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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than one year after the out-
break of COVID-19, more than 100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diagnosed 
worldwide, and as of March 8, more 
than 2.6 million people have died. 
Mutants of the virus have started to 
appear in Brazil, South Africa, and 
the UK. At the same time, large-
scale vaccination began worldwide, 
bringing hope to millions. But ac-
cording to experts, the mutation of 
the virus will greatly reduce the ef-
fectiveness of the vaccine. 
  Three approved COVID-19 vac-
cines are currently being adminis-
tered rapidly in the U.S. The three 
vaccines offered by Pfizer, Moderna, 
and Johnson & Johnson received 
Emergency Use Approvals (EUAs) 
and have not yet been officially ap-
prov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
ministration (FDA)having .
  According to COVID-19 testing 
data released by the City of New 
York, the number of infections in 
the U.S. from January 26 to Febru-
ary 1 was nearly 250,000 per day. 
On March 9, White House Chief 
Medical Advisor Fauci told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
tional Studies that the U.S. outbreak 
is likely to spike again. Fauci said 
the U.S. is now evaluating the im-
pact of “indigenous” variants, in-
cluding the one believed to have 
originated in New York. The vari-
ant strain, which researchers have 
dubbed as B.1.526, is spreading 
rapidly in New York City and car-
ries a mutation that could redu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vaccine.
  According to reports of adverse 
vaccine events collected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nd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there 
were 966 deaths between December 
14 and February 19. Data after Feb-
ruary 19 is not currently available.
The report states that 86 people died 
on the day of vaccination, 129 died 
within one day, 97 died within two 
days, 61 died within three days, 514 
died within one week after vaccina-
tion, 173 died within seven to thir-
teen days after vaccination, and 106 
died within fourteen to twenty days 
after vaccination. (To Next Page)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西北 Edgemont W/O 土庫�部完成
獨 立 � 層 屋 2269 呎 + W/ O 土 庫 � 部 完 成
1400 呎 , 大量較�裝� : 屋頂��牆�中�暖
������水爐�不�鋼家������� ,
主層�實木���高�� , 4+1 �� 3 �廁 , 
��小學���
��車站� $729,900

新
上
市

西北 Banff  Trail �大 RC-2 �皮
獨 立 平 � 1253 呎 + 土 庫 � 部 完 成 , 
50x120 呎 � 大 � 皮 , 3+1 � � 2 浴 廁 , 
�大單車� , �� C-Train 站�大學�市
中心 , �勿錯� ! $589,900

新
上
市

西北 Sherwood �院向西南
獨立�層屋 2254 呎 + 土庫�部完成 902
呎� 建 於 2017 年, � 屋 一 樣, 主 層 �
2 � � � 高 9 呎, � � � 廚 �,3+1 �
� 3.5 浴 廁, � � 學 校�Costco� � 場
��車站� $749,900

新
上
市

西北 Arbour Lake W/O 土庫�部完成
獨 立 平 � 1 2 1 4 呎 + W / O 土 庫 � 部 完
成 ,  主 層 � 拱 形 天 � ,  � 屋 鋪 � L V P
� � � � � ,  � 大 客 � � � � ,  3 + 2
� � 3 � 廁 ,  � � 學 校 � � � � � 場
� � 書 � � $479,900

新
上
市

西北 Sherwood W/O 土庫 ����
獨立�層屋 2409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建 於 2017 年 , � 屋 一 樣 , � � 闊 大 � �
����景 , 主層��高 9 呎 , ���廚
� ,4+1 �� 3.5 浴廁 , 土庫�廚� , 可�門
出� , � Costco, �場
��車站� $739,900

新
上
市

東南 McKenzie �����小學
獨立�層屋 1589 呎 , ��向東 , 於 2007 年由��建
�� Jayman 建成 , 位於寧��街 ,  開放式設計 , �
�一� , 主層�實木�� , �大家庭��壁爐 , �木廚
��中�島 , �大光猛���3 �� 2.5 浴廁 , 步行至
學校���只� 2 �鐘,至
130 大��場只� 5 �鐘� $389,900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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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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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Royal Oak Walk-Up 土庫�部完成

獨立 2 層屋 2677 呎 + 土庫�部完成 1289 呎 , 
建於 2002 年 , 客��家庭�� 2 層高�� , 主
層� 2 ���高 9 呎 , 較��合�� , 不�鋼家
� , 4+3 �� + 主層書� , 3.5 浴廁 , 主人�� 5
件裝豪�套廁 , 土庫�
�大�户�獨立出�� $649,900

SOLD
SOLD

22 天內售出 

天內售出 

(100%)

(100%)
獨立假四層 1673 呎 + �三層 W/O, 開放式設
計 , 主層�高�� , �屋鋪實木�� , 大量升
�裝置 : 較�屋頂 , 中�暖��� , �水爐�
不� 鋼家� , 3+1 �� 2.5 浴廁 , 主人 �� 4
件裝套廁 , ��學校�
��� #3 �車站� $399,900

SOLD
11 天內售出 

天內售出 

(100%)

(100%)

西北 Sandstone ��一�

獨立�層屋 2375 呎 , 建於 2007 年 , ��一� ,
�屋一樣 , ��天��林 , ����景 , 主層�
�高 9 呎 , 3 �� + 主層書� 2.5 浴廁 , ���
院 , ��大陽台 , 可直出天��林步行徑 , ��
�泊��車站�學校 ,
 �勿錯� ! $688,8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天��林

SOLD
SOLD

11 天內售出 

天內售出 

(99.2%)

(99.2%)
獨立�層屋 2131 呎 + 土庫�部完成 969 呎 , 建
於 1998 年 , ��屋頂 , 客��家庭���高 2 層 ,
主層��高 9 呎 , �實木�� , 廚��大理石檯面
�較�不�鋼家� , 3+2 �� + 主層書� , 3.5 浴廁 ,
���場��車站
� C-Train� $688,800

西北 Arbour Lake W/O 土庫�部完成

SOLD
SOLD

11 天內售出 

天內售出 

(98%)
(98%)

半 � 孖 屋 Duplex Bi-Level 1010 呎 + 土 庫
�部完成 800 呎 , 大量裝� : 較�屋頂�不
�鋼家���������磚��水爐 ,3+2
�� , 2 較��廁 , 單位向南 , 光猛大方 , �
學校�����車站�$288,000

西南 Woodland � Fish Creek ��

SOLD
SOLD

11 天內售出 

天內售出 

(100%)

(100%)

西北 Hamptons ��高爾夫球場
��獨立平� 2066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
高爾夫球場 , ����景 , ��一� , 開放式設計 , 
主層�超高拱形天���大天� , �層鋪實木�� , 
廚��大理石檯面�較�不�鋼家� , 2+1 �� +
主層書� 3 浴廁 , ��
學校�����車站� $748,800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513 呎 , 建於 2015 年 , �屋一
樣 , �院向南 , 主層��高 9 呎 , �層鋪實
木��磚�� , ��廚��石�檯面�不�
鋼家� , 3 �� 2.5 浴廁 , ������場
��車站� $609,900

西北 Sage Hill  �院向南

新
上
市

24小時
網上看房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美三種疫苗獲緊急批准

目前，美國正在迅速接種

三種獲得批准的 COVID-19 疫

苗， 分 別 是 輝 瑞（Pfizer）、
莫 德 納（Moderna） 和 強 生

（Johnson&Johnson） 疫 苗。

這三家公司提供的三種疫苗

都沒有得到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DA）的批准，而是獲得了緊

急使用批准（EUA）。

變種病毒削弱疫苗效用

1 月起，美國的感染率接近

每天 25 萬例。根據紐約市政府

發布的 COVID-19 檢測數據，

1 月 26 日 至 2 月 1 日 的 7 天

中，紐約市華人社區法拉盛的

確診率躍升至全市第一名。

3 月 9 日，白宮首席醫療

顧問福西告訴「戰略與國際研

究中心」，美國疫情恐再度飆

升，「這意味著我們可能再次

回到一個不可接受的高水平

上。」福西說，美國現在正在

評估「本土」變種的影響，包

括據信源自紐約的變種。該變

種被研究人員稱為 B.1.526，
正在紐約市迅速蔓延，該毒株

攜帶著一種突變，會削弱疫苗

的有效性。

美近千人 
接種疫苗後死亡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

中心（CDC）和食品藥品管

理局（FDA）收集的疫苗不良

事件報告顯示，在 12 月 14 日

至 2 月 19 日，疫苗不良事件

報告系統（VAERS）收到了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COVID-19爆發一年多

來，全球確診人數破億，截

至3月8日，超過260萬人死

亡，病毒出現巴西、南非、英

國等變種。同時，疫苗的接

種在全球展開，專家指出，

變種病毒將極大降低疫苗

有效性。業內人士並提醒民

眾，接種疫苗需謹慎。

966 例死亡案件，佔疫苗不良

事件報告總數的 5%。 2 月 19
日之後的 VAERS 數據目前無

法獲得。

報告稱，有 86 人在注射疫

苗的當天死亡；129 人在一天之

內死亡；97 人在 2 天之內死亡；

61 人在 3 天內死亡；514 人在

注射後一週內死亡；173 人在注

射後 7 至 13 天內死亡；106 人

在注射後 14 至 20 天內死亡。

這 966 人占接種總人數的

0.0023%，對比 2019 至 2020
年流感疫苗注射後的死亡率

0.0000265%，COVID-19 疫

苗致死率約為流感疫苗致死率

的 100 倍。（下轉 A2）

VACCINATION CAUTIONS ON THE RISE
疫苗能否終結疫情?疫苗能否終結疫情?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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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獲獎後失聯 或與習公主被泄底有關

科興疫苗致56人死亡
（接 A1）2 月 28 至 3 月 8

日的 9 天時間內，在香港接連

出現 3 起因接種中國科興疫苗

死亡的病例。 3 月 8 日，香港

衛生署透露，科興疫苗「克爾來

福」，全球累計已接種 4400 萬

劑，已知的接種後死亡案例有

56 例。

3 月 9 日，香港民主黨召開

記者會，建議政府在沒有足夠數

據之前停止為 60 歲以上人士接

種科興疫苗。民主黨醫療政策副

發言人袁海文表示，菲律賓、智

利的監管機構都將科興疫苗的緊

急使用適用範圍限定在 18 至 59
歲，目前香港感染率較低，在沒

有足夠數據時接種疫苗，對於長

者來說是「不必要的賭博」。

菲律賓食物及藥品管理局

主管多明戈（Rolando Enrique 
Domingo）於 2 月 22 日聲明，

根據科興疫苗在巴西、土耳其和

印尼目前的臨床測試數據，不會

為全國 140 萬醫護人員接種，

「根據我們專家意見，（科興）

疫苗並非是最適合他們（醫護

人員）的」。

除了 9 天內出現 3 宗死亡

個案，3 月 7 日也傳出兩宗接種

科興後危殆的個案。一名 80 歲

老翁本患有糖尿病、頸動脈粥樣

硬化、高血壓並曾中風，3 月 1
日注射後至 6 日胸痛，初步診

斷為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正在

深切治療部留醫。另一名 72 歲

患糖尿病、高血壓等的女子，6
日注射後感身體虛弱，次日情況

轉差，送院後發現有嚴重糖尿病

酮症酸中毒，同樣情況危殆。

疫苗事故頻傳下，港府繼續

加開兩種疫苗的預約接種名額，

但科興疫苗仍出現恐慌性取消預

約的「退針潮」。《蘋果》報導

指，有疫苗注射中心的接種名額

甚至「無人問津」，多間接種中

心未來 20 日預約均顯示為「綠

色」，代表還剩下大量名額。

中國推出疫苗護照

日前中國推出「國際旅行健

康證明」。據中國新聞網報導，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3 月 7 日在

兩會外長記者會上宣布，推出

中國版「國際旅行健康證明」，

該證明微信 APP 也於 8 日正式

上線。他指，「國際旅行健康證

明」上會註明持有人的核酸、血

清 IgG 抗體檢測結果及疫苗接

種情況等，該證明還包含加密二

維碼，供各國相關部門掃碼查驗

相關訊息。據指，它是目前全球

範圍內，第一款已知的「武肺疫

苗護照」。

世衛緊急項目執行主任瑞安

（Michael Ryan）接受採訪時指

出，疫苗接種尚未在全球範圍普

及，疫苗護照可能對因某些原因

而無法接種的人不公。因此，世

界衛生組織（WHO）反對將所

謂的「疫苗護照」用於跨國旅遊。

另外，對於中國此次推出的

「國際旅行健康證明」，民間普

遍質疑的是，中共官方是否想藉

此達成全球化政治監控目的的程

式。德國之聲就引述部分批評者

的觀點指出，這款軟件不僅侵犯

個人隱私，還可能進一步擴大國

家對人民的監控。

北京推動疫苗外交 
引質疑

中國國藥集團研發的兩款

武漢肺炎疫苗正在秘魯進行第 3
期臨床實驗，然而秘魯微生物學

家、前秘魯國家衛生院主任布斯

塔曼德（Ernesto Bustamante）
上週在當地電視節目上表示，國

藥集團中國生物武漢生物製品研

究所研製的武肺疫苗，在秘魯的

3 期臨床試驗結果有效率僅有

33%。另一款由其北京生物製

品研究所研發的疫苗，效率更只

有 11.5%，遠低於國藥對外聲

稱的有效率近 80%。

不過，秘魯衛生部在 6 日

發表聲明，公開為國藥集團辯

護，並引用先前國藥集團疫苗在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臨床試驗得出

的 79.34% 有效率數字。但是，

秘魯官方迄今為止，卻一直未公

佈國藥集團上述兩款疫苗在秘魯

臨床試驗的任何資料。

有央媒記者向外媒透露，

因為北京正在第三世界全力推

進「疫苗外交」，對任何有關疫

苗的負面消息都非常敏感，事

實上國內媒體早已接到通知，

不得報導任何與國產疫苗有關

的負面資訊。

中國紅十字會大病救助專案

原負責人任瑞紅也對此表示，

中國國藥集團疫苗的臨床資料

至今沒有公開，被外媒曝光的

3 期臨床試驗資料顯示「效用糟

糕」。但她認為這完全在意料

之中，因為中國國產疫苗採用的

滅活疫苗技術，是用最早的病毒

株研發，隨著病毒出現大量變

種，效果就會被迅速削弱。

此外，中共兩會期間，全國

人大代表、國藥集團國藥控股黨

委書記兼董事長于清明披露，一

年前國藥集團高層就接種了疫

苗。中共公開承認的武漢肺炎爆

發的時間是 2020 年 1 月，武漢

宣布封城是 1 月 23 日，顯示該

疫苗開發問世時間僅 2 個月。

調查報告：醫療人員 
擔心疫苗副作用

大陸疾控中心旗下期刊《中

國疫苗和免疫》於 2 月 18 日公

布了一份調查報告——《浙江省

醫療衛生人員新型冠狀病毒疫苗

接種意願和影響因素調查》。報

告顯示，該群體只有 42.46% 的

人表示願意接種，只有 27.65%
的人表示會自願接種。不願意接

種的人顧慮最多的是「疫苗的副

作用」，其次是「懷疑疫苗的有

效性」。

美國陸軍病毒研究所前研究

員林曉旭表示：「不僅科興，所

有的疫苗，都明確的有提到，對

於巴西的變種，對於南非的變

種，對於英國包含 E484K 的變

種，疫苗所激發的抗體的綜合能

力都有所下降，有的下降的很厲

害，只剩下 1/6 等等。」他提醒

同胞，要注重提升自身免疫力，

接種疫苗需謹慎。

    

疫苗能否終結疫情?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三八婦女節當天，中國知名

維權女律師王宇在獲得美國頒

發的「國際婦女勇氣獎」後與外

界失聯。對此，外界猜測，王

宇此次失去音訊，或與她正在

代理的「惡俗維基」案有關。

3 月 8 日，美國國務院在

華盛頓舉辦第 15 屆「國際婦

女勇氣獎」頒獎典禮，今年獲

獎者 14 名女性中，包括中國

維權律師王宇，但她並未出席

頒獎儀式。據美國之音報導，

今年多數得獎者皆透過視像接

受表揚，王宇沒有透過視像領

獎，只預錄片段回應。她在片

段中表示，她是一名中國人權

律師，來自內蒙古，在北京執

業。她 2008 年曾遭公檢法迫

害、 判 刑 2 年 半，2015 年 再

因代理人權案件遭政府打擊報

復，先是被關一年多，後又軟

禁一年多。

她說，「我作為一個法律

人，還是希望能夠推進中國的

  These 966 deaths represent 0.0023%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accinations, 
compared to the 2019–2020 influ-
enza vaccination mortality rate of 
0.0000265%. the death rate following 
the COVID-19 vaccine is about 100 
times higher than the death rate from 
the influenza vaccine.
  During the National Conferen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u 
Qingming, a deputy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nd Party 
Secretary and Chairman of Sinopharm 
Holdings, disclosed that a year ago, 
Sinopharm’s senior management had a 
strong interest in receiving the vaccine.
  The vaccine was administered to the 
top management team of Sinopharm 
a year ag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ublicly admitted that the out-
break of pneumonia in Wuhan was in 
January 2020. The announcement of 
Wuhan’s closure was made on January 
23, which means that the vaccine was 
developed and introduced two months 
after the onset of the outbreak.
  An article published by Xinhua News 
Agency last March stated that vaccine 
development is a time-consuming, 
high-risk, and high-commitment task. 
With obvious conflicts in these state-
ments, many have questioned the 
origin of the viral strain and when vac-
cine development first started.
  In a nine-day period from February 
28 to March 8, 2021 there were three 
deaths in Hong Kong due to the Chi-
nese Kexin vaccine. On March 8,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Hong Kong 
revealed that 44 million doses of the 
Kexin vaccine had been administered 
worldwide, with 56 known cases of 
death after vaccination.
  On March 9,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Hong Kong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and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op vaccinating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 with the Coxin vaccine 
until sufficient data is available. At 
present, the infection rate in Hong 
Kong is relatively low. Many people 
think the vaccine is an “unnecessary 
gamble” for the elderly.
  Ernesto Bustamante, a Peruvian mi-
crobiologist and former director of the 
Peruvian National Health Institute, 
said on local television that the vac-
cine from China is not effective. The 
vaccine was developed by the Wuha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Products of Chi-
na National Pharmaceutical Group.
The results of the Phase 3 clinical trial 
in Peru showed that the vaccine was 
only 33% effective; another vaccine 
developed by Sinopharm’s Beijing In-
stitute of Biological Products was only 
11.5% effective.
  Rolando Enrique Domingo, head of 
the Philippine Food and Drug Admin-
istration, stated on February 22 that 
based on current clinical test data from 
the Kexin vaccine in Brazil, Turkey, 
and Indonesia, the vaccine will not be 
administered to the country’s 1.4 mil-
lion health care workers.
  Lin Xiaoxu, a former researcher at 
the U.S. Army Virus Research Insti-
tute, said that the combined ability of 
antibodies produced by all vaccines 
has been reduced, in some cases by 
as much as one-sixth, when encoun-
tering the Brazilian variant, the South 
African variant, and the British variant 
containing E484K. 
  He reminded compatriots to pay at-
tention to enhancing their immunity 
and to be cautious about vaccination.

香港在9天時間內，初現3起因注射中國科興疫苗死亡的案例。（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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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享

冬季之趣

就在

比鄰

西北區
兩層城市屋

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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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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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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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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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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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交叉口西南

周一至周五

周末及節假日

Tuscany Hill NW

4 - 9pm
10 - 6pm

Nose Hill Drive NW

兩月免費住
買家入住，我們支付兩個月
水電氣費、公寓費和房貸。

法治建設，也希望能夠在中國

社會實現人權法治，也實現一

個公平和正義」，「希望能有更

多人站出來，為中國法治和公

平正義來吶喊」。

王 宇 3 月 6 日 曾 在 推 特

（Twitter）表示，原擬返北京的

她，途中因檢測未出結果，無

法辦理登機而滯留廣州機場。

公開資料顯示，現年 49 歲

的王宇，自 2011 年開始代理過

多起敏感維權和政治案件，曾

為許多社運人士、法輪功學員

辯護。此後，她飽受中共警方

騷擾威脅，2015 年當局針對人

權律師和維權人士進行「709 抓

捕」行動，她是第一位被捕律

師。她被抓後與外界失聯超過

一年，之後突然在大陸媒體中

「公開認罪」，事後王宇透露，

她「公開認罪」是因當局以其兒

子要脅。去年 11 月，北京司法

局吊銷其律師牌照。

此次王宇再度「失聯」，外

界猜測，或與她正在處理的敏

感案件「惡俗維基」案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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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廣東茂名警方抓捕了 24 名

轉播習明澤和鄧家貴個資的大

陸「惡俗維基」網站成員。其

中，年僅 20 歲的網站技術員牛

騰宇被指控為「主犯」，被重判

14 年及處罰金 13 萬元。另外

23 人也獲不同刑期，其中有 9

人還是未成年。

王宇與她的丈夫包龍軍則是

牛騰宇以及被判處兩年半、未成

年人陳濼安的代理人。據悉，陳

濼安是未成年人中遭判刑最重、

也是唯一提出上訴的人。而牛騰

宇則在拘押期間遭受酷刑，被抓

時的罪名僅僅是因為侵犯公民個

人信息權，但檢查部門隨後又增

加了「尋釁滋事」和「非法經營」

兩大罪名。

王宇在接受外媒採訪時指

出，這 24 名中國境內的「惡俗

維基」成員並不是真正侵犯公民

個資的人，因為很多最原始信息

的獲得其實來自中國公安部門。

海外「支納維基」網站負責

人也於 2 月底公開宣布，「習明

澤信息外泄案」責任由他負起，

他批評廣東省茂名公檢法「移花

接木」炮製冤案。

王宇直言，由於中國公安

部門無法抓到真正的責任者，

因此才製造了這起假案，找這

些年輕人來當作替罪羊。

女律師王宇（右）。（Twitter）

https://zenbyavalon.com/rockland-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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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預算

讓阿爾伯塔省
重新步入正軌
預算支出

與其他省份看齊

與我們分享您的想法！

www.budget2021.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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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國會是

全球第一個認定北京當局正對新

疆維族進行「種族滅絕」的立法

機關。加拿大政府為此承受了來

自中共的各種壓力甚至威脅。但

最新民調顯示，絕大多數加拿大

人贊成國會做法，並認為應該採

取更強硬的對華政策。

加拿大國會認定北京當局對

新疆維吾爾族的行為構成種族滅

絕後，北京政府不僅透過正式外

交管道抨擊加拿大，還動員一些

加拿大僑社領袖力挺其立場。據

納諾斯民調公司 (Nanos) 的最

新調查結果，83% 加拿大民眾

支持國會立場，認為北京政權對

待維吾爾族的行徑符合聯合國對

種族滅絕的定義。不過上個月國

會投票中，總理特魯多和內閣成

員缺席了，亦引起多數加國民眾

不滿，59% 民意不贊成特魯多

政府的做法。

由於侵犯維吾爾族人權，有

70% 加拿大國民贊成將明年在

北京舉行的冬奧會移到其他地方

舉行。 62% 民意也支持對北京

政府採取經濟制裁措施。 69%
民眾支持渥太華為維吾爾族及中

國其他穆斯林提供快速專屬的難

民申請管道。

納諾斯民調公司分析，加拿

大國民對北京的態度愈發強硬，

主要原因包括兩名加拿大人被中

共任意拘留，中方對加拿大農產

品實施報復性禁止進口措施和華

為涉及的網路安全等，種種問題

令加國國民難以忍受，民眾希望

看到政府能有實質反制行動。

與此同時，加拿大國會持續

關注維吾爾族遭迫害的問題。國

會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

席、國會議員約翰．麥凱 (John 
McKay)5 日在國會上發表近 10
分鐘的演講，細數北京當局對壓

制香港、恐嚇臺灣、強摘法輪功

學員和良心犯的器官，以及殘害

維吾爾族等行徑。「看到許多人

權組織和機構的可信報告，描述

維吾爾族遭到各種殘害手段的處

境，我不會感到意外，因為北京

政府的霸權作風讓人無法容忍，

這是為什麽我也支持維吾爾正遭

遇種族滅絕的動議案。」

魁人政團國會議員路克．

達斯雷特 (Luc Desilets) 表示：

「我們應該要抵制 2022 年的北

京冬奧會，因為中國對新疆維吾

爾族做的事情違反了人道，集中

營內強暴婦女、奴役勞動、強

迫父母子女分離等令人難以想

像。」

保守黨國會議員莊文浩也

說，特魯多政府不應該再猶豫

了，除了譴責之外，應該拿出實

質制裁行動，這符合多數加拿大

民意之期盼。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On Feb. 12,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unveiled his Canada hotel quarantine 

measures to battle against the SARS-CoV-2 
novel coronavirus pandemic. Travellers en-
tering Canada would be required to quar-
antine in a government-appointed hotel for 
three days at their own expense, following 
their arrival in Canada, before being required 
to quarantine for 14 total days of their own 
accord. 

  Canadian citizens are not exempt from the 
scheme. Penalties for violating the manda-
tory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are a maximum 
of $750,000 in fines and/or 6 months in pris-
on. 

 Trudeau’s Liberal government issued the 
measures under the claim of “trying to keep 
people safe and keeping Canadians safe who 
are entering or reentering Canada,” accord-
ing to comments he gave reporters outside of 
Rideau Cottage on Feb. 12. The Canada hotel 
quarantine scheme is to ensure entrants and 
reentrants to Canada have tested negative for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with 
a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est. The 
idea is to forcibly quarantine arrivees for the 
duration of time required to receive their test 
results after landing. This test is in addition 
to a negative PCR test which travellers must 
produce 72 hours before boarding departures 
to Canada. 

  “We’re aware that we need to be thoughtful 
and compassionate about people who are in 
extremely difficult situations and absolutely 
need to travel. We’re not trying to punish 
people,” said the Prime Minister.

  Currently, flights to Canada are only being 
accepted at the Calgary, Vancouver, Toronto, 
and Montreal international airports. Trav-
ellers entering Canada are required to book 
and pay for their hotel quarantine through a 
Government of Canada portal before being 
granted entry by the 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 

  When the Canada hotel quarantine scheme 
was first announced, Trudeau said the aver-

age price travellers could expect to pay for 
a three night stay was approximately $2,000 
CAD. Health Minister Patty Hajdu summar-
ized the costs as including “costs associated 
with the room, food, cleaning, infection pre-
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nd security 
as well as transportation,” according to the 
CBC.

  The Canada hotel quarantine program has 
not met with a warm reception and appears 
to have several shortcomings in its imple-
mentation. For example, compliance with the 
program is being left up to individual travel-
lers. The National Post reported that some in-
dividuals simply walked out of Toronto Peel 
Regional Airport unchecked. 

