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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 Ma’s Alibaba Group has been 
asked to sell off its media assets, in-
cluding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 English-language media out-
let in Hong Kong. Beijing authorities 
said they were “determined to guard 
against the risk of capital manipula-
tion of public opinion,” reflecting the 
fact that various factions in Beijing 
are competing for the right to speak. 
Meanwhile, Pan Rui, the son of 
property tycoon Pan Shiyi, has been 
reported to the Beijing police as a 
manhunt.
  On March 15,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ited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as saying that Beijing has been scru-
tinizing Alibaba’s media listings since 
early this year and is alarmed by the 
expansion of its media footprint. Ali-
baba has been asked to sell some of 
its media assets, including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because the tech 
giant’s ability to shape domestic pub-
lic opinion has posed a huge challenge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propaganda system.
  Wall Street Journal wrote in a re-
port that Ma has quietly built up a 
large portfolio of media assets over 
the years, following in media mogul 
Murdoch’s footsteps, which includes 
online forums, newspapers, TV pro-
duction companies, social media and 
advertising assets. The list of Ali’s me-
dia investments includes the wholly-
owned Hong Kong English-language 
medi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 
37% stake in First Financial Group, 
a 30% stake in the social media plat-
form Sina Weibo, a 6.7% stake in the 
video platform Bilibili, a 5% stake in 
Hunan TV’s Mango Super Media, and 
a 5.3% stake in China’s largest adver-
tising network Focus Media. Ant 
Group owns a 16.2% stake in technol-
ogy media outlet 36Kr.
  Chinese media reported that last 
November, Xu Lin, vice-minist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Central Pro-
paganda Department, declared at the 
2020 China New Media Conference 
that “we should firmly grasp the initia-
tive and leadership of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resolutely prevent the dilu-
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name of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firmly guard against the risk of 
capital manipulation of public opin-
ion. When the article was republished 
by Phoenix TV, it directly linked these 
words to Alibaba founder Jack Ma.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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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北京警惕阿里擴張

3 月 15 日，《華爾街日報》

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稱，北京自今

年初審查阿里巴巴旗下的媒體清

單，並對其媒體版圖擴張感到震

驚。當局要求阿里巴巴出售包括

《南華早報》在內的部分媒體資

產，因這家科技巨頭左右國內輿

論的能力，已對中國共產黨及其

宣傳系統構成巨大挑戰。 
《華爾街日報》寫道，「阿里

巴巴現在面臨著雙重挑戰：不但

要改正主管機關指控的反競爭行

為，還要追隨中共的政治目標。

這種壓力反映了中國領導層看重

國家主義至高權力勝於商業，可

能衰弱近幾十年來推動中國經濟

增長的創新和競爭精神。」

報導指，馬雲多年來沿著默

多克當年的軌跡，悄然在傳媒領

域打造出一個了龐大的媒體資產

組合，從線上論壇、報紙、電視

製作公司、社交媒體到廣告資產

均有涉足。阿里投資的媒體清

單包括：獨資擁有的香港英文

媒體《南華早報》、《第一財經集

團》近 37% 股份、社交平台「新

浪微博」近 30% 股份、影音平

台「Bilibili」6.7% 股份、湖南

衛視旗下芒果超媒的 5% 股份，

以及中國最大的廣告網絡「分眾

傳媒」5.3% 的股份；阿里旗下

的螞蟻集團則擁有科技媒體「36
氪」16.2% 股份。

知情人士稱，有關出售《南

華早報》的討論始於去年，目前

尚不知阿里是否需要賣掉全部的

媒體資產，但阿里提出的所有計

畫，都需經北京高層的批准。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馬雲的阿里巴巴集團被

要求出售旗下的媒體資產，

包括在香港的英文媒體《南

華早報》等。對此北京當局

稱：「堅決防範資本操縱輿

論的風險」，反映北京各派系

正爭奪話語權。與此同時，

地產大亨潘石屹之子潘瑞則

遭到北京警方的通報追捕。

中宣部稱網絡巨頭 
爭奪輿論權

官媒報導稱，去年 11 月，

中共中宣部副部長徐麟在 2020
中國新媒體大會上宣稱「要牢牢

把握新聞輿論工作的主動權、主

導權，堅決防止借融合發展之名

淡化黨的領導，堅決防範資本操

縱輿論的風險。」《鳳凰網》轉

發該文時，將這番話與阿里巴巴

創辦人馬雲聯繫在一起。

《自由亞洲》發文引述商界

人士朱永的話稱，作為強勢的意

識形態核心部門的中宣部再次喊

話，本身就有他們權威遭到挑戰

的意思（下轉 A2）。

TYCOONS ARE BEING SILENCED BY BEIJING AUTHORITIES

馬雲、潘石屹遭整肅馬雲、潘石屹遭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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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高層會晤前夕
北京態度強硬

（接 A1）上述這篇文章認

為，隨著輿論重心日漸向網絡平

臺轉移，互聯網企業利用平臺優

勢進行利益收割，甚至是左右非

政治性輿論的走向，掌控輿論進

程，也已成常態，這也引起了中

共意識形態管控機構的不安；但

另一方面，這些動輒能操控輿論

走向的富豪和網絡大鱷，在涉及

面對中國人權災難等敏感議題

上，一直裝聾作啞，並直接充當

官方的幫凶。

馬雲事件涉習江鬥

資深傳媒人程益中則指出，

富豪和網絡大鱷利用網絡平臺操

控輿論並謀取利益是不爭的事

實，如今宣傳口針對馬雲發話，

顯示出反習勢力對媒體及輿論的

掌控已經引起了習的警惕。

《南華早報》曾是香港銷量

最大的英文報紙，該報於 1903
年創辦，2015 年，阿里斥資

20.6 億港元買下該報。據披

露，該報的經營權和控制權在

中共港澳工委手裡，而港澳工

委的實際控制人是曾慶紅。

馬雲透過港媒《南華早報》

發出反習的報導早已引發北京

高層的不滿。 2017 年 7 月 20
日，《南華早報》曾罕見刊出暗

示習近平大內管家栗戰書家人

斂財的文章。針對此事，《看中

國》2019 年 3 月 28 日採訪了

香港前哨雜誌主編劉達文，他

說，栗戰書和習近平有 30 年的

交情，栗戰書女兒的事情，是

反習勢力對栗戰書、習近平提

出警報。

新京城四少潘瑞遭追捕

3 月 15 日，北京海淀公安

分局官方微博發布通報稱，一

新浪微博用戶曾於 2020 年 6 月

23 日在他人微博評論區發表造

謠詆毀英雄烈士的言論，造成

惡劣社會影響，「經警方調查核

實，該微博用戶潘某（男，30
歲）於 2020 年 2 月 2 日離京

出境後，一直在境外。目前，

海淀公安分局已依法對潘某刑

事拘留，並對其開展追逃。」

通報中的潘姓男子，正是

有著新京城四少之稱的潘瑞，

他的父親是 SOHO 中國的掌舵

人潘石屹。潘瑞自 2020 年 2
月 2 日離開北京後，就一直在

境外。他所發的這則微博留言

指，中共軍隊在中印衝突中「至

少一個營地被活埋」，被涉嫌

詆毀戍邊官兵。警方表示他侮

辱、誹謗、侵害英雄烈士的名

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將依

法堅決予以打擊。

這並不是潘瑞地一次發布

被當局視為「敏感」的信息。去

年 4 月 1 日，他曾經連續發了

多條敏感性的微博信息，追問

公民記者「陳秋實」的下落，還

把一個疑似影射 89「六四」坦

克人的漫畫換成了自己的微博

頭像，並邀請他人也參加，引

發了網民的關注和廣傳。

事實上，去年潘瑞發布上

述微博時，許多網民認為他是

為他爸爸潘石屹的好朋友任志

強鳴冤。國企華遠集團前總裁

任志強去年因貪污罪、受賄

罪、挪用公款及國有公司人員

濫用職權罪，被判刑十八年。

然而眾多評論認為，任志強批

評中國體制抗疫失敗，侮辱習

近平是「小丑」，「赤裸著身子

也要當皇帝」，才是他被判刑

的真正原因。

2014 年至今，潘石屹透過

出售資產套現近 300 億元，包

括在上海的核心資產，並在海

外「買買買」，將資產轉移到國

外，與北京近年強調的停止資

金外流「唱反調」。

《看中國》專欄作家子龍認

為，北京當局的目的是拿一些

「不聽話」的富豪開刀，目前房

地產泡沫太大，抽乾了不少銀

行的錢，擁有巨額資產的潘石

屹的處境極其尷尬，中南海已

向富人階層發出了動刀的信號。

時事評論員章天亮先生認

為，馬雲與潘石屹出事原因雖

不相同，但相同的是，兩人有

大量的資產及被整肅的理由，

當全球經濟難以為繼時，馬雲

與潘石屹的被收割，或許更預

示著中國經濟危機即將到來。

    

馬雲、潘石屹遭整肅

【看中國訊】在中美

2+2高層會晤前夕，中共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突然言辭

激烈斥責美國及七大工業國

集團（G7）與歐盟，引發輿
論關注。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 ‧ 布林

肯（Antony Blinken） 和 國 家

安全顧問傑克 ‧ 沙利文（Jake 
Sullivan）將於 3 月 18 日和 19
日在美國阿拉斯加州與中共中央

外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和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會晤。

在 3 月 15 日的外交部例行

記者會上，彭博社記者提及美國

聯邦通信委員會（FCC）認定

華為、中興等五家中國企業對美

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並問中國對

此有何回應。

趙立堅言辭激烈的回應說，

「美國是地地道道的『竊聽帝國』

『竊密帝國』和『黑客帝國』。

美國的做法嚴重損害和威脅他國

安全。對此，美國還是有點自知

之明吧。」

FCC 上週五（12 日）發布

聲明，點名華為、中興、海能

達、海康威視和大華 5 家中國

企業，認定這些企業所生產的電

信設備和服務，將對美國國安及

公民帶來風險。這 5 家企業全

數被列入黑名單。值得注意的

是，早在 2019 年，華為與中興

就曾經被 FCC 指出存在國安威

脅。拜登政府上任後，也延續了

川普 ( 特朗普 ) 政府對華為等中

企的政策。

趙立堅如此尖銳的回應，恰

  In a report by Free Asia, businessman 
Zhu Yong was quoted as saying that the 
fact that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
ment, the core of the powerful ideologi-
cal department, is once again declaring 
its stance shows that their authority 
is being challenged.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wealthy individuals and in-
ternet gurus, who can often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have been playing deaf 
and dumb and acting as direct accom-
plices to the government on sensitive 
issues such as the human rights disaster 
in China.
  Senior Chinese Media Person Cheng 
Yi said, the fact that the tycoons and In-
ternet gurus are using the Internet plat-
form to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gain benefits is indisputable, and the 
fact that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is now speaking out against Ma shows 
that such power has alerted Xi.
  In fact, anti-Xi reports via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ave long sparked 
discontent in Beijing’s top echelons. One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was on July 20, 
2017, suggesting that the family of Xi 
Jinping’s top housekeeper, Li Zhanshu, 
had been involving corruption.
  Jack Ma is not the only target of Bei-
jing at present. Beijing Haidian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ssued a notice on 
March 15 that a Weibo user Pan, who 
had published rumors and denigrated 
heroes and martyrs on June 23, 2020, 
causing adverse social impact. The 
Haidian Public Security Bureau has 
been in the pursuit of the fugitive Pan.
  Pan in the report is none other than 
Pan Rui, whose father is the owner of 
SOHO China, Pan Shiyi. Pan Rui has 
been outside the country since Feb. 2, 
2020.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he is suspected of slandering 
border guards and soldiers by posting 
this Weibo message saying that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were “buried alive in 
at least one camp” during the India-Chi-
na conflict. The police said he insulted, 
slandered and infringed on the reputa-
tion of heroes and martyrs, damaging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will be firmly 
comb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n fact,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Pan Rui has released information that is 
considered “sensitive” by the authori-
ties. On April 1 last year, he posted a 
number of Weibo messages in succes-
sion, asking for the whereabouts of 
citizen journalist “Chen Qiushi”. Many 
netizens thought he was calling out 
his father Pan Shiyi’s good friend Ren 
Zhiqiang for his injustice. Ren was sen-
tenced to 18 years in prison last year for 
corruption, bribery, embezzlement of 
public funds and abuse of power by a 
state-owned company. However, many 
commentators have argued that Ren’s 
criticism of the Chinese system’s failure 
to fight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his insults of Xi Jinping as a “clown” 
were the real reasons for his sentence.
  Since 2014, Pan Shiyi has been selling 
his assets for nearly $30 billion RMB, 
including SOHO China’s core assets in 
Shanghai, and has been buying overseas, 
transferring his assets to foreign coun-
tries, “contradicting” Beijing’s emphasis 
in recent years on stopping capital out-
flows. According to Zilong, a columnist 
for Vision Times, Beijing’s recent actions 
i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disobedient” 
rich. Although Jack Ma and Pan Shiyi 
are in trouble for different reasons, both 
of them have a lot of assets and a reason 
to be taken seriously. 

潘瑞（左）因其在微博上的言論被北京當局追捕。（網絡圖片）

逢美中高層會晤前夕。

在當天的記者會上，還有記

者提到了七國集團外長、歐盟外

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日前就中

國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

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發表的聯合聲

明。聯合聲明譴責中方修改香港

選舉制度，是侵蝕香港選舉制

度的民主成分，並破壞「一國兩

制」下的香港高度自治。

針對香港問題，趙立堅宣

稱「在英國殖民統治 150 多年

間，香港居民一直是港英政府

打壓的對象，沒有任何人權民

主可言。試問，這一期間，七

國集團為什麼不關心一下香港

的人權和民主？」

事實上，在中美高層會晤

前夕，美國與日本外長和防長

週二在東京舉行 2+2 會談上，

也提到了中共侵蝕香港自治等

問題。布林肯說：「中國（中

共）使用脅迫和侵略手段系統

地侵蝕香港的自治、破壞臺灣

的民主、侵犯新疆和西藏的人

權，並在南中國海提出違反國

際法的海洋主張。」

中方則在近日多次對「愛

國者治港」進行美化。 3 月 15
日，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南

華早報》發文說，不理解為何外

界質疑「愛國者治港」，「愛國

難道不是一個國家每個公民最樸

素的情感和最起碼的素質嗎？

更遑論公職人員了。」他還反問

道，「香港是中國的特區，中方

把香港的管治權交到愛國者手

裡，有何問題？」崔天凱還在文

中特別提到了「愛國者」的定義

涵蓋很廣。

崔天凱的文章引發輿論熱

議。有網民諷刺說，「搞不懂崔

天凱為何要發這個文章。你是

駐美大使，是因為太怕美國，

所以提前解釋香港的情況嗎？」

中共外交部駐香港公署副

特派員宋如安此前在回覆記者

提問時就曾給「愛國」下了一

個與普世價值不同的定義。

「我們講愛國，並不是說愛一

個文化的、歷史的中國，而是

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在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宋如安補充

強調，「愛國者必須尊重中國

共產黨。」

美國方面日前宣布，對 24
名中國內地以及香港的官員進行

制裁，起因則是北京方面持續打

壓香港的政治自由。華盛頓的這

一舉措為 3 月 18 日美中兩國高

官的阿拉斯加會晤蒙上了一層陰

影。

趙立堅。（視頻截圖）

▼潘瑞在微博上的部分言論。（網絡圖片）

北京封殺Signal
嚴控言論和信息

【看中國訊】加密消息

應用軟體Signal，似乎已在
中國大陸被封殺，這是最新

的外國社交媒體服務在一

個政府嚴格控制信息流的

國家被停止使用。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3 月

16 日報導，Signal 作為一種安

全的通訊方式，在中國國內越

來越受歡迎，包括在人權律師

和異議人士中。但據信，由於

該應用在中國公眾中越來越受

歡迎，令中共當局擔心，促使

政府審查人員封鎖該平台。

中 國 最 近 還 封 鎖 了

Clubhouse，這是一個僅限邀

請的音頻聊天平台，此前有身

在大陸的中國人加入了全球討

論，討論的話題被當局認為是

敏感的，比如維吾爾族穆斯林

的人權侵犯和香港的民主抗議

活動。

中國政府的審查機構 --
被 稱 為「防 火 長 城」（Great 
Firewall），嚴格控制中國大

陸的新聞和信息。包括《紐約

時報》在內的外國新聞網站、

WhatsApp 等消息應用軟體，

以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等社

交媒體網站，在中國已經全部

被封鎖。谷歌及其所有相關服

務，如 Drive 和 Gmail，在中

國也被封鎖。

封殺外國網站、應用和程

序，迫使用戶回到中共可控制

的平台：中國官方媒體網站和

微信等社交媒體平台，這些平

台都受到中國當局的監控。

這種監控，讓中國警方能

夠識別和懲罰已故的武漢舉報

人李文亮醫生，因為他在 2019
年底提醒同事注意一種冠狀病

毒的流傳。

中國審查人員還經常刪除

被認為是「敏感」的在線內容，

比如對政府處理冠狀病毒大流

行的投訴。

中國精通技術的用戶，可

以使用虛擬專用網路 (VPN)，
來繞過政府審查人員，使用這

些平台並訪問被審查的內容。

但中國當局正日益打擊使用

VPN 的行為，因為 VPN 在中

國被定為非法。

有人因使用 VPN 而被捕，

並被判處多年刑期。只有中國

政府批准的 VPN 才被允許使

用，這很可能還是會讓用戶受

到監控。中國政府官員和國營

媒體經常翻越「防火長城」，很

可能就是藉助 VPN 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發帖。

根據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

之家」（Freedom House）的年

度網際網路自由度排名，中國

已經連續六年得分最低，落後

於伊朗、敘利亞和古巴。

Signal 公司沒有立即回應

置評請求。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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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前總理哈珀

（Stephen Harper）3 月 12 日在參加由

加國防協會研究所會議（CDA Institute）
舉辦的「安全與國防」年會時表示，西方

有關中國沒有世界性野心，並會在其國內

使用經濟實力的傳統觀點是錯誤的。他提

出，西方需要做好準備，在一個美國不那

麼佔主導地位的世界裡，迎接一個更強

大、更具侵略性的中國。

哈珀提出，如今整個世界已經再次陷

入到「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冷戰」當中，

但這次的主角並非美蘇，而是中美兩國。

與此同時，俄羅斯已經淪為和伊朗一樣的

「干擾者」，而加拿大這種「中等強國」

仍然能夠發揮作用，卻無法依靠自己塑造

結果。

哈珀稱，「是的，像加拿大這樣的中

等強國仍然可以發揮作用……但我認為

我們不應該這樣想——尤其是對於我們

這樣的國家，我們可以完全獨立於兩大

巨頭（中國和美國）確定路線。」二戰

結束後，美國和蘇聯以及兩國的盟友之

間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冷戰。而在談及

對蘇聯的最大繼承者俄羅斯的看法時，

哈珀評論稱，儘管俄羅斯仍然「具有戰略

重要性」，由於該國如今的經濟體量相對

較小，這使得它無法與中美處在同一水平

上，甚至淪為「世界上最大的干擾者」，

就像伊朗和朝鮮等流氓國家一樣，「是一

個黑客、破壞者、雇佣兵」，他說。

哈珀談到，雖然美國仍然是當今世

上的「卓越力量」，但他認為，「美國身

為主導或壓倒性力量的那一天已經過去

了」。「中國現在是美國在一系列領域的

競爭對手：經濟、安全，坦率地講，還有

（政府）系統的競爭，」他補充道，每個

超級大國周圍的集團沒有像美國和蘇聯身

為全球主要競爭對手時那般明確，恰恰相

反，「這種競爭雖然激烈且日益加劇，卻

也涉及到一定程度的互相依賴，這是蘇聯

和美國之間（的冷戰）所不具備的。」

哈珀認為，相比於以往的傳統領導角

色，美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

在一定程度上要歸結於前任美國總統川普

的孤立主義政策，但更像是「美國政治的

一種趨勢」。他續指，看樣子這個趨勢

會在拜登任內延續，美國都在（國際事

務中）退步，這是對國際秩序的重大破

壞。他說，「（國際舞台上）發生了一個

巨大的變化，特別是自我卸任以來，美

國真的從很多傳統的領導角色中退了出

來」。他補充說，「中國現在是美國在一

系列領域的競爭對手。」

哈珀表示，「多年來，所謂的中國專

家對中國的解讀是完全錯誤的。中國不是

一個孤立和被動的國家，而是一個有霸權

野心的大國。」2015 年卸任加國總理一

職的哈珀談到，當他執政時，北京對自己

的野心比較謙虛，但他認為這些野心一直

存在。哈珀說，「中國咄咄逼人的所有支

柱都已經到位，任何人都可以清楚地看

到」。他說，「習主席不同的是，他對中

國的野心變得更加明顯地直言不諱。」

哈珀指，倘若中國的生活水平達到與

西方發達國家同等的水平，其可能將構成

一個更大的挑戰。「這將意味著，中國的

絕對（經濟）規模將是美國鼎盛時期（經

濟）實力的三倍……」哈珀說，「這絕非可

以掉以輕心的事情。」他補充道，部分其

他國家，例如印度正試圖在超級大國的競

爭中跨越障礙，在加強與中國的經濟關係

的同時，通過提升與美國的安全關係來保

護自己免受霸權野心的影響。與此同時，

儘管像加拿大這樣的「中等強國」也身為

（全球）競爭的一部分，由於缺乏經濟和

安全影響力，它們無法依靠自身塑造結果。

哈珀稱，對加拿大來說，一個挑戰是

防止中國國有企業控制加方的資源領域，

他此前領導的政府已經採取相應的預防措

施。他表示，加拿大不應該允許華為或中

興這樣的中國科技巨頭參與其核心數據和

科技服務，包括 5G 無線網路的開發。哈

珀在發言的大部分時間裏，並沒有具體談

及特魯多政府的行對華政策。

哈珀強調，即使在他在任時，關於支

持將華為排除在加拿大 5G 網路之外決定

的證據也是壓倒性的。他說，「每個與安

全（問題）有關的人都是斷然拒絕，就

像沒有辯論一樣」。就華為 5G 設備在加

拿大的應用問題，特魯多政府尚未給予明

確答覆，雖已表示仍在進行審查，但沒有

提出何時能就此問題作出決定的日期。

哈珀說，他認為中國和西方之間的

「技術分叉」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兩個社

會對技術的態度截然不同。他說，在西方

國家，人們擔心「隱私、監控、大科技公

司對個人數據的使用。而整個中國的技術

體系都是為此而設計的。」

哈珀：加拿大陷入中美「新冷戰」

阻女兒變性
卑詩男竟被判監禁

【看中國訊】卑詩省素裡市居民 Rob 
Hoogland 先生有一名 14 歲的女兒，女

兒 7 年級時在學校觀看了支持變性的視

頻，感覺「英俊瀟灑」，開始認定自己是

男性打算做變性手術，作為父親他堅持反

對，沒想到學校、醫生甚至卑詩省高等法

院認為：父親無權做出這一決定，而且，

父親必須始終用男性的「他」來稱呼女

兒。最終，Hoogland 被判處 5 年監禁。

根據 Hoogland 最初的法庭文件，他

女兒在學校觀看支持變性的視頻，在七年

級時決定改做男孩。女孩向這位父親表

示，她將以男性的名字出現在七年級的年

鑑上，而不是現在的女孩名字。

Hoogland 認為才 14 歲的女兒還太

小，無法做出醫學上轉為男性的決定。令

他震驚的是，後來在一份法庭文件中發

現，學校的輔導員在年鑑上和與孩子的多

次會面中都安排了名字的更改。學校還更

進一步遷就孩子，用新的男性名字稱呼

她，並允許她使用男性專用衛生間。

女孩的父母當時並不知道不列顛哥倫

比亞省的性取向和性別認同（SOGI）政

策。Hoogland 表示，「這些孩子沒有往

前想，孩子們是根據感覺來做決定的，在

這個年齡段並沒有考慮到成家立業或生兒

育女的問題。」

Hoogland 還發現給孩子進行心裏治

療的醫生是學校推薦的。本來是要治療孩

子的抑鬱症，但醫生卻反而開始把跨性別

思想推給她。

卑詩省高等法院禁止 Hoogland 說出

加拿大的醫生、學校輔導員和司法系統剝

奪父母權利的行為。

Hoogland 對採訪他的媒體表示，「這

充分說明瞭他們想掩蓋什麼。他們不想讓

你知道他們在對你的孩子做什麼。通過偽

裝成『政策』，他們就不必告訴家長是怎

麼回事了。他們在上學時間帶孩子出去打

激素針，家長不知道。明白過來的時候，

為時已晚。」

Hoogland 被法院判 5 年監禁。他諷

刺道，「強姦犯只坐兩年牢，而我得坐 5
年牢。從這個角度能看出，兒童變性試驗

對政府來說是多麼的重要。」

「很多人聽到我的故事，根本就不

信，說這裡是加拿大，這種事情不可能發

生。我們必須醒過來，不能再和他們談判

了，這就好像和恐怖份子談判一樣，這是

為我們的孩子和後代的生命而戰。那些認

為這種瘋狂永遠不會降臨到美國或其他國

家的人，該醒醒了」，Hoogland 說。

新冠疫情不斷為所有艾伯塔人帶來
挑戰，而艾伯塔政府一直與您攜手同
行。從小型企業補助金和為前線工作
人員和在職家長提供的現金福利，到
提供給需要自我隔離人士的收入支
持和免費酒店住宿。因為保護生命和
生計缺一不可。

與您同
行每
一步

alberta.ca/LivesAndLivelihoods
找到新冠支持

加國前總理哈珀（Shutter Stock）

Hoogland先生（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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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3 月 15 日開

始，大陸多地受強沙塵暴襲擊，

多省籠罩在漫天黃沙之中，昏黃

景象猶如世界末日一般。大陸

氣象局證實，這是「近十年來最

強沙塵暴」，不僅北京一夜變昏

黃，至少有 17 個省市也都被沙

塵暴籠罩。

16 日，中央氣象臺繼續發

布沙塵暴藍色預警。另據氣象監

測，19-20 日到來的冷空氣可能

還會帶來一次沙塵天氣。

據中國天氣網消息，15 日，

沙塵天氣的影響範圍西起新疆吐

魯番，東至黑龍江大慶、吉林長

春，沙塵帶長達近 3000 公里。

北京生態環境監測中心通報，截

至 15 日上午 9 時，北京城 6 區

可吸入懸浮粒子（PM10）濃度

高達每立方米 8108 微克，按中

國環境空氣品質指數（AQI）分

級標準，每立方米空氣中 PM10
超過 350 微克屬於空氣重度污

染，建議採取的措施為：「兒

童、老年人及心臟病、呼吸系統

疾病患者應停留在室內，停止戶

外活動，一般人群應避免戶外活

動。」

根據中央氣象臺提供的

FY-4A 氣象衛星監測顯示，沙

塵區主要出現在內蒙古大部、陝

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

北京市、天津市、黑龍江西部、

吉林西部、遼寧西部等地。經估

算，衛星可視的沙塵區面積約為

46.6 萬平方公里。

在系統性的偏北風作用下，

沙塵粒子向下游傳輸，包括河

北、河南、山東等地，都受到沙

塵天氣的影響。

北京市生態環境監測中心消

息稱，此次北方沙塵天氣主要起

源於蒙古國，沙塵核心區 PM10
濃度接近10000微克每立方米。

官媒《新京報》亦在 16 日的

報導中，隻字不提國內環境污染

及樹木砍伐問題，稱當北京籠罩

在近 10 年來最大的沙塵暴中之

時，蒙古國正在遭遇特大沙塵

暴。

報 導 稱， 從 3 月 13 日 晚

到 15 日上午，特大沙塵暴已造

成蒙古國 6 人死亡，80 多名牧

民失蹤。報導還稱，蒙古國曾

有 80% 的國土被草原覆蓋，但

現在已有近 70% 的草原遭到破

壞，開礦、氣候變化都是破壞因

素之一，而導致草原退化的主要

原因是過度放牧。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16
日話題為「韓媒稱沙塵暴起源於

中國」的新聞衝上大陸新浪微博

熱搜。起因是，韓聯社 3 月 15
日一篇報導中稱，「前一天發源

於中國內蒙古的和戈壁沙漠的沙

塵暴預計 16 日凌晨至上午將刮

入韓國」，該消息一出，便遭到

中國多家官媒回應抨擊，稱韓國

媒體「甩鍋」。

有中國網友調侃：「中國最

早說沙塵起源是蒙古國，現在韓

國說起源是中國，中國急眼了，

如果這樣的話，蒙古會不會也有

相應的文章，沙塵暴襲來，請中

國先別給蒙古扣帽子好嗎？」

還有網友表示：「敦煌防護

林被砍跟這次沙塵暴有一定關係

吧，網際網路沒有記憶，可大自

然有，中國的媒體報導隻字不提

這些，但是大自然不會忘記。」

PM10 通常是指粒徑小於或

等於 10 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顆粒

物，通常來自在未鋪的瀝青、水

泥的路面上行駛的機動車、材料

的破碎碾磨處理過程以及被風揚

起的塵土。可吸入顆粒物在環境

空氣中持續的時間很長，被人吸

入後，會積累在呼吸系統中，引

發許多疾病，對人體健康造成危

害。PM10 能夠進入上呼吸道，

但是因為尺寸相較大，部分可通

過痰液等形式排除體內，另外也

會被鼻腔內部的絨毛阻擋。

PM10 包含已為人們所熟知

PM2.5，霧霾多為 PM2.5，它

比病毒大，比細菌小，容易帶有

毒物質進入人體。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Criticism of big media’s journalistic in-
tegrity is mounting after a Washington 

Post correction was issued for a story that 
the publication ran in early January, based on 
anonymous sources, about a call President 
Donald Trump made to the Chief Investiga-
tor of Georgia’s 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 
Frances Watson on Dec. 23, 2020. 

