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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March 22, following a high-level 
diplomatic meeting between the Unit-
ed States an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Canada, the European Unio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joined in 
condemn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human rights abuses in Xin-
jiang. European Union also started 
to sanction communist China, which 
has been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June 
4 incident in 1989.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in addition to counter-sanc-
tions against the EU, China has joined 
forces with Russia to counter Western 
sanctions.
  The U.S., U.K. and Canadian gov-
ernments have released a joint state-
ment from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Blinken, U.K. Foreign Sec-
retary Dominic Rennie Raab and 
Canadian Foreign Minister Marc 
Garneau. The statement says there 
is “overwhelming evidenc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rampled 
on human rights in Xinjiang, includ-
ing documents, satellite imagery and 
eyewitness testimony from the Chi-
nese government. Beijing’s extensive 
repression program includes forced 
labor, severe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freedom, forced sterilization, mass 
detention in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destruction of Uighur heritag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nnounce-
ment of the joint statement,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also sanctioned 
tw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
ficials, Wang Junzheng,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Xinjiang, and Chen Min-
gguo, head of the Xinjiang Public Se-
curity Bureau. Last July,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sanctioned Zhu Hailun, 
former deputy party secretary and po-
litical and legal committee secretary 
in Xinjiang, Wang Mingshan, a mem-
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Xinjiang Party Committee, and Chen 
Guo, party secretary of the Xinjiang 
Party Committee and member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under the Global Mag-
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said that these individuals are “perpe-
trators of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
tions and corruption.
  The sanctions were announced after   
a meeting between top U.S. and Chi-
nese diplomats in Alaska last week, 
during which Beijing and Washing-
ton’s officials publicly sparred.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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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美英加聯合譴責中共

美、英、加三國政府官網

中，公布了美國國務卿布林

肯、英國外交大臣拉布及加拿

大外交部長賈諾的聯合聲明。

聲明稱，中共踐踏新疆人權「證

據確鑿」，證據包括中共政府

的文件、衛星圖像和目擊者證

詞等。北京當局廣泛的鎮壓計

畫，包括了強迫勞動、嚴格限

制宗教自由、強迫絕育、在集

中營內的大規模拘留，以及破

壞維吾爾族遺產等行徑。

配合聯合聲明的公布，美

國財政部也同步制裁了 2 名中

共官員，他們是新疆黨委副書

記王君正和新疆公安廳廳長陳

明國。去年 7 月，美財政部根

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

法》，制裁了新疆前黨委副書記

兼政法委書記朱海侖、中共新

疆黨委常委王明山，以及新疆

黨委書記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陳全國。美財政部說，這些

人是「嚴重侵犯人權和腐敗的肇

事者」。

制裁的宣布，是美中高層

外交官上週在阿拉斯加會晤後

宣布的，在會議上，北京和華

盛頓官員公開爭吵。

歐盟祭出經濟制裁

而歐盟和英國除了制裁王君

正和陳明國外，還制裁了「新疆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美中高層外交會晤後，3

月22日，美、英、加、歐盟、

澳洲及紐西蘭一道譴責中共

在新疆的人權踐踏。這是自

1989年六四事件後，歐盟首

次制裁中共。中方除了對歐盟

進行反制裁，還計畫聯手俄羅

斯，一起對抗西方制裁。

生產建設兵團（XPCC）」，以

及美國去年已宣布制裁的王明山

和朱海侖。制裁方式包括凍結這

些官員的資產和禁止他們在歐盟

內旅行，歐洲公民和公司不得向

他們提供財政援助。歐盟還凍結

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的資

產，並將其定義為「國有經濟和

准軍事組織」。

北京反制裁歐盟

歐盟就新疆人權問題制裁

中共官員和准軍事組織後，中

共隨即宣布報復性制裁。

      （下轉 A2）

B2

MUTUAL SANCTIONS: A NEW DIMENSION IN 
CHINESE & WESTERN RELATIONS

中西外交惡化 互祭制裁中西外交惡化 互祭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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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 北 京 的 制 裁 名

單還包括 4 個機構，分別是批

評過中共的歐盟理事會政治與

安全委員會、歐洲議會人權分

委會、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

心、丹麥民主聯盟基金會。

中共發反制裁引發了歐盟

成員國的不滿。法國、德國、

比利時、丹麥、荷蘭、意大利

以及立陶宛等國紛紛召見中

共大使，對中共的做法表示

抗議。德國外交大臣馬科斯

（Heiko Maas）說：「我們制裁

侵犯人權的人，而不是中方現

在這樣針對議員。這對我們來

說既不可理解也不可接受。」

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

斯（Josep Borrell）在新聞發

布會上表示，北京的即刻報復

為中歐關係帶來了「新氣氛」和

「新局面」。評論認為，布魯塞

爾（歐盟總部所在地）是北京

「戰狼外交」的最新受害者。在

外交上，中共外交部官員已被

北京高層允許採取更加有力的

反擊。而此次事件是中歐關係

的分水嶺，此前，布魯塞爾一

直與美國對中方的懲罰性做法

保持距離。

歐盟取消審議 
中歐投資協定

北京的報復行動制直接影

響了去年 12 月雙方原則上同意

的一項投資協議。《歐中投資

協議》談判歷時近 7 年，曾多

次陷入僵局。去年習近平親自

出馬，12 月，中共在多個長期

無法解決的關鍵領域如市場准

入、公平競爭、永續發展等方

面做出重大讓步，習近平和歐

盟領導人、德國總理默克爾及

法國總統馬克龍共同宣布「完

成了投資協定的談判」。《中

歐全面投資協定》被認為是習的

「外交勝利」。

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

必須獲得歐洲議會的批准。

22 日，歐洲議會臨時取消審

議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歐洲議

會國際貿易委員會副主席居拉

（Winkler Gyula）在一份電郵

中說，「鑒於歐盟與中國關係今

天的最新發展，尤其是（中方）

令人無法接受的制裁，歐洲議

會決定取消原定星期二就簽署

中歐全面投資協定 CAI 舉行的

一個審議會。」他還在推特一則

貼文中說，“歐盟是講價值觀和

原則的，無論是在歐盟內部，

還是在全球範圍內。」

俄外長：西方制裁拉近

中俄關係

就在西方發出聯合制裁的第

二天，3 月 23 日，中俄發表聯

合聲明，展示共同對抗西方國家

的譴責和制裁。俄羅斯外長拉夫

羅夫在聲明中表示，西方的制裁

拉近了俄中關係。

美俄關係近期急轉直下。拜

登在日前的電視採訪中稱普京為

「劊子手」，普京一怒之下召回

駐美大使安東諾夫。同時，北約

海軍在黑海開始 10 年來最大規

模軍演，已進入黑海水域的兩艘

美國戰艦攜帶的戰斧巡航導彈射

程能覆蓋俄羅斯縱深。

歐美品牌抵制新疆棉

瑞典服裝品牌 H&M 及 24
日發表聲明拒用新疆棉花。明

提到，H&M 對來自公民社會組

織的報告和媒體的報導深表關

注，其中包括對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少數民族遭到強迫勞動和

宗教歧視的指控。聲明強調，

H&M 不與任何位於新疆的服裝

製造工廠合作，也不從該地區

採購原料與產品。

這則聲明發布後，在中國

引發抵制浪潮。H&M 中國社群

平台充滿了中國網民的怒罵留

言，電商平台京東率先下架其

所有商品。中共共青團也在微

博發文表示：「新疆棉花不吃這

一套」。中國知名演員黃軒工

作室也發表聲明，宣布與 H&M
已無合作。

此外，深受中國人喜愛的運

動品牌耐克（Nike），也在官網

發布針對新疆問題的聲明，對強

迫勞動和宗教歧視的指控表達深

切關注，並表明不會與當地任何

工廠合作或採購原料。

值得留意的是，去年 11

月美媒報導，包括耐克和可口

可 樂（Coca-Cola） 等 大 型 企

業和商業組織正在遊說國會，

希望削弱《防止強迫維吾爾勞

動 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的條款，不過

如今這些企業似乎改變了想法。

許多分析指出，如果與中國供應

鏈脫鉤成為潮流並得到世界各國

政府的支持，這些高度依賴中國

的企業將更有信心撤出中國，將

生產線搬遷到其他國家。

學者：西方行動 
意義深遠

美國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

教 授 古 舉 倫（Julian Ku） 認

為，西方此次聯合行動具有重

要意義，但這並不完全是拜登

政府帶來的結果。「我相信這當

中有歐盟內部的因素，他們正

在改變對中國的看法。」

美國經濟學者克里斯．鮑

爾丁 (Chris Balding) 則認為，

這次制裁力度並不大，但也算

是拜登政府向前邁出的一小

步。他認為，美國要真正改變

歐洲或加拿大等盟友應對中共

的方式還任重道遠。

    

中西外交惡化 互祭制裁   The EU and the UK sanctioned Wang 
Junzheng and Chen Mingguo, in addition 
to th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
tion Corps (XPCC), as well as Wang Min-
gshan and Zhu Hailun, whom the US an-
nounced last year. The sanctions include 
freezing the assets of these officials and 
banning them from traveling within the 
EU. European citizens and companies 
are prohibited from providing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them. The EU also froze the 
assets of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f 
th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defining it as a “state-owned eco-
nomic and paramilitary organization.
  After the EU sanctioned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 officials and paramilitary 
organizations over human rights issues in 
Xinjia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nounced retaliatory sanctions. The list 
of sanctions includes 10 Europeans, five 
of whom are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five of whom are members of 
the Dutch and Belgian parliaments, mem-
bers of the EU Parliament’s Human Rights 
Subcommittee, and prominent academics. 
The sanctions list also includes four insti-
tutions, namely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ittee of the EU Council, which has 
criticiz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Sub-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the German Mercator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and the Danish 
Democratic Union Foundation.
  The counter-sanctions issu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iggered the 
discontent of the EU member states.   EU 
foreign policy chief Josep Borrell told a 
press conference that Beijing’s immedi-
ate retaliation had brought a “new atmo-
sphere” and a “new situation” to Sino-
European relations. 
  Beijing’s retaliatory action system di-
rectly affected an investment agreement 
agreed in principle last December. The 
EU-China Investment Agreement has 
been negotiated for nearly seven years 
and has been stalled several times. Last 
year, Xi Jinping himself took the lead, 
and in December, the Chinese Commu-
nist Party made significant concessions 
in a number of key areas that had long 
been unresolved, such as market access, 
fair competi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and Xi Jinping and EU leaders,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nd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jointly announced the “conclusion of 
the investment agreement negotiations”.  
However, the China-Europe Compre-
hensive Investment Agreement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the 22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emporarily canceled its consideration 
of the China-EU Comprehensive Invest-
ment Agreement (CIA).
  The day after the West issued joint sanc-
tions, China and Russia issued a joint state-
ment on March 23, demonstrating their 
joint resistance to the West’s condemnation 
and sanctions. In the statement,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i Lavrov said that 
the Western sanctions have brought Russia 
and China closer together.
  U.S.-Russian relations have taken a 
sharp turn for the worse recently. Biden 
called Putin an “executioner” in a recent 
TV interview, and Putin recalled his am-
bassador to the US, Anatoly Antonov, in 
a fit of rage. The two U.S. warships that 
have entered the waters of the Black Sea 
carry Tomahawk cruise missiles with a 
range that can cover Russia’s depths.

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斯（Josep Borrell）。（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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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加里
令人期待的
新屋落成
機不可失
等你來！
來                領略 鎮屋的風采

令人期待的 The Oak 鎮屋項目終於在 Trinity Hills 落成了！

居住于此背靠自然保留區的時尚精品社區，盡享廣闊的生活空間。鎮屋配連體并排雙車位車庫。

卡城令人期待的新屋落成，機不可失，今天就聯係我們吧！

空間更大。活動更豐富。生活更精彩。

盡享
鄉村式
生活 :

15 分鐘可達卡城市中心

60 分鐘直達班夫國家公園

超過 75 萬平方英尺零售空間

臨近加拿大奧林匹克公園 WinSport 滑雪場

令人驚艷的美景

靠近 160 英畝的自然保留區

現在開放親臨訪問

和在綫參觀預約

展示中心

https://liveintrinityhill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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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儷綜合報導】

3 月 19 日，加拿大商人斯帕弗

被指控「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

國家祕密」一案在丹東開庭後，

另一名被中共當局抓捕的加國公

民、前外交官康明凱案也於 22
日在北京第二中級法院開庭。當

天加拿大領事館人員、26 個國

家的 28 名外交官在法院門外聲

援康明凱，欲入內旁聽審判均遭

拒絕。加國駐中國臨時代辦倪傑

民批評中方庭審程序不透明。

綜合外媒報導，3 月 22 日

上午，位於北京豐臺區的第二中

級法院對前外交官康明凱以涉嫌

為境外刺探國家祕密和情報進行

庭審。當局以涉及國家機密為由

進行閉門審判。

報導指，當天包括美國、英

國、德國、澳大利亞、荷蘭和捷

克等 26 國的 28 名外交官來到

法院外聲援康明凱。加拿大駐

華大使館臨時代班倪傑民（Jim 
Nickel）在申請進入法庭旁聽被

拒後，對在場採訪的外媒記者表

示，已多次要求旁聽康明凱的審

訊，但中共以國家安全為由拒

絕。倪傑民說，「儘管中國有簽

署國際領事公約，承諾會提供領

事服務，但當局還是拒絕我們參

與庭審，司法程序很不透明，我

們深感困擾。」同時他也對多個

國家的外交官員在法院外支持康

明凱和加拿大表示感謝。

美國駐華大使館負責人柯有

為（William Klein）站在倪傑

民的身邊對記者們表示，「有關

康明凱和斯帕弗的案件，美國將

這兩人視為美國公民。」

2月15日，國務卿布林肯在

加拿大倡議起草的《反對在國與

國關係中任意拘押宣言》簽字後

說，「現在是向每一個任意拘押

外國公民並試圖把他們作為籌碼

的政府發出明確訊息的時候了：

國際社會不會容忍這種做法。」

康明凱妻子納吉布拉（Vina 
Nadjibulla）在庭審前接受媒體

訪問時表示憂慮，擔心大陸法院

的定罪率超過 99%，丈夫很有

可能會被判有罪。

上述案件的審判與 19 日丹

東中級法院審理另一名加拿大公

民斯帕弗案的程序幾乎一樣。中

共當局以涉嫌「為境外刺探、非

法提供國家祕密」為由指控加拿

大籍的邁克爾．斯帕弗（Michael 
Spavor），並對其進行了不公開

審判，聆訊進行了不到 2 個小

時，結束時也沒有判決。

法廣報導指，就兩名加拿大

人的指控內容，兩人均面臨無期

徒刑。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表示

「完全不能接受」對這兩名加拿

大人的拘留以及如此缺乏透明度

的做法。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WHO)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 of corona-

virus in China suffered severe setbacks as 
Beijing had complete control on the proceed-
ings, say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 a recent 
report.

  The communist regime decided every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from what the visiting 
scientists were allowed to see and who could 
be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team. The investi-
gation took place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A 
final report will be published soon.

  Beijing resisted international calls to have 
a thorough scrutiny of coronavirus origin for 
several months, quibbling over minor issues. 
WHO was forced to deal with China alone, 
dismissing its 34-nation executive board. 
The final deal agreed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virus might have originated in another na-
tion, avoided mention of a possible lab leak 
theory, failed to secure a thorough inspection 
of Chinese laboratories, and allowed the re-
gime to have veto power on who will be part 
of the team.

  The only American allowed on the team by 
Beijing was Dr. Peter Daszak. He oversees 
an institute with ties to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the lab speculated of being the 
facility from where the coronavirus escaped. 

  China’s veto power ensured it could re-
move researchers that threatened to counter 
Beijing’s propaganda. When the last team 
arrived, they were housed in quarantine for 
around two weeks, during which time the 
government strictly controlled their actions.

  And when the investigation did begin, the 
team faced one hurdle after another as offi-
cials made their job as difficult as possible. 
For instance, when the team gave the Chi-
nese a task, like compiling detailed reports 
of the blood samples collected from infected 
people before Dec. 2019, the work was left 
unfinished. 

  When the WHO team saw inconsistencies 
in some data and asked for the source data 
to be provided, authorities refused to hand it 
over. Moreover, the investigators were only 

allowed three hours at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The team members said they didn’t have the 
mandate, expertise, and access to investigate 
a potential lab leak. And the team reached 
its verdict on Feb. 8 in a show of hands with 
Chinese counterparts, many of whom report 
to a government that had already ruled out 
a lab accident and which has suggested the 
pandemic began outside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rticle states.

  In an interview with state-backed Global 
Times, scientist Liang Wannian dismissed 
the accusation that China had refused to hand 
over source data due to some ulterior mo-
tives. He argued that the original data was not 
given to protect the “privacy of the patients” 
as Chinese laws do not allow such informa-
tion to leave the country.

  WHO recently revealed that the number 
of new coronavirus infections rose by 10 
percent last week, which was primarily ac-
counted for by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According to the organization, the global 
cases of new infections had peaked in early 
January at around 5 million. By mid-Febru-
ary, this declined considerably to 2.5 million 
per week.

  The latest spike is the third consecutive 
week that the number of new COVID-19 pa-
tients has increased. The latest data comes as 
concerns over the vaccine’s safety led many 
European nations to suspend its usage. The 
WHO stated that there is no concrete evi-
dence to support accusations that the vac-
cines were causing blood clots.

