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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出行」令香港人不安心
LeaveHomeSafe APP of Hong Kong 
is not that safe

A9千古佳話：三聖堂（上）
The Three Holy Temple (Part 1)

京官接管港選舉
四議員將被撤B3A4 歡樂「小過年」：元宵節C2雙語報導

English or

  After former U.S. President Don-
ald Trump’s Facebook account was 
blocked, Facebook also started to 
block news content from the Austra-
lian government and media.  The unre-
stricted power of the technology giant 
has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 several 
battles, Facebook succumbed to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supervisio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lso said they would carry out anti-
technology monopoly actions.
 The fight between Facebook and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rose from 
Australia’s upcoming “News Media 
Bargaining Act”. The law is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search engines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pay reasonable fees to 
media outlets when they display their 
news content. If the two parties cannot 
agree on a payment, the matter should 
be referred to an arbitration body to de-
termine the payment amount.
  To resist the new law, Google has 
threatened to withdraw from the 
Australian market and Facebook has 
threatened to ban Australian users from 
sharing news on their platform. After 
Microsoft said its Bing search engine 
was ready to replace that of Google’s 
if it pulled out, Google agreed to sign 
agreements with news media. On Feb-
ruary 18,  Facebook suddenly began to 
block content from Australian sources. 
  The Facebook pages of local main-
stream media and Australian govern-
ment agencies appeared blank, includ-
ing that of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department and fire department, which 
posed a risk to them being able to com-
municate any major announcements.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orrison 
expressed his concern that Facebook’s 
unfriendly behavior in cutting off basic 
information channels for health and 
emergency services was both arrogant 
and disappointing. He is in contact with 
leaders of other countries on these is-
sues, and further stated that Facebook’s 
behavior confirmed the concerns of a 
growing number of countries about big 
technology companies who think they 
are above the government and that the 
rules don’t apply to them. Morrison 
wanted Facebook to understand that 
while they may be changing the world, 
that doesn’t mean they’re running the 
world. (To Next Page)

以店内實物為準，價格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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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新法保傳統媒體

臉書與澳洲政府的此番交

鋒，事起澳洲即將出台的《新

聞媒體議價法》。該法旨在確

保搜索引擎和社交媒體平台在

展示新聞內容時，向創作這些

新聞的媒體支付合理費用。如

果雙方不能就付費問題達成協

議，則應交由仲裁機構裁決付

費金額。

為 了 抵 制 新 法， 谷 歌

（Google）曾威脅要退出澳洲市

場，臉書也威脅要禁止澳洲用

戶在該平台上分享新聞。微軟

表示旗下的必應（Bing）搜索

宣布，如果谷歌退出，必應已

經準備好取而代之，谷歌隨後

轉向與新聞媒體簽訂協議。而

臉書於 2 月 18 日突然開始在澳

洲進行封殺動作，當地一些主

流媒體和部分澳洲政府機構的

臉書專頁呈現空白，防疫部門

與消防單位無法即時公布重大

訊息。

莫里森：臉書「傲慢」

臉書做出封殺動作後，澳

洲總理莫里森於 18 日表示：

「臉書今天切斷衛生和緊急救援

服務基本信息渠道的不友好行

為，既傲慢又令人失望。我正

就這些問題和其它國家的領導

人進行接觸。（臉書）這行為

證實了越來越多國家對大科技

公司的擔憂，這些大科技公司

認為他們高於政府、規則不適

用於他們。」「（臉書）可能正

在改變世界，但這並不意味著

他們是世界的管理者。」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臉書（Facebook）在美

國大選期間因封殺前總統川

普帳戶廣受譴責，日前臉書

再封殺澳洲政府及媒體新聞

內容。科技巨頭不受限制的

權力引起了國際廣泛擔憂。

澳洲、歐洲、美國和加拿大

相繼表示將進行反科技壟斷

行動。

前高管：札克伯格 
權力太大

事件發生後，臉書公司

在澳洲和紐西蘭地區的前任

首 席 執 行 官 謝 勒（Stephen 
Scheeler）呼籲澳洲用戶在手機

上刪除臉書，以此來向這家只

認「錢和權」的公司傳遞他們的

信息。

謝勒對《澳洲人報》說：「我

對曾在臉書任職的經歷感到自

豪，但這些年我越來越氣憤。

對於臉書和扎克伯格來說，他

們太注重金錢、權力了，而不

是（注重）好的東西。」

      （下轉 A2）

FACEBOOK FACES A WAVE OF GLOBAL REGULATION
臉書面臨全球監管潮臉書面臨全球監管潮

札克伯格

https://www.houseofcarscalgary.com/
https://www.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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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頂級富豪俱樂部「泰山會」解散

（接 A1）謝勒表示，臉書

現在的權力甚至比政府更大，

如果你不認同莫裡森政府，你

可以投票反對他，但你沒法投

票反對扎克伯格，他的權力太

大了，即使是臉書股東的投票

也不作數，這就是為甚麼臉書

需要被監管。

澳洲衛生部長亨特（Greg 
Hunt）於 2 月 21 日宣布，衛

生部撤銷了在臉書上推廣疫苗

的廣告。他表示，在臉書封殺

澳洲新聞的事件得到解決之

前，他管理下的衛生部不會再

給臉書投放廣告。

澳洲政府原本給臉書投放

了 2400 萬澳元的廣告費，用

於疫苗推廣。澳洲的全國疫苗

推廣計畫已於 22 日正式啟動。

在被問到政府會將原本給臉書

的廣告費用於什麼地方時，亨

特在 22 日的記者會上說：「我

們會使用所有的資金。有些可

能會暫時重新分配，我們有多

種渠道，例如電視、廣播、報

紙、多種形式的網路廣告。」

主管公共開支的金融部長

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

在同日表示，澳洲政府正在考

慮正式對臉書實施廣告禁令：

「他們（臉書）作出如此惡劣

的舉動，不當地刪除頁面以試

圖影響或干預我們的民主制

度，我的期望是我們將撤走所

有廣告。」

2 月 23 日， 事 件 發 生 反

轉，臉書宣布，它將取消對澳

洲媒體及政府在該平台上的封

鎖，並接受擬議的政府媒體議

價法。

國際聯合監管科技巨頭

多 倫 多 大 學 教 授 博 樂

（Megan Boler） 認 為 臉 書 封

殺澳洲新聞的舉動是一個轉折

點，標誌著監管科技巨頭壟斷

的強大聯盟正在形成：「我們可

能會看到一個聯盟的形成，一

個反對這種壟斷的非常強大的

統一戰線。」

2 月 22 日，微軟發布聲明

說，歐盟媒體已經和微軟達成

共識，聯合推動歐盟政府出台

類似澳洲《新聞媒體議價法》的

法律。他們認為，歐盟也應該

推出新法，強制科技巨頭為其

平台上展示的新聞內容付費，

而且要包含類似澳洲模式的強

制仲裁條款，以確保新聞媒體

獲得合理費用。

歐洲新聞媒體總裁亞爾薩

（Fernando de Yarza）說：「法

國和澳洲的經驗告訴我們，確

實需要具有約束力的法律來解

決（新聞媒體）與充當守門人

（角色的科技巨頭）議價能力不

平衡的問題，這種不平衡損害

了歐洲新聞界的潛力。」

此前，加拿大已經表示將

緊隨澳洲，成為下一個立法要

求谷歌、臉書為展示新聞內容

付費的國家。加拿大將審視澳

洲和法國的立法模式，選擇最

適合該國國情的一種模式。

美國媒體也希望政府能出

台類似立法。美國的新聞媒體

聯盟首席執行官查文（David 
Chavern）表示，澳洲正在起

到真正的領導作用，並已經影

響到了美國和歐洲，希望美國

國會也能採取行動支持新聞出

版商。「全世界都在開展一場

重新談判新聞內容付費條款的

運動。」

分析：澳洲新政可增 
傳統媒體話語權

時事評論員文昭指出，臉

書風波可視為傳統媒體與網絡

社交媒體的一次利益之爭。網

絡時代崛起後，大量用戶轉向

社交媒體，連帶廣告商也將預

算轉投社交網絡上，傳統媒體

尤其紙媒的收入銳減。

2 月 7 日加拿大新聞媒體

協會串聯國內多家報媒發起

「消失的頭條」運動，他們在 4
日的紙本頭版開天窗呈現一片

空白，以抗議 Google 與臉書

等社群媒體攫取絕大部分的廣

告收益。媒體製作的原創內容

被拿去社交平台分享，結果讀

者從媒體網站、報紙流失，進

一步打擊傳統媒體。

加拿大文化資產部長吉伯

特（Steven Guilbeault）4 日

透過電郵發送聲明給加國「環

球新聞」（Global News），內

文寫道「新聞不是免費的，而

且從來都不是」。 他指出：

「我們的立場很明確，出版業

者的工作必須獲得適當報酬，

我們會支持他們，因為他們提

供必要訊息，以造福我們的民

主、社區的健康和福祉。」

文昭指出，廣告收入都被

社交平台掙去的後果是，傳統

媒體越來越依賴捐獻，包括收

取政治集團的獻金，而北京的

宣傳部正好看準這個機會，在

海外進行大外宣，也令傳統媒

體進一步拋棄職業操守、最終

墮落。如果媒體是依賴讀者創

造收入，那麼媒體就會為讀

者、也就是人民發聲，如今全

球傳統媒體開始反擊，也是人

民樂見的情形。

    

臉書面臨全球監管潮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

綜合報導】中國民營企業

家間私下組成的頂級富豪

俱樂部「泰山會」上個月解

散，由於遭整肅的阿里巴巴

創辦人馬雲也曾是會員，引

起外界高度關注。香港評

論人士劉銳紹日前分析指，

泰山會解散應該和中共當

局有關，並指中共「把好的

土壤挖爛」，最後將會自掘

墳墓。

1 月 23 日，中國大陸「三

言財經」、「征探財經」等財經

新媒體發布消息稱，神秘的商會

「泰山會」已經解散，並且已向

有關部門完成註銷泰山會有關登

記手續。

泰山會由於其成員各個資歷

顯赫，資產雄厚，且很多為大眾

所熟知，尤其是聯想集團創始人

柳傳志、巨人網路董事長史玉

柱、四通集團公司董事長段永基

以及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等人，

因而名聲大噪。

  After the incident, Stephen Scheeler, the 
former CEO of Facebook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urged Australian users 
to delete Facebook from their phones as a 
way to send their message to a company 
that only recognizes “money and pow-
er”. He made the point that Facebook has 
more power than even the government. 
If citizens do not agree with the Morrison 
government, they can vote against him, 
but even the votes of Facebook share-
holders cannot vote against Zuckerberg 
as he has too much power. , which is why 
Facebook needs to be regulated.
  Facebook accepts the Austra-

lian government’s new law
  
In response to Facebook’s blocking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channels, 
Australian Health Minister Greg Hunt 
announced on February 21 th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had withdrawn 
advertising for vaccine promotion on 
Facebook. He said that under his admin-
istration, no future ads would be placed 
on Facebook until the blocking of Aus-
tralian news was resolved.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d origi-
nally given Facebook 24 million USD in 
advertising money for vaccine promo-
tion. Australia’s national vaccine promo-
tion program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on 
the 22nd. Asked where the government 
would spend the money originally given 
to Facebook for advertising, Hunter said 
that some money may be temporarily re-
allocated to a variety of channels under 
consideration, such as television, radio, 
newspapers, and other forms of online 
advertising.
  Finance Minister Simon Birmingham, 
who is in charge of public spending, 
said on the same day tha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as considering imposing 
a formal advertising ban on Facebook 
due to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 having  
inappropriately removed pages in an at-
tempt to influence or interfere with their 
democratic system.
  In a reversal of events on February 23, 
Facebook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lift its 
block on Australian media and govern-
ment channels on its platform and would 
accept the proposed government’s media 
bargaining law.
  Megan Boler,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
sity of Toronto, sees Facebook’s move 
to block Australian news as a turning 
point and a sign that a strong coalition 
is forming to regulate technology giants’ 
monopoly.
  On February 22, Microsoft releas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the EU media had 
reached a consensus with Microsoft to 
jointly push the EU government to in-
troduce a law similar to Australia’s News 
Media Bargaining Act.  Both parties be-
lieve that the EU should also introduce a 
new law that would force tech giants to 
pay for news content displayed on their 
platforms and include mandatory arbi-
tration clauses similar to the Australian 
model to ensure that news media receive 
reasonable fees.
  This comes after Canada said it would 
follow Australia as the next country to in-
troduce legislation requiring Google and 
Facebook to pay for the display of news 
content. Canada will examine the legisla-
tive models of Australia and France and 
choose the one that best suits the coun-
try’s situation.
  The U.S. media also hope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introduce similar legis-
lation. David Chavern, CEO of the U.S. 
News Media Alliance, said Australia 
is taking a real leadership role and has 
influenced the U.S. and Europe, and 
hopes the U.S. Congress will act to sup-
port news publishers as well. There is a 
worldwide movement to renegotiate the 
terms of payment for news content.

加拿大多家媒體響應號召，2月7日在頭條「開天窗」抗議社交媒體壟斷廣告收入。（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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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享

冬季之趣

就在

比鄰

西北區
兩層城市屋

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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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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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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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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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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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交叉口西南

周一至周五

周末及節假日

Tuscany Hill NW

4 - 9pm
10 - 6pm

Nose Hill Drive NW

兩月免費住
買家入住，我們支付兩個月
水電氣費、公寓費和房貸。

泰山會在 1998 年成立，當

時會員就達成一致：聚會時不錄

音、不記錄、不邀請當地領導、

不對外宣傳。因此泰山會被認為

是中國最神秘的商會。

由於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近

期被連番整肅，他又曾是泰山會

的成員，引發外界關聯；不過陸

媒報導指出，泰山會解散是因成

員分歧、矛盾大，會內各成員企

業發展路線已隨市場發展改變，

泰山會的解散「是種必然」。

香港評論員劉銳紹則分析

認為，泰山會突然解散，和中

共必有關係，因為中共擔憂這

群富豪「富可敵國」，而這在中

共統治下是不被允許的，「不可

能政商合一，利益一定得有利

執政者」。

劉銳紹指，即便該團體並未

威脅中共政權，但中共在恐懼

下，也會為此忌憚，因此泰山會

寧可先行解散，向中共當局顯示

出「我沒威脅」的態度。

劉銳紹形容中共此舉就像是

農夫為了抓田鼠將土地挖爛，卻

把土地裡原有的農作物都弄爛，

最後只會「自掘墳墓」。

時事評論員桑普認為，「泰

山會」是權貴才能加入的組織，

當年中共前統戰部部長令計畫

的「西山會」解散，習近平已敲

響要整治權貴集團的警鐘，並盯

緊「泰山會」。他表示，中共只

容許七常委是「中國唯一的兄弟

會」，富豪俱樂部當然一個都不

能留了。

《德國之音》曾引述分析

說，習近平拿馬雲開刀，一方

面是為了預防一年來不斷強調

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也

顯示當局對民企的管控會更加

嚴厲。

大陸門戶網站《網易》1 月

25 日刊文指，2018 年以來有輿

論把泰山會等比作明代東林黨人

結社，讓泰山會的處境越發微

妙。此外，曾經是泰山會會員的

馬雲，去年在上海外灘金融峰會

上罕見發表了炮轟中共監管部門

的「演講」，不僅導致螞蟻 IPO
暫停、阿里系內部整頓，也震撼

了泰山會。

文章進一步分析指出，上海

演講後，由馬雲和另外 7 位浙

商共同發起創辦的另一個神秘會

所「江南會」也已近弦斷歌絕，

在此形勢下，泰山會又豈能獨自

保全。因此，泰山會的大佬們決

定，與其等到以後被動，還不如

現在主動行動。

泰山會部分成員。（網絡圖片）

▼加拿大文化資產部長吉伯特（Steven Guilbeault）。（Getty）

https://zenbyavalon.com/rockland-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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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2 月 23 日，

加 拿 大 總 理 特 魯 多（Justin 
Trudeau）與美國總統拜登進行

首次面對面的視頻雙邊會晤，就

兩國關係發展進行了討論。這是

自上個月就職以來，拜登總統首

次與外國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議。

拜登總統呼籲中共釋放被

關押在中國的兩名加拿大公民

斯帕弗（Michael Spavor）和

科夫裡格（Michael Kovrig。
他還向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承

諾，將幫助從中共手中救回兩

名被囚禁的加拿大人，但未透

露具體措施。

拜登表示：「人不是討價還

價的籌碼。我們將共同努力，直

到我們得到他們的安全回歸。加

拿大和美國將共同反對侵犯普世

人權和民主自由的行為。」

拜登在視頻會晤後的講話中

稱，他和特魯多將「協調我們的

方法，更好地與中國競爭，並

對抗對我們利益和價值觀的威

脅」。他說：「美國沒有比加拿

大更親近、更重要的朋友了」，

並誓言將共同對抗冠狀病毒大流

行、氣候變化和種族不公。

輪到特魯多發言時，用英語

和法語發言感謝拜登，並稱拜登

的講話是走向「新」北美夥伴關

係的「路線圖」。

特魯多說：「我要感謝拜登

總統支持釋放被任意拘留在中國

的科夫裡格和斯帕弗。」

被囚禁的加拿大人，是拜

登與世界各國領導人第一次「雙

邊」會談中向兩位世界領導人談

及的各種問題之一。

此次兩國領導人會晤，在很

大程度上避開了分歧，而側重於

「共同願景」和「相互關注」的

領域，包括合作對抗疫情、重建

經濟、應對氣候變化、促進多元

政策、加強保障國家安全及建立

國際同盟等話題。加拿大方面也

未提及 Keystone XL 石油管道

問題，拜登上任第一天就取消了

這個項目。

加 拿 大 副 總 理 方 慧 蘭

（Chrystia Freeland）、 外 交 部

長加諾（Marc Garneau）和加

拿大駐美國大使希爾曼（Kirsten 
Hillman）參加了會晤。美國方

面，國務卿布林肯、副總統賀錦

麗（Kamala Harris）和美國國

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出席。

加拿大人科夫裡格和斯帕

弗，在 2018 年 12 月被中國拘

留，並在去年 6 月被指控為間

諜。因為在美國被以包括銀行欺

詐在內的多項罪名通緝，華為公

司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溫哥華被

捕。幾周后，這兩名加拿大人在

中國被拘留。外界普遍譴責中共

拘捕外國人的人質外交手段。

【看中國訊】2 月 22 日，加

拿大國會通過動議案，稱中國在

新疆地區對待維吾爾族穆斯林的

方式構成「種族滅絕」，並施壓

特魯多政府採取行動。

據路透社報導，此項由保守

黨提出的議案在聯邦下議院以

266 票同意、0 票反對通過。下

議院共 338 席。總理特魯多與

大多內閣成員缺席投票，外交部

長馬克．加諾（Marc Garneau）
投了棄權票，自由黨的「後座議

員」們則普遍投下贊成票。「後

座議員」是指執政黨議員中的非

內閣成員。加拿大四大反對黨全

體議員均投了贊成票。

此項議案通過，標志著加拿

成爲繼美國之後，第二個認可新

疆維吾爾族正處於種族滅絕危機

的國家。

投票支持的自由黨國會議員

祖 貝 裡（Sameer Zuberi） 說：

「議案通過的意義在於加拿大政

府有道德責任，正視北京當局做

出的種族滅絕行徑。美國白宮政

府稍早已定調新疆正發生種族

滅絕，但加拿大是全球第一個立

法機關做出這個決定。我們不孤

單，還有英、法、德和澳大利亞等

多個國家都秉持著相同的理念。」

加拿大國會此前通過了一項

修正案，呼籲國際奧林匹克委員

會取消北京 2022 年冬奧會舉辦

資格。

溫哥華維吾爾人協會青

年領袖莎莉娜．納利 (Shalina 
Nurly) 說維吾爾社區等待這一

天很久了，接下來還有很多工作

要做。「如果渥太華能夠帶頭，

其他國家能夠響應，就能讓奧運

在另外的國家舉行。還有更多其

他經濟制裁方式都可以使用，加

拿大是個有影響力的國家，我們

希望看到特魯多政府能發揮領頭

羊的作用。」

22 日國會舉行投票前幾小

時，曾經在新疆當老師，後來

被關押在集中營的維吾爾族倖

存者卡妍．馬西莫夫（Kayum 
Masimov）在保守黨陪同下出

面敘說自己受迫害的遭遇。

馬希莫夫說，自己在 2019
年時，儘管已經 50 歲，卻仍強

迫接受絕育手術；她目睹當地族

人曾在嚴寒的水泥地上遭受酷

刑、毆打，親眼看到一名中國警

察將一名正在保護幼兒免受傷害

的男子毆打致死。她說，當年猶

太人被屠殺，一開始都沒人相

信，如今的維吾爾人就是昔日的

猶太人處境。

中國駐渥太華大使叢培武否

認中國犯下外界指控的種族滅絕

行為。叢培武在加拿大國會議員

表決前受訪時說：「西方國家沒

有立場對中國的人權情況指指點

點。新疆地區根本沒有所謂的種

族滅絕情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

23 日例行記者會上，批評加拿

大國會通過動議是蓄意抹黑且違

反國際法準則，稱中國政府處理

新疆問題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

目前當地秩序穩定，居民也安居

樂業。

【看中國訊】2 月 19 日，聯

邦政府就業部部長卡拉．誇特洛

夫（Carla Qualtrough）宣布聯

邦政府擬通過修正法案，以延長

加拿大恢復福利金（CRB）、加

拿大康復補助金（CRSB）、加

拿大康復護理津貼（CRCB）和

就業保險（EI）的發放期限，

延長期 12 個月。如果不修正法

案，很多人的福利可能會在 3
月下旬到期。

擬議的修訂內容主要為：加

拿大恢復福利金（CRB）和加

拿大康復護理津貼（CRCB）增

加 12 週，將最長期限從 26 週

延長至 38 週。加拿大康復補助

金（CRSB）從當前的 2 週增加

到 4 週。針對 2020 年 9 月 27
日至 2021 年 9 月 25 日之間提

出就業保險索賠，將可提供的常

規福利期限增加 24 週，至最多

50 週。

為確保受聯邦監管的私營

部門的員工可以在不失業情況

下繼續申領 CRCB 和 CRSB，

加 拿 大《勞 工 法》規 定 的 與

COVID-19 有關的最長休假期

限也將延長。

此外，選擇參加 EI 計畫以

獲得特殊福利的自雇業者，申領

福利資格中，2020 年收入最低

標準調整為 5000 元，而之前的

門檻是 7555 元。此更改將追溯

至 2021年1月3日確立的索賠，

並適用至 2021年 9月 25日。

從 2020 年 9 月 27 日 起，

聯邦政府實施了三項臨時性恢

復福利金，以幫助那些不符合

EI 申領資格並且需要收入支持

的人。其中包括加拿大恢復補助

金、加拿大康復護理津貼和加拿

大康復補助金。

截至 2021年 2 月14 日，已

有 171.5 萬人領取了加拿大恢復

福利金；約 33.4 萬人領取了加

拿大康復護理津貼；約 39.2 萬

人領取了加拿大康復補助金。有

204.5萬人領取了就業保險福利。

加拿大恢復福利金，仍通

過加拿大稅務局（CRA）申

請；而就業保險福利，則仍通過

Service Canada 申請。

【看中國訊】2 月 23 日，超

過一百個組織和個人發出緊急

呼籲，要求加拿大政府推動將

2022 年冬奧會撤出北京，以抗

議北京當局侵犯人權的行為。

該呼籲的共同發起組織是：

加拿大香港之友（CFHK）、自

由西藏加拿大學生組織（SFT 
Canada）、維吾爾人權倡導計畫

（URAP）。
發起該呼籲的組織聲明，中

共政權粗暴地侵犯了人權，包括

「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壓

制藏人和蒙古人、強迫勞動、強

摘器官，鎮壓異議人士並扣押兩

名加拿大公民。」

該聲明說，根據《奧林匹克

憲章》，奧林匹克主義的目的之

一，是「促進一個關心維護人類

尊嚴的和平社會」；「北京奧運

會將迫使我們的運動員成為中共

的宣傳工具」，並以運動員們來

之不易的職業信譽，「幫助洗白

侵犯人權的血腥記錄，併進一步

增強中共在國內和國際上獨裁的

力量。」

香港加拿大之友的發言人

Ivy Li 說：「我們想向政府和國

際奧委會表明，各行各業的加拿

大人實際上有相同的認識，應該

把奧運會從北京遷走。」她還表

示，有更多的人表示支持，但拒

絕公開自己的名字，理由是擔心

來自中國的影響。

聯署支持該呼籲的人中，

包括卑詩省高貴林港市長韋

斯 特（Brad West）、 加 拿 大

前自由黨政府司法部長考特

勒（Irwin Cotler）、前自由黨

政府亞洲司司長喬高（David 
Kilgour）、前保守黨參議員迪

尼諾（Consiglio Di Nino）等。

加美元首會晤
拜登籲北京釋放加國公民

美國總統拜登（Getty Images）

$469,900
911 Livingston Way NE 新近建成，交通便利，
實木地板，自然採光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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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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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anton Way NW 位於廣受華人歡迎的
Panorama 社區，三臥室雙車庫，投資自住
的最佳選擇

$499,900$4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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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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琳 C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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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0$330,000

www.cathychen.cawww.cathychen.ca

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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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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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會通過議案：中國對維族種族滅絕 應對疫情 
福利金再延期三個月

多個組織呼籲將冬奧會遷出北京

新疆再教育營

北京冬奧會比賽場館

http://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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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中國全國「兩

會」將分別于于 3 月 4 日、5 日

開幕，由於今年恰逢中共所謂

的建黨百年，加之在疫情的衝

擊下，北京當局如臨大敵。除

了建立環京寄遞安全「護城河」

防線，所有進京郵件快遞要「二

次安檢」外，「兩會」用車必須

過 37 道安檢，就連司機也是經

過層層選拔及政審，且全部接種

COVID-19 疫苗。

就在北京當局緊鑼密鼓地進

行安全布局，「確保安全，萬無

一失」之際，23 日上午中南海

附近發生了爆炸。

北京西城官方微博發布通

報，2 月 23 日上午 8 時 15 分，

北京位於西絨線胡同站 1 號出

口附近的的「德峰餐廳」發生爆

炸事件，導致至少 7 人受傷，

其中 2 人危重。

此次爆炸致餐廳房屋倒塌，

並致與餐廳相連的西側 1 平房

基本倒塌。當時路經此處的一機

動車也受損。有推特網友發相關

視頻顯示，爆炸地點一片狼藉，

青磚散落滿地都是，整個住宅都

被炸塌。

發生爆炸的西絨線胡同 1
號距離中南海新華門僅 650米。

在北京即將召開兩會前夕，接近

中南海及天安門的地點發生爆

炸，可以說是相當敏感。

據西城公安分局初步瞭

解，發生事故時該餐廳正值「春

節」閉店期間，餐廳所用液化氣

來源自北京市通州白廟液化石

油氣儲罐站，所用氣源由燕郊

某氣站提供。

央視報導稱，當日上午 8
時左右，北京市通州白廟液化石

油氣儲罐站趙剛攜郭東明、郭東

東將液化氣送至該餐廳，安裝中

發現漏氣，事故原因調查中。

另據《新京報》稍早的報

導，事發地點周邊居民介紹，當

時聽到一聲巨響。一名居民立刻

出門查看情況，發現德峰餐廳已

經坍塌，廢墟中冒出黑煙，但沒

有看見明火。餐廳外的路邊停著

一輛銀色轎車，車玻璃幾乎全部

破碎，車內司機受傷。

上述居民稱，事發時，有兩

名路過的民眾被衝擊波擊倒。隨

後，急救車到達現場，至少將 3
名受傷人員送往醫院。民間有傳

一女在此次爆炸中身亡，但目前

仍然無法得到官方證實。

截至 24 日零時，微博文

章「北京西城一餐廳屋內發生爆

燃」已吸引了 78.9 萬人關注，

但相關討論卻僅有 100 多條。

相關爆炸視頻在微博上流傳不長

時間後也遭移除，原因不明。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LeaveHomeSafe is an APP launch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on Nov-

ember 6, 2020 in order to monitor and keep 
track of the pandemic risk, however, the 
APP involves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data and alerts Hong Kong people, who ex-
perienced the 2019 democratic movements 
and immense pressure from Beijing. 