  “Unless there are some serious or aggravat-
ing circumstances where the public safety is 
at risk, we are not…detaining individuals 
who are not complying with the regula-
tions under the Quarantine Act,” said Akhil 
Mooken, a spokesperson for Peel Region-
al Police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National 
Post. 

  A Feb. 23 article in the Globe and Mail 
blasted the Canada hotel quarantine protocol 
because inbound travellers were required to 
find their own way to their quarantine hotel.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controlled plan 
for moving international travellers from the 
airport to their quarantine hotels. They can 
take their own cars if they are parked at the 
airport and also pinky promise not to stop 
anywhere along the way. Or they can take 
taxis or limousines and potentially expose a 
new person on the route,” states the article.

  The hotels contract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the Canada hotel quarantine program are also 
permitted to continue to host regular guests, 
so long as they are on a separate floor and can 
use separate elevators. 

  On Monday, March 8, the Canadian Consti-
tution Foundation filed a constitutional legal 
challenge in the Ontario Su-
perior Court of Justice seek-
ing an immediate halt on 
the Canada hotel quarantine 
program. 

加國酒店隔離政策引反彈
Canada Hotel Quarantine Scheme Expensive and Flawed

【看中國訊】亞省呼籲聯邦

政府提供 300 億元的資金，用

於開發碳捕獲、利用及地下封存

（CCUS）技術。

該消息最早於 3 月 8 日由

《環球郵報》報出，據稱在下一

個聯邦預算案出臺之前，亞省的

要求被寫在了「討論文件」中。

省長辦公室對此予以了確認。

在 8 日的新聞發布會上，

康尼省長（Jason Kenney）表

示，為使加拿大實現聯邦政府的

淨零排放目標，必須大力投資

CCUS 技術。

康尼說：「我們的 CCUS 技

術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

現在看來，如果我們不提高自己

的水平，將有落後的風險。這將

需要大量投資。」

「聯邦政府已經承諾要實現

宏偉的減排目標，我們認為，如

果沒有廣泛使用如 CCUS 這樣

的技術，加拿大就不可能在規定

的時間內實現這些目標。」

亞省政府 8 日還宣布，將

與聯邦政府合作創建一個工作

組，旨在開發 CCUS 技術。

康尼說，CCUS 技術的擴

展已被省政府確定為「潛在的改

變排放量的規則改變者」，特別

是對於亞省的能源行業。他說，

與聯邦政府就大規模投資的重要

性進行的對話富有成效，特別是

因為美國在 CCUS 技術的應用

方面已經超越加拿大，部分原因

是美國為這項技術制定了稅收優

惠計畫。

卡爾加里大學公共政策學院

研究員馬森（Richard Masson）
表示，大約十年前，他曾參與碳

捕集發展工作組的工作，他的研

究表明 CCUS 是可行的，儘管

昂貴但值得投資。

那時，亞省投入了約 20 億

元，開發四個 CCUS 項目，其

中兩個繼續進行：殼牌 Quest
項目，該項目從薩斯喀徹溫堡的

重油處理站捕獲二氧化碳；另一

個項目在 Nutrien 公司的紅水肥

料廠捕獲二氧化碳。「這兩個項

目都很大，而且得到了政府的大

力支持。」

馬 森 說， 在 2011 年 至

2013 年之間，亞省還制定了有

關如何將二氧化碳埋入地下的規

定，因為必須得保證二氧化碳深

埋地下不泄露。他說：「亞省已

經這樣做了很長時間，我們對此

非常擅長。」

 Neil Campbell

逾八成加國民認同
新疆維族正遭受種族滅絕

2月22日，抗議者在渥太華的議會外，呼籲政府承認中國對維吾爾的種

族滅絕。（RFA）

省府籲聯邦資助300億開發碳捕捉技術

$47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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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900$419,900
33 Tuscany valley Park NW. 西北區
四臥室雙車庫獨立屋，靠近多所學校，超市和
公園，交通方便，地下室已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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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預測���場走向，��各類�

�的優�點，買賣����開�
些��，��更�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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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測���場走向，��各類�
�的優�點，買賣����開�
些��，��更�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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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測���場走向，��各類�
�的優�點，買賣����開�
些��，��更�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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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9 Dalhart Road NW 學區房，步行到
CTrain, 全新裝修，後院朝向綠地可加蓋

陳智鵬 Jim

��瞄二�碼
��我們的��
���

��大�爾�里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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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新
上
市

$629,000$629,000

新
上
市

亞省省長康尼（視頻截圖）

http://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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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最近的一項房

產負擔能力調查顯示，卡爾加里

是加拿大最實惠的房地產市場之

一。在疫情以來的低利率政策，

以及去年年底開始的購房熱潮推

動下，卡城房產的可負擔性吸引

了大批首次購房者和許多年輕買

家購買房產。

卡 爾 加 里 Royal LePage 
Benchmark 的 房 地 產 經 紀 人

Doug Cabral 說：「以往要購買

一般獨立屋，需要一定的承受能

力，這對於年輕買家來說非常困

難。對於一個大城市來說，卡爾

加里明顯是加拿大（可負擔性）

最好的。」

同時，Royal LePage 最近

的全國性調查發現，目前加拿大

的房產市場整體上是由年輕買家

推動的。在 25 至 35 歲的加拿

大人中，有近半數人擁有住房，

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是在疫情發生

後購買的。報告指出，這一趨勢

很可能會繼續下去，因為未有置

業的受訪者中有 68% 計畫在未

來 5 年內買房。

在亞省，這一趨勢更為明

顯，該省 56% 的人擁有住房，

約四分之一的人也是在過去一年

中購買了住房，而在沒擁有住房

的人中，71% 的人正計畫購買

住房。

此外，在各大城市中，卡爾

加里在 25 至 35 歲的年輕人擁

有房屋的比例最高，達到59%。

該調查還發現，卡城的居民

對於經濟及房地產前景最為樂

觀，報告指出，40% 的卡爾加

里人表示，他們的儲蓄在疫情期

間有增長。

卡爾加里蘇富比國際房地

產公司的房地產經紀人 Barb 
Richardson 表示，該市的公寓

對首次置業者特別有吸引力。現

在五年期抵押貸款固定利率為

50 年低點，許多租房的年輕人

都在考慮買房。她說：「通常抵

押貸款、物業稅、公寓費和水電

費加起來比他們要支付的租金還

要低，特別是如果他們租住在卡

爾加里那些專門建造的高層出租

樓中」。

加拿大抵押貸款和住房公司

數據顯示，2020 年卡城平均租

金為每月 1195 元，而公寓中位

數的賬面成本為每月 1343 元，

造成過去四年來兩者差價最少的

情況。

Richardson 補充說，這一人

群中現有的公寓業主也活躍於鎮

屋和獨立屋市場，這兩者的市場

反應也相當熱烈，關鍵的驅動力

是更多的空間。民意調查顯示，

獨立屋對有酬就業的加拿大人吸

引力最大，因為今年以來在家工

作趨勢成為主流，人們在尋求更

多的居住空間和開放的環境。

報告指出，在卡爾加里，

40% 受訪者表示希望搬到密度

較低的地區，其中更有一半的人

表示要搬到距離市中心 15 分鐘

到兩小時以外的地方。

Cabral 說，這些需求推動

了外圍衛星城的房產市場活躍，

比如 Airdrie，一個以獨立屋為

特色的小鎮，生活成本也較低。

「買家正在尋找一種生活方式的

改變，年輕的人口中也開始了這

種轉變。」

此外，需求的急速增加令中

檔房價格迅速上漲，最近幾週

供應量急劇下降，但 Cabral 認
為，綜合所有情況，現在卡城的

房地產仍然是極佳的投資選項，

「如果有人在銀行裡有儲蓄，收

入沒有被中斷，他們就可以坐享

投資收益。」

經紀：房產市場熾熱超預期

RE/MAX 經紀人喬納森．

阿什金（Jonathan Ashkin）接

受媒體訪問時指出，2020 年底

開始發生的購買潮超出所有房地

產經紀人的預期，「現在庫存非

常少，尤其是獨立屋。你必須在

上市的 24到 48個小時內看房，

否則它就消失了。」

卡爾加里房地產委員會

（CREB）主頁上的最新統計

數據顯示，房屋熱賣。今年 2
月份全市共售出 1837 套房，

較 去 年 同 期 的 1190 套 大 漲

54.37%。 3 月份以來，共售出

房屋 734 套，較去年同期漲幅

高達 98.38%。房屋待售期同

比也大幅縮減，目前平均為 37
天，而去年同期則為 59 天。

【看中國訊】加國最大獨立

仲介平臺 Zolo 最近進行了一項

民意調查，訪問了超過 1360 名

加拿大人甚麼是他們最想要的房

屋配置。調查發現，人們正在尋

求更多的私隱性、居住空間及更

實惠的居住成本。

Zolo 內 容 總 監 Romana 
King 說：「我們發現人們更喜

歡可以讓自己輕鬆在家工作或學

習的環境，以及一些因為疫情而

衍生的需求。」

1.地面層衛生間

在 COVID-19 疫情的影響

下，加拿大人時時不能忘記保持

衛生及減少傳染機會，渡過了艱

辛的一年。調查發現，71% 的

受訪者都認為，購買房產時一定

要有地面層衛生間，最好是在入

口處能輕易進入，能夠在回到家

的第一時間清理自己，或者提供

給訪客使用，與家人使用的衛生

間分開。

2.車庫

雖然車庫對於許多獨立屋業

主來說幾乎是配套的，但仍有些

房產沒有配置獨立車庫。 69%
的人認為，購買房產時一定要有

獨立車庫，在用來保護愛車免受

天氣影響外，還能有更多放置雜

物的空間。

3.主人房套廁

68% 的受訪者認為主人房

要附有套廁。疫情影響下許多人

在家工作，學生也在家上課，變

相家人在一起的時間增多，雖然

這有很多好處，但也會帶來一些

麻煩，區分家人使用的衛生間，

可以令大家都有更多隱私。

4.私人戶外空間

68% 的受訪者認為房產一

定要有私人的戶外空間，可以是

陽臺、後園或平臺，讓家裡也有

可以呼吸新鮮空氣、活動身體的

地方。

5.現代廚房

許多房產有一定的年齡，尤

其原裝的廚房過了 5 到 10 年後

或許就不那麼符合當代人使用的

習慣，因此有 68% 的受訪者認

為購買房產時一定要有現代式的

廚房，包括可以減少灰塵的到頂

櫥櫃、容易清潔的石材檯面、磚

面的檔板、足夠大的水槽、易用

的水龍頭及相對新的家電等。

除了上述前五名外，接下來

「最想要的配置」還包括高能源

效益的門窗、省電的家電配套、

陽臺、家庭辦公室、有圍欄的私

人後院等。至於最不想要的配

置，是游泳池和進門衣帽間。

首次置業者推動卡城房市繁榮

購房
律師費
全免

搬家資訊
綜合服務

精心打造
室內設計
方案可選

今天就上網查詢購房
福利以及更多相關信息吧！

一起來了解

的便捷

購房精髓。

Introducing
Excel’s easy
home essentials.

Simplifying your journey home. EXCELHOMES.CA

FIND OUT ABOUT THESE
AND OTHERS ONLINE TODAY!

FREE LEGAL
CLOSING
FEES

MOVE-IN
HOME
CONCIERGE

CURATED
DESIGN
SELECTIONS

簡化您的回家之旅。

Introducing
Excel’s easy
home essentials.

Simplifying your journey home. EXCELHOMES.CA

FIND OUT ABOUT THESE
AND OTHERS ONLINE TODAY!

FREE LEGAL
CLOSING
FEES

MOVE-IN
HOME
CONCIERGE

CURATED
DESIGN
SELECTIONS

（Shutter Stock)

加國房產「最想要的配置」 你有了嗎？

https://www.excel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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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華盛頓觀察家報》

3 月 8 日報導，社交媒體審查和

內容審核，一直是全美民主黨和

共和黨之間，矛盾特別激烈的領

域。國會議員就其內容審核的規

則和演算法中潛在的偏見，向包

括谷歌、Facebook 和 Twitter 
在內的社交媒體公司高管提出了

質疑。

國會正在辯論多項法案，

以加強隱私， 並對《通信規範法》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 230 條進行修訂，該條

款保護社交媒體公司對其用戶發

布的內容免於承擔責任。

目前德克薩斯州、佛羅里

達州、猶他州和北達科他州

（North Dakota）等，正推動制

定法律以減少審查制度；而加州

和弗吉尼亞州等，也實施法律以

保護消費者數據隱私。往後為這

兩個問題制定國家標準的壓力只

會越來越大。

德 州 州 長 阿 博 特（Greg 
Abbott）和共和黨州參議員，3
月 5 日宣布了一項法案，將「幫

助禁止社交媒體公司，根據德克

薩斯人的觀點對其進行審查」。

根據德克薩斯州立法機構的

說法， 參議院第 12 號法案， 如
果一個社交媒體平臺，因其政治

或宗教觀點而暫停或封鎖其帳戶

時，該帳戶將被允許重新上網。

阿博特表示，該法案將「防

止社交媒體平臺取消保守派的言

論」，這是在前總統川普被禁止

進入大多數主要社交媒體平臺

後，許多保守派提出的譴責。

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

斯（Ron DeSantis） 和佛羅里

達州共和黨立法機構， 在 2 月
分提出了被稱為保護在線言論

免受大科技過度擴張的立法。

這項法案被稱為「技術透明法」

（Transparency in Technology 
Act），針對內容包括有：保護

平臺規則和服務條款的不公平的

變動；要求社交平臺告訴用戶，

為甚麼他們的帳戶被暫停或禁

止，並可代表某候選人，要求披

露存在於演算法中的偏見。該法

案將允許用戶有機會棄用演算

法，並使新聞機構和合格的政治

候選人，能夠在不受演算法左右

的情況下平等地接觸用戶。

一旦通過，該立法將對那些

違反法律，禁止政治候選人或

偏袒某位候選人的科技平臺，

進行嚴厲的懲罰和罰款。弗吉

尼亞州在 2 月底通過了《消費者

數據保護法》（Consumer Data 
Protection Act），這是繼 2018 
年加州同類法律《加州消費者隱

私法》之後，美國第二部全面的

州數據隱私法。

該法將只適用於控制或處理

至少 10 萬名本地用戶的數據，

或處理至少 2.5 萬名弗吉尼亞人

的數據，並通過銷售個人數據

以獲得超過 50% 的總收入的公

司。該法律也將針對非營利團

體、高等教育機構和受健康保險

法管轄的組織，採取廣泛的豁

免。該法案還將給予在線用戶得

以拒絕蒐集個人數據用於定向廣

告的權利，並要求蒐集和處理其

數據時，必須獲得用戶本人的同

意。

猶他州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

提案，將迫使社交媒體公司，在

如何審核其平臺上的內容上更加

透明；並要求社交平臺，每年提

供關於其內容審核的明確規則，

如果帳戶登入受到限制，就會發

出通知，允許用戶對刪除內容的

決定提出上訴，並有一個獨立的

審查來檢查該內容的審核。猶他

州參眾兩院已經通過了該法案，

現被送往州長以進行最終批准。

而北達科他州的共和黨立法

者，在1 月分提出了一項立法，

如果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大

科技公司，在其平臺上對人們進

行審查，將追究其責任。該法案

名為「允許對社交媒體網站審查

言論進行民事訴訟的法案」，是

該州規避第 230 條的嘗試。

美國各州正在率先對臉書（Facebook）和谷歌（Google）等大科技

平臺進行監管。(AdobeStock)

 美國各州正在率先對臉書

（Facebook）和谷歌（Google）

等大科技平臺進行監管，推

進有關審查、數據隱私、演

算法和廣告的規則。

記者成容綜合報導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近日，中共推出「國際旅行

健康證明」，並稱是目前全球範

圍內首款「武肺疫苗護照」。外

界質疑中共官方是否想借此達成

全球政治監控。

據中國新聞網，中共外交

部長王毅 3 月 7 日在兩會外長

記者會上宣布，推出中國版「國

際旅行健康證明」，而該證明微

信 APP 也於 8 日正式上線。他

指，「國際旅行健康證明」上會

註明持有人的核酸、血清 IgG
抗體檢測結果及疫苗接種情況

等， 該證明還包含加密二維碼，

供各國相關部門掃碼查驗相關訊

息。除電子化展示外，還可以打

印生成紙質版。據稱，它是目前

全球範圍內，第一款已知的「武

肺疫苗護照」。

不過， 美媒福克斯（Fox）
報導指出，在疫苗護照能夠於日

常生活有效地應用前，須先面對

並解決多個問題；其中包括健康

風險問題、實際操作以及道德面

向的問題。在健康風險方面，目

前醫學專家仍未完全掌握疫苗在

阻止病毒散播方面的效用。此

外，疫苗能否對付變種後的中共

病毒，也有待更多科學研究來證

明。

而在實際操作方面，「疫苗

護照」為新事物，全球沒有統一

制度或標準。至於道德方面，國

家之間獲取疫苗的速度、獲發數

量也不一。

世衛緊急項目執行主任瑞安

（Michael Ryan）也認為，疫苗

接種尚未在全球範圍普及，疫苗

護照可能對因某些原因而無法接

種的人不公。

因此，在中共官方積極推動

中國版「國際旅行健康證明」之

際，世界衛生組織（WHO）則

表態反對將所謂的「疫苗護照」

用於跨國旅遊。

另外，對於中共此次推出

的「國際旅行健康證明」，民間

普遍質疑的是，中共官方是否想

借此達成全球化政治監控目的程

序。這款軟件不僅侵犯個人隱

私，還可能進一步擴大國家對人

民的監控。

【看中國訊】北京外賣「騎士

聯盟盟主」熊焰因組織維權在 2
月 25 日被北京警方抓捕後，大

陸各地外賣員開始傳出怠工，並

計畫在 3 月 8 日當天發起全國

性的大罷工來聲援熊焰等人。不

料，卻因官方的強力維穩和封鎖

消息而遭挫敗。外賣騎手的怠工

行動仍在持續。

關注工運人士洪濤向自由亞

洲電臺證實，官方為防止騎手發

起全國罷工，於 3 月 6 日永久

封閉了發布罷工消息的公眾號

「打工的 51」平臺，同時監控所

有外賣群友的微信和通訊工具，

並施壓外賣平臺控制騎手。

洪濤表示，現在正處於兩會

維穩期，官方的維穩力度非常

大，所以騎手們搞抗議就更加的

困難。「兩會期間肯定是看不到

結果了。」

目前騎手們仍怠工抗議，外

賣平臺無人接單。北京等地還陸

續出現大量因超時而作廢的訂

單，但包括涉事方「餓了麼」在

內的外賣平臺都依然保持沉默。

原人權律師劉士輝指出，嚴

防工運是中共官方防範最嚴的工

作之一，在資訊封鎖和嚴苛的打

壓下，目前國內勞工維權面臨很

大困難。

熊焰的微博顯示，他最後一

條微博發於 2 月 24 日，此後再

未更新。

【看中國訊】綜合美媒報

導，美中外長等高級官員將於下

週在美國阿拉斯加舉行會晤，談

話將涵蓋抗疫、香港臺灣等一系

列議題。

這將是自拜登政府執政以

來，兩國高級代表之間的首次面

對面會晤。

美國務院聲明稱，國務卿布

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將於

下週四和週五在安克雷奇會見中

共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和外長王

毅。自去年 12 月以來，中方一

直在尋求楊潔篪和拜登官員之間

的會晤。

拜登入主白宮以後，北京曾

試圖遊說拜登政府儘早進行面對

面的討論，以改善川普政府時期

日益惡化的中美關係。

與川普對華策略不同的是，

拜登政府視中共為強大的競爭對

手，希望找到與北京的合作領

域，同時在貿易、技術、安全等

領域保持強硬。白宮在最近公

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期指導方

針》中說，中國（中共）是唯一

有潛在綜合實力挑戰國際體制的

「主要競爭者」。

華盛頓和北京將共同主持

20 國集團研究小組，重點研究

與氣候相關的金融風險。美國尚

未任命其代表，中方代表由世界

銀行資深人士、中國人民銀行前

首席經濟學家馬駿擔任。

拜登上任幾週後於中國新年

除夕與習近平進行了 2 小時的

通話。涉及的話題涵蓋貿易、氣

候和 Covid19、人權與地區安

全。拜登在推特上說，「我告訴

他，當中國造福於美國人民時，

我將與中國合作。」中共官媒

說，習近平承諾合作，並告訴他

的對手，兩個大國之間的對抗將

是一場災難。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一次外

交政策演講中也表示，美國 21
世紀面臨的「最大的地緣政治考

驗」就是美中關係。他強調，美

國與中國（中共）打交道時必

須佔優勢地位，在應該的時候跟

它競爭，在適當的時候合作，必

要時進行對抗。

美國防長奧斯汀把中共稱為

五角大樓的「步調威脅」(pacing 
threat)，意即中國的軍力發展步

調影響到美國為保持自己優勢而

必須採取的軍力發展步調。

3 月 9 日，美國印太司令部

司令戴維森 (Philips Davidson)
在國會作證時說，中共是美國最

大的戰略威脅，也是 21 世紀對

安全構成的最大長期戰略威脅。

他指出，「美國和我們的盟

友在該地區面臨的最大危險是針

對中國（中共）的常規威懾力

的削弱。如果沒有令人信服的威

懾力，中國（中共）將有恃無

恐地繼續採取行動，取代以規則

為基礎的既定國際秩序和我們對

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願景所體現

的價值觀。」

美中高級官員下週的會晤以

及未來美中關係如何發展，將持

續成為各界關注焦點。

美國多州立法監管科技巨頭

中國「疫苗護照」引質疑

美中外長下周將首次會晤 引關注

「盟主」被拘 
北京外賣騎手怠工抗議

布林肯（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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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農作物的種子被譽為

農業的「芯片」，中國現時

對進口種子十分依賴，隱藏

「斷種」的風險，並且除了

糧食，中國養殖業和工業都

會受到影響。

中國官媒《新華社》旗下雜

誌《半月談》3 月 8 日發表文章

《國產種子被卡脖子，『卡』在

哪？》，提出中國現時「洋種子

依賴症」流行。文章從 5 個方面

分析種子「卡脖子」危機，包括

原創性種質相對稀缺；資源精準

鑑定能力弱；現有種質資源保護

不夠；基因挖掘能力弱，以及科

研機構和企業缺乏有效協作，部

分品種育種研發水平低。

文章舉例，中國黑龍江省

克山縣素有「中國馬鈴薯種薯之

鄉」的美譽，但是克山 2020 年

馬鈴薯種植面積 6 萬畝，進口

品種「大西洋」約佔一半。

而玉米也是中國比較薄弱的

領域。美國杜邦集團旗下先鋒

公司選育的雜交玉米種子「先玉

335」，推廣至今已 10 餘年，是

東北、華北玉米產區種植的主要

玉米品種。

種業的競爭關係到國家、農業產業的競爭力。（Shutter Stock）

官媒文章強調，種業的競爭

關係到國家、農業產業的競爭能

力，是一場沒有硝煙的高科技戰

爭。如果國外出現極端斷供情

況，雖然不會「一卡就死」，但

確實會影響中國農業發展速度、

質量和效益。

《水果政治學》作者、策略

顧問執行長焦鈞表示，中國玉米

跟大豆看起來是有被控制的可能

性。「玉米、大豆的影響在於畜

牧業，就是豬跟雞沒有東西吃，

動物性蛋白質來源會出現嚴重問

題，如果把所有事情極大化，用

推演的方式，把種源鎖起來，中

財經簡訊

國一夕之間買不到，第一個影響

的不是人，而是家畜跟家禽。」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

的報告指出，在 2025 年前，中

國糧食將出現 1.3 億噸左右的糧

食缺口，且三大主糧缺口將達

2,500 萬噸。

為了表示對農業的重視，中

共中央每年初發布第一份文件都

是針對農業的。本次中央一號文

件比往年更加強調糧食安全問

題，這份文件著重提出提升糧食

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要

求中國各省在 2021-2025 年期

間提高糧食產量。

中國農業「芯痛」風險漸顯  
本次中央一號文件同時提

出，加強糧食生產功能區和重要

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建設，擴大稻

穀、小麥、玉米三大糧食作物完

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試點範

圍。加強農業種質資源保護開發

利用，對育種基礎性研究以及重

點育種項目給予長期穩定支持等。

2 月 19 日，習近平主持召

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深

改委）第十八次會議併發表講

話。「堅決破除影響和制約科技

核心競爭力提升的體制機制障

礙，加快攻克重要領域『卡脖

子』技術，有效突破產業瓶頸，

牢牢把握創新發展主動權。」

不過，種子研發需要長時間

的積累及大量資金的投入。從種

子研發到種子的商業化需要經歷

三個階段：研發育種、田間制

種、種子加工，這個週期一般在

10 年左右。並且，高額成本投

入後，產出還存在不確定性。

全球瀕臨 50 年來最嚴重糧

食危機，糧食安全對十幾億人口

的中國則是重中之重。而作為農

業「晶元」的糧食和蔬菜種子如

果遭到斷供，則對農產品產量產

生重大影響，以至於加劇了糧食

危機。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在兩會期間，消費成官方熱議話

題，多省此前也發布了今年消費

增速目標。但是，在疫情、經濟

下滑的影響下，百姓並不想花錢

消費。

投資、出口和消費被公認

是經濟的「三駕馬車」，去年在

「三駕馬車」中，消費恢復相對

緩慢，對經濟增長呈負向拉動，

今年將如何提振消費？

多省發布消費增速目標 

北京官方接管近2年  
包商銀行被裁定破產

【看中國訊】據中央社報

導，與「明天系」關係密切、

2019 年因不良信貸問題遭北京

官方監管的包商銀行，2 月已被

北京法院裁定破產。

北京第一中級法院 2 月 7
日正式裁定，遭中國銀保監會、

人民銀行（央行）等部門監管

近 2 年的包商銀行破產。包商

銀行於 2020 年 11 月申請破產

清算。裁定書指出，包商在申

請前已無任何生產經營、在職

人員。而包商明顯已「資不抵

債」，沒有實際清償能力。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包商銀行

淨資產為負 2055.16 億元，資

產總額為 4.47 億元，負債總額

為 2059.62 億元。

OPEC將石油減產 
延長至4月 

【看中國訊】儘管最近油價

上漲，但石油需求復甦仍然脆

弱。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及其盟友同意將大多數石油減產

延長至 4 月，俄羅斯和哈薩克

斯坦小幅增產。沙特阿拉伯表

示，將延長 100 萬桶 / 日的自願

額外減產，並將在未來幾個月決

定何時逐步停止這部分減產。這

一消息將油價推向一年多以來的

最高水平，布蘭特原油價格上漲

5%，突破每桶 67 美元，因市

場此前預計 OPEC+（包括俄

羅斯等國）將會增產。

OPEC+ 去年曾創記錄減

產 970 萬桶 / 日，因疫情導致需

求銳減。截至今年 3 月，減產

幅度仍維持在約 700 萬桶 / 日，

佔全球總需求的 7%。沙特自願

額外減產使減產總幅度達到約

800 萬桶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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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家庭屋