  “The AstraZeneca COVID-19 vaccine 
(including Covishield) continues to have 
a positive benefit-risk profile, with tre-
mendous potential to prevent infections 
and reduce deaths across the world. The 
available data do not suggest an overall 
increase in clotting conditions such as 
deep venous thrombosis or pulmonary 
embolism following administration of 
COVID-19 vaccines,” the organiza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報告：世衛對中調查處於被動
WHO had Little to No Control over COVID-19 Investigation in China

加前外交官遭祕密庭審 
【看 中 國 訊】在 2020 年 4

月 至 2020 年 12 月 期 間 因 上

班或上學使用過托兒服務的

父母，現可以訪問 alberta.ca/
WorkingParentsBenefit 申請領

取「工作父母福利」。

省兒童服務部長舒爾茨

（Rebecca Schulz） 表 示：「疫

情流行和經濟衰退給在職父母造

成了巨大壓力，其中許多父母繼

續為我們的經濟做出貢獻，在最

艱難的時期為省民提供必要的服

務。在職父母福利將錢直接發給

哪些最需要的家庭，以幫助他們

應對去年面臨的經濟壓力。」

「工作父母福利」 
申領條件：

1.家庭年收入不超10萬元。

2. 在 2020 年 4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間至少三個月的托

兒服務中，每個孩子總支出達到

561元或更多（必須提供收據）。

3. 在 2008 年 2 月 29 日或

之後出生的兒童，接受了任何形

式的托兒服務，包括有執照的或

無執照的托兒服務。

4. 需 要 注 冊 MyAlberta 
Digital ID 才能申請該福利，訪

問 account.alberta.ca 註冊。

在職父母福利是近期宣布的

「關鍵工人福利」的追加福利，

關鍵工人福利向 33 萬名一線工

人和必要工作崗位的工人每人支

付 1200 元。

來自兒童服務部門共 1.08
億元資金將以「工作父母福利」

分配，以支持多達 10 萬個家庭

和 19.2 萬個孩子。

過去一年中，托兒服務運營

商已收到超過 1 億加元的救濟

金，以應對成本壓力並遵守健

康，清潔和安全準則。

【看中國訊】加拿大央行副

行 長 Toni Gravelle 3 月 23 日

發表講話表示，該行將在未來兩

個月結束或暫停為維持市場流動

性而設立的五項政策工具。當

日，加拿大央行也在官網發布公

告證實了這一消息。

具體來說，商業票據購買

計畫 (CPPP)、省級債券購買計

畫 (PBPP) 和公司債券購買計

畫 (CBPP) 的到期時間均落在

2021 年 4 月和 5 月，而定期回

購以及應急定期回購也將在同期

間內停止或是暫停運作。

Gravelle 稱，之所以現在

可以採取這些措施，因為有充足

的流動性供金融機構使用。

他補充稱，多數借款人的信

用利差等於或低於疫情前水平，

表示央行不再需要加以干預。

而 在 資 產 購 買 方 面，

Gravelle 則表示，調整資產購

買步伐不一定意味著對於開始升

息時點的看法有改變，而在達到

前瞻指引之後，會開始升息以實

現通脹目標。

至於正在進行中的每週 40
億加元的加拿大政府債券購買計

畫，Gravelle 沒有給出減緩或

者結束的時間表，但他表示央行

正在評估調整債券購買步伐的方

式，並且會減緩步伐而非踩剎

車。

此外 Gravelle 還預計，到

4 月底該行的資產負債表將下降

到約 4750 億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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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Evanston View NW 三臥雙車庫
豪華獨立屋，新屋頂，高天花板，地理
位置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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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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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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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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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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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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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琳 C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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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智鵬 Jim

��瞄二�碼
��我們的��
���

��大�爾�里
地��

▼

403-837-9328 專業房產投資顧問●提供置業方案●買賣全程輔導●值得信賴 403-968-3735

$639,900$639,900

www.cathychen.ca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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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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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外交官康明凱於 22日在北京第二中級法院開庭。(Getty Images)

「工作父母福利」
開始網上申領

發達經濟體收緊貨幣 加拿大將退出量化寬鬆

【看中國訊】省府發布消息

顯示，省府在不斷擴大接種疫苗

的能力。全省 107 個社區的超

過 250 個藥房現可幫助艾伯塔

省民更快、更安全地接種疫苗。

隨著更多疫苗供給到位，參

與計畫的藥房會不斷增加，到四

月初將有多至 500 個地點接受

預約。

符合條件的亞省居民可聯繫

參與計畫的藥房或通過網上系統

預約接種。訪問 ab.bluecross.ca
可找到您附近的藥房。

亞省衛生服務局將繼續通

過網上和 811 健康熱線接受預

約。了解更多詳情：alberta.ca/
vaccine。

超250藥房可接種疫苗 
下月更多

http://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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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房地產

在 2020 年超出了很多人的預

期，各地市場的銷售記錄都被創

新，這種情況令人想起上一次在

2014-2017 年的房地產熱潮。

踏入 2021 年，加國房地產市場

有甚麼值得留意的趨勢呢？

1.從城市到郊區
因為疫情影響，無論是投資

者還是首次置業者如今都有對更

大面積房產的需求，但是城市房

價飆升，在城市內在可以承受的

價格範圍找到足夠大的房產比較

難。目前許多買家把目光轉移到

小鎮或鄉村，這種趨勢從 2020
年底就已經出現。

經濟學家指出，加國各大城

市在過去 1 年經歷了斷斷續續

的封鎖後，很多人開始對城市生

活感到厭倦，加上很多企業採用

遠程工作的模式，令人們打算離

開城市。

不過，一些經濟學家已經對

遠程工作模式產生質疑。CIBC
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 Benjamin 
Tal 指出，城市人口外流最終都

會結束。他認為，當企業決定要

讓員工回辦公室時，這股潮流就

會失去動力，隨著疫情過去、經

濟發展的需求回歸，人們最終還

是會回到城市。

2.公寓市場或強勢回歸

2020 年在尋求更多生活空

間的趨勢下，公寓投資者及賣家

經歷了困難時刻，以為需求的減

少，公寓的價格在加國各地都未

見提振。

對公寓投資者來說，保持房

產價值和盈利的主要人群——

移民、學生、旅行者等等，在

這 1 年間都消失了，直到現在

仍未見復甦的趨勢。然而，一些

分析預想的多倫多或溫哥華等主

要移民城市會出現大幅拋售公寓

的潮流並沒有出現。隨著疫情減

退，2021 年聯邦政府提高移民

目標，上述的人群或將回歸到疫

情前的水平。

此外，加拿大已經提前實

現了 2021 年接收 40.1 萬名永

久居民的目標。聯邦移民部長

Marco Mendicino 早前接受彭

博社訪問時透露，1 月有 26600
名永久居民入境，2 月又迎來

27332 人。

3.庫存減少房價上升
目前仍處在經濟衰退期，失

業率居高不下，很多企業倒閉，

大經濟形勢影響到房企運營，新

上市房屋減少導致很多加拿大城

市出現房源供應不足的局面。

此外，隨著城市人口向鄉郊

移動，也令本來庫存充足、流動

性較少的鄉村房地產庫存減少，

令房價壓力擴散至整個國家。以

安大略省的 Bancroft 為例，一

個只有 4000 人口的小鎮，1 月

的掛牌量比起去年同期下降了

63.9%，但同時平均房價比去年

同期增加了 80.9%。當然，這

是其中一個比較誇張的例子，但

類似的情況正在全國的房產市場

上演。

4.房貸利率或提升
過去 8 個月加拿大房地產

市場受超低利率推動，不過今

年 3 月，5 年固定期最低利率

已經被上調了 0.25%，達到了

1.64%，這是自去年 1 月以來首

次上漲。隨著各大銀行紛紛上調

房貸利率，這波購房潮很可能即

將過去。

加拿大央行曾承諾 2023 年

前都會保持低利率，這也是吸引

了這波購房熱潮的主要原因，如

果人們選擇了浮動利率，可能將

面對更困難的情況。

【看 中 國 訊】22 日， 位 於

Springbank 的 首個濱湖 社區

Harmony 宣布新建一處新的室

外活動公園，Springbank 位於

卡城以西，距卡城僅8分鐘車程。

即將新建的活動公園位於

Harmony 湖的北岸，佔地 2.45
英畝。公園將設有大片綠地，孩

子可在此與社區的朋友們一起玩

耍。除了自然元素外，還將設立

攀爬遊樂設施和一処半籃球場。

這是在 Harmony 社區中開發的

第四個活動公園，將與現有的其

他設施共同服務社區。現有設施

包括：Paintbrush 公園、冒險公

園、南部沙灘以及連接整個社區

的眾多散步小徑。

「綠色空間設施是 Harmony
社區的重要特徵。我們的願

景是確保所有住戶步行即可

抵 達 公 園 綠 地。」Bordeaux 
Developments 市 場 部 經 理

Laurel Lapointe 說：「增加一個

新的活動場地帶來了另一層聯

繫，使我們的居民在自己的社區

中享受積極的生活方式時有更多

選擇。」

Harmony 是 一 個 設 施 豐

富的社區，在一號高速公路

（TransCanada Highway 1） 北

側，位於卡爾加里以西 8 分鐘

車程處。基礎設施包括一個令人

驚嘆的 40 英畝淡水湖（已規劃

建設另一個 100 英畝的湖泊），

帶有更衣設施的社區沙灘，

Mickelson 國家高爾夫俱樂部，

公共散步小徑和活動場地等。此

外，Harmony 社區還為居民提

供了進入最近開放的冒險公園的

機會，該公園設有泵道（pump 
track）、滑板公園、攀岩牆、滑

冰道、雪橇山和免繩狗場。

Harmony 社區提供多種住

房選擇，包括起價 46 萬元的

Birch 系列城市屋；起價 58 萬

元的 Poplar 系列前 / 後置車庫

獨立屋；Willow 系列平房別墅

起價 78 萬元；Tamarack 系列

豪宅和濱湖獨立屋起價93萬元。

請 訪 問 liveinharmony.ca
以了解更多 Harmony 社區的信

息，並預訂參觀展示中心或樣板

房。展示屋開放時間：週一至週

三下午 2 點至 8 點；週四各建

築商開放時間有所不同；週六、

週日和節假日：中午 12 點至下

午 5 點。

Qualico Communities 從

事房屋建築和土地開發行業已

有 70 年歷史，其總部位於溫尼

伯。Qualico 在卡爾加里、素

裡、溫哥華、薩斯卡通、裡賈

納、麥克默裡堡、埃德蒙頓、達

拉斯和德克薩斯州奧斯汀設有分

支機構。

Bordeaux Developments
成立於 2001 年，是一家綜合性

的土地開發和房屋建設公司。自

成立以來，Bordeaux 團隊為行

業帶來了活力和獨特的知識深

度。在領先的住宅，商業和休閑

用地開發公司中擁有數十年的本

地和國際經驗，並結合了嶄新的

方法，為卡爾加里和區域市場提

供了精品地產開發經驗，能夠給

予每個客戶以獨特的關注，從而

使他們的需求和目標得以實現。

2021加國房市 4趨勢需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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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in Harmony
Springbank’s Award Winning 
Lake Community
As three time Community of the Year in prestigious Springbank, 
Harmony offers an amenity rich lifestyle only eight minutes west 
of Calgary.

Harmony balances wide open green spaces, direct access to — 
and views of — The Rockies, a highly rated school system, and an 
incomparable amenities package. Lake living, a pathway system, a 
social membership to Mickelson National Golf Course, Adventure 
Park, and a world class spa anchoring the future Village Centre. 
Discover why life is better when it is lived in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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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440s
居住在

城市屋

獨立家庭屋

平房別墅

豪華獨立屋

起價

起價

起價

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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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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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在 Harmony 的生活何以如此美好？快來一探究竟吧。

的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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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榮      獲
年度社區

卡 爾 加 里 地 區

一個位於湖畔的社區
還有更多精彩

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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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Access lots now 
available from the $680s

Springbank

dock away
Lake Life is jus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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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bank Harmony社區將新建公園

（Bordeaux Developments）

（Shutter Stock）

https://liveinharmon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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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繼日前美歐等

西方國家針對新疆人權問題宣布

對 4 名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官員實施制裁後，H&M 國際官

網今天（24 日）發表聲明拒用

新疆棉花。此舉即刻掀起了中國

的抵制浪潮。H&M 中國社交媒

體除遭怒罵留言灌爆外，國內多

家電商平臺已將相關商品下架，

包括京東、淘寶、拼多多等。

3 月 22 日， 歐 盟 正 式 宣

布，對全球各國侵犯人權的 11
名個人和 4 個實體實施制裁措

施，其中包括 4 名中共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官員。這是自 1989
年「六四」學運事件之後歐盟首