 Using APP to keep track of potential 
pandemic risk was first seen in Mainland 
China’s Health Code, which is mandatorily 
adopted in most parts of China. As of April 
2020, more than 200 cities in China have 
activated the Health Code based on the Ali-
pay platform, which is owned by Alibaba 
Group, a big tech company known for its 
collection of big data. A two-dimensional 
barcode 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in red, 
yellow, and green to dynamically display 
the individual’s pandemic risk level. In 
short, the APP keeps track of everything of 
an individual, if a person is not classified 
as “green”, he/she is not permitted to leave 
their home.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Health Code, an 
analysis by a New York Times reporter 
found that once a user authorizes the soft-
ware to access personal data, a program 
called “reportInfoAndLocationToPolice” 
sends the user’s location, city name and 
identification code to the server. The re-
port said the system not only determines 
in real-time whether a person is at risk of 
infection, but also shares user information 
with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and sends 

the us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lo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code to a server that may 
persist long after the pandemic is over. 

  In addition, the system has been found 
to be highly manipulated; since May 2020, 
Chinese media have reported that the 
Health Code of residents in Wuhan (where 
the epidemic originated) has been pre-set 
to red; the government of Hangzhou has 
integrated the Health Code with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to reveal all the privacy of 
the people; and the  Health Code of dissi-
dents have been displayed in yellow or red, 
which is a disguised way to impose a house 
arrest on the people concerned.

  That’s why the LeaveHomeSafe APP has 
raised concerns among Hong Kong people. 
Although it does not require GPS authoriz-
ation, it requires user authorization to use 
a number of features that involve privacy 
concerns, such as “use of camera”, “read 
USB content” and “view Wi-Fi Connec-
tion”. Cybersecurity specialists pointed out 
that currently there are technologies to re-
veal one’s location by Wi-Fi signal, and it 
is feasible to precisely locate an individual 
with a smartphone in a Wi-Fi signal dense 
area.

 Cherrypicks, the developer of Leave-
HomeSafe, is a Hong Kong-based com-
pany. It has been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also pro-
vided software solutions to pro-Beijing 
media, including 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 (TVB) in Hong Kong. One of its 
well-known incidents is that in the 2012 
Miss Hong Kong pageant, the referendum 
system designed by Cherrypicks malfunc-
tioned at the last minute, causing the popu-
lar Canadian candidate Tracy Chu to lose 
the title, and was suspected by many Hong 
Kong people of being rigged.

  Cherrypicks’ founder Jason Chiu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Hong Kong au-
thority and tendered projects from it every 
year. He is also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an agency of the government, and a mem-
ber of Belt and Road Committee of the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The Belt and Road Committee of the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was formed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
itiative, a national strategy adopted in 2013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infrastructure by investing in 
nearly 70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
ganizations. Many scholars and media 
have long warned that the Belt and Road 
have not only plunged many participa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o huge debts, sell-
ing or leasing land and important ports or 
airports to China to repay their debts, but 
also introducing social monitoring systems 
with data backdoors to China and causing 
those countries to fall into a national sec-
urity crisis. 

  In a report, Apple Daily also pointed out 

that in Hong Kong, Belt and Road also 
mean national-level funding and support, 
and only the most trusted people are al-
lowed to join the Belt and Road-related 
committees. 

  The Secretary for Innovation and Tech-
nology, Mr. Alfred Wing-hang Sit, said that 
he will implement the LeaveHomeSafe 
APP step by step, and will establish a com-
plete contact tracking platform with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he police and other 
departments, and may become mandatory 
for use by the public when they travel in 
the future.

  Barrister John So, a member of Pro-
gressive Lawyers Group, told Ming Pao 
in November 2020 it is unacceptable and 
dangerou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ce the 
public to use the APP. He thinks it will set 
a bad preced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
fringe on personal privacy on the grounds 
of fighting against the epidemic.

  Hong Kong restaurants are allowed to 
reopen dine-in on February 18 after more 
than a month of lockdown. The govern-
ment has ordered the public to use the 
LeaveHomeSafe APP or leave their person-
al information for data collection. Local 
news also reported that people are forcibly 
required to install the APP in order to enter 
public buildings, shopping malls, cinemas, 
parks, restaurants and more.

「安心出行」令香港人不安心
LeaveHomeSafe APP of Hong Kong is not that safe

兩會前夕 中南海附近發生爆炸

【看中國訊】拜登總統中國

團隊的最新成員哈特（Melanie 
Hart），參加了一個主要由中共

宣傳組織贊助的項目並撰寫了報

告，該組織試圖「影響外國政府

採取支持北京偏愛的行動或立

場」。

據 美 國《國 家 脈 動》

（National Pulse）近日披露，

有郵件顯示，哈特說她對中國

智庫在美國擴大「國際影響力沒

覺得有什麼問題」。她還曾在

會議前秘密向中共總理提供問

題。《國家脈動》表示，哈特的

過去，讓她不太可能成為對北京

強硬的人物。

哈特曾在歐巴馬時期具有

重大影響力的智庫美國進步中

心（CAP），擔任中國政策總監

和高級研究員。 2013 年，哈特

作為 CAP 代表團的一員，參加

了由中美交流基金會（CUSEF）
贊助的北京之行。 2013 年 9
月，CAP 發布的題為「邁向大

國關係新模式」的 110 頁報告

的結論，該報告敦促兩國加強金

融聯繫和軍事協作。討論報告的

與會者中，有來自中國國營的大

學和智庫的學者，包括中國人民

解放軍軍事科學院。

美國進步中心報告鼓勵道：

「兩國官員和專家，都需要與本

國公民進行更有效的對話，以探

討美中關係的重要性以及旨在防

止和實現的新型關係模式。」

中 美 交 流 基 金 會 由「監

督」中共統一戰線的「最高級實

體」—全國政協的副主席董建

華創立，美中安全與經濟審查委

員會認定，該組織的目的是尋

求「協同和中和反對其執政的中

國共產黨的政策和權威的潛在來

源」，並「影響」諸如「外國政

府和其他行為體等實體採取支持

北京的行動或立場。」

根據向美國司法部提交

的《外 國 代 理 人 註 冊 法 案》

（FARA）文件，在西方遊說公

司的幫助下，中美交流基金會已

著手「向媒體、關鍵影響者和意

見領袖，以及公眾，有效傳播有

關中（共）國的正面信息」。

《國家脈動》此前曾披露，

中美交流基金會贊助主流企業媒

體前往中國，以換取「有利（中

共）的報導」，並贊助美國現任

和前任當選官員。

哈特在美國進步中心擔任中

國政策總監和高級研究員期間，

該智庫與中國社科院也有十多年

的良好關係。

自 2009 年以來，作為中美

交流基金會項目的一部分，美國

進步中心已向中國派出代表團。

左圖：爆炸現場，右圖：爆炸點與新華門相對位置示意圖。

拜登的中國政策負責人遭美媒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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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Rentals.ca 的

2021 年租房報告預測，2021
年的前四到五個月，卡城房租

價格受市場影響會持續走低，

但在年底前將如同全國大部分

地區一樣上漲。

Rentals.ca 這份報告參考了

全國多名住房專家意見。報告指

出，卡城平均租金可能會在一年

內上漲 3%。至於多倫多租金則

將上漲 4%，滿地可上漲 6%，

溫哥華則上漲 3%，而卡爾加里

則持平。

根據加拿大抵押貸款和住房

公司 1 月份發布的報告，目前

卡爾加里一房公寓的平均租金為

每月 1087 元。兩房平均租金為

1323 元。

同時，卡城的房屋空置率一

直在上升，去年卡爾加里市中

心的空置率最高達到 8.8%，而

2019 年則只有 3.4%。

卡城租房市場主要受疫情影

響、加上石油行業失業、邊境關

閉導致移民受限等因素影響，令

2020 年至今的租賃需求下降。

同時，租賃供應量持續上升，

2020 年租賃建築竣工量以 3.2%
的速度穩定增長，也是令到租金

下調的原因。

報告指出，「2020 年租賃

供應增加的 45% 是在市中心和

西北部，卡爾加里 26.7% 的一

手出租公寓都集中在這裡。東

南部今年的租賃供應也增加了

11.5%，但出租比例較少。」

2020 年卡爾加里的平均租

金微漲至 1195 加元，為了爭奪

稀少的客源，部分業主採用非價

格措施來爭奪租戶，例如免水電

費、降低押金費用、現金獎勵等

優惠措施。

Urban Analytics 銷售和客

戶體驗副總裁 Andie Daggett 預
計，至少在 2021 年第三季度之

前，卡爾加里的租賃市場不會有

太大的變化，「2021 年上半年將

繼續看到穩定的租金回報」。

然而，最近全省武漢肺炎疫

情逐步緩解，或會對整體經濟產

生積極影響，比如可能增加就業

機會，這意味著業主和出租商可

能會在 2021 年下半年開始提高

租金。

Daggett 預計，這種性質

的激勵措施將持續到 2021 年，

「以目前情況來看，要取消租金

激勵措施是非常困難的。」

Rentals.ca 也預測，鑒於卡

爾加里城市核心區的房地產產品

規劃量，卡爾加里城市核心區的

租賃物業已經變得越來越有競爭

力。因為疫情影響，卡城市中心

房產尤其公寓今年的價格都有下

調，投資者不妨多留意市中心項

目，未來在出租方面將有更好的

回報。

【看 中 國 訊】 加 拿 大

Mortgage Professionals 最近對

加拿大人進行的一項關於房屋所

有權的全國性調查的結果，顯示

亞省人對買房的前景基本上持積

極態度，將進一步刺激該省房地

產市場。

代表全國抵押貸款經紀人、

貸款人和保險公司的加拿大抵

押貸款專業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Will Dunning 說：「現 在 亞 省

是否是買房好時機的指標非常強

勁，這是因為在經歷了 5 年的

疲軟定價後，那裡的房價非常實

惠。亞省的房貸優惠也比現在加

拿大其他地區有利。」

這份調查要求加拿大人對

「現在是買房的好時機」等說法

的信心度從 1 到 10 打分，10 分

是「極好的時機」。亞省人在上

述問題上的平均得分是 6.38，
而加拿大的平均得分是 6.04。
不過，亞省人對經濟的評分為

5.81 分（滿分 10 分），而全國

平均水平為 5.91 分。

卡爾加里抵押貸款經紀人、

CanWise Financial 高級副總裁

Matt Leggett 指出，雖然亞省

人對經濟的評分較低，但當地較

低的房屋價格加上歷史上較低

的利率，創造了有利的購買條

件。「去年我們的大部分業務都

是為了降低利率而進行再融資，

但自 12 月以來，我們注意到更

多人開始進入買房市場，主要因

為疫情這部分人的工作及生計影

響開始減少，他們有信心進入市

場。」

【看 中 國 訊】2 月 23 日

Qualico Communities Calgary
宣 布 發 行 全 新 的 Qualico 
Communities 禮賓 APP，以提

高整體客戶體驗，這個應用程序

將提供各種功能，例如讓業主查

看他們的房屋狀態、社區信息、

城市資訊等。

市場營銷和建築商關係經

理 Daisy Lieu 說：「目前我們

所經歷的時代正在改變他們的溝

通習慣，數字化讓我們能從指尖

上獲得更多的信息。我們的禮

賓服務應用程式加強了 Qualico 
Communities 與住客直接聯繫

的能力，為我們的合作夥伴提供

獨家優惠，並提供各種社群獎

勵。」

Lieu 指出，為增強居民的

社區連接性，例如獲得即時社區

信息，並提供個性化的按需服

務。該 App 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是社區禮賓服務，類似於到我們

網站上的聊天功能，居民可以直

接與我們的客服聊天，以提高從

日常所需到緊急問題處理的效

率。

該禮賓應用程序將提供給

目前 Qualico 的新業主和現有

業 主。 社 區 包 括 Ambleton、
C r e s t m o n t 、 D a w s o n ' s 

L a n d i n g 、 E v a n s t o n 、

Harmony、Ravenswood 和

Redstone。 該 應 用 程 序 將 在

稍 後 時 間 引 進 Painted Sky
（Langdon）、Vermilion Hill、
West Airdrie和Elbow等社區。

卡城2021租務市場預測

亞省人對投資房地產信心高

購房
律師費
全免

搬家資訊
綜合服務

精心打造
室內設計
方案可選

今天就上網查詢購房
福利以及更多相關信息吧！

一起來了解

的便捷

購房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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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資委表示，今年國資

委在重組整合上將從四方面發

力，推動國有資本向關係國家安

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

領域集中，加大對國防軍工、

能源資源糧食供應、骨幹網絡

（Backbone Network）、新型基

礎設施等領域的投入。

國資委秘書長彭華崗在記者

會上表示，正在編製中央企業第

十四個五年規劃（十四五），來

確定中央企業未來增長的指標，

發揮央企帶頭作用，加強科技創

新及國企改革。

補齊產業鏈供應鏈短板，解

決部分央企之間的產品相似、資

源分散、重複建設等問題。國資

委主任郝鵬還提到「十四五」構

建新發展格局，最關鍵的是「高

水平的自立自強」。

對此，集中中央企業的優勢

資源，集中中央企業的優勢力

量，把中央企業打造成為國家戰

略科技力量。

同時，受國資委表態加大對

軍工領域投入的消息影響，2 月

24 日中國股市國防軍工類股強

力拉升。

2021 年是北京當局所謂的

「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去年

召開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對關

鍵的「中國製造 2025」計畫隻

字未提，諱莫如深。

「中國製造 2025」計畫是

2015 年 5 月 8 日由中國國務院

公布，5 月 19 日正式印發。

該計畫通過三步實現製造

強國的戰略目標：第一步，到

2025 年邁入製造強國行列；第

二步，到 2035 年中國製造業整

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水

平；第三步，到 2049 年時，綜

合實力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

從官方文件可以看出，「中

國製造 2025」計畫的第一步和

第二步規劃和「十四五規劃」及

「2035 年遠景目標」高度吻合。

因此，北京當局仍在繼續實施

「中國製造 2025」計畫。

海外的研究機構指出，「中

國製造 2025」計畫的一個重要

的特點是：做不出來就買，買不

到就偷。其軍民融合、兩用技

術，是「中國製造 2025」計畫的

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北京當局通過政府補助

與政策保護等方式，來補貼製造

業的廠商，以各種方式控制產業

鏈的技術，美國政府認為這不符

合市場經濟的規則。

2018 年 4 月，美國總統川

普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

一些名單上的產品與「中國製造

2025」計畫有關。

同年 5 月 29 日，川普再次

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 500 億美

元商品徵收 25% 的關稅，而其

公告則直接指明針對「中國製造

2025」相關的技術。

歐盟中國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曾發布報告指出，

「中國製造 2025」計畫會將國外

競爭者擠出中國市場，這項計畫

的機制很簡單：國有投資基金和

發展銀行，將提供大量低息貸

款；協助收購國外競爭者；提供

大量的研究補貼，目的都是讓受

政府扶持的企業占領國內和國際

市場。

華為在海外的擴張就是一個

典型的例子。

業內人士透露，華為用負合

同，就是不收或少收客戶的錢，

也要把市場先占領，而這背後就

是有北京政府在提供各種便利，

支持華為去搶占市場。

美國印太司令部主辦的《亞

太防務論壇》雜誌，在 2020 年

3 月 23 日發布文章指出，北京

當局在公開場合低調處理「中

國製造 2025」，避免在官方演

講、出版物和宣傳中提及該計

畫。但是，北京政府將繼續執行

（即便不是加速）這項五年計畫。

「中國製造 2025」體現了北

京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

價，採用綜合性、全政府方法，

讓中國變成一個全球科技大國。

文章解析北京當局在這一過

程中使用的工具包括：知識產權

盜竊、國家支持的商業間諜、以

強制性技術轉讓換取市場准入、

對國家領先企業的補貼、保護主

義和進口替代政策、收購和外國

人才招聘方案。

北京還利用發達經濟體開放

的教育制度培養科技產業人才。

而其在於實現兩大核心目標：維

護北京政府在國內外的合法性、

加強軍隊的軍事能力。

中國製造2025升級版推出？

【看中國訊】「惡俗維基」

創辦人肖彥銳 23 日再向外媒披

露，習近平本人及女兒習明澤、

姐夫鄧家貴個人信息洩露的渠道

來自官方建立的大數據系統。據

瞭解，出售習家信息的公安已受

內部處理。另外，肖彥銳在大陸

的親人遭當局威脅要其交出肖彥

銳在海外的下落，疑為跨境抓捕

鋪路。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暫居日

本的「惡俗維基」、「支納維基」

創辦人肖彥銳透露，習近平女兒

習明澤的個資外洩，並非如坊間

所傳是通過黑客手段獲得，而是

從中共當局包括公安、交警、邊

檢等多個公民信息管控系統中，

付錢購買出來。

據肖彥銳描述，早於 2018
年 9 月網路就曝光了習近平本

人的個人身份信息，但當時並未

引起輿論過多關注。其後透過習

近平的個資順籐摸瓜，一步步得

到其家庭成員包括習明澤的身份

信息。他說，習明澤出入境的護

照資料是付高價獲得，然後購買

者將這些資料傳至網際網路。

「基本上都是公安系統自己

售賣這些信息，才得以在民間流

傳，」肖彥銳說，「中國戶籍系

統分為好幾個，習近平被曝出的

那張戶籍照片、身份證號就是來

自公安的戶籍系統」，習近平個

資支付了 6000 元人民幣，再通

過他的家族信息，找到他女兒的

身份證號，把他女兒的身份證號

輸入到浙江省的教育系統，並查

到她最初的本人照片。後來是有

人花了大錢購買她出入境系統的

信息，後上傳到「支納維基」和

「紅岸基金會」。

肖彥銳表示，公民信息管理

部門販賣公民個人信息已是一條

黑色產業鏈。他進一步透露，從

交警手中的「警務通」獲得一條

公民信息約需要 15 元；而透過

公安局「模糊列表」查詢方式獲

得一條個人信息或全家信息，需

60 元到 150 元。

就「惡俗維基案」，當局的

控罪理由是「侵犯公民個人信

息」，肖彥銳認為，這是將一個

政治案件以技術化處理。據他瞭

解，真正出售習近平及其家人信

息的公安已受到內部處理。肖彥

銳又指一審判決書中的「證人鄧

某貴」應是習近平姐夫鄧家貴，

但其口供有虛假陳述，因為鄧家

貴的個人信息從未出現在惡俗維

基網站上。

「我們網站只是知道出這些

信息的流程，但實際上做這些的

不是我們，任何註冊網站的人員

都可能會上傳。」肖彥銳強調，

「不是說我們侵入它的系統獲得

了個人信息、或者是我們洩漏了

別人的信息。中國的信息洩露是

尤其的嚴重，但是這次案件中提

到公民個人信息洩露這個事情，

我不敢苟同，售賣這些信息的警

察，這跟我們『洩露公民信息』

是完全不同的。這個案件本來就

不合理，它們卻硬要合理化。」

目前針對「惡俗維基」案件

廣東省公安廳、茂名地方公檢法

疑在輿論壓力下坐立難安，數天

前派人前往肖彥銳重慶老家向其

家人施壓，以及打探他的下落。

針對此案，中國維權律師王

宇表示，官方的控罪非常荒唐。

因為中共官方利用高科技管控所

有公民的信息，在這個系統中，

沒有一個人安全，但當問題觸及

習家，當局就用一個政治案的方

式交差。

王宇認為「惡俗維基」案件

在國際上公開後，不管對中共政

府，還是對中國法治，都是一種

恥辱。

2019 年 5 月， 境 外 網 站

「紅岸基金會」和「支納（那）

維基」先後曝光習近平女兒習明

澤、姐夫鄧家貴的個人信息，隨

後引發網路社交平臺熱傳。

參與辦案的茂南網警其後將

中國境內的「惡俗維基」24 名

成員抓捕及判刑，其中年僅 20
歲的網站運維員牛騰宇被指控為

「主犯」，被重判 14 年及處罰

金 13 萬元。

【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

就在世界質疑武漢病毒實驗室是

SARS-CoV-2 病毒源頭之際，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向

《每日電訊新聞基金》證實，武

漢病毒實驗室有資格在 2024 年

前獲得美國納稅人的資助。

NIH 數據顯示，武漢病毒

研究所（WIV）被授權在 2024
年 1 月之前獲得美國納稅人用

於動物研究項目的資金。WIV
在 2014 年至 2019 年，通過非

營利組織生態健康聯盟獲得 60
萬美元的美國納稅人資金，用於

研究蝙蝠型冠狀病毒。

生態健康聯盟主席達茲扎克

（Peter Daszak）作為唯一的美

國人，參與了今年世衛專家組赴

武漢的病毒溯源調查。他表示，

白宮應該無條件地接受世衛的結

論，即病毒不可能從武漢病毒研

究所無意泄漏出來。不過，對於

病毒起源的兩種猜測之一：即是

武漢實驗室意外洩漏。該實驗室

研究人員在疫情爆發前正在研究

蝙蝠類冠狀病毒，並且，該項目

還獲得了美國納稅人的支持。

美國情報機構披露，在

2019 年 12 月的首例已知病例

前，武漢病毒研究所就有研究人

員感染並出現了類似武漢肺炎的

症狀。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生態健康聯盟在中共研究蝙蝠型

冠狀病毒的工作，是由美國國家

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於 2014 年

提供 370 萬美元資助的。

由於生態健康聯盟與武漢病

毒研究所的關係受到指責，NIH
於 4 月終止了撥款。NIH 在一

封信中說，該非營利組織在中國

的工作與「計畫目標和機構優先

事項」不符。

NIH 在 7 月告訴生態健康

聯盟，如果滿足某些條件，可恢

復撥款。條件之一是安排獨立團

隊調查武漢病毒研究所，以確

定其是否在 2019 年 12 月首次

確診感染病例前已擁有 SARS-
COV-2 病毒。達茲扎克對此回

應說：「我沒有接受過私人偵探

的培訓。這樣做並不是我的工

作。」

NIH 的一位發言人告訴《每

日電訊新聞基金》，武漢病毒研

究所的外國保證已於 2019 年 1
月 9 日獲批，這使其能夠繼續接

受美國納稅人的資金從事動物研

究。該保證於 2024 年 1 月 31
日到期。發言人未確認武漢病毒

研究所是否正在接受直接或間接

的納稅人資金，用於涉及動物

的研究活動。據 USASpending.

Gov，生態健康聯盟對武漢病毒

研究所的最後一次轉贈撥款是在

2019 年 5 月。

生態健康聯盟從 NIH 又獲

得新的 750 萬美元款項，用於

幫助建立新發傳染病研究中心。

達茲扎克對美國國家公共電臺表

示，新撥款將不會用於在中國大

陸的任何研究。

無 黨 派 監 督 組 織 White 
Coat Waste 項目總裁 Anthony 
Bellotti 告訴《每日電訊新聞基

金》，由於生態健康聯盟資助了

「不計後果的（病毒）功能增強

動物實驗，這可能導致疫情的

大流行」，對它的撥款應立即停

止，並敦促白宮和國會對其在武

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的危險實驗進

行獨立調查。

《每日電訊新聞基金》1 月

21 日報導，達茲扎克在武漢疫

情爆發數週前的採訪，曾描述操

縱蝙蝠的冠狀病毒是非常容易

的。 「可以在實驗室中輕鬆地操

作它們。」「S 蛋白驅動著冠狀

病毒的發生，有人畜共患病風

險。因此，我們可以獲得序列，

也可以構建蛋白質，我們與（北

卡羅萊納大學的）Ralph Baric
合作，插入另一種病毒的骨架，

並在實驗室中進行一些操作。」

【看中國記者程雯綜合報

導】美國保守派媒體布萊巴特新

聞網（Breibart News）主編亞

歷克斯．馬洛（Alex Marlow）

即將出版一本新書《突發新聞》

（Breaking the News）。據悉，

馬洛將在這本書裡用第一手資料

揭露美國的媒體巨頭們令人震驚

的腐敗和深不可測的欺騙，包括

他們的反川普信息和他們與中共

的聯繫。

美國出版業巨頭「門檻版」

（Threshold Editions） 近 日 宣

布，他們將在今年 5 月為亞歷

克斯．馬洛出版他的第一本書

《突發新聞：曝光建制派媒體的

隱藏交易和秘密腐敗》。

「門 檻 版」 是 美 國 著 名

出 版 社「西 蒙 與 舒 斯 特」

（Simon&Schuster）專門負責

出版保守派的、非小說類出版物

的分部。亞歷克斯．馬洛是布萊

巴特新聞網創始人安德魯．布雷

巴特（Andrew Breitbart）的幹

將和這家新興的保守派媒體的年

輕資深主編。

馬洛告訴布萊巴特新聞網

說：「我一直致力於研究美國的

大媒體集團，並且一直把這些資

料秘密保存著。我發現，甚至是

令我震驚的，我的整個職業生

涯都在追蹤這些玩家和這些問

題。」

細節決定成敗（又說「魔

鬼在細節中」），《突發新聞》這

本書有作者進行深入研究和博

覽的超過 1000 條尾註。暢銷

書作者、布賴特巴特新聞網高

級撰稿人和「政府責任研究所」

（G.A.I.）的創始人兼總裁彼得．

史威哲（Peter Schweizer）評

論說：「每個人都想批評媒體，

但是沒有多少人有貨。亞歷克

斯．馬洛一個接一個的拿出了事

實來。」

馬洛說：「這本書的內容描

寫並沒有以媒體偏見開始。媒

體巨頭們已經把『假新聞』武

器化，為左派、全球化主義者

和跨國公司們的利益為重，他

們控制了我們生活的大部分。」

「從裙帶關係到與中國（中共）

的關係，到無休止的謊言與半

真相交織的網，這本書闡明了

一個現實就是，我們的媒體已

經變成了甚麼樣子，這是令人

髮指的。」

另外，這本書也是關於美

國 2020 大選的背後真相，書中

也表示，媒體本身其實也被武器

化，用於反對川普總統和他的支

持者們。

《突發新聞》揭美媒腐敗

2月24日，中國國務院國

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簡稱「國資委」）公布的

央企信息，令人質疑是北

京當局推出了「中國製造

2025」計畫的升級版。

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北京當局疑似推出了「中國製造 2025」計畫的升級版。（Adobe Stock）

網上流傳的習明澤照片。

習家信息由公安售出 參與者已被秘密處理

武漢實驗室獲美納稅人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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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