平房別墅

豪華獨立屋

起價

起價

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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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社區將諸多因素完美結合：廣闊的開放綠地，可直接通
往落基山，秀麗的落基山美景，優秀的學校，無與倫比的基礎設施，

湖畔生活，散步小徑，Mickelson 國家高爾夫球場會員，以及冒
險公園等，還有一家世界級的水療中心進駐未來的中心商業區。

居住在 Harmony 的生活何以如此美好？快來一探究竟吧。

的獲獎

獲得三次年度社區榮譽稱號的Harmony 位於尊貴的 Springbank，
為居者提供設施豐富的生活方式，距卡城西部僅 8 分鐘車程。

3次榮      獲
年度社區

卡 爾 加 里 地 區

一個位於湖畔的社區
還有更多精彩

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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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方 數 據 顯 示，2020 年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

3.9%。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社

會是指企業或單位通過交易售給

個人、社會集團非生產、非經營

用的實物商品金額，以及提供餐

飲服務所取得的收入金額。通常

來說，經濟學界觀察各地市場消

費情況主要看這一指標。

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和政協

委員都在熱議這一話題。在此前

各省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多

省設定了 2021 年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具體增速目標。

據不完全統計，目標增速在

10% 以上的有海南（15%）、廣

西（12%）、山西（10%）、雲

南（10%）、四川（10%）等地。

2 月 17 日，《財經》雜誌發

文解析中國消費情況，受疫情和

多重複雜因素影響，中國民眾

2020年收入少增約1.7萬億元。

在收入增速嚴重放緩的同時，民

眾消費傾向下降、儲蓄傾向提

高，中國住戶儲蓄比 2019 年同

比多增 1.6 萬億元。在收入增速

嚴重放緩、消費下降的雙重打擊

下，2020 年全年最終消費出現

1978 年以來首次下降。

https://liveinharmon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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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華」已成為商標禁忌王岐山下湖南團 八次提習近平
【看中國訊】歷年中共召開兩

會，常委級官員「下團組」都是

官方報導的所謂「重頭戲」。中

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3月 6日參

加湖南代表團會議，發言中至少

八次提到習近平，引發外界關注。

據中共官媒報導，3 月 6 日

上午，湖南代表團舉行第三次全

體會議，審查「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王

岐山和中共副總理胡春華均有參

加。

王岐山在會議上表示，將

「習近平思想」作為中國社會和

生活各個方面的指導思想。「要

以習近平思想為根本遵循，確保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從勝利走

向新的勝利。」

他並表示，「學習貫徹習近

平思想要有科學精神，做到全面

系統準確，要用『心』學習，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為

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 月 20 日，習近平當局召

開中共「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

會」，中共七常委及王岐山出

席會議。香港《明報》的文章認

為，王岐山在這次大會上現身，

有回應外界有關中共高層權鬥、

王岐山失勢傳聞的用意。

1 月 29 日，中共國家副主

席王岐山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喊

話出席第十二輪中美工商領袖和

前高官對話的美方代表。

1 月 11 日，習近平召集全

國省部級高官在中共黨校召開專

題研討班，主題是學習十九屆五

中全會精神。在開班儀式上，除

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也罕

見一同出席。這是中共高層新年

後首次在公開場合集體亮相。

而此前王岐山可能失寵的傳

言一度甚囂塵上，尤其是王岐山

曾經兩個得力助手相繼落馬之

後。與王岐山「亦友亦師」的紅

二代任志強因去年 3 月發表批

習近平是「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

當皇帝的小丑」的文章，6 個月

後被判處 18 年徒刑。另一個則

是跟隨王岐山多年的大秘、中央

巡視組原副部級巡視專員董宏於

去年 10 月 2 日被查。

習近平在 2012 年上臺後，

發起了一場大規模反腐運動，而

當時作為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

則是這場「打虎」行動中的主

力。在之後的數年裡，有數百名

省部級和軍級以上的黨政高管落

馬，王岐山幫助習近平消滅政治

異己及鞏固權力。 2018 年，王

岐山不再任職中央政治局常委，

但習近平還是打破中共慣例任命

他為副主席。在習近平 2018 年

對《憲法》進行修改之後，國家

副主席這一職位像國家主席一

樣，不受兩屆任期的束縛。

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尉健行

撰稿人的王友群曾撰文稱，習近

平在幾乎無人可用的情況下，不

得不借重「老臣」王岐山。

總部設在北京的多維網 3
月 7 日評論說，有「救火隊長」

之稱的王岐山，以中國國家副主

席的身分兼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員

會委員，也有一種「臨危受命」

的意義。對於習近平主持的中共

外交基本盤，王岐山也在繼續扮

演著左膀右臂般的協助角色。

【看中國訊】北京鉗制言論

自由無所不用其極，在疑暗諷習

近平的「翠」字被封殺後，近日

中國再出現因中共領導人名字而

起的「文字獄」事件。

近日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向一間公司發出的通知在網絡上

曝光，該通知決定駁回其商標註

冊申請，理由是指其標誌含有

「春華」二字。該通知稱，「胡

春華」為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因此用作商標

「易產生不良社會影響」，不得

作為商標使用。

北京嚴控網絡輿論，手段之

一就是設置多如牛毛的敏感詞。

2 月，一間日本手遊公司在微博

宣傳自家遊戲時，遊戲主角名

字中的「翠」字被移除，原因是

「翠」字被疑似暗諷中國國家主

席「習習卒」，意即「習近平死

兩次」，在微博上被全面封殺。

自由亞洲電臺在報導中引述

旅美網友指，「『翠』這個字能被

聯想成『習卒』，透露出兩個問

題：一是中國老百姓對習近平的

嚴重不滿；二是中國人言論自由

嚴重受限制，他們竟然需要發揮

自己最大的想像力來發表自己的

心聲。」

習近平上臺後，大陸網絡開

始禁止關於可能影射習近平的

「習包子」、「維尼熊」等文字及

圖片流傳。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說，近年

因「諷習」不斷有人被捕。留美

學生羅岱青，因為在推特上發

表了批評習近平的推文，2019
年 11 月 5 日，被以「尋釁滋事

罪」判刑 6 個月。他被當局指控

散布「醜化國家領導人形象的言

論，及不雅拼裝圖片信息」。

對此，旅美的中國律師歐陽

若宇表示，2012 年習近平登上

中國政治權力巔峰，便開始不

遺餘力地塑造個人形象。 2013
年，尋釁滋事罪通過司法解釋正

式「口袋罪」化。使其成為習近

平當局箝制公民言論自由的重要

手段。程序和國界並不被中共放

在眼裡，世界應該對中共司法管

轄極盡擴張做出反應。

美國之音 3 月 4 日引述「漢

和防務評論」創辦人、海外軍事

評論人士平可夫披露的消息，在

二十大召開前，中共內部權力鬥

爭異常激烈。

平可夫 2 月 25 日 YouTube
頻道的節目中說：「北京現在的

政治氣氛是非常詭異的。我獲得

的情報顯示，在北京中央一級的

官員下發了文件，不能討論二十

大的問題，就是不要妄議二十

大。封口封到了內府外府、中央

委員、部級幹部。」

平可夫表示，在二十大召開

前後就是要討論問題的，現在卻

禁止談論二十大，「你可以想像

權力鬥爭之詭異」。

他認為，中共高層被傳禁止

妄議二十大恰恰體現出，習近平

缺乏自信，而且沒有能力和辦法

完全掌控中共、中央委員會以及

中央政治局。

中共兩會正在北京召開，香

港《南華早報》報導稱，今年的

兩會對習近平特別重要，給習近

平提供了一次機會，在二十大之

前展示當局的工作成績，進一步

鞏固習近平的權位。

今年一開年，當局就發布

「十禁」，嚴禁結黨營私、嚴禁

拉票賄選、嚴禁買官賣官、嚴禁

跑官要官、嚴禁個人說了算、嚴

禁說情打招呼、嚴禁違規用人、

嚴禁跑風漏氣、嚴禁弄虛作假、

嚴禁干擾換屆。「十禁」被認為

是幫習近平「立威」，「消除雜

音」，進一步鞏固習近平的實力。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

授林和立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和

習近平為 2022 年二十大權力布

局有關。習擔心有一些官員會批

評他，「十禁」旨在鞏固習核心

的地位。

2月 20日，習近平發起「黨

史學習教育」運動。旅居美國的

政論家胡平對美國之音表示，當

局此舉旨在進一步鞏固習近平

「一尊」權威，將他提升至與毛

鄧同等的地位，為他在二十大繼

續掌權鋪路，統一黨內思想。

美國作家兼記者比爾．畢曉

普 Bill Bishop 認為，習近平通

過「反腐」運動成功地消滅了潛

在的一代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競爭

者。今年中共「兩會」中批准有

關長期環境氣候與發展計畫，都

是持續到 2025 年、2035 年，

這表明習近平已經將執政目標延

長至 10 年、15 年。今年 2 月，

北京當局發起的有關黨史研究活

動，藉此鞏固習近平在中共歷史

的地位，也試圖將習近平提升到

在中共黨內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

地位。

同一天 2 月 20 日，中共當

局罕見高規格紀念華國鋒冥誕

100 週年，華國鋒生前搞掉四人

幫，最終他又被鄧小平逼下臺。

中國問題學者薛馳表示，

2022 年秋天，中共政治局常委

需要換屆，黨內鬥爭空前激烈，

習近平要中共各個派系向華國鋒

學習，是要壓制中共的內鬥，不

要把中共這桌席都給掀翻了。

習近平在兩會前反覆強調

「鬥爭」，引起輿論關注。 3 月

1 日，習近平在中央黨校中青年

幹部培訓班上的講話中，他連提

13 次「鬥爭」一詞，並強調中

共面臨的風險和考驗一點也不比

過去少。

評論人士鍾原刊文說，習近

平頻提鬥爭，說明中共目前的內

外形勢的確不妙。圍繞著所謂的

「忠誠」，當然就是內鬥，習近

平這次給後備官員訓話，其實是

在繼續向黨內反對派別釋放強烈

的「鬥爭」信號。

有分析說，二十大是習近平

的一場生死戰，要麼終生連任，

要麼成為他的滑鐵盧，因此中共

內鬥異常激烈，他也祭出一連串

動作，為二十大布局。

北京氣氛詭異 傳禁議二十大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今年「兩會」恰逢中共
建黨百年及中共二十大前
夜這兩大敏感時間點，往
往此時也是中共權力鬥爭
最激烈的時刻。有消息傳
聞，北京現在氣氛詭異，高
層已下令禁止任何人談論
二十大。

中共高層已下令禁止妄議二十大，而習近平最近還特別強調「鬥爭」。

(Getty Images）

成功診治
來自三十二年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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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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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綜合報

導】中共中紀委機關刊物《中國

紀檢監察雜誌》最新一期發表一

篇文章披露，自從中共十八大以

來，中紀委系統內落馬的 10 大

「內鬼」官員，他們當中曾參與

調查過多個大老虎的大型要案，

如薄熙來、白恩培、戴春寧、萬

慶良、朱明國等。

文章點名的 10 大內鬼是：

中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原主任魏

健，中紀委法規室原副局級紀律

檢查員、監察專員曹立新，中紀

委第十一紀檢監察室原副局級紀

律檢查員、監察專員劉建營，中

紀委第六紀檢監察室原副處長袁

衛華，中紀委第八紀檢監察室原

處長原屹峰，中紀委第九紀檢監

察室原副主任、前正局級紀律檢

查員、監察專員明玉清，中央巡

視組原副部級巡視專員張化為，

遼寧省紀委原副書記、省監委

副主任楊錫懷，吉林省紀委副書

記、省監委副主任邱大明和黑龍

江哈爾濱市委原副書記、紀委原

書記姜國文。

魏健是十八大之後首個落馬

的廳級官員，曾經參與查辦過薄

熙來案、戴春寧案等多起大案要

案。他利用自己的官職為他人在

案件處理、工作調動等方面提供

幫助，非法收取他人財物折合金

額多達 8526.296 萬元人民幣。

曾擔任中紀委第十一紀檢監

察室副局級紀律檢查員、監察專

員的劉建營，參與過查辦薄熙來

案、白恩培案多起大案要案。

前中紀委第六紀檢監察室副

處長袁衛華，曾參與查辦過慕綏

新、馬向東、武長順等大案要案。

中紀委第八紀檢監察室原處

長原屹峰曾參與查辦萬慶良、朱

明國等案件。

中共官媒新華社 3月 8 日報

導，2020 年審結貪污賄賂、瀆

職等案件 2.2 萬件 2.6 萬人，其

中中管幹部有 12人，其中原陝西

省委書記趙正永被判處死緩、終

身監禁，前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董

事長賴小民被執行死刑。

中紀委公布10大「內鬼」 2人參與查辦薄熙來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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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5 日於全國人大會議

上，就有關整頓香港選舉制度

作說明，新制下香港民主派在

特首選舉跟立法會將遭受全面

打壓。會議議程包括修改香港

選舉制度的草案，被排在第 7
項議程，包含特首選舉和立法會

選舉辦法都將會被大幅度修改，

確保由「愛國者治港」。

林鄭稱：「改善」選舉

不應該被視為倒退

《RFA》綜合香港傳媒報

導，林鄭日前上京獲得國務院

副總理韓正之接見，7 日經由

深圳回港，並在 8 日召開了記

者會。

林鄭說：「在任何的政治

體制裡，選舉的制度是重要的

一環，所以提出要完善選舉制

度，今次是由中央主導，我非

常尊重中央在這件事上的主導

權，決定權亦不容置疑。」

看中國記者劉世民綜合報導

中共全國人大會議討論

修改香港之選舉制度，被各

界質疑大降民主成份。而香

港特首林鄭月娥隨後表示，

歡迎北京主導及決定，還指

不肯定9月之立法會選舉會不

會再押後。至於新成立之紫

荊黨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李

山最近高調受訪，指將爭取

參加香港政治架構。

北京改港選舉制度 港府稱歡迎

針對全國人大之副委員長

王晨於兩會上指，改革是要確

定「有香港特色新民主選舉制

度」。可由香港民間到國際社

會，皆視做法實際為倒退以及

清肅民主之力量。林鄭卻對此

說，北京做法「不存在收窄選舉

空間」，又聲稱「民主沒有國際

標準。」

另外，對於已經因為疫情延

後一年之立法會選舉會不會在 9
月舉行，林鄭沒能給予明確之答

案，指因為這次「完善」選舉制

度，賦予了選舉委員會更多權

力，除了參與特首選舉以外，亦

可賦權「參與提名全部立法會議

員候選人」，並於立法會將重設

「較大比例」之選委會議席。她

表示，目前尚未有具體之資料。

依據上週公布之人大議程，

8、9 日是舉行小組會議去審議

有關草案；11日下午將會表決。

林鄭明確表示，將協助修訂《基

本法》當中相關選舉之產生辦法

與表決程序，並且按通過之附件

條文制定跟修改當地相關之選舉

法例，再交給立法會審議。

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表

示，香港根本無民主選舉，以

前曾有一線之希望，不過從北

京表示「要牢牢掌握香港的全面

管治權」後，就已打破過去對於

民主之承諾，香港選舉都在官

方控制之下。

劉銳紹解釋說：「官方放

消息出來說，立法會會擴大議

席，表面上是擴大民主，但是

哪些人能夠坐上這些議席才是

重要，大家可以看到即使是建

制派「分餅仔」（議席）都未必

分得夠，所以擴大餅仔，更符

合官方統治。」

紫荊黨成員表態 
將爭取立法會

李山接受《RFA》訪問稱，

紫荊黨之成員將會去爭取參加立

法會、特首之選委會以及政府執

政之團隊等政治性架構，他形容

該黨跟其他建制派之政黨目標是

一致，即同路軍。他還坦承自身

不懂粵語，「我覺得香港人應加

強學習普通話」。

同樣接受《RFA》訪問的民

主黨之前主席劉慧卿表示，這次

北京希望親自出手，全面掌控局

勢。她也相信今次改變了選舉制

度，整個公民社會都遭影響。

劉慧卿說：「不只是民主

派，而是整個社會，公民社會，

不只是不能選，是不能說話，不

能表達，不能示威，不知道思想

自由、宗教自由、學術自由還有

沒有，你說有多恐怖。」

57%受訪港人認為 
選舉將不公

正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全國

人大會議，將會大幅度修改香

港的選舉制度，確保由「愛國者

治港」。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

顯示，假設香港政府按計畫在 9
月舉行立法會選舉，有 57% 的

拜登政府表態挺台 北京強硬
【看中國訊】近日中共

全國兩會在北京召開，中國

外交部長王毅7日藉機對美

國政府放狠話稱，中國政府

在台灣問題上「沒有妥協餘

地，沒有退讓空間、兩岸必

須統一」。

中央社報導，中國國務委

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7 日舉行記

者會，回應媒體提問時談及美

台關係發展。被問到中方如何

看待美國對台政策，他聲稱，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

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中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

礎，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他還說，中國政府在台灣

問題上「沒有妥協餘地，沒有

退讓空間」，美國拜登政府要

「充分認識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

性」，徹底改變上屆政府「越

線」、「玩火」的危險做法。

王毅還說，「海峽兩岸必須

統一，也必然統一，要求美方

恪守一中原則、中美三個聯

合公報，慎重和妥善處理涉

台問題」。

對此，台灣陸委會當日回應

表示，「台灣從來不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一部分」，中華民國是

主權國家，「台灣的前途只有台

灣 2300 萬人民有權決定」。陸

委會指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是雙方共同責任，而不是強加片

面主張，更不是威嚇、打壓。

中華民國外交部也批評，中

共政府打壓台灣的手段對兩岸關

係發展毫無幫助，不僅會引起台

灣人民對中共的強烈反感，更會

受訪者認為將會是不公平。

《美國之音》報導，由香港

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的

比較管治及政策研究中心、民

權觀察聯合成立的「選舉觀察計

畫」，與香港民意研究所「我們

香港人」意見群組，在 2 月 18
至 22 日進行了一項網上問卷調

查，瞭解公眾對於新聞自由以及

2021 年立法會選舉的信心。

問卷調查的問題是：假設

政府按計畫舉行立法會選舉，

你估計這個選舉有多公平或者

不公平﹖參與調查的 5,931 受

訪者中，有 57% 認為不公平，

認為公平的只有 25%，認為一

半半則有 10%。若以政治取向

區分，5,385 位自稱民主派支持

者，87% 認為不公平，認為公

平僅有 7%；546 位自稱非民主

派支持者的意見較分歧，39%
認為不公平，而 36% 認為公

平，15% 認為一半半。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

關係學系的副教授陳家洛最近

在報章撰文表示，北京在港實

施國家安全法象徵著「民主回

歸」之路已盡，而所謂「二次回

歸」則是通過反民主、反國際、

選擇性失憶與以法律包裝鬥爭

等手段進行，北京政權把精力

放在剷除、追殺異政見人士的

同時，又藉著「國家安全」之

名取消參選人和已當選者的資

格，加強操控選舉。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8日召開記者會公布選舉制度修改內容。（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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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資隱藏身分 在台挖角半導體人才
【看 中 國 訊】近日大

陸知名半導體公司「比特大

陸」，掩飾中資身份在台灣

成立智鈊、芯道2家公司，暗

中高薪挖角台灣IC設計高階

人才，為大陸母公司研發AI
晶片。台灣檢調人員3月9日

兵分7路共搜索、約談19人。

聯合報報導稱，「比特大

陸」公司為了研發 AI 產業，在

北京設立子公司「晶視智能」，

由台籍吳姓、曹姓男子擔任董

事，二人再與台灣方面接洽，

成立「智鈊科技」與「芯道互

聯」二間公司。

自 2017 年以來，這兩家公

司開出原年薪2倍以上的高薪，

挖角具高超研發能力的人才，

同時於人力銀行公開徵才，3 年

來已挖角數百名研發人才，其

中有許多人都曾任職於台灣知

名上市公司，如聯發科、台積

電等。

報導稱，新北地檢署 9 日

指揮新北市調查處，搜查新北

市智鈊公司及新竹市芯道公

司，並約談 2 間公司負責人顏

姓與黃姓男子，以及 2 家公司

所屬的北京「晶視智能」公司吳

姓、曹姓董事及15名公司員工。

調查人員表示，智鈊和芯

道不但是大陸出資成立，還替

大陸獵人頭、在台從事半導體

科技研發工作，曾有上市公司

發函警告芯道停止挖角行為，

全案朝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

帛琉總統惠恕仁
將訪台

【看中國訊】帛琉駐台大使

歐克麗 10 日證實，帛琉總統惠

恕仁將訪台，確切時間則視台

帛何時執行旅遊泡泡而定，「可

能落於 3 月底或 4 月初」。歐

克 麗（Dilmei L.Olkeriil） 以

電子郵件告訴中央社，台帛

正 在 協 商 惠 恕 仁（Surangel 
Whipps Jr.）的訪台細節。她

強調，帛琉赴台的旅客應該不

必隔離，畢竟帛琉境內並無

COVID19 的案例，當帛琉旅

客抵台時，也將交付陰性檢測

報告。

她還說，今年 1 月帛琉便

開始推動注射疫苗計畫，而且

美軍醫療小組也正在帛琉協助

落實這項計畫。

激發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強

化台灣走向世界的決心。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則回應

表示，北京當局的說法其實

是歷來的一貫說法，顯然是

意有所指的在對美國政府叫

陣，也是預料之中陸方會表

達的態度。

江啟臣強調，「台灣是中華

民國的一部分，國民黨的立場

相當清楚」，對台灣來講，更

重要的是在中美競爭之下，如

何避免不成為籌碼或戰場。

例」方向偵辦。

中央社報導稱，行政院長

蘇貞昌當天表示，如果是關係

到「國家核心技術」相關的部

分，就不只是一般的商業秘

密，更可能會侵害國家戰略利

益。蘇貞昌認為，台灣的進步

領先科技十分重要，要以國家

安全的角度來思考、盤整，涉

及國安層次，並非修改商業秘

密法就足夠，而是要有修改國

家安全相關法令的必要。

帛琉總統惠恕仁（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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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今年100歲 
還未退休

【看中國訊】美國賓州一

名 百 歲 女 人 瑞 露 絲（Ruth 
Shuster），仍在麥當勞工作。她

最近慶祝了 100 歲生日，許多

人給她寄來生日卡片。

露絲 50 歲時，先生去世

了。從那時起她開始工作。她從

73 歲開始一直在麥當勞工作。

她喜愛這個工作，現在她每週工

作 3 天，還沒有想過退休。因

為疫情，店裡比以前冷清。她懷

念以前人多熱鬧的時光。她說，

那時候，每到星期五她就和顧客

們一起跳舞、唱歌。露絲在 100
歲生日之際接受 WTAE 電視臺

採訪時說：我工作，領工資，能

支付自己的帳單。我沒有很多

錢，但總是有足夠的錢，這很

好。 100 歲只是一個數字，沒

甚麼大不了的，我不會緩慢下

來，我喜歡工作。這也許就是她

的長壽秘訣吧！

【看中國訊】日本富翁前澤

友作日前宣布，他將招募 8 人

與他同飛月球，旅程費用由他承

擔。日本媒體報導，45 歲的前

澤友作是企業家和收藏家，以及

太空愛好者。他的淨資產達 20
億美元。他計畫搭乘 SpaceX 公

司的星艦飛船繞月旅行。不想

「獨自旅遊」的他想過「徵女友」

同行，後來又取消了。這次他希

望在全球招募有各種背景的人。

據悉，報名者需預先登記，

截止日期是 3 月 14 日。然後是

初步篩選和線上面試，5 月底進

行最終面試和體檢。

SpaceX 公司為期一週的環

月旅行，代號為「dearMoon」
（親愛的月球），計畫在 2023
年進行。乘客將乘坐 SpaceX 公

司的星艦飛船繞月飛行。馬斯

克表示，旅程費用是「一大筆

錢」。

環月旅行 
富翁招募隊友

據路透社報導，參議院日前

在沒有進行唱名表決的情況下，

一致通過《孔子學院法案》。法

案要求主辦孔子學院的大學，必

須完全控制這些教學中心，包括

它的教學內容、開展的活動、研

究經費和聘用人員等，否則將失

去美國聯邦政府的資助。並要求

孔子學院保護學術自由。

《孔子學院法案》是由共和

黨參議員約翰 · 肯尼迪（John 
Kennedy）提出。肯尼迪在聲明

中稱：「孔子學院除了名義上之

外，一概受中共控制，是威脅學

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宣傳中心，

毫無羞恥之心……每天都有太多

的美國學校，成為這場政治騙局

的受害者。」

美國議員推動關閉孔子學院

已有一段時間，川普政府於去年

認定孔子學院為外交使團。全美

學者協會數據顯示，截至 2 月

17 日，美國大學 64 所孔子學院

已經關閉或正在關閉，還剩 55

間孔子學院。 3 月 2 日，猶他

州眾議院通過決議，要求關閉該

州兩所大學的孔子學院。該決議

還需州參議院通過。

中共一直以來從文化教育、

政治經濟、民主法治以及對科學

的控制全方位滲透美國和西方世

界。

美國國務院最近估計，美國

大約有 500個孔子課堂在運作。

從 2006 年到 2019 年，中共通

過孔子學院向大約 100 所美國

大學投入了超過 1.58 億美元。

田納西州共和黨參議員布萊克本

（Marsha Blackburn），從 2020
年開始一直在推動孔子學院立

法。布萊克本說，中共正試圖向

美國學生灌輸喜歡共產主義制度

的思想。「他們（中共）承認，

這是他們軟實力和宣傳的一部

分。他們想確認他們正在使今天

的孩子們對中共所信奉的社會主

義馬克思主義思想更加友好，這

些孩子長大後會對中共的宣傳或

中共控制的中國文化更加友好和

更能接受。」

現在，美國教育專家擔心，

年齡更小的一代人也成為目標。

2020 年 10 月 15 日，美國時任

國務卿蓬佩奧表示，他正在要求

美國高中、大學和 K-12 教育機

構關閉孔子學院。蓬佩奧說，孔

子學院實則是中共的宣傳組織，

它在美國的運作使得中共影響力

能夠在美國校園內實際存在。它

必須被關掉。

美擬加強控制孔子學院
【看中國記者肖然綜

合報導】美國參議院日前全

票通過《孔子學院法案》，

以加強對大學校園內「孔子

學院」的控制。法案需在眾

議院通過，由總統簽署才成

為法律。

阿拉巴馬州特洛伊大學孔子學院（Kreeder13/WIKI/CC BY-SA）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去年 2 月武漢疫情最嚴重之