次對中共實施的制裁措施。該制

裁掀起的風波也在逐漸擴大。

歐盟成員國瑞典服裝品牌

H&M 國際官網於今日發表聲明

說：「對來自公民社會組織的報

告和媒體的報導深表關注，其中

包括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少數民

族遭到強迫勞動和宗教歧視的指

控。」H&M 在聲明中還強調，

「我們不與位於新疆的任何服裝

製造工廠合作，也不從該地區採

購產品或原材料。」

該聲明一經發出，便引來中

國方面的抵制。

除了 H&M 中國官方微博

被上萬中國網友留言灌爆，要求

他們「滾出中國市場」外，還引

發中國官媒的怒批，央視聲稱：

「近日，H&M 集團在官網的一

份聲明中，拿新疆存在所謂「強

迫勞動」「宗教歧視」等問題大

做文章，並表示不與新疆工廠合

作、抵制新疆產品。這種無中生

有、別有用心的指控，充斥著偏

見，暴露了無知。」央視還稱，

「中國外交部對此早已進行過有

力的批駁——所謂新疆存在「強

迫勞動」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不僅如此，所有的電商平臺

也立即跟進，京東率先下架所有

商品，隨後，淘寶、拼多多、天

貓、唯品會、蘇寧易購等電商平

臺 APP 均已無法搜到「H&M」

的店舖及商品。

另外，中國知名演員黃軒工

作室及知名演員宋茜工作室也

於今天下午發表聲明，宣布與

H&M 已無合作。據悉，黃軒原

本是該品牌大中華區男裝代言

人。宋茜則於 2020 年 9 月成為

H&M 品牌大中華區秋季女裝代

言人。

迫於壓力，H&M 中國官方

微博 24 日晚 19 點 34 分發表一

份聲明回應，稱 H&M 集團通

過全球認證的第三方來採購更可

持續的棉花，H&M 集團並不直

接從任何供應商處採購棉花。

H&M 集團稱會一如既往的尊重

中國消費者，並致力於在中國的

長期投入與發展。

公開資料顯示，H&M（海

恩斯莫里斯服飾）是一間來自

瑞典的時裝公司，於亞洲、歐

洲和美國等很多個國家均設有

分店，產品以平價聞名。H&M
由埃林．佩爾森於 1947 年於瑞

典韋斯特羅斯成立。截至 2020
年財年年底，H&M 在中國 146
個城市共擁有 445 家門市。

H&M國際官網24日發表聲明拒用新疆棉花。此舉即刻掀起了中國的抵

制浪潮（H&M中國官方微博截圖）

3月22日科羅拉多州槍擊案之

後，醫護人員從案發的便利店走

出來。（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中共近日以危及「國家安全」

為由，對特斯拉汽車發出明確禁

令。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對此回

應說，「特斯拉如果利用車子蒐

集大陸或任何地方的情報，就會

被關閉了。」

路透社 19 日援引兩名接

到中共軍方指令通知的消息人

士表示，中共軍方已禁止特斯

拉汽車進入軍事設施區域，稱

車上安裝的攝像頭存在安全疑

慮。彭博社也從知情人士獲

悉，中共軍方發出了明確的禁

令，要求特斯拉車主把車輛停

放在軍隊所屬區域之外。美國

《華爾街日報》也披露，中共政

府將限制軍方、敏感行業、國

企以及重要機關工作人員使用

「特斯拉」汽車。

相關禁令的照片已在中國

國內社交媒體上流傳。其中寫

道，特斯拉品牌汽車裝有的全

方位攝像頭和超聲波傳感器，

能「暴露目標位置」，因此禁止

它們駛入和停放在軍隊家屬院

所屬區域，以確保軍事秘密絕

對安全。

特斯拉汽車引以為豪的自動

駕駛系統需要通過攝像頭、傳感

器和毫米波雷達捕捉周邊環境的

信息，並對捕捉到的信息進行分

析處理，以自動進行減速，迴避

障礙物。因此，特斯拉在其汽車

周圍安裝了八個環繞攝像頭，以

及 12 個超聲傳感器和一個前置

毫米波雷達。

針對中共當局的禁令，特

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回應說：「我

們有非常強烈的動機對任何信

息都高度保密，……，特斯拉

如果利用車子蒐集在大陸或任

何地方的情報，就會被關閉

了。」

特斯拉中國早前也曾就數據

蒐集問題發表聲明指，特斯拉的

隱私保護政策遵守中國的法律法

規，特斯拉用戶使用的車輛，不

存在通過車內攝像頭侵犯用戶個

人隱私的行為，所有中國大陸市

場上的「特斯拉」用戶車輛均未

開啟車內攝像頭。

「我推測這項宣示的時機，

肯定與阿拉斯加會談有關。」路

透社引述 Eurasia Group 總裁

Ian Bremmer 表示。

在北京當局發出該項禁令同

一天，中美兩國高層正在美國阿

拉斯加會談。這是拜登上臺後美

中高層首次會晤。

【看中國訊】美國警方聲

明，週一（3 月 22 日），在科

羅拉多州博爾德市的一家便利

店發生槍擊事件，造成 10 人死

亡，其中包括一名警察。 3 月

23 日，警方宣布已查明槍擊案

中喪生的受害者以及嫌犯。他們

中年齡最小的僅 20 歲，年齡最

長的 65 歲。

同時公布的還有被控犯有

10 項一級謀殺罪的嫌犯。

博爾德警察局局長馬里斯．

赫 羅 德（Maris Herold） 說：

「我們為在這種毫無意義的暴力

行為中喪生的所有受害者致以誠

摯的慰問。」

根據博爾德警察局的新聞

稿，執法人員在被派遣後幾分鐘

便到達現場，並與槍手進行了交

火。槍擊事件的遇難者之一的塔

利，是第 1 位到達現場的警官。

赫羅德稱塔利為英雄。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3 月 22 日，廣州市番禺區

突發一起爆炸事件，官方稱造

成 5 死 5 傷。有港媒報導，這

是一起自殺性爆炸案，村裡的

一名退伍軍人胡某，因不滿村

委會官員貪腐、欺壓民眾，綁

上炸彈抱著村官引爆，與多名

村官同歸於盡。

3 月 22 日上午 10 時許，

廣州市番禺化龍鎮明經村的村委

會，突然發生爆炸案，震度之

大，不止炸掉村委辦公樓，也震

毀多棟附近民居。

據悉，村民胡某攜帶爆炸物

到村委會建築內引爆。官方通報

稱，爆炸導致胡某在內的 5 人

當場死亡、5 人受傷。

網傳的現場視頻顯示，爆炸

發生在村委會辦公樓二樓，威力

巨大，辦公樓的梁柱及牆身倒

塌，天花板掉落，瓦礫滿地，有

多人倒地不起，牆身、樓梯上濺

有大片血漬。

另據廣州市番禺化龍鎮副鎮

長董保生透露，明經村村支書周

鉅倫情況危險。

但當地村民透露，傷亡遠不

止 10 人，「有 16 個人死傷，全

部都送到醫院去了。你想想早上

開會，村裡面那些當官的，那些

小村官死就死了唄。」

「我門都出不了，附近全部

都圍著了，都有那些公安啊，消

防全部都圍著，都出不了門，現

在都不敢出門。」

這位村民未透露事故起因及

肇事人身分，僅表示「肯定是對

共產黨不滿嘛，老百姓找村委會

肯定是對村委會不滿。」

H&M拒用新疆棉花
掀中國巨大抵制浪潮

中共當局一直被外界指控強

迫新疆維吾爾人勞動生產。一些

被關押在新疆拘留營的維吾爾人

提到，他們曾遭受酷刑，並被

迫在紡織廠工作。美國國會去

年 12 月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

勞動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這項法律假

定新疆生產的所有商品都是通過

強迫勞動製成的，美國因此禁止

這些產品，除非獲得海關和邊境

保護局認證，證明產品並非通過

強迫勞動製成。

美國川普政府於今年 1 月

13 日宣布，禁止從中國新疆進

口由棉花和番茄製成的所有產

品，並指這些產品是被拘留的

維吾爾族人在強迫勞動下製成

的。

據路透社報導，美國海關和

邊境保護局指，禁令範圍包括用

新疆棉花製成的原纖維、服飾和

紡織品，以及來自新疆的罐裝番

茄、醬料、種子和其他番茄製

品，產品即使在第三國加工或生

產也會受到影響。

美中會談同一天 中方對特斯拉出手 番禺爆炸 老兵貪官同歸於盡

美超市特大槍擊案致10人亡 赫羅德週二說：「我們致力

於與州、地方和聯邦當局進行徹

底的調查，我們將為這些受害的

每個家庭伸張正義。」

阿瓦達（Arvada）居民、

21 歲 的 阿 里 薩（Ahmad Al 
Aliwi Alissa）被指控為槍擊案

嫌犯，已被拘留。在交火中，阿

里薩的腿部被擊中，被捕後被送

往醫院住院。

警方沒有透露槍擊案嫌疑人

的動機。但很多人推測這又是一

起仇恨犯罪。

週一在事件發生後，科羅拉

多州民主黨州長賈裡德．波利

斯（Jared Polis）在一份聲明中

說：「在這個週末奔湧的春天氣

息中，黑暗再次降臨，我們看到

了邪惡的事實。」

他繼續說：「我們的社區正

焦急地等待更多有關受害者的信

息，希望不是我們的朋友、同事

和鄰居。」「即使我們不認識他

們，我們都為他們的毫無意義的

被殺害以及我們在當地便利店的

安全感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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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2021年會於3月20至22日在
北京召開。會上，經濟學家

林毅夫稱，10年後中國的經
濟體量將成為全球第一，15
年後進入高收入國家。專家

宋曉梧則表示，中國月收入

在2000元人民幣以下的有
7.9億人，而經濟增長是要靠
消費來拉動的。

3 月 20 日，中國經濟體制

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北

師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長宋

曉梧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發言

時說，中國仍有 7.9 億人月收入

不足 2000 元，尤其是收入分配

的差距在全世界仍然是比較大

的。

宋曉梧表示，中國基尼係數

長期徘徊在 0.46、0.47，高的

時候達 0.50 左右。而在低收入

群體裡，農民工群體對消費影響

非常大。

他說：「我國人均 GDP 超

過 1 萬美元以後，進入一個新

的台階。根據國際經驗看，人均

收入邁過 1 萬美元以後，投資

的增長速度都低於 GDP 增長速

度，要靠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

中國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下的有 7.9 億人。（Getty Images）

的。」

從 2019 年的來看，2.9 億

農民工占 4.4 億城鎮就業人員的

66% 左右，這麼大的低收入群

體，對消費影響非常大。

「月收入 2 千以下的人有

7.2 億，農民工大多數在這個群

體當中。一個農工家庭就按三口

人算，農民工群體影響到 7、8
億人的消費。」

宋曉梧表示，消費不僅受

到一次分配的約束，還有二次

分配。發達國家一般可以縮小

20 ～ 25 個百分點，而中國縮小

的數據在 8 個百分點到 12 個百

分點之間。

財經簡訊

網友點讚說，總算有專家說

了實話。

而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

究院教授、院長，北京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被網友戲

稱為「五年復五年」的林毅夫，

照舊畫了一個中國即將進入高收

入國家的大餅。

去年 8 月 24 日，林毅夫出

席了習近平以個人名義召開的經

濟學者座談會，與會的 9 名經

濟學者首次被媒體曝光，外界稱

他們為習近平的「經濟國師」。

林毅夫這一次發言將 5 年

翻了三倍變成了 15 年。

林毅夫 3 月 20 日在發言中

7.9億人月入不足2千
說，中國從 2020 一直到 2035
年都可以實現高速的增長，到

2035 年，中國的人均 GDP 應

當跨越 12345，將成為一個歷史

性的里程碑。如果跨域了這樣一

個門檻，中國將進入到高等收入

國家的群體。

林毅夫表示，如果中國可以

在接下來的十年每年實現 5% ～

6% 的增長，一直到 2030 年，

中國的經濟體量將成為全球第

一。如果中國在接下來的 15 年

可以實現 5%-6% 的經濟增長，

到 2035 年的時候，中國將實

現設立的增長目標，2035 年比

2020 年的人均 GDP 翻番，那將

是人均2萬3000元美金的水平。

曾經有網友在知乎網站撰

文說，在林教授的口中，「五年

後」我們就能躋身高收入國家，

但是，五年復五年，隨著時間的

流逝，林教授「美好」的預言不

斷逾期。

不知道這一次，林教授的

十五年預言是否能實現。

不過公眾並沒有林教授這麼

樂觀。有網友評論說，通過智慧

打造良好國際關係是成功必經之

路。目前國家關係環境下沒有可

能，中美關係、電子信息、芯片

製造等均是年前的大山。

國際清算銀行總裁警告 
加密貨幣應受監管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

報導，隨著加密貨幣討論熱度上

升，國際清算銀行（BIS）總裁

卡斯騰斯（Agustin Carstens）3
月 24 日警告，加密貨幣經常被

用作「投機工具」，躲避法律，

應面臨更多的監管。卡斯騰斯表

示，許多數字硬幣被用於進行套

Full-tim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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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or September.
mru.ca/L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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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媒體報導稱，

中國最大社交媒體和影音遊戲公

司騰訊預計是下一個面臨更嚴格

反壟斷監管調查的中企，騰訊創

辦人馬化騰稍早前會見了反壟斷

監管機構官員，討論了騰訊的合

規事宜。這次會面表明北京去年

年底開始的前所未有的反壟斷行

動，可能很快盯上其他互聯網巨

頭。馬雲旗下的阿里巴巴商業帝

國去年首當其衝。

騰訊的微信即時通訊和行動

支付 app 在中國十分普及。騰

訊下週將公布 2020 年第 4 季的

業績。據路孚特（Refinitiv）的

數據，分析師預計騰訊季獲利成

長 42%，儘管投資者將重點關

注監管方面的動態。

知情人士說，遠離公眾視線

一年多的馬化騰 3 月在北京參

加了中共兩會，並拜訪了國家市

場監督管理總局辦公室。

直接知情的 2 名消息人士

說，馬化騰是騰訊總部所在地廣

東省的人大代表，他要求與國家

市場監管總局副局長甘霖和其他

高級官員會晤。雙方在會談中討

論了騰訊控股如何更好地遵守反

壟斷監管規定。

「反壟斷」已成為北京政府

監管科技巨頭的重點項目。阿里

巴巴、唯品會已經陸續因涉嫌壟

斷行為而被立案調查及開罰。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2 月 23 日，中國央行宣布

與 SWIFT 合資成立金融網關公

司。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訪華呼

籲中俄減少使用美元，並且達成

合作意向。這些都給拜登政府帶

來了挑戰。

3 月 23 日，中國央行官網

發布消息稱，為進一步提升跨境

金融網絡與信息服務水平，保障

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

會）境內用戶合法權益和業務

連續性，SWIFT 與 4 家中資機

構合資成立金融網關信息服務有

限公司，向用戶提供金融網關服

務，包括建立並運營金融報文服

務的本地網絡集中點、建立並運

營本地數據倉庫等服務。

實際上，工商註冊信息顯

示，SWIFT、中國央行清算總

中心、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和央

行旗下的數字貨幣研究所、中國

支付清算協會，今年 1 月 16 日

註冊成立合資公司，叫做金融網

關信息服務有限公司，註冊資本

為 1000 萬歐元，SWIFT 持股

55%。經營範圍是信息系統集

成、數據處理、技術諮詢。

而現在中國央行才發布上述

信息，或和中俄要聯手有關。

3 月 23 日，俄羅斯外交部

長拉夫羅夫表示，俄羅斯和中國

將竭盡所能保障兩國金融和貿易

關係安全，免受來自不友好國家

的威脅。拉夫羅夫稱，俄羅斯總

體上打算擺脫對由西方國家控制

的金融體系的依賴。

此前拉夫羅夫還呼籲中俄減

少使用美元，稱兩國應通過強化

科技產業的自主性，「推進本幣

結算和可替代美元的其它國際貨

幣結算，逐步擺脫西方控制的國

際支付體系等方式，降低制裁帶

來的風險」。不過有消息指，

中共高官子女及資產均在海外，

不可能放棄美元結算。中俄雙方

在金融上的表態和合作意願，均

將矛頭指向拜登政府。

拜登在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

指普京是一位殺手，使本已緊張

的美俄關係墜入新低點，也是將

俄羅斯推向與北京當局合作的主

要原因。

拜登上任 60 天後，他的政

府初識了未來四年的可能局面：

一個超級大國激烈競爭的新時

代，美俄面臨也許是自 1990 年

以來的最糟糕外交關係。

俄中雙方有意金融合作 
拜登政府面臨挑戰 【看中國記者陳勇綜合報導】

經濟正在復甦，芯片短缺依然揮

之不去。最近，芯片成為最為緊

俏的商品。受疫情影響，居家工

作的設備需求增加。手機、電

腦、遊戲機的銷售增加，提高了

對芯片的需求。

由於芯片緊缺，通用汽車公

司現在出產的汽車，無法安裝燃

油管理系統。因此從現在到夏季

結束銷售的汽車，耗油量將會 
增加。

受芯片短缺和寒冷天氣的影

響，上週，福特汽車公司減少了

開工工時，一些成品也缺少零

件。本田、豐田、大眾汽車也警

告面臨類似的困難。

芯片大廠三星電子，都沒有

足夠的芯片使用。三星電子警

告稱，全球芯片供需「嚴重」失

衡，並表示可能被迫推遲新款

Galaxy Note 智能手機的發布。

芯片生產是一個複雜的過

程，從訂貨到交貨可能長達 26
星期。疫情開始時，許多人開始

居家工作。出於防疫安全考慮，

芯片生產設施部分關閉。集裝箱

短缺也給供應鏈困難。

受疫情影響，居家工作的設

備需求增加。手機、電腦、遊戲

機的銷售增加，提高了對芯片的

需求。

雖然美國經濟正在復甦，芯

片短缺依然揮之不去。現在美

國占據全球芯片產量的 12%，

而在 1990 年代，這一比率曾有

37% 之多。

芯片生產是一個非常全球化

的過程，硅芯片可能是在美國生

產，但封裝卻可能在國外進行。

台積電正在美國亞利桑那州

設廠。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

美國軍方有意向台積電採購芯

片，但出於安全考量要求芯片在

美國製造。

芯片供應緊張 波及全球經濟

利或刻意避開某些監管，尤其在

某些網絡貨幣的許多應用中，缺

乏打擊洗錢及金援恐怖主義的法

律。同時，加密貨幣也因牽涉非

法活動而惡名昭彰，非實名制的

性質更使犯罪行為難以追蹤。美

國財政部長葉倫年初曾警告，政

府需削減加密貨幣的犯罪交易。

北京當局監管日趨嚴苛 
傳滴滴擬棄港赴美上市

【看中國訊】據路透社報

導，近來北京當局對網約車、網

絡平台的監管日趨嚴苛，讓中國

最大網絡叫車業者「滴滴出行」

IPO 計畫又現轉折，有知情人士

透露，比起在香港上市，滴滴出

行更傾向在美國上市。該知情人

士指出，滴滴出行考慮放棄在香

港上市計畫，轉向至美國紐約進

行 IPO，且目標取得超過 1000
億美元估值。不僅如此，滴滴出

行還討論想透過特殊目的收購公

司（SPAC）的方式來上市，但

最終因其估值因素，認為該方案

可行性低。另有消息人士稱，該

公司仍考慮赴香港第 2 次上市

的可能。

馬化騰會晤中國 
反壟斷官員

https://mru.ca/online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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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央視主持人升省常委暈倒事件後 布小林首次露面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綜合報

導】中共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布小

林，自從 1 月 26 日在內蒙古人

大會議做報告突然暈倒之後，一

直沒有露面，也沒有出席今年在

北京召開的「兩會」。近日，內

蒙古官媒報導稱，布小林出席了

內蒙古糧食高質量發展指數新聞

發布會。

據官媒內蒙古新聞網、《內

蒙古日報》報導，3 月 22 日上

午，內蒙古糧食高質量發展指數

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官方報

導稱，這個指數由內蒙古自治區

發改委、糧食和物資儲備局聯合

中國經濟信息社共同編製而成，

也是中國第一個糧食發展綜合評

價指數。

報導稱，內蒙古自治區主席

布小林、自治區常務副主席張韶

春（兼任自治區黨委常委、黨

委秘書長）、新華社秘書長宮喜

祥、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副局

長賈騫、國家發改委經濟貿易司

副司長張江波等，出席了這次新

聞發布會。

內蒙古自治區常務副主席張

韶春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了內蒙

古糧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情況，

新華社秘書長宮喜祥與中國經濟

信息社指數研究人員都發表了講

話。

1 月 26 日，中共內蒙古自

治區十三屆人大四次會議開幕，

布小林以自治區主席身分在會議

做工作報告。據網上流傳內蒙古

廣播電視臺播放的畫面顯示，當

布小林講述工作報告中第六個

方面「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的時

候，突然聲音變得模糊不清，時

斷時續，最終完全沒有聲音。現

場出現了騷動的狀況。隨後，

有 10 多名幕後工作人員跑向講

臺，其中 4、5 人抬走了疑似失

去知覺的布小林。在此過程中，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石泰

峰曾一度中止主持會議，並到後

臺瞭解布小林的情況。最終，會

議直播被中斷。

1 月 29 日，內蒙古政協會

議閉幕時，布小林沒有現身出

席。 1 月 30 日，內蒙古十三屆

人大四次會議閉幕式時，身為

自治區的主席布小林依然「隱

身」。不僅如此，官方也沒有

公開對布小林突然暈倒及健康狀

況發表評論。

官媒新華社報導，3 月 5 日

下午，習近平參加內蒙古全國人

大代表團審議時發表講話，要

求推廣普及漢字，「特別要從青

少年教育抓起」，全面推行中共

「國家統編教材」。

從新華社報導中以及視頻畫

面顯示，內蒙古自治區布小林並

沒有現身參加會議。

布小林的祖父是內蒙古首任

主席、中共高級幹部烏蘭夫，父

親是烏蘭夫的長子布赫。布赫曾

任內蒙古主席等職。 2016 年，

布小林也成為內蒙古自治區主

席。

【看中國訊】《河北日報》3
月 23 日報導，光明日報社總編

輯，曾經在黨媒央視《新聞聯

播》、《經濟半小時》等節目擔任

節目主持人的張政被中共中央批

准晉升為河北省委常委，成功從

官媒跨界成為省部級官員。

張政，1966 年 4 月出生，

黑龍江大慶市人。在 1989 年 7
月至 2003 年 11 月期間，曾在

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中國

報導》、《經濟半小時》和《正大

綜藝》等節目擔任主持人。

2003 年 11 月， 張 政 開 始

從政，出任中國廣播藝術團副

團長。 2006 年 3月任中國演出

管理中心副主任，後升任主任。

2008 年 8 月，張政任新疆自治

區黨組成員、主席助理，2009
年 12 月任阿勒泰地委副書記。

2012 年 2月，張政跨省到貴州，

先後擔任貴州省銅仁市委副書

記、黔西南州委副書記、書記等

職。 2017 年 6 月，他履新黨媒

《光明日報》總編輯，躋身副部。

2018 年 2 月 4 日，光明日

報社和中聯部聯合舉辦活動，張

政發表講話時表示，「中國之所

以能，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能、習

近平總書記能、中國共產黨因習

近平總書記而在新時代更能」。

對此，網友評論稱，馬屁拍到家

了。

另據《山東商報》報導，在

2021 年履新的各省省委常委

中，現任安徽省委副書記、省長

王清憲與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

部長莫高義，也都有在媒體任職

的經歷。

王清憲曾經在官媒黑龍江日

報社、人民日報社、中國改革報

社、中國信息報社等任職，隨後

轉戰山西官場、山東官場任職。

莫高義曾任中共中紀委國家

監委駐人民日報社紀檢監察組組

長、人民日報社編委委員，南方

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南方日報

社社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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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 消化系統  ‧ 婦兒科  ‧ 心血管系統 
‧ 內分泌  ‧ 泌尿系統  ‧ 肌肉肌腱問題