2020年7月，發達經濟

體債務升至二戰以來最高

水平；9月，全球債務達到

272萬億美元；最終，2020
年全球債務達到創記錄的

281萬億美元。疫情之下，各

國政府的日子越發艱難。

而高筑的債務正如同「緊

箍咒」，令各國政府愈加頭

疼。苦日子要來了嗎？

國際金融協會 (IIF) 日前發

布的最新監測結果顯示，疫情使

全球債務壓力再次加重。受疫

情影響，去年，全球債務增加

了 24 萬億美元，達到創記錄的

281 萬億美元。而根據美國商務

部網站，美國 GDP 在 2019 年

達到 21.43 萬億美元，也就是

說，債務增加規模超過了全球最

大經濟體美國一年的GDP總量。

同時，全球債務與 GDP 之

比超過 355%。其中，政府是

最主要的「負債者」，佔增加

債務的比重超過一半。IIF 數據

顯示，在政府債務高筑的情況

下，政府債務佔 GDP 的比重

已從 2019 年的 88% 上升到了

105%。發達經濟體債務明顯高

於新興市場經濟體。僅從其在去

年第四季度的負債情況看，發達

全球債務達到創記錄的281萬億美元。（Adobe Stock）

經濟體的負債就已遠遠領先於新

興市場經濟體。究其原因，發達

經濟體去年相繼出臺的大規模救

市舉措是主要「導火索」。IIF
今年年初特別提到，美國、歐盟

等出臺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助

推了全球債務的增長。從地域上

看，歐洲債務的上升尤其明顯，

法國、西班牙和希臘的非金融部

門債務與 GDP 的比率上升了約

50 個百分點。

刺激還在持續

市場對於核心通脹上漲的預

期主要還是來自基本面預期邏

輯，從疫情角度來看，當前歐美

主要經濟體疫情回落，疫苗接種

持續推進，全球需求修復預期有

財經簡訊

所提升。從美國通脹的歷史來

看，當前美國通脹上行可能難以

比擬歷史週期上的大通脹時期，

但由於全球已較長時間未經歷通

脹衝擊，考慮到當前新興市場國

家股市普遍面臨高估值的問題，

因此全球通脹和美債收益率上行

對新興市場國家股市可能帶來的

衝擊仍需警惕。

後果有多嚴重？

各種經濟刺激計畫對暫時緩

解經濟壓力發揮了一定作用，但

也帶來了金融和預算失衡等挑

戰。IIF 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將

揹負創記錄的巨額債務，這將給

復甦前景帶來不小壓力。在全球

逐漸開展疫苗接種之際，IIF 認

疫情之下 全球債務高築
為，今年全球債務增長勢頭或許

會相對溫和。但由於各國疫苗接

種進展不同，IIF 預計接種疫苗

較遲的一方還將面臨較大債務 
負擔。

世界主要經濟體為抗擊疫情

導致的經濟衰退投入了大量資

金，現在他們正面臨著一個可能

更為複雜的政策選擇：何時以及

如何關閉水龍頭。素以正統經濟

思想的守護者著稱的 IMF 近來

提升了財政刺激的預期效果，並

且公開表示，現在停止援助還為

時過早。

誠然，各國政府應該抗擊疫

情、拯救經濟，但無休止的借貸

需求和創記錄的債務水平目前正

走在一條不可持續的道路上，最

終將變得越來越難解決。經濟學

家赫伯特．斯坦曾經說過：「如

果一件事不能永遠持續下去，它

就會停止。」換而言之，儘管政

府不會退休也不會死亡，但過高

的債務水平是不可持續的，因為

金融市場可能會突然失去耐心而

發生劇烈調整，而且過多的債務

負擔也會削弱投資和長期增長的

動力。

面對負債纍纍的經濟困局，

長期處於宏觀經濟學邊緣地位的

現代貨幣理論（MMT）開始粉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據《新京報》報導，2 月 21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推

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

的意見》發布，這份中央一號文

件提出，擺脫貧困的縣設立 5 年

過渡期，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

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原扶

貧辦搖身變為國家鄉村振興局。

從文件中看，北京對貧困縣

基本延續之前的所有措施，僅

將「扶貧」換個說法，變成「振

興」。所謂脫貧攻堅戰，更像

是為了宣布在某個規定時段完成

既定任務。

北京當局的「精準扶貧」是

2013 年由自習近平提出的，全

國共定性了 22 個省的 832 個縣

為貧困。據媒體報導，到 2018
年底，6 年共有 280 個左右脫貧

摘帽。而剩下的數百個貧困縣，

在短短的 11 個月中，開掛般的

摘帽了。

2019 年 12 月 23 日，西藏

宣布貧困縣「清零」。 2020 年

2 月 22 日，重慶的貧困縣「清

零」；2 月 26 日，黑龍江「清

零」；2 月 27 和 28 日，陝西、

河南「清零」；2 月 29 日，海南

和河北同一天「清零」。

3 月 2 日，湖南宣布所有貧

困縣退出貧困序列；3 月 5 日、

6 日，內蒙古和山西「清零」；

4 月 11 日，吉林「清零」； 4 月

21 日、26 日、29 日， 青 海、

江西、安徽宣布所有貧困縣退出

貧困序列。

9 月 14 日， 湖 北 的 貧 困

縣「清零」；11 月 14 日，新疆

和雲南同一天「清零」；11 月

16 日、17 日，寧夏、四川「清

零」；11 月 20 日、21 日， 廣

西、 甘 肅「清 零」；11 月 23
日，貴州宣布最後 9 個深度貧

困縣退出貧困縣序列。隨後，北

京當局高調宣布，全國 832 個

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創造了人

類減貧史上的「奇蹟」。

2 月 20 日，中央成立「國

家鄉村振興局」，統籌全國推進

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工作。國家

鄉村振興局是由國務院扶貧辦整

建制改革而來，基本保持了原班

人馬。這就意味著，藥還是那些

藥，鍋還是那口鍋，只是給鍋換

了個名字而已。

吉利和沃爾沃宣布合併

吉利控股集團 2 月 24 日發

布消息，在保持現有獨立公司架

構基礎上，和沃爾沃宣布合併。

根據合作共識內容，吉利汽

車與沃爾沃汽車將圍繞汽車新四

化前瞻技術，在動力總成、三電

技術、高度自動駕駛等業務領域

進行合併及協作，持續推動科技

創新。雙方以股權合併形式將動

力總成業務合併成立新公司，重

點開發新一代雙電機混合動力系

【看中國訊】中國社交媒體

平台微博正在準備今年下半年進

行香港第二上市，而中國旅遊平

台攜程網則已向港交所秘密提交

第二上市申請。中美關係趨向緊

張後，去年已有 9 家在美上市

的中國大型企業回流。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微博已聘請高盛、瑞士信貸和中

信里昂證券安排其赴港交所上

市。微博考慮在香港出售經擴大

股本中的約 5%，以擴大投資者

基礎。

微博已在美國納斯達克上

市，市值 132 億美元。路透旗

下 IFR 也引述知情人士表示，

攜程已秘密向港交所提交第二

上市的申請，計畫最早在 4 月

赴港第二上市，集資 10 億美元

至 20 億美元。目前在美國納斯

達克上市的攜程，據報已委聘中

金、高盛及摩根大通三家投行，

為其上市保薦團隊。

中美關係趨於緊張後，美股

對市場加強監管，加上美元貶

值，中資公司估值下降，使許多

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轉向香港

第二上市。香港 01 在近日的報

導表示，快手、百度、中通快

遞、攜程、嗶哩嗶哩（簡稱「B
站」）等已在美國掛牌的中國新

興經濟企業皆準備赴港二次上

市。香港是中國僅有的境外市

場，2018 年港交所推動上市法

規改革，更促進中國公司赴港上

市的腳步。

過去一年，在中概股回歸潮

及新經濟股推動下，香港首次公

開募股（IPO）融資額創 10 年

新高，占全球約 45%。市場預

計，未來 3 年之內，可能還會

有 40 檔中概股龍頭赴港上市。

微博準備赴香港二次上市

墨登場。現代貨幣理論開出的藥

方就是繼續擴大財政赤字，將利

率保持在較低水平，並且通過發

行儘可能多的貨幣來將債務貨幣

化，以確保政府獲得融資。現代

貨幣理論的擁護者堅稱，主權貨

幣制度之下的主權政府不存在預

算約束問題，健全財政只代表著

一種特定的政治哲學而不是一種

經濟理論，政府的赤字開支都是

合理的，有利於普及免費教育和

醫療保健，即使不願工作的人也

能獲得有保障的收入。而實現這

些政策目標不再需要提高稅收，

只要通過發行更多債券來融資，

畢竟，政府永遠不會缺錢用，因

為央行就是「印鈔機」。

當下，沒有哪個中央銀行願

意承認自己「彈盡糧絕」。但遺

憾的是，發達經濟體的中央銀行

已經非常接近這一處境。幾乎所

有人都認為中央銀行不再有太多

的刺激能力。一些債臺高筑、難

以為繼的國家別無選擇地走上了

赤字貨幣化的道路。

雖然各國政府出臺的「救

市」舉措致使全球債務驟增，但

分析人士認為，在全球經濟尚未

企穩的情況下，也不能貿然「撤

走」政策。政治和社會壓力可能

會限制政府削減赤字和債務的努

力，危及它們未來應對危機的能

力。IIF 還指出，對政府支持的

持續依賴也可能導致系統性風

險，因為它會鼓勵最弱、負債最

多的企業承擔更多的債務。

統和高效內燃發動機。除了繼續

向雙方供貨外，還向第三方汽車

公司提供產品和服務。該公司計

畫在年底之前投入運營。

茅台股價連續5日下跌
市值縮水超5100億元

24 日，貴州茅台股價大跌

5.11%，報 2189 元 / 股。自黃

曆辛醜年 A 股開市以來，5 個

交易日內，茅台股價從最高時

的 2627.88 元 / 股跌至 2200 元

/ 股下方，跌幅近 16%，市值

縮水超過 5100 億元。東方財

富白酒板塊整體下跌 2.81%。

當日 A 股三大指數全部收跌，

截至收盤，滬指跌 1.99%，報

收 3564 點；深成指跌 2.44%，

報 收 14870 點； 創 業 板 指 跌

3.37%，報收 3007 點。

《界面新聞》2 月 24 日報

導，業內人士歐陽千里表示，目

前來看，白酒行業下跌並非基本

面問題，主要是投資者離場所

致。 2020 年，資金無處可去，

抱團將白酒推向新高，如今有部

分資金套現離場。

據媒體報導，全球持有茅台

最多的基金「美洲基金歐洲亞太

成長」減持了茅台，隨後，全球

最大的中國股票基金「瑞銀中國

機遇」減持了茅台。

設立5年過渡期 暴露假脫貧

（Adobe Stock）

https://mru.ca/leap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8 看官場 China 第147 期     2021年 2月 25日—3月 3日    

 團長「身背200斤柴累暈」習李之爭：中紀委插手國務院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

進入第二任期以來，兩人經濟路

線分歧越來越明顯。近日，有外

媒獲悉中共內部文件顯示，中紀

委插手國務院事務，直接對地

方政府「復工」提要求。分析認

為，習近平不斷減弱李克強的權

力，習李之爭，實際上是習近平

加速集權的又一個體現。

2 月 21 日，《大紀元》獲得

石家莊市紀檢委於 2020 年 5 月

25 日發布的《關於傳達中央紀委

調研組有關意見的函》，文件皆

對各級黨委提要求：「各級黨委

在抓好規模企業的同時，要更多

關注小微企業」，「採取力度更

大、更有針對性的幫扶措施」。

文件又對各地、各級部門提

要求：「各級各部門要加大復工

復產相關政策的宣傳力度」「促

進政策真正落地生效」「各地在

抓好復工復產的同時，特別要抓

好安全生產和產品質量方面的工

作」。

觀察人士認為，這個文件所

涉及的要求本非中紀委管轄內

容，應該是國務院、地方政府的

職責。這是習近平安排中紀委在

插手政府事務了。

中紀委勢力擴張，插手國務

院事務，此前已有跡象。過去幾

年至少有 5 名中紀委副書記，

出任國務院部門的「一把手」。

去年 5 月，李克強在中共

兩會上力推「地攤經濟」，一時

間「地攤、夜市」經濟成為民間

與媒體熱議的話題，大有「全民

練攤」之勢。卻接連遭官媒唱反

調，稱「地攤不能亂擺」。據傳

中宣部還發文要求媒體刪除過去

報導。

習李兩人經濟路線矛盾不只

一樁。李克強在去年兩會閉幕時

指中國仍有 6 億人月收入僅人

民幣 1000 元，這和習近平強調

要完成脫貧攻堅的論調明顯不

合；也讓習近平經常吹噓中國

反貧困鬥爭取得「史無前例的成

就」黯然失色。

同年 7 月 6 日，李克強在

貴州銅仁視察時看見很多閒置廠

房，呼籲多用一些農民工。有媒

體解讀認為李克強又說了大實

話，這又與習近平提出的要實現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相逆。

在 7 月 15 日國務院常務會

議上，李克強強調，中國仍然是

一個發展中國家，做甚麼事情要

盡力而為。這被認為是李克強意

有所指，因為習近平自上臺以來

幾乎每次出訪都不顧中國依然有

數量龐大的貧困人口，向全世界

大撒幣。

8 月 16 日黨媒刊發習近平

的講話，強調「公有制主體地位

不能動搖」。而李克強 17 日主

持國務院會議時則表示，要確保

對小微企業的政策資助。

習李各說各話，再次引發輿

論關注。親北京的香港《明報》

8 月 19 日發表題為〈黨內誰在

反習？〉的評論文章說：「以他

（李克強）現時的影響力，若真

存心振臂一呼，圖反習上位，恐

在黨內和應者寡，最後不是變成

林彪第二，就是變成趙紫陽第

二。」

對於習李鬥一說，有香港黨

媒之稱的《鳳凰網》原記者張真

瑜向《看中國》表示，李克強不

可能跟習近平鬥，但習近平確實

需要有一個人為可能出現的經濟

倒退背鍋，這個人就是李克強。

【看中國訊】在中印開始從

邊境對峙地區撤軍不久，中共官

方高調宣傳所謂的「英雄團長」

祁發寶，稱他為戰士能用熱水洗

腳，背 200 斤柴累暈在地上。

網友調侃說，又是 200 斤，不

知換肩了沒有？還有網友表示，

宣傳太可笑，一派胡言，吹牛沒

打稿，笑死人！

中共軍委主席習近平多次強

調軍隊要達到現代化、信息化，

尤其要智能化，當作明確的軍事

發展目標。但在中印邊境衝突

中，最前沿、最重要的一個團的

後勤保障還停留在讓團長背柴火

而累暈的原始階段。

據中國官媒報導，在中印衝

突中身負重傷的「衛國戍邊英雄

團長」祁發寶，曾經為了戰士們

有熱水洗腳，在 4300 米的高原

背了 200 斤柴，一步一挪地走

了 3 公里山路，累暈在地……

署名「孫不二」的網友發推

文表示：「我有一事不明，請解

惑：這些年我們的各大媒體 ( 央
視一套、13 套、軍事頻道、各

大報刊）不厭其煩的宣傳介紹

我們軍隊的科技、化現代化，為

甚麼目前最前沿、最重要的一個

團的後勤保障，還停留在楊六郎

守邊關的水平？」

官媒還登出祁發寶背柴火的

照片，被網友譏諷：怎麼像雷鋒

似的，「做好事」都要讓攝影師

留影的。

網民還有諸多批評和諷刺評

論：「中共軍隊的後勤保障讓人

質疑，現代化的軍隊還要背柴燒

洗腳水？」；「前幾天又是無人

機往前線哨所送方便火鍋，又是

邊防戰士在陣地上吃福壽全名

菜，難道都是假的？」

因為習近平自述年輕插隊

時，曾扛 200 斤麥子走十里山

路不換肩。網友們聯想說：「有

了背 200 斤麥子不換肩的小學

生，又出了扛 200 斤柴火的軍

官，真是奇異的國家。」「人家

200 斤不換肩，他 200 斤就累

暈倒了，差距也太大了。」；「還

恰到好處的『累暈了』，免得讓

『十里山路不換肩』的一尊偉大

形象受損。」「多一點少一點不

行嗎？偏偏要扛 200 斤，跟誰

較勁呢？ 200 斤那是誰都可以

扛的嗎？」

《華爾街日報》引據知情

人士透露，江志成掌控的私募

股權投資公司博裕資本 (Boyu 
Capital) 的兩名聯合創始人已移

民至新加坡，該公司的業務也已

逐漸從香港總部遷至當地。該公

司是由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孫子

江志成創立的。

知情人士還說，博裕向新

加坡轉移的主要原因是擔心現

年 94 歲的江澤民影響力逐步下

降，博裕的成功得益於江澤民的

支持，目前已經面臨被徹底清算

的結局。

江志成於 2010 年成立博裕

資本，從成立一開始就亮出了江

澤民的頭銜。 10 年來，博裕資

本將江家擁有的政治關係，轉化

為巨額的商業財富。

江澤民家族的這一資產轉移

是從 2019 年底開始的，當時正

逢習近平採取措施遏制退休黨元

老的影響力，並加強中央政府對

香港的控制。這些知情人士表

示，新加坡讓博裕更加遠離北京

當局可能進行的審查或不利行

動。他們說，新加坡辦事處是博

裕在中國以外的第一個辦事處，

為該公司避開黨內政治鬥爭提供

了潛在的避風港，並幫助該公司

將業務從香港大本營實現多元

化，香港的動盪和北京方面鎮壓

異見的措施，已經動搖了香港的

商業信心。

據《華爾街日報》引述黨內

人士的話說，「隨著習近平逐漸

占據主導地位，年邁的江澤民影

響力有所減弱，等江澤民去世

後，可能會進一步改變黨內的權

力結構，使得他的家人和親信更

容易受到清洗。」

已有跡象顯示，習近平正在

對江澤民派系施壓。近期，當局

對馬雲及螞蟻集團的整肅，外界

認為，習近平真正的用意是敲打

馬雲背後的江派勢力，甚至不惜

撕破臉，叫停螞蟻集團上市。

據臺灣中央社報導，博裕的

聯合創始人之一童小幪，最近獲

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權。他於

2019 年 11 月在新加坡成立了

一家叫博裕資本管理（新加坡）

公司，並擔任首席執行官。另一

位創始人兼 CEO 張子欣也已經

移居新加坡。公司公告顯示，張

子欣和童小幪都是擁有香港永久

居留權的中國公民。

知情人士稱，童小幪已會晤

過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討論在新

加坡設立博裕業務的事宜。該局

是新加坡負責吸引外國投資的政

府機構。

一名知情人士說，童小幪

去年底通過新加坡經濟發展局

的「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獲得

永久居留權的。根據該計畫，符

合條件的外國人可通過投資至少

250 萬新加坡元（約合 190 萬美

元）創辦一家新公司，獲得新加

坡永久居留權。根據新加坡經濟

發展局的資料，這類申請的處理

時間約 9 至 12 個月。對此，新

加坡經濟發展局不予置評。

「博裕資本」2010 年成立

於香港，聯合創辦人除了江志

成、童小幪和張子欣外，還有已

逝的張雪征。該報指，「博裕資

本」被稱作「太子黨基金」，曾

收購北京和上海機場免稅店的股

權而備受矚目。

《華爾街日報》之前曾報

導，「博裕資本」也是阿里巴巴

集團旗下螞蟻集團的幕後投資者

之一。報導指，螞蟻的股權結構

複雜，由中國權貴所組成，其中

一些人與對習近平陣營構成潛在

挑戰的政治世家關係密切。

海外時事評論員分析，隨著

江澤民在中共黨內的影響力日益

低下，其家族勢必憂心在江澤民

死後被徹底清算。此時「博裕資

本」向新加坡轉移海外資產就是

習江對決的一個前兆。

江澤民之孫在加速轉移資產？
【看中國記者李林綜合報
導】據美媒《華爾街日報》
2 月 23 日披露，江澤民家
族近年來已加速向海外
轉移資產。江澤民孫子江
志成掌控的博裕資本，自
2019 年起把原在香港的大
量資產向新加坡轉移。據
知情人士透露，江家後人
憂心在江澤民死後，他的
家人以及親信很可能會遭
到當局的清算。

2019 年，習近平與江澤民等人在天安門參觀閱兵式。(Getty Images）

成功診治
來自三十二年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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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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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 2021 年 2 月 23 日

訊】日前，四川內江       市發改委官

員鄭敏在接受電視採訪時，看其

下屬在鏡頭後手舉的紙稿念稿。

卻不料被其他網友拍攝上傳到網

路，引起網友關注。網友嘲諷，

「作秀又被抓包了、別為難鄭主

任。」

據港媒《星島日報》報導，

18 日上午 10 點，四川內江榮昌

現代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範區舉

行 2021 年第一批重大項目集中

開工儀式。

在開工儀式上，四川內江市

發改委主任鄭敏在接受電視採訪

時，看著其三名下屬在鏡頭後舉

著的寫滿內容的紙質提詞稿念

稿。而中間的一名女性則手持麥

克風在攝像機前面對鄭敏，做出

一本正經採訪狀。但卻不料這一

幕被其他網友完整拍攝並上傳至

網路。

事件一度引髮網友熱議。網

友紛紛留言嘲諷道 :「原來採訪

問答是這樣的，離開稿子啥也不

會，敬請闢謠。」「做專訪都這

樣，那誰誰誰在大會上講話，前

面也有題詞器的。」「已經是作

秀了，還不如直接拿稿子念得

了。」「接受個採訪容易嗎？一

幫記者為難四川內江市發改委鄭

主任，字幕裡不弄點拼音，他能

看懂嗎？字那麼小他能看清嗎？

哎！舉字幕的哥們辛苦了，鄭主

任給你們加雞腿兒！」

四川官員採訪作秀被抓包  網友嘲諷：別為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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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報導，在夏寶

龍講話後次日，香港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長曾國�召開記者會公

佈《2021 年公職（參選及任職）

（雜項修訂）條例草案》，訂明

日後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

特區政府須有明確定義，並定下

「正面清單」及「負面清單」評

核公職人員，宣誓範圍亦包括區

議員。

「正面清單」方面，主要是

擁護中國憲法及《基本法》；擁

護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及

國家安全；認同香港為中國不

可分離一部份等。「負面清單」

的範圍卻極為廣泛，涵蓋「九宗

罪」，除了危害國家安全（即違

反 23 條）外，主張自決主權或

看中國記者劉世民綜合報導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2月
22日在全國港澳研究會發表

他去年2月上任以來首次講

話，除了就「愛國者治港」劃

定新紅線，重點指要在「中

央主導」下逼切「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以阻「亂港者」入

局，或港府全力支持，撤銷多

名區議員資格。

北京接管港選舉 四議員將被撤

治權、全民公投、全民制憲等，

都會被視為「港獨主張」而被撤

職。

議案又列明，如曾拒絕宣誓

或因忽略宣誓被取消出任公職，

或違反擁護及效忠的條件，該人

將 5 年內不獲提名參選或當選

資格，變相被剝奪政治權利五

年。同時，只要律政司就違反宣

誓提出了法律程序，有關議員會

即時自動暫停職務，直至法庭裁

決。修例將在 26 日刊憲，3 月

17 日提交立法會審議。

記者會上，曾國衛又表明四

名區議員梁晃維、袁嘉蔚、岑敖

暉及鄭達鴻去年參選立會時被取

消資格，已被認定不擁護及效忠

特區、違反宣誓，一旦條例通

過，他們即失去區議員資格。

另外，夏寶龍 22 日暗示治

港者除了「愛國」，還要愛創立

和領導「一國兩制」的中共。曾

國衛被追問日後參選是否要愛中

共時，聲言參選「紅線」是不能

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

制度。根據此定義，如支聯會等

曾批評過中共的人，日後都或不

符合參選資格。

這次修例也引來法律界質

疑。資深大律師、前立法會議員

梁家傑批評修例字眼缺乏客觀準

繩，十分曖昧、模稜兩可，徹底

破壞香港法治精神和制度；連違

反尚未立法的《基本法》23 條也

可成撤職理由，令人費解。

北京廢「政改五步曲」

2019 年反送中運動爆發

後，香港民主派在 11 月區議會

選舉前所未有地大勝。當時政界

盛傳中聯辦誤判區議會選舉形

勢，以為即使丟失議席都不至於

丟失全港過半區議會，驚動北京

高層。次年 1 月，時任中聯辦

主任王志民以 62 歲之齡突然被

國務院宣布撤換，由駱惠寧接

任。夏寶龍則於 2 月接掌港澳

辦，身兼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任

副組長。

全國港澳研究副會長劉兆佳

22 日會後向港媒解畫，稱今次

夏寶龍的表態，反映中央已下定

決心主導決定香港日後選舉制度

改革，目標是令香港所有政權機

構都被「愛國者」主導。他相信

3 月的北京兩會期間，就愛國者

治港的相關指引就會出台。估計

下次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選委

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都會實施

新的選舉辦法。

美議員重提護台法案
【看中國訊】18日美國

共和黨眾議員瑞森紹爾和

同黨參議員史考特共同宣

布，將在眾、參兩院重新提出

「防止台灣遭侵略法案」，確

保台灣不被北京侵略，與授

權美國總統於必要時有限度

地動用武力來防衛台灣。

《自由時報》報導，前政

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之主

任、該校名譽教授丁樹範受訪

時表示，預期「防止台灣遭侵略

法案」在美國將是以懸殊票數來

通過，而拜登本人也會簽署，

從川普政府至拜登政府之對台

政策，於大原則下不會改變，

不過具體做法將會有所調整，

還得觀察。

中正大學之戰略與國際

事務所之教授宋學文於受訪

時表示，此法案是反映北京

崛起後，挑戰美國於二戰後

在亞太所建立之穩定和平秩

序，預料該法案在國會雖然

不會全票都通過，但是會以

懸殊票數來過關。

宋學文卻提到，雖然該法

案很大機會會過關，但是在對

北京政策上並不會採取冒進之

做法，畢竟目前拜登仍以內政

為主，在處理北京問題是會是

通過多邊主義，來結合「準備好

了」之同一陣線盟邦，共同圍堵

北京崛起。拜登 40 年之政治生

涯體認了「窮寇莫追」，可在美

中結構性之矛盾越來越強之情

況下，也不可能拜登有所讓步。

丁樹範對此提到，北京過

去 1、2 年無論處理武漢肺炎疫

香港政改原有「五步曲」，

其中一步要由立法會全體議員

三分二通過。但劉兆佳以立

法會民主派議員被撤職和總辭

後沒有足夠人數為由，詭辯稱

根本不夠人通過政改方案，中

央也可能認為香港難以營造共

識，加上時間緊迫，很有可

能會由「五步曲」變成「一步

曲」，即中央通過人大常委會

制訂香港選舉辦法修改方案，

「而且相當具體」，再由特區政

府執行。他又說，目前依靠選

舉主任審查參選人資格也未必

合適，相信中央可能引入更權

威、高層次的機制審核參選人。

根據《基本法》及全國人大

常委會 2004 年第二次釋法的

《解釋》，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

會的產生辦法要走過「政改五步

曲」：（一）先由行政長官向人

大常委會提交報告；（二）再由

人大常委會決定修改選舉辦法；

（三）由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

方案，並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

之二多數通過；（四）行政長官

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五）

最後由行政長官將法案報人大常

委會，予以通過或備案。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Getty）

情、或者是侵略性之「戰狼」外

交都引發許多國家之顧慮，這

些都使台灣擁有相對有利之外

交環境，可以更加強調民主自

由開放，吸引西方國家之注意。

宋學文也指出，首先台灣

得持續發展出不對稱之國防戰

力，其次是要善用在防疫上所

展現之公衛與醫療能力，並通

過半導體產業之能力發展「矽

盾」，拓展外交之空間。台灣現

階段可以做的，是強調台灣之

民主價值，不只是人民守法和

法治，而是去強調台灣位在第

一島鏈之核心位置，更是守住

民主之第一線，強調「唇亡齒

寒」關係。

卡爾加里僅此一家
接受各類保險公司
額外保險

403 636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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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氏   代秘方治療5
痔瘡、肛裂、肛瘻、肛門濕疹、

肛周膿腫及疑難雜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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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樓Chinook Park Plaza
212 – 5809 MacLeod Trail SW