時，武漢市民方斌在當地拍攝一

段視頻向外界傳遞疫情真相，結

果立即遭到當局逮捕，迄今仍下

落不明。近日有知情人士透露了

其近況。

方斌去年在武漢封城之後

曾拍攝上傳「武漢醫院 5 分鐘抬

出 8 具屍體」等視頻，他稱疫情

不僅是天災，更是人禍，呼籲

「反共的力量團結，全民反抗暴

政」，後來他和另一名公民記者

陳秋實皆遭抓捕。目前陳秋實確

認被軟禁家中，但方斌卻仍下落

不明。

現旅居美國的中共中央黨校

前教授蔡霞，近日在推特上分

享了相關視頻，除表示「外界得

不到任何方斌的消息，令人揪

心」，還引用「為眾人抱薪者，

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為自由開

闢道路者，不可使其困頓於荊

棘」，來呼籲「我們不能忘記方

斌，不能放棄尋找方斌」。

目前有關方斌的消息被武

漢公安全面封鎖。方斌究竟在

哪裡？近日，武漢徐先生向自

由亞洲電臺表示，近期武漢不

少關心方斌的友人到處打聽方

斌下落，試圖瞭解方斌案的

最新情況。他說，「方斌有一

個兒子在北京工作，方斌的姐

姐也是拒絕外界跟方斌的兒子

聯繫。方斌案到現在也沒有任

何律師介入。方斌家屬如不配

合，律師也無法介入，所以方

斌到現在還是沒有任何消息，

這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武漢一位知情者不久前從多

方瞭解到方斌的最新情況。他

說，方斌遭當局抓捕後被指控多

項罪名，「最近的消息就是，他

的家屬告訴我們方斌在他們（公

安）控制中，最開始準備給他

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最近他們（公安）又告訴家屬，

準備把涉嫌罪名改成『尋釁滋

事』。」

事實上，方斌並非唯一一名

因為在武漢封城期間進行報導而

遭當局逮捕關押的公民。中國公

民記者張展、陳秋實、李澤華都

因在疫情初期，在社交媒體上分

享了武漢封城後的實際情況，遭

警方抓捕。其中，張展於去年底

被以尋釁滋事罪，判處 4 年有

期徒刑，震驚全球。

尋人：方斌在哪裡？
【看 中 國 記 者 盧 乙 欣 綜

合 報 導】臺 灣 的 銘 安 科 技

「Minima」，專門製作可以完全

分解的塑膠，因此拿下美國咖啡

連鎖龍頭星巴克的訂單，代其生

產可分解的吸管。不只星巴克，

美國白宮、蘋果公司也都使用銘

安生產的產品。

綜合國家地理頻道與中央社

報導，銘安科技專門生產可以在

微生物作用下分解的塑膠。

當海洋塑膠垃圾問題受到廣

泛關注時，全球知名的連鎖咖啡

品牌、每年塑膠吸管用量驚人的

星巴克，跨海找上了銘安科技，

要求他們代為生產會分解的吸

管，為地球安全盡一份心力。

擁有成功大學化工所博士學

位的銘安科技董事長黃建銘，找

到讓微生物可以吃的塑膠解方，

製作出各式產品。

銘安科技產品非常多元，從

塑膠杯、餐具、吸管、裝罐甚至

是沐浴球，都是以生物可分解塑

膠材質製作而成。

銘安生產的餐具能在一定期

限內洗乾淨重複使用，之後才慢

慢自然分解；能分解的塑膠，不

會帶給海洋負擔，海洋裡的動物

也不會因塑膠垃圾而受苦。

黃建銘對中央社採訪團隊

表示，銘安很擅長生物可分解

材料，也特別會做，很多產品

都是第一個做出來，像全球最

早的生物可分解紙杯就賣給了

Staples，銷售至美國白宮、國

會山莊。

如今銘安生物分解吸管外銷

需求量爆炸性增長，光是一個禮

拜的量就超過了過去一年的產

量。

雖然臺灣許多人不熟悉銘安

科技，但銘安在海外早就享有盛

名，星巴克、亞馬遜、蘋果、

好市多、Huhtamaki、Staples、
Toray 都是指標客戶；甚至連美

國白宮的環保紙杯、蘋果公司員

工餐廳的環保餐具，以及疫情期

間為展現「Taiwan can help」，
臺灣口罩國家隊送往國外的口罩

包裝袋，均是銘安科技產品。

日商三井物產塑膠、台塑也

相繼叩門來投資，讓銘安科技在

產業界一時聲名大噪。

黃建銘笑稱，銘安科技品牌

名稱為「Minima」，除有面對大

自然要謙卑的理念，也意謂小人

物也能有大志向。

臺灣可分解塑膠獲國際認可

（Adobe Stock）

（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2月 28日美國電影金球獎揭

曉，38 歲的華裔導演趙婷（Chloe 
Zhao），憑借電影《無依之地》

（Nomadland），拿下金球獎最

佳影片、導演兩大殊榮，讓中國

民眾「與有榮焉」。

對此，中國官方媒體央視、

新華社、《人民日報》都發文讚揚

這位「中國導演」。然而，令人

感到不可思議的是，短短幾天時

間，趙婷被指「辱華」而遭封殺。

據《綜藝》（Variety）雜 誌

報導，原定於 4 月 23 日在中國

上映的《無依之地》，疑在中國

大陸遭到撤檔，而一些電影網

站，如「豆瓣」也拿掉了這部電

影的上映日期。

法新社報導猜測，這或許與

趙婷數年前接受外媒採訪時的一

些言論有關。早於 2013 年，趙

婷接受美國電影雜誌《電影製作

人》（Filmmaker）採訪曾表示：

「我在中國長大，那是一個充滿

謊言的國家，我感覺好像永遠走

不出去。」她指自己兒時生長在

中國大陸，但很多時候她接收到

的信息都是錯誤的，也是從那時

起，她有了叛逆的性格。此外，

趙婷國籍問題也成為中共官方的

一大痛處。 2020 年，趙婷在接

受澳大利亞媒體採訪時說：「如

今，我的國家是美國。」（The 
US is now my country.）

有網友為趙婷打抱不平，

認為這種「挖舊帳、翻黑歷史」

的做法猶如「文革」再現。公開

資料顯示，趙婷於 1982 年出生

在北京。趙婷 14 歲時便赴英國

倫敦私立寄宿學校就讀，並於

2000 年一人搬到美國洛杉磯韓

國城，在當地的公立學校完成高

中學業，後於美國私立文理學院

曼荷蓮學院政治學畢業，畢業後

打過零工，而後再進入紐約大學

帝勢藝術學院學習電影製作，師

從名導史派克·李（Spike Lee）。

金球最佳導演趙婷「辱華」被封殺

華裔導演趙婷（Chloe Zhao）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蘇菲報導】

日前，在深圳東海航空的一個

航班上，機長與乘務長在飛行

過程中互毆，雙方均受傷。 3
月 7 日，東海航空回應稱，

涉事人員已經遭到停飛處理。

綜 合 媒 體 報 導，3 月 7
日，東海航空機長與乘務長在

飛機上打架的消息衝上微博熱

搜榜。有網友爆料稱，東海

航空南通飛往西安的 DZ6297
航班，在飛機落地的前 50 分

鐘，機長與乘務長發生爭執，

繼而大打出手。據稱一個被打

至骨折，另一個門牙被打斷。

如果此事發生在國外，將

會有甚麼樣的處罰？美國媒

體報導，2021 年 2 月，美國

聯合航空公司一班從洛杉磯

國際機場飛往東京成田機場

的 UA32 航班上，一名男子

因為空乘拒絕為其提供雞尾酒

而動手，最後被罰 49,793 美

元。英國則對空中鬧事行為零

容忍。飛機鬧事者可被處以 2
年徒刑或無上限罰金。

有人說，中國歷來都有古

訓：「退一步海闊天空」、「小

不忍則亂大謀」。更何況，

如果在萬里高空不忍，賠上的

可能不只是一個人的性命，而

是全機人員的生命，以及背後

無數幸福的家庭。

機組人員空中互毆被停飛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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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如果習近平要到某地視察，

那當地官員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

要佈置好居民家裡的鍋。因為根

據黨媒人民網的說法：「對國家

領導人來說，在考察中進廚房揭

鍋蓋幾乎成了常規動作，他們通

過這樣的方式瞭解百姓生活的真

實情況，並以此來體現對民生的

關注。」

黨媒常常以「習近平掀鍋

蓋，李克強買年貨」這樣的話題

對他們讚頌不已。

最近在網上看到一張圖片，

是把數張習近平在各地揭鍋蓋的

圖片彙集成了一張圖。看著在這

些照片中，習近平本人、各地的

大小官員，都是在喜滋滋的盯著

一隻鍋，這些圖片給人帶來的首

先就是喜感和滑稽。

習近平在到各地的視察中，

揭鍋蓋幾乎成了常規動作。

人們首先會想，這些是當地

官員早就佈置好了，鍋裡早就佈

置好了讓習近平滿意看到的食物

了，看看他們得意的表情，習近

平又是被這些官員們給耍了。

不過如果再深想一下，喜感

和滑稽就會退去，一種更大的悲

哀就會升起。就是在這些圖片裡

的人物中，到底是誰在耍誰呢？

在中共官場中摸爬滾打過一輩子

的習近平，對中共黨官們的作

風，會不瞭解？他真的會不知

道，這些地方官員會重點佈置這

口眼前的鍋？真的會相信這鍋裡

的是普通百姓正好在燒的家常飯

菜？

如果他知道，那他為什麼還

要表現出一副認真的尋找鍋蓋下

真相的神態，把手一次次伸向鍋

蓋呢？當鍋蓋打開後，他為什麼

又那麼開心的笑呢？

很可能的事實是，習近平心

里根本就知道這是一場戲，但他

還是一次又一次的揭開鍋蓋，故

意做出之前不知情，之後喜洋洋

的神情，為的就是在黨媒的攝像

機前，和這些官員們共演一齣

戲，然後在新聞聯播上放給全國

人來看。

所以，並不是當地的官員在

耍弄他，很可能的是，習近平其

實是在耍弄他們。在這場戲裡，

誰才是作者和導演？在鍋蓋打開

之後，看到習近平高興的表情，

當地的官員們可能都鬆了一口

氣，並且為自己的精心佈置而得

意，卻不知在心中得意的並不是

只有他們。

至於貧困地區民眾的鍋裡

平時做的到底是什麼飯菜，中

共官員們其實並不關心，因為

小民們的真實生活，在黨的「宏

大敘事」中，其實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鍋蓋被揭開的瞬

間，那副畫面一定要在央視中「 
完美」。

但是再往深裡說，習近平其

實也是被耍弄者。這些圖片中的

人物們，從大到小，包括習近

平，都在投入的演出，但是誰也

沒有在讓真實的自己受益，這些

人都是在被黨驅使著，在忘我

的，甚至在用生命為它表演，它

才是最終的耍弄者。

3 月是北京開兩會的時間，

也是大陸新聞媒體人最忙的時

候，人們除了看看這幫代表如何

代表百姓，再就是拿那些雷人提

案當消遣的談資。但今年不同，

全中國上下被一名叫「拉麵哥」

山東農民感動的一塌糊塗，兩會

尷尬的被涼在一邊。「拉麵哥」

程運付，今年 39 歲，80 後，是

山東臨沂市費縣馬蹄河村人，他

因堅持「賣 3 元一碗拉麵、「15
年不漲價」爆紅網路。

「拉麵哥」到底有多火，據

百度指數顯示，「拉麵哥」相關

資訊關注度在 3 月 8 日的數據

為 862 萬條，而兩會相關資訊

關注僅為 426 萬，不及「拉麵

哥」的一半。日均資訊搜索指數

上，「拉麵哥」是 97.2 萬，兩

會是 88 萬。因為「拉麵哥」爆

紅於短視頻平臺，如果加上視

頻流量，可以說「拉麵哥」以一

人之力成功攪和了兩會的宣傳 
大計。

「拉麵哥」以其樸實的形象

走紅網路，他說「我的拉麵 15
年來只賣 3 元一碗，怕漲價了

老百姓喝不起，少掙點反正也不

賠嘛」，這位膚色黝黑，略帶方

言腔，看上去淳樸善良的山東漢

子，打動了萬千網友。在一些網

友的視頻中，「拉麵哥」提到自

己經濟條件不佳，自己跟妻子還

借住在哥哥家的老房中，現在的

小心願就是可以買輛車子。說到

心酸處，「拉麵哥」轉身擦拭淚

水。

「拉麵哥」越紅，網友越是

慕名而來搜索拉麵哥的事跡與爆

火原因，頓時在網路中掀起了

「拉麵哥」現象。與此同時，每

天都有源源不斷的人群湧向「拉

麵哥」的老家馬蹄河村，小小的

村子每天被近 4 萬圍觀者包圍，

有好事者動用無人機進行航拍，

有人在「拉麵哥」家門口進行行

為藝術表演，有人強行認親，

有人甚至翻過「拉麵哥」家的圍

牆，進入他家拍攝。當地通信部

門不得不調配移動發射站以此保

證數萬人的手機網路信號，原先

平靜的村子一下子人聲鼎沸，村

長不得不用石灰畫出停車位，並

組織村民維持現場秩序。

「拉麵哥」的爆紅印證了窮

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

親，馬蹄河村聚集的 4 萬人大

多是來借光，蹭「拉麵哥」流

量。現場群魔亂舞，線上「拉麵

哥」的關聯名稱已被申請註冊

商標，相關商標如「拉麵哥」、

「沂蒙拉麵哥」等，國際分類含

教育娛樂、廣告銷售、方便食品

等。面對如此擁簇，「拉麵哥」

表示自己已經不堪其擾，為了躲

避人群不敢回家。

借「拉麵哥」進行惡意炒

作的行為必然是醜陋的，必須

抵制。但回歸問題本質，「拉麵

哥」能火與其說是因為的他的質

樸善良，不如說是「拉麵哥」以

一人之力打了萬千中國人的臉，

在中國這樣一個處處金錢至上的

社會，居然有這樣一個「傻子」

放著錢不賺，起早貪黑一幹就是

15 年。

人們或許認為世間早都沒

有了「拉麵哥」，但是天道好輪

迴，給醜陋的社會送出一個如

假包換的「拉麵哥」來，人都有

羞恥心，尤其是看到「拉麵哥」

後，起碼能喚起人們那點寶貴

的良知，貴在堅持、貴在真實

的「拉麵哥」被發掘後自然會受

到人們的追捧，與那些兩會中人

為造出來的「虛假」相比，「拉

麵哥」真實且珍貴。中共再能包

裝，也包裝不出「拉麵哥」這樣

的人。

一個社會最大的悲哀在於好

人太少，壞人當道，世態炎涼。

「拉麵哥」抹著眼淚說自己賣拉

麵 15 年不漲價，生活困苦的他

感覺虧欠孩子太多；「拉麵哥」

結婚湊出 1000 元彩禮錢，結果

老丈人看其老實可靠又讓女兒帶

回 600 元錢當嫁妝，試問當今

中國還有多少如此善良的人和

事。

此外，「拉麵哥」還是「寶

貝回家」的志願者。 5 年前，

「拉麵哥」看到了劉德華主演的

《失孤》後，感觸至深，於是他

也開始幫著打聽相關消息，「拉

麵哥」成名後依舊呼籲人們幫助

尋找被拐兒童。所以，「拉麵哥」

的爆紅雖是意外，但更在情理之

中。

有中共黨史專家統計，中共

建政至今共樹立了 91 種精神，

如井岡山精神、南泥灣精神、黃

繼光精神、邱少雲精神、雷鋒精

神。這麼多精神也不夠人們學

習，反而中國人的道德一路滑坡

直至谷底。隨著「拉麵哥」的出

現，千萬網友開始討教是什麼

精神支撐著「拉麵哥」15 年不

漲價。這件事本身就是天大的

笑話，感嘆之餘，中共的當權

者們更應該藉著「拉麵哥」好好 
自省。

◎文：秦就石

◎文：子龍

由習近平揭鍋蓋談起

「拉麵哥」爆紅 秒殺中共兩會

北京一年一度的兩會又開

了，李克強提出了 2021 年經濟

增長至少 6% 的目標。 2020 年

中國經濟增長 2.3%，號稱 2020
年在世界主要經濟體裡是唯一實

現了正增長的國家。

美國2020年萎縮了3.8%，

加拿大下降估計超過 5%，一看

中國那邊增長了 2.3%，2021
還要至少增長 6%，馬上又有很

多人展望中國經濟趕超美國有戲

了，中美從來沒有這麼接近過。

甚至有人算賬 2028 年就超過美

國了！但是中國人口專家易富賢

剛剛有一番驚人之論：中國永遠

是超不過美國的！一聽這話可能

小粉紅都要急了，不過漢奸帽子

先別忙著扣，我看了美國之音對

易富賢先生的長篇採訪，他主要

是從人口學角度來預測的。

易富賢提到，從 1980 年看

中國人口的中位數年齡只有 22
歲，而美國卻有 38 歲。年齡中

位數越高，意味著社會在往老齡

化方向走。 1980 年中國的情況

是有一半的人口在 22 歲以下，

總人口又有接近 10 億，有一個

龐大的青年勞動力群體，這群人

想的就是幹活吃飯過好日子，沒

有到對醫療、養老有迫切需要，

國家福利開支可以壓縮到最低，

經濟政策只要順應規律就能取

得不俗的成績。 2012 年拐點到

來，中國的人口出生率逐年下

降，2018 年中國人口的中位數

年齡已經超過美國，現在中國是

42 歲，而美國依然和 1980 年

一樣是 38 歲。

易富賢的研究認為如果中

國的生育率穩定在 1.2（每個育

齡婦女一生生育 1.2 個孩子），

2035 年中國的中位數年齡是 49
歲、美國是 42 歲。到 2050 年

中國是 56 歲、美國是 44 歲。

中國的老齡化速度遠遠高於美

國，這樣一個曲線走下去，怎麼

可能中國的經濟能超過美國呢。

所以才有政協委員今天提雷人

提案，要把結婚年齡下調到 18
歲，你調到 15 歲也沒用。人們

缺少生育意願和年齡沒關係，是

和生活壓力、育兒成本有關係。

易富賢特別談到了中國的人

口政策錯誤一個主要原因是受到

了造假數據的誤導，否則早就該

取消一胎化政策了。之所以一再

被誤導，是因為計畫生育委員會

和統計部門交織在一起，形成了

複雜的關係網，一旦不再需要嚴

控人口，計生委就要被裁撤，於

是他們就用自己的影響力搞數據

造假、誤導決策。易富賢舉例

說早在 2000 年中國的出生率就

降到了 1.2，那一年出生人口僅

為 1408 萬，就需要放棄一胎化

了，但計生委的一個司長就愣說

這麼低是不可能的，故意拔高生

育率數字。這種編造數字的遊戲

又進行了 10 幾年，直到就業、

養老金虧空各方面問題越來越顯

得突出，怎麼都和人口出生數字

對不上號了，2015 年搞了個人

口小普查，把水份擠出去一些，

2016 年才有了個政策轉向，開

放二胎。開放二胎以後 2016 年

人口出生率是 1.24，也低於預

期，但是 2017 年要開十九大，

決定計生委是否存在，就愣說開

放二胎拉動出生率的目標達成

了。直到 2018 年，計畫生育委

員會被並入了國務院衛生健康委

員會，領導體制變了，相對真實

的情況才浮出水面，2018 年的

出生人口是 1362 萬，此前計生

委預計是要達到 1800 萬。

把計生委裁掉是不是真相

就顯露了呢，別急，計生委只是

中央一級搞體制性造假的衙門，

地方政府也有虛報人口的利益動

機。比如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

人數越多，地方得到中央的教育

撥款就越多，所以地方政府會習

慣性虛報新出生人口，那 6-7 年

以後這個年齡段人口到了上學年

齡就能得到更多撥款。地方政府

教育部門還不算狠的，公安局的

虛報人口比教育部門還厲害，公

安局是以戶籍造假的方式虛報人

口。中國不同的職能部門都出統

計數字，但不能細看，經常打架

對不上。2010-2019年 10年間，

國家統計局報中國人口增加了

1.3 億 , 公安戶籍顯示增加了 1.7

億，多出來 4000 萬。因為和戶

籍有關的利益很多，包括購房的

條件、優惠等等。公安部門創造

一些冗余，一些虛戶、假戶在手

上，可以賣給肯出錢的人，這裡

幺蛾子就多了。所以中國的人口

出生率可能比基於數據估算出的

最糟糕的情況還要糟。最近網上

流傳一組數字，2020 年 1 月 1 日

上海出了 156 個嬰兒，是十年前

的大約十分之一，呈斷崖式下跌。

上面這些觀點是易富賢先生

談到的，我想補充一點，易先生

研究中國人口 20 多年，上面說

的主要和出生有關的真相。其實

中國人的死亡真相也是被掩蓋

的。北大教授齊伯力通過調查

認為，中國人當年平均壽命在

67.88 歲，國家統計局的報告，

說在 2018 年中國人平均壽命預

期到 77 歲。鐘南山院士表示不

服氣，派他的學生去北京附近的

墓地抄墓碑，看墓碑上的生卒年

月，算死者的年齡，這樣抄了

3000 多座墓碑。最後得出的平

均壽命是 67.73 歲，和齊伯力教

授的估計相當吻合。這目前是個

網路傳聞，不過鐘南山也沒見他

出來否認。

但是用抄墓碑的方式算人口

年齡，墓地的取樣有很大關係，

因為不同墓地的購置成本也有差

異，也分個富人區和亂墳崗。但

總的來說能在北京附近置墓地的

家庭還得是中產階級，他們在世

時的養生條件得是中等偏上的，

平均壽命才 67.73歲，那要放到全

國的尺度，平均壽命就還要低了。

中國的出生數字不靠譜、死

亡數字不靠譜，憑啥覺得去年

GDP 增長 2.3% 就靠譜呢？這

是個問題。回過頭來說，就算中

國適齡勞動力人口在下降，通過

AI、自動化能不能彌補，同樣

經濟高速增長，10 年內超過美

國呢？這裡關鍵是人口減少，消

費需求下降，就缺少了拉動經濟

的動力。這方面我們可以以日本

為參照，日本的自動化程度高，

以後服務業都可以用機器人代替

了；日本中位數年齡現在是 48
歲，老年人口增加以後是可以創

造出新的行業和需求，老齡保

健、老齡護理等等。但老年人不

會頻繁換手機、換汽車，娛樂活

動也減少，消費需求還是沒辦法

和年輕人相比，這是拖累日本經

濟一個很頭疼的問題。大家看，

日本的中位數年齡才 48 歲就已

經感覺吃不消了，2050 年中國

的中位數年齡到 56 歲，那是個

什麼狀況？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文：文昭

中國真能超越美國嗎？

習近平在到各地
的視察中，揭鍋
蓋幾乎成了常規
動作。圖為習近
平在各地揭鍋蓋
的 部 分 照 片 匯
集。（網路）

「拉麵哥」山東農民程運付賣拉

麵15年不漲價，引起網民的火爆

關注遠超兩會。（網圖）

Shutter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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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哈里王子和梅根

接受美國知名主持人奧普

拉．溫弗瑞的電視專訪3月
8日晚間在英國獨立電視臺
（ITV）播出，引發英國輿
論軒然大波，媒體紛紛報導

置評，以「爆炸性」、「破壞

性」、甚至「毀滅性」形容

此次訪談。另一個現象是本

次事件引發的左右派分歧。

哈里梅根訪談 引發左右之爭

英國《每日郵報》在 3 月 10
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大多數

英國人認為，哈里和夫人梅根接

受爆炸性採訪是錯誤的。他們讓

女王失望了，應該被剝奪他們的

王室頭銜。

挺梅根的均為左派

據英國《泰晤士報》3 月 10
日報導，哈里和梅根的採訪，也

使政客們沿著黨派路線產生了分

歧，許多工黨議員（左派）表示

同情梅根，而保守黨議員（右派）

則強調公共服務和女王的統領作

用，對梅根的言論嗤之以鼻。

在 9 日 晚 的 唐 寧 街 首 相

府新聞發布會上，首相約翰遜

（Boris Johnson）拒絕對採訪發

表評論，不過他表示，他對女王

抱有「最崇高的敬意」。首相的

官方發言人 10 日證實，約翰遜

目前已經觀看了採訪，司法大臣

巴克蘭（Robert Buckland）讚

揚了女王的公共服務責任感。

英國議會的下議院領袖和

樞密院議長里斯 · 莫格（Jacob 
Rees-Mogg），強烈反對哈里夫

婦的訪談會危及君主制的說法，

不過他承認自己還沒有看這個節

18 歲到 44 歲的人群中，這一比

例上升到了一半。而在被問及是

總體上相信哈里和梅根，還是女

王和王室，52% 的年輕人選擇

了哈里夫婦。

在 45 歲及以上的人群中，

50% 的人表示女王和她的家人

更值得相信。在所有年齡段中，

一旦考慮到「不知道」的因素，

更多的人相信女王。

所有年齡段的人都認為，雙

方現在應該冰釋前嫌、停止戰

鬥。關於哈里和梅根為什麼搬到

美國的問題，最大比例的人說

「他們想要王室生活的好處，但

不想承擔公共責任」。

由於愛丁堡公爵（女王的

夫婿）正在醫院裡從心臟手術

中恢復過來，大多數人 (54%)
表示，這對夫婦選擇了「錯誤的

時間」進行採訪。

公眾並不支持哈里夫婦的說

法：即他們從婚禮當天到去年離

開時都受到了媒體的負面報導。

調查發現，35% 的人表示媒體

報導適當，8% 的人認為報導對

他們太有利。只有 36% 的人認

為不利。

在被要求勾選一些情緒時，

受訪者對採訪最常見的感受是失

望（41%）和憤怒（25%）。民

調機構 JL Partners 對 1,000 多

名成年人進行的調查，將炸彈採

訪造成的傷害暴露無遺。

在知道其內容的人中，有三

分之一的人說他們對君主制的看

法惡化了。儘管有更大比例的人

說，他們對哈里和梅根的看法變

壞了。

在 45 歲以上的人群中，有

目，但他成為第一個對採訪發表

個人意見的內閣大臣。

他 告 訴 保 守 派 之 家 的

Moggcast：「女王陛下深受愛

戴。自從她 21 歲在南非發表了

關於她的一生，無論長短，都將

為整個王室服務的聲明以來，她

一直是履行責任的典範。她就是

這樣做的。她已經盡到了自己的

責任。我想她因此而受到整個王

國的愛戴。而我不認為在美國接

受聊天節目主持人的採訪會對此

（君主制）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談到王室頭銜時，里斯 ·
莫格說，根據 1917 年英王喬治