“在北京工作時，提了副高後，即使限號，每天必須看病人至少60個。在中醫
實踐中，會有類似熟能生巧的感覺。”

9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
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綜合報

導】中共全國「兩會」之後，習

近平繼續為二十大布局而調整官

場人事。習近平大秘、中共中央

辦公廳主任丁薛祥，當年沒有受

到陳良宇案件的牽連，仕途一帆

風順，被認為是未來政治局常委

的人選之一。

據公開資料顯示，丁薛祥，

1962 年 9 月出生，江蘇南通

人。曾歷任中共上海科委副主

任（正局級），上海閘北區代區

長、區長，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

長兼市人事局局長，上海市委副

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兼市級機關

工作黨委書記，上海市委常委、

秘書長，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

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

國家主席辦公室主任，中央辦公

廳主持常務工作的副主任（正

部長級）兼國家主席辦公室主

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

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兼國家

主席辦公室主任等職。

2006 年 11 月，丁薛祥調

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兼市委

辦公廳主任，掌管市委直屬機關

機 要。 2007 年 5 月，45 歲 的

丁薛祥升任上海市委常委、秘書

長，成為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

平的大秘。

而陳良宇是在 2002 年 10
月至 2006 年 9 月期間擔任上海

市委書記，後因涉嫌挪用上海社

保基金投資，2006 年 9 月被免

去上海市委書記，停止其擔任的

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職

務，並立案審查。

自由亞洲電臺發表高新文章

披露，丁薛祥沒有受到陳良宇案

件的牽連，而先是兼任市委辦公

廳主任，隨後不久就升任上海市

委秘書長，成為習近平的大秘。

法國廣播電臺引用海外中文

媒體消息稱，儘管習近平與丁薛

祥在上海僅共事了半年，但丁薛

祥憑藉低調務實和工作能力，在

2007 年被習近平提拔成為上海

市委常委。丁薛祥被提拔成為中

辦主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丁薛

祥長期在上海任職，與北京高層

官員和其他派系勢力牽連很少，

是比較放心的人選。

自由亞洲電臺評論文章稱，

中共二十大之後，丁薛祥或許會

晉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可能

接任王滬寧現在的政治局常委位

子兼任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但不

可能接任國務院總理或常務副總

理這樣的職務。

當年未受陳良宇牽連 習近平大秘丁薛祥緊盯常委

據中共官媒報導，習近平 3
月 22 日赴福建考察調研。當天

下午，他先後來到南平市武夷山

國家公園智慧管理中心、星村鎮

燕子窠生態茶園、朱熹園，瞭解

生態文明建設、茶產業發展和傳

統文化傳承等情況。

報導還指，曾經在福建工

作過 17 年之久的習近平，與福

建有著深厚的「茶之緣」；他在

2014 年再訪福建時，曾稱「福

建是我的第二故鄉」。

習近平夫人彭麗媛罕見陪同

他調研，官媒發布一張照片顯

示，夫婦及陪同人員一起泛舟遊

覽，夫婦二人坐在竹筏前面，福

建省委書記尹力和中央辦公廳主

任丁薛祥，則坐在後座左右。

另外，央視新聞客戶端發布

一則視頻所示，習近平與彭麗媛

坐船遊游武夷山九曲溪。彭麗媛

戴著太陽鏡，手拿相機拍攝風

景。

福建是習近平政治生涯中重

要一站，習近平在 1985 年出任

廈門副市長，兩年後在當地與彭

麗媛結婚。習近平此後先後出任

寧德地委書記、福州市委書記，

1999 年任福建省長，直到 2002
年 11 月，習近平仕途轉任浙

江，前後在福建工作長達17年。

習近平等一行人每到一處，

無一例外的都要安排一些「群眾

演員」來配合上演「親民秀」，

「群眾演員」被安排在一塊很小

的區域裡等待向走過的習近平招

手、問好，但沒有人敢移動。

「民眾」的前後左右都安排了保

鏢。

網友發布的視頻顯示，習近

平來到南平市武夷山國家公園，

一行人從麵包車上下來，前面特

意安排了一些民眾在跟習近平打

招呼、問好，但在公園的其他地

方完全看不到行人。

在朱熹園也出現了類似的場

景。從新華社發布的照片看，

「群眾演員」的周圍都安排了保

鏢，而在公園的其他地方則見不

到遊人。習近平和「群眾演員」

保持 5 米以上的距離。

有批評者曾指，習近平等人

到基層考察調研，他們所接觸的

所謂群眾多是公安便衣或演員，

這種做法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有

全套的制度。

相對於習近平，彭麗媛自去

年來的活躍程度明顯降低，陪同

習近平一起亮相更是罕見。

2020 年 6 月， 中 共 強 推

「港版國安法」引爆爭議之際，

知名民運人士唐柏橋曾爆料說，

他認識的一名正部級高官的秘書

寫信告訴他，彭麗媛和女兒習明

澤和習近平 2019 年 11 月到 12
月間正式分居，並且拒絕在任何

正式場合和習近平露面，習近平

的母親同情彭麗媛的做法，中共

中辦多次找彭麗媛做工作，但是

都沒有成功。

唐柏橋分析說，這或許和香

港事情有關，中共對香港的鎮壓

激怒了全世界。習近平女兒習明

澤曾在哈佛大學上學，有很多香

港同學和朋友，習明澤非常同情

香港的事情。而彭麗媛和女兒一

直很近，最後家庭內部協議決

定，彭麗媛不再以習近平夫人身

分出現在公共場合，以後的事和

彭麗媛沒關係了。

彭麗媛自 2019 年 12 月下

旬和習近平到澳門參加回歸 20
週年慶典活動後，一度隱身長達

9 個月，直至 2020 年 9 月 16
日，彭麗媛首度現身參加以脫貧

和婦女作用為主題的北京全球婦

女峰會視頻會議。

2020 年 10 月 12 日，習近

平正南下視察，參加紀念深圳

特區成立 40 週年活動之際，當

天，夫人彭麗媛身著灰色旗袍透

過視頻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五

屆女童和婦女教育獎致賀詞。

2020 年 11 月 6 日， 習 近

平和彭麗媛在北京會見柬埔寨國

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那是

他們近一年來首次同框現身。

習近平偕夫人福建演親民秀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
報導】近日中共現領導人
習近平偕夫人彭麗媛考察
福建，自去年曾傳出習近
平「家變」後，夫婦鮮有
同框露面，這次是第二次
習近平夫婦同場現身。

2017年，習近平夫婦在廈門出席金磚國家工商論壇。(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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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日前採取「芒草」行

動，就元朗一個涉及「套丁」的

丁屋發展項目，先後拘捕共 24
人，包括「村屋大王」王光榮父

子，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

明等，指控他們涉貪污詐騙。

外界注意到，港府的行動前

夕，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兩會期間

指示要處理香港房屋難題，社會

熱議連一向支持中聯辦的鄉黑勢

力，也成為當局「祭旗」的對象。

一位匿名新界人接受《看中

國》記者訪問，他直言中共人

大政協兩會後，廉署突然打擊

「套丁」，時機非常敏感和「巧

合」。皆因「套丁」行為過去一

直存在，幾乎全新界的丁屋屋苑

都是用差不多的模式開發，為何

當局要翻出十年舊案？

該新界人又指出，今次當

局針對的還是新界鄉議局下

看中國記者梁路思綜合報導

在香港選舉制度大改

動、中聯辦出現人事變動之

際，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的

廉政公署（ICAC）突然大舉
拘捕涉及「套丁」的24名鄉
紳，震撼勢力龐大的新界鄉

議局。這股過去一直力挺北

京、甚至協助中聯辦執行維

穩任務的新界勢力，為何如

今面臨整肅？《看中國》記者

訪問了匿名新界人剖析箇中

內幕。

中聯辦換人 港鄉紳勢力遭整肅

「二十七鄉」中，勢力最龐大的

「十八鄉」。更巧合的是，當北

京借「愛國者治港」旗號改動香

港選舉制度，特首選舉委員會從

1,200 人擴大至 1,500 人後，成

份中沒有再提及原有的鄉議局代

表和新界 27 個「鄉頭」。

該新界人表示，香港的政治

勢力可分為三類，頭兩類是泛

民主派和建制派，不過要說得

上「要錢有錢、要人有人」，則

要數新界鄉議局的鄉紳，「他們

號稱有一百萬原居民，雖然實質

沒有那麼多，但他們有錢、有政

治組織，有鄉議局條例賦予的權

力，新界有 27 個鄉，他們可以

動不動組織到數千人出來，政治

動員能力和金錢力量是大的。」

目前，北京利用大抓捕 47
人案和宣誓條例震攝民主派、

建制派被親北京媒體形容為「忠

誠的廢物」，警告意味濃烈。他

說，新界鄉紳權力財力俱備，

對政府也不是一味服從，令特

區政府或北京更加有如「芒刺在

後」，因此才在如此敏感時刻將

舊案翻出來調查。

香港新界勢力坐大，有其獨

特歷史原因，自港英時代起，在

香港還未有代議政制的 1983 年

之前，他們已經是一股力量。至

1898 年，英國向清政府租借新

界地區 99 年時，為籠絡當地居

民，決定沿用律《大清律例》，

繼續容許年滿 18 歲男性原居民

與生俱來享有土地，即有建屋權

利，俗稱「丁權」。而這一條例

也成功過渡到九七中共接管香港

之後。資深時事評論員林保華曾

分析，這有賴新界居民第一個站

出來力挺香港主權移交中共。同

時，中共在新界大量培植地下黨

勢力，令新界成為中共的根據地

之一。

新界人也表示，新界鄉紳過

去一直以來對所有的執政者都

表示支持態度，「換取他們的利

益。從英國時代到九七回歸之

後，他們都在講保障丁權。」

新界鄉村系統也是一股「江

湖勢力」，也就是香港人口中

的「鄉黑」，其替中共維穩的政

治角色近年來日益走向地面。

2012 年，梁振英競選行政長官

時被拍到與新界黑道猛人在流

浮山小桃園飯局，爆出「黑金政

治」風雲。當梁振英任內爆發

2014 年雨傘運動時，數以千計

新界黑幫份子公然在旺角和銅鑼

灣毆打和平抗議的青年和市民，

「警黑合流」鎮壓示威的場景震

驚了不少港人。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過去擔

任發展局局長時，曾對新界勢力

擺出強硬姿態，於 2012 年提出

終止新界丁屋政策，建議 2029
年後出生的居民不再享有丁權，

  美準印太司令：
台海危機迫在眉睫

【看中國訊】美國印太

司令提名人、目前擔任美國

太平洋艦隊司令的阿基里諾

（John Aquilino），23日出
席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提名聽

證會，許多參議員都表示關

注台灣面臨中國軍事威脅的

問題。

阿基里諾一開

場便表示，即將

離任的印太司令

戴維森最近已提

出警告，中共可

能在 6 年內攻打台

灣，「這個時間點可能

比想像更迫在眉睫，我們必須認

真對待。」

他指出，中國共產黨正處

於危急存亡之秋，習近平已將併

吞台灣視為第一重要任務，從軍

事角度來看，台灣處在印太第一

島鏈中間的重要戰略位置。如果

在台灣發生戰爭，全球 3 分之

二的貿易可能因此受到影響，美

國與盟國、夥伴也同樣會面臨風

險和威脅。

阿基里諾強調，面對中共

對台灣日漸增強的軍事威脅，

美國急需在短期內部署「太平洋

威懾倡議」（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等威嚇法案，並繼續

對台軍售高端武器，協助台灣發

展不對稱戰力，確保台灣有足

夠的自衛能力。

他表態，未來他

將與國防部長商談瞭

解潛在政策改變的風

險與回報，確保對台

灣的支持，並為實現

維護台海與區域和平穩

定的終極目標作出貢獻。

此前美國之音曾報導，眾

院外交委員會成員裴利（Scott 
Perry）19 日已提出「台灣 +
法 案」（Taiwan PLUS Act），
目的是要美國把台灣視同「北約

+」（NATO Plus）成員，在軍

售上享有和成員國同等待遇。

裴利強調，這項法案是為

了提高對中國軍事威懾的能力。

他並建議，美國應該對中國更加

強硬，並給予台灣外交承認。

激起鄉紳和村民激烈反對。鄉事

派曾發動千人集會要林鄭「血債

血償」，更焚燒林鄭的紙紮公仔

和紙棺材，「丁權末日論」最終

亦不了了之。

至 2019 年反送中運動爆

發，新界鄉黑仍然擔任替中共

維穩的角色，在「元朗 7.21」白

衣人襲擊市民事件中暴露無遺。

外媒路透社揭示事發前一週，中

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薊貽在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就職禮上下達

「動員令」，要求新界「愛國愛

港」村民「保護元朗，趕走反政

府的活動人士。」惟十八鄉如今

成為廉署「芒草」行動針對的目

標；被捕的「村屋大王」王光榮

長子、前元朗區議會副主席王威

信，721 當晚也有出現在白衣人

襲擊的現場。

鄉議局今年 1 月份還打贏

了一場「丁權」官司，獲上訴庭

判勝訴，承認原居民以私人協

約、換地方式或利用自己土地

建丁屋都沒有違憲，令今次廉

署的「套丁案」更顯突然。所謂

的「套丁」，是一些沒有土地的

原居民，向鄉紳平價購買一幅

土地，以申請興建「丁屋」，

新界人解釋說：「因為他們沒有

錢（建屋），因此當欠著鄉紳的

錢，將房子抵押回給他們，簽字

永不贖回。因此鄉紳可以拿那些

『丁屋』去賣。」過去的「套丁」

一直以同一模式操作。

鄉議局主席劉業強（中）。（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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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被納入「大灣區」 
與陸增加合作

【看中國訊】港媒引述

消息指，「粵港澳大灣區警

察協會」已在中央批示及港

府支持下成立，並於大陸揭

牌，全港3.8萬警察自動成為
會員。有學者認為，此舉更

凸顯港警淪為大陸公安的下

屬，執法時不受法律規管。

《蘋果日報》報導，香港警

隊內部消息指，經中央批示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持下，

成立了一個「粵港澳大灣區警察

協會」，以聯繫粵港澳大灣區警

察。該會於今年 1 月在港正式登

記，註冊地址為灣仔警察總部警

政大樓 40 樓，屬警隊人事部辦

公地點；其大陸選址為廣東省珠

海市淇澳島淇沙灣酒店，並於 2
月 6 日舉行揭牌儀式。

消息稱，中央在「反送中運

動」後，期望可聯繫粵港澳大灣

區警察，也方便內地支持港警不

同需要，包括住屋、度假及旅遊

等。至於「粵港澳大灣區警察協

會」的組成，香港警察四個職方

協會主席都成為該會執委，全體

3.8 萬警務人員自動入會，由警

察福利部會代付首年會費 100 元

人民幣，但明年起警察要自付年

費。香港其他紀律部隊人員，也

成為了協會的「聯繫會員」。

協會會徽以藍白色為主，中

文名稱用的是簡體字，徽面內圓

設計類似中國警徽，中間港珠澳

大橋圖案上為赤紅色的天空和五

星標誌。

報導指，廣東省社會組織

管理局網頁也列載了「粵港澳大

灣區警察協會」資料，成立日

為 2 月 6 日，「法定代表人」顯

示「暫無數據」，住所顯示為

「珠海市香洲區吉大路 4 號」。

協會亦開設微信公眾號，去年

12 月 18 日獲認證為「大灣區警

察」。廣東省公安廳早前曾開

設「粵港澳大灣區警察協會」網

頁，欄目包括協會動態、警務實

踐、理論探討等，惟該會網頁的

連結已失效。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

講師呂秉權接受訪問時指，隨

著「粵港澳大灣區警察協會」成

立，將整合過往的交流和交換

情報渠道，尤其在「國家安全」

上，大陸方面有更加巨大的主

導權。

港澳暫停接種 
復必泰疫苗

【看中國訊】香港及澳門 24
日宣布暫停接種 BioNTech（復

必泰）疫苗。負責的復星實業

（香港）指，210102 批次的藥瓶

封蓋包裝有瑕疵，調查期間將暫

停接種。該批受影響疫苗的有效

期至 2021 年 6 月，目前已有約

10萬人接種上述的復必泰疫苗。

不過，至今在香港接種後造成至

少 7 人死亡的科興疫苗，則未見

港府有任何行動。

美眾議員籲與台
簽自由貿易協定
【看中國訊】美國共和黨籍

眾議員麥克林率領 22 名眾議

員，前日聯名致函拜登總統，要

求美國跟台灣開啟自由貿易協

定（FTA）之洽簽程序。信函

還提到，除經濟效益外，與台

簽 FTA 也能有安全益處。北京

迅速成為美國及其盟友之最大威

脅，讓美國開始於印太區域反制

北京經濟影響力。美國經濟承諾

會更有利於美軍部署，讓盟友有

勇氣通過多邊努力來抵抗北京。

阿基里諾（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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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網友 3 月 21 日在推特轉

