學》上的一項研究表明，重

度新冠病毒患者可能存在某些眼部異常的

風險。

這項研究由法國神經放射學協會發

起，利用核磁共振掃瞄發現一些重度新冠

病毒患者的眼睛，發現有明顯異常。

該研究考察了 129 名患者，他們都

接受了腦部核磁共振（MRI）檢查。在

129 名患者中，有 9 名患者（7%）的眼

球 MRI 發現異常。其中 8 名患者曾因新

冠病毒在 ICU 中度過。掃瞄顯示眼球背

面有一個或多個結節。

異常的解釋

新冠病毒一直與結膜炎病例有關，但

這是研究人員首次發現重大異常。

研究人員的理論是，這些結節可能與

病毒引發的炎症以及患者長時間保持俯臥

位導致眼周靜脈引流不暢有關。

在 9 名結節患者中，有 7 名患者曾

在重症監護室以俯臥位或插管的方式度

過。

在這 9 名患者中，很多人也有基礎

疾病。兩人有糖尿病，六人肥胖，兩人有

高血壓。

這些病症和待在重症監護室裡都會對

眼睛健康造成影響。

對於那些因新冠病毒而住院的患者來

說，僅僅是躺在床上就會有風險。長時間

保持仰臥位可能會影響這些血管的引流。

紐約的神經放射學部門主任克劳蒂

亚 · 科尔施博士說，這種感染還可能引發

一種反應，開始損害眼睛。

「當病毒進入你的血液時，血管會被

堵塞，從而引起炎症反應，這可能會影響

眼眶」，科尔施解釋說。

長期風險

與其他新發現的新冠病毒的潛在副作

用一樣，長期風險仍在評估中。由於研究

的樣本群體很小，因此需要更多的測試來

確定長期風險。

「當這些病人進來的時候，他們病得

很重。我們的目標是讓他們活著。在重症

監護室裡，我們的重點只是讓他們能夠呼

吸。」科尔施說，她解釋了為什麼這些結

節之前可能沒有被發現。

要注意眼部結節的一個原因是，如果

不進行治療，它們有可能導致失明。

如何治療

該研究表明，所有患有嚴重新冠病毒

的患者都應考慮進行眼部篩查。篩查可以

包括核磁共振成像和眼底鏡檢查，該檢查

使用放大鏡和光來檢查眼睛的背面。

醫生們仍在發現和學習這種潛在的副

作用。該病毒主要攻擊肺部，但它之前與

結膜炎等眼部異常有關。

不過，對於新冠病毒來說，眼睛的異

常情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沒有被研究出

來。「我們還沒有見過很多關於眼睛的新

冠病毒的併發症，」眼科醫生馬克 · 福莫

博士說。

「我們見過一些與新冠病毒相關的結

膜炎，但一般來說，它會自行消失，無需

干預。在沒有核磁共振成像的情況下，檢

查眼球背面是很容易的，」他說。「該研

究建議是有意義的，這是一項眼部檢查，

瞳孔放大，黃斑可以用放大鏡檢查。」

研究發現新冠病毒患者的眼睛異常

ssaalleess@@vviissiioonnttiimmeessccaallggaarryy..ccaa

惠賜廣告請電：
((558877))--550000--33228888

逢週四出版

誠聘華語銷售誠聘華語銷售
要 求要 求

熟練國、粵、英語熟練國、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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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聯係請聯係 Howard LumHoward Lum

#312, 5149 Country Hills Blvd.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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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store

電話：403-768-2765  地址：757 57 Ave NE

施嘉強 醫師
註冊針灸師

Body Therapy Wellness Centre

具香港十年臨床經驗具香港十年臨床經驗

配合骨傷推拿整復手法配合骨傷推拿整復手法

曾參與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研究

擅長治療痛症、婦產科、兒科、
腫瘤科及神經系統疾病

通過針灸治病及增強體質通過針灸治病及增強體質

曾參與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研究

擅長治療痛症、婦產科、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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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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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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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2 月 18 日至 2 月 24 日

批量促銷周 !

頭獎：
50 吋三星電視50 吋三星電視

* 抽獎受有關條款約束，
  詳情請諮詢分店

頭獎：
50

購買以下產品
贏取豐富大獎 !特價

每件5$ 99

特價
每件4$ 99

特價
每件4$ 99

特價
/2 件11$

特價
每件4$ 49

特價
一箱11$ 99

特價
12$

買一送一！

特價
一箱9$ 99

特價
一箱7$ 99

特價
一箱15$ 99

百事 12x 355ml 罐裝

Kraft 榛子醬 
725g

Dairyland
有機牛奶

哈根達斯
各款雪糕

進口藍莓 510g/ 盒

SunRype 純蘋果汁
1 公升 x 12 件

Hunt's 濃縮番茄醬 
156ml x 12 件

金寶各款濃縮湯
284ml x 12 件

三花淡奶
354ml x 12 件

新鮮無骨西冷豬排

 新鮮無骨雞腿肉
 家庭裝

把ڳ熊㨀 
 㐀　㌀ⴀ㈀㔀㈀ⴀ㈀㔀㠀㘀 
㔀㠀㜀ⴀ㜀㤀ⴀ㤀㜀㠀㠀慓㹲ꁒ첑

  桳뙛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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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匀漀礀戀攀愀渀  䠀攀渀渀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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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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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ઙ♎罏䭎쁹푧 텮ژ䥑ꑯ깎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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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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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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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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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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