  The story was published on Jan. 9, 2021, 
just 3 days after the Capitol riots and just 
11 days before Joe Biden and Kamala Har-
ris’s inauguration, tagged as a “WP Exclu-
sive” and entitled “‘Find the Fraud’: Trump 
Pressured a Georgia Elections Investigator 
in a Separate Call Legal Experts Say Could 
Amount to Obstruction.”

  The Post opened the story hotly, “President 
Trump urged Georgia’s lead elections inves-
tigator to ‘find the fraud’ in a lengthy Decem-
ber phone call, saying the official would be 
a ‘national hero,’ according to an individual 
familiar with the call who spoke on the con-
dition of anonymity because of the sensitiv-
ity of the conversation.”

  The cat was let out of the bag on March 
11, whe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vealed 
the Post’s source had gravely mischaracter-
ized Trump’s words. The full audio released 
of the call between Trump and Watson, re-
veals that what Trump actually said was that 
Watson would be “praised” when “the right 
answer comes out” as the President insisted 
“something bad happened” with the election 
in the state.

  Donald Trump was the first Republican to 
los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Georgia since 
1992, losing to Joe Biden by a slim margin 
of slightly less than 12,000 votes. The state 
became a main focus of attention for the 
President’s allegations that several key swing 
states, including Georgia, were lost because 
of election fraud. 

  “If you can get to [Fulton County, Georgia], 
you’re going to find things that are going 
to be unbelievable… the dishonesty,” said 
Trump.

  Watson said in response, “I can assure you 
that our team and the [Georgia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that we are only interested in 
the truth and finding the information that is 
based on the facts,” adding she was honored 
the President had taken the time to call her.

  Trump said during his conversation that he 
made the call at the suggestion of Chief of 
Staff Mark Meadows, “Mark asked me to do 
it. He thinks you’re great. You have the most 
important job in the country right now,” said 
the President.

  In the original article, the Post said Georgia 
Secretary of State Brad Raffensperger had 
personally confirmed “Trump had placed the 
Dec. 23 call. [Raffensperger] said he was not 
familiar with the specifics of what the presi-
dent said in the conversation with his chief 
investigator, but said it was inappropriate for 
Trump to have tried to intervene in the case.”

  The Washington Post’s correction said, 

“The recording revealed that The Post mis-
quoted Trump’s comments on the call,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 source. Trump 
did not tell the investigator to ‘find the fraud’ 
or say she would be ‘a national hero’ if she 
did so. Instead, Trump urged the investigator 
to scrutinize ballots in Fulton County, Ga., 
asserting she would find ‘dishonesty’ there. 
He also told her that she had ‘the most im-
portant job in the country right now.’”

  According to a CNN article, Raffensperger’s 
office “originally told CNN that they did not 
think audio of the call existed” but located 
it in a trash folder on Watson’s phone after 
handling a public records request.

  CNN issued their own correction to an article 
they published on the story entitled “Trump 
Pressured Georgia Elections Investigator to 
Search for Dishonesty in the 2020 Ballots,” 
which said,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story, 
published January 9, presented paraphrasing 
of the President’s comments to the Georgia 
elections investigator as direct quotes. The 
story has been updated following the discov-
ery of an audio recording of the call.”

  In an interview with Atlanta’s WSB-TV2 
on March 11, Watson said Trump’s call was 
“Something that is not expected, and as I 
mentioned in the call, I was shocked that 
he would take the time to do that.” Watson 
also said she did not perceive Trump’s call 
as pressuring her to take any specific action.

  The original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said, 
“The Post is withholding the name of the in-

vestigator, who did not respond to repeated 
requests for comment, because of the risk of 
threats and harassment directed at election 
officials.”

  Becket Adams, a writer for the Washing-
ton Examiner, said the real issue isn’t so 
much the Post’s faux pas of journalistic 
standards, but that multiple other main-
stream media outlets claimed to have 
independently verified the anonymous 
source’s comments at the time the articles 
were run, “It’s one thing if a single news 
outlet publishes a fraudulent anonymously 
sourced ‘scoop,’” he said.

  “It’s another thing entirely if multiple news-
rooms claim to have independently ‘con-
firmed’ the fraudulent ‘scoop’ with anonym-
ous sources of their own.”

  Adams noted that NBC News, USA Today, 
ABC News, PBS NewsHour, and CNN had 
all claimed that they had personally con-
firmed the story, “The sources either were 
terribly mistaken or lying,” he said.

  “This is exactly what we warned about 
during the Trump years when the press 
dropped all hesitation and standards re-
garding the usage of anonymous sources. 
We warned it would lead to the publication 
of dubious or flat-out false allegations that 
are all but impossible to verify. We warned 
competing newsrooms would feel inclined 
to ‘confirm’ the anonymously made alleg-
ations anyway with their own nameless 
sources.”

華郵事件凸顯媒體標準下滑
Washington Post Correction Highlights Slipping Standards in Media

十年來最強沙塵暴襲擊大陸
多地被黃沙籠罩

3月15日北京景象（視頻截圖）

3月15日河北張家口景象（網圖）

 Neil Camp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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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根據加拿大皇

家銀行（RBC）的最新研究報

告，卡爾加里的住房市場已經成

為加拿大最實惠的市場之一，住

房可負擔性及升值前景良好。

RBC 在 3 月初發布了加拿

大房市分析，權衡了住房可負擔

性、房屋轉售價值、房貸利率、

勞動力市場和新房庫存等因素，

並以「住房風險監測圖」表現各

地房地產與歷史相比的風險大

小，以綠燈、黃燈或紅燈展示。

報告認為，與溫哥華、滿地

可、多倫多等加拿大其他城市相

比，卡爾加里的房地產評價為低

風險，它在多項評估指標上都標

識了綠燈，包括可負擔性、房貸

利率、新獨立屋在建量等。

在可負擔性方面，全國平

均表現為「紅燈」，溫哥華、多

倫多表現為「紅燈」，滿地可為

「黃燈」，只有卡爾加里為「綠

燈」。至於影響房地產市場表

現的勞動力市場情況，多倫多為

「紅燈」、溫哥華、卡爾加里及

滿地可均為「黃燈」。在人口增

長一項中，則只有滿地可為「綠

燈」。

RBC 的可負擔性衡量標準

從 2010 年代初開始引入，卡爾

加里的住房就被一直被評為「安

全區」中，而在過去的幾年裡，

該標準有了進一步的提高。這也

意味著對於卡爾加里的普通購房

者來說，購買房地產不會對個人

收入帶來很大挑戰。

報告也指出，雖然加國經

歷了一場漫長的 COVID-19 疫

情，但通過援助、金融機構的支

持和極低的利率，亞省房產價值

仍保持在正軌上。

RBC 的 高 級 經 濟 學 家

Robert Hogue 說：「儘管亞省

的經濟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但自

去年夏天以來，市場已經穩步復

甦，房屋的供需狀況是多年來最

緊張的，不過這主要反映了獨立

屋的情況，現在全省的房屋價格

都在溫和上漲。」不過，Hogue
提醒，出租房空置率高和移民數

量下降讓亞省的公寓市場處於脆

弱的狀態。」

雖然卡爾加里的住房市場保

持穩定，但租賃市場和多戶型住

宅（鎮屋、公寓等）的市場都

亮起了紅燈。根據報告，2020
年 10 月卡城的租賃空置率回升

至 6.6%，距離 2016 年 7% 的

高水位僅有一線之隔。

報告指出，最大的擔憂是該

省的經濟不確定性和工作穩定

性，以及邊境持續關閉導致的移

民率降低。不過，一旦加拿大邊

境將重新開放，移民就會迅速恢

復。報告認為，目前居民在卡城

置業能夠享受低利率等優惠，潛

在買家應該把握這個低風險的投

資機會。

【看中國記者鈡靈綜合報道】

Teranet-National Bank 綜合房

價指數 3 月 17 日數據顯示，加

拿大 2 月房價加速上漲，較 1
月上漲 0.5%，11 個主要城市均

為 2018 年以來首次同比上漲。

報告指出，按年計算，該

指數在 2 月份上漲 9.8%，是連

續第七個月加速上漲，也是自

2017 年 9 月以來最強勁的 12
個月漲幅。

其中渥太華 - 加蒂諾繼續領

跑年度漲幅，較 2020 年 2 月上

漲 19.0%，其次是哈利法克斯

18.7%，漢密爾頓 18.1%。卡爾

加里上漲 0.8%，是自 2018 年

6 月以來的首次年度漲幅，不過

仍遠低於 2014 年的峰值。

Teranet 還為大多倫多地

區以外的 7 個較小城市制定

了指數，這些城市的年漲幅從

17.2% 到 23.1% 不 等。 相 比

之下，多倫多的同比漲幅只有

10.1%，反映城市周邊小鎮越來

越受到買家青睞。

此外，加拿大房地產協會

（CREA）預測，2021 年房屋銷

售將非常強勁，並達到歷史新

高，然後在 2022 年開始降溫。

該協會 15 日表示，預計今

年將有近 70.2 萬套房產通過加

拿大 MLS 系統轉手，將高於

2020 年的 551,262 套，而 2022
年的銷售總量預計為61.4萬套。

CREA 認為，全國平均房

價將按年上漲 16.5%，2021 年

將超過 66.5 萬元，2022 年將超

過 67.9 萬元。

CREA 報告指出，即使在

疫情影響導致的裁員潮、失業率

高的情況下，買家也紛紛涉足房

地產市場。在 2020 年下半年和

2021 年初，郊區房屋或需要翻

新的房產均出現競買現象。

C R E A 主 席 C o s t a 
Poulopoulos 說：「月 度 銷 售

數字目前已經連續八個月刷新

記錄。」加拿大 2 月房屋銷售

總 量 為 58,021 套， 比 1 月 猛

增 6.6%， 比 2020 年 2 月 的

40,550 套增加 39.2%。

2 月全國實際平均房價為創

記錄的 678,091 加元，比去年

同期的542,484加元增長25%。

多 倫 多 Keller Williams
房 地 產 公 司 的 經 紀 人 Cody 
Skrzypkowski 表示，現在看到

價格在 80 萬元以下的公寓收到

多個報價是很普遍的情況，他注

意到許多房產的升值在一兩個月

內上升了超過 10%。他說：「在

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從未見過這

樣的情況。」

CREA 表示，這些價格的

飛漲不僅僅出現在多倫多或溫

哥華等傳統熱門房地產市場。

CREA 報告顯示，最大的同比

漲幅（超過 35%）來自於安大

略 省 Tillsonburg、Woodstock
和 Ingerso l l。Hami l ton、
G u e l p h 、 C a m b r i d g e 、

B r a n t f o r d 、 K i t c h e n e r -
Waterloo、Peterborough 的價格

漲幅在 25% 至 30% 之間徘徊；

滿地可的漲幅為 18.8%，溫哥

華島、溫尼伯、大多倫多地區

和魁北克的漲幅在 10% 至 15%
之間。

大溫哥華、維多利亞、裡賈

納和薩斯卡通的房屋價格上漲了

5% 至 10%，卡爾加里和埃德

蒙頓的價格則上漲了 3.5%。

CREA 和 Skrzypkowski
都認為，房屋供應將慢慢回

歸市場，但需要一些時間。

Skrzypkowski 提醒：「今年如

果你是賣方，恭喜你。如果你是

買家，請繫好安全帶，因為這

對你來說可能不是最容易的過

程。」

【看中國訊】加拿大央行上

週一份新聞稿指出，全國各地的

抵押貸款利率正在攀升，但仍未

有影響房地產購買熱潮，有關政

策制訂者已經留意到這個情況。

據 Ratehub.ca 的 聯 合

創始人、抵押貸款經紀公司

CanWise Financial 的 總 裁

James Laird 稱，自今年年初以

來，固定抵押貸款利率已經攀升

了約 40 個基點（0.4%）。

Laird 表示，預計今年利率

還會有更多的上漲空間，以配合

債券收益率 50 至 60 個基點的

變動。他指出，通常這將引發借

款人在低利率優惠完結前，試圖

鎖定利率的熱潮，即更多的人會

加入貸款買房的隊伍。

疫情促使許多加拿大人重新

考慮住房需求，很多人尋求更多

的生活空間而買賣房產。

根據加拿大房地產協會的數

據，1 月份全國房屋銷售量再次

刷新歷史記錄，同時，加拿大統

計局表示，1 月份發放的建築許

可總值創下歷史新高，接近 100
億元。

加 拿 大 央 行 行 長 Tiff 
Macklem 在新聞稿中指出，「這

種持續的需求對賣家來說是好

事，對在這種條件下蓬勃發展的

行業來說也是好事，然而，飆升

的房地產價格也反映了一些『過

度繁榮』的跡象。」

許多經濟學家注意到，如

果加國房價繼續飆升，政府可

能會有所行動，不過此時還有

待觀察。加拿大銀行副行長

Lawrence Schembri 上週也表

示：「這是我們正在密切監測的

事情。」加拿大皇家銀行經濟學

家 Robert Hogue 也在最近的一

份報告中指出，「市場越熱，政

策干預的機率越大。」

Hogue 提 醒， 卑 詩 省

（2016 年）和安大略省（2017
年）發生的事件已經向我們表

明，當價格飆升時，政策制定者

面臨著穩定市場和控制家庭槓桿

風險的巨大壓力，為了應對房價

飆升會出臺相關政策，例如對外

國買家徵稅等。

值得留意的是，渥太華已經

在制定一項類似的政策。聯邦

政府在秋季經濟更新報告中更

表示，將「在未來一年內採取措

施，針對非居民、非加拿大人所

擁有的住房的非生產性使用，實

施一項全國性的、以稅收為基礎

的措施。」

RBC報告：卡城房產投資風險較低

二月份全國房價加速上漲 房市正熱
政府研究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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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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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Harvest Lake Dr. NE 三臥室雙車庫，
靠近公園綠地和多家超市，距離華人喜愛的
T&T 超市非常近。

$460,000 $460,000 

4519 Dalhart Road NW 學區房，步行到
CTrain, 全新裝修，後院朝向綠地可加蓋
車庫，地下室可以合法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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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琳 C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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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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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共體制內良知人士透

露，去年 11 月，中共當局出動

警察 4 萬人、武裝警察 1 萬 1 千

人、軍隊 8 千 5 百人，沿緬甸和

雲南邊境全線，對反抗中共暴政

的武裝政治組織基地進行了祕密

圍剿。但最終不僅沒有剿滅，反

抗基地反而迅速壯大發展。

目前中共當局全面封鎖相關

信息，並正在中緬邊境祕密修建

電網隔離牆，以防該組織在中國

民眾中產生連鎖示範效應。那

麼，作為中國民眾，應該怎樣看

待武裝反抗中共暴政？《看中

國》記者就此採訪了旅居澳洲的

著名法學家袁紅冰教授。

袁紅冰認為，中緬邊境的

V 字旅和中國自由軍等武裝反

抗政治基地的出現，具有里程碑

意義。「當代中國的民主革命黨

人，呼喚這種民主革命，研究民

主革命的理論，通過人民起義反

習近平的夢魘 中國自由軍橫空出世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近日中共官方宣布，自 15
日起，施打中國疫苗的外籍人

士，申請赴中國大陸就提供「簽

證便利」。有評論指此決策是

「無賴」手段。

打中製疫苗赴中便利

中央社報導，截至 3 月 16
日，包括美國、日本、韓國、澳

洲、德國、義大利，以及多個

亞洲、非洲國家的中國駐外使

館，都已發布「關於對已接種中

國生產的新冠肺炎疫苗人員來華

提供簽證便利的通知」，自當地

時間 15 日實施這項新規，並稱

這是為了「有序恢復中外人員往

來」。

「通知」指，計劃赴中國大

陸從事商務、探親的外籍人士與

家屬，可按照武肺疫情前的要求

準備材料並遞交申請，即無需提

供省級外事、商務部門或央企

的《邀請函（PU ）》、《邀請函

（TE）》及《邀請核實單》。此外

適用人員還包括中國公民或永久

居民的外籍家庭成員，以及持有

效 APEC 商務旅行卡人員。

對此，彭博社形容，中國

製疫苗正成為進入中國的「門

票」。美國《紐約時報》則指

出，中共政府希望提高其疫苗在

國際上的吸引力，但科學家和外

國政府則呼籲中國疫苗廠商應該

讓其臨床試驗數據資訊透明。為

此，中國官媒展開一輪假消息的

新攻勢，質疑莫德納與輝瑞疫苗

的安全性，同時宣稱中國疫苗是

更好的選擇。

中國疫苗全球最安全？

假消息不斷

此外，近日中國社群平台、

通訊群組也流傳一則消息，內

容顯示，「源自德國著名的反華

傳媒《德國之聲》，把全球十種

新冠疫苗的安全性排名，排頭

四位的竟然全是中國疫苗 :1. 國
藥（中國）2. 國藥（中國）3. 
科興（中國）4. 康希諾（中

國）5. 阿 斯 利 康（英 國）6. 
輝瑞（美國及德國）7. 莫德

納（美國）8. 強生（美國）9. 
Novavax（美國）10. 衛星五號

（俄羅斯）。」

但經核查發現，相關信息是

假消息，《德國之聲》並無疫苗

安全性排名報導。

專家批中共「無賴」手法

那麼，中共官方為施打中

國疫苗的外籍人士提供「簽證便

利」，是否真的妥當？

在醫學研究領域工作的時政

評論人士橫河對自由亞洲電台

直言，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無

賴」手法。橫河解釋說，「這種

強制性措施，使得凡是與中國打

交道的人被迫都要接受中國疫

苗，否則的話就會給工作帶來很

大的不便。」他認為，即使該通

知不一定能直接帶動其它國家採

購中國疫苗，但卻可以通過與中

國有生意往來的人向當地政府發

揮影響，間接給各國政府壓力。

近日中國官方曾宣布，已經

無償向 69 個有急需的發展中國

家提供了COVID-19疫苗援助，

同時向 43 個國家出口疫苗。但

中國官方迄今未批准任何一款進

口疫苗赴條件上市與接種。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中國「惡俗維基」網站維護

員牛騰宇被警方指是「泄漏習近

平女兒個資」的主謀，但最新消

息爆出，警方曾 3 度更換相關

案件「主謀」，最後因為牛騰宇

不認罪，也不願賄賂警方，才成

為這起案件的「主謀」。

習近平女兒習明澤、習近平

姊夫鄧家貴的個人資料外泄後，

中國 24 名年輕人先前遭到廣東

省茂名市茂南區法院逮捕、判

刑，其中 20 歲的牛騰宇被指為

「主犯」，重判 14 年及罰款 13
萬元人民幣。在關押期間，警方

多次對牛騰宇動用酷刑，除遭辦

案警察燒私處、拍裸照，他的母

親更透露辦案警察曾以性騷言語

侮辱、伸手摸脫光衣服的牛騰

宇，情節離譜。

根據海外希望之聲電臺報

導，近日有獲釋的青年向家長透

露，除了牛騰宇沒有賄賂警方，

案件中其餘青年的家長，都在警

方施壓下出錢換得自家孩子的人

身安全，而施壓者是茂南網警大

隊長「楊觀耀」。

這名獲釋青年在看守所內獲

得不少資訊，據他透露，起初被

定為主謀的是「顧楊陽」，後來

釋放後更換為「郭家龍」，隨後

再選了「陳樂安」，但由於他仍

未成年，警方最終選擇了最愛抵

抗、沒賄賂，以及比較聰明的牛

騰宇，將其定為最終「主謀」。

他坦言，「定成主犯後就開

始打他，給他造假證」，「不說

的話就給你加重刑」，「我們是

違心的，希望（牛騰宇家人）

原諒」。

根據看守所公開記錄顯示，

牛騰宇多次遭到看守所人員暴

打，在其奄奄一息之時，看守所

警方才把他送往醫院搶救。

牛騰宇母親也證實，迫害牛

騰宇的警察叫「陳權輝」，同時

強調有相關涉案未成年青年也同

樣遭到警察侮辱，家長也被警方

威脅、監聽。此外，先前警方也

曾被爆供詞作假。

牛母還披露，該案二審法官

「張書銘」除了不提供所有卷宗

查閱，更出手威脅辯護律師退出

此案。據曾代理此案的律師黃漢

中披露，有多名參與此案的律師

都遭司法部門威逼恐嚇，檢方甚

至直接告訴他們，「惡俗維基」

案將於本月底強行結案。

習近平女兒資料泄漏案
爆3度撤換「主謀」

據《自由聖火》網站最

近報導，中緬邊境地區高山

密林中，建立的武裝反抗中

共暴政的政治基地，包括V
字旅和中國自由軍的迅速發

展，引起了中共當局和習近

平的極大恐懼。

記者李靜汝採訪報導

中國自由軍網絡拜年（ 視頻截圖）

打中國疫苗就可入境？專家批無賴

抗中共暴政的理論，已經有很多

年了。那麼 V 字旅和中國自由

軍的出現，或者說中緬邊境地區

武裝反抗中共暴政的政治基地的

出現，這是當代中國民主革命，

第一次真正的政治事件，也是

當代中國人行使在暴政（中共）

前起義權利的第一次事件。

以前也有一些反抗中共暴政

的英雄，如像楊佳孤膽英雄。但

是他只是以個人的名義在做，行

使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權。這

一次 V 字旅、中國自由軍，中

國自由軍的全稱叫做『中華自由

閃電軍』，特別是中緬邊境地區

武裝反抗中共暴政的政治基地的

建立，這是近代史上，在中共建

政以後，中國人第一次以政治團

體、政黨的名義，以革命黨的名

義，來行使人民在暴政前起義的

權利。因此我把這件事情稱作是

一次劃時代的事件，它將使中

國人民反抗暴政走入一個新的

時代，因此它具有里程碑的意

義。」

行使暴政前起義權和 
恐怖主義的根本區別

袁紅冰進一步論述了人民在

暴政前起義的權利和恐怖主義

的根本區別。「如果談論恐怖主

義，我們必須首先確認當代的世

界上有兩種恐怖主義，一種是伊

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宗教性恐怖主

義；另外一個就是中共暴政的國

家恐怖主義極權專制統治。不

過，人民在暴政前起義的權利，

和這兩種恐怖主義的區別，那是

天地之別，是極其明確的。

甚麼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

恐怖主義？是為了實現一些極其

狹隘的極端主義的宗教目標和利

益，而對於社會進行不特定的攻

擊，造成生命和財產的損失，從

而形成一種社會恐怖的氣氛，來

實現他們的狹隘的極端的宗教目

標或者宗教利益。

這種恐怖主義和人民在暴政

前起義的權利，它原則上的區別

我想至少有兩點。第一點是目的

不同；更具體的講，就是在當前

的中國，人民行使在暴政前起義

的權利，目的是使中國進入自由

和民主化的歷史進程，是為了摧

毀中共暴政，在中國大陸創建自

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第二點就是對象不同。伊斯

蘭原教旨恐怖主義，他們打擊的

對象，是不特定人的生命和財

產，簡單的講，就是他們為了實

現自己的目標，可以濫殺無辜，

可以摧殘無辜者。

中共是當代最大的 
反人類國家恐怖主義

袁紅冰進一步表示，在中

國，人民起義所打擊和懲罰的對

象，就是那些對中國人民和東亞

大陸上各民族人民所犯下的反人

類罪行的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暴

力機器。中共暴政它的國家恐怖

主義暴力主要針對的對象，就是

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們，它們就

是要用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對

東亞大陸上的各個民族，實行共

產黨文化性的種族滅絕，這就是

中共暴政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中共圍剿遭到失敗

袁紅冰在採訪中披露了該組

織的一些基本情況。「在 2020
年的 9 月分，V 字旅發表了一

個政治宣言性的視頻，正式宣布

武裝反抗中共暴政的政治基地已

經在中緬邊境出現，也就是 V
字旅。」

去年 11 月，中共當局就聯

合收買緬甸的軍閥，對武裝反抗

中共暴政的政治基地進行軍事圍

剿。結果反抗中共暴政的力量，

犧牲了大概有 150 人左右，而

中共暴政和他們收買的軍閥軍

隊，有七、八百人的傷亡。目前

中緬邊境反抗中共武裝力量已發

展到數千人。這十多個反抗力

量又組建了一個『中華自由閃電

軍』這樣一個協調性的平臺，簡

稱叫做『中國自由軍』。

【看中國記者程雯編譯 / 綜
合報導】調查媒體「真相工程」

（Project Veritas）3 月 15 日披

露的最新臥底視頻中揭秘了臉書

（Facebook）全球計畫負責人本

尼．托馬斯（Benny Thomas）
的真心話，托馬斯認為政府需

要拆分掉臉書，因為臉書權力

過大，已經不再是一個公司，

而臉書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又稱「小

扎」）更成為歷史上從來沒有過

的統治 20 億人口的王。

在談到臉書創始人兼首席

執行官小扎，即馬克．扎克伯

格（Mark Zuckerberg）的權力

時，托馬斯說：「世界歷史上沒

有過一個國王曾是 20 億人的統

治者，但馬克．扎克伯格是——

他只有 36 歲。對於 36 歲的人

來說，這太過分了，不該擁有統

治 20 多億人口的權力。我只是

認為那是錯誤的。」

拜登要廢川普稅法 大舉加稅

揭秘：小扎是20億人的王

【看中國記者程雯編譯報導】

根據彭博社 3 月 15 日的一份報

告說，美國現任民主黨籍總統

喬．拜登（Joe Biden）正在考

慮廢除前總統川普的 2017 年減

稅法案，並大舉加稅，以支持民

主黨的 1.9 萬億美元的大瘟疫紓

困計畫和其它的長期經濟計畫。

如果成功的話，拜登加稅將是自

1993 年克林頓加稅以來的第一

次聯邦稅大幅上漲。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消息說，

作為基礎設施建設和增加就業一

攬子計畫的拜登加稅措施可能

包括廢除前總統川普的 2017 年

減稅法案，此舉將支持拜登在

2020 年競選期間所作的承諾。

據悉，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

說，拜登政府正在計畫或正在考

慮的加稅提案有：

- 將公司稅率從 21％提高到

28％。

- 削減有限責任公司或合夥

企業等實體的減稅優惠。

- 對於年收入超過 40 萬美

元的個人提高所得稅稅率。

在討論演算法偏差問題時，

托馬斯說：「總是存在內置的

[ 演算法 ] 偏差 ... 是人類編寫了

那些代碼。」「我們正在重新研

究演算法，但這是一件龐大而複

雜的事情。」

托馬斯還表示，臉書的選民

登記驅動力是民主黨人喬．拜

登贏得 2020 年總統大選的原因

之一，他說：「我從事的工作之

一，讓我感到高興的是，選民登

記驅動力。這些是那種事情，這

是臉書的好的方面，這是那種只

能由公司來做的事情，而且是擁

有像臉書這樣龐大規模和影響力

的公司。我們為自己設定了一個

註冊 400 萬新選民的目標，而

我們超過了這個目標，我們做了

450 萬。」記者隨後提到拜登，

並問道：「是的。我很確定他

[ 拜登 ] 以這種方式贏了大選。

你怎麼想的？」托馬斯回答說：

「的確如此，我也這麼認為。」

- 擴大遺產稅的覆蓋面。

- 對於年收入至少 100 萬美

元的個人，提高資本利得稅稅

率。（拜登在競選中建議的是提

高這組人的所得稅稅率，那會更

高。）

稅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的獨立分析認為，拜登

競選時提出的加稅計畫估計會在

10 年內籌集 2.1 萬億美元，不

過現在拜登政府的加稅計畫可能

會縮小。

全球投資資訊和管理公司

Evercore ISI 的美國公共政策

負責人莎拉．比安奇（Sarah 
Bianchi），也是拜登的前經濟

顧問，本月早些時候說過，國會

民主黨人可能會同意拜登加稅計

畫中的 5000 億美元。

比安奇告訴彭博社說，拜登

認為，美國人認為納稅政策應該

是公平的，他就是從那個角度上

看待他所有的稅務政策選項的，

因此拜登的加稅計畫重點放在

「解決工作與財富之間的不平等

待遇上」。

據彭博社報導，任何加稅

計畫——如果獲得國會通過的

話——都很可能要等到 2022 年

才開始生效，因為由武漢肺炎病

毒大瘟疫造成的失業率還在居高

不下，一些國會議員呼籲拜登政

府推遲執行加稅計畫。

不過，拜登的加稅計畫能否

在國會獲得通過現在還是一個未

知數，因為民主黨需要至少 10
名共和黨人的支持才能在參議院

過關，但是共和黨人們已經準備

好在加稅議題上要和民主黨有一

場戰鬥，他們在 2020 年大選期

間就警告過，如果喬．拜登進入

白宮，那就意味著收稅員來了。

美國現任民主黨籍總統喬．拜登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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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香港證監會3月15日，
向15家經紀行發出限制通
知書，禁止它們處理或處置