(Chinook Centre 北側 )
掃碼諮詢

info@canatcm.com

疑為限制出境 港機場引入人臉識別
【看中國訊】港府正修

例賦權入境處處長可獲取

飛機乘客資料、更可指示飛

機不可運載某人，令各界憂

慮港人將被「限制出境」。

同一時間，香港機場悄然安

裝了「人臉辨識」登機閘口，並

已修改私隱條款，將識別乘客身

份的資料送到身分不明的「第三

方」。港府拒絕披露有關第三方

供應商的身份。

據自由亞洲電台 2 月 23 日

報導，香港機場在 1 月 5 日新增

自助登機閘口，閘口以「人臉辨

識」技術驗證乘客身份。首批閘

口設於一號客運大樓 10 號至 36
號登機閘口，其它登機閘口也會

分階段裝設。自助登機閘口為機

場 90 億元翻新工程之一。

該台更發現，香港機場管

理局在增設人臉辨識閘口前一天

（1 月 4 日），修改了相關的私隱

條款。新版條款寫明：獲機管局

委聘的「第三方服務供應商」，

可獲機管局提供個人資料。

而透過「網際網路檔案館」

找到的 2019 年 6 月 28 日舊版

本私隱聲明，列明除非得到乘客

先前同意，機場不會向第三方提

供個人資料，而且只會向第三方

提供匿名資料，第三方無法辨識

乘客身份。這些保障乘客私隱的

條文，在新版中已全被刪去。

另外，舊版條文標明，使用

個人資料目的，只包括核實乘客

進入機場禁區權利及作統計及分

析用途。新版本就新增用途，包

括「保障航空及機場保安」，但

未詳解「保安」的意思。

可獲得乘客人面辨識資料的

「第三方」到底是誰？機管局拒

絕向自由亞洲記者披露新閘口供

應商的身份。

同時，香港政府 2 月向立

法會提交的《2020 年入境（修

訂）條例草案》中，擴大了保安

局局長的權力，可指示入境處

處長獲取運輸工具、即飛機乘

客及機組人員的資料，更可禁

止飛機運載有關人士。香港大

律師公會隨後提交意見書，指

有關修例將授權處長禁止任何

人離開香港，卻沒有提出任何

正當理由及防止濫權的保障措

施，形容如同授權保安局局長

「明顯不受限制的權力」。

台灣任命 
新國防部長

【看中國訊】2 月 18 日中華

民國任命新國防部長邱國正，接

替回任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會議首

席諮詢委員的嚴德發。嚴德發

任內完成空軍勇鷹高教機首飛

及 F-16V 構改升級，海軍潛艦的

開工建造及布雷艇交艇、塔江艦

下水等，並推動情監偵、指管，

以及武器系統的現代化。新任部

長邱國正畢業於陸軍官校，曾任

後備司令部司令、國防大學的校

長、軍備副部長、陸軍司令、參

謀總長、國安局局長等重要職務。

共和黨眾議員瑞森紹 （Getty）

台灣發現潛在解藥
【看中國訊】中華民國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 ( 陽明交大 ) 之
生技團隊通過 AI 之大數據，

找到 4 款可以抑制武漢肺炎病

毒（COVID-19）活性之潛力

解藥，包括抗 C 型肝炎病毒

藥 物 巴 色 匹 韋（Boceprevir）
外，該生技團隊也公布另一款

抗 C 型肝炎病毒藥物特拉匹

韋（Telaprevir），抗愛滋藥物

奈非那韋（Nelfinavir），以及

尚不能公布名稱之抗發炎舊藥

（JMY206）。該院院長楊進木表

示，JMY206 毒性低、效果好，

以竟在動物試驗上取得驚人成

就，將在近期發表研究報告。楊

坦言，該藥目前最大困難在於未

能進行人體試驗，將繼續尋求機

會，將藥物儘快推出市面。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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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為避免居民

赴中國做器官移植手術，美國

弗吉尼亞州威廉王子縣委員會

（Prince William County Board 
of Supervisors），日前通過一

項決議案。該決議案警示，在中

國進行器官移植，會無意間成為

中共強摘良心犯器官行徑的共

謀。

決議案表示，據可信的報告

顯示，為獲取器官做移植手術謀

利，中國有許多良心犯被殺，主

要是法輪功人士。決議案說，英

國倫敦的中國法庭（The China 
Tribunal）是一個獨立法庭，由

大爵士、國際刑事法庭審判前南

斯拉夫問題的檢察官 Geoffrey 
Nice QC 主持。該法庭經過長

期聽證，於 2019 年 6 月 18 日

做出判決，認定在中國，殺戮囚

犯，用於器官移植手術的行徑正

在繼續，受害者包括被監禁的法

輪功人士。

決議案指出，法輪功是以

「真、善、忍」價值為核心，融

合了「氣功」冥想練習的修煉功

法，20 世紀 90 年代在中國廣受

歡迎。 1999 年 7 月，中國共產

黨發起了對法輪功的嚴重迫害，

成千上萬的法輪功人士被非法拘

留在勞教所、拘留所和監獄中，

遭受酷刑和精神折磨。決議案表

示，媒體對中共強摘良心犯器官

一事鮮有報導。為幫助制止居住

在當地的公民無意間成為中共認

可的強摘良心犯器官行徑的共

謀，威廉王子縣委員會通過了這

項決議，告知本地居民及醫療界

有關前往中國做器官移植手術的

風險。

發起該決議的威廉王子縣委

員會委員耶斯利 ‧ 維加（Yesli 
Vega）說，中共對法輪功人士

強摘器官，「這是完全不能接受

的！」她非常感謝法輪功人士讓

人們瞭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

她表示，這樣，人們能夠盡力阻

止強摘器官的發生。

威廉王子縣居民、法輪功

人士吉姆 · 吉拉戈西亞（Jim 
Giragosian）博士說，中共侵犯

人權，卻未被責罰，是因為他們

滲透了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例

如，通過政治決策者、政府機

構、姊妹城市項目、美國高等學

校、孔子學院等進行滲透。

吉拉戈西亞指出，中共不斷

告訴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們，如果

在中國做器官移植手術，他們不

必等待數月或數年，但中共卻不

讓人知道這些器官的來源。

威廉王子縣居民芭芭拉 ‧

道奇（Barbara Dodge）說，生

命神聖不可侵犯。中共強行摘取

器官，實屬邪惡至極。

2020 年 12 月底，中國全

國人大表決通過《刑法修正案

（十一）》， 新設一個罪名叫做

「侮辱誹謗英雄烈士罪」。該修

正案第 35 條規定：「在刑法第

299 條後增加一條：侮辱、誹謗

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

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

益，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製或者剝奪政

治權利。」上述法律將於 2021
年 3 月 1 日生效。

面對近年愈來愈越多的「詆

毀英雄烈士」案，當局多以「尋

釁滋事罪」起訴，但北京律師劉

曉原 23 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

訪時指出，詆毀或侮辱他人名

譽，一般屬於自訴（民事）案

件，而非公訴案件，公權力不應

介入。

嚴控網民提出質疑

中 2 月 19 日，中共官媒首

次報導了去年中印兩國在邊界爆

發衝突後導致 4 人死亡 1 人受傷

的消息，當時《經濟觀察報》前

駐上海記者、擁有 254 萬粉絲

的微博主「辣筆小球」發文質疑

中共軍方在中印衝突中有更多士

兵傷亡，結果便於 20 日遭到當

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

留。據指，他將面臨判刑 3 年的

處境。隨後，包括北京、四川、

廣東、南京、福建等地的警方接

連逮捕 6 人，官方指控他們涉嫌

在網絡「侮辱詆毀英烈」，因此

面臨起訴。

一名旅居國外的重慶男子王

靖渝具有美國永久居民身分，現

居歐洲，2017 年起開始在網絡

社群平台聲援香港與海外民運

人士，2019 年因支持「反送中」

一度遭到警方傳喚，之後便出走

海外。他在受訪中表示，自己雖

因身在國外未遭拘留，但他的中

國電話、地址以及護照全遭惡意

曝光，他甚至還收到來自土耳其

和保加利亞的死亡威脅電話。

對此，曾代理過這類案件辯

護律師的劉曉原指出，目前官方

逮捕的網民中，都涉嫌官方所言

的「尋釁滋事犯罪」，但該罪名

覆蓋範圍很寬廣。 「一般要造成

當事人自殺或精神崩潰等等嚴重

後果，或他（被誹謗者）本人

已經不在世等等，我們現在看到

的是一旦發了一個帖子，也有可

能被抓的。」

根據北京警方通報，2 月 20
日晚間 21 時許，網友陳某強，

在微信群中發布多條「詆毀侮辱

死亡軍人」言論，因此被以涉嫌

「尋釁滋事罪」逮捕。同日，四

川網友楊某，在新浪微博評論區

發表一則「詆毀侮辱死亡軍人」

言論，被行政拘留 7 日。廣東茂

名網友田某倫，20 日在微信朋

友圈發表「詆毀侮辱死亡軍人」

言論，被茂名市公安局濱海新區

分局刑事拘留。 21 日河北秦皇

島網民唐某莫，在微博發布「詆

毀侮辱死亡軍人」言論，被處以

行政拘留 15 日。

對此，北京律師莫少平指

出，刑法修正案生效後，涉嫌

誹謗者將承擔多層次法律責任：

「第一將承擔民事責任，按照民

法典的規定承擔民事責任，第二

可能要承擔行政責任，根據治安

管理處罰法的規定，對你進行行

政拘留，第三涉及觸犯刑律，就

是根據刑法修正案 11，可能構

成侵犯英烈名譽的刑事犯罪。」

該修正案實為箝制言論

江西法律工作者陳鋼也表

示，他留意到在過去幾天，有眾

多中國網友因言論遭到逮捕，而

新增刑法條款的涵蓋面更廣，

「也許還會有更多的人被抓，

就是因為詆毀所謂的『英雄烈

士』，我覺得搞這麼一個新條

款，他也是箝制的一個辦法，叫

依法箝制言論。看似有法律根

據，但實際上，民眾對於所謂的

烈士的討論，也是言論自由的一

部分。」

新法出台 中國人將動輒得咎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近日中國公佈去

年中印衝突中方士兵傷亡

人數後引發民間質疑，結

果官方為此連逮6人以示警

告。去年年底中國修法，新

增一項罪名，更加箝制言論

自由，引發專業人士質疑。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合報導】

現年 13 歲的範小勤由於往昔長

相極似馬雲而走紅網路備受關

注，曾一度被冠以「小馬雲」的

稱呼。

近期其慘況曝光後，令大眾

惋惜不止。日前，再有陸媒報導

指，範小勤兄弟倆已經辦理了殘

疾證，經專業機構鑑定，其中範

小勤系智力二級殘疾。哥哥範小

勇系智力三級殘疾，比弟弟輕一

點。

據陸媒上游新聞報導，2 月

22 日，江西省永豐縣殘聯為範

小勤辦理了殘疾證。次日，範小

勤的哥範小勇亦申請辦理了殘疾

證。按照相關政策，兄弟倆每月

可獲得數十元的護理補貼和數十

元的殘疾生活補助。

網友表示，「漢字真的是太

神奇了，‘幾十塊’用‘數十元’

來表達時，感覺就是不一樣、數

十元，現在 10 元能幹嘛？這幾

十元沒打賞的零頭多吧、這個數

十元真是有點太誇張了。」

網友嘲諷道：「專家都說

了，一個月兩千塊錢比美國生活

的還好，幾十塊不少了、畢竟國

外水深火熱的。」

2015 年，一名吉安人回鄉

探親，意外發現範小勤長相酷似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於是便拍

下範小勤的影片上傳網上，結果

一夕爆紅。 2017 年，范家發讓

河北一家公司帶走範小勤，同年

9 月，9 歲的範小勤入讀南栗小

學一年級，不僅住在學校附近最

貴的社區，屋內還配有電視機、

冷氣機，還有保母貼身照顧。今

年 2 月上旬，範小勤被曝出從

石家莊回到老家已有一個多月，

有人問範小勤：「2+2 等於幾」

時，他第一次說 2，第二次說

3，在無法肯定之後，還用手指

亂比劃。但更讓人震驚的是，範

小勤腿上還有密密麻麻的針眼，

因此有人猜測他是不是被注射了

抑制生長的激素，因為範小勤現

在的身高和幾年前基本差不多，

一點不像 13 歲孩子。

去中國移植器官或成殺人共謀

德州善心超市 
感動無數人

快篩試片 
告訴你疫苗效果

【看中國訊】美國德州 2 月

中旬受到冰風暴襲擊，氣溫驟降

至零下 20 度，3 百多萬戶家庭

斷電、斷水。一家超市突然停

電，老闆決定讓顧客「免費」帶

走生活必需品，感動無數人。德

州居民亨利（TR Henny）在社

交媒體上與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親

身經歷。他寫道，2 月 16 日下

午 3 點多，我們在奧斯汀 H.E.B
超市購物時，商店停電了。店裡

有數百人，大家繼續購物。我讓

妻子快點，馬上結帳。

超市因停電無法結帳，善心

的店家就讓數百名顧客，推著滿

滿的購物車免費出門，還連連叮

囑：「開車小心，平安回家。」

店家深知，這些顧客冒著大風雪

前來購物，一定是家中急需食品

和雜貨。超市的義行讓亨利和

他太太深受感動。顧客軒尼詩

（Tim Hennessy）也在社交媒

體貼文說，「這是我所知道的美

國。儘管遭遇這麼多磨難，我們

每天還是聽到 / 看到新聞報導，

大多數美國人仍然友善、體貼、

慷慨和關懷他人。」

【看中國記者劉世民綜合報

導】臺灣國立清華大學生物醫學

工程研究所的教授鄭兆鈱，成功

研發出 SARS-CoV-2 病毒抗體

的快篩試片，僅要一滴指尖血，

15 分鐘後便能知道疫苗在施打

者身上是否產生保護力。

鄭兆鈱指出，傳統實驗室檢

驗施打疫苗者是否產生抗體，常

須一日，採血並且分離出血清後

再進行檢驗。若使用快篩試片做

檢驗，不只快速、方便、準確，

連費用也可以降低。

鄭兆鈱還說，施打第一劑疫

苗後的 7 到 10 天，施打者就可

如測血糖一樣採指尖血，滴至快

篩試片上面，然後等 15 分鐘，

若試片上出現兩條線，就顯示疫

苗已經成功產生效力了，體內已

有足夠的抗體。

不過，若試片上只有一條

線，則代表體內未產生足夠的抗

體，若施打者要前往疫情流行之

高風險地區，須做好個人防護。

【看中國記者理翱綜合報導】

在成功登陸火星表面一天後，

2 月 19 日，美國國家航空航天

局（NASA）「毅力號」探測器

（Perseverance rover），拍下了

這顆紅色行星的第一張彩色照

片。

2 月 18 日，「毅力號」探測

器成功降落在火星的傑澤羅火山

口（Jezero Crater）的三角洲附

近。該火山口曾經充滿水，研究

人員希望「毅力號」可以在這裡

找到古代微生物的跡象。 2 月

19 日，美國宇航局發布了來自

「毅力號」著陸點的第一張彩色

圖像。這張照片顯示了火星的地

平線和其獨特的橙色表面。

另一張照片是「毅力號」的

一個輪子和附近的火星岩石。

「毅力號」的推特（Twitter）帳

戶發表了一條推文，顯示了那張

岩石的照片。推文說：「我愛岩

石。它們是火山岩還是沉積岩？

它們述說甚麼故事？等不及要找

出答案了。」

據美國之音消息，美國宇

航局「毅力號行星保護計畫」負

責人穆格加．庫珀（Moogega 

Cooper）博士說，「我們已經從

『毅力號』獲得了一些令人難以

置信的圖像。」「當科學家們討

論車輪附近的岩石時，他們充滿

了興奮。」

美國宇航局稱，探測器將把

岩石樣品存儲在試管中，然後

將其存放起來，以便將來可以

將它們帶回地球。「毅力號」推

文說：「我的團隊多年夢想的時

刻，現在成為現實。」「敢想就

能實現。」

2 月 18 日「毅 力 號」 的

登陸是一個大事件，它標誌著

NASA 的第 5 個火星車探測器

降落在了火星上。「毅力號」將

尋找微生物生命的跡象，並「為

人類探索紅色星球鋪平道路」。

人類一直想探索除地球外其他星

球上的生命跡象，火星被認為是

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之一。

NASA探測器傳回火星彩照

（Adobe Stock）

（Adobe Stock）

「小馬雲」被鑑定二級智力殘疾

（NASA）

【看中國記者張麗紫綜合報

導】在美國，你不是經常能看到

一個巨大的房屋在街道上移動。

舊金山街頭 21 日出現罕見一

幕，一個擁有 139 年歷史的老

宅，整體搬家到新地址，場面壯

觀，引起眾多民眾圍觀搶拍。

2 月 21 日清晨，眾多市民

趕來舊金山富蘭克林大街 807
號，圍觀這個難得一見的盛事。

房屋被拖吊車拖起之後，裝到一

個巨型推車上，剪樹的車輛隊伍

開路，數小時之後，這棟房子被

搬到六個街區之外的新地址。

在搬家的過程中，這個六房

三浴的巨型房子以時速 1.6 千米

的速度前進，期間還要經歷下坡

以及拐彎，工程人員不得不把路

邊一些路牌拆掉，讓這個房子能

夠順利經過。

據《舊金山紀事報》報導，

為了獲得所有這些以及無數其他

事情的許可，這棟房子的房主、

舊金山經紀人蒂姆．布朗（Tim 
Brown）花費了約 20 萬美元的

費用，還要另花 20 萬元雇搬房

子的團隊來把房子搬走。搬遷花

費總計 40 萬美元。

據悉，這是舊金山 50 年來

首次有房子被移走。這個歷史悠

久的老房子和許多舊金山的維

多利亞時代風格建築的房子一

樣，一直都是城市的名片之一。

資深的搬家工程人員傑爾（Phil 
Joy）說，之所以不直接拆除，

就是因為這棟房子的歷史意義，

像是使用非常原始、有著 800
年歷史的木材。他形容現在建房

子已經找不到那樣的木材了。

房子搬走後騰出來的地方，

將會興建一個擁有 48 個單位的

8 層高公寓樓。

在美國，這種可移動的房子

是沒有地基的，也就更談不上地

下室了。而且，不只是木質結構

可以整體搬遷，就連稍好些的磚

石結構房屋也可以整體搬，只是

不知道這費用，是否比新建一個

房子還便宜。

 舊金山139年老房子「搬家」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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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昭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提起農民我們頭腦中的印象

大多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淳樸、

善良、憨厚、勤懇的形象。他們

決定著全國人民的菜籃子，糧袋

子。是我們最應該保護和尊重的

群體之一。可是近幾十年來農民

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中共正

在從衣食住行等各個領域打破他

們原有的生活狀態。

2019 年 6 月 17 日國務院通

過自然資源部辦公廳發布了《農

村集體土地徵收基層政務公開標

準指引的通知》，又如洪水猛獸

般吹響了「打劫」的號角。《通

知》中堂而皇之的說「農村集體

土地徵收涉及被征地農民切身利

益，關係到社會和諧穩定」。同

時要「保證被征地農民能夠高效

便捷獲取征地信息，切實維護人

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

權和監督權」。最後還應「應持

續關注輿情處置後的發展態勢，

防範負面輿情出現反覆，最大限

度地避免或減少公眾猜測，有效

降低負面信息的不良影響。」

看看搶人家東西還得衣冠楚

楚的搶、高效的搶、公開的搶，

搶完還不能有不良影響……

官老爺發話之後，下面的一

定跑斷腿呀！

於是在 2020 年 7 月份包括

經濟日報，新華網等黨媒在內

的都發布了一片圖文並茂的文

章。題目是《全國農村集體「家

底」摸清楚了》說「通過歷時 3
年的全國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

工作，我國農村集體的家底最

終清晰呈現在人們面前。截至

到 2019 年底，全國擁有農村集

體資產的 5695 個鄉鎮，60.2 萬

個村，238.5 萬個組，農村集體

土地總面積 65.5 億畝，賬面資

產 6.5 萬億元……用農民手裡的

「紅本本」變出實實在在的「紅

票票」。」

解讀一下就是說原來自己家

有幾口人，幾畝地，幾個錢不清

楚。數完全村的自己心裏就清楚

了？！要說流氓搶你家的同時還

得假裝教你點毫不相關的知識來

給自己搶劫找個理由。這種詭異

邏輯又是中共一大特色。

家底摸清了，就開始行動了

唄。於是中共以家底為原點，改

革為半徑對農民的衣食住行等生

活各個領域進行了逐一掃蕩。

首先是宅基地改革。 2019
年 9 月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

辦公室、農業農村部發布《關於

進一步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的通

知》。要嚴格落實「一戶一宅」

規定。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

處宅基地，面積不得超過本省、

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河

南新鄉率先進行了宅基地改革的

推廣。只要是超過一戶一宅的標

準面積 167 平方米的就按照階

梯式收費。最高一年繳費 8 萬

元。對於使用面積超過 300 平

以上的直接收回。

其次是清潔煤替換散煤。從

2019 年底政府又說百姓燒的散

煤不環保，非要讓人們買政府推

薦的「清潔煤」。結果造成了大

面積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要不

說這「專家」真不白養，都是拖

布轉世。洗地的本事一個比一個

高。說一氧化碳中毒不是清潔煤

不行，是百姓的煤爐不行。還得

讓百姓換指定的煤爐，百姓又破

了筆財，有人又狠掙了一筆……

眼看人家又換煤球又換煤爐

的，別的地方政府坐不住了。那

我們這裡就直接換成天然氣吧，

月月收費多好。於是為了能夠讓

農民的環境變得更好，加大環保

意識，有些地方政府禁止了秸稈

的燃燒。如果發現違規的話需

要罰款 500 元左右甚至還要拘

留 5-10 天。可安裝天然氣要花

錢，為了能夠讓農民的負擔減

輕，國家則是進行了補貼，這樣

一來只需要花費 3000 元左右就

可以安裝……為了落實實際使用

情況，村幹部還帶著警察數九寒

天的挨家挨戶的看哪家煙囪冒

煙，冒煙就罰款。凍得農民在寒

冬臘月哆哩哆嗦的不敢生火還捨

不得燒氣……

如果家裡有水井也不合法，

政府讓裝自來水收費。養幾隻豬

就只能低價賣給政府豬站，才能

獲得豬屁股上的免疫戳。如果想

賣點高價給要辦婚喪嫁娶的酒席

宴，村政府就說有豬瘟，不合

法。並且從 2018 年開始國家就

就下文件禁止農村大辦酒席了。

說是禁止鋪張浪費，其實是私自

辦酒席就沒人去村幹部開的飯店

消費了。如果在飯店怎麼浪費都

沒人管。

折騰得天翻地覆的背後有一

個規律：就是要把農村城市化。

這麼做的原因何在呢？也許我們

從相關文件中就能找到點端倪。

2020 年 7 月，中央組織部、民

政部、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部等七部門近期發布了《關

於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城鄉

社區就業創業的通知》，鼓勵畢

業生到農村創業。

2020 年大學畢業生達到

874 萬，同比增長 40 萬人，創

歷史新高。但有數據表示：僅有

25％應屆畢業生找到了工作。

去年我們聽到的清華北大畢業生

分街道的實例數不勝數，更有研

究生送快遞的消息也是屢見不

鮮。農村一系列的城市化改革是

否再為新一輪的上山下鄉做準

備？再結合去年 12 月 25 日中

辦、國辦印發的《關於促進勞動

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

革的意見》正式向社會公布。其

中明確，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

300 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

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 300 萬至

500 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也許

中共又在統籌安排一些事情。朋

友們做決定之前一定要三思後

行。

◎文：溫喬

城市化改革 為上山下鄉做準備？

2 月 20 日中共突然高調地紀

念華國鋒誕辰 100 週年，破天荒

地在人民大會堂搞了華國鋒的紀

念座談會，王滬寧和韓正兩個政

治局常委出席，王滬寧講了話。

70 年代以後出生的絕大多

數中國人對華國鋒的瞭解就是來

自於中學歷史裡談到的，終結文

革、粉碎「四人幫」，之前之後

都所知極少。我記得我剛上小學

的時候語文教科書翻開頭一篇插

圖就是群眾們歡天喜地地簇擁著

國慶花車游車，花車上是華國鋒

光輝無比的頭像，頭像下面一行

大字，永遠擁護華主席，驚嘆

號。 80 後、90 後這兩代很難想

像，他們聽都沒聽說過的華主席

曾經這麼風光過。

不過永遠有多遠呢？大約

4-5 年這麼遠。 1977 年中共的

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是華國

鋒看似的命運頂峰，擔任中共中

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

院總理。真正的黨政軍一肩挑，

但那之後鄧小平步步緊逼，華國

鋒步步後退，1980 年就辭去了

總理職位，理由是當時復出的老

幹部們提倡黨政分開，華國鋒既

是黨中央主席又是國務院總理不

合適，華就老老實實地辭去總

理，由趙紫陽接任。不過從政府

一把手退下來，黨的職務他也

抓不牢。 1980 年二月的中共第

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恢復了中央書

記處，胡耀邦任總書記，政治局

常委；又讓汪東興、紀登奎等一

批毛澤東提拔的新貴、和華國鋒

又類似背景的人辭職，結果華的

這個黨中央主席也被架空、成了

光桿司令。至於在軍隊，鄧小平

自己是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華國鋒根本說不上話。就這麼幾

個方向抽空他，華國鋒所站立的

這個舞臺自然就塌掉了。 1980
年的最後兩個月，中共高層密集

開會批判華國鋒的錯誤，老華

架不住這麼炮轟，這是要轟我趕

緊走人的節奏啊！開始他很生

氣，1981 年元旦的中共中央茶

話會，他拒絕出席，你們都對我

這樣了，還慶賀什麼新年，你們

自己樂去吧！

但是回頭一看自己身邊一個

人都沒有了，鄧小平不聲不響已

經把他變成光桿司令了。華國鋒

冷靜下來一想，還是識趣點吧，

不識趣我就是下一個江青了。所

以那一年的 6 月份的中共第十一

屆六中全會上，他就把黨中央主

席、中央軍委書席一起給辭了，

只保留了個黨中央副主席的榮譽

職務，1982 年的中共第十二大

上，他連中央政治局都沒進，只

保留了個中央委員會委員的頭

銜，到這一步他就完全淡出了。

2008 年華國鋒去世，時

年 87 歲，2011 年是他冥誕 90
歲，《人民日報》發了一篇文章

就完了，沒有中央一級的紀念活

動了。今年雖然是 100 週年冥

壽的整數，不過像他這樣的前領

導人，時間越往後越和現實需要

脫離，10 年前和他當年共過事

的人不少還在世，現在這樣的人

更少了，反而以超出以往的規格

紀念，不能算太正常。為什麼要

這麼做呢？我看到有幾種分析，

一種是說習近平要為今年中共建

黨百年大操大辦做預熱，要為明

年 20 大連任鋪路，拉攏各方勢

力。這種說法不靠譜，華國鋒沒

留下任何勢力，甚至在人們頭腦

裡也沒留下什麼印象，他不代表

什麼可以拉攏的力量。

從逮捕四人邦以後華國鋒留

下的唯一遺產大約就是毛澤東紀

念堂，神化毛是他作為接班人的

權力基礎，80 後出生的人很少

知道紀念堂是他主持修建的。

還有一種解讀是習近平想拿

他對毛澤東的恭順和聽話來教

育黨員，這個解釋比較靠譜，但

我有更進一步的理解，習近平這

個動作恐怕表示選拔接班人在進

行中了，紀念華國鋒就是給接班

人看的，讓他以華國鋒為榜樣。

據說當年毛澤東給華國鋒一張紙

條：你辦事，我放心。放心才是

成為接班人的首要條件啊。

中共沒有繼承傳統文化敬天

信神、四維八德這部分，帝王

心術倒是學起來很溜，紀念華國

鋒是習要挑接班人的節奏，暗示

一下以華國鋒為榜樣。中共二十

大，接班人序列得啟動，但現在

沒人敢主動提這個茬，誰說誰就

圖謀不軌，但所有人都知道不可

能永遠拖下去，得讓習自己來

說，習就以這種暗示的方式開

頭。按江胡兩屆舊例，接班人要

先成為政治局常委，擔任國家副

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

第一副總理。現在這些位置上

的人都不是未來五年能繼續留

任的，中共 20 大以後得讓接班

人就位，在重要職位上歷練，等

習再干五年之後，考慮讓他們接

手。紀念華國鋒有給接班人定調

的意味。從今年到明年，政治局

委員、副總理這個級別的高幹可

能會有變動。

美 國 近 日 有 調 查 發 現，

雖然中共禁止人民使用推特

（Twitter）或臉書（Facebook），
然而自 2019 年以來其外交帳號

卻增加 2-3 倍。這些賬號不斷散

播一些對中共有利的假消息，

被指控為虛假消息的傳播者。

然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卻在被提問時反問，「為什麼

外國人可以使用中國的社交媒

體平臺，而中國人就不可以使

用 Twitter 和 Facebook 呢？這

只是增加一種同外國民眾分享訊

息、溝通交流的渠道而已。」

華春瑩的問題當真發人深省

──就是嘛，為何中國人不可

以和外國人分享訊息，溝通交流

呢？為何這兩個平臺，都禁止在

中國使用呢？明明中國的老百

姓，都無法在中國大陸使用這兩

款軟體，都被中共的防火長城所

過濾，那麼這樣如此被中國政府

視為「不良」的平臺，為何官方

要使用呢？官方使用來做什麼

呢？

事實就是因為這種中國對外

資的封鎖，才令上屆美國政府

振振有辭，指中國打壓美資的

平臺，再進行一連串的制裁報

復，如禁止中國的社交平臺軟

體，在美國使用！為何中國可

以禁美國，但美國不可以禁中

國呢？早前美方的 WeChat 禁
令、TikTok 禁令，中方不斷投

訴時，美方的問題就是，為何同

類的社交媒體軟體，都在中國

禁令使用呢？為何只可中國禁

美國，不可以美國禁中國呢？

難道美國與中國簽了「不平等條 
約」嗎？

這種手法對內說不通，對外

更是成為了批判的對象；如一面

質疑英國以牌照理由，取消中國

環球電視網（CGTN）的廣播權

是「政治打壓」，但反過來全國

禁播英國廣播公司（BBC）的

世界新聞頻道，甚至連在「一國

兩制」的香港，其香港電臺都要

跟隨，難道這是「依法辦事」？

當華春瑩、趙立堅或以往

的耿爽，不斷在 Twitter 上發表

偉論的時候，那些中國網民看到

的，就是為何只有這些人，可

以在這些平臺發表言論，而一

般的平民就不可以；然而《環球

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卻聲稱

這是「挑骨頭」，是「一些小人

卻拿著放大鏡放冷槍」，甚至套

上「文化漢奸」的帽子云云；最

奇怪的當然是，好好的中國官員

不使用中國軟體，向外國推廣中

國軟體的「優越性」，反而樂於

使用中國禁用的「洋軟體」，然

後更反指質問的廣大愛國同胞

是「文化漢奸」，這種顛倒是非

黑白的手法，只會令人忍不住失

笑。

美中之間的矛盾，根本是無

法解決，其原因即在於此；近

日中方官員頻頻發聲，如前駐美

大使崔天凱說，「涉臺、涉港、

涉疆、涉藏」等涉及中國主權興

領土完整問題，中方沒有退讓餘

地，都是必與緊守的紅線，而外

長王毅則表示，美國要尊重中國

的「核心利益、民族尊嚴和發展

權利」，這就基本上決定了「新

冷戰」幾乎是必然的結果。

中方根本無法明白，這種

所謂「願與美國和平共處，共同

發展」的說法，這種「中國式和

平」，正是歐美各國絕不接受的

「惡夢」；連「發展權利」也拿出

來說了，只會令人聯想起納粹

德國希特勒所說的「生存空間」

（Lebensraum）。中共官方愈是

這樣說，歐美各國的政治人物只

會感到不能接受，而中方卻連外

交的彈性也失去了，基本上就是

要全球對中國的主張照單全收，

而自以為可行的方法，就是把自

己的大話重複一百次，期望全世

界就會相信；結果當然是不信，

那麼除了走向冷戰熱戰，還有其

他可能嗎？

◎文：文昭

◎文：林忌

習近平反常動作暗示接班啟動？ 華春瑩問了個好問題：

中國人為何不能用臉書？

一個農民經過習近平宣傳畫。（Getty Images）

前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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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成容編譯