發的這段視頻可知，有一網友 3
月 18 日因打疫苗進入了黃浦區

政府食堂，當時食堂忘記關閉當

天菜價的顯示屏，結果意外曝光

了黃浦區政府食堂給公務員供應

的各種菜的價格。

顯示屏上寫著：宮保雞丁一

份 3 元；辣肉米一份 3 元；鹹

菜肉糜一份 1.5 元；蔥油黑木

耳一份 1.5 元；雙菇肉片一份 2
元；滷蛋一份 0.7 元；時蔬一份

1 元；麵、餛飩、小餛飩一碗

1.2 元；麵條一兩 0.3 元；刀切

或花卷一個 0.5 元等等。

為此記者搜索了上海本地

的吉祥餛飩最新價格，最便宜

的小碗雞湯餛燉為 13.8 元人民

幣，與機關食堂的價格差了近

10 倍。一個鹵蛋 7 毛錢，按照

上海最新雞蛋價格，7 毛最多只

能買個生雞蛋。機關內部其餘菜

品價格均秒殺市場價格，再會精

打細算的上海人也不可能在市面

上吃到如此便宜的飯菜。

當然，上海機關食堂的價格

也代表了中共公務員體系的特

權。所有食蔬大多源於中共的特

供體系，也是不計成本保障公務

員能吃好吃飽，還要花錢少。遺

憾的是中共公務員的食堂並不對

外開放，對普通市民來說即便有

錢都未必能吃得上機關食堂。

相關視頻曝光後，民間議論

紛紛。不少人跟帖表示，這種現

象在中國太常見，「我以前在北

京工作時，食堂早飯一元，午飯

兩元，品種豐富，原料特供，自

助餐隨便吃。沒人願意在家吃早

飯的，出去應酬都沒單位食堂吃

的營養健康。」

「北方有個不上線的小城

市，市政府有塊專門的菜地，僱

用當地農民種植蔬菜，食堂從來

不買菜市場的蔬菜。」「這不新

奇，曾經在上海吃過政府食堂，

都是三五塊能吃得很好。共產黨

的共產主義是政府機構共產主

義。」

也有人感慨的表示，「咱現

在知道共產黨把老百姓的錢花到

哪裡去。」「享受各種特權，這

就是大家擠破頭都想當公務員的

原因。 」

提起中共政府的特供制度，

其實已是公開秘密。

《南方週末》曾報導，1942
年 3 月，在延安從事馬列著作

翻譯的高級知識分子王實味，

在目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

等」的等級供給制度後，寫下對

「特供」最早的感嘆。

他說，一方面是病人喝不到

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有兩

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

康的『大人物』，做非常不必要

不合理的享受。」

據稱，當時延安有嚴格的等

級供給制，其中小灶僅面向部長

級別，及以上的官員。

美聯社和法新社於 2008 年

曾報導，中共特權階層享用高

安全和高營養有機食品。中國

2004 年出現了「中央國家機關

食品特供中心」，該中心專門負

責政府官員，以及副部長級以上

退休官員日常食物的採辦和供

應，其中特權階層食用的米，部

分由吉林省農業科學院精心培

育，特別用長白山的融雪灌溉，

據稱口感極佳。

普通老百姓寄希望於這些沒

有感受過物價恐怖上漲的當權者

是多麼可笑，他們哪管你洪水滔

天，只顧的自己把酒言歡。

東京奧運會 
不接待海外觀眾

【看中國訊】東京奧運會

和殘奧會日前決定，因病毒流

行，計畫在今年夏季舉行的奧

運會將不接納國外觀眾。國外

觀眾已經購買的東京奧運會門

票，將被退還費用。

外媒報導，東奧主辦方首

先考慮的問題是，如何確保所

有與會者的安全。自從疫情爆

發以來，是否允許世界各國人

士前來日本觀看此次奧運會，

一直是一個高度爭議的話題。

有許多人擔心，舉辦如此規模

的運動會，很難避免加劇病毒

擴散。預計，光是運動員可能

就多達 1.5 萬人。此外還會有

多達 8 萬名志願者。

本屆東京夏奧會和殘奧

會原定 2020 年舉行，後因

疫情，奧運組織者不得已在

2020 年 3 月決定將比賽推遲

一年舉行，這也是奧運史上第

一次推遲舉行奧運會。東京夏

奧會現定於 20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8 日舉行，殘奧會

定於 2021 年 8 月 24 日至 9
月 5 日舉行。

上海政府食堂菜價曝光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近日一段關於上

海黃浦區政府食堂菜價的

視頻在網絡熱傳。對此，民

間議論紛紛。有人稱，在高

物價的上海，公務員食堂

價格如此便宜，是政府機構

「共產主義」的體現。

大陸一個職工食堂（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

導】綜合媒體報導，2004 年 12
月 26 日，印度洋發生大地震而

引發的大海嘯，重創蘇門答臘

島，甚至波斯灣和非洲東岸都被

波及，估計罹難、失蹤人數超

過 30 萬人。當時的警員阿瑟普

（Abrip Asep）遭大浪捲走後失

蹤，後被宣布死亡。

沒想到，近日，阿瑟普在當

地一間精神病院裡被發現。

據瞭解，阿瑟普是在十幾年

前被送到該醫院的，但當時他的

神智不清，因此無法將他送回

家。

大約 2 年前，阿瑟普身體

狀況已幾乎恢復，但仍然想不起

自己的名字和家人。最近，醫院

和警政機構合作，透過 DNA 找

出他的身分，最後終於確認，

他就是 17 年前在海嘯中失蹤的

阿瑟普。阿瑟普的弟弟布爾漢

（Burhan），得知哥哥還活著後

欣喜若狂。

據 英 文 媒 體 WORLD 
TODAY NEWS 日前報導，阿

瑟普失蹤後，雖然已經被宣布死

亡，但其母親一直相信自己的兒

子還活著。阿瑟普一名親戚告訴

媒體，他的弟弟也說，他相信阿

瑟普哥哥還活著。如今阿瑟普的

家人終於盼得全家團圓，全家人

都感動落淚。儘管阿瑟普因為心

理受創而精神有點錯亂，但醫生

認為，他可以慢慢復原。

據維基百科資料顯示，

2004 年 12 月 26 日，位於印度

洋板塊與亞歐板塊的交界處的邊

界發生大地震，從而引發大海

嘯，此次大海嘯被稱為印度洋大

海嘯或南亞大海嘯。其中，受襲

最為嚴重的是印尼。

由於事發地點位於旅遊熱點

附近，加上剛好是聖誕節的旅遊

旺季，受災地區當時正聚集大量

的遊客和本地居民。其中不少遊

客是一家大小從北美或歐洲來到

南亞度假的，沒想到遭遇了特大

海嘯。

17年前失蹤 他被發現還活著

【看中國記者程雯綜合報導】

自從 1 月 20 日以來，CNN 每

天平均減少 100 萬觀眾，收視

大跌。

據《華盛頓自由燈塔》日

前報導，拜登時代對主流媒體

來說是一場災難。因為在喬．

拜登就職後不久，彭博新聞社

（Bloomberg News）和《赫芬頓

郵報》（HuffPost），就宣布大

規模裁員。媒體的事實檢查員還

要用不同措辭來掩飾拜登的不實

之言。

說到收視率，尤其是在川

普缺席的情況下，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CNN）遭受了巨大

損失。《華盛頓自由燈塔》引述

《每日郵報》的報導說，自從川

普卸任以來，CNN 每晚平均損

失約 100 萬觀眾，並且從 2020
年 11 月以來，最重要觀眾群

24 ～ 54 歲年齡組的人數就下降

了 47%。從 11 月 3 日大選日到

1 月 20 日拜登就職典禮日（也

是川普離開白宮之日）之間，

CNN 平均每天有 250 萬的黃金

時間收看者，1 月 20 日以後，

CNN 每天平均只有 160 萬的黃

金時間收看者了。

另外，自從拜登 1 月 20 日

宣誓就職以來，CNN 的白天收

視率也在急劇下降，11 月 4 日

至 1 月 20 日之間每天平均有

170 萬的日間節目收看者，1 月

20 日以後減少到平均只有 110
萬人。在 24 ～ 54 歲年齡段的

人群中，CNN 白天的收視率也

下降了 44%。

國會在 2 月初對川普進行

的第二次彈劾審判，給 CNN 帶

來了暫時的收視率回升，但是

在參議院第二次宣布川普無罪

後，CNN 的收視率立即下跌。

之後，CNN 一路下跌，現在

CNN 在所有收視類別中都落

到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

後面。截至上週，CNN 在黃

金時段的收視人數也已落後於

MSNBC。

現在 CNN 的策略是批評福

克斯新聞。與此同時，福克斯新

聞一直在報導民主黨籍的紐約

州州長安德魯．庫莫（Andrew 
Cuomo），和加州州長加文．紐

森（Gavin Newsom）的系列醜

聞，以及拜登政策導致的前所未

有的邊境危機。

CNN收視率大跌 觀眾驟減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寒冬已過，春天到來，不少北美

華人開始忙於打理自己家的後

院，護理草坪、修剪樹枝等等。

加拿大多倫多一名華人突然心血

來潮，想著一把火把樹葉燒了省

時省事，還好玩……沒想到煙霧

差點引來鄰居的投訴。

一名華人在論壇發帖稱，日

前，他突然心血來潮，到後院把

之前的樹葉子燒了。沒想到鄰居

跑來問發生什麼事，樓主當時回

答說：「燒著玩」。後來想想不

對勁，為了確認，他發帖問網

民。

有網友跟帖表示，自己以前

也在後院幹過這類事情，只能燒

樹葉、草和樹枝。就算在自家後

院，也需要相關部門頒發的許可

證才可以燒，否則就是非法。

還有網友表示，可以在篝火

盆裡燒。如果只是在地上燒，就

需要找消防局報備燒樹枝，否則

事主有可能被消防局罰款 700-
900 加幣。

還有網友說道，自己朋友在

後院用石頭壘了一個類似燒烤爐

的東西，把樹葉樹枝放裡面燒，

結果被鄰居舉報，驚動消防局。

幸好消防局人員到場後，沒有開

罰單，只是警告他要注意了，風

高物燥的時候不要燒。

其實，無論是在加拿大還是

在美國，即便是在自己後院，也

不能隨心所欲，就拿燒樹葉燒樹

枝為例，先別說是否違反當地法

律法規，本身這種行為就非常危

險。

2018 年卑詩省就曾發生過

一起悲劇。當時，一名 13 歲女

孩在自家後院燒樹枝，不知怎麼

的，火突然就蔓延起來，小女孩

頭髮著火，全身被燒傷，最後送

醫搶救幾天後還是不幸離世了。

據女孩母親回憶，可能是樹枝

濺出火星，落到了女兒的頭髮

上，而頭髮上的髮膠成了「助燃

劑」，導致悲劇的發生。

幾年前，美國一名男子在自

己後院燒雜草，結果把後院的兒

童 PlayGround 也給燒著了，熊

熊大火很快又把後院的籬笆也燒

著，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儘管屋

主和鄰居馬上開動了前院後院的

水龍頭噴水，但在大火面前根本

毫無用處。屋主只能眼巴巴的看

著大火吞噬了自己的後院。

在後院燒樹葉後果很嚴重

海嘯示意圖（Adobe Stock）
（Adobe Stock）

（Pixabay）

【看中國記者成容報導】全

球人每年要消耗 190萬噸蜂蜜。

但這些蜂蜜，都來自於田野和林

地的蜜蜂嗎？養蜂人警告說，被

出售的蜂蜜比世界上的蜜蜂能生

產的量更多。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在

過去 20 年裡，全球蜂蜜產量增

加了近 50%。同期，根據聯合

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數據，養殖

蜂箱的數量也增加了，但增幅不

到 30%，約為 9000 萬個。

國際養蜂人協會聯合會

Apimondia 的 養 蜂 經 濟 科 學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菲 普 斯（Ron 
Phipps）說：「用蜂箱數量的適

度增加，不可能解釋全球蜂蜜巨

大產量的增加量。我們認為消費

者受到了欺騙，蜂蜜被摻入了糖

漿和其他甜味劑。」警方情報證

實，騙子的目標是更便宜的蜂

蜜。

從歐洲到南美的養蜂人都聲

稱，摻假主要源於中國──世界

最大的蜂蜜生產國。它每年向英

國（其全球最大的客戶）輸送

36000 噸蜂蜜。英國人每年要吃

5 萬多噸蜂蜜。英國養蜂人警告

說，廉價的進口蜂蜜有可能使他

們破產，這意味著為農作物、野

花和樹木授粉的蜜蜂減少，有可

能造成生態災難。

你吃的蜂蜜 可能摻了糖漿

（Shutterstock）

日本東京（Adobe Stock）

幸福國家排行 
芬蘭全球第一

【看中國訊】聯合國日前

發布最新《世界幸福報告》，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1），芬蘭全球第一。最

幸福國家前 10 名依序為：芬

蘭、冰島、丹麥、瑞士、荷

蘭、瑞典、德國、挪威、新西

蘭與奧地利。《世界幸福報

告》採用了蓋洛普（Gallup）
的全球民意調查數據。

芬蘭被譽為「千島之國」

與「千湖之國」，有著美麗的

風光，是許多國外遊客嚮往的

地方。芬蘭人友善，低調，但

不隨波逐流，始終維護著自己

的傳統文化。

芬蘭之所以出類拔萃，是

因為犯罪率低，民眾互相信

賴，疫情期間更是在生活和生

計上互相維護。所以芬蘭再次

蟬聯最幸福國家並不意外。

芬蘭奧盧（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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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昭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心理學上有個著名的「達克效

應」，說的是由於認知偏差，越愚蠢

的人，越難以認識到自己的不足，越

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從而對其所掌

握的錯誤結論產生過度自信的錯覺。

提出這個理論的康奈爾大學心理

學教授大衛．鄧寧（David Dunning）
是從一個真實的案例研究中得到啟發

的。大衛．鄧寧教授在針對自己的學

生的研究中發現，水平越差的學生，

如果在未知結果的情況下評估自己的

成績，往往都會嚴重高估。他門下成

績倒數的四個學生估計自己的成績比

其他三分之二的學生都好！

其實「達克效應」之前也有很多名

言有過類似表述。比如莎士比亞的名

言「愚人自以慧，智者自以愚」，哲學

家羅素也說過「這個世界最荒唐的地

方，就是蠢貨和瘋子都自信滿滿，而

智者經常自我懷疑」等。咱們中國人

的表述就是一個詞：井底之蛙。

簡潔的歸納就是：越無知、越自

信。

現代中國人中這種情況簡直隨處

可見，只要你一講有別於教科書的常

識，馬上就會有這樣的聲音：「歷史不

是你想的那麼簡單……國家之間只有

永遠的利益……五千年歷史的國家不

需要兩百年歷史的國家指指點點……」

感覺就是雖然他連火燒圓明園的

是英法聯軍還是八國聯軍都不確定，

但是他早就已經掌握了世界運行的終

極密碼。他不需要瞭解真相、邏輯、

科學甚至常識，但他就是什麼都很肯

定。這種源自愚蠢和無知的自信，我

們親切的稱之為「迷之自信」，更多諧

音為「蜜汁自信」。

2019 年 7 月我去甘南旅行，和

4 個來自上海交大的碩士研究生拼車

同行。路上談到中美關係重要性的時

候，其中一位義憤填膺地批評我，我

們為什麼要跟美國做朋友，你看看韓

國和日本，跟著美國混一點尊嚴都沒

有！我大為震驚，我問他：難道你覺

得韓國和日本過得很差嗎？

他很肯定的說：難道不是嗎？！

我一個只受過本科教育的人，面

對這些研究生，只剩下啞然失笑。因

為我已經明白，在他已經形成閉環的

認知裡面，顯然連最基本的常識都不

可能接受了。即便有一天他領著糧

票、啃著饃饃，也會覺得自己比韓國

人、日本人高一等。

大部分的青蛙就是這樣，非常肯

定坐井觀天所得來的一切，即便你把

它拉出了井口，他都還是要「馱」井

前行。這種無知造成的認知上的「閉

環」，不僅阻礙了青蛙們接受新知識

的可能，還有可能把他們推向陰謀論

的深淵。

不信看看我們身邊的人，素質越

低越喜歡轉「震驚體」「好文體」「內

幕體」。

因為憑藉自身的知識儲備和邏

輯推斷根本無法解釋世界存在的衝

突，而陰謀論恰好能用簡單粗暴的因

果律迅速的給予他們答案，契合他

們不需要思考就能看清世界的「蜜汁 
自信」。

比如石油陰謀論。相信「美帝多

次戰爭都是為了石油」的大有人在，

因為這個解釋對於信奉「無利不起早」

的國人來說非常好理解。而你要跟他

解釋地緣政治的成因，各國宗教文化

的衝突，以及美國早已是世界能源第

一大國，石油不僅自足還能出口……

這就很難。你要是再跟她說伊拉克、

阿富汗並沒有成爛攤子，反而更好了

的現狀，那就更難。

光緒時候的體仁閣大學士徐桐，

號稱帝師，「惡西學如仇」，堅信洋人

洋教不是好東西。他認為西方只有英

國、法國和意大利三個國家，什麼西

班牙、葡萄牙都不存在，因為——「西

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

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

此。」

用大白話說，就是牙齒這玩意怎

麼可能是個國家呢？徐桐認為這一定

是英國人法國人為了方便搶劫自壯聲

勢，編出來的陰謀，騙我們的……

這個蠢貨聽說洋人很殘暴，所以

在八國聯軍入城的時候選擇舉家自

殺。他拉著兒子徐承煜一起上吊，結

果兒子趁他不注意，蹬了他的板凳，

自己溜了……

蜜汁自信就是這麼坑爹。

◎文：佚名

為什麼越無知越自信?