32個交易帳戶內的某些資
產。近年來，「唱高散貨」

的金融騙局愈演愈烈，也有

「殺豬盤」等類似騙局在中

國大陸橫行，並涉洗錢欺詐

等案件。

3 月 15 日，香港證監會官

網新聞稿稱，「這些資產與一宗

懷疑社交媒體『唱高散貨』騙局

有關，當中涉及於 2019 年 11 月

至 2020 年 11 月期間，就一家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的公司的股份進行的市場操縱活

動。」

這 15 家經紀行分別是：勤

豐證券有限公司、中國銀河國際

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中國通

海證券有限公司、英皇證券（香

港）有限公司、進升證券有限公

司、名匯證券有限公司、富途證

券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華泰

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一

盈證券有限公司、凱基證券亞洲

有限公司、聚富證券有限公司、

所羅門證券有限公司、新鴻基投

資服務有限公司、太陽國際證券

有限公司及禹洲金融控股（香

金融騙局愈演愈烈，並涉洗錢欺詐等案件。（Adobe Stock）

港）有限公司。

據香港電臺 3 月 5 日報導，

香港警方聯同證監會打擊一個

「唱高散貨」集團，以涉嫌洗黑

錢或串謀欺詐罪名拘捕 12 人，

懷疑他們在網上吹捧某些股票，

誤導投資者在高價買入，自己再

拋售獲利，警方及證監會凍結多

個證券及銀行戶口，檢獲總值超

過 9 億元現金與財物。

證監會說，犯罪集團目標通

常是低流量及市值低的股票，騙

子會以自己持有或操控他人的證

券戶口，從股價低位購入大量有

關股票，慢慢推高股價，之後與

網上詐騙集團合作，在社交平臺

吹捧股票，當市場對股票需求到

財經簡訊

達某個高位後，騙子就沽貨賺取

利潤。騙子會在社交平臺接觸受

害人，初時噓寒問暖，取得對方

信任後就叫對方買股票，或者邀

請受害人加入群組，裡面有聲稱

是「投資大師」的人，亦有人「做

媒」令受害人相信，再跟指示買

股票。

香港證監會在去年 9 月 24
日發布聲明，提醒公眾注意社交

媒體上的投資騙局——有愈來愈

多散戶投資者墮入社交媒體平臺

上的「唱高散貨」騙局，這些騙

局在現正調查的操縱市場個案中

約占 20%。

香港證監會提示，當投資

者在網上收到「內幕消息」或投

洗錢欺詐 中國金融騙局難防
資貼士時，應保持警惕，特別是

有陌生人在社交媒體上推介股價

或流通量較低的股票，便需格外

留神。這些騙局通常都是「唱高

散貨」計畫的一部分，可引致上

市公司的股價大跌。在某些個案

中，騙子曾經冒認知名的投資顧

問及受歡迎的市場評論員，以誘

使受害人上當。

據悉，「唱高散貨」騙局屬

於操縱股票市場的手法之一。騙

子將細價股（股票的發行股數比

較少的股票）的價格人為地推

高，誘使投資者以高價買入有關

股票，然後拋售圖利。在大多情

況下，投資者並不知悉慫恿他們

買入股份的人士的真實身分，或

這些人士所提供的數據的可靠程

度。

而在中國大陸，類似的騙局

也有另外的名字，叫「殺豬盤」。

微博上有人揭秘：就是專

門培訓一些男騙子，在網上包裝

成年輕多金有為青年，經常發讀

書照、座駕照、健身照，然後勾

引一、二線城市大齡女，或者一

些內心空虛女。等到感情熟絡了

以後，去誘導受害者去投資各種

數字貨幣、網絡私彩、野雞理財

之類的，幾十萬上百萬就虧出去

了。最近已經有很多女受害者跳

出來控訴。

當局再對網絡金融設限 
不得小額貸款給大學生

【看中國訊】根據中央社報

導，中國銀保監會等 5 個部門 3
月 17 日聯合印發通知，禁止小

額貸款公司向大學生發放網絡消

費貸款。這是近期北京當局對

科技金融業加強監管，同時打

擊「校園貸」的另一新舉措。通

知指出，近期部分網絡金融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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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殺豬」分五部

曲：

第一步，通過各種渠道尋找

目標。直接通過微信搜索加好友

（廣撒網），或在其他平臺用盡

方法請求加你微信好友，比如，

使用撩妹話術套你微信號，再比

如，說自己平時不上這個軟體，

微信聊天更方便。

第二步，利用虛擬網絡打造

高端人設。騙子慣用的人設多為

青年企業家，愛豪車、愛生活、

更愛投資理財。朋友圈經常發高

顏值靚照、高品質生活以及高端

聚會。

第三步，隨時隨地提供高情

緒價值。初期，騙子會利用噓寒

問暖，甜言蜜語，讓你深陷「熱

戀」，取得你的信任之後，通過

放長線釣大魚的聊天技巧獲取你

的隱私，掌握你的財產概況，伺

機問你對投資有沒有興趣，潛移

默化的用各種話術逼你就範。

第四步，捨小錢套大錢，

把「豬」餵肥。當你嘗到甜頭之

後，騙子會聲稱自己已經掌握

了這個投資規律，只要跟著他

（她），穩賺不賠。這時，你已

經深信不疑，便往平臺裡面大量

投錢，直到你提現提不出來。

第五步，完美「戀人」消失

匿跡，人間蒸發。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

導】自從 2019 年底爆發疫情以

來，全球經濟遭受重挫。沃倫 ·
巴菲特（Warren Buffett）掌管的

伯克希爾 ·哈撒韋公司（Berkshire 
Hathaway，BRKB），改變了以

往的投資策略，結果在股市慘賠

7.13 億美元。

美 國 財 經 媒 體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報導，全球股市

著名投資家巴菲特以永遠持有

標準普爾 500 指數的股票而聞

名。但在疫情期間，巴菲特沒有

堅持遵循自己長期持有股票的

策略，而是拋售了美國聯合航

空（United Airlines）和西方石

油（Occidental Petroleum） 這

2 家公司的股票，結果今年股市

出現了一個主要趨勢：到目前

為止，2020 年的失敗者變成了

2021 年的贏家之一。

2020 年石油價格暴跌導致

西方石油公司股票價格跌幅達

77%；而美聯航股價更是遭到

腰斬，蒸發了一半的市值。在此

期間，巴菲特在西方石油股價

跌至 18.3 美元時拋售了近 1900
萬股，美聯航股價跌到 34.61

美元時清倉了 2210 萬股。然

而，如今時來運轉，2020 年標

普 500 指數表現最差的 50 家公

司，如今都呈現上漲趨勢，並且

不容小覷，平均漲幅達 33%。

截至目前，西方石油公司

在標普 500 指數中上漲趨勢排

名第 4，截至 2 月 12 日，西方

石油公司股價上漲近 77%，漲

至每股 30.63 美元。對比去年

拋售的價格，巴菲特為此損失

了 2.33 億美元。美聯航在今年

同樣呈現強勁反彈趨勢，上漲

30%，現在是排名前 20 強公

司，截至 2 月 12 日股價收盤為

56.29 美元。如此一來，巴菲特

損失金額超過 4.8 億美元。

綜合上述，巴菲特拋售美

聯航和西方石油公司股票慘賠

7.13 億美元。

巴菲特改變以往投資策略 
代價慘重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歐菲光集團 3 月 16 日發布

公告稱，特定客戶計畫終止與公

司及其子公司的採購關係。業界

分析指是遭蘋果公司踢出其供應

鏈，歐菲光集團損失將高達 117
億元人民幣。

BBC 曾報導稱，歐菲光集

團涉及強制新疆維吾爾族人勞動

等侵犯人權的行為。

3 月 16 日，中國歐菲光集

團（以下簡稱歐菲光）公告稱，

公司於近日收到境外特定客戶的

通知，特定客戶計畫終止與公司

及其子公司的採購關係，公司也

在籌劃出售與特定客戶業務相關

的子公司全部或部分資產。

值得注意的是，歐菲光擬籌

劃出售的相關資產包括廣州得爾

塔公司，該公司前身為索尼電子

華南有限公司，歐菲光通過收購

該公司，得以進入到蘋果攝像頭

模組供應鏈。

隨後，歐菲光再發公告稱，

公司收到深交所關注函，要求其

補充披露境外特定客戶計畫終止

採購關係的時間、目前與該特定

客戶相關的訂單情況，並自查核

實關於訂單變化情況的信息披露

是否及時。

如果歐菲光不再從特定客戶

取得現有業務訂單，意味著其被

剔除蘋果供應鏈的消息落定。

2020 年 3 月 2 日，BBC 報

導，根據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

策研究所」的最新報告，有超過

8 萬名中國新疆維吾爾族人，被

北京政府運送到一些全球知名品

牌工廠中強制勞動，不但侵犯了

維吾爾族人的權利，也剝削了維

族的經濟利益。

其中，蘋果公司供應商歐菲

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7
年曾接收新疆洛浦縣運送來的維

族強制勞動力 700 人。

歐菲光被蘋果踢出供應鏈

以大學校園為目標，透過誘導性

營銷，發放網絡消費貸款，誘導

大學生過度超前消費，導致部分

學生陷入高額貸款陷阱。中國知

名小額網貸公司，包括螞蟻集團

旗下「花唄」和「借唄」，而知

名企業百度、京東和美團旗下，

也分別有「度小滿」、「京東同

盈」、「三快」等。

中國一胎化後果顯現 
法定退休年齡將推遲

【看中國訊】據美國之音報

導，中國將實施應對人口老齡化

的國家戰略，逐步延遲數十年來

未曾調整的法定退休年齡，以解

決人口老齡化問題逐年加重，以

及繳納社保費人數比重逐年下降

所導致的社保基金帳戶缺口不斷

擴大的問題。武漢《長江日報》

去年進行的「延遲退休」問卷調

查結果顯示，在 9.6 萬參與投票

的網民中，超過 80% 的人明確

表示反對，理由主要是健康狀況

下降、找不到工作等。若不退休

又沒有工作，無法維持正常生

活。絕大多數人希望在交滿 15
年社保後，到 60 歲就退休。

https://mru.ca/L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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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局新局長背景神秘呂加平去世 曾揭發江澤民身世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國歷史學者呂加平 3 月 11 日

晚在北京病逝，享年 79 歲。呂

加平於 2009 年發表公開信，揭

露前中共黨魁江澤民「二奸二

假」問題，引起輿論轟動，遭其

報復被投入監獄。

呂加平兒子于浩宸發出訃告

稱：「家父呂加平於公元 2021
年 3 月 11 日晚 19：05 分因病

在北京去世，享年 79 歲。」

于浩宸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時

表示，「父親最大心願未了的就

是江澤民的問題，他一直念叨，

希望得到平反。但至少目前看來

沒有這個可能，他非常失望。包

括後來他因此坐牢，（因是）服

刑人員，他連工資、醫保也全部

被剝奪了。」

于浩宸還說，「非常可惜，

如果父親再堅持幾年，對他的平

反是可期的。」

呂加平 1941 年 6 月 14 日

出生，上海嘉定人，無黨派人

士。他是中國二戰史研究會會

員、民間戰略研究和軍事評論

家、歷史學家。他的父親呂炳奎

曾任江蘇省衛生廳廳長、中共中

央衛生部中醫司司長等職務。

2004 年 2 月 21 日， 呂 加

平發表〈向中央領導和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反映我聽說的一

些有關江澤民的事情和傳聞〉一

文。 2 月 23 日深夜，北京警方

將呂加平抓走，其家也被抄。

翌日，網上突然出現警告江

澤民的最後通牒，指江和宋祖英

的每次幽會都有「專業版」的音

像資料為證，如果呂加平第二天

不被釋放，光碟就會向全世界公

布。出乎意料的是，呂加平當天

就被釋放。

2009 年 12 月 5 日， 呂 加

平再次實名發表〈關於江澤民的

『二奸二假』和政治詐騙問題與

要求調查的呼籲〉的公開信，信

中指「二奸」是江澤民本人和他

的親生父親都是「日偽漢奸」，

而且江澤民還是「效力克格勃的

蘇俄奸細」，並因此向俄羅斯出

賣奉送大片中國領土。「二假」

則是指江澤民冒充是 1949 年前

加入中共地下黨的「假黨員」；

同時江也冒充是所謂「中共烈

士」江上青的養子，是假「烈

士」子弟。

呂加平文中說，江世俊在汪

精衛成立南京汪偽中央國民政府

後，「他又轉而成為該汪偽中央

政府的宣傳部副部長，是一個貨

真價實、賣國求榮的日偽大漢

奸。」

文中還說：「江世俊之子江

澤民 1943 年十七歲時在老家楊

州高中畢業，這位汪偽高幹子弟

靠其生父的汪偽高幹關係，到南

京專門為日寇侵華服務、為汪偽

賣國反共效力培養漢奸精英人才

的汪偽中央大學就讀，並加入了

漢奸反共組織……」

2010 年 8 月 13 日， 呂 加

平再次撰寫標題為〈關於江澤民

的假中共地下黨員問題的最新證

據〉的文章，同年 9 月被北京當

局秘密逮捕，後被控「煽動顛覆

國家政權罪」判刑 10 年。

直到 2015 年，呂加平多次

申請被拒後終獲准保外就醫。

【看中國訊】2021 年兩會結

束後，李兆宗被任命為國家保密

局局長，此人背景非常神秘，公

開信息甚少，或許與中共十八大

前後國家保密局之亂有關。

查閱公開資料，李兆宗的信

息非常少，也無法得知其年齡，

僅能得知他曾歷任中共中央直屬

機關青年聯合會副主席、中央辦

公廳第一局副局長，和國家密碼

管理局局長等職。

官媒《人民日報》社曾在

2019 年 10 月 29 日發表李兆宗

署名的有關密碼法文章，強調必

須堅決貫徹「黨管密碼」的基礎

原則，走中共「特色密碼發展道

路」。

中共中央保密委員會辦公室

和國家保密局，一個機構兩塊牌

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下屬

機構序列，承辦中共中央保密委

員會日常事務工作，履行保密行

政管理職能。該部門級別是副部

級，業務上級機構是中共中央保

密委員會，組織上級機構是中共

中央辦公廳。

再翻查從 2005 年至今的中

共國家保密局局長，他們分別是

夏勇（2005 年 5 月至 2013 年 3
月）、孟祥鋒（2013 年 3 月約

至 2015 年 4 月）和田靜（2015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不僅

可以查到詳細履歷信息，也可知

道他們的現狀。田靜是達到退休

年齡而卸任，孟祥鋒現任正部長

級的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

夏勇 48 歲那年他從國家保

密局局長被平級調任虛職國務院

法制辦公室副主任，51 歲時因

官宣嚴重違紀，不但被免職，還

被撤銷中共全國政協委員資格。

據官媒證實，夏勇被列入前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違紀

違法落馬的 5 名舊部。當局指

控令計劃犯有的非法獲取國家秘

密罪，相信就與時任國家保密局

局長夏勇有關。

如今，正是習近平為了中共

二十大連任進行人事布局的關鍵

時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

繩」，習近平對保密局的重視，

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3 月 13 日，中共中紀委發

布公告稱，原「610 辦公室」副

主任彭波涉嫌嚴重違法行為，目

前正接受調查。

外界注意到，這則通告僅有

短短的一句話，並沒有按照慣例

羅列出彭波的工作履歷。這一反

常現象引起了外界的質疑。

海外中文媒體明德網經查證

發現，百度百科上有關彭波的

詞條顯示，彭波出生於 1957 年

3 月，湖南南縣人，早年曾經從

事新聞媒體工作，擔任過中國青

年出版社黨組成員、副社長，及

共青團中央網絡影視中心總編輯

等職務。 2006 年 5 月，彭波被

調入中共中央外宣辦，歷任五局

副局長、九局局長、十局局長。

2012 年 9 月 至 2015 年 8 月，

彭波又調任中共中央網信辦專職

副主任。

網絡上有消息稱，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9 月，彭波出任

中央政法委網絡輿情應對與處置

協調小組組長，還兼任中央綜治

委委員等多重身分。直到中共中

紀委發布有關彭波被調查的公告

時，才曝光他還身兼中共中央

610 辦公室副主任的職務。

然而，就在彭波落馬被查的

消息公布後不久，百度百科的上

述詞條就被離奇刪除，中共網信

辦官網，以及其他一些中共官方

網站上有關彭波的身分信息，現

在也被全部刪除。但谷歌搜索的

網頁快照保留了百度百科上的部

分資料內容。

中共官方的這種反常舉動，

反而引起海外華人輿論圈的各種

猜疑。有輿論指出，前述資訊顯

示，彭波從 2006 年以後，長期

在中共宣傳系統任職，而中共中

央前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從 1993
年以後就長期掌管著中共中央宣

傳部。也就是說，至少在長達

10 年的時間，彭波一直在劉雲

山麾下任職，因此他很可能是屬

於劉雲山的人。

1999 年 6 月 7 日，時任中

共總書記江澤民召開一次政治局

特別會議，決心鎮壓法輪功。

同年 6 月 10 日，成立中國共產

黨「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

組」，下設常設機構中央處理法

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即

「610 辦公室」。它是已被裁併

的正部級中共中央直屬機構，曾

在中國大陸各省、市、街道各級

有一千個「610 辦公室」。

中央「610 領導小組」組長

多由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擔任，

「610 辦公室」主任是公安部副

部長擔任，由政法委書記所任

命，具體工作由公安部負責。

2018 年 3 月，「610 辦公室」被

習近平當局裁併，職能並入中共

中央政法委員會和公安部。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稱，中

國知名人權律師高智晟稱，中共

「610 辦公室」是「高於政權力量

的黑社會組織，可以操縱、調控

一切政權資源，『行使』著這個

星球上，人類有國家文明以來，

作為國家從不能擁有的權力。」

《看中國》記者經過查證發

現，曾經擔任「610 領導小組」

組長的周永康、副組長周本順、

李東生、張越，曾擔任「610 辦

公室」副主任孫力軍和彭波等 6
人都已經落馬，其中李東生還擔

任過「610 辦公室」主任。

除此之外，曾經擔任「610
領導小組」副組長職務的王樂

泉、孟建柱，擔任過「610 辦公

室」主任的傅政華、曾任「610
辦公室」副主任的劉雲山等 4
人，先後都已經被海外中文媒體

披露存在嚴重的個人和家族貪腐

問題。

「610辦公室」又一高官落馬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綜合
報導】中共「兩會」結束
之後，原「中央防範和處
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辦
公室」（又稱：610辦公
室）副主任彭波，被中紀
委宣布落馬，他是兩會後
第一個落馬的老虎。負責
鎮壓法輪功等信仰團隊的
「610辦公室」，已有多
名曾擔任過主任、副主任
的官員落馬，顯示由江澤
民成立的這個機構存在嚴
重非法貪腐行為。 中共「610辦公室」由江澤民於 1999年成立，圖為 2019年 10月 1日露

面的江澤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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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國官民比例一向被中共視為

「國家機密」，但偶爾也有相關

數據流出。在今年「兩會」上，有

政協委員稱某縣財政供養人員與

全縣人口比例為 1：5，也就是 5
個人養1個官員，引發輿論關注。

據新浪財經報導，中共政

協委員、陝西省政協副主席李冬

玉，在今年兩會上提案，建議人

口低於 10 萬的小縣合併，她稱

小縣合併可以避免人口流失，也

能減少行政資源浪費。

李冬玉在提案中指，中共政

府行政成本高、公共基礎設施浪

費大的問題，比如縣級財政供養

人員和基礎設施建設每年都需大

量財政支出。

2016 年，有海外媒體披露，

當局曾有內部指示，不准在公

開文章和新聞報導中出現「官民

比」、「吃皇糧人口」、「國家和

地方財政供養人口」之類的話題。

在 2005 年的中共兩會上，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前參事

任玉嶺說：「我們的官民比例早

已達到 26：1，比西漢時高出了

306 倍，比清末高出了 35 倍。」

中共政權是「萬稅之國」，

百姓歷來承擔舉世無雙的巨量官

員。官多為患的主要原因是：中

共官員「黨政雙線，兩套馬車」。

各級黨政機構及企事業單位超額

配備領導，一個省有五、六十個

省部級官員，幾百個乃至上千個

廳級官員，地方政府幾十個秘書

長，一個縣區近百個縣處級官員

的情況已是見怪不怪。

自由亞洲電臺曾報導，曾因

言獲罪的貴州大學楊紹政批評，

中共占用稅款和國資收益，每年

供養所有政黨專職黨務和非政

党人員總數約 2000 萬，給社會

帶來的耗損估值約 20 萬億元人

民幣。中國獨立經濟學者鞏勝

利，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

也表示，像中共這樣黨政都靠國

家財政來養的政權，全世界大概

只有 3 個半，就是中共、朝鮮、

古巴，再加上半個越南。

政協委員發言無意中洩露了「國家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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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中聯辦秘書長、警務聯絡

部部長換人後，國務院 3 月 16
日再公布任命全國政協港澳台僑

委員會副主任尹宗華，成為香港

7 名中聯辦副主任之一。有傳尹

宗華將接替已屆 60 歲副部級退

休年齡的仇鴻位置，上任後主管

中資機構、經貿交流以及連繫商

界等工作。

親中港媒香港 01 早前報導

中聯辦內部「海嘯式」大換班，

480 人編制將有一半出現變動，

規模前所未見。不過自由亞洲電

台「耳邊風」欄目分析，將要換

班的 240 個職位之中，尹宗華的

任命才是最關鍵。

該分析指，中國共產黨以

「國家安全」之名對香港選舉制

度動刀，其實只是一個幌子，而

真正原因還是離不開「錢」。中

聯辦在香港主權移交初期，還是

不折不扣的「信差衙門」，但自

從 2003 年香港出現首次「國安

法」爭議，中聯辦的職能開始不

斷擴大，權力更大到可以直接統

看中國記者劉世民綜合報導

北京全國人大通過改動

香港選舉制度，香港進入共

產黨直接管治的新階段。與

此同時，香港中聯辦出現連

串人事異動，最新任命是港

澳辦主任夏寶龍舊部尹宗華

出任中聯辦副主任，主管中資

機構與經貿。

香港中聯辦人事大變動

領香港中資機構。

中資在港有十萬億資產

根據中聯辦官方網站的「香

港中資企業概況」，香港中資

企業是中國在海外規模最大的

企業群體，截至 2013 年底的數

據如下：（一）香港中資企業超

過 3,200 家，總資產近 14 萬億

港元，當中資產規模過千億的中

資企業有 27 家；（二）香港交

易所統計，在港上市的內地 H
股、紅籌股及非 H 股民營企業

共 797 家，佔港交所上市公司

總數 48.5%；市值達 13.69 萬

億港元，佔香港股市總市值的

56.9%。

自由亞洲的分析指，由上述

數據可知，中聯辦轄下的中資屬

「兵家必爭之地」。如今香港政

制改動業已完成，再由忠實「習

家軍」——夏寶龍的全國政協

舊部尹宗華掌管中聯辦，並進一

步掌管中資在港的數以十萬億計

資產。

外界也注意到，現年 56 歲

的尹宗華，具有商務部背景。他

是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長期任

職商務部（對外經濟貿易部），

歷任駐歐盟使團公使銜經濟商務

參贊、商務部國際經貿關係司司

長、世界貿易組織司司長、中國

貿促會副會長。 2015 年，身兼

中國國際商會調解中心主席的尹

宗華，曾與香港方面聯手設立

「內地（大陸）—香港聯合調解

中心」，打造中港解決跨境商業

爭議的平台。

該分析再舉一例，張曉明

擔任中聯辦主任的時代，曾在

2014 年和 2016 年拍賣字畫，竟

籌得高達 3,260 萬港元。

紫荊黨：打破地產壟斷

除了香港的中資機構外，有

種種跡象顯示，北京已同時盯上

了香港另一大財富板塊——土地

資源。

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

理韓正在兩會期間會見了香港特

首林鄭月娥和港區人大代表。有

與會者透露，韓正表示，下一步

就是解決香港經濟和民生問題，

並指其中住房問題亟待解決，

「即使難度很大，但總要有解決

開始的時候」。

3 月 16 日，新冒起的親共

政黨「紫荊黨」創辦人黃秋智接

受 外 媒 彭 博（Bloomberg） 訪

問，稱香港「過時」的立法機關

和政治鬥爭阻礙了香港解決住房

問題，如今隨著香港選舉制度

變得更「開放」、有了「正確的

代表」，便可以解決很多政治和

（土地）壟斷問題，又稱香港需

要長遠的房屋政策，「沒有人能

夠阻攔。」

紫荊黨被指與中共有緊密

聯繫，中國問題專家程翔曾分析

紫荊黨是由中央或中聯辦組建、

由中共香港工委領導下成立的政

黨，目標是要「全面接管」香港

的政權與非政權機構。

美日安全對話 強調台海和平
【看中國訊】美日兩國

在東京舉行的所謂「2+2」外
交與防長部長級會談中表達

對台海情勢的關切，並在聯

合聲明中強調「台灣海峽和

平穩定的重要性。」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國防部

長奧斯汀 3 月 16 日與日本外相

茂木敏充、防衛大臣岸信夫在數

場會談結束後舉行聯合記者會宣

布雙方的共識，其中也包括體認

到中國的行為不僅與現有的國際

秩序不一致，也對美日同盟及國

際社會造成挑戰。

茂木敏充在提及地區戰略環

境時說，「我們再次確認美日安

保條約第 5 條關於尖閣群島的適

用情形，也確認我們對任何尋求

損害日本管理這些島嶼的單方面

行動的持續反對。此外，我們也

確認了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

性。」

布林肯接著說，美日兩國在

一起相互支持彼此在民主、人權

和法治的共享價值，也對中國侵

犯人權及破壞民主的行為非常關

切，包括「中國運用脅迫與咄咄

逼人的行動來系統性侵蝕香港自

治、削弱台灣的民主、侵犯新疆

及西藏人權，並且在南中國海宣

示違反國際法的主權要求。」

岸信夫也提到，決不能允許

中國的海警法破壞包括日本在內

相關國家的合法利益，如果這個

法律加劇海上緊張，包括東中國

海及南中國海，「那是絕對不能

被接受的」，他有決心運用所有

方式來保護日本領土，他同時也

「主張和平穩定對台灣海峽的重

要性。」

在「美日安全保障協議委員

會」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台海相

關文字被放在尖閣諸島與南中國

海之間。聲明說，四位部長討論

了美國在安保條約涵蓋尖閣諸島

在內的第 5 條下防衛日本的不可

動搖的承諾。「美國與日本持續

反對任何尋求改變或損害日本管

理這些島嶼的單方面行動。部長

們也強調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

要性。」

此外，在美國聯邦參議院

軍事委員會 9 日舉辦的聽證會

上，多位參議員提及台灣安全

問題。印太司令戴維森（Philip 
Davidson）表示，「中（共）國

正加速其政治野心，希望在 2050
年之前，取代美國的國際秩序領

導地位。」

他指出，台灣顯然是中共實

現該目標前的野心之一，「這樣

的威脅在未來10年內，事實上，

在未來 6 年內就可能顯現。」作

為印太地區作戰指揮官，戴維森

認為，從近期北京的行動來看，

北京似乎想「永久地」以片面方

式改變區域現狀。

彭博報導指，自從 2019 年

香港爆發示威浪潮，大陸官媒變

重複強調香港的暴亂的「根本原

因」是房屋問題。共產黨控制的

新聞機構還指香港政府應從房地

產開發商處手上拿取閒置土地，

用來建造廉價房屋。彭博指，憑

房地產致富的香港四大富豪家

族——郭得勝家族、李兆基家

族、李嘉誠家族和鄭裕彤家族，

已被北京瞄準（are in Beijing’s 
crosshairs）。

除了大地產商被中共瞄準，

另一個掌握香港鄉郊龐大土地資

源的群體——新界鄉事勢力也

似乎面臨危機。兩會剛結束，

香港廉政公署上週突然採取「芒

草」行動，拘捕涉及元朗套丁案

的 24 人，包括十八鄉鄉事委員

會主席程振明、「村屋大王」王

光榮父子，指控他們懷疑貪污詐

騙，觸動鄉事龐大套丁利益網

絡。同一時間，人大通過修改

選舉制度的決定當中，改組後

的「特首選舉委員會」五大組別

中，不再有「鄉議局代表」。而

在目前的選委會中，鄉議會原本

佔有 26 席。

對此，香港時事評論員劉細

良日前在《蘋果日報》撰文分析，

中共在政治上如此大動作收回香

港管治權，真正目標是令香港商

界不能再扮演「造王」角色，相

當於「香港土改」，令香港人主

動接受北京直接管治模式。

尹宗華。（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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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打科興疫苗後 
一家四口全染疫