據《星期日郵報》2月
21日披露，數百所因新冠病

毒大流行而陷入財務困境

的英國私立學校，正成為中

國投資者的目標，引發英國

政界人士擔憂。

英校財務困境  中資掀收購潮

17所名校已被收購
目前已經有 17 所學校被中

方公司所擁有，但這一數字還

將不斷攀升。專家預計將會出

現「吞食狂潮」，因為包括一些

由中國共產黨高級成員經營的公

司，正試圖擴大他們對英國教育

系統的影響。

在人們越來越擔心中共的觸

角伸進英國課堂的情況下，《星

期日郵報》的調查顯示出四個現

象：(1) 在中方控制的 17 所學

校中，有 9 所是由公司擁有的，

這些公司的創始人或老闆都是中

國最高層的共產黨員；(2) 黛安

娜王妃曾就讀的預備學校，是由

一個中國集團所擁有，該集團公

開以黛安娜王妃的名義進行交

易；(3) 學校利用教育工具向孩

子們灌輸「洗白」中共的觀點；

(4) 一家公司承認，其收購英國

學校的目的是支持中共有爭議的

「一帶一路」戰略，該戰略旨在

擴大北京的全球影響力。

由於這次的疫情，使得學生

在家學習，入學人數急劇下降，

學費也被削減，導致英國許多私

立學校正面臨資金危機。據報

導，寄宿學校的學費收入下降

了 35%，走讀學生人數下降了

20%。它們和其他私立學校，

系後裔，他還誇耀自己在 2014
年訪問過白金漢宮，與菲利普親

王會面。

買家響應一帶一路號召

另一家公司，雅力教育集

團，在 2018 年收購了什魯斯

伯 理（Shrewsbury） 附 近 的

阿德科特女校 (Adcote School 
for Girls) 和威爾士 Denbigh 的

Myddelton College 兩所學校。

在其網站上，雅力教育集團詳細

介紹了利用其英國學校幫助向其

他國家擴張的計畫，作為習近平

一帶一路戰略的一部分，以提升

中國的全球經濟和政治影響力。

在「國際市場」的標牌下，

雅力教育表示，它正在「依托英

國品牌學校，響應『中國政府』

的一帶一路號召」。

英國的孔子學院也被關注

這些被揭露的事情，將使

人們更加關注英國 29 所大學

的孔子學院，和近 150 所學

校的孔子課堂的發展，包括伯

克 郡（Berkshire） 克 勞 索 恩

（Crowthorne）的威靈頓公學

（Wellington College）。它們聲

稱要推廣中國語言和文化，但批

評者說它們是北京傳播大外宣和

限制言論自由的工具。

外交大臣拉布（Dominic 
Raab），1 月宣布對孔子學院的

作用進行審查，這些孔子學院在

其他西方國家也受到了審查。

大外宣 從兒童「洗」起
批評者指出，孔子課堂使用

的教育資源是宣傳（中共）的

無法充分利用英國政府的休假或

商業貸款計畫，因為它們必須繼

續營業，以支持關鍵員工的子女

或在線學習的人。

中企背景多為黨政軍

去年，中國企業收購了三所

學校，包括斯塔福德郡（Staff-
ordshire）利奇菲爾德（Lichfield）
附近的阿伯茨布羅姆利學校

（Abbots Bromley School），該

學校曾被迫在 2019 年關門。

該市場的一個重要參與

者是博實樂教育集團（Bright 
Scholar）， 它 在 2018 年 和

2019 年購買了三所學校，這些

學校也還出過不少名人。據報

導，博實樂教育集團由楊惠妍擁

有，據說她的身價高達 200 億

英鎊，是亞洲最富有的女性。她

的父親楊國強創辦了碧桂園集

團，楊國強是中共最高級別的顧

問委員會、政協委員。現年 39
歲的楊惠妍是博實樂教育集團的

母公司——碧桂園集團的老闆。

而一向以科技、房地產、酒

店和媒體為投資標的的萬達集

團，也於 2017 年通過倫敦市的

資產管理公司 London&Oxford 
Group 買下了兩間知名的私人

學府。萬達集團是由前人民解放

軍士兵王健林創立，他的身價估

計為 100 億英鎊。王健林是中

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務委

員及第十屆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此外，董事會中有高層中共

黨員的中國首控集團也買下了此

間的兩所學校。中金投資集團也

是其中一間遭收購的學校買主。

值得關注的是位於諾福克

（Norfolk）一所專收 3 到 13 歲

兒童的小學，也曾是黛安娜王

妃的母校─ Riddlesworth Hall 
Prep-aratory School， 則 是 在

2015 年就被孔子國際教育集團

收購，其網站稱讚其與已故王妃

的聯繫。這令有識者十分憂心，

日後該所學校兒童在道德認知發

展上所可能遭到的扭曲。

該公司的老闆孔令濤，自稱

是 6 世紀中國哲學家孔子的直

黛安娜王妃的母校― Riddlesworth Hall Preparatory School 已為

中資收購。（Riddlesworth Hall 網站）

◆緬甸全國各地數十座城

市 2 月 22 日響應全國大罷工號

召，走上街頭，抗議軍隊 2 月 1
日推翻昂山素季領導的文人政府

的政變行動。儘管連日來，軍政

府不斷強化措施，威懾民間的公

民不服從運動，還在 20 日於曼

德勒城和仰光兩地，擊斃 3 名

示威者。但緬甸人民無懼於軍方

警告，22 日發起 30 年來最大規

模街頭抗爭，有數十萬人再次走

【看中國訊】去年印度與中

國的軍隊在中印邊界發生劇烈衝

突，導致雙方都有人員死傷。其

實，雙方在印度洋、南海和非洲

大陸等區域也相互競爭。據印度

媒體《Daiji World》報導稱，印

度政府為了對抗中國，已經進一

步於俄羅斯的遠東地區展開布局

了，同時俄方也非常歡迎前往投

資，似乎有防範北京政府之意。

「遠東聯邦管區」的幅員

相當遼闊，其佔俄羅斯領土的

40％以上，而且這個地區有豐

富的礦產和物資，其中包括了石

油、天然氣、鑽石、黃金、木

材、魚類和煤炭等。但遠東地區

的人口數隻有 600 多萬而已，

亦即俄羅斯人口最少的地區，自

蘇聯解體以來，該地區的人口數

一直都在減少中。

中國是俄國遠東地區的最

大投資國，其於 2019 年就佔該

地區所有外國直接投資金額的

70％以上，也佔其對外貿易的

28.2％。不過，俄羅斯對於中國

人的野心，亦多有防範，所以對

於印度等其他國家的投資，也十

分歡迎。

稍早印度外交次長席林格

拉（Harsh Shringla）至莫斯科

【看中國訊】中國搶在拜登

就任的前夕與歐洲達成了「中歐

投資協定」；在 2 月 9 日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再與中歐和東歐國

家舉行「17+1」峰會，看似與

歐洲拉近了距離。不過，天主

教媒體《亞洲新聞》（AsiaNews.
it）報導稱，愛沙尼亞等歐洲的

一些小國卻選擇與北京保持距

離，同時呼籲應該對中方採取更

強硬的態度。

根據《亞洲新聞》報導指

出，有一些歐洲國家對於中國所

主導的「17+1」峰會興趣缺缺，

例如立陶宛、拉脫維亞、斯洛凡

尼亞、愛沙尼亞、保加利亞和羅

馬尼亞，他們僅派出部長級代表

出席而已。

雖然習近平曾經承諾要增

加從中、東歐地區進口糧食，

並簡化海關管制，且提供中國

的 COVID-19 疫苗。可是歐洲

17+1 成員中，有大多數對北京

不滿意。他們批指，中國方面的

投資不增反減，使得這些歐洲國

家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已經日益

擴大。

據《中國全球投資追蹤》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的估計，去年中國對

於「一帶一路」計畫的投資額只

有 465 億美元，遠遠低於 2019
年的 1,030 億美元與 2018 年的

1,170 億美元。

立陶宛外交部次長梅盧納斯

更呼籲歐盟制定出一項共同戰

略，以管理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他表示，與北京的經濟聯繫，應

該建立在尊重世界秩序的基礎

上，此點必須放在歐盟議程的第

一位。

根據《亞洲新聞》報導，梅

盧納斯所建議的問題在於，歐盟

在如何應對北京的地緣政治挑戰

上，仍然還存在分歧。雖然拜登

在就職之前曾經提出警告，可是

歐盟仍還在 12 月 30 日與中國

之間達成一項重大投資協議。

最近斯洛伐克環境保護

部 議 員 萊 克 斯 曼（Miriam 
Lexmann）於接受《蘋果日報》

採訪之時指出，在北京政府沒有

明確地承諾人權的情況下，該協

議就有可能不會被歐洲議會批

准。

德國與法國都堅決支持與中

國之間的貿易協定。德國方面希

望能夠保護德國公司；而法國總

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
希望可以提高歐盟的「戰略自主

上街頭。同時，連日來，緬甸支

持民主的抗議者幾乎每天都聚集

在北京駐仰光大使館大門外，表

達對北京當局的抗議，譴責北京

當局支持緬甸軍人政變行為。他

們在高舉的標語牌：「中國，你

真丟人」、「緬甸軍人獨裁是中

國製造」和「拯救緬甸、不要支

持獨裁者」等各種口號。

◆ 美 國 國 務 卿 布 林 肯

（Antony Blinken）2 月 24 日宣

布，美國將尋求重返聯合國人

權理事會（UNHRC），成為人

權理事會 2022 至 2024 年的成

員。由 193 名成員組成的聯合

國大會，預計將在今年 10 月，

投票選出新的理事會成員。美國

前駐聯合國大使黑利推文質疑拜

登政府的最新舉說，拜登希望重

新和一群暴君和獨裁者共事。川

普政府在 2018 年宣布退出聯合

國人權理事會，認為該機構既不

能有效捍衛人權，而且中共、俄

羅斯、古巴、委內瑞拉等人權記

錄不佳的國家在成為理事會成員

後、主導了人權理事會的決定。

共和黨國會議員一直反對美國重

回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伊朗原子能機構負責人

薩利希，在伊朗當局即將於

2021 年 2 月 23 日遵照議會決

定，執行限制與國際原子能機構

（AIEA/IAEA）合作前兩天，

會晤了於 20 日夜間抵達德黑蘭

的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

西。伊朗表示，將考慮歐洲的提

議與美國舉行非正式會晤。據法

廣報導，伊朗現在傳遞出的信息

似乎有些矛盾。副外長阿拉格齊

（Abbas Araghchi）首先明確，

德黑蘭將不再履行與國際原子能

機構之間的協議，這意味着限制

國際原子能機構對伊朗境內核設

施的檢查。但阿拉格齊副外長同

時確認，伊朗正在研究歐洲外交

高層的建議，與美國開展非正式

接觸。兩手外交政策，可說吊足

了西方胃口。

◆美國拜登政府據悉在德克

薩斯州邊境處重新開放了一個帳

篷式住房設施，該設施可容納

700 名非法越境移民兒童。這種

設施被稱為「籠子」， 是奧巴馬

執政時期設立的緊急避難所。在

川普執政時期曾經於 2019 年開

放過一個月，當時，民主黨和左

派媒體對川普總統大加聲討，指

責川普用「籠子」關移民小孩不

人道，但是後來發現媒體用來譴

責川普總統的「籠子關小孩」的

圖片其實是奧巴馬時期發生的事

件報導圖片。此次，拜登重新開

放邊境「籠子」，左派媒體卻一

致視而不見，集體噤聲。

印度悄挖中國牆腳

證據。其中一個名為「Chinese 
Buddy」的油管頻道，它的視頻

上面有一個跳舞的習近平的卡通

形象。另一個受歡迎的學習工具

是「Chairman's Bao」，是一個

為兒童提供的新聞服務，其中包

括遊客喜歡到少數民族維吾爾人

受迫害的地區旅行的文章。

英國教育部發言人 20 日晚

表示：「私立學校的所有者有促

進英國基本價值觀的要求。學校

不能宣傳黨派的政治觀點。……

必須立即結束共產黨對學校的接

管。」

20 日 晚， 保 守 黨 議 員、

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圖根達特

（Tom Tugendhat） 說：「中 國

的戰略理解和影響力意味著，他

們在追求影響他人，並利用包括

我們自己的一些品牌在內的既定

品牌，來實現這一目標方面具有

優勢。我們需要決定我們準備捍

衛的是甚麼，但在此之前，我們

需要瞭解我們想要的是甚麼。」

 世界正被中共隱秘接管
英國脫歐黨領袖、著名政論

家法拉奇（Nigel Farage），21
日在《星期日郵報》上撰文表示：

「世界正在被中共隱秘地接管。

這不僅僅是購買礦產資產或西方

電信系統。還有一個文化層面的

問題，充滿了宣傳和灌輸（中

共意識形態）的味道。」「他們

不滿足於資助一些英國大學，現

在我們瞭解到，與共產黨最高層

有直接聯繫的中國公司，在我們

的學校有嚴重的經濟利益。英國

政府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些危

險，並迅速採取行動。」

歐洲小國們讓北京如芒刺在背
權」。然而，捷克與波羅的海

國家等小國，卻是呼籲應該對中

國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

愛沙尼亞的年度報告 
被北京「強烈反對」

2 月 12 日，愛沙尼亞外國

情報局發表了《國際安全與愛沙

尼亞 2021》年度報告，在報告

中指出，北京通過經濟槓桿、監

視海外的中國公民，以及培養當

地精英，試圖在西方加大影響

力。在面對西方日益加大的對抗

之下，中共欲在美國與歐洲之間

製造分歧。

報告指稱，其實，中共領導

層有一個相當明確的目標，即是

讓世界依賴中國技術。對於愛沙

尼亞人來說，中國共產黨想要的

是一個依賴中國技術、由北京主

導的「噤聲世界」。

針對這報告，14 日，中國

駐愛沙尼亞大使館發表一份聲明

表示「強烈反對」，還稱其損害

了中國人民對於愛沙尼亞人民的

感情，並要求愛沙尼亞政府必須

進行修改。但愛沙尼亞外交部

長雷恩薩盧（Urmas Reinsalu）
也明確地拒絕了中方的批評與修

改要求。

訪問，並重申印度對於俄羅斯遠

東地區的濃厚興趣。報導中指

出，印度在兩年前就已布局了俄

羅斯遠東地區。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 於 2019 年

訪問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

Vladivostok）之時就曾經宣布，

將會提供 10 億美元的貸款，來

促進這個地區的發展，且簽署了

一項備忘錄，以打造一條能夠聯

繫海參崴和欽奈的海上走廊。該

條海上路線，僅需要 24 天的航

程，其比走歐洲航線需要的 40
天，節省了許多的時間。

印度為了對抗中國，也找來

日本幫忙。 1 月，印度、日本

和俄羅斯三方就遠東地區的投資

完成兩輪的談判，並確定要進行

煤炭開採、鑽石加工、農工業、

製藥、林業和運輸等領域合作。

印度總理莫迪與俄羅斯總統普京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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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立

法會宣讀 2021/22 年度財政預

算案時說：「我在去年的財政預

算案指出，香港必須保持經濟發

展與活力，並尋找新的增長點以

提高收入。剛才我已經闡述了香

港經濟的長遠定位，以及重點產

業的發展策略，長遠而言均有助

增加政府收入。去年我亦提及需

要考慮新的收入來源或調整稅

率，並逐步縮減一次性寬免措施

的規模。雖然調升現有稅率可以

短期達到增加收入的目的，但我

們須小心選取。」

對於股票印花稅，陳茂波

說：「我們充分考慮對證券市場

和國際競爭力的影響後，決定提

交法案調整股票印花稅稅率，由

現時買賣雙方按交易金額各付百

分之零點一，提高至百分之零點

一三。政府將繼續全力推行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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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龍

稅率呈現連續下降態勢：1993
年 4 月 1 日至 1998 年 3 月 31
日，稅率為 0.15%；1998 年 4
月 1 日至 2000 年 4 月 6 日，稅

率 降 至 0.125%；2000 年 4 月

7 日至 2001 年 8 月 31 日，稅

率降至 0.1125%。 2001 年 9 月

1 日至今，稅率再度下降，至

0.1%，並沿用至今。

也就是說，這次是自 1993
年以來，香港股票交易印花稅首

次上調。

同時，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首

度將國安法開支納入預算，報告

發展證券市場的措施，將香港的

金融業發展至更高的台階。受當

前的經濟環境及疫情影響，企業

和市民普遍仍面對相當的財政壓

力。我認為目前不適宜調整作為

政府主要收入來源的利得稅及薪

俸稅稅率。不過，政府會持續審

視，在適當時做出調整。」

對此，香港交易所發言人回

應稱，對政府提高股票交易印花

稅的決定感到失望，但明白該稅

項是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港交

所會與所有持份者緊密合作，繼

續推動香港資本市場的持續成

功、韌力、競爭力和吸引力。

自 2014 年以來，香港社

會及政治氣氛愈發緊張，同時

香港成為了全球最難負擔生活

的城市，通漲速度並未緩和下

來。 2019 年人均收入中位數為

19000 港元，比 2018 年同期減

少 1000 港元。許多港人開始投

資買賣股票增加收入，甚至出現

「全民炒股」的現象。這次政府

宣布增加股票印花稅，將為香港

政府帶來每年 500億港元稅收。

香港《經濟日報》引述一位

香港政府消息人士稱，股票印花

稅上調將從今年 8 月 1 日起執

行，預計為下財年額外增加 80
億港元收入，為今年全年帶來額

外 120 億港元收入。香港經濟

低迷，政府財政赤字龐大，有需

要增加庫房收入。

受此影響，香港股市出現大

幅下挫。香港恆生指數一度暴跌

3%，恆生科技指數狂瀉 5%。

港交所股價 24 日下午開盤之後

一度急殺12%，隨後有所企穩。

中國大陸通過兩地股市互聯

互通計畫的南下資金奪路而逃，

從淨流入轉為淨流出，截至收

盤，南向資金淨流出逾 129 億

元，實際淨賣出近 200 億元，

均創歷史新高，為 2020 年 12
月 18 日以來首次淨流出。

香港稅務局資料顯示，自

1993 年以來，香港股票印花稅

2月24日，香港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

計畫將股票交易印花稅由

0.1%提高至0.13%，會在

適當時候調整。受此消息

影響，香港股市急跌，有

報導指出，來自中國大陸

的資金紛紛撤出。

披露今個財政年度的有關國安開

支為 80 億港元，但當局未有披

露細節和人手編制。

根據「港版國安法」，政府

要從一般收入中撥款，支付國安

的開支，而且不受香港現行法律

規定所限制。政府消息人士指，

由於港版國安法列明，國安開支

不受香港法例規管，所以國安開

支不會有開支總目，至於 80 億

港元的預算用於未來多少年，政

府消息人士坦言「並不知道」。

香港28年來首次上調股票印花稅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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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東尼

愛 新 覺 羅 ･ 溥 伒
（1880-1966），字雪齋、
學齋，號松風主人，惇勤
親王奕誴（道光帝旻寧第
五子）之孫、貝勒愛新覺羅
･載瀛長子。正藍旗，封賞
固山貝子爵，據傳爲可能
繼承皇位的三太子之一。

清代最後的王爺

愛新覺羅 · 溥伒（1880 ～

1966），字雪齋、學齋，號松

風主人，惇勤親王奕誴（道光

帝旻寧第五子）之孫、貝勒愛

新覺羅 · 載瀛長子。正藍旗，

封賞固山貝子爵，據傳為可能

繼承皇位的三太子之一。近代

書畫家、古琴演奏家，與兩個

弟弟愛新覺羅 · 溥佺、愛新覺

羅 · 溥佐均以畫名，有「一門三

傑」之稱。宣統二年（1910），
任愛清門行走。辛亥革命以

後，不再涉入政界，開始潛心

於國畫、書法及古琴的研究和

學習。

溥伒幼年飽讀詩書經史，

重要的戰利品的，玩到累了，

他們用剃刀將溥伒的一撮小鬍

子剃了下來。在溥伒的所有留

影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他這

部招牌的小白鬍子，也像他的

畫那樣，乾淨而飄逸。

幾刀下來，那部跟隨貝子

幾十年的白髯，在北京初秋冷

風之中飄散落地。一陣口號聲

又高聲震撼了溥伒的心。

文革之中，對批鬥對象的

剃頭，剃鬍子等非常普遍，可

是在滿洲人心目中，鬍子乃是

最不可侵犯之事，也是這幾

刀，終於將溥伒的一絲生存信

念割斷了。

溥伒最終離家出走了。然

而茫茫神州已成鬼蜮世界，溥

伒又能去哪裏呢？傳說他去了

清陵，被清陵守墓人偷偷藏到

了陵墓中。他來到這裏要向列

祖列宗訴說甚麼？祈求甚麼？

豈不知此時他的祖宗也不能庇

佑他。還是他遭到了紅衛兵的

追剿，最後消失在曠野大荒之

中，不知所終……

聽說溥伒離家出走時，身

上還帶了十斤糧票，七塊錢。

和他一起失蹤的，還有他的六

格格，一個有輕度精神障礙的

女兒。

堪稱一絕。他的山水畫主要受

清代宮廷畫風的影響，以細筆

山水和青綠山水為主，風格細

膩、雅致，著重線條勾摹，整

個畫面充滿著一種和諧的靜謐

之氣，用筆純熟，無論山、

樹、瀑布、廟宇、人物，都能

得古人之精要。

其翎毛走獸受郎世寧影

響，但筆墨清新，有起訖顧盼

之致，繼承了中國畫的傳統。

溥伒少年時還師從當時名古琴

家黃勉之弟子賈潤風學彈古

琴，後改彈三弦等其他樂器，

其琴藝精湛，風格灑脫，經常

參加演出活動直至晚年。

文革風暴驟起之時，像溥

伒這樣的清朝遺老自然不能倖

免於難。 1966 年 8 月，北京被

紅色的風暴攪動得全城沸揚，

溥伒已經預感到不祥之兆，極

少出門。紅衛兵在大街胡同

中，到處闖門抄家，如入無人

之境。 30 日，溥伒的鄰居被抄

家，紅衛兵沒有甚麼收穫，甚

為無趣，這時，一個老太太指

著一旁的房子說，你們都搞錯

了，這裏面住著一個王爺。

小將們聽到王爺二字，眼

珠都要跳出來，一幫紅袖章們

迅速攻入溥伒的小天地。古琴

被毀、字畫遭焚、藏書遇劫，

他一輩子賴以安身立命的東西

頃刻之間都被革了命。

侮辱，批鬥，這些溥伒都

默默忍受著，然而紅小將們是

不肯放過到手的「王爺」這樣

能文善賦，琴棋書畫無不精

通，長於書畫。其山水、花

鳥、人物、鞍馬均具風采，兼

善畫蘭，風神飄逸，在畫壇上

▲溥伒所畫的扇面（蘇富比）

曠世奇文 －－《賣柑者言》

民間廣泛流傳著「三分天下

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前朝

軍師諸葛亮，後朝軍師劉伯溫」

的說法。可見，劉伯溫非同一般

之人。

他的傳世之作《賣柑者言》

更是一篇曠世奇文，值得一讀再

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

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

質而金色。置於市，賈十

倍，人爭鬻之。

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

煙扑口鼻，視其中，則干

若敗絮。

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

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

祭祀，供賓客乎 ? 將炫外

劉伯溫，南宋抗金
將領劉光世的後人。通
經史、曉天文、精兵法。他
是明初詩文三大家之一，
曾輔佐朱元璋平天下，以
神機妙算、運籌帷幄著稱
於世。

以惑愚瞽也 ? 甚矣哉，為

欺也 !」

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

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

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

而獨不足子所乎 ? 世之為

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 ?

吾子未之思也。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

洸洸乎乾城之具也，果

能授孫、吳之略耶 ? 峨大

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

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

之業耶 ?

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

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

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

不知恥。

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

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

巍乎可畏，赫赫乎可像也 ?