五世頒發的許可信規定的規則，

只有君主的曾孫才能被稱為『殿

下』(HRH)，必須是直系曾孫。

他說，「現在還沒有發生任何憲

法（程序）上的事情。」

美國方面也是如此，對梅根

首先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是民主黨

人，比如希拉里 · 克林頓、米歇

爾．奧巴馬，以及由民主黨控制

的白宮。

大多數英國公眾 
對哈里夫婦感到憤怒

據《每日郵報》報導，這

項調查是在 8 日數百萬人在

ITV 上觀看了溫弗瑞（Oprah 
Winfrey）的爆炸性採訪後進行

的。它揭示了君主制已經受到了

損害，甚至女王的個人聲望也受

到了打擊，雖然沒有哈里和查爾

斯王子的聲譽受損那麼嚴重。

但當被問及，這對夫婦對王

室內部種族主義的煽動性指責

時，更多的人不相信梅根的說

法。梅根現在是繼安德魯王子之

後最不受歡迎的王室成員。

根據《每日郵報》委託進行

的在線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人

認為哈里和梅根優先考慮媒體關

注，而不是服務和職責。

結果顯示，年長和年輕的英

國人之間存在分歧，後者往往更

願意接受哈里和梅根的說法。

雖然總體上只有三分之一的

人認為採訪是正確的事情，但在

2017年 6月 17日 ,伊麗莎白女王、菲利普王子和王室家庭在白金漢宮

陽臺，慶祝女王生日。（Shutter Stock）

◆緬甸抗議軍事政變的示威

活動已越演越烈，仰光局勢亦

逐漸緊繃。在軍方的實彈開火

下，至少已造成 61 人死亡及多

人受傷，此外還有 1800 人遭到

逮捕。緬甸軍警 7 日也占領了

多家醫院和大學，以及逮捕數百

名試圖阻止他們進入的抗議人

士，並持續朝民眾開槍。國際醫

生促進人權協會批指，用武力

來占領醫院，是一種違反《國境

法》的行徑，且會摧毀在政變和

COVID-19 夾擊之下的醫療體

系。 7 日晚間，緬甸工會聯盟

呼籲自 8 日起在緬甸全國進行

罷工，目標為是「全面癱瘓緬甸

經濟」，一直至緬甸恢復民主為

止。也有部分軍警對這場血腥鎮

壓有所覺性，有超過 100 多名

警察加入「公民不服從運動」，

以反對軍方暴力鎮壓。同時還有

19 名緬甸基層警察深怕違抗指

令會遭到迫害，因此選擇越境進

到印度，預料未來人數將還會持

續增加。

◆以色列國防部長甘茨表

示，基於自衛的理由，以色列軍

方正在更新空襲伊朗核設施的軍

事打擊計畫，並準備繞過聯合國

單獨行動，目前已經鎖定伊朗境

內多處目標設施，以色列國防軍

有能力摧毀伊朗核計畫。據美

國合眾國際社 5 日報導指出，

甘茨當天展示了一張地圖，並指

出地圖上標記了伊朗支持武裝組

織在以色列邊境平民區附近的火

箭彈位置。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

胡也公開指出，如果有必要將獨

立行動，防止伊朗獲得核武器。

在甘茨表態幾天後，以色列攻

防軍表示，美軍 2 架 B-52 轟炸

機在以色列 F-15 戰機護航下進

行了戰略飛行，這樣的飛行比

較罕見。以色列曾在 1981 年和

2007 年，分別對伊拉克和敘利

亞核設施進行成功的終結性空襲

任務。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

去年 8 月與 9 月突擊檢查伊朗

未申報的兩處核設施，發現了鈾

顆粒。IAEA 懷疑，這兩處核設

施一個負責將回收鈾加以轉換，

一個負責核試爆。

◆美國共和黨眾議員布坎南

（Vern Buchanan）當地時間 3
月 8 日再提案凍結美國對 WHO
的財政支持，籲政府在 WHO
做出「六大改變」前停止捐款，

並要求 WHO 將臺灣列為觀察

員。他痛批 WHO 幫中共掩蓋

COVID-19 疫情，還荒謬地稱

讚中方處理疫情得宜、疫情信息

透明，是「中方的傀儡」。而這

些行為更讓無數美國人付出了生

命。該法案要求 WHO 做出「六

項改變」，包含不再參與中方對

COVID-19 疫情的掩蓋、透過

改革確保向最需要的人提供人道

主義援助、不受中共政府的控制

或重大惡性影響、制定程序以消

除浪費、欺詐和濫用、授予臺灣

觀察員地位，以及確保沒有資金

轉移到伊朗、朝鮮或敘利亞。

超過一半的人說他們對這對夫婦

的看法下降了。除了愛丁堡公

爵、康沃爾公爵夫人（查爾斯

王子的夫人）和安妮長公主（女

王的女兒）之外，所有王室高

層成員的個人人氣都有所下降。

女王仍然擁有 64% 的淨好

感度，但自去年 1 月以來下降

了 2 個百分點。哈里的淨人氣

跳水 15 個百分點，查爾斯下降

13 個百分點，梅根下降 6 個百

分點。近半數的受訪者給她的評

價是負面的。

民調結果顯示，公眾不相信

王室或英國對梅根有種族歧視。

當被問及她是否是家族內部種族

主義的受害者時，41% 的人表

示不相信，34% 的人認為是。

關於英國是否對她有種族歧視，

44% 的人表示不相信，37% 的

人表示相信。

但同樣，在年輕的受訪者和

黑人及少數族裔群體中，超過一

半的人站在梅根一邊。

總的來說，只有 14% 的人

認為梅根表現得「非常好」。在

年長者中，認為哈里和梅根沒有

說實話的比例最大（39%）。但

59% 的年輕人認為他們說的是

實話。

大 多 數 人 (57%) 認 為 這

對夫婦的採訪損害了君主制，

54% 的人說女王被辜負了。各

個年齡段的人都表示，英國納稅

人不應該資助哈里夫婦在國外的

保安。

近半數 (49%) 的人表示，

這對夫婦對待女王的態度「粗

暴」，哈里應該放棄王位繼承人

的權利。

Full-time English 
language training. 
Apply now to start in 
May or September.
mru.ca/LEAP

你好
 全日制英語
 語言課程
五月或九月開課

現在就可申請。

【看中國訊】3 月 9 日，白

宮宣布拜登將於本週五與澳大利

亞、日本、印度首腦進行「四方

安全對話機制」(Quad) 會議，

討論印太地區策略。

被稱為印太地區「小北約」

的四方機制會議以往都是外交部

長參加，這是第一次提升到國家

領導人層級。

美國之音報導，白宮新聞發

言人普薩基介紹，「拜登總統將

透過視頻與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

領袖們開會，包括日本首相菅義

偉、印度總理莫迪，以及澳大利

亞總理莫裡森 ... 拜登總統將多

邊接觸視為要務，我們與印太地

區的盟友跟夥伴們緊密合作，將

討論一系列議題。預計將討論

國際社會正在面臨的 COVID19
病毒威脅、經濟合作，當然還有

氣候變化。」

外界注意到，就在這次峰會

後的幾天，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

國防部長奧斯汀將訪問日本和韓

國。這將是拜登總統今年 1 月

20 日宣誓就職後，美國政府主

要官員進行的首次外訪。

分析人士說，這反映了在中

共加強對印太和世界其他地區的

外交攻勢之際，美國對不斷崛起

的中共以及朝鮮核武器及導彈項

目帶來的挑戰日益擔憂，謀求與

盟國強化關係進行應對。

「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設立

於 2007 年，四國高級官員利用

這個平臺討論區域安全問題，並

舉行聯合海軍演習。其目的是為

了應對中共在亞太地區日益咄咄

逼人的態勢。北京則指責這個機

制是企圖限制中共的發展。不

過，在隨後的 8 年裡，這個四

方對話機制基本上處於停頓狀

態。但隨著中共在印太地區，尤

其是南中國海地區的軍事活動日

趨頻繁，四國領導人 2017 年在

馬尼拉參加東盟峰會期間，磋

商決定恢復「四方安全對話」機

制，並每兩個月舉行一次磋商。

美日印澳首腦首次會晤

https://mru.ca/L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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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

了《關於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

的意見》，併發出通知，要求各

地區各部門落實。目標任務是到

2025 年，鄉村人才振興制度框

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

文件中 15 次出現「引導」

字樣，例如，「引導城市人才下

鄉」、「引導各類人才向農村基

層一線流動」、「引導鄉村人才

增強力爭上游、務農光榮的思想

觀念」。

而在 2020 年秋季，中國七

個部委同時發出「大學畢業生到

城鄉社區就業創業」的鼓勵。

並且，各大官方媒體及官

方學者也紛紛為重啟「上山下

鄉」運動造勢。例如，中國社會

科學院下屬的中國歷史研究院

在 2020 年 12 月 22 日刊文稱，

「上山下鄉」運動是「推動社會

進步的壯舉」；北京大學教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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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2021 年大學畢業生將首次

突破 900萬人，達到 909萬人，

2022 年畢業生預計將超過 1000
萬 人。 官 方 數 據 顯 示，2020
年 6 月中國 20 至 24 歲大專學

歷以上人員的調查失業率高達

19.3%，其中農村本科生失業率

最高，達到30%，創歷史紀錄。

天鈞政經智庫研究員任重

道指出，經濟增速與就業息息

相關，經濟學界的研究表明，

GDP 增速每增長 1 個百分點，

新增就業為 200 萬人，但如果

GDP 增速每下降 1 個百分點，

則會減少就業 400 萬人。如果

鴻君也發文呼籲政府重啟「上山

下鄉」；中國教育學者、21 世紀

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稱，應

屆生到城鄉社區創業換言之就是

到基層工作。

3 月 9 日，據《美國之音》

報導，何先生大學畢業後，父母

便在天津老家為他安排了穩定的

國企工作，但他因為年輕氣盛不

滿國企單位的安逸工作，辭職決

定參加人才下鄉計畫。

如願落戶農村的何先生並沒

有想到，自己堂堂名牌大學畢業

生，通過層層篩選進入鄉鎮後，

卻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用，這讓

他不僅有些失望。

何先生說：「在我就職後很

長一段時間，而且是我們這批

人，當時的情況就是我們並沒有

得到應得的重視。畢竟我們相對

於其他（鄉村）政府普通職工

來說，我們是有高學歷的。上面

把我們招募過來之後，我們並沒

有分到我們最開始考試時的那個

崗位，而是像普通職工一樣放到

各個部門去完成簡單的工作。」

研究歷史的人士指出，毛澤

東時代的「上山下鄉」，實際上

為了解決文革帶來的嚴重經濟問

題及鞏固政權。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

授、中共黨史及文革史學者宋永

毅對《美國之音》表示，無論「上

山下鄉」是毛氏還是習氏，他們

的相同點都是通過把知識青年趕

到農村去，使知識份子或者知識

青年農民化。

面對經濟不斷下滑，以及

COVID-19 疫情，北京當局先

後出臺「六穩」、「六保」政策。

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

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

作；六保：保居民就業、保基本

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

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

基層運轉。可見就業是重中之重

的問題，也凸顯疫情對中國就業

市場的打擊。

根據中國教育部發布的信

中國官方發布的文件

顯示，到2025年前，完成
引導城市人才下鄉等目標。

曾經席捲中國的「上山下

鄉」運動似乎有捲土重來

之勢，表明就業情況堪憂，

中國經濟復甦之路坎坷。

沒有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穩就

業和保居民就業無從談起。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

長姚洋去年底表示，中國的失業

人口恐怕高達上億人，明顯高於

官方的統計數字。

姚洋接受騰訊財經採訪時

說，儘管中國受疫情直接影響的

時間較短，但它對國內經濟的衝

擊很深。有很多中小企業、特別

是服務業企業被迫關門。而對於

這些利潤微薄的企業來說，關門

後再想重開有相當大的難度，其

中的一些企業恐怕永遠消失了。

城市就業難 上山下鄉將重啟?財經 
評析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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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清樂

公元前221年，秦始
皇掃平六國，建立了中國
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
政權。隨後開始對國內進
行大幅度的政治調整，
如統一度量衡、統一全國
文字、實行三公九卿管理
國家大事；對外則抗擊匈
奴，南征百越，耗費舉國
之力，建立了幾個龐大的
工程。雖然秦始皇執政僅
三十七年，卻以驚人的速
度完成了許多前所未有
的舉措，給後世子孫留下
了無數經驗、教訓以及一
大批宏偉工程。這些工程
有的甚至到今天還發揮
著作用，實在是令人嘆為
觀止。

秦始皇的五大奇蹟工程

一、秦直道

歷史上記載，項羽火燒

阿房宮，至於阿房宮是否真

實存在，已經無法考證。但

是秦直道卻又是跟「萬里長

城」、秦始皇陵同一規模的一

個重大工程。

秦直道，大部分都是利用

戰國時期的各國路段連接而

成，總長為 800 公里，南起咸

陽雲陽林光宮 ( 今淳化縣梁五

帝村 )，北至九原郡 ( 今內蒙古

包頭市西南孟家灣村 ) 的「直

道」，橫跨 14 個縣。

據史料記載，秦始皇在統

一六國後，為抵禦匈奴入侵，

公元前 212 年，大將蒙恬率領

10 萬民兵僅用了兩年多的時

間，修建的一條高速公路。這

條公路最寬的地方有 60 多米，

平均在 20 米到 30 米左右。在

當時沒有測量工具的情況下，

能夠如此之快將這條道路打通

非常不容易。因為有些地方是

翻山越嶺的，所以這項工程難

度就非常大了。

涇水入洛河的灌溉工程。

從此秦國又多出了一個偉大

的水利工程，灌溉關中萬傾田，

讓中原成為了一塊肥沃之地，大

大的增強秦國的經濟實力，也為

最終打下六國做出了極大貢獻。

鄭國渠雖是人工鑿成，卻遵

循著自然規則，引涇水入洛河，

歷時兩千年，它與歷朝在其基礎

上修建的其它水利工程，滋潤著

關中平原這塊中華文明的腹地，

造就秦、漢、唐等朝代的輝煌。

五、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位於陝西省西安

市臨潼區城東 5 公里處的驪山北

麓。雖然目前還沒有開挖，但僅

僅是秦始皇陵挖出來的兵馬俑坑

一角，就已經被列入世界八大奇

蹟之一。據史料記載，秦始皇登

基第二年就開始籌備了修建秦始

皇陵，陵園由丞相李斯主持規劃

設計，大將章邯監工，動用了 72
萬人 38 年時間，修建的一個地

下皇宮，比其他任何工程都還要

龐大，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規

模龐大，設計完善的帝王陵寢。

據記載，秦陵中還建有各

式宮殿，陳列著許多奇異珍

寶。秦陵四周分布著大量形制

不同、內涵各異的陪葬坑和墓

葬，現已探明的有 400 多個，

其中包括舉世聞名的兵馬俑坑。

里，號稱「萬里長城」，主要用

以防匈奴南進，史稱秦長城。

建立萬里長城以後，還修

建了秦直道從長城直通秦皇

宮，作為軍事高速公路，方便

可以快速的發兵到邊境。秦長

城更是世界八大奇蹟之一。

四、鄭國渠

據《後漢書》記載，鄭國渠

的建立，原本是戰國末年韓國的

一個詭計。韓國派間諜力勸當時

還是秦王的嬴政修建鄭國渠，以

此來消耗秦國的國力。後來，韓

王的計謀暴露，秦王要殺鄭國，

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

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

而為秦建萬世之功。」於是，秦

王讓鄭國繼續主持這項工程，大

約花了十年時間，修成了這一引

二、都江堰

都江堰位於四川省都江堰

市，座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

江上游地段，於公元前 256 年

由戰國時期秦國蜀郡太守李冰

及其子開始建鑿，距今已有

2000 多年曆史，是世界上迄今

為止、最老的、唯一仍在使用

的無壩水利工程。

李冰父子以籠石沉江法，

築低堤、修建「魚嘴」；以火燒

水澆法，鑿岩石、開挖「寶瓶

口」，簡單易行，印證「大道至

簡至易」的原理。其所採取的

取於自然、順勢利導，化害為

利、巧善為之的做法，正是「道

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體現。

三、萬里長城

秦始皇滅六國前，長城是

六國的防禦工事。秦始皇，統

一六國以後，公元前 214 年遣

大將蒙恬北逐匈奴，又西起甘

肅臨洮（今臨洮新添鎮三十墩

村望兒）、東至遼東筑長城萬餘

Shutterstock

古詩欣賞　　春之美
《詠柳》 

 
碧玉妝成一樹高， 
萬條垂下綠絲絛。 
不知細葉誰裁出， 
二月春風似剪刀。 
	 	 ——賀知章 
如同碧玉裝扮成的高高柳
樹，像千萬條綠色的絲帶，
在春風中婆娑起舞。一片片
纖細柔美的柳葉，就如早春
二月的風，溫暖和煦，恰似
神奇靈巧的剪刀，精心裁剪
出了一絲絲柳葉。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 
 
竹外桃花三兩枝， 
春江水暖鴨先知。 
蔞蒿滿地蘆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時。 
	 	 ——蘇軾 
 
竹林外兩三枝桃花初初綻
放，水中嬉戲的鴨子最先察
覺到初春江水的回暖。河灘

上長滿了蔞蒿，蘆葦也長出
短短的新芽，河豚此時正要
逆江而上。 
 
《絕句》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杜甫 
 
沐浴著春光的江河山川是如
此秀麗，春風拂過送來陣陣
花香。泥土已經變得鬆軟，
燕子銜泥筑巢，暖和的沙子
上睡著成雙成對的鴛鴦。 
 
《春曉》 
 
春庭曉景別，清露花邐迤。 
黃蜂一過慵，夜夜棲香蕊。 
	 	 ——陸龜蒙 
 
黎明後的庭院，花叢曲折連
環，欲落不落的晶瑩露水點
綴在花瓣上。突然飛來一隻
小蜜蜂，停在芬芳花蕊上。 

《玉樓春·春景》 
 
東城漸覺風光好， 
縠皺波紋迎客棹。 
綠楊煙外曉寒輕， 
紅杏枝頭春意鬧。 
	 	 ——宋祁 
 
信步東城只覺春光越來越
好，皺紗般的水波上船兒慢
搖。條條綠柳在霞光晨霧中
輕擺曼舞，粉紅的杏花開滿
枝頭，春意正濃。 
 
《謁金門·春雨足》 
 
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綠。 
柳外飛來雙羽玉， 
弄晴相對浴。 
	 	 ——韋莊 
 
春雨瀟瀟，漲滿小溪，染綠
溪邊新柳。柳絲飛揚，忽然
飛來一對羽翼似玉的鷗鳥，
它們在晴日暖陽裡拍打著水
面，鳴囀嬉戲。 
 

秦長城。（Wikipedia）

都江堰。（Wikipedia） 秦陵。（Wikipedia）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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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具

代表性的存在於神話中的鳥類。

在世界各地，例如：古埃及、希

臘、中國和沙特阿拉伯等許多國

家的文化中都崇尚這種鳥。特別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鳳凰被視

為百鳥之王。人們將牠看作是一

種高貴的鳥類，相信牠能予以人

祥瑞和幸福。

鳳凰與中國文化

據神韻網站介紹，鳳凰對中

國人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在遠

古時期，鳳凰不是指單隻鳥，而

是成對存在。

其中，雄性被稱為鳳，雌性

被稱為凰。兩者合在一起，既隱

喻道家陰陽的概念，同時也隱含

著男與女之間應有的純潔神聖的

關係。

後來，鳳凰的形象逐漸不分

雌雄，而且整體被「雌」化，並

常與象徵著雄性的龍的形象相

配。這就是今天人們最普遍認可

的對鳳凰賦予的意義。」

在中國神話傳說中，鳳凰

在創造宇宙的過程中起到了關

鍵作用。自盤古開天闢地，他

從混沌之中誕生出來後， 接著有

四種生命隨之出現， 即龍、麒

麟、龜和鳳凰。這四種生物是

中國神話中的四大靈獸。他們

和盤古一起開闢了我們現在所

知道的宇宙。

鳳凰也是優雅和美德的化

身。據公元前4世紀的《山海經》

記載，鳳凰的頭代表美德，背代

表禮節，翼代表責任，胸代表仁

慈，腹代表信譽。

鳳凰作為一種瑞鳥，牠的出

現代表著一個新的、繁榮時代

的開始，所以在喜慶的場合， 比
如：婚禮等活動中， 人們會用鳳

凰的形象來裝飾慶典。相反，人

在艱難的時刻，則不會運用鳳凰

的形象。

在風水學上，鳳凰是幸運的

象徵。如果擺放恰當，據說牠會

給人的生活和家庭帶來吉祥之

氣。在房屋風水學中，房屋的前

院代表著鳳凰。

人們通常可以在前院擺放一

塊大石頭，或製造一個小的凸起

區域代表鳳凰，從而增加吉祥之

意，也有在臥室的西南角擺放鳳

凰，和龍的雕像來促進婚姻生活

的幸福美滿。

其他文化中的鳳凰

根據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

（公元前 484 年至 425 年）的

記載，赫利奧波利斯的祭司聲

稱，鳳凰能活 500 年的時間。

他們認為，這種鳥會蒐集「沒

藥」（一種樹汁提取物） 和肉

桂，來建造將成為火堆的巢穴。

當鳳凰要涅槃時，她的後代會從

巢穴的灰燼中出現，然後飛走。

另外很有趣的是，希臘人相信，

鳳凰從來不吃水果。

據《古代起源》記載，在古

埃及，鳳凰是一種叫做「本努」

的鷺鳥。「本努」生活在「本本

石」或方尖碑上，與奧西里斯和

拉一起受到供奉。後來本努被視

為神靈奧西里斯的化身，古埃及

人把鳳凰刻畫在護身符上，寓意

重生和不朽。鳳凰在古埃及的文

化中還與尼羅河的洪水期相關

聯，相信牠會帶來新的財富和生

育能力。

另外，鳳凰與其他文化中

的許多生物有相似之處，如：

印度神話中半馬人、半鷹嘎魯

達、俄羅斯的火鳥、格魯吉亞

的巴斯昆吉、波斯的西莫爾

格、西藏的美比卡莫等，都與

鳳凰有相似之處。

朋友，你可知道，在最大的

恐懼與痛苦中，也許埋藏著最大

的勇氣和慈悲？所有的精彩故事

裡，都隱藏著什麼樣的法則？掌

握了這個法則，或許讓我們的人

生，會有一個截然不同的結果？

下面我們先來分享一個故事。

接受真相是痊癒的開始

一位母親抱著襁褓中的兒

子，坐在汽車的前座，心裏充滿

了甜蜜與滿足。她抬頭看著窗外

明媚的春光，幸福低嘆道：人生

真是美好。可是沒有想到下一秒

就突然發生了車禍，兒子當場去

世。

從此這個婦人的生命只剩下

了冰冷的冬天。她痛苦自責，心

想：「要是當時我沒有分心，能

抱緊著他不放手，這個不幸就不

會發生。」婦人抑鬱傷心，夜夜

流淚，與先生美滿的婚姻也碎裂

成紙片一般。

絕望的婦人去接受心靈諮

商。在數不清的治療之後，有一

次在極度放鬆與專注的境界裡，

她訝異的發現時間停在車禍發生

的前一刻，婦人坐在車裡，懷中

是她心愛的兒子。

婦人喜極而泣，瀋浸在久違

的幸福裡。不知道過了多久，一

個溫柔的聲音對她說：「不要悲

傷，這場車禍是注定的安排，誰

都改變不了。」

婦人固執的對他說：「不

對，錯在我沒有抱緊你。同樣的

場景在我腦海中重演過千百萬

次，如果我當時能夠緊緊的抱

住，就能阻止這場不幸。」

那個聲音沉默了片刻，問：

「你願意再試一遍嗎？」婦人堅

毅的點了點頭。下一秒，母親不

再貪戀窗外景色，專注緊抱著懷

中的嬰兒，但是車子撞擊的力道

實在太大，她終於還是鬆開了

手，不管試了幾遍都是如此。

在錯縱複雜的情緒中，婦人

再次平靜後，感受到兒子對她的

愛，是那樣的鮮明與真實。

然後她聽到了自己的聲音：

「如果事情已經無法改變、無可

挽回，接下來我應該怎麼做？」

她突然感到如釋重負，同時心底

湧生出一股新生的力量，開始走

出這場人生的陰霾。

一位詩人說：「萬物皆有

裂縫，那就是陽光照進來的地

方」。

世界上的苦難何其多，然而

苦難的發生，不是為了摧毀我們

的意志、踐踏我們的尊嚴，瓦解

我們的信念，而是告訴我們，在

這個正邪交戰的世界裡，我們可

以更強大、更慈悲、更善良。

退縮與逃避是無法改變我們

的人生的，唯有勇敢的面對謊

言、揭開真相，不再漠視傷口，

轉而正視遇到的所有苦難並能夠

勇於去面對，這才是獲得痊癒與

前進的開始。

展開你的英雄人生

一個研究世界上所有故事與

劇本的大師，總結出來一個法

則，在所有流傳久遠、歷久彌新

的神話、故事與作品中，都有一

個相同的模式，那就是一位英雄

展開他冒險的旅程。

旅程的起點，始於一個英

雄，必須在他平凡的世界裡，面

對自己最大的恐懼，從逃避到面

對，經由導師的指點、歷經艱難

的考驗之後，進入了神奇或是靈

性的境界，從而獲得了非凡的力

量，最後取得勝利。其中不僅成

就了自己，也拯救了他人。

我們可以在古今中外的故事

中看到，從西方史詩的《伊利亞

德》與《奧德賽》，到東方神話裡

的《封神榜》與《西遊記》，主角

都是無畏的面對他們的天命，完

成了艱難、冒險的旅程，成為

「半神半人」文化的不朽傳說。

而英雄最重要的特點之一，

就是「犧牲」或是「放棄」，例

如奧德修斯必須被船員與族人們

背叛，才有智勇雙全的奮鬥旅

程、姜太公為了拜元始天尊為師

而甘願犧牲肉身，才獲得封神的

榮耀，這些都是不朽的故事，以

及能夠不斷使故事發展下去的關

鍵與原因。

現實生活中的我們，又何嘗

不是如此？身受失明與失聰之痛

的海倫凱勒，通過勵志成為世

界上聾啞教育者的先驅 ; 清末的

「千古奇丐」──武訓，正是因

為從小不識字，遭受欺侮之苦，

才立誓要興辦義學。

倘若海倫凱勒生下來耳聰目

明、武訓天生家境優渥，這個世

界也許只有更加的灰暗。

歷史上的風雲人物，都是敢

於面對並超越自己的苦難，成就

為影響了千千萬萬後世的英雄。

而上述那位母親原本相信無神

論，在最深的喪子之痛下，開始

探討靈魂永生的可能，才開啟了

她生命的新篇章。

正是元宵節。

朋友啊，不知你們那兒的元

宵之夜，天空是否晴朗？

忙來忙去，有的沒的，到午

夜時突然想起：元宵節就要過去

了，還沒賞月呢！於是拉開門，

把頭探入冷風中，仰望了幾秒

鐘，算是今年的元宵節已經賞過

月了。

天空很晴，連一絲愁雲都看

不見，月亮反而更顯得……孤伶

伶。

元宵之夜，國內外的朋友

們，相信大多都在忙著並快樂

著。要麼親友們暖心團聚，吃喝

玩樂，要麼自個兒捧著手機，天

南海北地微信，彼此調侃，收發

祝福。其間，少不了月亮的典故

和讚美，少不了有關嫦娥的傳

說。只是不知，如今的元宵之

夜，還有人會想起抬頭，去望一

望那月亮？

不同的朋友，今天都有同一

個元宵夜。不知道，每個人頭頂

上的月亮有多大？有幾分明亮？

多少皎潔？是否被霧霾像新婚的

蓋頭般，掩去了容顏？是否被浮

雲如花的手帕，半遮了羞怯？或

是被暮靄飄動的面紗，朦朧了所

有…映入眼底的憧憬？還是如今

夜我所仰望的那一汪，寒冬中無

可掩飾的孤寒？

一輪無言，億萬同歡。

億萬於地，一輪在天。

一輪團圓，億萬分享，

徹夜空寒，暗味清嘗。

◎文：白雲飛

◎文：陳柏年

◎文：李唐風

The phoenix is pro-bably the most iconic 
mythical bird in human history. Mul-

tiple cultures, from the ancient Egyptians, 
Greeks, Chinese, and Arabs, revered the 
bir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phoenix, referred to as feng huang, was seen 
as a noble bird that was able to judge the 
character of human beings and confer bless-
ings on the righteous.