【看中國訊】整體有效

率僅約50%的中國製科興
疫苗，除了在香港發生7宗
打針後死亡個案，還首次有

人打針後仍然確診感染病

毒。3月16日新增的18宗確
診個案當中，包括一名男督

察一家四口，報導指男督察

四天前才接種過科興疫苗。

綜合港媒報導，確診男督察

一家四口同住於何文田督察級警

察宿舍 C 座，成員包括 38 歲男

督察、一名 41 歲女子，以及兩

名分別 10 歲和 11 歲的女童。

四人全部沒有病徵。

據悉，染疫男督察在 3 月

12 日曾接種科興疫苗，但港警

和衛生防護中心的新聞公佈都未

提及他曾打疫苗一事。警方在查

詢下仍沒有回應此事，僅稱男警

是因為家人曾接觸過確診個案，

主動檢測下揭發確診。

香港紀律部隊被港府列為優

先接種疫苗的組別，警務處處長

鄧炳強等紀律部隊首長 2 月 23
日曾率領部隊成員打科興疫苗。

消息稱，警方雖然鼓勵人員打

針，但並無要求他們打針後須�

報，不清楚至今有多少名警員接

種了疫苗。

中國科興的滅活疫苗，第一

針整體有效率只有約 50%，僅

達世界衛生組織的合格水平，

即使 28 日後接種第二針，有效

率也只有 62.3%。香港至今有 7
人接種科興疫苗後死亡，而遭前

港府將科興疫苗的中文名稱變更

為「福來」，被質疑混淆視聽。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

總監何栢良提到，南美國家智利

已有 32% 人打了第一針科興疫

苗，不少人更已接種第二劑，

不過智利過去 30 日確診不跌反

升。而英美和以色列等接種歐美

製疫苗的國家則確診急跌，若按

人口比例計算，新症率甚至比智

利還低。

此外，3 月 15 日，香港再

有一名老人注射後中風及心衰竭

身亡，令兩週內注射科興後死亡

增至 7 人。港大醫學院院長梁

卓偉 3 月 13 日曾提出，疫苗或

疫苗內的佐劑，有可能令患心血

管疾病的人出現炎症反應，一旦

血管發炎便會誘發「急性生栓」

現象，嚴重者可致死。

美日2+2會談。（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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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事件源於近來鄭國成自身

遭遇。他於 3 月 11 日指控，東

北老家林地遭到當地貪官侵占，

上訪無門。因此他氣得開直播，

大罵共產黨貪腐、不講理，「老

百姓偷 1 萬判 3 年，（官員）貪

污呢？ 100 億，好幾億才判 3
年，如果這個標準，你（官員）

貪污比老百姓偷竊更嚴重！貪

污比偷竊更輕嗎？今天誰告訴

我？」

直播過程中，有其他網友與

鄭國成互動並勸其冷靜，熟料鄭

國成卻越來越激動，大罵國家欺

壓人民以及共產主義騙人，並

指，把子女送到歐美的全是反人

民，人民的公敵。他還怒指，你

（習近平）憑什麼高於人民，憑

封建等級嗎？人民可以按照黨章

開除領導人（習近平）。還說，

人民群眾有什麼監督權？國內刪

帖多嚴重？

鄭國成越說越激動，他大

罵政府欺壓人民、政府不辦實

事，「很多微信上的亂糟事，我

看了，也核實了，就是真的」，

「十年了，啥也落實不了，開什

麼玩笑？」「你天天批判西方，

自己做不到有什麼資格批判別

人！」

此外，他更自爆：「我打

扮成愛國青年，上個月我賺了

7000 多美元」，上述種種言論

讓不少中國網友相當錯愕。

事後，鄭國成於當天緊急將

影片刪除，還另外發布了影片道

歉，稱因近日家裡發生許多不好

的事情，讓他喝了許多酒，才導

致這些極端言論，並保證以後不

會發生類似事情，也說自己因為

發表的這些「極端言論」，影響

到一直熱愛他的粉絲，他心裏也

非常難受。

網友紛紛在相關影片下方

留言調侃：「妄議中央、尋釁滋

事。」「五毛只有喝醉了才是個

人，哈哈哈。」「比這些日常反

共的人還要瘋狂。」「早就聽說

愛國青年鄭國成，一直未睹芳

容，未聞其聲，今日才得一見，

這丫的是受什麼刺激了吧，這

哪是愛國青年啊，是他們自己

口中的恨國黨才對。」「真言肯

定，酒後倒未必。」「黨的鐵拳

終於掄到他頭上了。」「‘扮成愛

國青年，上個月賺了 7000 多美

元’，看來五毛是確有其事。」

還有網友透露，「已經有人

舉報國成娘娘（鄭國成）了」。

YouTube 頻道「說真話的

徐某人」表示，自己平時從來不

看那些五毛的視頻，但這個視頻

看的自己熱血沸騰，恨不得立刻

買張機票，回國跟他幹革命。他

揶揄道，這個視頻播放不久就被

刪除了，還好自己手急眼快，保

存了一份，為了便於大家觀看，

特意將 4 小時的內容剪成 30 分

鐘精華版，還邀請網友積極向牆

內傳播。

公開資料顯示，鄭國成

在 YouTube 擁 有 超 過 10 萬

人追蹤，他除了「翻牆」在

YouTube 上開設頻道，還同時

經營中國 B 站（嗶哩嗶哩）、

微博、知乎等社群平台。他曾

在 YouTube 頻道上談論香港反

送中、中澳貿易、中印邊境衝突

等國際事件，並頻頻替中共官

方發聲，因此被自家網友稱為

「YouTube 大五毛」。

惡俗維基介紹，鄭國成出生

於 1984 年，原名「鄭中天」，

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安圖縣

人。父親祖籍山東，文革後移至

東北，母親是朝鮮族。他常用

ID「大陸青年隨便聊」，現已

改為「中國青年隨便聊」。早於

2005 年 12 月鄭國成便公然發

表「愛黨」言論，並受到不少爭

議。

看得出來嗎？ 
這張臉竟是AI臉

【看中國訊】韓國以強大先

進的「整形」技術，著稱亞洲。

除了韓國家長會為子女存下整形

手術費用外；不少亞洲國家民眾

也奔赴韓國，進行外貌身材大改

造。然而在人工智慧（AI）高

科技發展下，將來也許連整形

費用也可省下。韓國一名靠亮

麗臉蛋、動人聲線爆紅的歌唱

女 YouTuber 「Rui」，就在最新

影片大方坦承，她整張臉蛋其實

都是計算機做出來的，由於 AI
臉蛋過於真實，讓網民大吃一

驚——AI 再這樣發展下去，說

不定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再無法

辨認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韓 國 媒 體 報 導，Rui 年
僅 22 歲， 其 實 她 成 為 虛 擬

YouTuber（virtual YouTuber）
的時間並不算長，從去年 10 月

上傳一支翻唱迪斯尼經典動畫

花木蘭名曲《Reflection》的影片

後，便定時上傳歌唱影片，以翻

唱英文歌曲為主。

雖然在每支影片的開頭，皆

以底下字幕強調 Rui 的臉龐為

不存在於現實世界、且是透過

韓國當地工作坊 DOB Studio 的

AI 技術所打造出來的「虛擬臉

孔」。但直到 11 月上傳一支前

往江原道江陵旅遊的 Vlog 影片

後，Rui 那張充滿鄰家女孩的簡

約美麗臉孔，才成為網友們討論

的焦點。

Rui 在今年 2 月 19 日，終

於上傳一支近 1 分鐘的「自我

介紹」影片。她坦言自己在影片

中的臉蛋並非是真的，而是由

DOB Studio的AI技術所打造。

製作出 Rui 臉蛋的工作坊

DOB Studio 代表，描述虛擬

YouTuber 的構想過程，表示

Rui 只有聲音、髮型、頸部以下

身軀是真的，而臉部則是透過利

用實際存在的臉部數據進行「機

器學習」，構思出能勾起人們好

感的面孔，並以特定的人臉合成

影像技術，與實際存在的身軀進

行巧妙搭配，不管是在歌唱、甚

至是旅遊影片內都難以挑出破

綻。

Rui今年 3月 10日也以「真

面目」接受韓媒《SBS》採訪，

她表示自己在現實生活中原本沒

有雙眼皮、鼻樑也不高，然而透

過AI科技重新打造出的新臉孔。

網友們在論壇上表示，「除

了膚質異常的好之外，根本完全

看不出來（是假的）」、「沒想

到不是真的，害我嚇到長雞皮疙

瘩。」

中國大五毛直播大罵共產黨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

合報導】在YouTube擁有

超過10萬人追蹤的中國網

紅鄭國成，因時常發表「愛

黨」言論，而被 網友冠以

「大五毛」之稱。近日因其

東北老家的林地被貪官侵

佔而在直播中發力大罵共

產黨，稱問題沒解決，領導

人（習近平）也要下臺，事後

緊急刪除影片稱系喝醉酒。

鄭國成在網絡直播中大罵共產黨（視頻截圖）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合報導】

近期，中國大陸成都市武侯區沙

堰街，一尊半陷在地裡石獅成

「啃地」狀，引髮網友熱議。該

石獅後腿彎曲呈蹲狀，前半截身

子大部分陷入地面，而且旁邊沒

有任何標牌解釋。官媒在質疑該

石獅暴露了當地的「懶政作風」

後，石獅被連夜搬走。

陸媒澎湃新聞 3 月 13 日報

導，近期，成都市武侯區沙堰街

一尊半陷在地裡的石獅引發路人

關注。報導稱，同一條街上，還

有休息的牛、摔跤的小孩、賣糖

葫蘆的老人等常規雕塑，但唯有

「啃地石獅」的造型讓人困惑。

而且「啃地石獅」後方本就是一

條不平坦的盲道，因為這尊石獅

擋路，突然還拐了個彎。

對此，武侯區晉陽街道辦事

處的同一位工作人員回應，稱這

尊石獅原本是立著的，2020 年 9
月、10月在道路黑化整治過程中

被施工方誤埋，成了如今這般模

樣。之後，該工作人員改口稱，

經過與設計單位的溝通，石獅原

本就是半截入土的造型，設計方

是希望營造出土文物的感覺。

上述說法不久後，該工作人

員又改口稱，設計石獅子的本意

是模擬出土文物，最先就是趴著

的造型，但在去年道路鋪瀝青施

工過程中，不小心造成石獅被埋

了十幾公分。工作人員還稱，街

道將將聯繫施工方重新安裝。

報導稱，真相如何，只要拿

出設計圖紙就可清楚。但工作人

員短時間內三度改口，也折射出

基層工作的隨意。而如若工作人

員的第三種說法屬實，則暴露出

兩大問題。一是懶政作風，如果

是道路施工造成石獅下陷，近半

年時間無人問津，暴露出了一種

得過且過、敷衍了事的作風。二

是景觀打造隨意。

上述報導引發熱議後，當地

相關負責人稱，已於 12 日晚連

夜打圍後安靜施工，將石獅搬

離。而之前被石獅擋住一半的道

路，也已經恢復正常通行。

成都「啃地」石獅遭批

【看 中 國 記 者 盧 乙 欣 綜

合報導】臺灣以中西醫合治

COVID-19，研發的中藥「清冠

一號」在歐美熱銷。

據中央社及《自由時報》報

導，蔡英文總統日前出席第 91
屆國醫節活動，表示中醫藥界

對臺灣的貢獻有目共睹，自從

COVID-19 疫情爆發以來，臺

灣的中西醫合併治療模式受到廣

泛關注。臺灣研發的清冠一號在

歐美熱銷，讓世界看到臺灣。

蔡英文說：展望後疫情時

代，包括中醫在內，全球的傳統

醫學均會更受到重視，這是臺灣

的機會，也是我們的自信心所

在，將會持續請國策顧問、中醫

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柯富揚來傳

達中醫藥界的建議，讓政府法規

越來越完善，讓我們一同把握國

內外醫療的新需求。

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去年

6月 10日召開記者會，公布「新

型冠狀病毒疾病中西醫臨床整合

防治計畫」，盼望借由中醫藥方

作為預防性用藥，且以中西醫合

併療法協助患者及早擺脫病魔。

針對「臺灣清冠一號」研

究，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所長蘇奕

彰當時表示，研究團隊發現，中

藥可以阻斷患者朝重症發展，且

加速痊癒速度，同時能減少復

陽、重症後肺纖維化等併發症。

部分中藥成分還能跟病毒上棘蛋

白結合，以免病毒複製、防止免

疫系統失控，效用幾乎等同疫

苗。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副所長邱

文慧表示，研究顯示，中藥復方

會跟棘蛋白結合，在第一線阻斷

病毒感染及抑制病毒複製，同時

能抑制細胞激素風暴出現。

據蘇奕彰表示，研究團

隊將此款中藥方命名為「臺灣

清冠一號」，因為臺灣本地的

COVID-19 疫情趨緩，會規劃

外銷到疫情嚴峻國家，擬定處方

時會特地將多國管制的中藥成分

如麻黃等拿掉。

臺灣治療COVID-19中藥 
「清冠一號」熱銷歐美

（視頻截圖）

【看中國記者文儷綜合報

導】綜合媒體報導，3 月 11 日，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在國際

奧委會第 137 次全會上宣布，

COVID-19 疫 苗 將 由 中 國 提

供，費用將由國際奧委會支付。

東京奧運會將於 7 月 23 日開

幕，2022 年北京冬奧會則定於

明年 2 月舉行。

據悉，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

大約有 11000 人，再加上其他

輔助人員，如教練員、媒體、志

願者和官員，也會多達數萬人。

巴赫稱，中國奧委會表示需要多

少疫苗就提供多少。消息一出，

首先引發日本奧組會的震驚。東

京奧組委首席執行官武籐敏郎

表示：「日本方面是否被事先告

知？沒有。完全沒有！」

據英國《每日郵報》3 月 12
日報導，日本奧運隊拒絕了中方

為今年夏季在日本舉行的奧運會

提供 COVID-19 疫苗的提議，

因為中方的這些疫苗目前還沒有

在日本獲得批准。日本在疫苗推

廣方面落後，一線醫護人員上個

月才開始接種疫苗。當被問及運

動員是否應該接受中方提供的疫

苗接種時，日本奧運部長丸川玉

洋說：「我認為這將是（中國疫

苗）已獲批准的國家自己的決

定。」她補充說：「我不知道是

否有中國公司在日本申請批准中

國疫苗。」暗示日本運動員將不

符合注射中國疫苗的條件。

她說：「我們正在採取全面

的防感染措施，包括活動管理和

測試，以便人們可以放心參加東

京奧運會，即使沒有接種疫苗。

我們是在假設人們不接種疫苗的

情況下進行的，這一點沒有改

變。」

中國疫苗至今未被世界衛生

組織批准列入緊急使用清單的主

要原因之一，就是國產疫苗缺少

完整的第三期臨床試驗數據。但

中方表示，已經無償向 69 個有

急需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

助，並向 43 個國家出口疫苗。

歐盟主席米歇爾批評中方過分渲

染，把 COVID-19 疫苗用來作

為外交和宣傳手段，同時他還指

出，中國疫苗在本國的注射率比

歐盟國家低兩倍之多。

國際奧委會購中國疫苗

（圖片來源：微博）

中藥店示意圖（公有領域）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緬甸自 2 月 1 日發生軍變以來，

局勢越來越緊張。軍警出動真槍

實彈對待民眾，目前已有多名平

民在爭取民主自由抗爭中身亡。

外媒報導，日前網友紫霞上

傳一段視頻，視頻中，一個緬甸

小女孩問她父親，「爸爸不是軍

人嗎？」、「為甚麼人們會恨軍

人？軍人不是在保護民眾嗎？」

一句話，讓他當兵的父親當即淚

流滿面。

小女孩還對父親說：「爸

爸，女兒想不明白，爸爸是站在

民眾面前保護民眾的軍人，對不

對？女兒在書本裡讀過，軍人應

該是保護民眾利益的，並且是民

眾的依靠，但為甚麼民眾會恨爸

爸？」

小女孩還說，現在小夥伴們

都不喜歡和她玩了，她現在連朋

友都沒有了，她媽媽告訴她說，

因為她爸爸是軍人的緣故……最

後，小女孩說，她很想念父親，

希望父親可以回到她的身邊。視

頻中，戴著軍帽、穿著軍衣的男

子早已泣不成聲。

其實，緬甸軍方發動政變以

來，仍有部分不願意服從上級指

令、用槍口對準民眾的緬甸警察

選擇逃亡。

印度警方透露，至少已經有

19 名緬甸基層警察深怕違抗指

令會遭到迫害，決定放棄警察一

職，選擇越境逃亡印度。據《印

度斯坦時報》報導，逃亡的緬甸

警察，加上其家屬的總人數，大

約有 30 人。

女孩一句話 軍人父親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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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中國有流行新名詞：韭零後。韭

菜的「韭」，因為 3 月份 A 股的這一輪大

跌九零後股民是受災主體。 3 月 4 號全國

政協會議一開幕，A 股就進入大跌節奏，3
月 10 日以後又有所反彈，市場傳聞是 3 月

9 號所謂「國家隊資金」入市護盤的後果。

3 月 8 號和 9 號兩天下跌造成了大約 4 萬

億人民幣市值被蒸發，1.8 億股民人均損失

過兩萬，對於高位接盤的散戶，要想在股

市裡找回損失還有漫長的道路。在這一輪

殘酷收割過程中，那就是 90 後股民非常值

得關注。

2020 年初有一項調查顯示，80% 的

股民在 40 歲以下，60 年代及以前出生的

股民只佔 5.48%。大家從這個數字品出什

麼來沒有？也就是說 80% 以上的股民是在

1980 年代以後出生的。當前社會的中堅，

應該是 1970 年代、和 1960 年代生人的

人。也就是 40 至 60 歲這個年齡階段，他

們處於事業成熟期，按理是最有投資意願

和實力的人。但是他們的主體退出了 A 股

市場。在 40 歲以下的股民中，90 後的股

民人數大約有 5000 萬。他們年青、有朝

氣、也思想單純、涉世不深，剛剛感受到

生活的壓力。

90年代出生的人，最大的今年31歲，

最小的 22 歲。偏小的這一波剛剛大學畢

業踏入社會，最大的這一波大概剛剛為人

父母。他們面臨的幾大人生壓力，歲數小

的九零後為就業、找工作而煩惱。稍微大

一點九零後為結婚、買房安置小家庭而煩

惱；再大一點的九零後為生娃養育後代而

煩惱。歸根到底一個字：錢。面對生計的

艱難 90 後普遍有增加收入的迫切願望，許

多人揣著一個淘金髮家的中國夢。所以他

們也就成了剛剛茁壯生長出來的、被鐮刀

所鍾愛、翠翠翠綠的韭菜，九零後就成了

「韭零後」。

90 後被收割就夠慘的了，我也不再往

別人傷口上撒鹽了。我想責備他們的父母

一輩，就是 60 年代和 70 年代出生的人。

這兩輩人有的少年時代是在文革後期，有

的沒體驗過文革但自己的父輩有直接體

驗，這兩輩人都經歷過八九六四，我們起

碼都知道這個社會的殘酷、政權對民眾的

冷血。但是很多 60 後、70 後父母選擇不

把這部分人生經驗告訴自己的子女。為什

麼呢？怕小孩子知道太多這些事，說錯話

被整，升學、工作受影響。出發點是保護

子女。

但後果是，後輩沒有從父輩那裡獲得

重要的經驗，就缺少對社會本質的洞察能

力、也缺少分析能力。一會兒厲害了我的

國、一會兒超英趕美，大喇叭一廣播就被

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又剛剛走入社會，要

買房子結婚、也要為人父母了，經濟壓力

一上來，就一頭紮進股市去了。你也不想

想，中國有讓你一個小韭菜散戶淘金、快

速成功的捷徑嗎？

作父輩的不把自己經歷過的真相告訴

子女，那你就是在幫著培育下一茬的韭

菜。我看中國的國花也不用挑來選去的，

就這個就行了——韭菜花，這最能反映中

國的國情。中國很多父母發自內心地害怕

子女有勇氣，認為有勇氣是傻，就應該無

視種種不公，自私和狡猾才能過得比別人

好。人懦弱以後就會變得愚蠢，這是一

定的，人們不敢抗爭就要說服自己逆來順

受，把自己的處境合理化，什麼：中國這

麼大國家一自由了就會亂之類的、中央領

導也不容易，就會主動去接受謊言，作為

一根韭菜去體會鐮刀的苦衷。確實智商就

越來越低，你就會看到許多不可思議的現

象，當韭菜都前仆後繼的，前面一波剛被

收割，後面一波人想也不想就填補上去，

他們真的很簡單地以為前面那波人倒霉只

是因為不夠聰明、或者運氣背。等他們再

被收割，他們背後那群人也是同樣的想

法。所以智慧由勇氣而來也是一定的，有

勇氣才有智慧，有智慧才帶來自由和解

脫，此生和來世都是這個道理。

◎文：文昭

A股大跌 錘爆「韭零後」

反腐奇兵、連雲港女輔警許艷與 9
名公職人員發生關係後敲詐的新聞確

實很勁爆。但仔細讀完之後，覺得這

和國產傳統的色相騙財還不盡相同，

狗血的地方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們都知道輔警嚴格的說，在公

安序列中只能算合同工。他實際上是

公安機關在上級劃撥的財政經費中自

行安排的。在行政編、事業編、工

勤編之下，地位不會太樂觀。從職場

層級的角度，人脈是肯定侷限於底層

的。但許艷這個小姑娘 19 歲加入輔

警，23 歲案發，4 年間居然睡了 2 名

公安局副局長、2 名派出所所長、1 名

小學校長、1 名機關工會主席、1 名醫

院副院長還有 2 名無職級公務員。

雖然說都是在行政體制之內，但

層級和行業跨度之大，顯然超過了一

個 20 出頭的姑娘的活動範圍。從正

常的公務接觸的角度，許艷是做不到

的。唯一能夠設想的可能就是，她作

為一個花瓶，能夠經常得到陪侍官場

的觥籌交錯的機會，進而得以搭上了

各色人等。一個 19 歲的姑娘，被招入

輔警，實際的工作可能啥都沒干，成

為專職陪酒陪睡。在這過程中洞悉了

公務人員貪腥卻怕事的普遍心理，繼

而把先獻肉體再勒索發展成為事業也

就不足為怪了。如果沒有案發，也許

還有其他的許艷正在前仆後繼、奮發

圖強。僅僅把髒水潑給她們，就像罵

蒼蠅不鏟糞堆一樣。

試想一下，如果許艷不是地位卑

微、無法擢升的輔警，而是正式編製

的警察，位列體制內公務員，那麼陪

睡換來的可能就是比金錢更管用的權

力。那麼這種交易永遠不會被發現，

官場依然會其樂融融。

這樣的糞堆，恐怕不是一天兩

天，一團兩團。道貌岸然的政壇恩客

們都需要這樣的花瓶，只不過沒料到

花瓶碎了割了一地狗血。

更狗血的還在於，對比涉事的兩

份判決書，我們還可以看出許艷的事

發，很可能跟她與其中一個恩客，連

雲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原副局長劉相

兵案發有關。劉相兵在 2019 年 6 月被

查，隨即牽扯出許艷。他把一個訛自

己的姑娘拋出來，作為受賄的某種動

機解釋，實在不愧是老江湖。

可笑的在於，劉局長已經在 2016
年被許艷敲詐了一回，居然在 2018
年、2019 年再次上鉤，這個智商也是

十分感人的了。褲腰帶松到就算被訛

也在所不惜的水平，到底是來源於權

力的自信還是財富的底氣？

詭異的還在於，劉相兵前後被許

艷訛了 128 萬之巨，但是在關於他的

受賄認定中，說他在 2013 年至 2019
年，共受賄 74.6 萬元。劉局長收的居

然還沒有被訛的多，虧空 53.4 萬。這

自掏腰包沒理由吧？個中精彩只能看

官各自想像了。

我查了一下事發地連雲港灌雲縣

的工資水平，公開資料顯示 2019 年

就業人員年均工資 65435 元。我們就

算 2013 年就是這水平，那麼劉局長要

彌補虧空 53.4 萬，相當於要多掙 8 年

的工資，他一定是含辛茹苦掙了加班

費，很感人。

利用公權謀私，痛惜「對不起給

我榮譽的組織」的劉局長僅僅被判刑

兩年半，並處罰金人民幣 20 萬元；利

用肉體謀私，敲詐了 370 萬許艷，則

被判 13 年，不僅要全部退贓，而且重

罰 500 萬……

不知道年輕的許艷拿什麼來罰，

再睡 9 個估計也睡不出來。在一地雞

毛之中，那些睡過她的恩客終於可以

放下心中的石頭，在另一場酒席中，

滿懷期待的窺視下一個許艷。

◎文：佚名

虧本的女輔警

在 拜 登 的 催 促 下，

一兆九千億美元的疫情救濟法案

終於被通過了，參議院連續 27
個小時不睡覺的辯論，好歹算是

過關了，50 票對 49 票，阿拉斯

加共和黨參議員 Dan Sullivan
因為要參加他岳父的葬禮不能投

票，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共和黨

參議員投贊成票，幾乎所有的共

和黨參議員要求的修正都被否

決。

3 月 12 日勞工部發表了最

新的就業數字，美國 2 月分就

業機會淨增長 37 萬 9000 個，

私營經濟領域表現更為亮麗，

新增工作機會 46 萬 5000 個，

1 月分就業數字經過調整了，又

增加了 3 萬 8000 個，達到 11
萬 7000 個的水平。 2 月分失業

率降到 6.2%，比疫情高峰期的

15% 要低得多。消息傳來，華

爾街大大地漲了一把。

毫無疑問的，美國就業市場

蓄勢待發，復甦將是持久和強勁

的。

絕大多數的新增工作機會來

自服務行業，這很好理解，各地

政府相繼放寬禁足令，開放經

濟，服務行業逐漸恢復生機，

休閒、餐飲行業新增就業 35 萬

5000 個；零售行業新增就業超

過 4 萬 1000 個。

2 月分的就業報告是亮麗

的，這也許是民主黨迫不及待的

推動一兆九千億美元疫情 5000
救濟法案的原因，因為他們的藉

口就是美國老百姓失業，需要政

府救濟度日，如今就業市場表現

蒸蒸日上，再不撒錢就沒有藉口

了，這個法案中包含了太多跟救

濟無關的開支，跟民主黨想做的

事情息息相關的開支，等美國老

百姓、納稅人明白過來就不好

辦，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

這是其一。二來呢，美國經濟騰

飛是必然的，被疫情、封城、禁

足壓抑了這麼久的經濟，復甦是

必然的，民主黨著急忙慌的通過

這項法案，到時候他們會往自己

臉上貼金，你看，我們的救濟幫

助美國經濟騰飛，幫助美國人度

過難關，這是為明年中期大選做

準備。

去年疫情期間，民主黨人對

川普最大的指責就是不科學，不

相信科學，不尊重科學。其實在

今天這樣一個道德敗壞的年代，

科學已經成了政治的工具，甚麼

科學，當科學能被政客們所用的

時候，他會科學不離口。當科學

結論跟政客想要做的事情背道而

馳的時候，他就不提科學了，甚

至不惜於混淆是非、黑白顛倒。

就拿 2 月分就業數字舉例吧，

明明是利好消息，但是在拜登嘴

裡就不是好消息，在數據公布的

當天，拜登說，在我看來，今天

的數字足以說明，救濟法案急需

頒布。他還補充說，我們短缺了

一百萬教師，比去年這個時候短

缺了一百萬教師。

這多新鮮哪，許多地方政府

勒令學校不開門、遠程教學，上

班的老師當然就少啊，可是就在

這個疫情法案中，就包括給教師

工會的 1300 億美元的補貼，春

季學期就剩 3 個月了，教師不

上班照樣有收入。你看，這就是

政客，同樣的科學，同樣的經濟

數據，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

雨，科學淪為政治服務的工具。

民主黨、左派一直對種族歧

視唸唸不忘，去年波濤洶湧的黑

命貴就是因為警察值勤過程中造

成黑人嫌犯死亡發起的，民主黨

和左派聲稱，美國警察整體存在

種族歧視偏見。去年有記者問拜

登，是不是相信美國警察存在制

度性的種族歧視，拜登說，絕對

相信。就在前不久，拜登簽署了

白宮備忘錄，強調說，本屆政府

尊重科學、尊重事實，決策將基

於事實、數據和科學而定。

可是就在拜登就職前幾

天，司法部下屬的司法統計局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就發表了一篇報告，對不同族裔

犯罪份子的罪行和被捕的數據進

行量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警

察執法針對的是犯罪行為，跟膚

色、種族沒有關係。這裡需要強

調的是，這份報告使用的數據，

並不是來自警察的口述，而是

來自受害者當事人的描述，是

根據全國犯罪受害者民意調查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蒐集的數據進行的分

析。這是一個追溯到尼克松政府

時期的問卷調查，是美國規模最

大的犯罪調查資料庫。每年跟

25 萬美國居民進行民意調查，

問他們在過去 6 個月的時間內

是否有過受害的經歷，並蒐集罪

犯記錄。也就是說，這些數據不

來源於警察，是另一個跟警察無

關的渠道。

司法統計局最新的這份報

告，是基於 2018 年蒐集的問

卷調查數字，跟聯邦調查局

FBI《統一犯罪報告》（Uniform 
Crime Reporting Program）進

行對比，發現，在非致命犯罪領

域，48% 的罪犯是白人，而遭

到逮捕的，白人佔 46%；35%
的罪犯是黑人，而遭到逮捕的，

黑人佔 33%；2% 是亞裔，而

遭到逮捕的，亞裔佔 1%。這組

數據說明，在非致命犯罪行為和

執法當中，不存在種族歧視。

當然，這項研究不能排除美

國警察從來就沒有種族歧視，也

不能排除警察當中有種族歧視的

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美國

警察隊伍不存在拜登絕對相信

的，存在普遍的、制度性的種族

歧視。

◎文：東方

當科學遭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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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肖然編譯報導