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

絮其中也哉 ? 今子是之不

察，而以察吾柑 !」

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

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

豈其憤世疾邪者耶 ? 而托

於柑以諷耶 ?

譯文：

杭州有個賣水果的人，擅長

貯藏柑橘，經歷一整年也不潰

爛，拿出它們的時候還是光彩鮮

明的樣子，玉石一樣的質地，金

燦燦的顏色。放到市場上，賣

( 比別人的高出 ) 十倍的價錢。

人們爭相購買他的柑橘。

我買到了其中的一個，切開

它，像有股煙直撲口鼻，看它的

裡面，乾枯得像破敗的棉絮。

我對此感到奇怪，問他說：

「你賣給別人的柑橘，是打算用

來裝滿在盛祭品的容器中，祭祀

祖先、招待賓客的嗎？還是要炫

耀它的外表用來欺騙傻子和瞎子

的嗎 ? 這樣欺騙人的行為實在是

太過分了。」

賣柑橘的人笑著說：「我從

事這個行業已有好多年了。我依

賴這個用來養活自己。我賣它，

別人買它，不曾有人說過什麼

的，卻唯獨不能滿足您嗎 ? 世上

做欺騙的事的人不少，難道僅僅

只有我一個嗎？你還沒有好好考

慮這個問題。

那些佩戴虎形兵符、坐在虎

皮上的人，威武的樣子，好像是

捍衛國家的將才，他們果真能擁

有孫武、吳起的謀略嗎？

那些戴著高帽子，拖著長長

帶子的人，氣宇軒昂的坐在朝堂

之上，他們果真能夠建立伊尹、

皋陶的業績嗎？

盜賊四起卻不懂得抵禦，

百姓困苦卻不懂得救助，官吏

狡詐卻不懂得禁止，法度敗壞

卻不懂得治理，奢靡的浪費糧

食卻不懂得羞恥。

看看那些坐在高堂上，騎

著大馬，喝著美酒，吃著美食

的人，哪一個不是威風凜

凜、令人敬畏、顯赫的

值得人們效仿 ? 走到哪

裡，不都有人外表如

金似玉、內心破敗得

像破棉絮呢 ? 你看不

到這些現象，卻只看

到我的柑橘 !」

結語：

讓我們思考這賣柑人

的話，覺得他是不是很詼諧多

諷、機智善辯？難道不是賣柑

人對世間邪惡現象激憤痛恨， 假
托柑橘用來諷刺 ?

其實「金玉其外，敗絮其

中」的人，自古至今，在我們身

邊不乏其人。

「賣柑者言」雖然才短短

几百字，卻揭示出了深奧的哲

理，讀來受益匪淺，引以為鑒：

我們不應該只追求外表的光鮮

照人，更應該注重內心的修養

和素質，只有這樣，才能成為

一個真正有價值的人。

溥雪齋油畫肖像（丁奕愷）

▲ 溥伒作品（蘇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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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方，寧波市中心的

豐化江上有一座名橋，橋身吊

在鐵架上面，樣子很別緻，叫

靈橋。

從前的靈橋並不是現在這

樣的大鐵橋，而是一座普通的

木橋，橋頭還有座小廟叫「三聖

堂」，怎麼叫三聖堂呢？原來，

廟裡供的是三位聖人：當中是個

縣官；左邊是個手裡捧著一只箱

子的商人；右邊是個補鞋匠。這

是怎麼回事啊？

話說很久以前，豐化江上還

沒有橋，全靠一艘小船擺渡，過

往行人很多，來回一趟得花半個

時辰，碰到惡劣天氣，耽擱的時

間就更長了。

渡口有個小草棚，一個補鞋

匠長年累月在這裡補鞋。他手藝

好，價錢也公道，等船的人，喜

歡在他的草棚前歇腳，有的順便

補補鞋子。天長日久，這補鞋攤

成了候船棚了。

一天，有個外貌平常的南洋

鉅商回家省親，一路跋涉，歸心

似箭，趕到渡口，鞋底快磨穿

了，於是叫鞋匠補鞋，鞋剛補

好，渡船靠岸了，客商趕忙穿上

鞋，跟著大夥一道，一鬨擠上渡

船走了。

到了傍晚，鞋匠歇工，發現

凳子底下有只小箱子，打開箱子

一瞧，滿滿一箱珠寶！眼看天色

已晚，船停渡了，鞋匠只好收拾

鞋擔回家。

第二天，鞋匠把小箱子放在

鞋擔裡，又挑到渡口草棚裡等

候。可是，儘管他留神看，細心

瞧，人來人往不知有多少，就是

沒人來找失物。三年來，鞋匠每

天把小箱子挑出門，到傍晚又挑

回家。

話說這一天，一個商人來到

渡口，坐在鞋匠對面的小凳上，

一邊看著鞋匠補鞋，一邊問這問

那。鞋匠覺得奇怪，雖然手裡忙

著活計，還是抬眼仔細打量這位

客商。

客商說：「鞋匠師傅，你手

藝真好，看你三年前給我補的

鞋，如今還這麼結實。」說著用

手指指鞋子。

鞋匠一端詳，心裡明白了，

可他仍然不動聲色地說：「三

年？不對吧，該有三年零一個月

嘍！」

客商心裡暗暗一算，鞋匠算

得一點不差，便笑著說：「老師

傅記得真準，我可糊塗了！」

鞋匠說：「糊塗啥？又沒丟

東西！」客商聽罷心頭不免一

驚，忙道：「不瞞你說，三年前

我在這等渡，倒是不小心丟過一

個箱子。」

鞋匠說：「丟箱子？唔，不

過這種事可多嘍！」

客商說：「咳！老師傅，要

是普通的箱子也就算了，可那是

一箱珠寶呀！」鞋匠問：「那你

當時為啥不找呢？」

客商嘆道：「找？不好找

哪！我那天急著趕路，傍晚到客

棧歇腳，才發現箱子丟了。

本想連夜趕回來尋找，可是

冷靜下來，仔細一想，這麼一箱

珠寶，誰拾到會承認哪？何況我

省親後要趕船去南洋，誤了船

期，又得耽擱一年半載的，所以

只好自認晦氣了。」（待續）

聽著窗外的雨聲，輕輕地敲

打著窗欞，望窗外紅肥綠瘦，蕉

葉青青。這淅淅的雨聲如天籟般

迴響，又如金玉落盤般清脆，擲

地有聲。看著漫天的雨幕，雨神

舞著綺羅羽紗，在天地間鼓著琴

瑟。那旖旎曼妙的姿態，讓人怦

然心動，不禁感喟著造物主的無

量智慧與慈悲。

長長的雨絲仿若飄動的琴

弦，在此刻被玄妙的彈響。靜心

聆聽這大自然的心音，雨神的輕

羅紗帳下漾起的清泠，置身於此

景中，陶醉在天人合一與天地宇

宙融通的狀態下，那種無以言表

的愉悅與發自心靈深處對神的感

恩，像圈圈漣漪般從碧澄的心海

中擴展開來，帶來深深的領悟與

共鳴，如清雅的絲竹，縈迴在一

個個沒有時間的時空隧道中。心

格外的安寧。獨享這天賜的玄妙

瞬間，不願讓它離開……

忽然間我看到一層美麗的

天，也不知是哪一個世界的花

園，嬌萼爭相綻放，到處透著新

顏清澈明亮的色彩。群群而來的

生命對著我頂禮微笑，我彷彿很

熟悉那裡，但卻記不起是哪一個

世界。穿越在花園裡，看著滿天

飛翔的精靈，感受到了他們的歡

悅。駐足在花園的一角，那些不

知名的奇花異草，散發出的馨香

撲面而來，天香簇簇合抱，玉蕊

嬌妍，那強烈的立體感，看上去

真的好美好美。

看著眼前的畫面繽紛旖旎，

高貴清雅，我想用什麼顏色可以

畫的出來，用什麼言語能夠將其

完美呈現呢？原來善的天園是如

此的美，善是多姿多採的，善所

構成美麗的世界，蘊藏著生命的

深厚韻力綿延不絕。窗外的雨依

舊在下，天空張大灰色的帘幃，

但那美麗的善的天園，卻永遠留

在了我的心間。穿越了時空的隧

道，定格永恆在那些絕妙的瞬

間。

突然間對世上的很多事情，

已不感興趣，只是沉浸在寧靜

中，享受著靜中的美妙，彷彿能

夠穿越寧靜，聆聽靜的世界。寧

靜中的美，天人合一的曼妙狀

態，能充盈人的內在，賦予人更

多的能力，先天的靈慧被神一點

點地打開。

再次體會著善的涵義，已有

了更深的意蘊，遠遠超越了習以

俗成的觀念，善是宇宙的特性，

是大覺者的根本特性，是造化萬

物之根本原因之一。修煉就是去

掉魔性充實善的過程，放下那些

對自我的執著、慾念與觀念，就

是去除魔性的過程。當人心無存

時，這善就會升華為神的慈悲，

那是不求回報的，與生俱來的，

不隨著時間環境而改變的，更不

是做給人看的。完全是神之本性

的自然流露。無私的完全為了眾

生的。

帶著一顆無挂礙的清心去看

美麗的自然，嬌萼繽採的世界，

如意的組合，讓人不禁想到中國

古語「厚德載物」。厚德的本

身，就是善的一層表現，這樣延

伸善的境界，自然是美麗多姿多

採的，善不僅有她的深度，也有

她廣闊的領域；不僅有她純淨如

白玉的天然本性，也有她繽紛多

彩的玲瓏百變一面。善，真是

奇妙無比。「人之初性本善」返

本歸真、歸回神性、就是回歸

本性的真善大善，同化宇宙「真

善忍」的特性，生命才會生生不

息，天地永固，歸於永恆。

試想人若相信善是多彩的，

便自然會遠離灰暗沮喪的色調，

回歸樂觀的自然本性；如果人相

信善是繽紛多姿的，就會自然拒

絕黑暗，不會在情慾中沉淪，在

名利中患得患失，自甘墮落，鬱

鬱寡歡。生命中善是有力度的，

因為她的來源高遠而聖潔。善的

旖旎華彩，賜予生命清新與美

麗，也讓生命能超越現實的灰

暗，回歸純真的世界。

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多少

人對武俠小說中的那個江湖世界

醉心不已。正因為我們對那片江

湖無比嚮往，所以十分喜愛那些

英雄，尤其是對那些不愛紅裝愛

武裝的女主角更是傾慕不已。金

庸筆下的眾女傑無數，只是誰才

是堪稱智慧與美貌的代表人物？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

俠倚碧鴛」。金庸小說塑造了

太多的經典人物，他們身上有著

最明顯的性格特點。英雄氣短，

兒女情長的。讓們對那片江湖無

比嚮往，尤其是那些不愛紅裝愛

武裝的女主角更是傾慕不已。金

庸筆下的她們，誰又是堪稱智慧

與美貌的代表人物？

首先，我第一時間剔除小龍

女。她的情商實在讓人捉急，你

想簡單一些——這叫單純也是可

以的，但我並不欣賞。多虧了楊

過，才讓小龍女這個人物形象不

至於那麼糟糕。但堪稱完美，小

龍女是半點兒也沾不上邊的。真

正無可挑剔的女主角，我個人認

為有以下這些：

一、黃蓉

「神雕三部曲」中，黃蓉是

最不能忽略的女性人物。有人覺

得，金庸對她特別偏心。我也覺

得是，從少女時代寫到賢妻良

母。黃蓉的古靈精怪，一直沒有

變化。但她為了愛情，可以改變

自己。守護在靖哥哥身邊，甚至

也幫著一起守衛襄陽城。最後，

殉城而亡。也算，求仁得仁。

二、趙敏

趙敏的出場，並不討人喜

歡。隨著情節的推進，你才對她

有著莫名其妙的好感。這樣的好

感，在於她能夠為了張無忌做出

犧牲。是的，如果沒有張無忌、

趙敏就不會成為這樣的趙敏。放

棄郡主身份，放棄大好的榮華富

貴。只想著，讓情郎每天給自己

畫眉。她，選擇了以愛為生。

三、王語嫣

其實，王語嫣的情商也不怎

樣。但她比小龍女好一些，好的

地方就是能夠及時回頭是岸。如

果她還一味對表哥鍾情，一味的

在那個小情懷中無法自拔。可想

而知，王語嫣的結局一定特別悲

慘。因為慕容復要當西夏駙馬，

這才驚醒了王語嫣。她終於醒

悟，還是段譽對她是最好的。

四、任盈盈

不少人替任盈盈叫屈，認為

令狐沖予她的從來都不是愛情。

沒辦法，愛情這碼子事比較複

雜。有著先來後到，令狐沖與岳

靈珊的這些年回憶可不是鏡花水

月。而令狐沖，估計也沒有想到

日月神教的教主女兒會愛上自

己。任盈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聖

姑，只是想琴瑟和諧的小女子。

在你心目中，誰是金庸筆下

的完美女主角呢？

◎文：白雲飛

◎文：靜心 ◎文：飄雨桐

The Ling Bridge, located on the Fenghua 
River in the center of Ningbo is famous 

for its unique appearance. It has a large iron 
archway that is visible for miles. On one 
side of the bridge is the Three Holy Temple.

  The original Ling Bridge began its life as 
an ordinary wooden structure spanning the 
river. There is a small temple at the bridge-
head called the Three Holy Temple. The 
temple is named after the three saints inside: 
the magistrate who sits in the middle, the 
shoemaker on the right, and the merchant 
holding a box on the left. What is the story 
behind these three figures?

  Many years ago, before the wooden bridge 
was built, there was a ferry to take passen-
gers back and forth across the river. The trip 
took half an hour each way and even longer 
if the weather was bad.

  There was a cobbler in a small straw work-
shop at the ferry port. He had been there 
for many years, and he had a reputation for 

doing excellent work at a reasonable price. 
He made a living by mending shoes for pas-
sengers waiting for the ferry and seeking 
shelter in his workshop. Eventually, his lit-
tle hut became the official waiting room for 
the passengers.

  The lost jewels: How the Three Holy Tem-
ple was born

  One day, a merchant who had been away 
traveling needed to cross the river to get 
home. His shoes were worn out from all the 
walking he had done on his travels so the 
shoemaker resoled the shoes and finished 
just in time for the ferry’s arrival. The mer-
chant quickly put his repaired shoes on and 
jumped onto the ferry.

  When the cobbler finished for the day, he 
found a small box under one of the stools 
in his workshop. Upon opening the box, he 
discovered it was full of jewels. As it was 
late and the ferry had completed its last 
journey for the day, he had to take the box 
home with him for the night.

  The cobbler brought the box back to his 

workshop the next day, waiting for the mer-
chant to return and claim it. There were 
many passengers waiting for the ferry as it 
was a very busy day, but none of them was 
the merchant. The cobbler carried the box of 
jewels back and forth between home and his 
workshop every single day for three years, 
waiting for its rightful owner to return.

 One day, a merchant came to the work-
shop and sat down opposite the cobbler. He 
chatted with him awhile and watched him 
work. The cobbler looked at the merchant 
carefully.

  The merchant said: “Master cobbler, your 
work is so good. The shoes you repaired for 
me three years ago are still as good as new.” 
He showed the cobbler his shoes.

  The cobbler looked at the shoes and under-
stood at once who the merchant was, but he 
still replied calmly: “Three years? No, it’s 
three years and one month!”

  The merchant took a moment to reflect on 
the time, smiled, and said: “Master’s mem-
ory is accurate, but I am confused.”

 The cobbler asked: “Why are you con-
fused? Nothing has been lost.”
  The merchant was surprised and said: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forgot something last 
time I was here. I left a box behind.”

  The cobbler said: “Lost a box?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have been left behind 
here.”

  The merchant replied: “Ah Master, if it 
was an ordinary box, I wouldn’t mind, but it 
was a jewelry box.”

  The cobbler asked him: “Why didn’t you 
look for it back then?”

  The merchant sighed: “Look for it? I didn’t 
realize I’d lost it until I stopped at an inn for 
the night. I wanted to come back for it, but 
I didn’t think it would be worth it. Whoever 
found that treasure wouldn’t want to admit 
they had it. Besides, I had to rush off on an-
other trip once I’d visited my family. If I’d 
missed the ship, I would have been delayed 
another six months so I just had to accept 
that I’d been unlucky.”

千古佳話：三聖堂（上）

The Three Holy Temple (Part 1) 

這座鐵架橋就是寧波靈橋

雨夜漫感
智慧美貌兼具 

金庸筆下四大女主角

黃蓉（翁美玲飾）

(Shutter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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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蓮

人死後，靈魂會離開肉體，

去往另外空間，有時還會與人類

這個空間發生聯繫。託夢緝凶，

是最常見的一類。

明代《永樂大典 • 夢》中記

載：南朝宋永初、元嘉年間，山

東琅琊諸葛復擔任九真（今越

南河內南）太守，後在任所病

故。 19 歲的諸葛元崇護送父親

靈柩和資財回故鄉南京途中，遭

諸葛復的門生何法僧殺人奪財。

諸葛元崇之母陳氏某夜忽然

夢見兒子歸來，訴說父親病故及

自己被害的經過，並說「自己趕

路走得快，累極了，暫臥窗下床

上，頭枕窗而眠，明天您看我

睡過的地方，足可證明我確回

過家！」陳氏驚醒，持燈照看窗

前，恍惚看到一片沾溼像人形的

地方。於是全家號啕哀泣。

隨後，陳氏修書給在交州任

長史的親戚徐道立，詳述兒子託

夢所說，委託交州太守徐森之及

徐道立兩位大人勘驗。

徐道立接信後，立即追查。

果真截獲諸葛復太守的喪船，查

核他父子倆去世之日，與陳氏夢

境完全相符。凶犯得知是死者託

夢，無從抵賴，認罪後被依法處

斬。徐派人護喪船歸至南京。

託夢緝凶的案子並不鮮見，

即便在當今無神論思維下的中

國，也時有發生。

2008 年 6 月，吉林省長白

山市一個叫張永成的人失蹤了，

人的生命，不僅有

分子構成的「有形」身

體，還有許多比分子更

微小的「無形」成分，包

括人的神、魂、魄、意、

志。這無形的部分主宰

著人的一切，且不會隨

著肉體的死亡而消失。

他的帶血上衣在鄰居家柴垛下被

發現。警方通過勘察初步斷定他

可能遭遇不測，但破案沒有絲毫

線索。

幾天後，張永成的姐姐張燕

從老家趕來，她找到警察，說自

己做了一個夢，夢裡弟弟說他被

人殺了，並告訴她屍體埋的地

方。她希望警方能夠和她一起去

找那個埋著她弟弟屍體的地方。

雖然警方完全無法相信「託夢」

的說法，但為了安撫張燕，還是

跟著她去了那個地方。蹊蹺的

是，從沒來過長白山的張燕，很

準確的找到了一處距鐵道有 20
米遠的「無人區」。警察果然在

那個地方找到了張永成的屍體，

並依此找到了真凶。

據 一 位 網 友 講 述，2006
年，他曾在派出所的刑偵期刊上

看到一份警察的破案自述。

一警察有一個青梅竹馬的女

生，高考前幾個月，女孩突然失

蹤了。警察立志查找真相，於是

◎文：藍月

神秘力量推動地球板塊重組  
《自然》雜誌發布研究指出，

受到一種神秘力量的推動，未來

各大海洋面積將發生巨變，相當

於就是地球板塊正在重組一樣。

地球是一個整體，也是一

個「活體」，並不是保持不變的

模式，在不斷推動地球板塊變化

的活動之下，海洋面積會隨之改

變。但無論是大西洋擴大，還是

太平洋縮小，地球整個面積都不

會發生變化。

目前科學家們並不瞭解這種

神秘力量到底是甚麼。在最初的

報考了警官大學，畢業後回家鄉

當了警察。

一天，派出所接到報案，一

個女人被姦殺拋屍。案子展開調

查後，始終無法突破。

有一天夜裡，這個警察夢到

青梅竹馬的女孩哭泣著對他說，

自己是被人殺死的，被埋在某某

地方的一個水溝裡，一定抓住凶

手給她報仇。根據夢中的指引，

警察們果然在那個水溝裡找到了

一具白骨。此後，警察將這兩個

案件合併調查，很快找到線索，

鎖定凶手緝拿歸案。

臺灣媒體亦刊登過類似案

件。 2014 年，某市發生一起命

案，一男子因前女友遭人搭訕，

便夥同友人刺死了搭訕男。警方

事後逮捕了 8 名涉案嫌犯，除

了判入獄服刑外，還賠償死者家

屬 800 萬元。

多年後，一名蔡姓男子突然

向警方自首，表示自己也是當年

命案的涉案人之一，僥倖隱藏了

多年，最近連續半個月都夢到

死者問他：「別人欠的已經還了

800 萬，你欠我的何時還？」男

子恐懼不安之下，只好投案自

首。

託夢，是肉體消亡後靈魂與

這個空間的人最常見的溝通方

式。託夢者與受夢者存在不同的

時空，託夢者通過夢境傳達信息

給受夢者，或是傳遞真相，或是

讓其避免災禍，或是傳遞神的旨

意等。

很多被無神論洗腦的人們，

不相信人是有靈魂存在的，更不

相信有另外空間。託夢，打開了

人們瞭解靈魂存在真相的大門。

時候，不少科學家說，可能是冰

川的緩慢移動。導致了地球構造

板塊的持續移動，因為在美洲下

面的板塊與歐洲、非洲下面的板

塊拉開了距離。所以形成了面積

的擴大與縮小。現在新的說法

是，在位於大洋中脊地區，海底

出現了山地，在推動地殼上下，

地幔之間的物質轉移。

英國南安普敦大學地震學家

馬修．阿吉烏斯通過對大西洋海

底部署的 39 臺地震儀，記錄的

大洋中脊地區地震活動情況，確

實發現了有這方面的跡象。

在大洋中脊地區，從構造上

來講，是美洲與歐洲、非洲分開

的脊邊界，所以可能在改變海洋

整體擴大與縮小上具有明顯的作

用。而這個分離的區域，是位於

海洋地表之下約 660 公里的區

域，存在物質傳輸的跡象。

但也有數據表明，在大西洋

中部這樣的地區，山脊上的力量

在將新形成的板塊分開方面起著

重要作用。專家們認為，不僅是

海洋區，在陸地區域，也出現地

球陸地區域在形成之中。這說明

地球的陸地、海洋都正在分裂。

而陸地分離區域就是指東非大裂

谷。 2020 年，科學家們再次公

布了一則數據，東非大裂谷在

2005 年的時候曾出現了一條裂

縫，到 2020 年的時候已經延長

到了約 56 公里，這說明該大陸

的分裂正在加劇。

科學家推算，大約在 500
萬年到 1000 萬年以後，非洲東

部將形成構造地質斷裂，導致非

洲大陸被「分裂」成兩個部分。

所以如今地球的改變並不是僅限

於海洋區域，陸地的分裂也在發

生之中。

海洋區域的改變屬於「隱藏

性」的模式，很難採集到變化的

資料。如果沒有數據支撐，很多

人可能也不知道，陸地分裂其實

也是如此。科學家表示，如果未

來地球發生重組，也非異常。

有研究指，地球曾經是一個

整體，陸地海洋是完全處於大範

圍連接模式，也是因為地球板塊

的格局變了，所以才形成如今的

狀態。自地球誕生以來，無論是

陸地，還是海洋區域，地球一直

都在發生改變。但是，具體是甚

麼力量在推動地球的變化，如今

還是屬於未知的狀態。通過科學

家們的研究情況來看，雖然用板

塊運動的理論是可以說明這個問

題，但還是存在地質構造方面的

重組因素。

月球上的一天，等於地球上

的多少天呢？

中國民間神話故事中說「天

上一天，地上一年」。《洞冥

記》中說，東方朔幼年時有一次

出門數月才回，一回家就捱了母

親的打。過了一段時間，東方朔

又出去了，這次過了一年才回

來。母親問他去哪裡了，這麼久

才回家。

東方朔說：「兒至紫泥海，

有紫水汙衣，仍過虞淵湔浣，朝

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意思是

說，我早上出去中午就回來了，

你為甚麼說我走了一年？

這裡說明，空間不同，時間

也是不同的。地球的一天是靠自

轉來決定的，自轉帶來了地球一

天 24 小時的晝夜更替，從而使

地球出現了白天和黑夜。而月球

◎文：天羽 公轉的同時也在自轉，因為引力

的影響，月球永遠有一面是朝著

地球的。

科學家在最新研究中表明，

地球轉動 360 個小時只是相當

於月球的白天，再轉 360 多小

時也只是月球的黑夜降臨；太

陽光射到地球要花 8 分鐘的時

間，平均行程 1.5 億公里。而月

球到地球的平均距離卻只有約爲

38.5 萬公里，約相當於地球半

徑的 60 倍。

地球環繞太陽公轉一周的時

間是一年，而月球環繞地球公

轉一周的時間卻等於地球上的

27.3 天，地球自西向東繞軸自

轉一周的時間是 23小時 56分，

也就是地球的一個晝夜。而月球

自轉的周期卻正好等於它公轉一

周的周期，所以月球一天等於地

球一個月。

月球的一天是地球多少天？      月球是太陽系中所有行星衛

星中體積排名第五的衛星，也

是我們人類所在地球的唯一一

顆衛星。月球的大小僅有地球

的 1/8，質量更是只有地球的

1/80，與地球相比，它是當前已

知的質量最大的一顆衛星，也是

整個太陽系中密度排名第二的衛

星。由於月球上沒有大氣的遮

隔，白天太陽的光芒要比地球上

的太陽光明亮百倍，並且溫度也

比地球高很多。月球的黑夜長達

兩個星期，黑夜氣溫在零下近兩

百度左右。

◎文：藍月

一份研究發現，智

能手錶可以在佩戴者出

現明顯症狀之前7天，

就能夠偵測到佩戴者受

COVID-19感染後身體出

現的異樣。

紐約西奈山伊坎醫學院

（ISMMS）的研究組對 297 名

醫護工作人員進行實驗，讓他們

全天佩戴蘋果的智能手錶，之後

採集他們的數據進行分析。

結果顯示，三分之二受病毒

感染的醫護工作人員，在他們自

己感覺身體出現症狀平均 7 天

之前，智能手錶已經能夠反映出

佩戴者心率的異常。

當人的身體出現炎症時，血

液流動的規律就會改變，繼而影

智能手錶預警病毒感染

響心率出現輕微的變化。而被

病毒感染的一個早期症狀，就

是受感染部位會出現炎症。

智能手錶一項測試基礎健

康的功能，就是可以掌握佩戴

者的心率在一天之中的變化曲

線，如果心率規律出現哪怕細

微的變化，智能手錶即可偵測

到並提出警告。研究人員表

示，如果利用這個規律開發專

門監測中共病毒感染的應用程

序，智能手錶可以作為預警感

染的有效工具，幫助佩戴者盡

早自我隔離，並立即參加正式

的病毒檢測。

靈魂存在的真相       託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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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照遠