The phoenix and Chinese culture

  “In the earliest times, feng huang referred 
not to one bird, but two. Feng was a male 
bird, while huang was a female. Together, 
they were a metaphor for the yin and yang 
symbol, as well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solemn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wom-
an. Later, feng and huang were combined 
into a single female bird and often paired 
with a male dragon. This is the Chinese 
phoenix most commonly recognized today,” 
according to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

  The feng huang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osmos according to Chinese 

mythology. Pan Gu, the god of creation,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the first living thing 
to have come forth from the egg of chaos. 
Four others followed — a dragon, a qilin, 
a tortoise, and a feng huang. These four are 
called the Four Spirits. They joined with 
Pan Gu to create the universe we now know.

  The feng huang is seen as a symbol of 
grace and virtue. According to a 4th century 
B.C. Chinese text called Classic of Moun-
tains and Seas, the head of the feng huang 
represents virtue, the back represents pro-
priety, the wing symbolizes duty, the chest 

denotes mercy, and the abdomen stands for 
credibility.

  The phoenix is considered so auspicious 
that its statues can be found at events like 
weddings. It is also seen as a symbol of a 
new beginning. During rough times, the bird 
is believed to go into hiding. Its appearance 
signals the start of a new, prosperous era.

  In feng shui, the phoenix is a symbol of 
luck. When used correctly, the creature is 
said to bring auspicious chi both to your 
life and home. In landform feng shui, the 
phoenix is represented by the front yard of 
a house. Placing a large rock or creating a 
small raised area in the front yard is done to 
symbolize a feng huang. Having a phoenix 
and dragon statue in the southwest corner of 
the bedroom is believed to promote a happy 
married life.

The phoenix in Other cultures

  According to Greek historian Herodo-
tus (484 to 425 B.C.), priests of Heliopo-

lis claimed that the phoenix lived for 500 
years. At the end of its life, the bird would 
build a pyre. The offspring of the phoenix 
would emerge from the ashes and fly away. 
Greeks believed that the phoenix never ate 
fruit. The bird was thought to collect myrrh 
and cinnamon to prepare the nest that would 
become its pyre.

  In ancient Egypt, the phoenix was known 
to be a heron bird called Bennu. “The Ben-
nu lived atop ben-ben stones or obelisks 
and was worshipped alongside Osiris and 
Ra. Bennu was seen as an avatar of Osiris, 
a living symbol of the deity. The solar bird 
appears on ancient amulets as a symbol of 
rebirth and immortality, and it was associ-
ated with the period of flooding of the Nile, 
bringing new wealth and fertility,” accord-
ing to Ancient Origins.

  The phoenix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crea-
tures from other cultures like Hindu my-
thology’s half-human, half-eagle Garuda, 
the Russian firebird, Georgia’s paskunji, 
Persia’s simorgh, and Tibet’s Me byi karmo.

傳説鳳凰是鳥中之王。

上古靈獸鳳凰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ymbolism: The Phoenix

萬物皆有縫 那是陽光穿過的地方

(Shutter Stock)

元宵望月

(Shutter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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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科技日益在發展，但

是地球上仍有很多的未解之

謎，還有許多科學都無法解釋

的現象，而且這些現象還是自

然形成的，不是人為造成的。

沙特阿拉伯的泰瑪綠洲有

一塊巨石，於 1883 年被人們第

一次發現，後來被人們稱為阿

納斯拉巨石。這塊奇特的巨石

總體高度有 5.5 米，寬 7 米左

右，看起來非常壯觀，細細琢

磨後，發現其材質也沒有什麼

特殊之處，就是普通的砂岩。

別看阿納斯拉巨石材質普通，

但有一個奇怪的現象至今都無

法解釋，那就是這座巨石所存

在的特殊造型，究竟是如何形

成的？

原來這個巨石中間有一道

裂縫，將這個巨石精準地切割

成了兩半，似乎非常的乾脆

利落，乍一看感覺就是人類用

了一把很大的刀將其劈成了兩

半，裂縫非常的光滑，但是專

家看過之後發現這個裂縫並不

是人為的，而且這道裂縫還與

地面呈九十度垂直，巨石的

表面也是十分的平整。除此之

外，巨石兩半下面分別有一個

底座，使得這個巨石十分的堅

固。

專家來實地考察了巨石表

面上的壁畫以及像形文字，經

過一番比對之後，確認這塊巨

石已經存在有 4000 多年的歷

史，但是這個巨石的來源依然

不為人所知。

對於這條裂縫也是有很多

種說法，有的人認為這道裂縫

像是用激光切割的一樣，但是

在以前根本就沒有這項技術。

接著又將矛頭指向了外星人，

認為這道裂縫是外星人留下的。

許多人相信有外星人存

在，認為外星人是另一個星球

的智慧生命，後來他們發現了

地球的存在之後，便對地球進

行了一些改造，這塊巨石就

是外星人的作品。還有人認為

這塊巨石是史前文明留下的 
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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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隽春

3 月 9 日發表於《美國國家

科學院院刊》的一項新研究發

現，植物有一種代謝信號負責調

節其生物鐘，保證植物在太陽下

山後，儲存足夠的能量度過每天

的夜晚，與植物的生長平衡息息

相關。

畢 業 於 英 國 約 克 大 學

（University of York）生物系的

海頓（Mike Haydon）說：「我們

認為這種代謝信號的作用就像是

在睡前設置鬧鐘以保證植物的生

存。植物必須協調光合作用和日

在美國，目前 42.5% 的 20
歲以上成年人罹患肥胖症。美

國肥胖協會預計，2025 年高達

50% 的美國人可能過度肥胖，

2030 年該數字將飆升至 60%。

究竟是何原因導致美國人的

體重居高不下，連年攀升呢？這

是一個迫切需要探討的社會問

題，答案卻不那麼簡單。然而，

超級加工（ultra-processed）或

過 度 加 工（hyper-processed）
食品無庸置疑是主要黑手，它們

占取普通美國人卡路里攝入量的

◎文：秀秀 ◎文：余欣然

確保生存 植物
「

睡前」設鬧鐘 2030 年 6成美國人或患肥胖症

常環境的代謝、配合可用的碳含

量，以調節生物鐘和生長機制。」

研究顯示，這種代謝信號為

植物的生長提供著重要信息，比

如到黃昏的時候植株可用的糖

量，維持植物整夜的消耗。

植物在白天利用光合作用製

造的糖分，就是它們夜間的能量

儲備。植物的生物鐘必須預測日

出的時間和估計夜晚持續時間，

從而精確地調整其新陳代謝的能

力，這對植物利用環境資源實現

最充分的生長至關重要。

為了瞭解糖分對生物鐘的影

57.9%。

加工食品和肥胖症之間的關

聯在疫情期間被賦予全新內涵，

因為即便是輕微的肥胖症也可能

增加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

超級加工食物包括：穀物早

餐、披薩餅、雞塊、蘇打水、土

豆片，鹹味／甜味／美味的零

食，包裝過的烘培食物，可用微

波爐加熱的冰凍餐點，速成湯品

和調味料。它們含糖量高，而高

糖飲食會讓你的體重以不可思議

的速度增長，久而久之侵蝕身體

健康。

響機制，研究人員對植物幼苗進

行實驗，在改變光合作用或糖供

應的情況下測量其基因表達。

他們確定了一組由超氧化物

控制的一組基因，與代謝活動關

係密切。這些基因大多數在晚上

活躍，在生物鐘機制內也起著關

鍵的作用。他們發現如果抑制超

氧化物的產生，就會抑製糖分在

黃昏時間對生物鐘基因所起的影

響。

前以色列太空安全首長伊賽

德（Haim Eshed）表示，外星

人確實存在，而且與人類有聯

繫。儘管美國總統川普（特朗

普）知道這件事，但外星人阻

止此事曝光，因為人們還沒有準

備好接受這樣的事實。

據《耶路撒冷郵報》報導，

現年 87 歲、曾擔任以色列太空

安全項目負責人長達大約 30 年

的退役將領伊賽德，在接受《新

消息報》（Yediot Aharonot）訪

問時做了上述表示。

目前身為大學教授的伊賽

德在訪談中指出，來自「銀河聯

邦」（Galactic Federation） 的

外星人已經與人類聯繫，但這樣

的聯繫尚未公開，因為外星人以

「人類還沒準備好」為由要求這

項消息不要公開。

伊賽德透露，美國和以色列

已經與外星人打交道多年。美國

政府和外星人制定了某種協議，

因為他們想要研究和了解「宇宙

的結構」。這樣的合作還包括

在火星建立祕密的地下基地，由

美國太空人和外星人駐紮在那

裡。

伊賽德強調說，川普知道外

星人的存在，而且「差點」曝光

了他們的存在，但「銀河聯邦」

阻止他說出來，以免造成社會大

眾的歇斯底里，因為他們認為人

類還需要時間來了解太空和太空

船。

當被問到為何選擇現在而不

是在以前公布這些消息時，曾經

三次獲得以色列安全獎（Israel 
Security Award）的伊賽德回答

說，如果他在 5 年前說出來，他

可能會住院。但今天的形勢已經

不同，而且他也沒有什麼好擔心

的了。

伊賽德著有《超越地平線

的宇宙──與伊賽德教授對

話》（The Universe Beyond the 
Horizon – conversations with 
Professor Haim Eshed）一書。

他在本書中披露更多有關外星人

的訊息，而且提及外星人曾阻止

核爆末日一事。

外星人與人類聯繫

精準切成兩半的沙特阿納斯拉巨石

◎文：藍月

美國環保署為阻寨卡病毒 
將投放 7.5 億隻轉基因蚊子

寨卡病毒（Zika virus，或

譯為茲卡病毒），是一種通過蚊

蟲傳播的病毒。無疫苗，也無有

效治療方法。

密蘇里大學和科羅拉多州立

大學的研究人員，採用基因改造

的方法，培養出了無法傳播寨卡

病毒的蚊子。

美國環境保護署（EPA）已

經批准，將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在佛羅里達州南部的礁島群，

釋放 7.5 億隻經過基因改造的蚊

子。

研究人員表示，他們通過使

用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對

蚊子進行了基因改造，使蚊子對

寨卡病毒具有抵抗力，因此不會

將寨卡病毒傳播給人類。

由於這種基因改造是可以遺

傳的，因此後代的蚊子也將對寨

卡病毒產生抵抗力，不會傳播寨

卡病毒。

寨卡病毒最早於 1947 年在

烏干達寨卡叢林的恆河猴中發

現，1952 年在當地人群中發現。

據悉，寨卡病毒會造成人的神經

系統出現問題，還會導致新生嬰

兒出現先天性缺陷。

2016 年，世界衛生組織將

寨卡病毒的流行稱為「國際關注

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研究人員表示，使用轉基因

蚊子是阻止寨卡病毒傳播關鍵。

◎文：天羽

500 顆恆星
同一天誕生

最近，美國西北大學的

天體物理學家傑夫．安德魯

斯和他的研究團隊發現：宇

宙中的「恆星多胞胎」正在孕

育。

在忒伊亞的 456 個恆星

流 中， 約 有 500 顆 恆 星，

都是同一天誕生的，從出生

起，它們就像是被一股神秘

力量操縱，彼此運行的方向

驚人地一致，就像是難以分

辨的「多胞胎」。

恆星星系的相聚或四散

的流動，受到銀河系吸引或

排斥力會分裂、扭曲，內部

的恆星也開始改變軌道，排

起長龍或散入宇宙，這種現

象被稱為「星流」。

而恆星團則是球狀結

構。恆星作為宇宙中最常見

的「生物」之一，它們中的許

多都是「有伴而生」，在一個

恆星團中，至少有數十顆，

甚至數百顆同時期誕生的恆

星。離地球最近的一個恆星

團是金牛座昴星團，它擁有

3000 多顆恆星，所以非常明

亮，甚至，在地球的夜空中

用肉眼都能看到。

昂星團非常年輕，至多

五千萬歲，與地球相比，它

甚至沒有機會趕上「第五次

生命大滅絕」。這也是恆星

流或恆星團的共同特徵。

目前科學家已發現超過

8000 個星流，隨著演化解

體，未來宇宙星系的規模將

變得更加龐大。而另外一個

令科學家感興趣的問題是，

生命是在恆星系統中孕育而

成的，這些恆星團中有大量

的恆星，或恆星流，它們中

是否也有大量的生命存在？

不過研究人員認為，這

些星體數量龐大的地方，也

許也是宇宙中最貧瘠荒蕪的

地方。同時，引力使得它們

本身處於一種不太穩定的狀

態，行星、恆星間的碰撞更

是經常發生，自然也就沒有

足夠的時間來孕育生命。

前以色列高官：

川普
知道

前以色列太空安全首長伊賽德（Haim Eshed）稱，美國總統川普知

道外星人確實存在。圖為外星人和飛碟的示意圖。（Fotolia）

◎文：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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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的

泰瑪綠洲有一

塊巨石中間被

精準切割成兩

半。（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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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樂法師親身經歷，發生於

一九三三年的浙江省睢陽縣。

驀然，竟也匆匆又走過了

五十個年頭，埋在底層裡的記

憶，已嵌上無數歲月的痕跡；寒

暑易逝，卻嘆日子的短暫，而夢

裡的一段也是如此……。

1.慈航渡苦

那一剎那，我像一隻蛻不了

的蟬，在蟬殼中哀哀的叫，懦弱

的蠕動，在窒息的空氣裡掙扎；

海水的衝擊、侵蝕，壓迫形成翻

騰的波濤。我呼嘯著，嘶吼著耶

穌、耶穌來救我，無論我如何的

喊叫，卻得不到四週一絲絲的迴

響……。

路旁觀音菩薩的形象，迅速

閃過腦際，我又重新叫出觀音的

聖號；隨著叫聲，眼前的海面，

出現一艘載有許多不知名菩薩的

船。菩薩救我！菩薩救救我！觀

音菩薩甩了甩手中的楊柳；霎

間，我已來到船上站在菩薩旁，

脫離了那場生死的爭奪戰。

2.親歷業海

無形中，我被一個老婆子

（我直覺地如此認為），帶進一

個周圍如鋁顏色一樣，昏暗濁重

的地方，有數不清的隔間，傳來

許多苦楚的啼哭聲……斷斷續

續，淒涼萬分。

首先，看到一個正方型的大

隔間裡，刑人被綁於中央，交替

被來自四個角落的尖型刑具撞擊

鞭打；身上的肉裂開條條，鮮血

斑斑，只聽到無力瘖啞的呻吟。

再次看到身體兩邊繫有鐵繩的

人，被左右的獠牙鬼差如拔河似

的拉，慘聲連連……。

儘管老婆子一直告訴我他們

的業報，我卻一句未曾入耳，只

感覺心力交瘁，懼怕退縮不敢目

睹。緊閉雙眼，深深在心靈烙上

一道不可磨滅的痕跡。

3.十殿閻王

睜開眼睛，不知什麼時候，

堂上坐了一位眼神極冷，一付冷

酷輪廓的青面閻王。鎮定情緒，

我趕忙下拜，求他讓我回去。閻

王沒有理我，也沒開口。殿堂的

相貌，卻一殿又一殿輾轉出現在

我眼前；我就這樣一殿又一殿一

直拜下去。直到第九殿時，殿

上閻王開口對我說：「再賜予妳

五十年的壽命，回陽後，把妳

所見警戒世人。」我叩頭拜謝之

時，突然想起兇悍的嫂子；再抬

頭望閻王。閻王似乎洞悉我的心

事，又告訴我說：「妳將有一位

好丈夫。」此時，我才安心舒了

一口氣。

4.登臨淨土

不知不覺中，我又來到一個

柔和安詳的地方。人人臉上都掛

著微笑。周遭充滿鳥語花香，清

流激湍，令人怡然陶醉。聞不到

車馬的喧嘩聲，這份寧靜，使我

忘了前面的恐懼及震撼。

遙遠望去，眼端出現好多蓮

花。蓮花上出現好多各種不同

姿態的菩薩。站著、坐著、蹲

著……佈滿了眼線中的世界裡。

溪畔垂柳飄揚，翠綠的蓮蓬烘托

粉紅的花瓣；菩薩的英姿，色海

變幻，天樂繚繞，我已忘了置身

何處？

更有那用七寶飾成的塔，金

光閃爍，莊嚴無比，裡面阿彌陀

佛的金像，塑立在闊大講堂的前

方。我欣喜的叫出──我要在這

裡，我不要回去了。聲音的彼落

處，出現一位拿龍頭枴杖的老夫

人，說道：「妳！現在還不能留

在此地。這裡都是皈依三寶的佛

弟子，妳以後再來吧！妳母親還

在家裡等妳哪！」聽到母親，執

拗不肯的態度才軟下，低頭默肯。

5.得遇亡父

抬頭之際，我又躊躇站在

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正當我滿臉

疑惑時，我看到已逝去的父親。

父親來到我的面前，我們彼此高

興寒暄著，也同時遇到許多已逝

的親朋好友。我跟他們講了好多

話，覺得又渴又餓，我向父親要

水及東西吃。父親說：「我們這

裡沒有水喝，水源有鬼吏把守控

制，我們只能飲溝裡的污水，只

能吃人丟棄的食物、祭品，更有

時偷取雞鴨及糞屎吃。此地不是

妳應該來的，趕快回去吧！」我

正想再開口問父親時，一位金人

對我一指，只覺得眼前一黑，我

又回到世間，重拾回生命的氣息。

6.後語

十九歲那年，因意外而亡；

三天後，我又奇蹟似的活過來。

其中的轉變，使我把信仰三年的

耶穌否定掉！五十年來，也歷經

人事滄桑；世間的榮華富貴，榮

辱、憂寵也如船過水無痕跡，遠

了！遠了！一切也如鏡花水月的

虛幻而不實……。夢中的極樂，

促引我剃下三千細髮，放下塵勞

求歸佛界。（原載一九八三《覺

世旬刊》）

心樂法師三日地獄來回
◎文：心樂法師

《地獄見聞錄》之二

李淳風所作的《藏頭詩》才

是最完整的預言，只是沒有完整

的流傳下來而已。所以人們看了

《藏頭詩》，仍然感覺在謎中。

歷史是必然的嗎？ 

可以改動嗎？

按照李淳風與唐太宗的對

話，歷史是可以改動的。

淳風曰：「亂我朝之天下

者，即在君側。三十年後，殺唐

之子孫殆盡！主自不知耳。」

太宗曰：「此人是文是武？

卿為朕明言之，朕即殺之，以除

國患！」

淳風曰：「此乃天意，豈人

力所能為耶！此人在二旬之上，

今若殺之，天必禍我國家。再生

少年，唐室子孫益危矣！」

太宗曰：「天意既定，試約

言其人！」

淳風曰：「其為人也，止戈

不離身，兩目長在空，實如斯

也！」（出自〈藏頭詩〉）

李淳風指當時的武媚娘武則

天將來會篡奪唐朝天下。按照詩

中所言，殺了武則天和不殺武則

天，會有兩個不同的結局，不殺

還好點，殺了，李氏子孫會死得

◎文：天羽

更慘。也就是說，神在安排人類

歷史的時候，在一些環節上，留

下了選擇題。A 是殺了武則天，

她會轉世，更加殘忍的迫害李氏

子孫；B 是不殺武則天，武則天

掌權後會殺李氏子孫，但不會滅

盡。人也是一樣，人的一生已經

定好了，但執意做壞事，就會招

惹更大的麻煩，會造更大的惡

業。

《藏頭詩》 

有些地方很難理解

人們喜歡解釋《推背圖》，

卻不喜歡解釋《藏頭詩》，這是

為甚麼？其實《藏頭詩》意思已

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太宗曰：「朕之天下，今稍

定矣。卿深明易理，不知何人始

喪我國家？以及我朝之後，登極

者何人？得傳者何代？卿為朕歷

歷言之。」

淳風曰：「欲知將來，當觀

已往，得賢者治，失賢者喪。此

萬世不易之道也。」

太宗曰：「朕所問者，非此

之謂也。欲卿以術數之學，推我

朝得享幾許年？

至何人亂我國家？何人亡我

國家？何人得我國家？以及代代

相傳。朕欲預知之耳。」

淳風曰：「此乃天機，臣不

敢洩！」

太宗曰：「言出卿口，入朕

之耳，惟卿與朕言之，他人皆不

能知也。卿必為朕言之！」

淳風曰：「臣不敢洩漏。」

太宗曰：「卿若不言，亦不

強，試隨朕入禁宮。」於是淳風

侍太宗登高樓。

 太宗曰：「上不至天，下不至

地，卿可為朕言之？」（出自《藏

頭詩》）

這裡已經講明了，李淳風不

敢洩露天機，而唐太宗非要逼著

李淳風說出來，不得已，李淳風

才講給了唐太宗。那麼唐太宗既

然知道是天機，又怎麼敢再向外

談到唐代易學家李淳風，人們想到的大都是他與袁

天罡共同完成的《推背圖》，這就是他的成名之作。其

實《推背圖》是按照八卦推演而來的，只是泛泛的在講

一個歷史規律。李淳風所知道的不僅僅是這些。

洩漏呢？結局只能是這樣的，唐

太宗將李淳風的話改了，也就

是我們看到的《藏頭詩》已經是

改過的了，不是原話了，當然

看不懂了。很多人都懷疑《藏頭

詩》是改動過的，也是有一定道

理的。這就是我們看不懂的原因

之一。上天不允許過早的洩漏給

人。

《藏頭詩》的存在價值

任何東西都有它的價值，

《藏頭詩》也是如此。雖然裡面

很多的東西我們理解不了（因

為被改動了），但有一些東西，

卻是有一定意義的。

如「人皆四目，牛無足，頭

生於背，尾生於口。而天下大

亂，有口者曰妖，二目者曰魔。

鼠生當陽，群魔盡焉。背上生

子，腰中出手，天上無星辰，地

下無山河。」（這裡所反映的大

概是核輻射後人類的狀況，整個

的人類都發生了大變化。）

其他的一些預言，因為有些

亂，不如去看邵雍的《梅花詩》

或劉伯溫的《燒餅歌》，因為裡

面很多東西是重複的。

當年袁天罡阻止李淳風繼續

講，最後李淳風還是講給了唐太

宗。當然留下來的可能是被改動

的《藏頭詩》。好在唐太宗是明

君，聽了李淳風的話，沒有受其

影響，沒殺武則天。否則，李淳

風就是洩露天機的罪人。所以李

淳風說怕洩露天機，這倒是真實

的。從這一點上看，袁天罡似乎

比李淳風更成熟些吧！

◎文：劉曉

改變命運的金鑰匙   

有這麼一句話：「善惡只在一念之間，一念可成佛，一

念也可成魔。」而實際上，就在善惡一念間，人的命運已經

發生改變，因為舉頭三尺有神明，種甚麼因，得甚麼果。

放棄殺人黑氣消

曾任北京政法大學校長的江

庸講過這樣一件事：一天，有個

破曉出門的人，看到一個人急匆

匆走過，周身都是黑氣。他很好

奇，就躡手躡腳跟隨在其身後，

進入了一個小巷子。

巷子中有一處宅院，院門緊

閉，那個行色匆匆之人直接跳牆

而入。

跟隨者猜測他大概是個盜

賊，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他

突然聽到院子中傳來嬰兒的啼

哭聲。之後，那個人又翻牆 
而出，只是全身的黑氣都消失殆

盡。

跟隨者更加好奇，遂繼續跟

隨在其身後。

那人之後進了一家茶館喝

茶，跟隨者也跟了進去，並坐在

他身邊，慢慢與他攀談起來。

等稍稍熟悉了之後，就將自

己所見如實告知，並問他究竟發

生了甚麼事。

那個人長嘆一聲，說自己險

些鑄成大錯。原來有一個女子有

了外遇，她的丈夫便找了他殺掉

自己的妻子。

他剛要殺人時，忽然聽到嬰

兒的哭聲，馬上想到，如果婦人

死了，她的孩子也活不下去。戕

害兩條人命，讓他實在難以下

手，於是就收手離開了。他感嘆

道：「沒想到轉念間，神明都盡

數掌握。」

鬼走神護有因由

會稽馬氏是當地的望族，家

族中有一個叫馬存勇的人，為人

狡黠，不務正業。

一天晚上，他打算去找一戶

人家行竊。正猶豫著去何處時，

突然聽見有腳步聲傳來，他馬上

躲避起來。

但見一人俯首低行，其身

前、身後都有惡鬼纏身。

可是不大一會兒，這個人復

返，周身都是善神護佑，氣象頗

為不同。

馬存勇深以為怪，遂跳了

出來，恐嚇道：「你深夜孤身潛

行，必有陰謀，速速告訴我。」

那個人嚇了一跳，馬上跪下來

道：「某秀才用金錢賄賂衙役欺

負我，我不甘受到欺辱，打算將

他殺了泄憤。

不過，剛剛想到他還有老母

和幼子，我心有不忍，於是就回

轉了。我知道自己錯了，請你饒

恕我。」

馬存勇聽罷笑道：「我不是

神啊！」便把自己所見告訴了

他，並勸其不要再萌生惡念，其

人拜謝而去，馬存勇自此後亦改

邪歸正，開始做些小生意。

《藏頭詩》泄盡天機終是謎？       
唐
太
宗

武
則
天

唐太宗、武則天：公有領域;其他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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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忽然下了好大的