有朋友發來一段視頻，說是北京師範

大學文學教授康震的講課。康震是誰？

老魏還真不知道。朋友解釋說是一個「網

紅學者」，參加過《百家講壇》和《詩詞大

會》什麼的。

「學者」而能「網紅」，或者「網紅」

而能「學者」者，恕老魏孤陋寡聞，還真

沒聽說過一二。你想想，真正的學者，

「板凳要坐十年冷」，哪有做網紅的閑工

夫？再說，嚴謹的學者「言必有據」「論

從史出」，又怎麼可能符合傳媒學「刺激

輿論」的市場要求？

也正因此，老魏一直保持著一個樸素

的信念：「著名學者」的「名」，與欺世

盜名的「名」，多半就是同一個名。如果

與此同時他還有一長串官銜，那就基本可

以斷定。

閒話少說，先來看看這位「網紅」說

了什麼？

但凡稍有一點點文化的人都讀過杜甫

的《石壕吏》，而但凡稍有一點點良知的

人，無不同情於老嫗、老翁一家的悲慘境

遇，而憤怒於石壕吏的蠻橫和冷酷。

老嫗、老翁一家，三個兒子全都應

徵，且戰死了兩個。家裡窮得叮噹響，乃

至於兒媳婦「出入無完裙」了，但這一切

絲毫動搖不了酷吏的鐵石心腸。「吏呼一

何怒，婦啼一何苦！」

但在正能量「網紅學者」的解讀之

下，石壕吏是「國家公務員」，代表政府

和國家，也就具有了壓倒一切的正義前

提和「優秀的價值觀」。他唯一的瑕疵僅

僅只是一個「工作態度」問題，就算這唯

一的瑕疵，康震也給出了強有力的支持：

「他的態度再好，老百姓也不能接受啊。」

所以說這唯一的瑕疵，也因為有「優秀的

價值觀」和「國家幹部」的合法身份，而

可以忽略不計。

聽到這裡我猛然明白，為什麼被稱作

「胡叼盤」的胡錫進仍然會有大量粉絲，

因為他的結論雖然常常荒誕不經，但至少

他在論述過程中還經常說幾句人話。也就

是說，他至少會在一大堆人話的基礎上，

最後才得出不是人話的結論。

如果胡錫進來解讀《石壕吏》，他的

基本套路應該會是這樣的：作為地方幹

部，石壕吏也不想那麼簡單粗暴啊，何

況這還是一個烈士家屬！他確實應該更注

意態度，更講究方法，更密切聯繫群眾。

但是，我們也不妨換位思考一下，他溫言

軟語能行嗎，能征來新的兵員嗎？為了

大唐的事業，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從根

本上來說，也是為了老嫗和老翁全家，特

別是為了他們那年幼的「乳下孫」，他不

能不這樣啊！石壕吏的利益和老嫗一家的

利益，從根本上是一致的啊！所以說，群

眾也好，詩人也好，不應該將批評的矛頭

指向石壕吏，更不應該指向郭大將軍，而

應該指向他們共同的敵人——安祿山史思

明！

不知道是不是嫌這樣太繞了，還是怕

中學老師們理解起來有困難，康震教授選

擇了簡單粗暴地直接辯護：一家三個兒子

全徵了去沒錯，來抓老翁老嫗沒錯，態度

粗暴沒錯。不僅沒錯，簡直還是「優秀文

化」和「優秀價值觀」的代表。

僅僅表揚石壕吏還不行，還需要對

老嫗進行「愛國主義者」的形象著色。將

「老嫗力雖衰……猶得備晨炊」解讀為她

的自覺自願、慷慨赴難。康震教授輕而易

舉就完成了謳歌死亡、美化苦難的套路演

練。

僅僅美化老嫗的苦難還不行，還需

要將「愛國主義詩人杜甫納入自己宏大敘

事的話語體系中來。所以，舌吐蓮花的

康震教授硬生生說「杜甫只是忠實記錄而

不做評價」，甚至說這恰恰是他的偉大 
之處。

作為文學作品最重要的悲憫情懷，完

全被康震一筆抹殺，他甚至還要求中學校

長們都應如此這般去規範語文老師，首先

是自己的「情感站位」。照他的意思，老

師們應該指導學生站在石壕吏這一邊，就

是站在國家利益這一邊，站在「優秀文化

和優秀價值觀」這一邊。

多少優秀的古典詩詞要毀於這個人的

口中？

照康震這樣解釋，「朱門酒肉臭，路

有凍死骨」，杜甫也只是記錄，而沒有進

行評價。「朱門」多是「國家公務員」「國

家幹部」，對他們仇視就是對抗主流社

會，就是煽動不滿情緒。所以語文老師應

該這樣解釋：「在社會發展的過程當中，

財富的分配是有可能形成差別的，對此一

定要正確地看待，保持情緒穩定，以更加

積極向上的姿態投入到國家的建設當中

去。」

◎文：老魏

網紅學者新解《石壕吏》

對於中美關係，現在習近平

採取的策略是創造儘可能多的合

作領域，衝突的事情解決不了：

南海、台灣、香港、新疆等等，

就放在那兒不動，但是製造出許

多合作事項，衝突事項在中美關

係裡的比例就下降了。這其實

也是「國師金燦榮」早在 2016
年就提出的所謂「中美戰略哲

學」。

金燦榮在 2016 年 7 月份在

廣州辦的中美戰略哲學講座，談

了中美關係的各個方面，回顧

今天中共對美的策略確實很多

方面是按著這個路線走的。金

燦榮承認中共是「剛剛提拔的二

把手」，想把美國擠走、又不敢

打、挺難的。所以想了幾招對

付美國。「第一叫創造條件讓它

犯錯，有一天讓巡視組把他給辦

了」。創造什麼條件呢？又讓

美國犯什麼錯呢？這裡比較強的

暗示是用財用色讓美國政界人物

犯錯，後面那半句是「讓巡視組

把他給辦了」，也就是讓中共拿

住美國政客把柄的意思。

拜登兒子亨特．拜登，與中

國華信能源公司的關係，就是從

2016-17 年發展起來的，也許這

一招已經見效了。金燦榮說的

「創造條件讓他犯錯」，是暗示

把腐敗拉攏當成一種國家競爭策

略來運用。

第二招是讓美國忙不過

來，讓它得憂鬱症不想幹了。

也就是給美國四處樹敵，分

散它的精力，讓它應接不暇。

這一點金燦榮倒是自己在後面

有解釋，他說估計美國有三個

敵人就該暈了，四個敵人就找

不著北了，中國的戰略任務就

是要確保美國有四個敵人。他

說：恐怖份子肯定算一個，俄

羅斯很像一個，但是很不夠；

中國曾經想扶植巴西…」這裡

請注意，金燦榮相當於是承認

了中共暗中扶植恐怖份子給美

國找事。結合開頭說的，中美

要在阿富汗、伊朗問題上加強

溝通協作，問題的產生就有中

共的影子。金燦榮在這個講座

裡還提到另外一些大實話，說

美國人不賣技術給我們，「不賣

我們就不客氣了。以前沒有網

路沒辦法，現在有了網路，當

然要用」。就是承認了搞網路 
竊密。

去年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副院長翟東升在一個講座上公開

承認在美國政商高層有代理人，

有些人出來說：他就是吹牛，別

當真。其實不是，很多問題：網

路竊密、搞滲透、腐敗拉攏…這

些辦法官員和御用學者內部交流

討論、甚至是半內部交流都是不

避諱的、都是承認的，金燦榮這

個講話後面自己說：「我們還可

以有其他邪招…」，他自己就是

用的「邪招」這個詞，這些御用

學者在自己圈子裡說話的語氣就

是這樣，翟東升肯定也不是第一

次那麼說。

第三個辦法是和美國攪成一

起，讓它打不了，形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這一招得說一

說，它也是美國人自己招來的，

有很多人還主動接受，就是所謂

「接觸 - 改變」政策的由來。攪

在一起它是打不了你、是不是你

打它也下不了手，一損俱損呢？

捆著美國手腳的同時，會不會也

捆住中共的手腳呢？一開始的時

候還不能說絕對的行或不行，得

看現實的發展。這也是這幾年中

共內部鬥爭的一個邏輯，習近平

上臺以後一個口號是做大做強國

有經濟，國進民退更加速，他的

主要動機是：中國越是要深度參

與全球化，越是要確保支柱產業

由黨完全控制，不僅不能讓民營

經濟把持命脈，連黨內和他想法

不一致的利益集團都要敲碎，黨

內黨外都不准有一個聲音之外的

其他聲音，一種利益之內的其他

利益。就是要確保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看起來攪在一起的利益

格局，只是中共捆住西方其他國

家的繩索；不能成為西方捆住中

共的繩索。深度參與全球化應該

是更開放，而內部加強極權的整

肅鬥爭是走向封閉，這兩件看起

來有矛盾的事，在和美國爭霸的

長遠打算，在這個目標下理解就

不矛盾了。也就是說：中共黨魁

越有爭霸世界的野心，就越國進

民退，整天講集中力量、統一思

想。如果目標沒那麼高，民間的

自由空間就多一點，所以越講大

國崛起要自豪，理解這個邏輯的

人就知道越沒老百姓的好日子過

了。

金燦榮還提到了一些很具體

的滲透美國政治的想法，「中國

政府希望最後每個美國國會眾議

員的選區都有中國投資，中國都

可以掌握上千張或者幾千張選

票，那就可以影響他的態度。

其實美國眾議員可以控制，因

為美國 3.12 億人，435 個眾議

員，平均一個眾議員選區大概是

75 萬人，75 萬人的投票率只有

30%，也就是 20 萬左右決定他

的命運。一般來說兩個人咬得很

緊，不會差距特別大，最後我估

計也就差了一萬張票或者幾千張

票。所以你手上要有幾千張票，

你就是他爹。中國弄得好可以把

美國買下來，把美國國會變成第

二個人大常委會，那就跳出修昔

底德陷阱。」意思是可以不戰屈

人之兵了。

你不得不說，金燦榮他們對

美國有深入的研究，算盤打得很

精。相比之下美國人對中共的瞭

解就極膚淺，傻白甜居多。中美

交往中共的優勢是有長策，從鄧

小平時代起就有長遠的打算，而

且延續性好。辦法一套一套的，

動輒以十年為目標，總能把你編

排進去。像川普剛上臺的時候，

就在發展和拜登兒子的商業關係

了；孔子學院更是以影響美國的

青年一代為目標，著眼於幾十年

後。美國這方面就差很多了，直

到川普總統上任前，都談不上一

個什麼對中共的戰略，沒有長遠

打算。這裡不是誇共產黨有多成

功多厲害，是說美國的短處在於

其領導人的短視，如果不及時覺

醒是很危險。

◎文：文昭

國師向習近平獻上「弱美三策」

習近平的「國師」金燦榮（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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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國際媒體報導，日

本首相菅義偉將於4月9日
訪問華盛頓，與美國總統拜

登在白宮舉行首次面對面會

談。近期日本媒體報導，美

日兩國同意在中國與臺灣

發生軍事衝突時密切合作。

國際社會對東京如何在北

京和華盛頓之間尋找平衡

密切關注。

日本首相菅義偉即將訪美

日本經濟新聞 3 月 21 日援

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話說，

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 3
月 16 日在會見日本防衛大臣岸

信夫時談到了台海衝突問題。岸

信夫表示，中國戰機飛越臺灣海

峽中線的次數越來越頻繁，日本

自衛隊正研究如何在中國犯臺時

與美軍合作防衛臺灣。

美國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

授古舉倫（Julian Ku）在推特

上對此評論說，中日關係正在走

下坡，日本認真考慮協助美國

防衛臺灣、抵禦中國的消息，

肯定會讓中國外交官員「氣炸

了」(make Chinese diplomats』
heads explode)。

雙方會談的首要議題

如同四年前時任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一樣，菅義偉成為美國新

上臺總統在白宮接待的第一位外

國領導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

稱作是美國領導的「準備與中國

開戰」軍事集團的說法有點太牽

強。辰己由紀表示，也許可以

說，美國和日本（澳大利亞和

印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是如

此）正在努力加強四方安全合

作，以防止中國採取冒險主義行

動，從而防止與中國發生戰爭。

不過，喬治．梅森大學日本

問題專家萬明教授則認為，目前

「四方安全對話」還不是一個聯

盟，印度可能還在猶豫不決。

拜登美日關係 
與川普有何不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

長奧斯汀 3 月 16 日在東京與日

本外務大臣和防衛大臣舉行會

談。在布林肯動身去日本之前，

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重申，美日

聯盟「牢不可破」。

回想四年前，前總統川普入

主白宮後接待的第一位外國領導

人，也正是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國際社會普遍關注，拜登

政府任內的美日關係，是否如

美國國務院聲明所稱的「牢不可

破」，與川普任內的美日關係會

有什麼改變和不同。

喬治．梅森大學教授萬明認

為，無論誰入主白宮，日本政府

領導人都希望與美國領導人建立

牢固的個人關係。不同的是，前

總統川普當年只是希望日本能為

美軍駐日提供更多的資金，但對

菅義偉這次在白宮與拜登會談的

首要議題是什麼。

位於華盛頓近郊的喬治．

梅 森 大 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政府暨國際事務學

院副院長萬明教授對美國之音表

示，日本首相菅義偉有內外政策

的理由和需求來和拜登見面。

萬明認為，菅義偉因處理新

冠病毒大流行疫情，以及涉及他

兒子的醜聞在國內受到批評。因

此，他需要向日本選民表明，

他有能力鞏固與美國的同盟關

係。「此外，菅義偉也有很強的

外交政策理由和意願去維護與美

國的關係。日本擔心中國的崛

起，在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

環境中，日本需要美國的外交支

持。」萬明說。

「四方對話」能否成為

針對中國的軍事同盟

由美國總統拜登發起的「四

方安全對話」峰會，3 月 12 日

通過視頻連線舉行。拜登和日

本、印度和澳大利亞三國領導

人，參加了這次四方會議。

坊間輿論稱，此次四方會談

對外釋放出強烈信號：這一機制

將成為印太區域外交與安全的新

重要角色，說明拜登政府將該機

制視為其印太政策的基礎。

更有分析說，四方安全對話

機制正在形成並鞏固一個美國領

導的軍事集團，為可能與中國爆

發戰爭做準備。針對這一說法，

史汀生中心日本研究項目主任辰

己由紀認為，把四方安全對話

2021 年 3月 18 日，日本首相菅義偉在東京首相官邸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上講話。（Getty Images）

◆丹麥執政黨社會民主黨

17 日宣布，為防止不斷增加的

外來人口，可能促成「平行社

會」（parallel societies）興起，

即日起將更嚴格的執行移民控

管措施，降低「非西方血統」人

口在地方社區的配額比例。據

內政部長貝克的說法，由於居

住在丹麥某些地區、外國人「高

度集中」的現象，加遽了國內

出現「獨特宗教與文化社會」的

風險，「因此，為了消除平行社

會、建設一個丹麥，從今天起的

10 年內，政府將逐步減少每個

社區的外來移民至 30% 的額度

限制內」。該法案一旦通過，

將影響總計超過 58 個社區和 10
萬餘居民的生活。

◆朝鮮幾天前至少發射了兩

枚短程導彈。這是平壤大約一年

來的首次發射。《華盛頓郵報》

23 日首先報導了這次導彈發

射。不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的話

證實了這一報導。目前尚不清楚

朝鮮試射的導彈種類、試射時間

以及飛行距離。這讓一些專家懷

疑是否試射的導彈是小型導彈，

還是躲過了美國及其盟友的雷達

探測。位於華盛頓的昆西研究

所 (Quincy Institute) 東亞問題

高級研究員傑西卡 • 李 (Jessica 
Lee) 表示，朝鮮最新的短程導

彈試射看來是「向拜登政府傳遞

的一個相對微妙的信息，即重啟

直接對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荷蘭總 理 呂 特（Mark 
Rutte）於 18 日宣布其領導的中