溫州有個年輕人一向放蕩不

羈。他想知道自己這一生的富貴

和壽命到底怎麼樣？就拿自己的

生辰八字去算命。

第一個算命先生告訴他說：

「您的壽命活不過三十歲。」年

輕人不相信，又請其他算命的再

算算，結果讓他大失所望。因為

所有的人說的都一樣。這下，讓

他不能不朝相信的方向走了。

絕望的他想著：自己反正不

久於人世了，乾脆連老婆也不娶

了，更不去費心生產理財的事。

從此他天天輕財好施，行俠仗

義，樂得心裏自在。

在溫州飛雲江有一個渡口叫

飛雲渡，此處風浪非常險惡，常

常發生船翻人亡的災難。有一

天，他在飛雲渡旁邊等著過河。

有一個梳著丫髻的姑娘，徘徊河

邊，樣子非常悲傷。女孩就像要

跳水自盡似的，年輕人趕上去

攔住她，問她：「姑娘為何要輕

生？」

姑娘回答說：「我是一個丫

環。主人家中有婚姻大事，暫時

向親戚借了一對珍珠耳環，今兒

個讓我送回去，我卻在路上弄丟

了！耳環該值三十多兩銀子，我

弄丟了這麼貴重的東西哪敢回去

啊，我寧可投水死了！」

年輕人說：「我剛好撿到。

只是不知道東西果真是您的

嗎？」接著，年輕人詳細地問了

那副耳環的細節：共有幾顆珍

珠，造的模樣等等；小姑娘也

一一答述了。然後年輕人說：

「照您剛才說的，我撿到的耳環

確實是您遺落的。」

於是，年輕人又隨同小姑娘

一起去拜訪了她的主人。主人拿

到耳環，非常感謝，想回贈他一

點東西，他推辭不要，轉身走

了。

不久，那家主人惱火這丫環

辦事不得力，打發她出去嫁了個

剃頭匠。她夫妻倆住的地方，離

飛雲渡的渡口只有幾步遠。

一年後，年輕人與二十七個

人同行到飛雲渡過渡。路上碰到

一個婦女，見他低頭就拜，而且

一再向他表示感謝。他仔細打

量，原來這就是先前那個丟掉耳

環的姑娘。她將事情原委對丈夫

說了一遍，她丈夫也很感激，夫

妻倆一定要留他吃頓午飯再走。

年輕人趕到盛情難卻，只好留下

來了。

其他的同行人都先上渡船離

開了。誰知，渡船開出不久，風

浪大作，船翻了，結果那二十七

個人全都掉到水裡淹死了。

大概是因為這個年輕人能

救人一命，所以上天也救了他

一命！後來，這個年輕人活到老

年，壽終正寢。（事據明代陶宗

儀《南村輟耕錄》）

清朝時，揚州城有個孤身的

倪瞎子，連個棲身處所都沒有，

就借居在舊城府的城隍廟裡，靠

占卜為生。每日多少能占得數十

文錢，以此來度日。如果遇到颳

風下雨，沒有人來求卜，那這一

晚很可能要空腹過夜了。

有一天，一個做生意發了財

的年輕人攜帶妻妾入廟燒香，侍

奉在他馬車前後的人甚多。倪瞎

子知道了心中發酸，就在神前默

默地申告說：「他如此下賤，卻

榮耀如此；我本是世家大族，卻

如此飢寒。真的是天之無眼，神

之不靈也。」

當晚，忽然夢見城隍神來

拘審他，神說：「你何以告狀？

他命應享福，你命應受苦，俱有

定數，你怎麼敢怨天尤人呢？將

你發放到儀徵縣，打二十大板作

為懲罰。」倪瞎子一驚而醒，一

身冷汗涔涔。這一年如常過了也

沒發生懲罰之事，倪瞎子放下了

心，也就以為是一場夢罷了。

第二年冬天，倪瞎子嫁到儀

徵的姐姐病死了。倪瞎子前往送

殯時，那個讓他受罰二十大板的

夢竟然應驗了。

那日他住在姐姐家裡，睡

到半夜三更時，忽然肚痛難忍，

於是開門出外大便，這時剛好有

巡夜官來到這邊。巡夜官問他幹

什麼，他因為眼瞎看不到來人是

誰，遲遲未應答，巡夜官覺得可

疑，就剝下他的衣服，責打了他

二十大板。倪瞎子的外甥聽到門

外有聲響，出門為倪瞎子辯明，

但倪瞎子已經被杖打了二十大板。

神之靈明如此，誠不可欺！

誰人命應享福，誰人命應受苦，

在今生之前造了因，招來業報

果報的定數，不明的是迷中人罷

了。（資料來源：《履園叢話》）

邵享豫三世前是一位讀書

人，可惜為著利益去誣陷一位守

寡的節婦，結果當年就暴死了。

死後元神被抓到陰曹地府受

審，冥官看了生死簿後，嚴厲

的斥責他：「你命中本有二品官

運，因為你汙衊節婦，以致官運

和壽命全被削盡，而且來世還要

◎文：如一

當畜生受罰。」

冥吏押著邵享豫去投動物

胎。要灌湯水時，他想，這可能就

是迷魂湯，喝了就會失去當人的記

憶，於是悄悄倒掉沒喝。等到再睜

開眼時，發現自己已經變成小豬

仔，臥在豬圈中。邵享豫非常懊

悔，又不甘心，就絕食自盡。

死後，他的元神來到陰曹地

府，冥官指責他妄圖逃避懲罰，

他又被強制轉生為豬。這次不敢

逃避了，突然回憶起當人時看過

的佛經，還記得其中的一些字

句，便誠心默念。

轉生為豬兩年後，有強盜來

到主人家搶劫，牠看到強盜要進

來了，就奮力狂叫，衝撞豬圈。

屋主驚醒，強盜見狀就逃跑了。

主人感念牠護家有功，沒有宰殺

牠，讓其自然老死。

這一世豬身死後，元神再被

帶到地府。冥官見他頭頂有一團

金光，知道這是生命虔誠念佛經

的功德，便立刻將情況向上司匯

報。後來上司回覆：「可以再投

人胎當人，而且把被削去的二品

官福分還給他。

民國政治人物郭則澐所著的《洞靈小志》中有一則

故事，講述了晚清名官邵享豫的轉世經歷。這是邵享豫

親口講給當時的年輕幕僚李經畲，又經徐沅轉述，最後

傳到郭則澐耳中，並被他記錄下來的，可信度很高。

天象與聖經《啟示錄》的警示

2017 年 8 月 21 日和 2024
年 4 月 8 日可以觀測到日全蝕，

這兩次日全蝕帶的路線正巧在美

國上空形成一個巨大的十字，更

讓人吃驚的是，兩次日蝕的中心

時間點正好是 2020 美國大選終

選日── 2020 年 12 月 14 日。

天象代表著上天的旨意，這

個天象可以說是神在直接警示人

── 2020 美國大選是神魔大戰

在人間的對應，它將人類歷史推

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人類將要

為自己的未來做出關鍵的選擇。

這兩次日全蝕相隔約 7 年，

聖經《啟示錄》中提到的人類末

日之災，剛好也是 7 年。

《啟示錄》將這 7 年平分為

兩個階段，前 3 年半是第一階

段，稱為災難的起源；後 3 年

半是第二階段，稱為大災難時

期。為何大災難是後 3 年半，

而不是 7 年呢？馬太 24 章第 22
節說：「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

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

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

如果 7 年都是大災難，那人類

就將沒有做出正確選擇的機會

了。

2020 美國大選的時間點，

剛好落在兩次日蝕時間間隔的中

◎文：李道真

心，分成二個階段，每個階段

也是近 3 年半的時間，與《啟示

錄》的記載很吻合。前 3 年半基

本與川普第一任期的時間重疊，

2020 年大選剛好在中間點，而

後 3 年半的時間，恐將有巨大

的災難降臨人間。

《啟示錄》中說，那時將有

7 位天使把盛著神的憤怒的 7 個

碗傾倒在地上，到那時所有的敵

基督、假先知、魔鬼及其跟隨

者，都將在神的憤怒之下滅亡。

接著，我們來說明為甚麼

《啟示錄》中人類 7 年末日之災

的時間與日蝕大十字的時間能夠

重合？古金先生從天象的角度對

此做了一番解釋，我們一起來看

一下。

《啟 示 錄》第 12 章 記 載：

「天上現出大異象來。有一個婦

人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上是

十二星的花冠。

她懷了孕，在生產的艱難中

疼痛呼叫。天上又現出異象來。

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

上戴著七個王冠。牠的尾巴拖拉

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

上。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

面前，等她生產之後，要吞吃她

的孩子。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

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她的

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

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裡有神

給她預備的地方，使她被養活

一千二百六十天。天上發生了爭

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

戰，龍也同牠的使者來爭戰，牠

們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牠們

的地方。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

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

的。牠被摔在地上，牠的使者也

一同被摔下去。龍見自己被摔在

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婦

人。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

婦人，讓她能飛到曠野，到自己

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裡被

養活一載二載半載。」

記載中，「婦人生子」與

「孩子被提」的時間，就是 7 年

末日之災開始降臨的時間，古金

當下是末法時期，

神再次以天象警示世

人，用兩次日全蝕帶在

美國上空畫出巨大的十

字，象徵人類命運的十

字路口，警示人類千萬

不要做出錯誤的選擇。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先生破解道：「『婦人』指室女星

座，『懷孕生子』指木星的運行；

木星在 2016 年 12 月 28 日進

入室女座的小腹部位，並留守 9
個月左右，如同室女懷孕一樣。

然後木星又在 2017 年 9 月 24
日順行下行，離開室女腹部，好

比嬰兒出生。

『身披太陽，腳踏月亮』指

太陽在室女座的肩上，月亮在室

女座的腳下，所以室女生子的

時間可以精確的指向 2017 年 9
月 24 日 0 時～ 10 時（東八區

時間）。  『頭上是十二星的花

冠』指室女座頭部上方有 12 顆

亮星所形成的冠冕形狀。室女

座的頭上是獅子座，但只有 10
顆亮星（4 等以上），無法構成

冠冕的形狀；但是在 2017 年

9 月 24 日，水星和火星運行到

這裡，與獅子座 10 顆亮星構成

12 顆星的花冠。在那一刻，三

大天象條件──『婦人生子』、

『身披太陽，腳踏月亮』和『頭

上是十二星的花冠』──全部 
契合。

回頭再看看前面所說兩次在

美國上空形成大十字的日蝕。

第一次日蝕發生在 2017 年 8 月

21 日， 與 2017 年 9 月 24 日

『婦人生子』的時間只相差一個

月，幾乎吻合。婦人生子是 7
年末日之災的開始時間，前 3
年半與川普總統第一任期的時

間相重疊，不會有大的災難，

而 2020 美國大選處在中間時間

點，大選過後，後 3 年半的大

災難可能就將開始了！

現在的時間正處在十字交叉

點上。」

相士算他活不過 30 歲 為何不應驗 倪瞎子怨神被罰二十板

邵享豫轉三世經歷
因為他當過畜生，投胎前還

要剝掉豬皮才能再做人。剝豬皮

時非常疼，剝到胳膊時，因為實

在太疼，忍不住掙扎了一下，胳

膊上就有一塊皮沒剝乾淨。

說到這裡，邵享豫就挽起袖

子，露出手臂，李經畲一看，果

然有一小塊地方長著一叢好像豬

毛一般的毛髮。

不久，邵享豫參加科舉並中

舉人。光緒十六年（公元 1890
年）考中進士，入朝為官，歷

任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撰

文、侍講，兵部武選司員外郎，

二品頂戴，賜紫禁城騎馬，誥授

光祿大夫等職。

邵 享 豫 前

世 是 讀

書 人，可

惜 為 著 利

益 去 誣 陷

守 寡 的 節

婦，投 胎

豬身。

生命輪迴

◎文：泰源

行善改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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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東魏時，出了個曹操式

的人物高歡，他有個兒子叫高

洋。高洋其貌不揚，不會說話，

喜歡閉門靜坐，即使對自己的妻

子、兒女也能整天閉口不言。

高洋在小時候，連他的家人

都看不起他，只覺得他是個順從

的窩囊廢。他的長兄高澄經常強

行索要他的珍玩，每每對他嗤之

以鼻，說：「這樣的人也得到了

富貴，相面術怎麼解釋得通？」

高歡曾經測試兒子們治亂的

意識，把兒子一個個叫過來，讓

他們處理一團亂麻。有的兒子理

不出頭緒，就扔在一邊不幹了，

稟報：「這怎麼能理得順？」高

歡搖頭嘆息的說：「下去吧！」

有的兒子多了一個心眼，心

想父王大概是測試我的耐心吧？

於是雖然亂紛紛理不出個所以然

出來，他還是一本正經的在那

裡理，對高歡說：「父王既然有

令，兒臣就絕不放棄！」高歡點

頭稱許，說：「可以了，不用理

了。」

只有高洋抽出快刀，將亂麻

一刀兩斷，說：「亂者須斬！」

高歡大吃一驚，對別人說：「這

兒子的意識，比我都強！」最後

只有高洋獨自完成了處理亂麻的

任務，並且完成得最快。

後來高歡死後，高澄繼任大

將軍，突然被家奴砍死，震驚朝

野。高家倉促間群龍無首，都嚇

壞了，不知道該怎麼辦，擔心高

家是不是要滅亡了？只有高洋在

這時仍然面不改色，指揮若定，

斬殺反奴，總攬朝綱，頓時誰也

不敢亂動了。高洋後來廢除魏

帝，自己登基做了北齊的開國皇

帝，做出了連高歡和高澄這樣的

英雄人物都不敢想的事業。

高洋當皇帝後，立刻顯露出

剛勇、果斷的內秀。他處理政事

簡明、寬和，執法以公道為先，

即使親戚、功臣犯法，也絕不容

情，因此政治清明，內外畏服。

高洋又東征西討，四、五年工夫

就將四方的宿敵悉數擊破。高洋

作戰時身先士卒，露頭袒膊，率

領將士奮勇出擊，唯恐擋在前面

的敵人不多，結果無不大破敵

軍。

高洋曾率一千多騎兵，遭遇

數萬敵軍合圍，但高洋神色自

若，指畫形勢，縱兵衝擊，不但

潰圍而出，還反過來追擊退去的

敵軍，俘獲三萬餘人。高洋曾命

令都督高阿那肱率數千騎兵阻斷

五萬敵軍歸路，高阿那肱面露難

色，認為敵軍必然會作困獸鬥，

請求增兵，高洋反而將騎兵數目

削減一半，高阿那肱橫下一條

心，奮勇出擊，於是大破敵軍。

都督高元海、王師羅本來沒

有甚麼武藝，一向怯懦，但自從

跟高洋與敵人白刃交鋒之後，頓

時以驍勇、雄壯聞名了。高洋曾

晝夜不停地行軍一千多里，途中

只吃肉、飲水，簡單充飢，豪氣

不但不衰，反而更加壯盛。

高洋興建木臺，高二十七

丈，兩棟相距二百多尺。工匠都

戰戰兢兢，繫好安全繩，但高洋

卻登上屋脊飛奔，毫不畏懼，還

不時迴旋起舞，旁人看見了，都

為之心驚膽戰。

高洋在短短幾年，功業就威

振天下。但是，之後他開始酗酒

肆欲，瘋瘋癲癲，夏天自己跑到

烈日底下曝晒，冬天自己脫光衣

服冒雪馳騁，還幹下了許多駭人

聽聞的殘酷事。後來他只喝酒，

不吃飯，當了十年皇帝就死了。

史家評價高洋「昏邪殘暴，近世

未有」，感嘆喝酒亂性。高洋給

後人留下了「快刀斬亂麻」的典

故。

註釋

柳湖：西湖旁多植柳，故有

是稱。

松島：孤山。

蓮花寺：孤山寺。

橈（ráo）：船槳。

盧橘子：枇杷的果實。

澹（dàn）：安靜的樣子。

空碧：指水天交相輝映。

蓬萊宮：傳說海上有仙山，

名蓬萊，而孤山寺中亦有蓬萊

閣，語帶雙關。

譯文

在西湖附近的孤山上有座孤

山寺，傍晚聽完高僧佛經講解划

船回去。

因為盧橘飽含雨水，所以其

果實沈重而低垂，棕櫚的葉子隨

著清風的吹動相互擊打著。

湖上的水氣迷濛，微波動

盪，水天一色，望湖上瓊樓珠

殿，參差不去，倒映在夕陽下。

回到對岸，請各位客人在回

首望去，孤山寺彷彿像仙山中的

蓬萊宮一樣，坐落在水中央。

在前幾個世紀，世界各國的

文化中都有著敬天信神的傳統文

化和正統思想。學生們在大學裡

不僅可以學習到各種知識，比

如：文學、歷史、哲學、政治、

經濟、法律、社會等廣博的知

識，同時還可以學習到本民族的

傳統文化、正統思想。他們在畢

業之後，還會把這些傳統價值觀

傳承下去，並且成為民族文化的

守護者和民族的菁英。

任何國家的教育都會影響到

社會的安定、民族的發展和文明

的存續，也會影響到個人生活的

福祉。無論是文明古國，還是近

現代國家，人們都很重視傳統教

育。從古至今，傳統的價值觀教

育可以讓人們保持高尚的品德，

還可以延續神傳給人們的文化，

這是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教育還

可起到傳播知識、培養技能和凝

聚族群的作用。

但在共產主義國家裡，馬克

思列寧主義是一切學科的指導思

想，而且從 20 世紀初開始，社

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

義、法蘭克福學派等思想，逐漸

滲透到西方國家的教育裡。現在

很多西方國家的大學裡沒有了傳

統的價值觀教育，相反用共產主

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各種變形

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了傳統學科的

指導思想。因此，在西方大學的

傳統學科裡，真正的傳統文化、

正統思想、真實歷史和文學經典

等，被共產主義的代理人用各種

方式詆毀和邊緣化了。

以美國為例，在 20 世紀 80
年代，共產主義對美國一代人的

教育滲透就已完成，而且其效果

之好，遠遠超出了蘇聯當局的想

像。從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

共產主義理念強勢入侵美國大

學，以致大部分人文社會學科的

傳統價值觀受到相當嚴重破壞。

首先是革命話語占領了美國

人文學界。在過去幾十年裡，對

美國大學的人文學科影響最大

的三個人：葛蘭西是臭名昭著

的意大利共產黨人，他的著作

是《獄中劄記》；保羅 · 弗雷勒是

巴西的教育理論家，他崇拜的是

列寧、毛澤東、卡斯特羅和格

瓦拉，他的著作《受壓迫者教育

學》，號召推翻資本主義霸權，

成為美國教育學院必讀書之一；

弗蘭茨 · 法農參加過阿爾及利亞

反對法國的「民族解放戰爭」，

他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

號召武裝革命推翻殖民統治。

其次是共產主義以「理論」

的名義橫掃美國學術界。 20 世

紀 60 年代以後，反文化運動如

火如荼，導致形形色色的「理

論」大行其道，理論肆無忌憚地

嘲弄、逆轉、摧毀來自家庭傳

授、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的關於

是非、善惡、對錯、美醜的傳統

認識。所謂「理論」就是馬克思

主義和其他反傳統的理論聯盟，

其目的是以學術的方式摧毀人類

文明的基礎，是共產主義在西方

學院內的新偽裝而已。

第三是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就

像一個變種病毒，把一部部人類

文化的經典著作進行肢解和歪

曲，把一切文學作品當作政治寓

言來解讀，無非指出階級壓迫、

統治階級的上層建築，其目的是

麻痺人民等等，用這種方式來破

壞人文教育。

第四是貫穿於馬克思主義人

文學術的「意識形態」理論。馬

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

統稱為「意識形態」，認為占統

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

思想，沒有真實的反映現實。

20 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把破壞

文化作為革命的必經之路，在

「意識形態」概念上大做文章，

其實這是一個極端抽象的泛泛之

論，是沒有價值的偽命題，把傳

統的道德觀念一筆抹殺，帶動和

欺騙了很多頭腦簡單的人。

第五是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橫行人文社科領域。 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雅克 · 德里達的「解

構主義」橫行西方人文學界，它

是一種精巧的無神論和相對主義

的詭辯，成為共產主義摧毀信

仰、傳統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

之一。米歇爾 · 福柯曾經一度加

入法國共產黨，他把維持社會不

可或缺的機構等同於監獄，進而

號召人們推翻監獄的反社會理

論，在人文領域橫行。（待續）

詩 詞 賞 析

中 華 典 故 快刀斬亂麻
文 |史鑑

北周、北齊、陳、後梁地圖北周、北齊、陳、後梁地圖

2傳統價值觀為何會從西方大學消失？
——傳統學科教育理念的轉變

文 |心怡

精誠所至 金石為開
韓 嬰《韓 詩 外 傳》卷 六 

記載：

從前，楚國的熊渠子，有一

次夜行在外，他看見地上有一塊

石頭，便以為是一隻睡著的老

虎。於是他拉開弓，一箭射去，

這箭頭和箭尾，竟一同射入了石

頭之中。熊渠子下馬仔細一看，

知道是一塊石頭，於是又射出一

箭，但是這次箭不僅沒射入石

頭，還被反彈得無影無蹤了。

熊渠子先發之箭，因神情貫

注，誠心聚集，金石都為他開

裂，更何況於人事呢 ?

【賞析】

熊渠子在把臥石當作伏虎的

時候，竟一箭射穿了石頭，創造

了一大奇蹟。奇蹟的出現，當

然靠的是熊渠子情急之下，用

心精誠專一，用力強勁猛烈。

所以，漢人王充用「畏懼加精，

射之入深」八個字，來點破熊渠

子一箭穿石的奧妙，確實卓有 
見地。

由此看來，世上無難事，只

要人認定目標，全部身心地投

入，全力以赴地追求，執著強

毅，堅定不移，則不愁事不遂

願。這就是——精誠所至，金石

為開！

酌 古 鑒 今

劉向《新序 · 雜事》記載：

在孫叔敖小的時候，有一次

出外遊玩．他看見一條長有兩個

頭的蛇，便把它殺死，然後埋

了。

他回到家中，他見到母親，

想起來後果可怕，就哇哇地哭

了起來。他的母親問他：「哭甚

麼？」

孫叔敖回答說：「我聽說，

人見到了長有兩個頭的蛇，一定

會死。我剛才遇見了兩頭蛇，因

此，我擔心我會離開母親而死

去。」

母親問：「蛇現在在哪兒 ?」
孫叔敖說：「我怕別的人又

看見牠，所以就把牠殺了，埋了

起來。」

他母親說：「我聽說，積陰

德的人，老天爺會以好處報答給

他的。你為別人好，殺了那條

蛇，所以你是不會死的。」

等到孫叔敖長大成人後，做

了楚國的令尹。他還沒有到任，

人們就已經知道他是一位仁義之 
士了。

【賞析】

孫叔敖為了別人殺蛇，而擔

心自己會死時，其母便勸慰解

釋說：「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

福，汝不死也。」

的確，在社會生活中，與人

為善，為人多做好事，終究是會

得到「善報」的。因為世事就是

如此——有一份付出，終究是會

有一份收穫的。

文 |煥章 文 |煥章

見兩頭蛇 小兒哭泣

孫叔敖塑像

西湖晚歸
回望孤山寺贈諸客

唐代/白居易

柳湖松島蓮花寺，

晚動歸橈出道場。

盧橘子低山雨重，

栟櫚葉戰水風涼。

煙波澹蕩搖空碧，

樓殿參差倚夕陽。

到岸請君回首望，

蓬萊宮在海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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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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ON動力性能

Vantage 的風格是百分之百

的阿斯頓．馬丁風格，同時具備

優雅及蓄勢待發的姿態。比例完

美，重心更低，一觸即發。像所

有阿斯頓．馬丁跑車一樣，簡

潔、不張揚，卻很漂亮。

2021 Vantage 搭配梅賽德斯

AMG 提供的雙渦輪增壓 4.0 升 V8
發動機，該發動機能產生 503 馬力

功率和 505 磅尺扭矩，並通過七速

手動變速器或八速自動變速器傳遞

至後輪。手動變速器與動力總成的

連接更為流暢，並且比自動變速器

輕便 208 磅。Vantage 的發動機擁

有男中音一般的低速轟鳴，高速運

轉時則如激昂的男高音。車輛最高

時速可以達到 195 英里，完成 0-60
英里 / 小時加速僅需 3.6 秒。

Vantage 裝配電子控制的限滑差

速器和自適應減震器，使駕駛操作生

動而可預測。此外，還可以選裝碳陶

瓷煞車片，不過在日常駕駛中，這一

高級配置的表現機會並不多。

ASTON設計特點

從外觀到內飾，阿斯頓 · 馬丁使

用了一貫的高檔材料和大量的定製

選項，例如全皮革內飾、加熱和通

風座椅、碳纖維方向盤、繡花頭枕

等。同時，人造絨面革和帶有動力調

節和記憶設置的運動座椅均為標準 
配置。

儘管如此，由於在高速公路行駛

時，車體隔音效果不足，乘坐體驗有

所減分。除了中央控制台的小物件儲

物箱和門內側儲物框，Vantage 的內

部儲物空間非常有限，不過敞

篷車型的可快速折疊的 Z 形

電動車頂是有助於節約後備

箱空間的設計。Vantage 的後

備箱容量雖小，但依然可以

完整容納一個全尺寸高爾夫 
球袋。

信息娛樂和設備連接方

面，Vantage 採用了 8.0 英寸

顯示屏。Vantage 的信息娛樂

系統包括阿斯頓 · 馬丁音頻系

統、內置藍牙和導航系統。

雖然有更高級的音頻系統和

觸摸板選項以增進車輛的豪

華體驗，但缺乏諸如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等

流行功能的集成著實是一大遺

憾。

ASTON安全配置

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

理 局（NHTSA） 或 公 路 安 全

保險協會（IIHS）尚未對 2021 
Vantage 進行任何碰撞測試，儘

管 Vantage 沒有披露任何駕駛員

輔助技術，但其已知安全功能包

括 360 度攝像頭系統、盲點監控

以及自助停車輔助。

2021 阿斯頓 · 馬丁 Vantage
的起價為 $187,922。

【看中國訊】2021阿斯

頓·馬丁（Aston Martin）

Vantage不僅是一輛豪華跑

車，還是一件可以駕駛的藝

術品。Vantage擁有雙門轎跑

車以及軟頂敞篷跑車兩種車

型。Vantage有充裕的車內空

間，並提供了足夠的個性化

選項。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車

內隔音效果略顯不足且某些

部件有少許廉價塑料感。即

便如此，憑藉其超模一般的

造型，Vantage仍舊是一款擁

有超高顏值的豪華型跑車。

 Vantage VantageVantageVantage優雅與蓄勢待發

Aston MartinAston MartinAston MartinAston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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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節是每年黃曆的正月