雪，人們都說：「怎麼回事

呀？還沒到冬天呢，咋會下

那麼大的雪呢？」

街上一團糟，汽車都被雪埋

住了。

人們都出來掃雪，街邊上、

公園裡堆出了一座座的雪山。

我長這麼大，第一次看見雪

山，高興得不得了，剛爬到公園

裡堆的雪山上去玩，沒想到一下

子就陷進去了，骨碌碌、骨碌

碌……一直往裡掉，掉到雪山底

的時候，我的眼前竟然出現了一

片冰雪世界！

冰雪世界裡有好多人，可是

奇怪的是，他們的臉冷冰冰、硬

邦邦的，而且都沒有任何表情，

很僵硬。我不喜歡這樣的地方，

我要趕快回家去。

這時，我看見雪椅子上坐著

一個女孩，就挨在她的身邊坐

下，打聽回家的路。

女孩冷冷的說：「回甚麼

家？」我說：「就是天上有太陽

的地方啊！」

因為這裡的天，是由一層雪

做的，所以天上甚麼也沒有。

她一聽到「太陽」兩個字，

嚇壞了，馬上把食指放在嘴前，

小聲的說：「噓，不許說這兩個

字，如果讓冰魔王的衛兵聽見

了，會把你抓起來的。冰魔王

說那東西是魔鬼變的怪物，會

吃人，大家都怕著呢，你還敢

說。」

我說：「怎麼可能？我天天

都晒太陽，太陽可暖和了，不像

你們這兒，冷死了。」她傻傻的

問：「暖和，是甚麼？」

我把手伸給她，說：「你摸

摸，就知道了。」

她用冰涼的手握住我的手，

馬上說：「喔，好舒服！原來這

就叫暖和呀？」

她把我的手按在她自己的心

口上，我嚇了一跳，她的心竟然

也是硬邦邦的，不會跳！

我說：「噫，怎麼回事？你

的心怎麼和我的心不一樣呢？」

我把她的手按到我的胸口

上，她像觸了電一樣，渾身抖了

一下，吃驚的說：「哇，你的心

還會跳？我們這兒，每個人的心

都是一塊冰疙瘩，好重、好沉，

跳不起來的。」

我說：「難怪，你們這裡的

人都不會笑。」

她又傻傻的問：「笑，是甚

麼？」我給她做了一個最燦爛的

笑容。

她瞪大了眼睛，說：「好

看、好看，快教教我，我也要

笑。」

於是，她學著我的樣子，努

力的扯扯嘴巴，又扯扯眼睛，可

是這哪裡是在笑啊，簡直比哭還

難看呢！

我嘆了一口氣，說：「光做

做嘴巴、眼睛可不行，要從心裡

笑才行，所以先讓你的心跳動起

來才成。」

她失望的說：「那你先教我

心跳吧！」

我說：「那得讓太陽把你的

心晒化了，變軟了，才能讓你的

心跳起來。」

她又被「太陽」兩個字嚇住

了，馬上驚慌的說：「你又說那

個怪物，他會來把你吃掉的。」

我大笑地說：「我都說了好

多次了，他怎麼還沒來吃掉我

呢？」她擔心地說：「你連說三

次，他就會來吃掉你的。」

我說：「那我連說三次給你

聽聽，太陽、太陽、太陽！」她

馬上緊張的摀住耳朵，不敢聽。

我得意的說：「你看沒事

吧！看把你嚇得，這麼害怕！你

們那個冰魔王是在胡說八道騙你

們的，太陽世界那麼好，有青

山、有流水、有樹木、有鮮花、

有小草，可美了。哪像你們這

兒，只剩白色的、死沉沉的，一

點也不好玩！」

她一看我真沒事，就小心

地問：「太陽世界，真的那麼好

嗎？」

我說：「你看，你都說太陽

兩個字了，沒甚麼可怕的吧？你

也連說三遍，試試啊！」

她小心翼翼地看看四周，

說：「冰魔王的衛兵聽見了，可

了不得。」

我安慰她說：「咱就悄悄的

說。」她輕輕的說：「太陽、太

陽、太陽。」

剛說完，她立刻抓住我的

手，驚訝的說：「好神奇！快摸

摸我胸口。」

天哪！她的冰心居然融化

了，她的小心臟撲通、撲通的跳

起來了！

這時，她的臉上露出了幸福

的笑容，我開心的說：「啊，你

終於會笑了呀！」

誰知，她馬上收起笑容，

說：「我記起來了！我記起來

了！我們這裡的人，原來都是太

陽世界裡的人。就是有一天，下

了一場好大的雪，我們都出來掃

雪，將雪堆在路邊和公園裡，像

小雪山一樣。可是堆著堆著，不

知道怎麼回事，大家都跌入了雪

堆裡，骨碌碌、骨碌碌……就這

樣來到了這兒的冰雪世界。我們

冷得要命的時候，冰魔王就出

現了，他說：『我是偉大的冰魔

王，是你們人類的主人，歡迎你

們成為這裡的居民，我送你們每

人一顆冰心做禮物，你們就不會

冷了。』冰魔王說完，他把手裡

的魔杖一揮，我們的心就被凍得

硬邦邦的，把從前的事都忘光光

了。」

我恍然大悟，說：「哇！好

可怕。」

這時，遠處有一個老人摔倒

了，可是旁邊的人都不會去扶

他，只是逕直的從老人身邊走過

去。

女孩說：「自從有了這顆冰

心，人們就變得這樣了，我們趕

快去扶他起來吧！」

我和女孩跑去扶老爺爺，老

爺爺可能是摔暈了，怎麼也扶不

起來。我和女孩呼哧呼哧的使著

勁兒，沒想到呼出的熱氣，竟然

把老爺爺的冰心融化了！

老爺爺一下子精神起來了，

說：「哎呀！我怎麼在這裡呢？

這兒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到我的

家去，那裡有太陽。」

我和女孩齊聲說：「我們也

都想回到太陽世界！」

老爺爺望著來來往往的冰心

人，說：「可不能讓冰魔王把我

們困在這裡，我們去告訴人們，

讓大家都回到太陽世界去！」

喔，老爺爺說的對，我們就

向過往的人們講起太陽世界來。

可是，我們一講才發現太難

了，人們根本不敢聽「太陽」兩

個字。有的人嚇得躲得遠遠的，

好像我們是個怪物，有的人冷冰

冰的說：「別來煩我，關我甚麼

事？」還有人說：「我要報告衛

兵，把你們抓起來……」

我有些灰心喪氣，心裡嘀咕

著：「這些人，笨死了！不想再

跟他們講了。」

可是，女孩和老爺爺還是一

個勁兒的、不停的講著太陽世

界。

只見老爺爺握著一個年輕

人的手，講了好久，最後慈愛

的說：「孩子呀，記起太陽來了

嗎？溫暖的太陽，比我這顆心還

要溫暖的太陽！」

他把年輕人的手放在自己的

胸口，年輕人像觸電一樣，一下

子想起來了，說：「啊，太陽、

太陽、太陽！我記起來了！我記

起來了！」

女孩在那邊慈悲地講著，也

有一個阿姨記起太陽來了，他們

就一塊兒繼續向別人講著太陽世

界，一傳十、十傳百……

可是這時，有人報告給了冰

魔王的衛兵，我們馬上被衛兵團

團圍住了。

冰魔王也得到了消息，他氣

得發瘋，一邊往這兒跑，一邊大

喊著：「我要把你們凍起來，從

頭到腳都凍起來！」

「啊呀！冰魔王只要揮舞手

中的魔杖，我們就跑不掉了，全

都會忘掉太陽世界。不，我們

不能忘掉太陽！」老爺爺擔心的

說。

於是，我們和已經醒悟過

來的人們齊聲大喊：「太陽、太

陽……」我們的喊聲驚天動地，

感覺冰雪世界搖晃了起來。

這時我們渾身發熱，熱氣聚

在一起直沖天頂，白雪做的天一

下被融開了一個大洞，金色的陽

光瞬間從洞口射進來了！

那些衛兵和圍著看熱鬧的冰

心人全都被太陽光罩住了，也包

括剛剛跑過來的冰魔王。

冰魔王還沒來得及揮舞他

的魔杖，就變成了一灘水，還

有那些衛兵也一樣變成了一灘

水。「嘩」的一聲，冰雪世界消

失了！

等我回過神來一看，這裡就

是我家旁邊的公園，沒有了雪

堆；只有紅的花、綠的樹，飛舞

的蝴蝶、唱歌的小鳥，還有聊天

的老人、玩耍的孩子，以及一群

重新回到太陽世界、興高采烈的

人們，當然還有暖暖的金色的太

陽光！

【釋義】

這個成語的意思是一動筆就

寫成文章，形容文思敏捷。近

義：下筆便就、援筆成文；反

義：胸無點墨。

【出處】；

這個成語出自《三國志．魏

志．文帝記》。

曹操對自己的兒子曹植的才

氣非常賞識，覺得曹植的文章確

實寫得不錯，但也不免有些懷疑

是請人代寫的。於是，曹操就

把曹植叫到了跟前，認真地盤

問道：「你的文章我看過了，寫

得不錯，是不是請別人代你寫的

呀？」

曹植趕忙給父親跪下，稟

告道：「不是的，我能夠言出為

論，下筆成章，如果您不相信，

可以當面考我，怎麼能說我是請

人代寫的呢？」曹操聽了禁不住

哈哈大笑起來，說：「不是，那

就好哇！」

不久，曹操在鄴城建造的銅

雀臺竣工了。曹操就讓幾個兒子

都上去看看，並且叫他們每人都

寫出一篇辭賦來，試一試他們的

文采。曹植拿起筆來就寫，一會

兒工夫就寫好了。這一舉動就充

分地證實了曹植自己說過的那句

話：「言出為論，下筆成章。」

由於曹植有這樣的天賦條

件，再加上父親的嚴格要求和自

己的勤奮努力，所以他留下了

二百餘篇詩賦和文章。曹植的

〈洛神賦〉和〈贈白馬王彪〉等詩

賦，都是千古傳誦的名篇。

【釋義】

這個成語的意思是往手上

吐唾沫，很容易。比喻極容易

得到。近義：易如反掌、輕而

易舉；反義：困難重重、大海

撈針。

【出處】

這個成語出自《新唐書 · 褚
遂良傳》。

唐朝初年，高麗發生內亂，

告急求救，太宗想親自掛帥，率

兵進攻高麗，但群臣都勸皇帝不

要親征。褚遂良勸太宗：「出征

萬一不勝，勢必再興兵；再興

兵，則士兵怨恨；隊伍情緒不

穩，則勝敗難料了。」

太宗猶豫不決，褚遂良又上

疏：「請讓我用身體來作個比方：

京城，相當於人的心腹；四方邊

境，相當於人的手足。只要派遣

一、二名驍將，帶領精銳士兵十

萬人，唾手可取。過去候君集、

李靖都是平常人，尚且能戰勝高

昌、突厥。從前跟隨陛下打天下

的勇士武臣，雄風猶在，浩氣尚

存，只要陛下發出命令，隨時可

以出發。」  
太宗銳意蕩平遼東，不理會

諸遂良的勸諫。他說：「我知道

這個道理，去本而就末，捨高而

取下，放近而赴遠，三者都不

妥。討伐高麗正是這樣，那裡的

人正引頸待救，這正是高麗的滅

亡之時。」  
於是唐太宗決定親自率領

三軍征討，很快平息了高麗的

內亂。

文 |羅忍

下筆成章成 語 故 事 唾手可取
文 |程實

童 話 樂 園太陽世界
本文圖片：ADOBE STOCK文｜梅朵朵

唐
太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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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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NIQ旗下首款量產車型

圖片來源：Hyundai

【看中國訊】近日，現代汽

車 IONIQ 5 全 球 線 上 首 秀，

作為現代汽車電動汽車專屬品

牌 IONIQ 旗下首款量產車型，

IONIQ 5 重新定義了環保電動

出行生活方式。

據現代汽車稱，IONIQ 5
基於現代汽車集團電動汽車專用

平 臺 E-GMP（Electric-Global 
Modular Platform，電動化全球

模塊化平臺）打造，擁有眾多

獨有優勢，比如因更長軸距而擁

有的獨特車身比例、多處採用環

保材料的創新內飾設計、強勁超

高速充電功能與車載對外供電功

能（V2L）、先進的互聯科技與

自動駕駛輔助功能帶來的極致車

內體驗與安全性能等。

IONIQ 5 的前沿設計突破

了現有汽車設計規則，IONIQ 5
的設計喚起人們對現代汽車首款

量產車型「Pony」大膽風格的美

好記憶。

這是現代汽車首款採用蚌殼

式動力艙蓋的車型，車身覆蓋件

更為緊密，達到最佳的空氣動力

學效果。對於空氣動力學性能

的優化不止於此，IONIQ 5 的

車身側面採用隱藏式自動門把

手，在前保險槓的底部更是裝備

了智能主動進氣格柵（AAF，

Active Air Flap），使車輛在行

駛過程中氣流變得更加平順以減

少空氣阻力，有助於延長續航里

程並看起來更加動感。

醒目的V型前保險槓，巧妙

嵌入特色日間行車燈（DRL），
成為 IONIQ 5 獨具標識的前燈

特徵。IONIQ 5 的視覺特性還在

於 3,000mm 超長軸距，這是對

「Pony」設計 DNA 跨越時空的

靈感借鑒和血脈賡續。

車載對外供電功能（V2L）

輸出功率高達 3.6kW，可為大

功率電器設備充電，例如電動自

行車、滑板車或野營設備等，這

將大大吸引戶外運動人士的眼

球。該車單次充電最大續航里程

可達到 600km。當使用 350kW
充電樁進行充電時，IONIQ 5
從 30% 電 量 充 至 80% 只 需

14 分鐘，充電 5 分鐘就能增加

100km 的續航里程。

現代汽車稱，該車 2021 年

上半年開始在部分地區上市。

冬季怎樣保持冬季怎樣保持  
汽車蓄電池健康工作汽車蓄電池健康工作
【看中國訊】許多司機的經驗

表明，汽車蓄電池往往在最不應

該的時間和地點發生故障。特別

在大風雪的嚴寒天氣，往往因為

過度用電（照明、加熱車窗、

開風扇和雨刷等），以及頻繁啟

動，蓄電池的性能下降、電能過

早耗盡，很容易造成啟動不了的

問題，而這種悲劇是可以避免

的。

蓄電池也需要保養

許多司機不知道蓄電池也需

要保養。一般蓄電池的壽命大約

在 6 年左右，使用不當或缺乏

保養都會縮短蓄電池的壽命。蓄

電池的保養很簡單，無需到車行

做，只要自己經常檢查一下電

極，發現有白色粉狀固體氧化物

圍繞電極時，及時除去就可。方

法是，把導線取下，把電極用細

砂紙打磨光亮，再把導線（也要

刮去氧化物）重新固定就可以

了，如能在固定好之後再抹些凡

士林油脂則能防止過早氧化。

蓄電池怕冷

在低溫下，蓄電池的充放電

性能會大打折扣。冬季車輛能停

放室內最好。如果你車的蓄電池

不帶有原廠保溫套，又和其它部

件有一定間隔，可以考慮買一個

蓄電池保溫毯給蓄電池保溫。通

常車輛過夜溫度低於零下 20 度

的時候，就應提前數小時插上電

源預熱加熱塊。

4年以上蓄電池要做測試
4 年以上或運行條件不良的

蓄電池要經常做測試，以便提前

採取措施。眼下還能用，但測試

不合格的蓄電池應儘早更換，不

要等出了問題再後悔，特別在冬

季。到你購買蓄電池的車行問

問，有時車行願意免費為你測

試。更換汽車蓄電池可能是最便

宜的維修，自己做也不難，有一

把螺絲刀和扳手就能搞定。

避免短距離和低速運行

汽車長期做短距離和低速運

行，因為啟動頻繁，充電不足，

蓄電池長期處於入不敷出的工作

狀態，即使是新蓄電池也經不住

這樣折騰，很快就會死掉，起碼

壽命縮短。這種情況在冬季就更

嚴重，因為冬季蓄電池的消耗更

多。因此，冬季駕車要特別注意

節約用電，風扇應盡量開到低

檔，車窗掛的霜除盡了就應立即

關掉加熱器；在擁堵的道路上，

如果是手動檔的就換到低檔運

行，這樣就可加大油門，提高發

動機的轉速。

全球首秀 2021年上半年上市
IONIQ 5

以店内實物為準，價格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可供選擇可供選擇
終身免費換油 發動機、變速箱終身保修

4 年 /6.4 萬公里免費保養 0% 貸款利率

1 2
3 4

2021 Prius Prime Standard Package

加稅

節
省 （含 $2,500 政府補貼）

$32,999$32,999
$3,216$3,216

$36,215

Stock: 181212Stock: 181212

$15.03/ 天 , 84 月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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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Corolla L

加稅$22,499$22,499$23,535
節
省$1,036$1,036$9.95/ 天 , 84 月

3.49%

Stock: 181180

Sales Manager
Leo Mei

(403) 612-3976

Product Advisor
Jay Jiang

(403) 816-4976

Product Advisor
Danning Wang
(403) 479-9762

Product Advisor
Bin Wu

(403) 966-9088

Finance Manager
Ken Huang

(403) 243-8000

Director of Finance
Elaine Zhu

(403) 243-8000

Director of Sales
Peter Chen

(403) 667-3588

Public Relations Mgr
Doris Sun

(403) 243-8000

2021 2021 Corolla Hatch Special Edition

加稅

節
省

$30,499$30,499
$2,666

$33,165

Stock: 180856Stock: 180856

$13.71/ 天 , 84 月
3.99%

 2021 Highlander Hybrid XLE AWD 2021 Highlander Hybrid XLE AWD

加稅$53,999$53,999$56,298
節
省$2,299$2,299

Stock: 181545

$24.59/ 天 , 84 月
4.39%

Stock: 181545

加稅$35,399$35,399$38,390
$2,991$2,991

Stock: 181094
2021 RAV4 XLE AWD

節
省

$16.13/ 天 , 84 月
4.39%4.39%

Stock: 180869
2020 Venza Hybrid LE SUV

加稅$39,499$39,499$42,179
$2,680$2,680節

省
$17.99/ 天 , 84 月

4.39%

加稅$46,499$46,499$48,961
$2,462$2,462

Stock: 181207
2021 Highlander XLE AWD

節
省

$21.18/ 天 , 84 月
4.39%

Stock: 180617
2021 Corolla SE Upgrade Package

加稅

節
省

$27,999$27,999
$2,613$2,613

$30,612
$12.38/ 天 , 84 月

3.49%

Stock: 180617
2021 Corolla SE Upgrade Package2021 Corolla SE Upgrade Package2021 Corolla SE Upgrade Package

新年大清貨

$16.85/ 天 , 84 月
4.39%

2021 Prius Technology Advanced AW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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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Prius Technology Advanced AWD-E2021 Prius Technology Advanced AWD-E
Stock: 180852

1
33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新年大清貨

Product Advisor
Angel Chan

(403) 630-5122

https://www.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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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說有多少國軍士兵捐

軀沙場，單說當年國軍高級將

領就有 200 多人陣亡。與之相

反的是，中共甚少有高級將領

獻身沙場。

在殉職的 200 多名高級將

領中，有 8 人被追封為上將，

他們是佟麟閣、趙登禹、郝

夢齡、饒國華、王銘章、張自

忠、唐淮源和李家鈺。面對著

保家衛國的重任，他們和其他

國軍將領那為民族大義慷慨赴

死的精神，至今仍輝耀在中華

大地上。

佟麟閣 趙登禹 郝夢齡
佟麟閣是抗戰爆發後捐軀

的第一位高級將領。在日軍

1937 年 7 月進攻北平時，駐

守北平的正是中將副軍長兼軍

官教導團團長佟麟閣所轄的第

二十九軍。早在日軍入侵前，

他就對手下士兵常說：「中央

如下令抗日，麟閣若不身先士

卒，君等可執往天安門前，挖

我兩眼，割我兩耳。」

當日軍開始攻擊北平時，

正逢佟麟閣的父親病重，家人

多次催促他回北平城內寓所探

視，但他認為戰事瞬息萬變，

不能離開部隊，是以寫信告之

家人：「大敵當前，此移孝作忠

之時，我不能親奉湯藥，請代

為之。」不久，在與日軍的交戰

中，佟麟閣腿部和頭部先後中

彈，壯烈犧牲，時年 45 歲。

與佟麟閣同一天殉國的還

有第二十九軍一三二師中將師

長趙登禹。面對日軍的猛烈進

故決與城共存亡，上報國家培

養之恩與各級長官愛護之意。

今後深望我部官兵奮勇殺敵，

驅寇出境，還我國魂，完成我

未竟之志。」

1937 年 12 月至次年 3 月，

國軍軍隊與日軍在山東鄒縣、

兗州等地展開激戰。扼守滕縣

的為四十一軍一二二師中將師

長王銘章。面對敵我力量懸殊

的嚴峻形勢，王銘章抱定以死

報國之決心，他對部下們說：

「我們身為軍人，犧牲原為天

職，現在只有犧牲一切完成任

務，雖不剩一兵一卒，亦無怨

尤。」

1938 年 3 月 16 日，面對

日軍的狂轟濫炸，王銘章率守

軍三次擊退其進攻，並在日軍

攻入後與其展開了巷戰和近距

離殊死搏鬥，戰鬥場面異常慘

烈，有的連拚得只剩 10 餘人，

有的連官兵全部陣亡，而王銘

章也中彈殉國。

可以說，滕縣守衛戰使日

軍第十師團遭受重創，為徐州

一帶中國軍隊的集結贏得了時

間，為此後的臺兒莊大捷創造

了有利條件。徐州會戰最高指

揮官、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

仁後來曾高度評價說：「若無滕

縣之苦守，焉有臺兒莊大捷？

臺兒莊之戰果，實滕縣先烈所

造成也！」

攻，趙登禹率部頑強抵抗。當

他受傷後傳令兵要將其揹下戰

場時，他卻如此說道：

「不要管我，軍人戰死沙場

原是本分，沒有甚麼值得悲傷

的。北平城裡還有我的老母，

告訴她老人家，自古忠孝不能

兩全，她的兒子為國死了，也

對得起祖宗！」說罷繼續指揮部

隊。後在突圍過程中，他再次

被日軍機槍射中胸部，當即殉

國，時年 39 歲。

日軍攻占北平後，繼續南

下。國軍與日軍在忻口展開了

一次會戰。國軍陸軍中將郝夢

齡出任中央兵團總指揮，節制

第九、十九、二十一、三十五

共四個軍，在忻口正面主陣地

阻擊日軍。在開赴戰場前，郝

夢齡路經武漢，回家與家人話

別。臨別時，他給兒女們留下

了遺囑，遺囑中寫道：

「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犧

牲，萬一陣亡，你們要聽母親

的教調，孝順汝祖母老大人。

至於你等上學，我個人是沒有

錢，將來國家戰勝，你等可進

遺族學校。留予慧英、慧蘭、

蔭楠、蔭槐、蔭森五兒云。」

在 10 月 10 日 決 戰 前，

郝夢齡又給妻子寫下了一份遺

囑，內中有這樣的字句：「抱定

犧牲決心，不能成功即成仁。」

在決戰中，郝夢齡身先士

卒，率領官兵與日軍展開了血

戰。後在同第五十四師師長劉

家麒前往某前沿陣地指揮作戰

時，雙雙中彈身亡。郝夢齡時

年 39 歲。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句

話：「西戰場上三英雄，精忠報

國郝劉鄭。」（「鄭」指鄭廷珍，

時任獨立第五旅長，同一天在

南懷化高地中彈犧牲）而郝夢

齡是此次戰役中，殉國的最高

級別將領。

饒國華 王銘章
不久，歷時三個月的淞滬

大戰也有了結果，日軍攻陷上

海，首都南京陷入危急狀態。

隸屬第二十三集團軍的陸軍第

二十一軍第一四五師在中將師

長饒國華的率領下，奉命在安

徽軍事要衝廣德佈防，牽制日

軍。面對優勢敵軍，饒國華率

部堅守城池，奮力拚殺，經過

三晝夜激戰，予敵大量殺傷，

國軍傷亡也十分慘重。

正在雙方戰爭呈膠著狀態

之際，所部團長劉儒齋違背軍

令，擅自後撤，最終導致廣德

失守，饒國華率餘部僅一營兵

力被迫退守宣城縣十字鋪。

饒國華認為對廣德失守自

己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他遂寫

下遺書，舉槍自盡，時年 43
歲。遺書中這樣寫道：「廣德地

處要衝，余不忍視陷於敵手，

張自忠

而在國軍殉國的高級將領

中，以第五十九軍軍長張自忠

的殉國影響最為深遠。蔣介石

曾在其殉國後如此表達自己的

心情：「今強敵未夷，大將先

殞，摧我心膂，喪我股肱，豈

惟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 300
萬將士同胞之所同聲痛哭者

也。」

在 1938 年 3 月的臨沂戰役

中，五十九軍與號稱「鐵軍」的

日軍阪垣師團鏖戰 7 晝夜，日

軍傷亡 3 千餘人，阪垣羞於敗

績，幾欲自殺，五十九軍也付

出了巨大犧牲。

在隨後的徐州突圍、潢川

會戰、武漢突圍、長壽店戰

役、隨棗戰役、襄樊會戰等戰

役中，張自忠率部屢克勁敵，

捷報頻傳，多次受到國民政府

通令嘉獎，張部被稱為「最優

部隊」，其防區被譽為「模範戰

場」，張自忠本人也成為日軍聞

名生畏的抗日名將。

由於戰功卓著，張自忠於

1938 年 10 月升任第三十三集

團軍總司令，同年 11 月起被

第五戰區任命為右翼兵團總司

令，指揮第二十九、三十三兩

個集團軍和一批雜牌軍約 20 萬

兵力作戰，成為一方統帥。

在 1940 年 5 月初，在湖北

宜城縣東渡襄河阻擊日軍時，

張自忠部陷入日軍重圍，但他

率領全體官兵戰鬥到了最後一

人，給予敵軍以極大的殺傷。

張自忠身中數彈壯烈殉國。

唐淮源 李家鈺
在 1941 年 5 月的中條山

戰役中，擔任西正面陣地防禦

的是中將軍長唐淮源率領的

第三軍。戰鬥異常激烈，陣

地幾易其手，但終因後援不

繼，第三軍被迫突圍。唐淮

源親率一個團突圍，但遭遇 
日軍層層堵截，被困於夏縣東

部的懸山一帶。眼見傷亡慘

重，彈盡糧絕，唐淮源自盡殉

國，實踐了自己不成功即成仁

的誓言。

1944 年 4 月，日軍糾集 4
個師團和 5 個旅團約 15 萬兵

力，發起豫中戰役，企圖通過

南北夾攻，打通平漢路，占領

洛陽及平漢路以西廣大地區。

時任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的

李家鈺主動承擔後衛任務，掩

護大部隊轉移。在與日軍的交

戰中，身中數彈殉國。他是抗

戰期間繼張自忠之後殉國的第

二位集團軍總司令級別的高級

將領。

無疑，筆墨是無法寫盡這些

將軍們以及沒有在本篇展現的國

軍以身殉國的將軍們的壯烈，但

他們那秉承軍人天職、誓死保衛 
家國的光芒已永駐歷史。（待

續）

歷史事實告訴我

們，在抵禦外侮的抗日

戰爭中起到中流砥柱作

用的不是中共，而是蔣

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

軍。在八年抗戰中，當

中共的將領們或安於陝

北，或小打小鬧的所謂

「抗戰」實則擴大自己

地盤時，國軍將領們卻

身先士卒，與實力裝備

遠遠強於自己的日軍面

對面打起了一個個大

仗、硬仗。

◎文：林輝

盧溝橋圖片：網絡圖片；其他圖片:公有領域

上

八位國軍將軍殉職
共軍十大元帥悠閒

饒
國
華

郝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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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登
禹