3月16日，美日在2+2會

談上達成一致將加強聯盟，

攜手對抗中共破壞印太地

區穩定的行為。會晤的前一

天，美國國防部還對中共領

導人發出了警告。美国、日

本、印度、澳大利和法国還

將于4月初 行聯合軍演。

美日2+2會談 聚焦中共 

3 月 16 日，美國國務卿布

林 肯（Antony Blinken） 和 國

防部長奧斯汀（Lloyd J. Austin 
III）首次出訪日本東京，先與

日本外相茂木俊光和國防部長岸

尾伸男會晤。隨後會見了日本首

相菅義偉。四人對談判都感到滿

意，並決定加強美日聯盟。

美國國防部在當天的聲明中

表示，防長奧斯汀在會談中強調

聯盟的團隊合作精神，稱該聯盟

是對抗中共「粗暴」行為的最佳

方式。與美國一樣，日本防長對

中共也表示擔憂。日本外相茂木

俊光說，該地區的戰略形勢與短

短几年前完全不同。它使 1960
年簽署的美日同盟更加重要。

一位高級國防官員說，日方

在會上提出，擔心中國（中共）

在臺灣海峽的侵略行動，以及對

中共最近頒布《海警法》授權中

共海岸警衛隊在尖閣諸島（釣

魚島）巡邏感到關切。美方則

重申，按照《美日條約》第 5 條

規定（釣魚島爭端方面），美國

流動性，支持良好治理並制止侵

略。 
最好的武器莫過於美國的盟

友和合作夥伴網路。一位高級國

防官員說，與北約和歐盟不同，

印太沒有這種架構。 美國在該

地區擁有五個盟友，分別是韓

國、日本、菲律賓、泰國、澳新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官員們認同最近的美、日、

印、澳四方會談為多邊合作開闢

空間，以對抗中共的威脅。

這位官員透露，美軍不打算

在易受傷害的集中地區重新部署

大量部隊，這意味著部隊以突發

和動態的方式在許多不同的國家

進行部署。如美軍不需要在印尼

和馬來西亞建立新的永久性基

地。

聲明在最後警告中共領導

人，「中共軍力無法與美國相

比。雖然中共領導人可以指定出

色的計畫，但是一旦面臨突如

其來的情況，會給他們帶來麻

煩。」 

美日等五國 
將舉行海上聯合軍演

據法廣報導，美國、日本、

印度、澳大利和法國於 4 月初

舉行首次五國海上聯合軍演，共

同牽制中國（中共）在印太地

區的勢力。

日本讀賣新聞稱，應印度方

面的要求，此次軍演預計將在印

會對日本進行防禦。日方表示，

仍然反對任何旨在改變現狀的單

方面行動。

美日外長稱兩國同盟是地

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礎。「我們同

意，日本和美國將繼續與志趣相

投的國家合作，包括澳大利亞和

印度，以促進自由和開放的印度

太平洋。此外，我們重申，美國

堅決承諾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

所有類型的美軍保衛日本。」茂

木俊光說。

上次美日高層會議是在兩年

前。這次會晤加入了新議題，包

括 COVID19、氣候變化、網路

安全等。

美軍警告中共領導人

就在美日外交高層會晤前一

天，美國國防部發表了題為「國

防部官員關於印太地區的描述」

的聲明，對中共領導人提出警

告。聲明說，幾十年來，美軍已

經意識到印太地區的重要性和涉

及的問題錯綜複雜。

一位高級國防官員說：「幾

十年來，所有人一直擔心這些問

題，包括中國、北韓、俄羅斯，

暴力極端主義活動的崛起，但是

它們的範圍、數量和規模都存在

更大的問題。」 除此以外，氣候

變化問題也涉及了大洋洲的許多

島國。

中共、俄羅斯、北韓和暴力

極端主義每天都在印太地區開展

活動。這些威脅是對美國印太司

令部使命的直接挑戰，司令部負

責保障該地區商業活動的自由和

3 月 16 日，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左）與日本外相本木敏光在東

京飯倉賓館舉行 2+2 會議後出席記者會。（Getty Images）

◆歐盟 27 國的大使 3 月 17
日同意，以侵犯人權為由，對

中國等國官員實施新的制裁措

施。披露上述消息的一名歐盟外

交官表示，採取限制措施的決

定是基於中方「嚴重侵犯和踐踏

人權」。受制裁的 11 人名單將

會在下週一獲得歐盟正式批准後

公布，其中包括中國的 4 名官

員和一家實體企業，他們被指控

侵犯了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的人

權。據悉，這也是繼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本週二宣布，美國更新針

對 24 名中國和香港官員制裁名

單後，歐盟採取的最新對華制裁

行動。

◆西班牙在左派小黨「更多

國家」宣導下，將成為全球第一

國測試單周工作 32 小時、周休

3 日的新工作制度。該黨黨魁指

出，「統計數據顯示，西班牙平

均工作時數高於歐盟平均值，但

我們並非最有生產力的國家，這

也顯示、高工時不等於就能擁有

更好的產能」。測試計畫約有

至少 200 間企業參與、3 至 6 千

員工受惠，政府也將撥款 5000
萬歐元給予參與試驗的公司三年

補貼。代表資方的西班牙企業聯

合會（CEOE）抨擊，如今的西

班牙正面臨自內戰以來，最嚴重

的經濟衰退幅度，「如果我們想

脫離這個困境，應該是更努力工

作並增加產能，而不是減少工

時。」百年以前、西班牙曾經藉

由長達 44 天的罷工示威，迫使

政府和資方同意，讓每天工作時

數降低為 8 小時，替歐洲各國

開創了先例。本次率先新模式是

否三贏創新局，歐盟各國均拭目

以待。

◆印度官員透露，政府近日

擬立法禁止加密貨幣，將針對在

印度交易加密貨幣或持有相關資

產者開罰，恐成為第一個禁止加

密貨幣的主要經濟體。《路透》

（Reuter）15 日報導，該名官員

表示，假如政府立案，則會將持

有、發行、挖礦、交易及轉移資

產等行為入罪化，加密貨幣的持

有者會給予 6 個月內的緩衝期

結清所有貨幣，此後將會開罰，

這將會是全世界最嚴格的反加密

貨幣政策之一，印度也將會是第

一個禁止持有加密貨幣的主要經

濟體，即使中國，目前也僅禁止

挖礦和交易，並未限制持有加密

貨幣。

◆日本一所大學出於擔心被

用於軍事目的，而暫扣緬甸一枚

價值 1500 萬美元用於農漁業監

測的衛星。日本北海道大學兩名

官員最近告訴路透社，緬甸政

變後，這個國家的第一顆衛星

被扣留在日本的國際空間站「希

望號」實驗艙內。日本宇宙航空

研究開發機構和北海道大學正在

決定如何處理這顆衛星。在緬甸

政府的資助下，緬甸航空航太工

程大學與日本北海道大學、東北

大學於 2012 年展開合作，啟動

遙感衛星製造計畫，並於今年 2
月 20 日由 NASA 將這顆衛星

發射升空，送入 400 公里高度

的「希望號」實驗艙內。

◆梵諦岡在 3 月 15 日表

示，羅馬天主教會無法祝福同性

伴侶的結合。根據羅馬天主教會

神聖信仰教理部（CDF）的聲

明，神「不可能祝福罪惡」。雖

然教宗方濟各去年 10 月表示支

持同性伴侶的民事結合，但卻對

15 日的這項聲明表示認同。教

宗認為此舉並非不公平歧視，而

是作為禮儀儀式真諦（truth of 
the liturgical rite）的提醒。

度東方外海的孟加拉灣舉行。

日美澳印 2020 年 11 月已在印

度洋上舉行「馬拉巴爾」軍演

（Malabar）。據悉，5 國正在研

究派遣軍方或自衛隊的驅逐艦及

潛艇參與。

另據印度媒體報導，美日印

澳法五國即將參加的這次軍演

是由法方在 2019 年發起的「拉

彼魯茲」（La Pérouse）演習。

該演習以 18 世紀法國皇家海軍

軍官和探險家拉彼魯茲（Jean-
François de La Pérouse）的名

字命名。 2019 年 5 月，澳大利

亞皇家海軍、日本海上自衛隊以

及美國海軍的艦只在孟加拉灣與

法國的戴高樂號航母編隊軍演。

法國在印太地區擁有海外省

和海外領地，也是首個將印太

概念納入安全保障政策，並在

2018 年公布的歐盟國家。法國

在印太地區有著近 200萬公民。

法國擁有世界上第二大，總面積

為 1100 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

區，其中 900 萬平方公里位於

印太地區。

另外，美國的盟國英國脫歐

後將外交重點轉向印太地區。 3
月 16 日的外交檢視公報顯示，

對中國（中共）是一方面防備，

一方面希望加強經濟合作。首

相約翰遜宣布，英國航空母艦

伊麗莎白女王號（HMS Queen 
Elizabeth）今年稍晚將巡航印

太，他將於 4 月訪問印度。

【看中國訊】2 月 1 日，緬

甸軍方發動軍事政變，而後引發

各地民眾紛紛上街抗議，甚至

軍警於 14 日再度血腥鎮壓示威

者，光單日就超過 50 人死亡。

北京駐緬甸大使館說，截至 15
日中午為止，緬甸仰光萊達雅工

業區在 14 日發生了多家中資工

廠被不法分子打砸事件，總共造

成 32 家中資工廠受損，並有 2
名中國員工受傷，其統計財產損

失達 2.4 億元人民幣。

據《法廣》援引一名 NGO
負責人說法稱，目前已經有大量

的照片、目擊者能夠證明，其實

絕大多數的縱火事件，都是軍隊

所為，其認為軍方此舉可說是

「一石三鳥」，不只轉移外界對

於「緬甸最血腥的一天」的注意

力，且還能夠嫁禍給示威者，替

軍方鎮壓民眾來提供藉口；同時

也是出於金錢方面的考量，因為

在縱火事件之後，中資和外國企

業將會尋求緬甸軍方的保護，而

軍方就可因此獲得金錢收入。另

外，有密切追蹤緬甸局勢的緬甸

果敢民兵發推文披露，在一家中

資工廠起火之處，發現了緬甸軍

警正在堆可燃物，因此強烈懷疑

燒中資工廠事件，是軍方的人為

栽贓嫁禍。

該 NGO 負責人同時還批指

緬甸軍隊無任何底線，已經到了

肆無忌憚的射殺示威民眾的狀

況。根據經常報告緬甸抗爭前線

訊息的果敢人賬號披露，在緬甸

伊洛瓦底省，因為一個村莊內有

人上街進行抗議，軍方就放火燒

了整個村子，致使 200 多人無

家可歸。

軍方如此肆無忌憚的手段，

亦是利用了緬甸人民對於北京介

入軍事政變的深惡痛絕氛圍。雖

然北京當局一再否認軍援緬甸軍

方一事，不過緬甸公民團體「為

緬甸公義」在 2 月發表的一份報

告披露，包括中國航空工業集

團、中國北方工業公司、中國航

太科工集團、中國航太科技集

團，以及中航技進出口有限責任

公司等 5 家中國國企替緬甸軍

方提供軍火。中國官方為緬甸軍

方提供了物資和斷網的技術支援

等，而激發起緬甸人的怒火，因

此遷怒於當地華人，也讓軍方得

以趁隙利用。

緬甸32家中資工廠遭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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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一直通過加強在

東北、西北和內地廣大地區的投

資活動來緩解地區間經濟發展水

平的差異，但這些投資活動從短

期來看或許對緩解南強北弱的經

濟格局有所幫助，但長期來看效

果存疑：第一，隨著基建等基礎

設施越來越飽和，投資收益率下

降；第二，最近數年財政從盈餘

到赤字，然後是赤字逐漸擴大，

讓財政的投資能力下降；第三，

造成經濟南強北弱的諸多因素

中，有一部分是人文等無形因素

在發揮作用，財政投資並不能改

變軟環境的差距。

最終，南強北弱的格局就只

能不斷加深，結果，人口尤其是

年輕勞動力依舊會不斷向東南沿

海遷徙，甚至還會加速。

而房地產永遠是人口行為，

這就決定了房地產的走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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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松

流動性，依舊擁有財富職能，有

些城市因價格上漲還會推動居民

財富繼續增長，每一套房子的價

值就高達數百萬甚至千萬。這樣

的分化所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東

南沿海與內地居民之間貧富差距

嚴重惡化，一旦通脹上行貧困階

層就會墜入絕境，就會威脅社會

穩定。此時，政府如何應對這樣

的局面？會不會為了彌補貧富差

距採取國有化政策或推動一些城

市首先實施房地產稅？這才是未

來最大的變數。總之，必須解決

這一貧富差距嚴重惡化的問題，

否則社會就不再穩定。

過去全球發生的 100 次金

融危機，其中 80% 和房地產有

關。而且很多時候經濟越是蕭

條，這種利用高槓桿炒房的行為

越是火熱，加上中國人對房子的

以，在過去兩三年就看到深圳、

東莞等地的樓市熱度不減，而東

北鶴崗等地的房子賣出了白菜

價，環京地區的永清樓市也打了

七折。 2020 年是貨幣超級寬鬆

的一年、絕對有利於房地產，但

華北的部分主要城市（二線城

市，多數三四線城市更不必說）

包括天津、石家莊、鄭州、濟南

等地的樓市低迷不振，出現了價

格的同比下跌。造成這一現象的

原因顯然已經不是金融因素，而

是人口因素（也有經濟就業等因

素）在發揮作用。從東北主要城

市第七次人口普查與第六次人口

普查的人口數變化可以明顯看到

房地產環境的變化。

最近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

的數字與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

21 個東北主要城市中只有四個

城市出現了人口增長，17 個出

現了人口萎縮，齊齊哈爾等城市

萎縮的幅度居然超過了四分之

一！而且整個東北三省的人口數

都在萎縮，東北的房地產環境明

顯在惡化。

著名人口學家易富賢認為中

國的人口總數在 2018 年已經見

頂回落，多數專家看到 2020 年

新生兒數據之後，也認為中國人

口總數的峰值已經出現，至少在

未來數年將會出現。同時還要注

意，中國出生率最高的地區恰恰

是廣東、福建、浙江等經濟發達

地區，而內地的出生率低於東南

沿海地區，在人口遷徙、出生率

十分低下等多重因素擠壓之下，

內地多數城市都將、或已經陷入

了人口負增長的窘境。

一旦今年美國的通脹率像上

面的預期那樣上行並導致樓市價

格加速下行，在多重因素的壓力

下，內地多數城市的房地產很可

能再也難以出現有效的復甦，這

些地區的房地產作為一個時代就

過去了——這就是房地產的週期

性，跟隨人口的變化而變化。

相反，一線城市尤其是一

線城市核心區的房地產由於具有

稀缺性，也就具有部分貨幣職能

（指的是儲藏財富的職能），在價

格受到打擊之後基本確定還會有

恢復的潛力。而東南沿海的區域

性中心城市由於還會迎來新的人

口流入，樓市也必然會出現復甦。

但總的來說，我們正在告別

屬於房地產（城鎮化）的時代，

未來的中國將是經濟上轉型升級

的時代。

未來房地產最大風險在哪？

中國城市的房地產週期過

去之後，房屋就會失去流動性，

沒有了流動性的房屋就失去了財

富屬性，但房貸卻不會消失，同

時中國七成以上的居民財富都以

房地產來體現，此時的房地產就

會從過去的致富因素轉為致貧因

素。而東南沿海城市的樓市尚有

中國經濟的所謂「孔

雀東南飛」現象，是因為隨

著東南沿海的經濟競爭力

越來越強，與內地之間的

競爭力差距會不斷拉大，

資本和勞動力就會向東南

沿海流動，在經濟上形成

南強北弱的格局。

痴迷，導致 50% 以上的金融資

金都會以各種方式流入房地產，

房地產泡沫一旦破裂，金融風險

不可估量。

另一方面，房地產業的瘋

狂發展，間接也導致了中國實

體經濟的衰退。我們來看一組

數據：2018 年實業投資規模

比地產投資規模高出 97.8%，

到 2019 年只多了 23.4%，再

到 2020 年，更是只多了區區

5.5%。經過這兩年的此消彼

長，地產投資規模和實業投資

規模已經非常接近了。按這種

趨勢，2021 年，地產投資規模

可能會壓倒實業投資規模，這

也和當前中國實體企業破產、

倒閉以及外資撤離、內資轉移

到東南亞的趨勢是對應起來的。

中國房地產之火將燒向何方?財經 
評析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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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
國家和地區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支票兌現

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35 149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看中國

發行點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週四 9-9 週五及週六 9-6

絕對零！絕對絕對零！零！
0%+$0 首付

0% 利率貸款及租賃

每輛現貨豐田車 OAC
  $0 首付及無需付款

直到 2021 年 9 月 OAC

+7 個月 $0 付款
= 絕對零活動 OAC*

年度
豐田零活動

就在 SOUTH POINTE
豐田車行！！

再加

 — $0 收費

⋯⋯ 雪胎及

遙控啟動器 — 你猜對了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英）

Tel：403-365-4532
Cell：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本文章僅反映作者觀點，讀者請僅作參考。

https://www.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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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戴東尼

粵繡、湘繡、蜀繡，
蘇繡被稱為中國四大名
繡，由於地理位置，人文
風俗的不同，讓這四類
名繡各具特色，精美絕
倫。在這當中，最為特殊
的則是粵繡。

四大名繡之粵繡

粵繡是廣州刺繡 ( 廣繡 ) 和
潮州刺繡 ( 潮繡 ) 的總稱，至今

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唐代粵

繡的工藝水平已非同一般。唐

代《杜陽雜編》記載，永貞元年

（805），南海（郡名，治所在

番禺，即今廣州）貢奇女盧眉

娘在一尺（0.3m）絹上繡《法華

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

粒」，「點畫分明，細如毫髮，

其品題、章句無不具矣」。據

記載，唐玄宗時，嶺南節度使

張九皋進獻精品刺繡給楊貴妃

而獲加官三品。

明代，廣東海外貿易興

盛，明正德九年 (1514 年 )，
一葡萄牙商人在廣州購得龍袍

繡片回國，並將繡片獻給國

王，得到重賞，粵繡從此揚名

臨海，粵繡的出口貿易活動十

分頻繁，可謂供不應求。因此

粵繡行業十分興隆。在晚清鼎

盛時期，僅僅是在一個廣東的

小鄉鎮，便有五六十家繡坊。

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經廣州海關出口的粵繡，

其價值達到 496750 兩白銀。

粵繡紋樣有三陽開泰、孔

雀開屏、百鳥朝鳳、杏林春

燕、松鶴猿鹿、公雞牡丹、金

獅銀兔、龍飛鳳舞、佛手瓜果

等民間喜愛的題材，構圖繁

密，色彩濃重。粵繡的主要作

品為衣料、被面、枕套、挂

屏、屏心及小件扇套、褡褳、

團扇、鞋帽、荷包等。

1910 年，廣州繽華藝術學

校的余德、潮州的林新泉等 24
位繡花技師的粵繡作品，如《孔

雀牡丹》、《蘇武牧羊》、《丹

鳳朝陽》等在南京的「南洋勸業

會」上獲獎，被傳為佳話。粵繡

還於 1915 年在巴拿馬國際博覽

會上獲獎。

清朝末期的文人曾經這樣

描述粵繡的技藝：「鋪針細於

毫芒，下筆不忘規矩，其法用

馬尾於輪廓處施以綴繡，且每

一圖上必繡有所謂間道風的飛

白花紋，所以成品花紋自然工

整。」粵繡技藝注重結合材料形

質，有真絲絨繡、金銀線繡和

珠繡等幾類。真絲絨繡以蠶絲

為繡材，是歷史最為悠久、技

藝傳承最為完整的粵繡品種，

表現力強。

金銀線繡的針法獨具特

色，有平繡、編繡、繞繡、凸

繡、墊繡、貼花繡、織繡、織

錦等七大類六十多種。珠繡屬

於粵繡的新品種，最近幾十年

才由粵繡藝人開發應用，不是

傳統的粵繡。

據《存素堂絲繡錄》記載，

清代宮廷曾收藏有明代粵繡「博

古圍屏」等 8 幅，上面繡制古

鼎、器、玉器等 95 件，「鋪針

細於毫髮，下針不忘規矩」，有

的「以馬尾纏作勒線，從而鉤勒

（輪廓）之」，圖案工整，「針

眼掩藏，天衣無縫」，充分顯示

了明代粵繡的高超技藝。

18 世紀，粵繡風靡了英國

皇家及上流社會。 18 世紀中

葉，廣東還流行「皮金繡」，

即納絲繡的一種，底層多用羊

皮金作襯，金光閃爍，格外精

美。當時，廣東刺繡藝人還創

造性地用孔雀毛編成線繡花，

繡品金翠非凡。光緒年間 ( 公元

1875-1908 年 )，廣東工藝局

在廣州開辦繽華藝術學校，專

設刺繡科，致力於提高刺繡技

藝，培養人才，嶺南畫派始祖

高劍父任校長。當時由於廣州

海外。明萬曆二十八年 (1600
年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在

英國創建了英國刺繡同業會，

英王查理一世也倡導英倫三島

傳播粵繡藝術，一時間粵繡被

譽為「中國給西方的禮物」 。

清代粵繡 (Ahlers & Ogletree拍賣行)

中國歷史上最有趣的十則對聯

王羲之巧防小偷

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喜書門

聯，但每次張貼都被賊偷走。某

年除夕，他想出了一個防「賊」

的妙法，在門楹上貼出這樣一副

對聯：

福無雙至

禍不單行

偷春聯的人一看，都搖頭而

去。初一清晨，王羲之又在上下

聯尾各續三字：

福無雙至今朝至

禍不單行昨夜行

楊貴妃妙對唐明皇

一日晚上，唐明皇和楊玉環

登上樓臺賞月。

唐明皇即景吟出一聯：

二人土上坐

楊貴妃機敏伶俐，對道：

一月日邊明

唐明皇的上聯無甚出奇，不

過將「坐」拆成兩個「人」和一

個「土」。楊貴妃所對下句，則

不一般：既將「明」字拆成「日」

和「月」，又採用暗喻手法，將

皇上比做日，把自己比成月，月

亮只有依靠太陽之光才放光明，

聰慧機敏盡顯無遺。

李白對句戲權臣

唐玄宗的寵臣楊國忠嫉恨李

白才華，總想奚落他一番。一

天，楊國忠約李白去對三步句。

李白一進門，楊國忠便譏諷

道：兩猿截木山中，問猴兒如

何對鋸 ?「鋸」諧「句」，「猴

兒」則暗指李白。李白微微一

笑：「請大人起步，三步之內對

不上，算我輸。」不想楊國忠剛

想抬腿，李白便指著楊國忠的腳

喊道：匹馬隱身泥裡，看畜生怎

樣出蹄 ?「蹄」諧「題」，對得

剛剛好。

楊國忠剛抬腳就被譏諷「畜

生出蹄」，走也不是，不走也不

是，十分尷尬。

秀才巧改進士聯

有個進士老爺，專橫跋扈，

仗著有財有勢欺負百姓。進士的

兒子也花錢買了進士，為了炫

耀，老進士在大門上貼了這麼一

副對聯：父進士、子進士，父子

皆進士；婆夫人，媳夫人，婆媳

均夫人。

有個窮秀才，因無錢送禮，

年年落榜。見了這副對聯，計上

心頭。第二天一大早，進士的門

前圍滿了一大堆看熱鬧的百姓，

無不拍手叫絕。進士老爺打開大

門一看，立馬昏倒在台階上。原

來對聯被秀才改成：父進土，子

進土，父子皆進土；婆失夫，媳

失夫，婆媳均失夫。

唐伯虎戲弄商人

蘇州有個商人請求唐伯虎為

自己題寫一幅對聯，唐伯虎多番

推辭，無奈經受不住糾纏，大筆

一揮寫下：生意如春意，財源似

水源。

商人看了嫌對聯發財的味不

濃，唐伯虎見他是一俗夫，便又

寫一聯嘲笑之：

門前生意，好似夏月蚊蟲，

隊進隊出

櫃裡銅錢，要像冬天虱子，

越捉越多

沒想到商人卻十分喜愛這副

不倫不類的對聯。

東坡佛印玩啞聯

北宋大文豪蘇東坡和高僧佛

印是一對老頑童，兩人經常鬥

嘴。一天傍晚，他們泛舟江上，

時值深秋，金風颯颯，水波粼

粼。飲酒間，佛印向東坡索句。

蘇東坡向岸上看了看，用手一

指，笑而不說。佛印望去，只見

岸上有條大黃狗正狼吞虎嚥地啃

吃骨頭。

佛印當然明白這點小伎

倆，他也不是善茬，就呵呵一

笑，把手中題有蘇東坡詩句

的折扇拋入水中。兩人心照不

宣，撫掌大笑。原來他們是作

了一副雙關啞聯。

東坡的上聯是：

狗啃河上（和尚）骨

佛印的下聯是：

水流東坡詩（屍）

神童妙對武則天

相傳唐代有一對神童姐妹，

能詩善對，一日，武則天傳旨召

見姐妹兩人。武后攜著二人小

手，來到佛祖殿御河岸邊，見一

和尚正在河裡摘荷花，隨即吟

道：河裡荷花和尚摘去何人戴

連用「河、荷、和、何」四

個諧音字，難度不小。姐妹倆忽

聞琴弦切切，歌聲裊裊，因即對

道：情凝琴弦清音彈給青娥聽

「情、琴、清、青」四個諧

音字，切情切景。武后聞之甚

小小的一幅對聯，
看似貌不驚人，卻承載
著華夏文明的博大精深。
古往今來，對聯不僅在民
間流傳廣泛，也一直備受
文人推崇。以下10則最有
趣對聯，不僅立意精巧，
還令人忍俊不止……