間偏右自由民主人民黨（VVD）

在大選中獲勝，這將是他第四度

連任總理。呂特誓言，將在疫情

之後重建荷蘭經濟。外界普遍把

此次在疫情期間舉辦的大選視

為選民對荷蘭執政黨防疫成績

的「期末考」。呂特年初差點因

為領養小孩的弊案引咎辭職，轉

成留任率領看守政府。荷蘭目前

大約有 110 萬感染，約 1.6 萬

人死亡，多數地方仍處於封城當

中。近幾周不斷有民眾上街抗議

封城，荷蘭警方也出動水炮車驅

散群眾，但這都沒有影響呂特的

支持率，外界也戲稱他為「不沾

鍋的馬克」（Teflon Mark）。 
◆美國馬薩諸塞州大波士

頓區的塔夫茨大學 3 月 17 日宣

布，將在今年 9 月關閉校內孔

子學院。來自當地藏族、維吾爾

族、香港人、台灣人和華人社區

的成員，以及塔夫茨大學的學

生、校友和教職員工一直要求關

閉這個由中國政府贊助的項目，

理由是抗議中國官方在新疆、西

藏和香港等地的侵權行為。此

前，美國國會參議院兩黨 3 月 4
日一致通過了《對各國資助美國

大學校園機構的關切法案》。該

法案將削減任何在校園內設有孔

子學院的學院或大學的聯邦撥

款，除非有關院校能確保對其校

內設有的孔子學院擁有全部管理

權，包括對其給出的資助款項和

人事任免的管理。

◆德國口罩醜聞不斷發酵，

動搖了人們對最大執政黨（基

民盟 / 基社盟）聯盟黨的信任。

現已有多位聯盟黨國會議員落

馬。據德媒報導，基社盟兩位知

名聯邦議員在幫助國家訂購口罩

時，分別收取了 66 萬及 100 萬

歐元的豐厚回扣。而默克爾總理

所屬的基民盟，也出現多個議員

收受回扣的口罩醜聞，其中一員

在為企業牽線搭橋向中國購買

口罩時，收取了 25 萬歐元的回

扣。在國難當頭時發國難財，聯

盟成員行徑引發舉國公憤，大大

削弱了聯盟黨的聲望。

聯盟不是特別感興趣。

「而拜登總統則熱衷於結

盟，但期望日本在對抗中國方面

能承擔更大的責任，而這將使一

些日本人感到緊張；因為中國經

濟對日本的重要性，另外中國又

是日本永久的鄰國。越來越多的

日本人認為，對日本來說現在集

體安全是必要的。」萬明說。

東京如何在北京 
與華盛頓之間尋求平衡

與美中關係不同，中日雙邊

關係在過去的四年裡從當時的劍

拔弩張，到後來北京和東京雙方

都開始努力改善雙邊關係。如今

國際社會密切關注，日本首相菅

義偉將如何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

重新校準這一三角平衡。

喬治．梅森大學教授萬明對

美國之音說，近幾個月來，日本

積極發聲的情況增加，目前尚不

知道北京將如何回應日本在這四

國關係中的核心作用。

萬明認為，東京將會繼續在

美中之間取得某種平衡，這意味

著它不希望與北京的關係比華盛

頓與北京關係更糟糕。但這樣做

可能會變得更加困難。

史汀生中心日本研究主任辰

己由紀認為，在北京和華盛頓之

間尋找平衡對菅義偉來說會很棘

手，但從對其政府與拜登政府的

最初互動來觀察，東京將會稍微

轉向對北京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看中國訊】中國駐法大使

盧沙野近日的行為，似乎爭議不

斷，除了被披露於日前致函給

法國參議院友臺小組主席李察

（Alain Richard），並威脅取消

訪臺行程，而且不應該與臺灣接

觸；而後更發文攻擊了法國研究

員波恩達茲，指稱他是一個「小

流氓」、「瘋狗」，因而引發法

國政界和中國使館之間的論戰。

22 日，法國為此召見了盧

沙野，但他卻以「排程」為理

由，而拖延至 23 日上午才接受

召見。據標準外交禮儀，這種情

況相當不尋常。

負責歐洲事務的國務秘書波

恩（Clement Beaune）於接受

法國新聞電臺訪問之時提出質疑

稱，中方聲稱行程問題的說法，

根本就說不通，並稱法國與歐洲

皆不是傻子。

法國外交部亦正式發布新聞

稿批指，對於獨立學者的污辱和

法國議員的爭議，不只讓人無法

接受，也完全不應該存在於中國

大使館所負責推動的法中關係

裡。有關中國大使館於過去幾天

公開的不恰當發言，強力提醒中

國使館應謹守公約，以及外館運

作的基本規範。據法媒「費加洛

報」（Le Figaro）報導指出，外

交部直接用新聞稿公開的方式來

表達不滿，認為盧沙野已經「跨

越紅線」了。

根據法國外交部的不具名

官員透露，23 日上午，法國外

交部亞洲事務的主任洛爾拉里

（Bertrand Lortholary）亦對盧

沙野說，日前中國大使館的作

法，以及公開評論的論調，讓人

完全無法接受，甚至已超出世上

任何大使館普遍能夠接受的界

限，並指中方對於法國國會議

員、學者的威脅和侮辱等恐嚇行

徑會產生問題。

有消息人士更披露，該場會

面總共歷時大約 20 分鐘，在過

程中盧沙野還一度想提及臺灣，

可是當下立刻被法國外交部長勒

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
打斷了，且被告知下次再約。

有消息人士指出，法方不希

望把盧沙野列為一個不受歡迎人

士，並指盧沙野的態度與其所擔

任的角色並不符，反而會成為法

中之間關係的問題。

中國駐法大使離譜行徑惹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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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在中國居民資產中價

值佔比較高的主要原因：首先，

過去 15 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快速

提高，加上長期流動性過剩，大

量超發貨幣流入土地市場，從而

推高房價；其次，資本跨境流動

的管制和金融市場不夠成熟也是

導致中國居民的資產配置過度依

賴不動產的原因。

人口老齡化將導致未來金融

資產在居民資產配置結構中的比

重上升。同時風險資產在金融資

產中的佔比將趨於下降。

2004 年以來，從各類資產

的總量佔比變化趨勢看，中國居

民的資產配置有以下三個特徵：

1． 對房地產持續超配。 2019
年房地產在居民資產總額中佔

64.38%；2．金融資產比例的逐

步上升，從 2004 年的 18.79%
提高到 2019 年的 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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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採宜

資路徑將會不斷豐富，海外有價

證券投資佔居民資產配置的比重

也會相應提高，這些都將進一步

促進中國居民對金融資產配置的

加碼。

隨著宏觀經濟發展增速放緩

與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整個

社會的投資風險偏好將趨於下

降。為養老而進行預防性儲蓄與

投資成為不受利率因素影響的剛

性需求，最終導致資金對高風

險資產（如股票和權益基金等）

的配置比例下降，同時對保險、

養老金、固定存款等金融產品的

投資比例上升。美國和日本的居

民金融資產配置比例差異佐證了

這一規律。

綜合考慮中國居民的資產

配置偏好和目前的人口結構，

未來中國居民的大類資產配置

金融資產配置中存款佔 13% 左

右，股票和理財產品佔 11% 左

右，信託、保險、基金相對佔比

較小。

2010 年以來，不動產在中

國居民資產中的比重逐漸下降。

但其佔比仍然超過 60%，遠高

於日美等國的平均水平。

過去 15 年是中國城市化高

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城鎮化率從

39.8% 提高至 60.6%，在快速

城鎮化的宏觀背景下，基礎建設

和房地產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引

擎，地方政府債務大幅提升的同

時市場上出現長期流動性過剩情

況，房地產在其中扮演了蓄水池

的角色，大量超發貨幣流入土地

市場，從而推高房價，而水漲船

高的房價自然吸引居民的資產配

置偏好向不動產傾斜。貨幣洪水

推升房價是中國居民資產中房地

產高比重的核心原因。

此外，資本跨境流動的管制

和金融市場不夠成熟也是導致中

國居民的資產配置過度依賴不動

產的原因。一方面，由於資本項

目不開放，居民缺乏海外投資渠

道；另一方面，國內金融衍生品

市場品種單一，門檻較高，導致

國內金融資產的可選餘地較小，

回報率也相對較低。這些都對金

融投資活動的擴張與發展產生了

制約作用。與此同時，從 2009
至 2019 年，全國房價年平均漲

幅為 7.21%，其中一線與部分

二線城市房價漲幅遠高於滬深

300 指數年均 11.8% 的增速。

2004 年以來，隨著中國居

民財富積累和資本市場的規模擴

張，金融資產尤其是高收益風險

資產在中國居民資產配置中的佔

比逐年提高。

首先，在需求層面上，人口

老齡化使得金融資產的配置需求

快速擴張。從日本、美國的經驗

來看，不動產在居民資產中的比

例隨青年人口比例的下降而逐年

下行，與之相對則是金融類資產

佔比的提升。

其次，隨著中國資本市場制

度改革開放提速，資本雙向流動

更加方便快捷，投資工具和產品

日益豐富，2010 年以來，包括

量化私募在內的多類私募產品、

公募 FOF 及 MOM、REITs 等

財富管理產品相繼推出；公募產

品數量激增，基金投資渠道也趨

於分散和多元化。在市場規模方

面，自 2015 年以來，A 股上市

公司總數 5 年內翻 1.3 倍，市場

容量大為擴張。

此外，由於居民對外投資的

限制沒有完全放開，目前中國官

方儲備佔國際投資資產的比例長

期超過 40%。隨著港股通、滬

倫通、中日 ETF 互通等渠道和

產品的拓展，以及 QDII2 試點

的開放，私人部門的對外證券投

從過去15年各類資產
的總量及其佔比變化趨勢

看，中國居民的資產配置

有以下三個特徵：對房地產

的持續超配、金融資產比

例的逐步上升，以及金融

資產配置向股票及理財產

品傾斜。

結構有可能類似於美國，即

20% 現金類資產（包括存款、

貨幣基金）、40% 股票、債券

和權益類基金等中高風險增值

類資產與 40% 保險、養老金等

低風險資產。

此外，隨著金融市場體系的

不斷成熟，二級市場可交易品種

逐漸多元化與複雜化，對於投資

者專業性的要求不斷提高。居民

部門未來在進行風險資產配置時

對專業管理人的需求將不斷提

升。 2004 至 2019 年，資產管

理在家庭理財配置中的佔比不斷

提高（上圖）。隨著金融資產投

資的進一步活躍、銀行的結構性

存款類產品退出市場，家庭財富

更多向基金、信託等資管產品流

動將是大勢所趨。

近年中國居民的財富大遷徙財經 
評析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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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略敘

《推背圖》這本奇書
為唐代李淳風所作，預
示天下興衰的命數，是
奉唐太宗之命。世間歷來
多有解評，嘆奇不絕。

千古奇書背後的謎團

李淳風的《推背圖》在宋代

的諸多文獻中都有記載，《宋史 ·
藝文志》中也記錄了此書。

也有人傳說《推背圖》是李

淳風和袁天罡二人合力而作。

目前流傳到現在的版本，有好

多種，真假相雜。

其中金聖嘆評注的《推背

圖》版本，用字懸機，而且設

謎神巧、文筆精彩玄妙，勾圖

簡明脫俗，意境深遠。歷經唐

宋到民國的歷史驗證，真實不

虛，像像神驗，是公認的真

品。其間亦蘊藏著傳統文化的

博大精深，神秘莫測。

而其它版本的《推背圖》，

圖形粗俗累贅，文辭拙劣，次

序更加混亂，預言也不能全部

對驗。明顯都是篡改的假本，

故意用來混淆視聽。

金聖嘆評注的《推背圖》在

民國四年（1915 年）被隱藏

者收錄在《中國預言七種》一

書中，出版印刷，普傳於世。

一百多年來，有很多人研究《推

背圖》，也破解了近代的幾像，

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

等。特別是近幾年，一些有識

之士對民國後的二十幾像的解

讀，有幾像頗有見地，言中應

這樣的記載：唐李淳風作《推背

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

有倅心，故其學益熾。閉口張

弓之讖，吳越至以遍名其子，

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

宋興受命之符，尤為著明。

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

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

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

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

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

眾，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

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

本，自己驗之外，皆紊其次第

而雜書之，凡為百本，使與存

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

莫知其孰訛；間有存者，不復

驗，亦棄弗藏矣。

這一段，簡單的說就是：

唐代李淳風作《推背圖》一書。

唐末五代之時，群雄逐鹿，人

們研究《推背圖》的風氣十分濃

厚。宋朝雖是天命正統，但宋

帝因《推背圖》廣為流傳而憂

慮人心不寧，開始時曾下詔禁

絕此書。然而此書已流傳數百

年，民間很多人都收藏此書，

朝廷難以查禁。於是又想了一

招，命人把原書的前後次序打

亂，再印製傳播。真假參拌，

目的是要以假亂真，搞亂對《推

背圖》的真假認識，從而達到不

禁而禁。

這樣，就使《推背圖》的原

貌全非了。由此可以確知，《推

背圖》從宋朝初期的時候就已經

亂序了。

那麼，怎樣才能恢復原序

呢？一些人最常用的方法就是

用易經八卦，結合發生的事件

對照來破解。

因為《推背圖》是有卦象

的。八卦之學博大精深，玄妙

無比，按理說應該能破解，然

而卻是歷經努力，人們也沒有

真正把次序復原和破解，可以

說是南轅北轍，功效不大。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八

卦易經雖然玄妙無比，精深多

重，但不是誰研究就都能完全

弄明白的。特別是到了現今的

時代，傳統文化的精髓被破壞

的不像樣子，已經沒落很多

了，人們知道的只是一些皮毛

和殘缺的文化表徵。八卦並不

只像表面看上去的八個卦象的

平面順序，往復排列推演，而

是裡面隱藏著更加玄奧無比的

「神秘次序」。

八卦的變化是立體的，就

像你仰望星空，你看到的是繁

星在一個弧形平面的投影狀

態，雜亂無章，而實則是天上

的星星有大有小，有遠有近，

按照立體的神秘的次序在排列

著，不在一個平面。還不是一

個空間的立體，牽扯好多時空

的變化，用古語講就是牽扯好

多層天的往來變化。

要想完全弄明白易經八

卦，你得學會那些「神秘的次

序」，往來「穿越」，立體八

卦。可是這種絕學，當今是很

難看得到了。

預言是天道機制的一種闡

述，是天意的信息傳遞與安排

的體現。應該說，真正的聖賢

預言，亦是大道經典的一種，

一部分。《周易》中的《別經》

是事後將所卜之佔，串集而成

經。而聖賢預言則是事先天意

點化，特別是《推背圖》，也可

以說是一部圖文並茂的易經。

天人合一，不是一句空

話，而是實實在在的。生命和

生活的真諦，總是在於知天承

行，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神傳文

明的真髓。天有法，地有道，

透過預言不僅可以參悟世運天

意，亦可於此反觀天道機制，

證實經典中的大道之理。修身

治世都在其中。

然而金版《推背圖》，即金

聖嘆評注的《推背圖》，也是次

序被打亂的版本，特別是後二十

幾像雜亂無章，令人摸不著頭

緒，不知所云，徒然望圖興嘆。

要想破解推背圖，必然要先復原

次序，歸序後祥而解之。

民間傳說，自唐末五代到

宋朝初期，推背圖在世間廣

傳，人們爭相閱讀。宋太祖趙

匡胤（有人說是宋太宗趙光義）

為了防止因《推背圖》而紛爭四

起，宋朝不寧天下大亂，下令

打亂《推背圖》的次序，然後

在民間混亂流傳，使人真假難

辨，是行不禁而禁。

例如：

岳珂，岳飛之孫，岳霖之

子。在他的《桯史》卷一中，有

驗了。點點探見，略有絡痕。

但還是都不能真正整體的系統

的破解李淳風的預言，那個圖

味神思尚未呈現。而有一些則

是望文生義，不識國運大體之

變，混猜妄斷。

由於時代的變遷，古典言

語意境的神奇深度已被扭曲沒

落，用現代浮氣的這種淺意語

味已經是很難理解古典的神傳

玄奧。何況《推背圖》這種奧

中又秘的預言，精深的有點兒

荒唐，直叫人有一種面對無字

天書的難識難懂的感慨。事實

上，《推背圖》的確也就是天

書，圖述的是天數。

《步輦圖》描述唐太宗在宮內接見松讚干布派來的吐蕃使臣祿東讚的情景。（Wikipedia）

讓大明國師保住性命的一首詩

朱元璋性情多疑、好猜

忌，容不得臣下有絲毫二心。

他時常擔心功臣宿將們會刺王

殺駕，圖謀他的帝位。於是他

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消除功臣

們的影響力，將屠刀揮向了當

年的老兄弟們。

為將老功臣們一網打盡，朱

元璋命人修了一座「慶功樓」，

仿照唐太宗凌淵閣 24 功臣的典

故為老臣們彪炳功績、傳耀功

勛。慶功樓修成之日，朱元璋邀

請眾大臣參加落成典禮。

但當群臣落座之後，朱元

璋藉機離開慶功樓並命人放火

燒樓，熊熊烈焰吞噬了眾多老

臣的性命，那些曾為了大明衝

鋒陷陣的老將們，最終死在烈

火之中。

放火燒樓當日，僅有徐達

和劉伯溫二人逃過了此劫。徐

達是提前離開才得以逃生，劉

伯溫則是沒有前來赴約。不久

之後，逃過一劫的徐達也被朱

元璋以賜鵝肉的方式除掉。

除掉徐達之後，朱元璋又派

人趕往劉伯溫老家青田，召劉伯

溫還朝。使臣日夜兼程，飛馬向

青田進發，當抵達劉府時，卻見

府內靈棚高搭，哀樂陣陣，進出

的人個個頭戴白布，原來劉伯溫

在前一天就死了。

使臣回稟之後，朱元璋心頭

的一塊大石頭終於落了地。但過

古人云：一將功成萬
骨枯。然而，當名將功成
之時，往往也是他們走向
毀滅之日。西元1368年，
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擊
敗所有對手，在南京建都
稱帝，年號為洪武。大明
新立，與朱元璋出生入
死的弟兄們滿心期待著
加官進爵、榮華富貴的美
好日子來臨。然而，等待
他們的卻是一場無情的
屠殺。