佟
麟
閣

1937年 7月堅守在盧溝橋上的國軍，正是佟麟閣所轄的第二十九軍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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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食材的屬性 
才能烹製出食物的本味

春天的飲食，應該養肝。肝主目，養

目用綠色，就是要多吃青菜。所以春季多

吃青菜可以去火，目的是要把冬天所吃的

大魚大肉消化下去，在這個季節要多吃芽

菜和植物纖維類食物，以利於促進新陳代

謝。從口味上講，春多酸。這個酸不是酸

鹼 PH 值的那個酸，而是口味上的酸，是

指菜的屬性。

曲運強說過：「大菜必淡，大味必

真，順天時順自然。」這個烹調原則是老

百姓總結出來的經驗。過辣、過鹹都不是

美味，美食就是要吃出食物的本味。例如

清蒸魚和海鮮時，食材本身就有那種清鮮

的味道，適當的掌握火候，適當的使用一

點兒調料就能把本味烹製出來。鹽有滲透

力，可以促進食材的本味，加入調料的時

候，要講究順序。

北方人包餃子調餡也要講究順序，加

進薑、醬油、蔥、鹽時要充分考慮食物的

屬性。春韭菜好吃，但是夏天的韭菜味道

就欠佳。廚師只有充分瞭解食材的屬性和

特性，才能讓口感和質感達到美味的要

求。美味是一個結果，在烹製的過程中，

廚師對食材的瞭解，烹製時的心態以及刀

功、火候的基本功都非常重要。在宴會

上，甜菜都是放在最後，因為如果先上甜

◎ 文 :雲中君

真正的美味就在我們的身邊，在四季生產的食材中；美味無需追求，清

心寡慾、知足常樂，反而能吃到食物的真味。

菜，後續菜餚就無法吃出真味。

傳統中國菜都不提倡使用味精。但是

味精本身無害，那是日本人從海帶中提煉

出來的一種物質。但是現在有一些廚師如

果沒有味精就不能做菜了，他給客人呈現

的就只是味精的味道，而不是食物的本

味，這樣就違反了「無味使其入，有味使

其出」的烹調原則。其實骨頭湯、雞湯都

可以用來提鮮，不使用味精也能吊出青菜

的本味。豆腐本身沒有味道，怎樣彌補它

的不足？燕窩、熊掌都有腥臊的味道，怎

樣才能去除它的異味？這時就需要鮮湯來

調味，因此好廚師都懂得怎樣用湯。湯的

調味非常有效，因此並不一定要使用味精

去消除異味。

葷素搭配 美味不可多食
冬天吃羊肉可以禦寒，但是其他季節

就不適宜多吃。過熱的食物傷胃，過冷的

食物傷肺。天氣越熱越不適宜吃過冷的食

物如冰淇淋等，那不能解暑，而溫度適中

的綠豆湯才是解暑的最佳食物。有些菜餚

講究葷素搭配，很相配的食材有：牛肉與

芹菜、豬肉和白菜、豬肉炒竹筍等。

從古至今，有許多優秀的廚師會做菜

卻沒有著書立說。因此，有很多美食的記

載都是文人寫出來的。江南地區有許多文

人名士，他們既是文人也是大美食家，淮

揚菜的文化底蘊也就比較深厚。北宋大文

豪蘇東坡說過：「無竹令人俗，無肉令人

瘦。不俗又不瘦，餐餐筍炒肉。」由此可

見，豬肉與竹筍是佳配，而且與時令也很

有關係。

美味不可多食。曲運強曾對筆者說，

臺灣至今還有豬油拌飯，在臺灣的那些保

留了樸素民俗的地方，有些小餐館的招牌

就是「豬油拌飯」。那種食物很香，但是

不能多吃。燒鵝等美食是發性的東西，吃

多了對人的身體不好。海參的腸子也是發

物，鴨子則是寒性的食物，所以用烤製的

方法去除寒氣。烹製螃蟹時要用薑，也是

考慮了食材的屬性。中國的飲食文化講究

天人合一，人與自然、人與環境是互相對

應的，任何違背自然規律的行為都將會有

不好的結果。對於感冒發燒的人來說，大

米粥就是最好的食物，稠稠的米湯對人的

職務
全世界中國菜廚技大賽
評委會主席

簡介

原為國家特級魯菜烹調
師，深諳中國菜的傳統內
涵，不只是擅長傳統的魯
菜，曲運強對中國各大菜
系的瞭解造詣亦高。

曲運強

大菜必淡 大味必真
整版圖片：AODBE STOCK

身體很有營養。

因地制宜 不同地區用不同的食材
甲魚可以補元氣，虛弱的人可以吃。

但是經常吃就不妥，因為健康的人不需要

進補。北方人講究清湯和奶湯，廣東人講

究煲湯。那都是環境和地理位置所造成

的。中國南方天氣很熱，人們沒有食慾，

所以需要原湯化原食，以便恢復人的體

力。東北地區天氣寒冷，因此需要多吃大

魚大肉。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同的朝代有

不同的飲食文化，不同的地區就有不同的

風味。羊肉泡饃就是伊斯蘭教的人帶到西

安去的，因此，食物中包含了許多文化的

因素。北方人的風格就是粗曠和大方，南

方則講究細緻與精緻，東北地區的飲食則

是大盤大碗，山東是孔孟之鄉，很講究飲

食的禮數，其文化內涵非常深厚。這些不

同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不同的菜系。

下

清
蒸
螃
蟹
配
薑
絲

煲
湯

青
菜
香
菇
湯
麵

竹
筍
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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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烤甜點2款
◎ 文 :安智怡

不必使用烤箱，不需要具備控制

烤箱時間和溫度的經驗，即使第

一次做也會成功。 食
材
餡料：奶油起司 200g、細砂糖
50g、吉利丁片 6g、動物性鮮奶油
70g、鮮奶 30g、原味優格 130g。
蛋糕底：消化餅乾 100g、無鹽奶油
30g。

消化餅壓碎；奶油軟化後與餅乾拌
勻，倒入模具壓實。

吉利丁放冰水中浸泡至軟；牛奶
煮滾，放吉利丁，攪拌均勻放涼備

用。鮮奶油加糖 10g打發，送冷藏；
奶油起司軟化後加砂糖、吉利丁，慢

慢拌勻。混和鮮奶油、奶油起司、無

糖優格，拌勻入模具，冷藏 3小時。

作
法

生 起 司 蛋 糕

這是一款簡單又好吃的甜點，甜

度與口味可喜好自行拿捏，蛋糕切面

與表面的裝飾，正可以發揮巧思，一

展創意。

食
材
鹽漬櫻花、熱水一碗。

果凍液材料：開水 1000g、白砂糖
60g、蒟蒻凍粉 20g、紅色食用色
素 1滴 （微微粉紅即可）。

鹽漬櫻花先用熱水泡開，多換幾
次水，去除鹽分備用 （在高溫加熱
不宜太久，會退色變黃）。

果凍液材料一起拌勻煮滾，放涼。
將果凍液舀入果凍模，裝 8分滿
後將泡開的櫻花放入，將櫻花瓣撥

開，讓櫻花呈現完整花姿。

把櫻花果凍放入冰箱冷藏，凝
固即可分切食用。

作
法

櫻 花 凍

春天是櫻花的季節，櫻花系甜點

最應景；鹽漬櫻花可應用在許多簡單

的甜點，不妨挑選自己喜歡的甜點類

別做做看。

甜點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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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9am-7pm    週日：10am-6pm    節假日：9am-6pm

本週特價
2021年 3 月 11日 ∼ 3 月 17 日

捲心菜

Anjou Pears 安茹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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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量大量

免費停車位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10lb Red Potatoes 紅皮土豆 Green Cabbage18oz Blueberries 藍莓Peaches/White Nectarines/Plums 桃 /油桃 /李子

Navel OrangesBunch Spinach 菠菜

平價 新鮮

臍橙 Cilantro 香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free and get free 
3lb yellow onion.3lb yellow onion.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3 磅黃洋蔥。

$08888
lb

$34848
ea

$0989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009898 2$ 09898
ea

$12828 lb

10lb Red Potat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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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hes/White Nectarines/Plums 桃 /油桃 /李子Peaches/White Nectarines/PlumsPeaches/White Nectarines/PlumsPeaches/White Nectarines/Plums

$

$16868
lb

$ 29898
ea

18 盎司
10 磅裝

文章選自《看中國會員專刊》。欲了解更

多精彩內容，歡迎加入看中國榮譽會員，

每月將獲贈兩期《看中國會員專刊》。

看中國榮譽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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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許多人在生活中的笑

容並不多。過去曾有研究發現，

健康的孩子每天可能笑了近 400
次，而成年人卻只笑了 15 次。

「強顏歡笑」 
也能帶來正面影響

大概沒有人會喜歡勉強自

己「假笑」，儘管強顏歡笑並非

發自內心的，不過根據發表在

《實驗心理學》（Experimental 
Psychology）雜誌上的一項最

新研究指出，強行模仿微笑的方

式，使臉部肌肉呈現微笑的狀態

時，臉部肌肉會欺騙大腦，刺激

杏仁核釋放神經化學遞質，從而

使情緒與思想轉為更加正向積

極。

主 導 研 究 的 Fernando 
Marmolejo-Ramos 博士表示，

研究發現，微笑的表情不僅使研

究參與者出現正向的心理變化，

也使他們以更積極的方式看待世

界。

然而假裝微笑有甚麼壞處

嗎？醫學博士 Alex Dimitriu 認

為，微笑之後最終會產生正面的

效果，最糟的結果大概就是沒有

 笑的八大益處
「強顏歡笑」也有效

效果而已，並沒有太多的缺點。

微笑的益處

微笑是人們對愉快的感受所

帶來的自然反應，儘管如此，多

數人卻忽略了笑容也是可以自己

選擇主動表達出來的，不一定要

等著有樂事發生才展現笑容。

❶笑一笑更年輕

任誰都不喜歡愁眉苦臉的表

情，或是怒髮衝冠的人，但微笑

卻是充滿吸引力的表情，使臉部

下垂的肉向上抬起，讓人看起來

更加年輕，顯得富有自信，可以

拉近彼此的距離，吸引人們靠

近。想讓自己看起來年輕嗎？嘗

試多微笑吧！不只可以看起來更

年輕，心情也會跟著愉悅起來。

❷笑一笑減輕壓力

壓力充滿在我們的生活中，

有時也會在我們的表情上出現蹤

跡。微笑不僅消除疲倦，也能夠

減輕壓力。研究發現，微笑可

以降低皮質醇（一種壓力激素）

和腎上腺素，並刺激腦內啡分

泌，誘發愉快與放鬆的激素，看

喜劇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

❸笑一笑解憂鬱 
情緒低落時，試著微笑吧！

誠如最新研究提到的，哪怕只是

做出微笑的表情，也會促使大腦

釋放出抗鬱相關的神經遞質，使

人感到心情愉悅。另外，微笑的

表情也具有「傳染性」，不僅讓

自己感到快樂，也會感染周圍人

的情緒，促使人們跟著微笑。

百事從心起，一笑解千愁，

即使是擠出來的笑容，它仍然會

無數研究證實，微

笑可提升免疫力、緩解

疼痛、降血壓和抗憂鬱

等等，而且不論是發自

內心的微笑，或是「強

顏歡笑」，都會對健康

帶來正向的影響。

向大腦乃至我們身體各處傳送出

「生活是美好的」的信息。

❹笑一笑改善疼痛

研 究 顯 示， 微 笑 會 使

人 體 釋 放 天 然 止 痛 藥 腦 內

啡（endorphin） 和 血 清 素

（serotonin），這些神經遞質不

只能夠改善情緒，還可以使身體

肌肉放鬆，減輕身體疼痛。這種

不花錢的天然止痛藥，用微笑就

可換來它。

❺笑一笑降血壓

想要心血管健康，只有微笑

是不夠的，當您開懷大笑時，血

壓會明顯降低，並讓人體血液流

動更加順暢。日本大阪大學的研

究發現，受測者練習愛笑瑜伽 3
個月後，總體血壓下降了 5 毫

米汞柱，研究人員進一步檢測，

發現原來是受測者體內會讓壓力

升高的血中「可體松」濃度下降

了。印度的一項研究也同樣發

現，參加了 7 堂的愛笑瑜伽的

受測者，血壓降幅明顯，血壓下

降了 7.46 毫米汞柱。

不妨大家在家裏測量試試。

❻笑一笑降血糖

日本學者研究發現，一群

60 歲以上參與愛笑運動的群

組，經過每週一次，每次 120
分鐘的愛笑聚會，在完成 3 個

月的計畫後，追蹤發現其糖化血

色素（HbA1c）顯著降低。糖

化血色素可反映出抽血前 3 ～ 4
個月內血糖控制的情形。

另外有研究顯示，第二型糖

尿病患大笑後可抑制飯後 2 小

時的血糖升高水準，且降低了血

液中的腎上腺素。腎上腺素會使

血糖值升高，與糖尿病併發症的

發作有關。

❼笑一笑增強免疫力

當您微笑時，由於某些神經

遞質的釋放，人體的免疫球蛋白

的濃度會隨之增加，另外免疫系

統的淋巴細胞（T 細胞、B 細胞

和 NK 細胞）會增加並活化，

有助於免疫系統更有效地發揮作

用，幫助人體對抗病毒和預防感

染。

面對各種傳染性的疾病，記

得微笑也是個很好的預防方法。

❽笑一笑延年益壽

根 據《身 心 醫 學 期 刊》

（Psychosomatic Medicine） 的

一項研究發現，幽默感高的患者

活得比較久。微笑和幽默常常被

認為是相近的表現，但研究發

現，即使沒有幽默感，單純的展

現笑容，也可以使人體產生化學

變化。

微笑吧！或許這麼做無法解

決所有的問題，或許沒來由的微

笑會讓人覺得好像有點傻，但微

笑對健康有許多好處，大腦也會

感謝您那揚起的嘴角所帶來的變

化。

◎  文：張芮芮
養生
之道

有效期
3月 12 日～ 18 日

大廚牌越南魚露 好運牌菜籽油 中原牌 G7 三合一速溶咖啡

墨西哥產羅白菜苗

海燕牌細沙河粉

加州臍橙

墨西哥產大芋頭

三小姐牌越南米紙

墨西哥產泰蕉

墨西哥產中式茄子

李錦記海鮮醬

中國產沙糖桔

中國紫薯

八角牌純正麻油

秘魯大青提

中國產台灣高麗菜

雙魚牌清水鵪鶉蛋罐頭

中國富士蘋果

加州產去莖百加利

薩吉穀果汁飲品多款口味

墨西哥產芥蘭

好運精選泰國茉莉香米

媽媽牌方便面多款口味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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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y 廣告待嵌入

新鮮龍崗雞

好運叉燒

海燕牌鰤魚

新鮮帶皮梅頭肉

新鮮豬扒

好運香蕉麵包

幸福比內連頭帶殼黑虎蝦

新鮮帶骨牛腱

幸福比內牌原條竹夾魚

海燕牌黑鳳魚

Nipissing 清真大鵪鶉

新鮮整條小背脊牛排

幸福比內除刺腌製虱目魚

好運牌去皮木薯段

新鮮雞大腿

幸福比內牌金帶花鯖

越金牌有頭白蝦

海燕牌日本番薯 ( 熟）

新鮮小雞腿

第一家春捲皮 8.5 寸 20 片裝

海燕牌去頭黃鯰魚

菲律賓冰淇淋多款口味

清真牛眼肉扒

網上下單 來店取貨
僅限
Sunridge
門店！

網上下單 送貨上門
（速食以及雜貨）

僅限
Sunridge
門店！

◎ 文：Judy Huang

孕期分為三個階段，在剛懷

孕前三個月的階段，胚胎仍屬於

不穩定狀態，不宜使用精油。

特別是有些精油有很好的通

經活絡的功能，還會引起子宮收

縮，如：薰衣草精油、絲柏精

油、玫瑰精油、洋甘菊精油、月

桂精油等，都有此功能，懷孕初

期禁止使用，以免引起流產。

選擇精油時，最好挑選純精

油。市場上有些精油添加了化學

油劑，這種就不適合孕婦使用。

精油純不純可以用衛生紙來

做簡單的測試。將精油滴在衛生

紙上，純精油乾了之後油漬不會

很明顯，還會留下淡淡的清香；

不純的精油則可以肉眼看出明顯

的油漬。

由於純精油的濃度很高，通

常需要稀釋後，才能使用。

懷孕前期

在懷孕的頭三個月裡，需要

留意使用的方法。如果只是薰

蒸，那麼精油的小分子會隨著呼

吸而進入肺臟。極少量的精油分

子就會隨著肺泡中的氣體交換進

入身體循環。不過，那是非常微

量的精油分子，一般不具有決定

性的作用，比較安全。

孕吐

早上將燒開的熱水倒入 2
滴柑橘精油，放置在床頭櫃。由

於婦女懷孕後嗅覺與味覺都會特

別敏感，孕婦藉由鼻子吸入可以

有效吸收，減緩頭痛與噁心感。

也可使用檸檬精油或薑精油

來取代柑橘精油。

特別注意的是薄荷家族中有

一種叫歐薄荷，比綠薄荷氣味更

為強烈與辛辣，對孕婦較為刺

激，並不推薦使用。

改善睡眠質量

使用溫和的木質類精油能幫

助夜晚入睡，如檀香或是杉木，

滴 2 滴精油在精油擴香機中，

讓精油分子懸浮在空氣裡，幫助

孕婦吸入，有效舒緩孕婦緊張並

能減輕壓力，讓心情平靜。

薰香機建議以電動的為主，

現在都有裝設自動斷電的安全功

能。不建議使用燭臺式的薰香

臺，燃燒的蠟燭煙霧容易影響到

孕婦。

懷孕中期

下半身水腫

當到了懷孕中期，下肢水腫

的狀況會常常發生，可以使用檸

檬、甜橙或是葡萄柚精油。葡萄

柚精油改善水腫的效果最佳。

滴 3 滴純精油在足浴盆裡。

溫度建議在 32 度至 35 度，時

間以 15 分鐘為主。

懷孕後期

幫助產程順利

到懷孕後期，就是在生產

前，精油的選擇就比較多了。此

時，有通經效果，且會引起宮縮

的薰衣草、茉莉、伊蘭等精油，

其芳香的氣味不但可以調適產婦

的心情，還可以幫助子宮收縮，

加速產程。可將稀釋過的精油塗

在產婦的尾骶骨。

生產前所產生的陣痛也可藉

由手帕吸入法來幫助緩解，有助

於產程的順利。

準備的動作很簡單，在進產

房前，將乾淨的棉質手帕滴上 2
滴薰衣草、1 滴茉莉、1 滴薄荷

經油，當每次陣痛來時，請孕婦

用力吸一下手帕香氛，能緩解一

陣陣襲來的疼痛。

幫助產後憂鬱

剛生產完，產婦身體亟待恢

復，除了面對新生兒的哭鬧，還

有自己心態的建立，產婦常常會

感到疲憊不堪。可以藉由芳香療

法來療癒疲憊的身心。

橙花能夠幫助平靜心靈、提

振情緒；薰衣草、快樂鼠尾草、

羅馬洋甘菊精油能幫助放鬆舒緩

情緒，可將之稀釋成按摩油。

建議使用 50 毫升的琉璃苣

油加入 5 滴橙花、5 滴洋甘菊、

3 滴薰衣草當作按摩精油，每天

睡前從肋骨往下按摩至臀部，及

身體兩側腹部。

芳香精油 
緩解孕期不適

懷孕是一件令人喜悅的事。但對一些孕婦來說，隨之

而來的是腰酸背痛、孕吐、水腫、頻尿等等問題。除

了運動之外，還有甚麼方式能減輕孕婦的不適感呢?
近些年來流行的芳香療法，也可以幫助孕婦緩解因妊

娠帶來的不適。但不是每個孕婦都可以使用的，特別

是有些特殊體質的孕婦，必須先詢問婦產科醫師及芳

香療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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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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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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最近，

11 名來自美國的醫生，給醫學期刊《新英

格蘭醫學雜誌》聯名寫信，報告了至少有

12 名患者，在接種完 Moderna 疫苗後，

出現了觸目驚心紅疹。這些斑塊最初在手

臂接種處出現，看上去像皮膚炎症和皮

疹，有的會腫漲起來，感覺疼痛、搔癢、

硬結。有人的斑塊甚至發紫，發黑。還有

人的紅疹蔓延到了胳膊肘等其他地方。

華男接種疫苗後紅斑全身

據加西週末報導，一名加拿大華人男

子，在接種疫苗後，經歷了更為激烈的紅

斑副作用。

該名華人男子表示，近日，他注射完

第一針 Moderna 疫苗的第 7 天，後腰部

位突然冒出了一粒一粒的小紅包，開始只

是覺得有點痒，但很快，這些紅包就逐

步擴散到了四肢，腿上，簡直是「遍地開

花」。「就像打地鼠一樣，今天這裡痒，

明天就換到了別的地方。」

一週後，華男終忍不住求醫，但血液

檢查情況一切正常。醫生表示「只能靠自

己的免疫系統慢慢扛了」。

華男只好又自己扛了一週，紅斑依

舊。他又看了過敏反應診所，醫生說是「疫

苗副作用」，給他開了 2 週的抗過敏藥。

在提前服用了抗過敏藥以及醫生的鼓

勵下，華男戰戰兢兢地注射了第二劑疫

苗。華男表示，紅斑一個月左右才開始

好轉。

加州女子接種疫苗後紅斑侵襲

美國加州女子 Amelia Brown，在注

射 Moderna 疫苗後，也遭遇紅斑侵襲。

Amelia 稱，1 月 11 日她接種了第一劑

Moderna，當時什麼事情都沒有，她還慶

幸自己沒有遇到副作用。

不料一週後，她一覺醒來，發現手

臂上打過疫苗的地方冒出了一塊紅色斑

塊，又紅又腫，「你可以摸到它的凸起。」

Amelia Brown 表示。

24 小時內斑塊還惡化了。「它從一

個硬幣大小，長到了一個棒球大小。而且

非常腫，碰上去都感覺燙，而且很疼。我

就只是穿一件外套，衣服帶來的壓力都會

讓腫塊變得非常痛。」

害怕的 Amelia 去了醫院，醫生建議

可以服用抗組胺藥或泰諾來緩解疼痛，但

不要放棄接種第二劑疫苗。

然而，Amelia 表示，她對此感到擔

憂和害怕，不確定自己會不會去打第二劑

疫苗。

多人接種疫苗後出現類似情況

除以上 2人外，還有多名民眾投訴出

現類似情況。如美國一名女子表示：「它

又紅又痒，每天都越變越大，我不得不用

筆把它圈起來，以確認它每天的發展。」

加拿大一名華人女子稱，她在注射完

輝瑞疫苗後，出現類似的症狀，從針眼處

開始起，成片的搔癢紅疹，一直擴散到

四肢。

隨著「中招者」越來越多，不少醫療

專家和媒體已經注意到，一些媒體將此種

情況稱為 Covid Arm（病毒手臂）。

有醫生警告：「這類紅疹不應該被誤

認為皮膚感染。延遲的過敏反應很有可能

會被患者甚至醫生誤認為是皮膚感染。但

實際上，這類紅疹不是傳染性的，更不應

該用抗生素治療。」

華人打完疫苗 紅疹蔓延四肢 多人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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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403-768-2765  地址：757 57 Ave NE

施嘉強 醫師
註冊針灸師

Body Therapy Wellness Centre

具香港十年臨床經驗具香港十年臨床經驗

配合骨傷推拿整復手法配合骨傷推拿整復手法

曾參與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研究

擅長治療痛症、婦產科、兒科、
腫瘤科及神經系統疾病

通過針灸治病及增強體質通過針灸治病及增強體質

曾參與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研究

擅長治療痛症、婦產科、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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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tterstock） 

在家輕鬆購物
我們為你準備！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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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  (403)384-9780

225 Panatella Hill 
NW T3K 0Y5 胖大媽山

西北分店

每月第一個

星期二
消費滿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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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15% off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15% off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3 月 11 日至 3 月 17 日

特價
每磅1$ 99

�鮮���
$4.39/kg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3 月 11 日至 3 月 17 日

特價
每個4$ 99

哈根達斯
各款雪糕
3 x 88mL

特價
每磅4$ 99

新鮮熟成
西冷牛排
$11.0/kg

特價
每件5$ 99

星巴克
咖�

1.42 升

特價
每件4$ 99

Delissio
冷凍披薩
多種口味

特價
4$

新鮮熟成
西冷牛排
$11.0/kg

特價
每件5$ 99

星巴克
咖�

1.42 升

星巴克
咖�

1.42 升

特價
每磅1$ 99

每磅
99

特價
每件3$ 99

Kraft 
花生醬
1kg

特價
每件3$ 49

Olympic
多口味乳酪
650g

特價
每件3$ 99

Western Family
羅馬生菜 3 件裝

進口蘆筍
$4.39/kg

每日店內新鮮製作

用料豐富的早餐三明
治 !

每日店內新鮮製作每日店內新鮮製作每日店內新鮮製作每日店內新鮮製作

用料豐富的早餐三明
治 !

用料豐富的早餐三明
治 !

用料豐富的早餐三明
治 !

用料豐富的早餐三明
治 !

用料豐富的早餐三明
治 !

特價
每件4$ 49

車打�士��
蛋��貝果

���肉
蛋�士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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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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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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