喜。武后有意留妹妹在宮中，讓

其與姐姐道別，妹妹眼眶噙淚，

仰望天空，當即賦詩一首：天空

雲驟起，鴻雁競雙飛。所嗟人異

雁，不得一行歸。

武后嘆曰，人各有志。命人

厚禮送小姐妹回家。

官官受管何必管

清初，南方有個姓任的主事

官，他經常抨擊時弊、譏諷朝政

是非，不免得罪了一些有權有勢

的官家豪門。

一天，皇上派來了一個姓管

的御史官來查察，當地紳士豪門

伺機對任主事官惡意攻擊。管御

史只聽一面之詞，不加考察，便

對主事官嚴加訓斥：「我聽說你

喜教訓別人，這不好。現在我有

一邊對聯，讓你來對。」

說罷，便念出了上聯：說人

之說被說人之人說，人人之說，

不如不說。

任主事針鋒相對地對出了下

聯：管官之官受管官之官管，官

官受管，何必多管。

管御史聽後，瞠目結舌，拂

袖而去。

慧童嵌字戲知府

清咸豐年間，熱河知府卜昌

欺塞外無人才，便微服去熱河詩

社尋釁。適逢兩個娃娃在家，卜

昌喝令他們去找社主。

一個小孩道：「今天我倆在

家，要對詩，只管賜教。」卜昌

無奈，出句道：兩火為炎，既然

不是鹽醬之鹽，為何加水便淡。

一個小孩一眨巴眼，笑瞇瞇對

道：兩土為圭，既然不是烏龜之

龜，為何加卜為卦。另一個道：

兩日為昌，既然不是娼妓之娼，

為何加口便唱。

兩個娃娃拿卜昌的名字開

涮，使他異常難堪。從此，再也

不敢藐視熱河的文人了。

李調元妙對歪聯

清代詩人李調元天資聰穎，

好學敏求。上學時，有次生了一

身疥瘡，不停地搔痒，先生看見

了，笑著戲出一聯：

抓抓痒痒，痒痒抓抓。不抓

不痒，不痒不抓。越抓越痒，越

痒越抓。

李調元聽後，既難為情，又

很氣憤，頓時忘了尊卑，對著先

生隨口便道：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有生

有死，有死有生。先生先死，先

死先生。

話音剛落，李調元深感自

責，一時衝動出言不遜，立即向

先生賠禮道歉。晚年，他將此事

告訴兒孫，要他們引以為戒。

清代粵繡 (Ahlers & Ogletree拍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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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遭通緝已久的殺人犯亡

命逃竄並躲避緝捕整整一年，來

到小鎮時，已經衣衫襤褸。

飢渴難耐的逃犯在一個水果

攤前久久不想離開，攤上的橘子

深深誘惑著他。

但是他已用完了身上所有的

錢，他不知該怎麼辦：是乞討，

還是搶劫？逃犯慢慢把手伸向藏

在身上的尖刀。

就在這時，一顆大橘子忽然

出現在心神不定的逃犯面前。逃

犯感到有些意外，握刀的手不由

自主地鬆開。

原來，攤主已注意逃犯好

久，猜測他是想吃橘子而沒有

錢，便拿了一顆遞給他：「你吃

吧，不要錢的。」

逃犯猶豫了一下，接過橘

子，大口吃了起來，而後甚麼也

沒說，就離開了。

三天後，逃犯又來到那個水

果攤。這次沒等他開口，攤主就

拿起幾顆橘子塞給他。同上次一

樣，逃犯吃過橘子，又匆匆離

開。

晚上，攤主準備回家時，發

現水果邊放著一份不知哪個顧客

遺忘的報紙，展開一看，頓時驚

呆了。

原來上面大篇幅刊登著通緝

令，懸賞 3 萬元給提供線索者，

而刊登的逃犯照片酷似他送出橘

子的那人。

理智最終戰勝了憐憫，攤主

撥通了警察局的電話。

警察接到舉報後，連續幾天

埋伏在小攤周圍。

3 天過去了，逃犯果然又出

現了。不過，他似乎覺察到了甚

麼，緊張注視著攤主的一舉一

動，沒有進入警察的包圍圈。

攤主與警察的心提到了嗓子

眼，因為街上人來人往，一旦逃

犯發覺警察的存在，可能很快就

會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而且他身上可能有刀，隨時

可以挾持人質，後果不堪設想。

終於，站立許久的逃犯有了

行動。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緩緩

掏出身上所帶的尖刀，扔在地

上，隨即坦然舉起雙手。

警察蜂擁而上，不費吹灰之

力便把逃犯制服。戴上手銬的逃

犯忽然說：「請等一等，讓我與

水果攤老闆說句話。」

在警察的押解下，逃犯來到

驚魂未定的攤主面前，小聲地說

了一句話：「那張報紙是我放在

那裡的。」然後掛著滿足的微笑

走上警車。

攤主連忙仔細查閱那份報

紙，發現反面還赫然寫著幾行小

字：「我已經厭倦了東躲西藏的

流亡生涯，謝謝你送給我的橘

子。當我為選擇怎樣結束自己的

生命而猶豫不決時，是你的善良

感動了我。舉報酬勞 3 萬塊錢

就算是我的報答。」

每個人都有善念，只是有的

被塵埃封在心底。

阻止惡念的形成也許很複

雜，但給一個人的善良找一個拂

去塵埃的理由常常很簡單，僅僅

是在一個人需要的時候給予幫

助，哪怕是一個橘子、一口水、

一個眼神……

當一個人善念充滿心靈的時

候，那麼他一定會做個好人。問

題是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啟悟人的

善念呢？

英國一位學者說過這樣一段

話：

「我年少時意氣風發，躊躇

滿志，當時曾夢想要改變世界，

但當我年事漸長，閱歷增多，我

發覺自己無力改變世界，於是我

縮小了範圍，決定先改變我的國

家。

但這個目標還是太大，我發

覺自己還是沒有這個能力。

接著我步入了中年，無奈之

餘，我將試圖改變的對象鎖定在

家人身上。但上天還是不從人

願，他們個個還是維持原樣。

當我垂垂老矣，我終於頓悟

了一些事：我應該先改變自己，

用以身作則的方式影響家人。若

我能先當家人的榜樣，也許下一

步就能改善我的國家，將來我甚

至可以改造整個世界，誰知道

呢？」

贊同這樣一個觀點：這個世

界上最聽你話，最容易聽你指揮

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成功

一定有方法，而這一方法從根本

來說，就是改變自己。

真的是這樣的。「我」是一

切「私」的根源，要想改變一

切，首先改變自己「無私」。

所以，從這一角度說，改變

自己是改變他人的最好方法。

只有洞察、認知自己，因地

制宜地改變自己，你才有可能去

影響別人。

與其生氣，不如爭氣；與其

抱怨別人，不如改變自己。

人生最聰明的活法，就是改

變能改變的，接受不能改變的。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要

對自己有所期待，對別人保持平

常心。

改變自己是智者，幸福是從

改變自己開始的。

試圖改變別人 
最終是徒勞的

德國著名心理治療師海靈格

曾說：「幸福的家庭，都有一個

共同點：家裡沒有控制欲很強的

人。」

試圖控制對方、改造對方，

希望對方按照自己的標準和要求

做事，不僅難以奏效，而且還會

破壞婚姻的和諧與幸福。

其實，從來就沒有完全合拍

的兩個人，不管是夫妻，還是孩

子、朋友，當我們試圖以各種方

式去改變他們，希望他們成為我

們心目中想要的樣子，卻發現最

終都以失敗收場。

看過這樣一個故事。

著名音樂家小貝作曲有個習

慣，就是必須先給他詞，他明白

了歌詞的意境才能創作出旋律。

有一次他被邀請和著名詞人

席勒一起創作一首歌曲。

他向席勒要詞，席勒說：

「你不給我曲子，我怎麼寫詞？

作詞是需要靈感的，我的習慣是

必須先聽曲子才能寫出詞。」

小貝逼著席勒要詞，席勒憋

了幾天一個字也沒寫出來，回

國。

小貝跟摯友抱怨道：「作曲

更需要靈感，我現在怎麼辦？」

摯友對他說：「讓席勒改變

習慣，看來是不可能的。你不是

也會寫詞嗎，先草做一個詞，把

曲子譜出來，不就結了嗎？」

小貝豁然開朗，自己草擬了

歌詞，很快就按照這個詞的意境

寫出了曲子。

他把曲子寄給席勒，席勒只

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寫出了歌詞。

這就是我們現在聽到的「歡樂

頌」。

這讓我想起心理學家榮格離

世前跟弟子說的一番話：

你連想改變別人的念頭都不

要有。作為老師要學習像太陽一

樣，只是發出光和熱，每個人接

收陽光的反應有所不同，有人覺

得刺眼，有人覺得溫暖，有人甚

至躲開陽光。

種子破土發芽前沒有任何的

跡象，那是因為沒到那個時間

點。永遠相信每個人都是自己的

拯救者。

是啊，世上很多事是強求不

了的，與其費盡心思改變別人，

不如調整自己的心態，把時間和

精力放在自己身上，把自己過

好、讓自己優秀，才是正道。

當你學著把抱怨放一放，把

怒火收一收，自己先作出改變，

你往往發現對方也會有所改變，

事情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文：白雲飛

◎編輯：馮德蓮

A wanted murderer had been on the run 
for a whole year and came to a town 

dressed in rags. Hungry and thirsty, the fu-
gitive was attracted by the oranges at a fruit 
stand; he stood there for a long time and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He had nothing and 
had used up all his money.

Should he beg or rob? 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Slowly he reached for the sharp 
knife hidden in his raged clothing.

At that moment, a large orange suddenly ap-
peared in front of him. The fugitive was sur-
prised, his hand holding the knife relaxed.

It turned out that the stand owner had been 
watching him for a long time, guessing that 
he wanted an orange, but had no money. 

The owner took one and handed it to him: 
“Take it, it’s free” he said.

The fugitive hesitated, took the orange, ate 
it, and then left without saying a word.

Three days later, the fugitive came back to 
the fruit stand. This time, without waiting 
for him to speak, the stall owner picked up 
a few oranges and gave them to him. Just as 
before, the fugitive ate the oranges and left 
in a hurry.

In the evening, when the stall owner was 
ready to go home, he found that someone 
left a newspaper. He read the newspaper 
and was stunned. A reward of 30,000 yuan 
was published for a wanted man that looked 
like the one he gave oranges to.

Reason eventually overcame pity and the 
stall owner called the police station. The 
police set up a cordon around the stall for 

several days. Three days later, the fugitive 
did appear again. However, he seemed to 
notice something, nervously watching the 
stall owner’s every move, and did not enter 
the police circle.

The owner of the fruit stands and the police 
became nervous as if their hearts were in 
their throats because the street was full of 
people. Once the fugitive noticed the pres-
ence of the police, he might quickly disap-
pear into the crowd. He could have a knife 
on him, take hostages at any time, and the 
consequences would be unthinkable.

Finally, the fugitive who had been stand-
ing still for a long time made a move. 
But surprisingly, he slowly pulled out the 
sharp knife he was carrying, threw it on the 
ground, and then raised his hands.

The police swarmed over the man and sub-
dued him without much effort. The hand-
cuffed fugitive suddenly said: “Please wait, 
let me talk to the owner of the fruit stand.” 
Under the police escort, the fugitive came 

to the startled stall owner, whispered a few 
words: “I left the newspaper here,” and 
then, he put on a smile of satisfaction before 
getting into the police car.
The stall owner hurriedly read the news-
paper again and found that the reverse side 
also had a few lines of small letters writ-
ten on it: “I am tired of running and hiding, 
thank you for the orange. When I hesitated 
to choose how to end my life, it was your 
kindness that touched me. The reward of 
30,000 yuan will be my payment to you.”

Everyone has good thoughts, only with 
some people, these are deep down in their 
hearts and covered by dust. Stopping the 
formation of evil thoughts may be very 
complex, but raising a person’s compassion 
is often very simple. Simply give help when 
a person needs it — it may be an orange, a 
sip of water, or a sympathetic look.

When a person’s compassion fills his heart, 
then he will definitely be a good person. 
The question is how do we inspire good 
thoughts in people?

人性本「善」

抱怨別人不如改變自己

3D 掃描
3D 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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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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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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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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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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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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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餘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代理保險結算

可解決：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Dr. Zhang 張欣    醫生（國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7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營業時間恢復正常
牙醫服務全部開診

接受新症及急症
彈性營業時間，接受新症及急症

403-275-4000
華語熱線

假牙鬆脫
咀嚼困難

長者植
牙關愛套餐

長者
佳音

$2300 起

(Shutter Stock)

Human Nature Is Good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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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北部

經歷了一場暴風雨的洗禮後，位

於布魯姆斯角（Brooms Head）
的卡科拉湖（Lake Cakora）竟

現身如同一棵立體的「生命之

樹」，當地一位業餘攝影師在高

空的鏡頭下，捕捉了一幅幅令人

著迷的大自然之作。

攝 影 師 德 里 ‧ 莫 洛 尼

（Derry Moroney）說，當他第

一次看到從空中捕捉到的卡科拉

湖畫面時，他 「完全震驚了」，

因為從地面上看，這條河流看起

來好像沒有任何特別。「如果你

看這些照片，一開始你不會以為

一個名叫瑞絲 . 懷特（Riss 
White）的網紅最近分享了女兒

4 歲時講述的前世記憶，女兒講

述說 911 事件發生時，她正在

美國紐約世貿中心大樓工作和遇

難的細節。然而，她這一生從未

聽過 911 事件，這讓懷特十分

驚訝。

做為一名網紅，懷特常在網

上分享影片。那是 2018 年的 9
月 11 日，懷特正在瀏覽社交媒

體時，看到一些有關 911 事件

的帖子，其中有一個帖子展示的

是世貿中心雙塔的圖片。

◎文：郭華誠

◎文：鄭從真

澳洲湖面呈現壯觀「生命之樹」 911遇難者轉世為網紅女兒
它是真實的，我覺得更像一棵

『生命之樹』。」

卡科拉湖位於新南威爾士州

北海岸的布魯姆斯角，在悉尼以

北約 530 公里的尤拉吉爾國家

公園內，它是一個湖泊和瀉湖，

當時只有 4 歲的女兒指著

其中一座大樓（懷特認為那是

北塔）說：「媽媽，我以前在那

裡工作過。」懷特問她那是什麼

時候的事，女兒簡單地回答說：

「以前。」

懷特接著說，她女兒提到，

有一天她在工作時，地板變得非

常燙。於是她站上桌子，因為地

板實在太熱了。她還說，當時她

的朋友都試著從門口逃出，但就

是打不開門，所以她跳出窗戶，

像鳥一樣飛翔。懷特澄清說，她

女兒從未聽過 911 事件，這讓

她的故事顯得更加神祕。

在布魯姆斯角主海灘（Main 
Beach）間歇性地流入海洋。

莫洛尼是在 119 米的上空

拍下了這些「生命之樹」的照

片。「每隔幾週，當我們遇到不

同的天氣時，圖案就會徹底改

變。我對大自然創造的東西完全

感到敬畏，而且我相信沒有很多

人能看到它，」他說。

生命之樹：Derry Moroney ；瘟疫：國立故宮博物院;德國舍費爾考察隊：Wikimedia Commons,CC-BY-SA3.0de;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文：青蓮

在歐洲長期流傳著一個關於

亞特蘭蒂斯（大西洲）的傳說。

那個曾經無比富有的大陸，是具

有超凡能力的神族。古希臘哲學

家柏拉圖，於西元前 350 年撰

寫的《對話錄》中有關亞特蘭蒂

斯大陸的文字描述。

亞特蘭蒂斯大陸在一次大地

震中毀滅，一些倖存者逃往西藏

和印度，他們的後代在中亞創建

過燦爛文明，後來他們中的一部

分向西北和南方遷移，分別成為

雅利安人和印度人的祖先。

德國納粹專家認為，這不是

傳說，亞特蘭蒂斯文明確實存

在，而雅利安人只是因為後來與

凡人結合，才失去了祖先的神

力。希特勒與納粹黨衛軍頭子希

姆萊對此深信不疑。他們都是種

族優越論者，稱人類每 700 年

進化一次。一旦證明雅利安人祖

先是神，只要實行選擇性繁殖等

種族淨化手段，便能創造出具有

超常能力的、所向無敵的雅利安

神族部隊。

納粹黨衛軍頭子希姆萊對種

族純正尤其嚴苛。他在組建黨衛

軍之初便明確規定，只徵召那些

身高在 5 英尺 9 英寸以上、金

髮碧眼、受過良好教育、具有純

正雅利安血統的年輕人。在選拔

黨衛軍軍官時，一個最基本的條

件是要求被選拔者能夠證明自己

的家族自 1750 年以來未曾與其

他種族通婚。

1935 年，希姆萊建立了一

個由醫學家、探險家、考古學家

甚至江湖術士等組成的，服務於

納粹教義的「祖先遺產學會」，

對人種、血統、古代宗教、古代

遺址等進行考察研究。

1938 年，希姆萊奉命派遣以

博物學家恩斯特 ·舍費爾和人類學

家布魯諾 ·貝爾格為首的，包括植

物學家、昆蟲學家和地球物理學

家共同組成的「德國黨衛軍舍費

爾考察隊」，以尋訪「日爾曼民

族的祖先」——亞特蘭蒂斯神族

存在的證據為由奔赴西藏。他們

拍攝的紀錄片《西藏祕密》顯示，

貝爾格測量了很多西藏人頭部的

尺寸，並將這些人的頭髮與其他

人種的頭髮樣本進行比對。再根

據被測者眼球的顏色來判斷其種

族純淨程度，並且製作了藏人頭

部、臉部、耳朵和手的石膏模型。

這次考察，他們從當地人口

中得知有一個名叫沙姆巴拉的洞

穴，那裡隱藏著蘊含無窮能量

的「地球軸心」，能找到它就可

西藏有一個名叫沙

姆巴拉的洞穴，傳說那裡

隱藏著蘊含無窮能量的

「地球軸心」，可以改變

時間與空間。納粹德國曾

兩次派大量科學家和軍

隊尋找這個洞穴，而這些

人最終都消失了。

以得到一種生物場的保護，使人

「刀槍不入」，並能夠任意控制

時間和事件的變化。

德國即將戰敗時，希姆萊面

見希特勒，要求派遣一支特別行

動小分隊前往西藏沙姆巴拉洞

穴，尋找那個「地球軸心」。一

旦找到，他們便可以派數千名空

降兵到那裡，打造一個「不死軍

團」，進而控制全世界。還可以

利用「地球軸心」的能量讓時間

倒轉，使德國回到 1939 年，改

正當初犯下的錯誤，重新發動

戰爭。希姆萊與希特勒密談了 6
個小時，還向希特勒遞交了一份

2000 頁的報告，其中的一張地

圖標出了沙姆巴拉的大概位置。

希特勒派出 25 萬德國軍隊

前去西藏尋找沙姆巴拉洞穴，但

直到二戰結束，盟軍發現，那

25 萬軍隊不知所蹤。這 25 萬的

部隊到底去了哪裡？是否真的找

到了「地球軸心」，這個謎題至

今還沒有解開。同時失蹤的，還

有希特勒派往南極的 2000 多名

德國科學家。

二戰後，美國及前蘇聯都在

機密檔案中發現，1939 年，希

特勒曾經把他的親信阿爾弗雷

德 · 里切爾派往南極，並帶去大

批科學家、工程師和實驗器材，

分別乘多艘潛水艇同行。後來，

美蘇派出大量特工人員追查里切

爾和他帶走的這批科學家、工程

師的下落，卻一直未找到。

1998 年，美俄兩國人造衛

星先後在南極大陸腹地發現了一

座「城市」。城市四周有一層看

不見的隔溫層，大圓頂的房屋，

寬闊的道路，綠樹成蔭，溫暖如

春。四周卻是一片荒漠，冰天雪

地，氣溫 -65℃。

美國國防部和聯邦調查局的

一些官員認為，這座南極洲腹地

的神秘城市，正是希特勒派往南

極的科學家建造的，科學家們就

隱藏在這裡。但根據 NASA 科

學家的測定，這座城市具有超現

代化水準，地球人類是建造不出

來的。由於納粹進入西藏的檔案

保密級別高，隨著時間的流逝，

這些秘密有可能會在 2044 年後

檔案解密而大白於天下，也有可

能永遠塵封在歷史中。

神祕消失的25萬軍隊    

◎文：天羽

智力和抑鬱共用基因 

《自然人類行為》（Nature 
Human Behavior）期刊發表的

研究發現，認知能力和自我評估

的抑鬱情緒之間有大量共同作用

的基因。

人們普遍認為，當抑鬱症狀

出現的時候，人的認知力通常會

下降，也會表現為記憶力衰退、

做決定的能力下降等。但在藝術

和音樂領域，通常有相反的情

況，一些存在抑鬱情緒的人會出

現認知力超強的情況。

這份研究稱找到了統一的

機制，能對以上兩種看似矛盾

的聯繫都做出解釋。研究人員

發現，抑鬱和認知能力會共用

大量的基因。大約一半的共用

基因合作，對兩種特質起到促

◎文：藍月

基因療法，是美國生物

公司 Bluebird 用來治療鐮

狀細胞性貧血症實驗的，但

因其中兩人患上類似白血病

的癌症，這項實驗被暫停。

2 月 16 日，Bluebird
公司發布公告稱，由於參與

基金實驗的其中兩名患者

「疑似出現嚴重的、類似白

血病的不良反應」，公司決

定暫停這項實驗。其中一位

5 年前接受這項治療的患者

現在患上了「急性粒細胞白

血病」（AML），另一人出

現了很可能會發展成白血病

的「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症」

（MDS）。
雖然研究人員認為治

療準備階段的化療對 DNA
造成損害，可能導致 MDS
症，但是基因療法也很可能

是致癌的直接因素。

這種基因療法是先把患

者的血液幹細胞移到體外，

在實驗室內用一種與愛滋

病相關的病毒進行處理。

這種病毒帶有載氧血紅蛋

白 DNA 的編碼信息，目標

補償患者對該分子的缺陷基

因。之後，再把這些處理過

的血液幹細胞注回到患者的

體內。目前，共有 14 人接

受了這種實驗性治療，症狀

都已緩解。

此前在小範圍的臨床實

驗中，也有幾個男童患上了

白血病。在小鼠實驗中，這

些基因注入的位置也觸發了

癌症基因。後來研究人員調

整了這些基因注入的部位，

稱不會再觸發癌症。

2019 年又一份研究報

告顯示，一隻接受基因療法

的猴子出現了類似白血病的

症狀。因此，基因療法導致

癌症的風險，再次引起了科

學家的重視。

基因療法

或引發癌症 

進或是抑制的作用；而另外半

數的共用基因，則起到促進一

種特質、抑制另一種特質的作

用。研究者之一挪威奧斯陸大

學（University of Oslo）精神

病學和遺傳學研究員安德里亞森

（Ole Andreassen） 說：「這 項

發現對這兩個人類重要的特質，

從共用基因的角度提出見解，顯

示它們之間具有共用的神經生物

學基礎。」這有助於找到治療抑

鬱的新方法。

1938年，希姆萊率領的德國黨衛軍舍費爾考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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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攝影師

Derry Moroney

在新南威爾士州北

海岸的卡科拉湖用

無人機航拍時，偶

然發現了這些巨大

的樹狀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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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倓虛大