十五日，過年的尾聲，因此又有

「小過年」之稱。

每到這天，幾乎家家戶戶都

會吃湯圓、賞花燈、猜燈謎。這

首〈正月十五夜〉正是唐朝蘇味

道所寫的一首詠神都洛陽城元宵

夜「端門燈火」盛況的古詩。可

見得，無論古今，元宵節都是華

人非常重視的一個節日。

古人稱夜為「宵」，元宵節

是一年當中的第一個月圓之夜，

也是一元復始，大地回春的夜

晚，那麼，元宵節的應景食物有

哪些？元宵節為甚麼要提燈籠？

關於元宵節，您瞭解多少呢？請

一起往下看吧！

元宵節的應景食物

提起元宵節，除了賞花燈、

猜燈謎等傳統習俗外，大家首先

想到的應當是吃元宵和湯圓了，

其實，除了元宵和湯圓外，元宵

節的食俗還有很多，各地不盡相

同，但大都有家人團圓、祈求吉

祥的意涵。

1.油錘
根據記載，南北朝時期的油

錘多為澆上肉汁的米粥或豆粥，

主要是用來祭祀、逐鼠，祈禱老

鼠不吃蠶寶寶，以求農事順利，

還稱不上是節慶食品。唐朝時油

錘的製法，據說就類似後來的炸 
元宵。

2.餃子
中國北方在元宵節這天有吃

餃子的習慣，河南人「十五扁、

十六圓」的元宵節傳統習俗，指

的就是在正月十五要吃餃子。

3.棗糕
棗糕帶有吉祥如意的寓意，

河南省西部的居民習慣在元宵節

吃棗糕。棗糕原是清朝宮廷裡的

御用糕點，其營養成分有補脾和

胃、益氣生津之效。

4.年糕
年糕又名粘糕。唐代之後，

元代也有元宵節食糕的記載。

知道。

百姓聽到這個消息後，個個

驚慌失措，不久，有位老人想出

了一個辦法。他告訴大家：「在

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這三天內，

家家戶戶都要掛紅燈籠、燃放爆

竹與施放煙火，這樣才能讓天帝

以為人間著火了，人類都被燒

死了。」老人家一說完，大家連

聲稱是，並分頭進行那三天的 
活動。

到了正月十五那天，天兵視

察人間時，發現大地一片紅光，

以為是熊熊燃起的火焰，因此便

回去稟告天帝。

由於大家因此而保住了性

命。於是，便在往後的每一個正

月十五，欣喜地懸掛燈籠、點燃

爆竹與煙火，快快樂樂地慶祝 
一番。

各國的元宵慶祝活動

元宵節除了是華人的節日

外，也是東亞文化圈共有的節

日。各地的慶祝活動也略有 
異同。

韓國

朝鮮半島的元宵節又稱為正

月大滿月，在韓國元宵節有踏銅

橋、盜福土（到田裡偷泥）、咬

堅果、喝耳明酒、拔河、跳繩、

舞獅等活動。

韓國習俗還會在月亮升起的

5.生菜
南方人元宵節時喜歡將生菜

拌以糕餅煮食，因為生菜和「生

財」諧音，因此被看作是象徵富

貴吉祥的喜慶之物。

6.豆麵糰
昆明人喜歡吃豆麵糰，做法

跟元宵差不多，是先將豆炒熟，

再磨成麵，團成丸子後，用水煮

熟即可，口感還不錯。

7.麵條
江北地區民間流傳有「上燈

元宵，落燈麵，吃了以後望明

年」的民諺，當地人在正月十五

晚上要吃麵條，有祈求吉利的 
意思。

元宵節 
為甚麼要提燈籠？

元宵節又稱為燈節，每到這

天，家家戶戶幾乎都會提、掛燈

籠。為甚麼要提、掛燈籠呢？據

說與這三則傳說有關係。

1.點燃火把找天神
據傳，在黃曆過年後的第一

個月圓夜晚，百姓們隱隱約約看

見，在朦朧的月光下，出現了

十七位天神。

可是，有一年，夜空被大片

的浮雲遮蔽，使得人們看不見天

神。於是，心慌意亂的群眾，紛

紛燃起火把來尋覓那十七位天

神。後來，人們漸漸養成了點燃

火把來尋找天神的習慣，久而久

之，在正月十五這天點燃火把就

形成了一種民間的習俗。

2.開學燈象徵前途光明
在唐代，私塾是於黃曆過年

後開學，開學日正好是正月十五

日的元宵節。

據說，唐太宗為了提倡讀書

風氣，因此廣設私塾，而學生們

得在元宵節這一天，從家裡面帶

一盞精美的燈籠去請老師題字，

接著再點燃燭光。這一個燈籠，

被稱為「開學燈」。隨後，學生

會提著燈籠四處走走，此舉象

徵自己的前途將會光明一片。

後來，這項風氣也逐漸演變成

元宵節提（掛）燈籠的民間習 
俗了。

3.人間燈籠 
避天帝的懲罰

傳說在古時候，有一隻神鳥

因為迷路而無法返回天庭。不

料，有一位獵人因不識神鳥而把

牠給射殺了。天帝聞訊，為之震

怒，即刻下令要天兵到人間放

火。天帝有個善良的女兒，她知

道天帝下達了命令，可是她又

不忍讓無辜的百姓遭受險難，

就冒險將這個信息透露給人類 

時候燒「月亮屋」，這種民俗活

動除了可以賞月、唱歌、跳舞、

飲酒同樂外，還可以占卜豐年

和吉凶，以及焚燒過去一年的 
厄運。

日本

日本的元宵節稱為小正月，

習俗有迎年神、祖靈，祈求豐

收，有在早上吃紅豆粥的習俗。

不少地區皆有舉行稱為「歲德

燒」的火祭，祭祀年神。

日本也把這一天定為成年禮

舉行的日子，因此也是成人節。

越南

越南的元宵節，人們會去寺

廟祈福，並採摘一根帶有綠葉的

樹枝回家，其寓為採集天地神靈

賜給的福祿。

元宵節也是越南人一家團圓

的日子，會一起吃飯，稱為「開

年飯」。有趣的是，越南人在

這一天吃方形的粽子，流行這樣

一句諺語：「大粽子，大團圓；

糯米黏黏，感情深深。」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元宵節，是年輕

男女尋求姻緣的日子。

這天晚上，許多單身男女會

前往公園的河邊或湖邊，男的拋

香蕉，女的拋柑橘，期待覓得一

段好良緣。首都吉隆坡也安排

活動，讓年輕人肩並肩坐在噴

水池，待香蕉和柑橘被拋入水

中後，再讓男生撈柑，女生去 
拾蕉。

元宵節猜燈謎

燈謎是集文化、習俗為一體

的娛樂活動，元宵節猜燈謎則是

中國人流傳千年的傳統，是一項

既益智又有趣的活動。以下這些

燈謎，大家不妨也來猜猜看，看

看您能猜對幾個？

謎題：

1. 兩姐妹，一樣長，酸甜

苦辣她先嚐。（猜一日常用品）

2. 在家臉上白，出門臉上

花，遠近都能到，一去不回家。

（猜一日常用品）

3. 說馬不像馬，路上沒有

牠。若用牠做藥，要到海中抓。

（猜一動物）

4. 鐵公雞。（猜一成語）

5. 紅娘子，上高樓。心裡

疼，眼淚流。（猜一日常用品）

6.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猜

一成語）

7. 站著沒有坐著高，一年

四季穿皮襖。（猜一動物）

8. 攻城很順利。（猜一國 
家名）

解答：1. 筷子  2. 信  3. 海
馬  4. 一毛不拔  5. 蠟燭  6. 缺
衣少食  7. 狗  8. 捷克

hojusaram/wiki/CC BY-SA 2.0

火樹銀花合，

星橋鐵鎖開。

暗塵隨馬去，

明月逐人來。

遊伎皆穠李，

行歌盡落梅。

金吾不禁夜，

玉漏莫相催。

——唐‧蘇味道〈正月十五夜〉

◎文：美慧

歡樂小過年——元宵節
Korea.net/wiki/CC BY-SA 2.0 GFDL/wiki/CC BY-SA 3.0

 明憲宗元宵行樂圖局部

 朝鮮大滿月的燒月屋

 韓國小孩在大滿月節跳繩

 日本廣島的小正月左義長祭

 越南「開年飯」吃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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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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 ∼ 3 月 3 日

胡蘿蔔

Celery 西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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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 Seedless Watermelons 無籽大西瓜 5lb Carrots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Head Lettuce 西生菜

Local Tomatoes on the vine3lb Yellow Onions 黃洋蔥

一如既往 服務社區

連莖番茄 Green Peppers 青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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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 個花椰菜。

$39898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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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98
ea

$1282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 12828
lb

$$007878 lb$ 14848
ea

$16868 ea

$12828
ea

5 磅裝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1 個花椰菜。

5lb Carrots

$

Head Lettuce 

$

$

Large Seedless Watermelons

$30$30購物滿       即可購物滿       即可$30購物滿       即可$30

3 磅裝

五款
養生粥

文︱斯玟

粥除了本身富含營養，

還具有包容、調和的性

質，很像中藥的甘草，搭

配不同食物藥材，就可

產生不同的口味效果。

大米（粳米）1杯、水15杯。

食材

米淘洗過後放砂鍋中，加水浸泡。
浸泡的水不用換水，直接熬煮。

開大火煮滾，轉小火熬煮至米粒變
柔軟，看不到完整顆粒狀，即可關火

蓋上鍋蓋，燜20分鐘。

美味秘訣

要煮出濃稠和濃郁香味的粥，只要
掌握好水、米的比例，一次放足水，

避免中途加水。

若水量不夠，則建議加熱水，不讓
粥的溫度突然下降。

用湯勺持續朝著同一個方向攪拌，
讓米粒均勻散開，也能避免燒焦。

加一些糯米，粥更加濃稠有營養。

作法

第一道

從營養學的角度上看，濃米湯含

有維他命B1、B2、鏻、鐵等各種
營養素。營養不良的人吃一段時

間後，就能壯實起來。

濃米湯是補身良品 
白米粥

大米（粳米）1杯、水 10杯、黃豆芽
500g、豆腐200g。
調料：鹽、白胡椒粉適量。

食材

米淘洗過後，放在砂鍋中，加清水
浸泡。浸泡過米的水不用換水，直接

熬煮。

開大火煮滾，轉小火熬煮至米粒變
柔軟，看不到完整顆粒狀。

豆腐切小丁；黃豆芽沖洗瀝乾。
作法加豆腐，輕輕攪拌，小火煮
至豆腐鬆軟；續加黃豆芽和調料，繼

續熬煮至豆芽熟軟即可。

美味秘訣

清爽的黃豆芽粥，搭配滋味濃郁的小

菜食用，風味更佳。

作法

黃豆芽富含多種維生素及膳食纖

維，屬蔬菜類，熱量低。黃豆粥

營養又清爽，是需要控制體重者

很好的養分來源。

營養又清爽的粥 
黃豆芽粥

大米（粳米）1杯、水10杯、小里肌肉
100g、青蔥 1株。
調料：鹽、白胡椒粉適量。

食材

米淘洗過後放砂鍋中，加水浸泡。
浸泡的水不用換水，直接熬煮。

開大火煮滾，轉小火熬煮至米粒變
柔軟，看不到完整顆粒狀。

小里肌肉切大丁備用。
將肉丁加入作法中，不要攪拌，
小火加熱半小時，將豬肉燜熟透。

加調料，攪拌均勻，起鍋前撒上蔥
末，風味更佳。

美味秘訣

搭配香菇，泡香菇的水可以用來煮

粥，添加香氣。

作法

滋補身體並不難，以中醫觀點，

早餐吃一碗粥就能健脾胃、養氣

血；加上豬瘦肉，更可補充蛋白

質，以及補鐵養生。

早餐吃粥養胃 
瘦肉粥

小米1杯、水6∼9杯，可依喜歡的濃
稠度決定水量。

食材

小米用清水沖洗一下瀝乾。（想加
快烹調的速度，可先泡水半小時至1
小時）

砂鍋放水，煮滾放小米，煮滾改用
小火慢慢熬。不用加蓋，細火慢煮半

小時以上，才能將小米煮開煮透，過

程中小米會越煮越稠，記得攪拌，避

免黏底燒焦。

美味秘訣

加點兒玉米碎、白米、糯米或綠豆
一起同煮，小米粥的口感會更滑順。

在熱騰騰的小米粥灑上糖，微甜的
口感很加分。

作法

小米富含維生素B1、B12等，還
能滋陰養血，可以使產婦虛寒的

體質得到調養，小米具有減輕色

素沉著的功效。

五穀中小米最佳 
小米粥

大米（粳米）1杯、水 10 杯、南瓜
150g。
調料：鹽、白胡椒粉適量。

食材

米淘洗過後放砂鍋中，加水浸泡。
浸泡的水不用換水，直接熬煮。

開大火煮滾，轉小火熬煮至米粒變
柔軟，看不到完整顆粒狀。

南瓜去皮切小丁備用。
將南瓜加入作法中，持續小火加
熱，將南瓜煮軟爛。

加調料，攪拌均勻即可。

美味秘訣

可依喜好的口感，調整加熱時間。
南瓜有水果香甜風味，很適合搭配
海味食材一起煮粥。

作法

加上南瓜或山藥等根莖類食材熬

粥，富含膳食纖維，煮成甜或鹹

味皆可，老少皆宜，加上蛋白質

就更加營養滿分。

蔬菜粥常備基底 
南瓜粥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我們平常食用

的白米，主要

為粳米及秈米；

粳 米 外 觀 圓

短，秈米則為

細長，熬粥宜

用粳米。

品粥以米香、粥

湯口感為主，調

味應盡量清淡；

調味添加鹽、白

胡椒粉，也有提

味功能。

蔬菜與粥一起

煮，粥湯的鮮甜

度會提升，吃起

來更加爽口。入

粥則以根莖類當

季蔬菜為最佳。
食粥變化多，

可在煮粥時搭

配配料，或以

小 菜 配 粥 食

用；小菜以開

胃為主，配料

則變化更多。

整版
圖片
：ADOBE STOCK

米

料

配
菜

蔬

料

調

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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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才吃了湯圓，為甚麼元

宵節又要吃湯圓呢？其實兩種湯

圓不僅含意與作法大不相同，熱

量的差距更是驚人。

冬至湯圓跟元宵湯圓比較

雖然冬至與元宵節都會吃

湯圓，不過吃湯圓的意義與作

法上可不相同。冬至闔家團圓

吃湯圓，叫做「添歲」，代表著

吃完湯圓之後，大家都長了一

歲；元宵節時吃湯圓，則象徵

著圓滿與團圓。冬至的紅、白

湯圓，單純以糯米粉製成，搓

成小小一顆，而元宵節湯圓體

積較大，包有各式各樣口味的

餡料。

傳統的「元宵」湯圓作法非

常費勁，先將做好的小塊餡料沾

水，放在灑滿乾糯米粉的竹篩上

滾動，接著反覆噴水及滾動，直

到餡料裹滿厚厚糯米粉後，就

是所謂的手工元宵湯圓，口感

紮實、有咬勁，帶有餡料的「元

宵」，自然也比小湯圓熱量高。

「元宵」湯圓熱量高

元宵湯圓跟冬至湯圓比一比 
熱量相差驚人

煮飯小技巧
白米麩皮含維生素B

群，洗米時以掏洗畫圓圈

的方式，小心清洗 2∼ 3

次即可。洗好以後立即烹

煮，最好用溫開水（水煮

開後放冷至 60℃），因為

生水中含氯，會破壞維生

素 B1，而米中的澱粉質

吸收溫水以後會糊化，不

但不會破壞營養成分，還

能減少 15∼ 20分鐘的烹

煮時間。

白米纖維量低，可搭

配 2∼ 3種五穀雜糧，例

如：糙米（先泡水）、燕

麥等一起煮，營養更好。

糖尿病患一餐一碗白飯為

宜，若搭配其他五穀雜

糧，如：紅薯、土豆等，

米飯分量就要減少。正月十五吃「元宵」是傳承

已久的風俗，大夥團圓吃著含有

內餡的元宵湯圓，讓人感到幸福

滿溢，總是想多吃幾顆，不過大

飽口福之前，一定要先知道包

餡湯圓所含有的熱量有多高，

在享用時才會要求自己「點到為

止」。

像是 4 顆包餡芝麻湯圓，

大約等於 54 顆無餡紅、白小湯

圓的熱量，相當於吃進 1 碗白

飯，只要不小心多吃幾顆，就會

攝取過多熱量，於是元宵節全家

團圓，過節後身材也跟著變圓

了。

智慧吃湯圓 享受無負擔

佳節時享用湯圓，只要智慧

的運用幾個小方法，就能夠健康

享受美食，無負擔。

❶ 主食替換原則

吃湯圓時，可採用主食替換

的原則，減少相當於湯圓熱量的

主食。像是吃 4 顆包餡湯圓，

相當於吃進 1 碗白飯的熱量，

那麼當天可以少吃 1 碗飯，避

免熱量攝取超標。

❷ 甜湯不加糖

包餡甜湯圓因內餡已含有糖

分，可以不要再額外加糖或配

料，直接以沸水滾熟湯圓即可，

減少甜湯的熱量。

元宵節是一年中

第一個月圓之夜，人

們向神明祈求新的一

年國泰民安，厄運遠

離。在這一天，傳統

習俗都會吃湯圓、提

燈籠和賞花燈。

❸ 鹹湯圓加點菜
包餡的鹹湯圓內餡含有絞肉

及油脂，湯頭的配料不用熱油爆

香，可多加青菜、豆腐或金針菇

等，減少油脂攝取，營養豐富又

可增加飽足感。

如果患有高血壓、腎臟病，

吃鹹湯圓時應避免喝湯，以減少

鈉的攝取。

❹ 安全吃

吃湯圓應注意專心的小口

吃，不要一邊大聲聊天，或者做

其他事情，以預防噎到；年長者

及小孩最好要有人陪伴一起吃；

而吞嚥功能不佳者，則建議別吃

湯圓。

❺ 酌量吃
糯米升糖指數高，而且不

好消化，因此有胃部疾病、糖

尿病，以及三高病人吃湯圓時

要特別注意，包餡的湯圓盡量

不要吃超過 2 顆，多吃多少湯

圓，就少吃多少飯量，同時搭

配蔬果一起食用，營養較為均

衡。

在這一年一度的佳節中，

和親友享用元宵湯圓，智慧吃

就不怕身材走樣。吃完湯圓

後，還可以一起散步賞花燈或

賞月，伸展筋骨，健康又舒暢。

◎  文：陳宇若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  文：小萍

ADOBE STOCK

有效期
2月 26 日～ 3月

4日

滙豐牌是拉差香甜辣椒醬 Globe 牌椰奶 東阜橋牌冰片糖

墨西哥產羅油菜心

三象牌茨粉、粘米粉

越南產火龍果

墨西哥產短紹菜

仙女牌無麩質越南米紙

越南產椰青

墨西哥產白菜苗

廟牌豆豉

加州臍橙

中國紫薯

大昌火鍋底料 ( 口味多選 )

墨西哥呂宋芒 (14 枚 / 箱 )

墨西哥產日本小南瓜

菠蘿菇牌香菇顆粒調味料

加州特級富士蘋果

墨西哥產青椒

福口牌椰子汁

夏威夷產都樂鳳梨

吳哥皇家柬埔寨茉莉香米 海燕牌越南米粉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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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裝修與溫馨浪漫的家
廚房裝修不但要考慮顏色、

風格，更要實用。做飯、吃飯、

聊天、儲存東西……可能都在這

裡。這樣看來，把廚房形容為一

個家的中心，也不為過。擁有一

間裝修完美的廚房，能夠完善家

庭生活。

實用漂亮的廚房格局

如果房子是新建或者加建，

限制因素就少，可以放開手腳規

劃。如果舊房子擴建，需要考慮

原有格局，拆一面牆或者調整門

窗的位置，都能增加廚房的使用

空間。

常見的廚房設計有 U 型、L
型和 G 型，以及設置廚房中島

（Island）。根據家中情況和個人

喜好，選擇適合的設計，獲得充

足的使用空間。怎樣把水池、冰

箱、櫥櫃、餐桌家具、廚房家

電、中島，以及牆上的窗戶等，

規劃設計在合適的位置？

1. 水池、冰箱、爐灶的最

佳位置是三角型，也就是 L 三

角形或者 U 三角形。冰箱放

在靠近進水池的位置，水池在

短邊，爐灶在長邊，彼此距離

60 ～ 72 英寸之間，做飯、洗

菜、拿東西都方便。

如果距離過遠，從這頭走到

那頭要多花時間，洗過的菜可能

往地板上滴水，會造成一些不

便。

2. 如果掌廚者喜歡左、右

兩邊同時工作，優先推薦 U 型

設計。

3. 廚房的拐角要特殊考

慮。如果擺放冰箱，要考慮冰箱

的厚度是否影響旁邊櫃門的開

啟。如果帶來不便，會大大降低

櫥櫃的使用率。

充沛的廚房照明

首先，廚房照明燈光的位置

要選好，應該比其他房間亮一

些，最佳位置是從檯面的前上方

照過來。很多家庭只把燈裝在廚

房天花板，照射的光線剛好把人

影投在檯面上，在暗影裡切菜、

洗菜、烹飪，十分不方便。

如果燈光的位置已經固定，

無法改變。比較可取的補救辦

法：在櫃子下面再安裝光源。既

解決了陰影裡烹飪的不便，又能

看清楚飯菜是否做熟。

配備充足的電源插座

其次，廚房的電源線路、插

座等裝置，需要在專業電路師的

指導下安裝。為避免發生做飯

「搶插座」的現象，要安裝夠用

的電源（Power）插座。若與烤

箱、微波爐等大功率電器匹配，

需要大功率的插座。櫥櫃下面的

牆壁、接近地面的牆壁，都是適

合安裝插座的地方。

廚房格局，考慮實用  
且常見的廚房儲物設施

（一）櫥櫃

根據櫥櫃的高度不同，可分

為兩類：一類高度直到屋頂，另

一類是與屋頂有一段距離。高度

直到屋頂的櫥櫃更加實用，美觀

大方，同時擴大了儲物空間。

櫥櫃的高處可以存放不常用

的碗盆、餐具，也可以擺放工藝

品，再安上裝飾燈，拉個透明玻

璃門，使廚房增添美觀和光亮。

櫥櫃的顏色要與廚房地面、

牆面的顏色協調一致，最好色系

接近，差異越小越好。或者櫥櫃

用淺色，牆面和地面用深色，上

淺下深凸顯大氣、穩重。

（二）抽屜

廚房的抽屜可分為大、小兩

種：大而深的抽屜存放鍋碗瓢盆

等大的物品；小抽屜存放小而零

碎的物品。因為製作抽屜容易拉

高裝修的成本，所以要預先規劃

好哪些物品放入抽屜，需要打造

幾個大抽屜、小抽屜。

（三）拉籃

拉籃造價低，優化儲物空

間。拉出層板，掛的物品一目了

然；此外，可減少了因忘記存放

哪些物品，而重複購買的現象。

物品井然有序地放入儲物設施

內，擺放在檯面上的越少越好。

廚房裝修，推薦購買  
老式抽油煙機  

為使廚房油煙大量減少，易

於清潔，優先考慮功能實用的抽

油煙機。老式的抽油煙機能把油

煙聚攏，快速抽走，非常實用，

只是外形稍差，像個罩子。

現代的抽油煙機樣式漂亮，

薄薄的一個板，但是吸油煙效果

不佳。

鑒於「實用第一，外形其

次」，本文推薦前者。

廚房設計，建議鋪設 
防滑地磚

有的家庭把房間的木地板延

伸，鋪到廚房，從美觀的角度評

分，得分較高。可是廚房的地面

經常有水，如果不及時擦乾，很

容易泡壞地板。

而且，廚房是來回走動頻繁

的地方，局部地板容易掉色。有

人建議鋪設地墊，本文建議鋪設

防滑地磚。防滑地磚花色繁多，

耐磨損，易清潔，而且有效防

水。

廚房垃圾桶 
放哪兒最好？

垃圾桶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廚

房空氣的清新程度。如果空間允

許，可放在櫃子裡面或者水槽下

面，放個能抽拉、能裝下兩個垃

圾桶的筐。

一個垃圾桶盛放可回收

（Recycle）的垃圾，另一個盛

放扔掉的垃圾。這樣既能減少散

發的異味，又便於廚房的美觀、

清潔。

如果沒對垃圾桶做如上安

排，已經完成裝修，可以選擇廚

房的某個角落置放。購買有蓋子

的不銹鋼垃圾桶，或者能壓縮垃

圾的帶蓋垃圾桶。垃圾桶最好一

天一清，減少蟲子、細菌、異味

等的產生。

圖 / Unsplash

圖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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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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各國政府都

在積極推進國民接種 COVID19 疫苗。

日前有多名打過疫苗的華人在網上分享了

自己的經驗，希望大家多多注意！一位因

工作關係提前接種疫苗的洛杉磯華人網友

表示，自己在打完第一針的 4 小時後，

就覺得胳膊痛到抬不起來，第二天一覺睡

醒也非常疲憊；另一名 60 歲華婦在打完

第一針後，頭痛的像被鐵錘一下一下的

敲打。

一名居住在美國維州的華裔女士

Cathy 表示，幾週前她去接種了第一劑疫

苗。頭一週，除了手臂接種疫苗的地方有

一點酸痛感，沒有其他任何不適。

不過大約一週後，她開始出現全身肌

肉酸痛、骨頭也痛、發燒、咳嗽等症狀。

「就好像得了重感冒一樣，最慘的是，頭

痛的厲害，就像被人用錘子一下一下猛地

敲擊頭部那樣，真的很痛苦！」Cathy說。

另據其他海外中文媒體報導，洛杉磯

一名華人打完第一針疫苗的 4 小時後，

就覺得胳膊痛到抬不起來，到了打第二針

疫苗後，這位華人朋友又是在大約 4 小

時後感到胳膊疼痛，而且當晚就開始高燒

不止，直到第二天早上還是感到呼吸急

促、噁心想吐、視線模糊和耳朵嗡嗡作

響，一路燒到了 38.8°C，等痛苦臥床了

一天多後仍在發低燒。

而她的室友也是注射完第一針後發了

一晚低燒，過了兩天才慢慢恢復；到了

第二針更是反應劇烈，打完疫苗 10 小時

後開始發高燒，到第二天晚上體溫仍是

38.6°C。

而另一位華人網友則記錄了接種疫苗

後每天的反應。他在接種第一針後的第

2~4 天都感到打針處有些疼痛，胳膊三頭

肌感到腫脹，後來這些症狀逐漸消失；而

在打完第二針後，他又感到胳膊疼痛，並

在當晚頭暈發燒 38°C，等到第二天早上

還是感到疲憊無食慾，白天體溫才慢慢降

下來，直到下午恢復正常鍛練、工作。

而一些 65 歲以上的年長華裔也表

示，第二針疫苗的副作用更大；接種疫苗

後的副作用不會馬上出現，而是幾小時後

才顯現出來。

比如美國加州的林先生，在打完第二

劑的當晚覺得打針處有些疼痛，等第二天

睡醒才感到渾身上下都酸痛酥麻，幸好沒

有更大的副作用出現；不過，還是有不少

網友在看過他人的接種經歷後，說自己或

身邊的人因打第二針疫苗產生了發燒等較

強烈的副作用。整個過程十分痛苦，甚至

形容是「發燒到頭掉」。

另一位華人蕭太太則和先生一起接種

了第二劑疫苗，在當天都沒有太大反應，

反而讓她興奮不已，她覺得打完兩針疫苗

彷彿「拿到畢業證」，從疫情中解脫出來

了。

其實，民眾在接種完 2 劑疫苗後仍

被確診感染的消息時不時有報導，加上目

前病毒仍在不斷變種中，專家們也提醒，

現有疫苗對變種病毒未必起作用。在此提

醒那些接種完疫苗的朋友們，千萬不要以

為打完疫苗就上了保險。

另外，有些人因為注射疫苗後產生或

大或小的副作用，例如劇烈頭痛、肌肉痛

等，而服用止痛藥來減緩症狀。專家們也

提醒，服用止痛藥需注意服用的種類和時

間，否則會和疫苗同時作用，引起不希望

的效果。

多名華人自述疫苗副作用：第2針反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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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286.6824
403.288.9677 info@calgaryregistry.com

calgaryregistry.com

車牌
駕照
實習駕照
交罰款
駕照路考
留置權搜索

出生證
結婚證
註冊公司

宣誓公證人
健康卡
地產證

週一至週五：9 am - 6 pm 週六：9 am - 5 pm 週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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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yRegistry
ServicesServices

政府授權
註冊機構

Country Hills Blvd. NW
Registry

Crowchild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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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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ty Images） 

在家輕鬆購物
我們為你準備！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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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  (403)384-9780

225 Panatella Hill 
NW T3K 0Y5 胖大媽山

西北分店

特價
每磅1$ 99

每月第一個

星期二
消費滿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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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15% off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15% off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2 月 25 日至 3 月 3 日

進口紅提
$4.39/kg

特價
每件4$ 99

Earthbound Farm
有機羅馬生菜

Western Family
大白蝦 340g/ 包大白蝦 340g/ 包

買一送一！

Western Family

特價
/3 件8$

特價
每件7$ 99

特價
/2 件3$

特價
每件9$ 99

特價
每件3$ 99

特價
每磅4$ 99 特價

每磅1$ 99

特價
每件4$ 99

Siwin
日式菜肉餃子
500g / 454g

Brie
法式芝士
250g

Prego
多款意粉醬
645ml

特惠裝
原只雞腿
$11.00 / kg

特惠裝
新鮮豬排
$11.00 / kg

Breyer's
多款口味雪糕
1.66 公斤裝

Olympic
多口味乳酪
1.75 公斤裝

Lay's
薯片 23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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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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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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