師，近代高僧，與虛雲

法師、太虛法師合稱為

中國佛教界的「三虛」。

《影塵回憶錄》是倓虛

法師口述自傳，由其弟

子大光法師私下記錄

而成，記錄倓虛法師從

出生到1948年的傳奇

經歷。

 一、到陰間去了

在當時（公元一八九一

年七月），鬧時令症的人最怕

鬧肚子，只要肚裡一響，瀉幾

回肚，不幾天就要死！這種病

在當時好像有邪氣一樣！

我在金同學家裡回去之

後，到了天黑，就覺得肚子

痛，內裡咕嚕咕嚕的響。我心

想：「壞了！恐怕我也要死。」

又怕母親知道了擔心，沒敢言

語。於是把小褂脫下來，將腰

圍上，就睡覺了。這時我心裡

又害怕，肚裡又痛，不一會

兒，就像作夢似的，把我痛過

去了。其實，並不是作夢，而

是自己死了還不知道呢！

雖然是死了，可是迷迷糊

糊像作夢一樣，見來了兩個鬼

把我架著，飄飄蕩蕩的，過了

好些山，又過了很多的水，覺

得在水面上，就飛過去了。

後來，那兩個鬼把我架到

一個廟門口，像一個衙門樣

子，裡面有很多的房子，那兩

個鬼把我往屋裡一推，他說：

「進去吧！」一副很兇惡的面

孔，說話很憤憤的，「在這裡

等候過堂！」

這時，我才明白我已經是

死到陰間來了，心裡非常懊

惱，非常難過！因憶起我母親

的話，說我不好養活，這時才

證明是不錯。

我在那裡等候了一個時

辰，胡思亂想的想了半天，四

周陰沈沈的沒有一點兒聲響。

回頭一看，屋子裡有一個管帳

的先生，在那裡拿著筆不知寫

些什麼東西，餘外更無他人。

我想：死了不要緊，在我母親

跟前，就我這麼一個人，如果

我真的從此死了的話，我母親

哭也哭壞了，這該怎麼辦呢？

於是我慢慢的走到寫帳的跟

前，想法子與他套交情，說近

話：

「先生！」我很和藹很客

氣的問：「我犯什麼罪，叫我

來過堂？」

「不知道哇！」他答。

「在什麼地方過堂？」我

又問。

「從這裡往後去，就是過

堂的地方。」

「是誰管著過堂？」我一

句跟一句的往下問。

「嚄！」他很驚訝的說：

「你以為你還在陽間嗎？你現

在已是死了的鬼，過堂的時候

要由閻王來問案，這點事情還

不知道嗎？」他一邊說，一邊

頭也不回的繼續往下寫。

後來我沈思了半天，又

問：「我能轉生嗎？」

那位先生，對於我問他的

話，囉哩囉唆的他已經聽膩

了，當我問他「能不能轉生」

時，他很不耐煩的就順口答應

了一句：「我不知道！過完堂

你自然明白了。」說這話時，

他依然低著頭往下寫。

在那裡又待了一會兒，我

忽然憶起外道裡，誦經招魂一

回事，究竟這事是真是假？有

用沒用？就拿這話去問他，他

忽地停住筆，回過頭來說：「這

事不假，陰間確實有這回事。」

同時他又指著牆上的木板說：

「這些板上的位子，就是剛死

過不久，提出來，等他的後人

誦經超度的，如果過的日子太

多，就不容易往外提了。」

我看看他指的那些板子

上，果然有很多名字，還有香

紙經卷等，接著我又往下問：

「什麼時候過堂？」他說：「你

等著吧！閻王正在後面剃頭

呢！」因此我又聯想起小時候

看戲，有胡迪罵閻，記得那位

閻王是古衣古冠，前後冕旒，

為什麼陰間的閻王也留辮子也

剃頭呢？（待續）

（摘自《影塵回憶錄》）

倓虛大師  冥府問辯
出家前在冥府機智答辯閻王，終獲延壽死而復生

◎文：倓虛大師

地獄見聞實錄之三

是機率還是命定？

新年期間，臺灣有一則有趣

的新聞報導，說是有一位約 50
歲的男子，手中握有 2 張千元

大鈔，在彩券行前踱步，猶豫是

否買張「刮刮樂」試試手氣。

這時突然颳起一陣強風，將

他手中的鈔票吹進了彩券行，於

是他決定下注，沒想到刮中了

100 萬元獎金。好巧！在那個時

間點出現在那個地方，又剛好遇

到一陣強風，種種因素促成他中

◎編輯整理：黃麗娟 大獎，莫非是命中注定！但這落

在數學家眼中卻不覺得驚奇，以

「巨數法則」的觀點來看，只要

在非常龐大的人群中，再湊巧的

事也可能發生。美國有個例子，

在 1980 年，一位名叫 Wilcok
的女士，同時購買羅德島州和麻

薩諸賽州的「樂透」，這兩組號

碼都中獎，只是號碼卻對調了，

所以她一毛錢都沒拿到。數學家

認為，雖然這種倒霉的事發生的

機率小到不行，但是只要長年累

月積累下的開獎次數足夠大，就

有可能發生。於是各種巧合都被

解釋為機率，而不是甚麼命定。

雖然「巨數法則」這麼解

釋，但是我們還是免不了要追

問，為甚麼是發生在他身上，而

不是發生在我身上？為了解答這

個疑惑，我們進一步聊聊物理界

中的一個嚴肅問題——現實世

界的基礎是建立在「必然」還是

「偶然」上？

對立又互補的兩個世界

我們所處的世界是非常有秩

序的，愛因斯坦理論和牛頓力學

告訴我們，世上的任何事物都遵

循著相應的定律和必然的因果關

係而運作著，就像鐘錶一樣，機

械式的滴答運轉，環環相扣，每

個瞬間決定下一個瞬間，因此他

們認為這個世界是宿命的。

有些科學家接受不了命定的

結論，選擇了自殺，直到科學界

進一步研究到微觀領域，發現那

裡的世界有許多的可能性，才緩

和了科學家們對命運的悲觀想

法。自然界的物質有億萬種，包

括你、我，都有一個共同之處，

就是大夥都是由原子（Atom）

組成的。換言之，原子是構成宇

宙萬物的基本單位。我們把原子

所待的地方稱為微觀世界，那是

一個微小尺度的領域，現實世界

中所適用的物理概念及思考模式

到了那裡都不管用。

你瞧！在現實世界中行星圍

繞著太陽運轉，我們可以明確的

觀察到行星運行的軌道、速度和

位置，只要曉得影響行星運動的

所有條件及參數，我們甚至可以

預測行星過去和未來的動向。但

是在微觀世界中，電子圍繞著原

子核運轉，它卻不像行星繞行般

有固定的軌道、清楚的路線，以

及明確的所在位置。

那麼電子在哪裡呢？有人以

孫悟空分身術來比喻電子在其空

間場範圍內無所不在的現象，說

明一個電子可以同時出現在多個

地方，這完全違反了我們的常

識。奇怪的是，當我們硬是去觀

宇宙及生命的產生是

偶然還是必然？這個問

題困擾了科學家100多

年，至今仍沒有一個明

確的答案。科學有它的

侷限性，或許我們應該

換另一個方向去尋找答

案。

察電子如何移動時，它瞬間就會

從無所不在的狀態縮成一個小

點，每觀看一次，點出現的位置

都不一樣。這表達出一個概念：

微觀粒子具不確定性，它有多種

可能狀態，而你的觀測是一種

「越界」的行為，這時粒子就會

在多種可能的狀態中，「隨機」

選出一個，然後過渡到現實世界

中來（或你的眼中），成為一個

明確的結果。

行星與電子都是固體粒子，

為甚麼有不同的行為模式？這

歸因於電子比行星多出了一個

「波」的屬性，波 - 粒兩種屬性

既矛盾又互補，讓微觀世界變得

不可捉摸。最後，科學家對這兩

個世界下了一個概論：現實世界

的物質行為是明確的、有秩序

的、遵循因果定律，完全可以預

測，因此認為世上所發生的一切

事物都是「必然」的。反之，微

觀世界則是不明確、無秩序，不

講因果，當然也就不可預測，以

至於那裡所發生的一切事物都是

「偶然」的。

難解的謎題

可是宇宙萬物是由原子組成

的，於是科學家們提出了一道引

人深思謎題：現實世界的基礎是

建立在必然的因果律上，還是

偶然與機率上？ 100 多年過去

了，物理界仍舊沒有一個統一的

說法，許多科學家因而轉向東方

哲學與宗教去尋找答案。比如

說，研究微觀物質的先驅玻爾

（Niels Bohr）在設計自己的族

徽時，特意選用中國太極圖案，

表達他對陰陽相反、相濟的感

悟，圖上還有句格言說：「對立

即互補」。

祖上積德 福蔭子孫   

命運的偶然與必然

倓虛大師：網圖；玻爾的徽章：Wikimedia /CC BY-SA 3.0；其他圖片：Adobe Stock

玻爾的徽章中有太極圖，其上

格言書寫：「對立即互補」。

◎編輯整理：項尚

據《清河家乘》記載，崑山人張虛江在明朝嘉靖年間

擔任浙江寧紹道臺，上任以來，一切禮品和紅包一概拒

收，為官一塵不染。他曾說：「我只喝浙江一勺水，或許能

留後福，使子孫也在浙江為官。」

當時府城五、六十里外有一

個星宿閘，關係到一府的水旱，

是從前朱買臣建築起來的。此地

瀕臨大海，有二十八洞，綿延

三、四里，水勢急湍，水閘屢築

屢壞，百姓為此很痛苦。

張虛江全面衡量了當時的水

勢，認為用石頭建築不能持久，

就熔化鉛錫來灌鑄，把橋石和閘

鑄成一塊，花費鉅萬資金，至今

屹立不動。紹興地方的人民把張

公作為神來祭祀。

後來，他的孫子張泰符也升

任寧紹道臺，再升任為一方大

官，一直升到七省總漕，為官總

不離浙江，人們認為這是張虛江

清正廉潔的福報。

再說明朝有一位叫王穩的官

員，表字邦寧，號慎庵，22 歲

中舉，歷任涿州學正、唐王府長

史、廣平府同知、南康知府和汀

州知府等職。他因為重德行善，

愛民如子，很受民眾擁戴。

王穩在做汀州知府時，更是

克勤克儉，體恤民情，時刻把百

姓的衣食冷暖掛在心上。遇到災

荒年景，他總是打開官倉放糧，

救濟貧苦災民度過難關，即便是

遇到不歸他管轄的鄰郡遭受大旱

災，他也會施以援手。

同知陳熙對他的做法表示

反對，王穩正色坦言：「我們都

飽讀聖賢之書，明曉《春秋》之

義，救災恤鄰乃人間正道，彼民

猶吾民也，豈能見死不救？」他

的善行壯舉使無數飢餓難挨的百

姓度過了生死難關，人們對他無

不感恩戴德。

 倓虛大師像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6 看教育 Education       第 150期    2021年 3月 18日—3月 24日

【原文】

周轍東，王綱墜，

逞干戈，尚遊說。

始春秋，終戰國，

五霸強，七雄出。

【字詞義解釋】

（1）周：周朝。（2）轍東：

周平王把國都東遷至洛陽，史稱

東周。（3）王綱：王朝統治的

制度。綱：綱紀。（4）墜：下

落、衰弱。（5）逞：任意放恣，

在此指「濫用武力」。（6）干

戈：古代的兩種兵器，這裡指戰

爭。（7）尚：尊崇、崇尚。（8）
遊說：指謀士周遊列國，向諸侯

分析政治形勢和利害關係，並提

出個人的主張，以求取諸侯的

寵信和任用。（9）始：開始。

（10）春秋：春秋時期。（11）
終：結束。（12）戰國：戰國時

代。（13）五霸：齊桓公、晉文

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

（14）強：強盛。（15）七雄：

即秦、齊、楚、燕、韓、趙、魏

七國。（16）出：出現。

【譯文參考】

周平王把國都東遷到洛陽以

後，王室的綱紀和政治制度便逐

漸衰落，諸侯們濫用武力，常發

動戰事。而謀士周遊列國，以口

才到處說服、獻策以求取功名的

行徑，在當時蔚為風尚。

東周由春秋時代開始，結束

於戰國時代，春秋時期有齊桓

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

楚莊王，五個諸侯國稱霸，而戰

國時期則出現了秦、齊、楚、

燕、趙、韓、魏等七雄。

【讀書筆談】

上一課提到夏、商、周三個

朝代的更替，已經上演了國家興

亡的規律：一國之王，如果殘暴

荒淫，必然衰敗滅亡。個人也是

如此，多行不義必自斃。所以

說，歷史是一面鏡子，以史為

鑑，可以獲得治國以及處世為人

的正理。

而這裡重點拿周朝為例子，

闡明這個最大的人生教訓。是因

為周朝最長久，共八百年，並分

為前後的西周和東周兩大部分，

形成強烈對比，非常生動形象地

把治國興衰的規律和教訓，擺在

大家的面前，提前為後世預演了

一遍，留下借鑑。

西周時期，君臣有德，天下

太平。而東周則走向了衰敗，根

源就在君臣的胸懷和德行漸漸偏

離了天下為公的正念。君王圖享

樂安逸，無心主事，臣子圖功名

利祿，皆為一己之私。為君者完

全偏離了以文王為首的為天下百

姓獲得安寧而勵精圖治、求取賢

才的志向，最後朝廷當然也就會

出現奸臣當道的後果，君臣之間

均偏離了正道。

東周又分成春秋和戰國兩個

時期，春秋是從統一走向分裂的

過程，而戰國是分裂後進行重新

兼併，要走向統一，以武力征

戰，都想成為天下主人的過程。

這期間，東周整個過程就是國家

生病了，各種次序和機制被打破

平衡陷入混亂，帶來無限的征戰

和痛苦之後，又自然地人心求取

太平，要恢復平衡。以戰爭的方

式兼併統一，再度形成新的有次

序的機體。

這個過程征戰不休，失去太

平又恢復太平，這幾百年的歷

史，需要付出慘重的代價，期間

人心變異，道德下滑。當時的世

人，多利用各諸侯國為保平安和

爭霸的心理，而出謀獻策、求取

功名，急功近利、霸道橫行，拋

棄王道、崇尚武力，成為過程中

暫時出現的殘酷現實。如果不能

從整體王朝變更的規律和角度看

問題，陷入這幾百年某段稱霸稱

雄的歷史，去看到一時因武力而

得到的勝利，就會得出反面的教

訓，以為武力能解決一切問題，

其實不然。

僅僅靠武力得到的臣服，並

非真心，必將被更加強大的武力

所征服和取代，這樣的紛爭無止

無休，此起彼伏。其危害，即使

到了秦朝統一六國，也還是人心

不安定，戰爭帶來的恩怨情仇，

遺害至深，影響十分深遠。直到

漢朝建立，確立教人重德的儒家

的地位，以孝治國，明確恢復上

古聖王舜帝留下的傳統，這才達

到了真正的安定和統一。所以看

歷史要整體來看，吸取正面教

訓，要從根本看問題。修正道

德，勵精圖治，感化人心，才是

長久太平之道。即使需要使用武

力，也主要是起到一時的極端情

況下的治亂和防禦的作用，不能

本末倒置。

所以，後世從春秋孔子開

始，極為重視研讀歷史，明確讀

書人要擁有君子的品德，正面看

歷史，以關心國家興亡和百姓疾

苦作為自己的人生志向和價值，

肩負重任，不可推卸，此為讀書

受教育的真正目的。

然而時代變遷，傳統的價值

觀也隨之改變。現代的讀書人，

急功近利，只求一己之私，心胸

狹隘，難以作為。只為自己而活

著，一生因自私而鬱鬱寡歡，迷

失自己。多少人因此失去人生的

方向覺得活而無趣，內心空虛，

在中華博大精深的語言文化

中，很多事物都有一個簡潔明瞭

或優雅形象，而又有歷史來源的

成語或典故加以表達。例如：鸚

鵡又被稱作「綠衣使者」。那麼

「綠衣使者」這個典故其來源於

何處呢？今天我就給大家講講這

個故事。

據《開元天寶遺事》一書記

載，唐明皇時，長安人楊崇義的

妻子劉氏與鄰人李某通姦，二人

竟想害死楊崇義，做長久夫妻。

楊崇義平時很喜歡一隻鸚鵡，常

常親自餵牠。一日，楊崇義酒醉

歸來，劉氏和李某這一對姦夫淫

婦居然趁機合謀將他殺害，並將

其屍體埋到了枯井裡。家裡的書

童和僕人都不知道此事，只有鸚

鵡看到了。劉氏為了掩蓋罪行，

又假意命令書童與僕人去尋找丈

夫，並報告官府：楊崇義失蹤，

可能已被賊人所害。

官府接到報案後，夜以繼日

的偵查卻毫無頭緒，於是去楊家

實地勘察。此時，架子上的鸚鵡

忽然對辦案人員說：「殺掉我家

主人的就是劉氏和李某。」官府

立刻將他們兩個收押，一經審訊

二人便全部供出了自己的罪行。

於是，官府把他們依法處決，並

把這件鸚鵡報案指認凶手的奇事

奏報給了唐明皇。唐明皇說，這

隻鸚鵡有情有義，於是將其餵

養在宮中，並賜封號為「綠衣使

者」。

後來，燕國公專門為此做

了〈綠衣使者傳〉一文，詳盡敘

述此事經過。從此，鸚鵡在中國

文化中又有了一個綠衣使者的別

稱。當然現在也有人用綠衣使者

一詞來指代郵遞員。

大家知道鸚鵡、八哥等鳥 
類經過訓練後，雖然能說話， 
但只是簡單的重複。可是故事 
裡的這隻鸚鵡卻是真正的在用 
人的語言去表述事實真相，而且

這件事情最後驚動了皇上，其 
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其實， 
在歷史上關於動物口吐人言的 
記載還有許多，這些都超出了 
現代科學的認識，這些都在表 
明現代科學對生命的認識是很 
膚淺的。然而，用傳統文化中 
的六道輪迴、神靈存在的傳統 
價值觀就能輕易的解釋這一切，

也許現在正是人們回歸傳統文

化、傳統價值觀的時刻了。

【看中國訊】「你忙，不用

打電話回家……」父母的一言一

語，飽含著對孩子數不盡的愛

幼兒園的一次母親節園遊

會，母親注定要缺席。父親怕我

孤單，特地扛著單眼相機，在會

場裡拚命為我拍照，想要療慰母

親缺席的巨大失落。然而會場裡

來的都是母親，只有我例外。

我因父親的獨特，看見自己

的傷，因而以憤怒回應父親的

愛。父親一直是愛我的，只是我

選擇與悲傷、孤單在一起，對於

父親的愛，我選擇視而不見。

國二時，父親擔任校內輔導

主任。他為了給我愛，特別花心

思與力氣，主辦了一場「單親家

庭聯誼會」，招待全校所有單親

家庭的孩子和父母，一起出遊到

風景區歡唱烤肉。

那時我非常不喜歡這類活

動，彷彿標誌了我與正常人不一

樣。面對父親老是掛在嘴上的那

句「我們雖然是單親，但照樣能

和雙親家庭一樣幸福」，我痛苦

極了。父親的愛，成了我巨大的

負擔。

專二那年，每個週末，我都

會乘坐哥哥的機車回家。某日才

剛到家，不知怎麼竟然和哥哥為

了小事發生口角。我覺得被哥哥

誤會了，為了捍衛自己的清白，

我以生氣來表達不滿，以具體行

動（立刻拎起行囊搭車返回學

校）來證明自己對這件事情是

相當重視的。

當我抵達學校撥電話回家報

平安時，父親對我說了一句話，

那是讓我永生難忘的愛。父親

說：「阿婗兒（女兒），你委屈

啦，爸爸知道你委屈了。」

父親用語言靠近了我的感

受，我的眼淚立刻奪眶而出。父

親的溫暖，給了我支持的力量。

從那之後，我開始細細思索

過去父親所做的一切令我感到痛

苦的事。於是我慢慢能看見，在

那些讓我痛苦的行為裡，有著父

親給予我獨一無二的愛。

專科的每個週末，父親都會

邀我去福利中心採購日常用品。

父親從不限制我購買任何食物，

不管是八寶粥還是餅乾，父親從

不拒絕我。我想他可能擔憂我住

校會餓著，所以只要是我想吃

的，他從不說「不」。

我童年時，父親很愛滷豬耳

朵，而我很愛吃剛滷好的豬耳

朵。記得一次我就在廚房的餐桌

邊，將父親剛滷好的四副豬耳

朵，當場吃掉了一副，父親沒有

責罵，反而呵呵大笑。

父親以豐富的眼光看待我，

他看到的不是我的無禮，而是我

以行動讚譽他的料理，這對父親

而言，是最好的欣賞。

婚後，每個月返家探望父

親，與其說探望，不如說是重溫

父親的愛。父親總在我返家前，

為我準備碩大的水梨，只因他知

道他摯愛的女兒愛吃。

我生養孩子之後，父親最常

對我說的是：「你忙，好好照顧

孩子，不用忙著打電話回來，老

爸爸沒事。」

老爸爸沒事，沒事的老爸

爸，單親的家庭，也值得快樂。

這是父親傳遞給我最巨大的愛的

展現，也是建構自我價值最根本

的來源。

愛一直都在，如果能以豐富

的眼光看待事物，會發現每件事

物或行為，都有愛的含意滲透其

中。

雖然母親在我的成長過程缺

席，但自從自己當了母親，我也

更能理解她，以及她身為母親的

困境。

文 |雲開

綠衣使者中 華 典 故

ROLFMUELLER/WIKI/CC BY-SA 3.0

《三字經》讀書筆談 25

擁有多少錢財也無法獲得真正的

快樂和幸福。所以，古人的傳統

教育觀、傳統價值觀，值得我們

深思和學習，中國人盡快恢復傳

統教育才是當務之急。

一鳴驚人

公元前 613 年，楚莊王新

即位，做了國君。晉國趁這個機

會，把幾個一向歸附楚國的國家

拉攏過去。楚國的大臣們很不服

氣，都向楚莊王提出要他出兵爭

霸權。

無奈楚莊王不聽那一套，在

他即位後三年的時間裡，白天打

獵，晚上喝酒、聽音樂，甚麼國

家大事，全不放在心上，整天沉

迷於花天酒地，不理國事，使得

官吏們貪汙失職、欺壓百姓。他

知道大臣們對他的作為很不滿

意，還下了一道命令：誰要是敢

勸諫，就判誰的死罪。

這時，有一個叫伍舉的大

臣，實在看不過去，決心去見楚

莊王。他告訴楚莊王：「有人讓

我猜個謎兒，我猜不著。大王是

個聰明人，請您猜猜吧！」楚莊

王說：「你說出來聽聽。」

伍舉說：「楚國山上，有一

隻大鳥，身披五彩，樣子挺神

氣。可是一停三年，不飛也不

叫，這是甚麼鳥？」楚王一聽，

心裡明白伍舉說的是誰。他說：

「這可不是普通的鳥。這種鳥，

不飛則已，一飛將要沖天；不鳴

則已，一鳴將要驚人。」

從此，楚莊王開始整頓國

家，獎勵盡忠盡責的官員，懲罰

貪官汙吏，使國家充滿了朝氣。

與此同時，他還整頓軍事，壯大

武力，建立了較高的威望，各國

的諸侯不但不敢再來侵犯，還把

侵占的土地，歸還給楚國。所以

說楚莊王的這一番作為，真可謂

「一鳴驚人」！

這是諸侯國征戰時代，發生

在一個諸侯國裡的前後對比：楚

國君王昏庸則社會動盪，貪汙橫

行，百姓受欺，民心必然不穩，

國家的前途可想而知；可是後半

期，國君被點醒，改正過失，勵

精圖治，國家就充滿朝氣；人材

得以善用，惡行得到懲治，一切

都變得次序井然，當然會得到百

姓擁戴，國家也就必然興盛。一

個人是否有仁德，對於國家也

好，家庭也好，都是第一位的，

父母言行 飽含無所不在的「愛」

(Shutter Stock)

(Shutter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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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聯係請聯係 Howard LumHoward Lum

【看中國訊】有時，我們愛車

的車身上會出現一些小的劃痕。

磨損範圍雖不大，但清漆蹭掉、

底漆也受損了、甚至有些地方還

有磕碰凹進去了。

因為車身的劃痕受損面積

小，很多人覺得不值得去車行修

補，但苦於自己又沒有打磨拋光

機等複雜工具，用補漆筆效果又

不佳。那怎樣自己動手，就可以

用簡單的方法修補、而又達到最

好的刮痕修復的效果呢？本文將

將介紹以下人人可為的修復方

法，把車身刮痕修復如新。

工作地點

選擇在車庫裏、或車棚裏進

行車身修補，禁忌周圍有灰塵、

車子被陽光暴曬或雨淋。

工具和材料

色漆（Base Coat）、底漆填

料（Primer Filler）、清漆（Clear 
Coat） 

美紋膠帶（Masking Tape）
兩 種 砂 紙（Sand Paper)：

400 號（P400）、2000 號

（P2000）
拋光蠟（Polish Compound）
車用膩子（Car Filler）

修補步驟

1. 購 買 色 碼 合 適 的 色 漆

（Base Coat）

打開引擎蓋、門內側、或在

車手手冊中，可以找到車身的顏

色代碼信息。到專業的汽車用品

商店，找到相應的色漆或請專業

人員幫助得到相應代碼的色漆。

2. 修補區域準備

用美紋膠帶和紙張，將不需

噴漆的地方遮住，只露出待修補

的區域。

3. 打磨

先拿 400 號的砂紙打磨劃

痕表面，然後用手觸摸，通過手

感知道表面已經打磨平滑。

4. 清潔表面

用軟毛清潔毛巾將表面擦拭

乾淨。

5. 填充

在打磨後劃痕處，如果發現

露出的塑料部分有小小的劃痕，

可以噴上一層薄薄的底漆填料

（Primer Filler）來填充細小的

劃痕。

如果凹進去的區域較大，可

以用加入了硬化劑的車用膩子來

填充。

6. 打磨銜接處

填充劃痕後 5 分鐘，再用

2000 號的砂紙打磨已填充處與

周圍的銜接處，再將表面擦拭乾

淨。

7. 上三層色漆

取出色好正確的色漆 (Base 
Coat)，薄薄噴上第一層色漆。

30-60 分鐘後，待表面幹了以

後，噴上薄薄的第二層漆。同樣

30-60 分鐘後，再噴上第三層，

最後這一層色漆需要噴的稍微厚

一點。

8. 上三層清漆

待底色漆幹了以後，噴

上第一層薄薄的清漆（Clear 
Coat）。 2-3 分鐘後，待表面的

清漆幹了以後，噴上第二層薄薄

的清漆；再過 2-3 分鐘後，噴上

第三層稍微厚一點的清漆。

9. 處理有色差的區域

隔夜後，用 2000 號砂紙

用水打溼後，打磨有色差的區

域。用軟毛清潔毛巾沾上車蠟，

打 磨 拋 光 此 區 域 10-15 分 鐘 
即可。

碰撞事故中 碰撞事故中 
女性比男性更易受女性比男性更易受傷傷

自動剎車系統突然誤判！自動剎車系統突然誤判！

女車主高速驚魂女車主高速驚魂

您的雪胎換了嗎？ 您的雪胎換了嗎？ 
換回四季胎也有最佳時間點換回四季胎也有最佳時間點

【看中國訊】經過對 1998 年

至 2015 年在美國發生的交通事

故進行統計後，弗吉尼亞大學應

用生物力學中心的研究人員發

現，在正面碰撞的事故中，系安

全帶的女性受重傷的機率要比男

性高出 73％。

另一個機構的研究也得出類

似的結論，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

會（IIHS，Insurance Institute 
for Highway Safety）研究人員

發現，在碰撞中，女性受到中等

程度傷害的可能性是男性的兩

倍，而嚴重傷害的可能性更高，

尤其是在腿部受傷方面。

眾所周知，現在的新車型比

十多年前的舊車型擁有更多的安

全配置。的確，這些配置大大降

低了事故中的人身傷害。為什麼

在事故中，女性受傷的風險要高

於男性呢？ IIHS 仔細分析碰撞

數據後發現，這有可能與女性駕

駛的車輛類型、以及男司機更容

易肇事有關。

IIHS 機構負責車輛研究

【看中國訊】自動剎車系統在

新車中比較普及了，它可以大幅

度減少碰撞危險，可是也有出現

錯誤判斷的時候。據加拿大電視

臺（CTV）報導，25 歲的梅薩

（Erica Mesa）是安省萬錦市的

居民。 2019 年，她花了 4.7 萬

加元，購買了一輛嶄新的某品牌

SUV。滿心歡喜的她卻沒料到，

這輛新車給她帶了巨大的壓力和

心理陰影。

購車後滿三個月時，她在高

速公路上駕駛著新車，當時路況

都非常正常，車內儀錶盤的警示

燈突然亮了，提示前方有發生撞

車的危險。幾秒鐘後，車輛自動

急剎住了。所幸的是，緊急剎車

並沒有導致追尾等意外。

驚魂未定的梅薩，並不知道

發生了什麼，又只好繼續重新啟

動車輛，繼續前行。事後，車行

對梅薩解釋說，可能是因為車子

傳感器突然被什麼東西遮住了。

經過檢修後，車行的技術人員對

她表示，該情況不會再發生了，

她可以繼續駕駛這輛汽車。

但不幸的是，同樣的事情在

隨後的幾個月內又發生了 3 次，

其中一次又是在高速上。梅薩回

憶說，「車速瞬間從時速 120 公

里降為零。我真的覺得我要沒命

了。」

預碰撞安全系統

預碰撞安全系統（Pre-Crash 
System，PCS）, 也稱自動剎車

系統。近十多年中，PCS 已在各

品牌車輛中被普遍使用。

雖然自動剎車系統在不同的

車輛製造商中，有不同的名稱。

例如，沃爾沃的 City Safety、斯

巴魯的 EyeSight 系統等。但它們

的工作原理都是類似的，其主要

是通過雷達、紅外線、立體攝像

頭等傳感器，對前方道況進行監

測並計算車輛與障礙物的距離，

如發現車輛有將碰撞的危險，該

系統就向駕駛者發出警報、並

將系統自動調節到應急狀態－

緊急減速或剎車等以降低碰撞 
危險。

有研究預測，所有車輛如安

裝預先緊急剎車系統後，交通意

外率將減少 27%，每年可救回

8,000 人的生命。但是，事情的

利弊總是形影相隨。自從 PCS 普

及後，因其所導致的車主投訴也

是時有發生。大約 8 年前，一臺

2012 款豐田皇冠在日本首都高速

公路上行駛，就是因為其傳感器

提升了檢查精度，從而使系統緊

急剎車後導致了追尾事故。

除了在沒有危險的情況下，

因誤判而突然剎車外，還出現過

車子前方有障礙物，但系統未能

及時啟動，從而造成了碰撞事

故。出現類似問題的原因，有因

為傳感器敏感度的問題，也有因

為受天氣和環境等外界因素的干

擾，從而無法做到完全準確判

斷。自動剎車系統可以幫助減少

發生碰撞事故，但在行車過程

中，駕駛員專心駕駛、對前方路

況反應也還是至關重要的。

【看中國訊】更換輪胎的最

佳時間，當然取決於您居住的地

區和所處的氣候帶。如果您生活

在寒冷的北美，有時換回了四季

胎，可能又會碰到下雪的天氣；

如果更換晚了，可能又多花了一

些油錢。

什麼時候更換冬季輪胎（雪

胎）？一般來說，一旦氣溫降

至 7℃以下，建議更換成冬季輪

胎。同樣，當氣溫上升到 7℃以

上時，建議更換回四季胎。

雪胎和四季胎是使用不同的

橡膠化合物製造的。不同材質的

輪胎，有不同最適合特定的溫度

範圍。

雪胎是為了在零下溫度的雪

地條件下發揮最佳性能而製造

的。雪胎擁有大量柔軟而有彈性

的胎面，可以在冰雪路面上提供

更好的抓地力和牽引力。簡單來

說，雪胎能夠很好地應對寒冷的

氣候條件。

但是，當氣溫變暖後，製造

冬季輪胎的橡膠化合物會變得太

軟。在乾燥和炎熱的路面上使用

冬季胎行駛，會使輪胎迅速磨

損。輪胎與路面之間的摩擦會產

生巨大的熱量。這對剎車和車輛

操控都有很大影響。這個時候，

就需要將雪胎換成四季胎了。

四季胎獨特的胎面設計也為

全年的駕駛提供了良好的性能。

其橡膠化合物可以抵抗高溫，在

炎熱和乾燥的道路上不會迅速磨

損。在初冬季節，當路面沒有積

雪時，四季胎也能提供舒適的駕

乘體驗。

車身劃痕露底漆？ 
沒有打磨拋光機？ 零經驗 車身刮痕修復

的副總裁傑西卡 · 傑爾馬基安

（Jessica Jermakian）認為：「數

據表明，女性經常駕駛較小、較

輕的車型。」

此外，傑西卡表示，數據發

現在車輛發生側面碰撞和前後碰

撞時，車子被撞的司機，其受傷

風險要高於撞人的司機。而相比

男性而言，在此類碰撞中，女性

開的車更可能就是被撞的那個。

目前，IIHS 已經開始著手

研究和預防女性在事故中更容

易受傷的問題，並且其將做更

多的工作來提高小型車輛的耐 
撞性。

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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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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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動手，就

可 以 用 簡 單

的方法修補刮

痕，達到煥然

一新的修復效

果。

修復前

修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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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元帥和 
將軍們的「悠閒」

中共建政後，曾授予了十大

元帥和十大將軍。十大元帥是朱

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

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

榮臻、葉劍英；十大將軍是：粟

裕、徐海東、黃克誠、陳庚、譚

政、肖勁光、張雲逸、羅瑞卿、

王樹聲、許光達。

然而，與國民黨殉國的 200
多位將軍相比，中共的十大元帥

和十大將軍在抗戰中何曾有甚麼

輝煌的戰績？事實上，本應保家

衛國的他們的戰績不過是體現在

隨後的打國軍身上罷了。

人稱「朱老總」的朱德，在

西安軍事政變、國共聯合抗日

後，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

席，以及由 4 萬多中共軍隊改

編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

（習慣稱「八路軍」）總司令，

彭德懷任八路軍副總指揮。

八路軍下轄三個師，林彪、

聶榮臻任第一一五師師長和政

委，後羅榮桓任第一一五師政委

兼代師長，賀龍任第一二〇師師

長，劉伯承、鄧小平分別任第

一二九師師長和政委，徐向前任

第一二九師副師長、八路軍第一

縱隊司令員，葉劍英先後任八路

軍參謀長、中央軍委參謀長，陳

毅則先後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和

蘇北指揮部指揮、新四軍代軍長

（註：新四軍也是由中共軍隊改

編的國民革命軍）。

顯而易見，中共建政後的十

大元帥除了陳毅在新四軍任職

外，都在八路軍擔任軍職，而十

位將軍也不例外，只不過那時的

軍銜較之低了一些。

由國民政府 
提供糧餉的八路軍

在當時，不論是八路軍還是

新四軍，在名義上都是隸屬於國

民政府軍的，而且最初也是由國

民政府提供糧餉的。基於此，在

抗日戰爭中，它們理應是和國軍

林彪不在戰場  
劉伯承專打國軍

與此類似的是，一二九師師

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和政委

鄧小平，在太行山一帶建立了晉

冀魯豫「抗日根據地」。

根據英國雷震遠、雷鳴遠

神父所寫一書《內在的敵人》披

露，1940 年 3 月，「皖南事變」

前 10 個月，盤踞於河北河南交

界地帶的八路軍施展陰謀詭計，

突襲全殲了抗日國軍三個軍共 6
萬多人，卻沒有動 50 英里外的

日軍。而蔣介石卻為了在盟國面

前保全中國人沒有內鬨的面子，

對此事不予公布。據悉，襲擊國

軍的正是劉伯承部。

書中還記載，雷鳴遠神父曾

被中共俘獲，當蔣介石要求八路

軍放人時，中共卻矢口否認，後

來蔣威脅朱德說，如果不放人，

他將派兵攻打劉伯承部，這樣朱

德才不得不下令讓劉伯承釋放了

雷神父。因在被俘後遭受虐待，

雷鳴遠神父在被蔣介石專機接回

重慶後不久去世。

賀龍戰術拙劣  
陳毅專心擴編  
葉劍英負責說謊
至於一二〇師師長則在師長

賀龍的帶領下，在山西西北、冀

中平原一帶建立根據地。 1939
年，在齊會戰鬥中，賀龍 6 千

多兵力也沒有擊敗只有 8 百多

人的日軍，反而自己傷亡近兩千

同心合作，抵禦外侮。

然而，可嘆的是，八路軍唯

一的一次與國民黨合作抗戰是在

太原會戰中的平型關戰役，而且

打的是日軍的輜重部隊，中共後

來所謂的「平型關大捷」完全是

其自吹自擂，其實被國軍將軍看

作是逃兵。

而中共吹噓的另一個戰役

「百團大戰」，實際戰果並非是

如中共宣傳的那樣給予了日軍沉

重的打擊。

然而，即使不能跟其他國軍

將領相比，也總算打了一仗的彭

德懷，後來卻遭到毛澤東的批

評，指其是「執行投降主義路線

的一大罪惡」。

此後，國軍抗日的 21 次會

戰和重要戰鬥中，中共是連個影

子也沒有見到。而且更為可惡的

是，不抗日的八路軍、新四軍還

偷襲國軍。

毛澤東不抗日  
朱德專搞文藝、種鴉片

「百團大戰」後，八路軍部

分單位退守延安，朱德亦回歸延

安，參加「大生產運動」。在朱

德的命令下，一二〇師三五九

旅，在旅長王震的率領下開赴南

泥灣實行軍墾屯田，種植了大量

鴉片，並賣到日統區和國統區。

身在延安的朱德開始關心

文藝問題，而且在 1942 年延安

整風運動中得到了毛澤東的支

持。其觀點就是「文」與「武」

是革命戰車的左右雙輪，缺一不

可，革命文藝要配合民族解放 
戰爭。

此外，朱德還多次觀看文藝

演出，並頗有閒情逸致，創作了

30 多首詩歌，其中的《遊南泥

灣》更是寫他在戰局緊張中抽空

出遊的快活。

在朱德回到延安後，彭德懷

在山西代理北方局書記一職，後

在整風運動中遭到了薄一波的批

評，彭德懷和羅瑞卿拒絕接受批

評，雙方被調回延安整風。

而時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

的林彪，在 1938 年 3 月被閻錫

山的哨兵開槍誤傷而赴蘇聯治

療，1942 年 2 月才回到延安，

幾乎缺席抗日戰場。

一一五師政委聶榮臻，則在

1937 年 11 月受八路軍總部之

命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

員，率 3000 人的武裝在五臺山

區創建所謂的「抗日根據地」。

1939 年在與日軍的黃土嶺戰鬥

中，擊斃了阿部規秀中將，這再

一次成為中共炫耀的資本。可 
是同國民黨打死了 126 名日本 
將軍相比，這又有何值得掛齒 
的呢？

同國軍一個又一個直面日

軍的大仗相比，這樣的「游來游

去」、打不過就跑的戰略又有甚

麼可以值得誇耀的呢？

此後，取代林彪和聶榮臻任

一一五師政委和代師長的羅榮

桓，繼續率部在呂梁山地區建立

根據地，為中共的擴張盡心盡

力。

人，日軍 100多人逃出包圍圈，

賀龍本人也在戰鬥中了日軍的毒

氣彈而負傷。由於其在戰術上

的拙劣和擴張的不得力，1942
年，他被調回延安，擔任了一個

閒職：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

員。

再看陳毅。在國民黨第五次

圍剿、中共北上逃跑之際，他留

在了南方打游擊，並在皖南事變

後被任命為代理軍長。陳毅繼續

秉承中共不抗日的主張，致力於

擴大發展，其 1 萬多兵力在抗

戰結束時居然達到了 30 萬。新

四軍在後期更成為中共與日軍秘

密談判的中轉站。

最後說說葉劍英。身為八路

軍參謀長的葉劍英，在抗戰爆發

後，成為中共駐南京辦事處代

表。他運用自己的口才說服了蔣

介石，將南方八省游擊隊改編成

新四軍。 1937 年 11 月，隨著

日軍的逼近，葉劍英撤離南京來

到武漢，並同周恩來、王明等人

一起鼓動青年前往延安，還利用

各種時機策反國軍將領和國軍。

1939 年，葉劍英來到衡

陽，遊說國民政府舉辦南岳游擊

培訓班，並藉機宣揚中共，使一

些對中共並不瞭解的學員對中共

充滿了好感和幻想。對此，國軍

將領湯恩伯在一次學員「朝會」

上說：「蔣委員長對打敗日本是

完全有把握的，但各種跡象表

明，共產黨今後是否能服從國民

政府的領導，令人產生懷疑。」

葉劍英則回應謊稱：中共對

國共合作的諾言是「忠實履行」

的，實踐孫中山先生的救國主張

是「矢志不渝」的。

1941 年，葉劍英返回延

安，擔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在其

建議下，建立了中共各地的情報

網。在整風運動中，他堅決支持

毛，並批判王明。後來，他還向

來訪的西方記者團、美軍觀察

組，宣揚中共，詆毀國民政府。

結語

就在朱德盡顯個人在文藝上

的喜好時，就在聶榮臻、劉伯承

等人努力在日軍後方拓展據點

時，就在葉劍英當面指責國民

黨、蔣介石時，國民政府的抗日

依舊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棗宜

會戰、隨棗會戰、三次長沙會

戰、衡陽保衛戰、滇緬作戰……

國軍將士譜寫著一曲曲蕩氣 
迴腸的悲歌！而那些以身殉國的 
國軍將軍們的所言所行，足以

讓中共的甚麼元帥、將軍們 
汗顏！

前期我們介紹了為

抗日犧牲的國軍八位將

軍。至於在同一時間，

共軍的「十大元帥」和

將軍們是如何的悠閒度

日呢？

◎文：林輝

下

八位國軍將軍殉職
共軍十大元帥悠閒

四位將軍圖：公有領域

李
家
鈺

唐
淮
源

王
銘
章

張
自
忠

張自忠在湖北宜城縣東渡襄河阻擊日軍時，身中數彈壯烈殉國。圖為棗宜會戰參戰部隊。（網圖）

https://visiontimes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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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291-3232
週一∼週五：9am-7pm    週日：10am-6pm    節假日：9am-6pm

本週特價
2021年 3 月 18 日 ∼ 3 月 24 日

香菜

R/Y/O Peppers 紅 / 黃 / 橙甜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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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ry 西芹 CilantroGreen Grapes 綠葡萄Nadorcott mandarins 蜜橘

Grape TomatoesAmbrosia Apples 聖芳蘋果

平價 新鮮

聖女果 Bosc Pears 博斯克梨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free and get a free 
2lb bag of carrots.2lb bag of carrots.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2 磅胡蘿蔔。

$09898
2

$14848
ea

$1989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006868 lb$ 08888
lb

$12828 lb

$14848
lb

$ 14848
ea

$

Celery

$1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 2 磅胡蘿蔔。

$

砂鍋料理2道
◎ 文 :山平

用砂鍋做菜，煲湯、煮飯都適合。砂

鍋導熱平均，使食材受熱均勻，料理

水潤飽滿，煲出來的湯頭更美味。 食
材
新鮮竹筍300g、紅蘿蔔 100g、
乾香菇 3朵、薑末 1小匙、白米 2
杯、水 2杯。
調料：醬油 2大匙、味醂 2大匙、
米酒 1大匙、芝麻香油 0.5大匙。

紅蘿蔔去皮切丁、竹筍切片。 
乾香菇泡軟去蒂頭，切絲；米
洗淨備用。

砂鍋加少許油爆香薑末，放所
有食材拌炒，炒香後撈起備用。

放入米和水，加調料，持續翻
炒 2分鐘。
放入作法，拌勻蓋上鍋蓋，
煮滾轉小火煮 10分鐘，熄火靜
燜 15分鐘即可。

作
法

春 筍 炊 飯

日式風味的竹筍炊飯，米飯

充分吸收竹筍的鮮甜，同時，調

味多了味醂和米酒的甘甜。滋

味很豐富，做法卻很簡單。

｜便當菜調味訣竅｜
便當菜的調味，酸、

甜、苦、辣不重複，整體

便當味道更清爽分明。

｜便當配菜也配色｜
肉類配蔬菜，以紅、

黃、綠三色組合，色香味

俱全，營養也均衡。

｜便當幫手常備菜｜
平時備有常備菜，做

便當時隨時可以運用來配

色、搭配營養均衡。

食
材
高湯材料：柴魚 60g、水 2L。
鮭魚300g、蛤蠣300g、帆立貝
300g、新鮮菇類600g、大白菜
500g、青蔥 3 株。

高湯：水煮滾，熄火後再加一
大匙水，稍微降低水溫；放柴魚

靜置 2分鐘；過濾高湯備用。
鮭魚切薄片；海鮮食材汆燙約
5秒，瀝乾備用。
蔬菜食材洗淨瀝乾。大白菜切
小塊；青蔥切段；新鮮菇類去蒂

頭備用。

砂鍋加高湯，放入大白菜煮
滾；海鮮、菇類及蔥段排放入

鍋，煮滾即可。

作
法

什 錦 鍋

日式什錦鍋不限定材料，將

魚類和貝類、豆腐等食材混煮，

熬出美味湯底，常用的蔬菜有

蔥、茼蒿等，可蘸橙醋食用。

◎ 文 :米娜

春天到，外出春遊時可隨行攜帶製作好的便當，方便食用。看看便當裡放哪些菜，才能既美味又營養。

便當菜色 想想看

便當最佳小菜
玉米炒蛋，色彩

鮮豔，煮法簡單

又省時。

用足量的水，
烹煮過程不要蓋

鍋蓋，水煮青菜

不發黃。

滷肉脂肪不要
過多，醬料盡量

單純，這樣冷吃

也不膩。

便當常備小菜

賞花便當裡少不

了櫻花飯糰，將

鹽漬櫻花泡溫水

舒展開，裝飾在

飯糰表面即可。

如使用市售鹽漬

保存的櫻花，須

泡水降低鹹度，

再輕輕按壓櫻

花，釋出水分。

蔬果切法變化較

多，可運用表皮

與果肉的顏色反

差，模擬雕刻效

果，有趣又美觀。

以飯糰作為白色

畫布，使用各種

顏色的蔬果，簡

單切割排列組

合，趣味感十足。

運用當季食材呼

應春天意象，例

如：春天是竹筍

最美味的季節，

水煮就非常美味。

紅蘿蔔是刻花絕

佳的食材，將橘

紅色的花朵布置

在便當中，精緻

感頓時大提升。

有溼潤的菜色，

為避免潮溼保鮮

不良，可挖空蔬

果作盅裝菜餚，

實用又好看。

檸檬片可用來配

色，創造清新感；

也可擠汁搭配菜

餚食用，添加酸

香的風味。

便當盒裡的 
春天好風景

和風
料理

整版圖片：AOD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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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膽在人

體也不是很重要，很多人得了膽

結石，把膽囊摘除了之後，不也

活得很好嗎？

膽的作用

首先我們強調一下，中醫所

說的膽，不完全等同於西醫所說

的膽囊，它更多的是一種功能的

概念。「凡十一臟取決於膽」，

這句話出自於《黃帝內經》，也

是中醫界的一個未解之迷，歷來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如李東垣在《脾胃論》中曰：

「膽者，少陽春升之氣，春氣生

則萬物安。」膽為陽木，其象應

春。春天，陽氣漸升，氣候由寒

轉暖，萬物萌發生機，除舊布

新。《內經 · 素問 · 四氣調神大

論》曰：「春三月，此為發陳，

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即指此

而言。

有人認為這句話應該為「凡

土臟取決於膽」。因為古代的

書都是從上往下寫的，很可能

本來是個「土」字，後人給傳抄

成了「十一」。他們認為「凡土

臟取決於膽」可以這樣理解——

膽分泌膽汁，具有助脾胃（中

醫認為脾胃五行屬土，故為土

養陽氣從養膽開始

臟），促進飲食消化的作用。膽

汁是脾胃保持正常消化功能的重

要物質。

還有人認為，膽為「中正之

官」，主決斷。所謂「中正」即

指不偏不倚，保持平衡的意思。

「決斷」指膽性剛直果斷。膽的

這種作用，可使人體情志活動得

到良好的控制和調節，從而保持

人體精神思維活動的正常狀態，

甚至在受到外界較強的刺激時

（包括：各種精神因素或寒熱的

侵襲等等），也不發病。

凡十一臟取決於膽

大家知道自然界中陽熱的輕

輕上浮，陰寒的重濁下降。熱氣

球就是利用這個原理，通過加熱

空氣，使氣球上升。人體如果

也是陽氣上浮，陰氣下降，陰

陽就沒有了交集，生命就會終

止，在《內經》裡叫陰陽離決，

《易經》裡有一個「天地否」卦說

的也是這種情況。所以人體應該

有一種機制，使陽氣下行，陰氣

上行，形成陰在上，陽在下的格

局，人體陰陽和諧，才能健康長

壽，《易經》裡有一個「地天泰」

卦，描述的就是這種情況。人的

一生就是由「地天泰」卦轉化為

「天地否」卦的過程，最後陰陽

離決，人就會死掉。人生病也是

體內「地天泰」（陰上陽下）的

格局被打亂的過程。所以健康的

人，頭面部應該是涼的，腳應該

是熱的。小孩子的腳都是熱的，

所以小孩子睡覺總好踢被子；而

老年人的腳一般都是涼的，俗話

說「人老腿先老」，說的就是這

個意思。

人體這種「陰上陽下」的格

局是通過經絡來維持的。人體有

十二經絡，如果我們把雙手舉起

來，所有的陰經都是往上走，所

有的陽經都是往下走。膽經屬於

陽經，從頭部循行到腳上，可以

中醫講「凡十一臟

取決於膽」，甚麼意思

呢？大家知道我們人有

五臟六腑（不包括心包

在內），也就是五臟六

腑都取決於膽。

把陽氣從身體的上部引到下部。

陽氣只有轉移到人體的下部，才

能起到溫煦的作用，中醫稱之為

相火，在上部只會導致上火，而

失去其溫煦作用，這叫做「相火

以位」。

膽其象應春，是一年中陽氣

初生的季節。按照中醫的十二經

絡流注順序，膽經旺於子時，也

是陽氣初生的時刻。膽在中醫還

被稱為少陽，就是陽氣的小幼

苗。大家知道，一棵植物能不能

長得好，在幼苗時期是很關鍵

的；一個人的身高及健康狀況，

和幼年時期是否發育、保養得

好，也是密切相關的，人的陽氣

生成也是這樣。綜上所述，膽經

是維持陰上陽下、陽氣生成的起

始點，所以說「凡十一臟取決於

膽」。

如果膽的作用不能正常發

揮，人就會出現上實下虛的症

狀，具體表現就是怕冷，尤其下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  文：肖川

 醫 道 尋 真 
半身冷，腳是涼的，而上半身卻

上火，出現口苦、口瘡、痘痘、

嗓子疼、眼睛紅腫，或者頭痛、

頭暈、血壓高等等。

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如何保

健呢？主要有三點：睡好覺、敲

膽經、增加決斷力。

膽的保健方法

膽經循行的時間是子時——

晚上 11 點到淩晨 1 點，這個時

間必須保證在睡眠中，也就是說

最晚 10 點半就要上床睡覺。這

樣人體的陽氣才能下潛，陰盡陽

生，陽氣才能正常生成。中醫講

「有一分陽氣就有一分命在」，

長期熬夜的人就是在損害生命。

還有就是敲膽經。我認為，

敲膽經就是把人體上部過亢的陽

氣引到人體下部，以形成陰上陽

下的格局。敲膽經就是從上到下

的順序，敲打大腿外側足少陽膽

經的環跳、風市、中瀆、膝陽

關，這四個穴位，位置不必太精

確，差不多就行，中醫講離穴不

離經，但是一定要敲在膽經上。

當然任何養生和保健的方法都有

其適用範圍，敲膽經對上實下虛

的效果最好。如果本來就氣機下

陷，出現低血壓、胃下垂，甚至

脫肛、遺尿等症，用之一定要謹

慎。

至於增加決斷力，是因為膽

喜歡勇敢果斷，不喜歡猶豫不

決。我們順應膽的特性，就是養

膽，久之增加人體的陽氣，使身

體健康。而且人猶豫不決的時

候，這種怯懦的性格也會使人體

的氣機運行緩慢。《內經 ·素問 ·
經脈別論》中有句話：「勇者氣

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為病也。」

就是指勇敢果斷的人抗病能力

強，優柔寡斷的人抗病能力弱。

ADOBE STOCK

有效期
3月 19 日～ 25 日

海燕牌 XO風味魚露 海燕牌多款清湯 越南高地牌三合一速溶咖啡

墨西哥產羅台灣花椰菜

海燕牌糯米粉

好運大甜柚

墨西哥產佛手瓜

農心牌杯裝泡麵
多款口味可選

墨西哥產菠蘿蜜

墨西哥產蘆筍（扎）

美極鮮味醬油

墨西哥產紅肉木瓜

墨西哥產大番茄

滙豐牌素辣椒醬

墨西哥產海頓大芒果

中國白蘿蔔

李錦記鮮味雞粉

墨西哥產大芥菜

中國冬瓜

泰國雙魚牌椰漿

墨西哥產上海白菜

仙女牌泰國茉莉香米 海燕牌細條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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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y 廣告待嵌入

新鮮豬肋排

好運叉燒

農場喂養 A級竹絲雞

新鮮特級牛眼肉扒

新鮮牛腱

好運 80%全麥切片麵包

越金牌有頭白蝦

新鮮小雞腿球

海洋媽媽牌金鯧魚

海燕牌去皮整條泥魚（淨）

三魚牌整條魷魚

新鮮玉米雞

海燕牌無刺釀關刀魚

Choripdong 什錦炸魚丸

新鮮瘦豬絞肉

海燕牌鯰魚扒

海燕牌連殼去頭黑虎蝦

第一家春捲皮 6寸 50 片裝

新鮮無骨豬腿肉

海燕牌椰汁燒酒螺

新鮮菲沙河谷龍崗雞

泰國雙魚牌金枕頭榴蓮

清真雞小腿

網上下單 來店取貨
僅限
Sunridge
門店！

網上下單 送貨上門
（速食以及雜貨）

僅限
Sunridge
門店！

◎ 文：Judy Huang

做好妝前調理，打好底妝是

化好妝的重要步驟之一。先瞭解

您的膚質和想要修飾的肌膚問

題，以找出適合您膚質的產品。

合適的隔離霜、妝前乳或飾底乳

可撫平肌膚紋路、潤飾膚色、提

升水潤度甚至具防晒效果，並能

使後續的底妝更加服貼。

防晒霜和隔離霜

妝前一般都要先抹防晒霜來

保護肌膚，因為紫外線是肌膚的

殺手，它是造成色斑、皺紋的原

因之一。

市面上的隔離霜，一般都具

有防晒的功能，所以只要上了隔

離霜就可以不用再上防晒霜。

另外，很多隔離霜都有潤

色、校正膚色的作用，與防晒霜

相比，隔離霜就有多種的功效

了。它能均勻膚色、定妝、提亮

肌膚、肌膚的水油平衡。

隔離霜帶有潤色的效果，所

以抹上之後，也有粉底液的感

覺。若是想要達到保濕、修飾膚

色，平常沒有化妝習慣的人，出

門只要單擦隔離霜就足夠了。

通常隔離霜會與粉餅一起搭

配使用，可以幫助修飾與定妝，

若是皮膚狀況屬於非常好的人，

也可以直接上蜜粉就完成自然的

妝容 !

妝前乳

妝前乳與乳液的功能雷同，

兩者也是擇一使用。依照個人膚

質及習慣選擇性的使用，這才是

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隨著技術的提升，近年來妝

前乳有了更全面的修飾肌膚的產

品，如：乾燥肌膚妝前乳、油性

肌膚妝前乳、敏感肌膚妝前乳、

毛孔遮瑕妝前乳。為不同膚質的

人和想修飾肌膚的朋友，提供了

更多、更全面的呵護。

通常妝前乳會與粉底液一起

搭配使用。想要妝感看上去更自

然，建議抹上妝前乳之後，上粉

底液，再上蜜粉定妝，就快速、

簡單地完成無瑕的妝容。

飾底乳

飾底乳與妝前乳的差別在於

校色，除了妝前講究保濕之外。

有些朋友的臉上的皮膚，還有斑

點、黑眼圈、蠟黃等多種肌膚問

題，若是只靠遮瑕與粉餅，那妝

容絕對是厚重，像撲麵粉般，無

法呈現出乾淨的底妝。

校色就是運用對比色的原理

來修飾及校正各種肌膚問題。不

同的顏色可以產生不同的效果。

只有根據自身的肌膚狀況選對產

品，才能提升您的氣色，展現晶

瑩剔透的美麗妝容。飾底乳有著

各式各樣的顏色，目的就是為了

解決那些氣血不佳、黑眼圈等等

問題。

粉紅色飾底乳能幫助氣血不

佳的朋友們，增進氣色，讓膚色

看上去柔和，使氣色紅潤，看起

來更健康。

紫色的飾底乳能很好的提亮

瞭解底妝 讓美麗更持久
妝前產品百餘，很多

人並不清楚隔離霜、

防晒霜、飾底乳、妝

前乳的差別。想要擁

有晶瑩剔透的美麗妝

容，一定要打好底

妝。若是打底打得

好，粉底液只要一小

米粒分量，就能將整

臉成功打造出完美無

瑕的底妝。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防晒霜

 妝前乳

 隔離霜

整體膚色，改善肌膚蠟黃的狀

況，呈現出自然透明的肌膚。

綠色飾底乳能改善肌膚泛紅

的狀況，但是切記是有泛紅處才

擦，不是整臉全擦上。

橘色飾底乳能修飾黑眼圈和

褐色色斑。其顏色比較明亮，當

塗抹在肌膚上時，能巧妙的和肌

膚的顏色相融合，自然的提亮膚

色，增加紅潤。

黃色飾底乳能為膚色暗沉及

膚色不均的朋友提供幫助，使肌

膚看起來健康。

隔離霜、妝前乳、還有飾底

乳，它們的共通點是都能幫助肌

膚保濕，讓底妝呈現出服貼、不

易脫妝的效果。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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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地下室裝修
Jimmy:(403)560-1727

裝修
www.ab-renovati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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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新冠病毒疫苗開打以

來，很多民眾把結束疫情的希望寄託在疫

苗身上。然而，疫苗本身的安全性至今仍

然存疑，疫苗副作用也各有不同，現有的

醫學手段也並非可以控制所有的副作用。

疫苗注射導致血小板劇減

最近，一名華人女士 J 接種了第一針

莫得納（Moderna）疫苗，當時沒有任何

反應。沒想到幾天後，她突然發現自己口

腔裡舌頭上長滿了黑色血泡，緊接著身上

開始有莫名的血斑。

對醫學有一定瞭解的 J 女士意識到，

自己可能得了急性血液病，身體內部開始

出血。為了避免家裡人跟著擔驚受怕，J
女士獨自一人開車來醫院急診。抽了 30
管血，但是第一個結果出來醫生就傻眼

了，血小板只有 3 千。（正常值應該在

10 萬至 30 萬左右，低於 1 萬都屬於急

救！）

結合症狀，J 女士可能得了罕見的血

小板減少性紫癜，（英文 ITP，全稱是，

特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

問題是，J 女士一個月前做過血常

規，血小板當時 24 萬多，沒有任何不正

常。最近唯一的變動就是注射了疫苗。最

大的可能性是，疫苗產生了抗體，抗體攻

擊了血小板，殺了個片甲不留。J 女士彷

彿看到死神在向她招手。但當冷靜下來

後，她認為，即便自己這次躲不過死神，

也要把自己的經歷講出來，好引起其他人

的重視。

J 女士寫到：「我不是反對疫苗，但

是所有準備接種疫苗的人都值得知道真

相。如果任何人不幸和我一樣也因為打

疫苗得了 ITP 紫癜，醫生應該有一套規

範的治療標準。我和莫得納聯繫了，我

的訴求就是無論是他們自己還是和輝瑞

聯合，要收集數據、要研究，要有一套

指導性的治療方案。這樣，所有得病的

人，至少他們的家屬不會像在佛州死去

的 Dr.Michael 一樣無助，他們也不會像

我一樣每天以過山車的心情看著自己的治

療方案反反覆覆。我相信科學仁術、醫者

仁心，可我也相信是病人的疾苦在推動這

一切。如果沒人報出來，就沒有人會去研

究；沒有人研究，所有得病的人都是小白

鼠，被反複試驗不同的治療方案。」

J 女士提到的 Dr.Michael，是一名佛

州身強力壯的醫生，接種輝瑞疫苗之後，

也是急性血小板下降，最後腦中風出血，

醫院呆了 10 幾天之後就離開人世了。

會出現腋下腫脹

加拿大渥太華醫院乳房影像科主

管兼加拿大乳房影像學會會長西利

（Jean Seely）醫生表示，在美國接種

COVID-19 疫苗的人士中，出現了副作

用；數週內，曾接種疫苗的人士，腋窩或

鎖骨附近會出現腫塊。

乳房影像學會於 1 月份發表的一份

諮詢報告顯示，大約有 11% 的人，在接

種第 1 劑莫德納疫苗後，會出現這種副

作用，大約有 16% 的人接種第 2 劑疫苗

後，也會出現這種副作用。在接種輝瑞疫

苗的患者中也有人報告了這種副作用，但

確切的比例尚不清楚。

西利表示，出現副作用的人士，一般

在 3 至 4 星期內可痊癒，大約 6 星期後，

所有副作用都會完全消失。「我們要確保

人們避免不必要的活體檢驗。」

疫苗副作用：血小板劇減 淋巴結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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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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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至 3 月 24 日

特價
每件8$ 99

Olympic
多口味乳酪
1.75 公斤裝

特價
/2 件4$

特價
/4 件5$

特價
/2 件4$

特價
每個1$ 99

特價
每份5$ 99

特價
每件7$ 89特價

/2 件5$

特價
12$

特價
每件3$ 99

特價
每件11$ 99

特價
100g4$ 99

美國 一級 花椰菜

甜粟米 4 件裝

Western
Family
烤豬肋排
610g

新鮮去皮去骨
雞胸肉 家庭裝

Western Family
高級牛肉漢堡
1.02 kg

Western Family
各款果醬
550mL

金寶各款濃縮湯
284ml

Western
Family
純南瓜蓉

Western
Family
新鮮香草

金寶
濃縮清湯

250mL

全新捕魚季
第一批比目魚 !

新鮮直送 趕快嘗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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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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