了幾天，他越想越覺得不對勁，

於是決定親自暗訪。一天，朱元

璋帶著幾個手下隨從，悄悄來到

了劉伯溫的老家青田。

當經過一座破廟時，朱元璋

不由得想起了當年當和尚的情

景，於是信步走進了破廟之中。

剛一走進破廟，只見院牆

上畫著一個背著大布袋的和

尚，和尚旁邊寫著一首詩：

大千世界正茫茫，何必收

拾一袋藏？古來多少英雄輩，

得道多助失道亡！

朱元璋定睛一看，發現牆

上畫的和尚很像自己，那首詩

的含義讓他恍然大悟。朱元璋

長嘆一聲，命人將此詩抄下

後，隨即返回了京城。

此詩正是劉伯溫所留，為

躲避皇帝追殺，他以假死瞞天

過海，穿上道袍離家出走。在

走到離家不遠處的這座破廟

時，他感慨萬千，在廟裡的牆

壁上留下了這首詩。

此廟是從京城到青田的必

經之地，劉伯溫料想朱元璋多

疑，必然不肯善罷甘休。若在

此處留詩一首，一來可以表表

心志，二來若是使臣見到回稟

朱元璋，也許能挽回皇帝的心。

果然，朱元璋看到此詩

後，放棄了追殺劉伯溫的念頭

並從中得到了警示。劉伯溫以

一首詩躲過皇帝追殺，充分顯

示了他的大智慧，而那首「得道

多助失道亡」的詩句也成為了千

古名句，被世人知曉。

金聖歎評注版的《推背圖》。（GMZM）

明故宮畫卷。（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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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

人？ 2002 年，BBC 就這個問

題徵集投票，最後得票最多的

是，曾兩度擔任英國首相的丘吉

爾。

從 17 世紀開始，英國這個

小小的島國就像火車頭一樣帶

動著整個世界向前奔跑，幾百

年來，英倫三島上誕生了無數

的偉人。丘吉爾能夠超越莎士

比亞（第 5）、牛頓（第 6）、
約翰 ‧ 列儂（第 8）、圖靈（第

21）等深刻影響了人類社會的

文藝巨匠和科學巨人，成為英

國人心目中的第一偉人，自然

有他的道理。

丘吉爾的遠見卓識和政治智

慧歷來被世人稱道，不過有人更

欣賞的是他的機智和冷幽默。關

於他的幽默小故事廣為流傳，數

不勝數。雖然其中有些故事的真

實性已經無法考證，但他自娛娛

人的功力是毋庸置疑的。話說回

來，英國人民似乎個個都是段子

手，上至首相，下至平民，隨口

一句就能讓人會心一笑。

1、丘吉爾和大作家蕭伯納

經常針鋒相對。

有一次蕭伯納的新戲上演，

他托人給丘吉爾送票，同時附了

張紙條：「這是兩張我的新戲首

演的票，一張給你，另一張你可

以帶個朋友去——如果你有朋友

的話。」

丘吉爾知道蕭伯納是在諷刺

自己樹敵太多，於是把票退了回

去，也附了紙條：「很抱歉，我

有事不能去看你的首演，但我很

樂意第二天晚上去看——如果你

的戲能演到第二場的話。」

2、丘吉爾很不喜歡自己的

女婿。有一次他和女婿同時參加

一個聚會，有人問他最崇拜誰。

當著女婿的面，丘吉爾回

答說：「墨索里尼，因為他有勇

氣槍斃自己的女婿，我卻做不

到。」

3、有一次，一個英國婦女

問丘吉爾：「您每次發表演說，

大廳裡總是擠得水泄不通，難道

您不感到興奮和激動嗎？」

丘吉爾回答：「承蒙誇獎，

不過，每當我產生這種感覺時，

我總讓自己記住一件事——如果

我不是在發表演說而是在受絞

刑，恐怕觀眾還會多一倍。」

4、1945 年 7 月， 英 國 大

選，當時正值德國投降，領導英

國取得勝利的丘吉爾居功至偉，

沒想到卻在選舉中意外落敗，被

英國人民用選票選下了臺。

選舉結果傳來時，丘吉爾正

泡在浴缸裡洗澡，他鎮定地對旁

邊的人說：「他們完全有權利把

我們趕下臺，這就是民主，這正

是我們一直在奮鬥和爭取的東

西。」

不過，千萬不要以為丘吉爾

只是一個刻薄、惡毒、會損人的

政客。年輕時的丘吉爾，其實是

一個標準的帥哥。

而真正讓他彪炳史冊的，是

他在二戰時的表現。當時希特勒

的鐵蹄橫掃歐洲，孤立無援的英

國處於最黑暗的時期，甚至連倫

敦都被炸成了廢墟。

丘吉爾的前任張伯倫奉行綏

靖政策，讓英國陷入了被動的局

面。丘吉爾擔任首相後，堅定無

畏地與德國作戰，最終取得了戰

爭的勝利，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進

程。

他曾經發表過許多著名的演

講，留下了無數激勵人心的話

語，展現了他的堅韌和勇氣。

1、如果你身陷地獄，那就

繼續前行。

2、成功就是，在一個個失

敗之間不失去熱情。

3、你有敵人？很好。那意

味著在你一生中的某個時刻，你

曾經站出來維護過某樣東西。

4、勇氣意味著站起來說

話，勇氣也意味著坐下來傾聽。

5、悲觀主義者在每一個機

會中看到困難，樂觀主義者在每

一個困難中看到機會。

1941 年，他在自己的母校

哈羅公學發表演講，其中的一句

話後來成為他被人引用最多、最

著名的話——「永遠不要屈服，

永遠、永遠、永遠、永遠不要屈

服。」

丘吉爾一生有兩樣摯愛：

一是雪茄，據說活到 90 歲才

逝世的他，一生一共抽了 25
萬支雪茄；另一摯愛是一款叫

WillysMB 的吉普車，二戰期間

他經常坐著這款車四處巡查。

二戰的時候，有 60 多萬輛

WillysMB 隨著盟軍開到世界各

地，這款車能夠適應戰時各種惡

劣的野外路況，是無數士兵生還

的希望，為二戰的勝利立下了赫

赫戰功，大概這就是丘吉爾鍾愛

它的原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吉普車代表著自由、正義與勇

氣。

丘吉爾曾經說過：「所有偉

大的事物都是簡單的，它們大都

可以用這些詞來表達——自由、

正義、榮譽、職責、慈悲、希

望。」

他用自己的一生捍衛著那些

偉大的事物。

人生在世，誰都做過許多的

夢，但多數是醒了夢中的夢，醒

不了人生的夢。在中國文學史

上有幾個著名的夢，如「黃粱一

夢」、「南柯一夢」……其實人

生在世，也許真的就是一枕黃

粱，夢中的一切奮鬥和追求，在

夢醒後都變得毫無意義。

一、黃粱一夢

在唐人傳奇小說中，有一篇

《枕中記》（瀋既濟作），內容大

意是：

青年盧生，旅途中經過邯

鄲，住在一家客店裡，有個叫呂

翁的道士也住在這家客店裡。盧

生同呂翁談話之間，連連怨嘆自

已窮困的境遇。呂翁便從行囊

中取出一個枕頭來，對盧生說：

「你枕著這個枕頭睡，就可以獲

得榮華富貴。」這時，店主人正

在煮黃粱飯（黃色的小米飯），

離開飯時間尚早，盧生就枕著這

個枕頭，先睡一會。不想一睡下

去，立刻做起夢來。

在夢裡，他娶了清河崔府裡

一位高貴而美麗的小姐，生活闊

綽，十分體面。第二年，又考

中「進士」，後來步步高陞，做

官一直做到「節度使」、「御史

大夫」，還當了十年「宰相」，

後來又受封為「燕國公」。五個

兒子，都和名門望族對了親，而

且也都做了官；一共有十幾個孫

子，個個都聰明出眾。真是子滿

堂，福祿齊全。他一直活到八十

多歲才壽終正寢。

夢一結束，他也就醒來了。

這時，他才發覺原來是一場夢，

店主人煮的粱黃飯還沒有熟哩。

呂翁在一旁，對盧生不動聲色的

說：「人生的適意愉快，也不過

這樣罷了。」

盧生悵然失意了好一會兒，

才對呂翁謝道：「我現在對榮辱

的由來，窮達的運數，得失的道

理，生死的情形，都徹底領悟

了。這個夢，就是先生用來遏制

我的私心慾念的啊！謝謝先生的

點化。」

元人馬致遠和明人蘇漢英，

曾根據這個故事，稍改情節而先

後寫成雜劇《黃粱夢》。明人湯

顯祖也改寫過雜劇《邯鄲記》。

清人蒲松齡還將故事情節加以發

展，寫成《續黃粱》。「一枕黃

粱」這句成語，就是從上述故事

而來。

「一枕黃粱」，就是一場

空夢的意思，也說作「一夢黃

粱」、「黃粱美夢」，或「黃粱

夢」、「邯鄲夢」。和「南柯一

夢」的意思差不多。但通常用的

時候多半帶有諷刺的意味。這個

成語原來是用來表明，人在世間

的榮辱得失不過是一場夢幻，其

實這也是呂翁點化盧生的真意。

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越來

越不能理解神佛的真意，而把這

個成語涵意變成了比喻不能實現

的夢想。

「黃粱一夢」就像人生的夢

一樣，到頭來只是一場空空的大

夢。那麼，人生的真諦到底在哪

裡呢？也許放棄夢中那不實的追

求才能最終找到答案。

二、南柯一夢

「南柯一夢」比喻得失無

常，人生如夢。也泛指一場夢。

故事出自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

守傳》。

相傳唐代有個叫淳於棼的

人。一次他喝醉了酒，在庭院的

槐樹下休息，沒想到就睡著了。

在夢裡，他看到槐安國的國王派

人接他到槐安國去，隨後把自己

心愛的公主嫁給了他，並且派他

擔任南柯郡的太守。

在這段時間裏，淳於棼把南

柯治理得很好，國王也很欣賞

他。他五個兒子都有爵位，兩個

女兒也嫁給王侯，所以，他在槐

安國的地位非常高。

後來檀蘿國攻打南柯郡，淳

於棼的軍隊輸了，接著他的妻子

也因重病死了。這一切的不幸，

讓淳於棼不想在南柯郡繼續住下

去，就回到京城。可是，在京城

裡，有人在國王面前說淳於棼的

壞話，國王沒有查證，就把他的

孩子抓起來，還把他送回原來的

家鄉。一離開槐安國，淳於棼就

醒了，才知道原來是一場夢。

不久，淳於棼發現庭院裡的

槐樹下有一個螞蟻洞，洞裡有泥

土推成的宮殿漢城池等等，他才

恍然大悟，夢中所見到的槐安

國，應該就是這個螞蟻洞。而槐

樹的最高的樹枝，可能就是他當

太守的南柯郡。

淳於棼想起夢裡南柯的一

切，覺得人世非常無常，所謂的

富貴功名實在很容易就消失，於

是，他最後就歸隱道門了。

◎文：白雲飛

◎編輯：清樂

In 2002, the BBC con-ducted a nationwide 
poll of the British people to determine the 

greatest Briton in history. It was no surprise 
that Winston Churchill came out on top and 
won the highest number of votes. Churchill 
was the United Kingdom’s prime minister 
twice, from 1940-1945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again from 1951-1955.

  Since the 17th century, the small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had driven the world forward 
like a locomotive. For hundreds of years, 
countless great men have been born on the 
British Isles. In the BBC poll, Churchill sur-
passed Shakespeare (5th place), Isaac New-
ton (6th place), John Lennon (8th place), 
and other notable literary figures and scien-
tists who had profoundly influenced human 
society to become the top greatest Briton in 
the eyes of the British people.  

The legendary wit and wisdom of Winston 
Churchill, the great British icon

  While the world has always had lots to 
say about Churchill’s vision and political 
wisdom, from great admiration to criticism, 
some admired his wit and humor more.  
There are numerous stories about his ra-
zor-sharp wit, both in Parliament and out.

  1. Skirmishes between Churchill and the 
great playwright George Bernard Shaw

  Once when Shaw’s new play was about to 
open, he sent Churchill two tickets with a 
note: “Here are two tickets for the opening 
of my new play. Keep one for yourself and 
bring along a friend — if you have one.”

  Churchill knew that Shaw was insinuating 
that he had made too many enemies, so he 
returned the tickets with a nice little note: 
“I’m sorry that a previous engagement pre-
cludes my attending your opening night,” 
he said. “I shall be happy to come the sec-
ond night — if there is one.”

2. Churchill disliked his son-in-law so 
much

Once, he and his son-in-law attended 
the same gathering, and someone asked 
Churchill who he admired most. In front of 
his son-in-law, Churchill replied: “Musso-
lini, because he dared to shoot his son-in-
law, but I couldn’t do it.”

3. Once, a British woman asked Churchill: 
“Every time you gave a speech, you always 
attracted a large crowd. Didn’t you feel ex-
cited?”

Churchill replied: “Thank you for your 
compliment, but whenever I feel this way, 
I always remember one thing; if I were not 
giving a speech but hung, I am afraid that 
the crowd would be doubled.”

4. On May 7, 1945, Germany surrendered 
to the Allies led by Great Britain

  Churchill, as the Prime Minister, led Brit-
ain to victory and received great credit. 

Still, unexpectedly, during the July 1945 
United Kingdom general election, Church-
ill lost the election and was ousted by the 
British people.

  When Churchill received news of the ele-
tion results, he was bathing. He calmly said 
to the person who brought the news to him: 
“The people have every right to oust me. 
This is democracy in action, and it is what 
we have been fighting for.”

British lion: exemplified by his boldness, 
bravery and conviction 

  What made Winston Churchill shine in his-
tory was his boldness, bravery, and convic-
tion in his leadership during World War II. 
He was known for facing problems head-on 
and for “never giving up.”  At that time, Hit-
ler had started the invasion of Europe. 

  Churchill’s predecessor, Prime Minis-
ter Chamberlain, adopted a policy of ap-
peasement that put the British nation into 
a passive mode. After Churchill took over 
as Prime Minister, he led Britain in fight-
ing fearlessly against the Axis powers and 
finally won the war that changed human 
history.

  Churchill delivered many famous speeches 
and left behind countless inspiring quotes, 
showing his tenacity and courage.

  1. “If you’re going through hell, keep go-
ing.”

  2. “Success consists of going from failure 
to failure without loss of enthusiasm.”

  3. “You have enemies? Good. It means 
you’ve stood up for something, sometime 

in your life.”

  4. “Courage is what it takes to stand up 
and speak; courage is also what it takes to 
sit down and listen.”

  5. “A pessimist sees the difficulty in every 
opportunity; an optimist sees the opportuni-
ty in every difficulty.”

  In 1941, he delivered a speech at his alma 
mater, Harrow School. His words of wis-
dom later became his most quoted and fa-
mous words that are: “Never give in, nev-
er give in,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 in 
nothing, great or small, large or petty — 
never give in, except to convictions of hon-
our and good sense.”

  Churchill had two loves in his life; one was 
cigars and it is said that he smoked 250,000 
cigars by the time he died at the age of 90, 
and the other was a Willys MB jeep that he 
often rode around in during World War II.

  During World War II, more than 600,000 
units of Willys MB jeeps were built. They 
became the primary light-wheeled trans-
port vehicle used by the Allies. This vehi-
cle could adapt to all kinds of harsh field 
conditions during the war and the hope for 
countless soldiers to survive. 

  The jeep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ieces of equipment used to win 
the war.  That was why Churchill loved it. In 
a sense, the jeep represents freedom, justice, 
and courage.

  Churchill once said: “All the greatest things 
are simple, and many can be expressed in a 
single word: freedom; justice; honour; duty; 
mercy; hope.”

英國史上最偉大的人

The Greatest Man in British History 

丘吉爾（左）與張伯倫（右）（公有領域）

中國最有名的兩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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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年前的意大利人伽利

略發明了望遠鏡，人類開始借助

工具觀測天體。然而，這顆收藏

於秘魯 ICA 博物館的石頭上刻

畫的人像，據估計起碼生活在距

今五百年以前，他的手卻拿著望

遠鏡在觀察天空，同時有顆帶尾

巴的流星圖案正要越過他的頭

頂。是甚麼年代、甚麼樣的人也

同樣發明了望遠鏡呢？

有關這顆石頭的創作年代

說 法 不 一， 秘 魯 的 Dr.Javier 
Cabrera 收藏了許多的這類石

頭，上面所描繪的主題除了天文

觀測外，還包括器官移植、輸

血，騎著恐龍的人等等。

西班牙的編年史中曾記載在

印加古墓中發現了這類石頭，因

此科學家推算它們起碼有五百年

以上的歷史。然而從石頭中描述

了人與恐龍一同生活的情景來

看，也許它們來自於更久遠的時

期。ICA 博物館收藏的這塊石

頭對我們的啟發，我們或許就不

難理解非洲的多岡部落怎麼能擁

有高度發達的天文知識了。

多岡人（Dogon）生活在

西非馬里南部的尼格爾河大拐

彎處，以耕種和遊牧為生，他

們沒有文字，只憑口授來傳遞

知識。在這個部落口傳四百多

◎文：林菊

恐龍時代的望遠鏡

年的宗教教義裡，對天文學家

稱作天狼星 B（天狼星的伴星）

的星體有十分正確的描述，這

個發現讓科學家們吃驚不已。

因為這顆星體非常暗淡，是無

法以肉眼觀察到的。

科學家發現如

地球大小般的

不 明 物 體 正

靠 近 太 陽 ，

這些物體飛飛

停 停 ， 時 快

時慢。(T O P 

S E C R E T 視

頻截圖)

美國宇航局的太陽觀測衛星

拍攝的照片上，發現一個巨大的

物體出現在靠近太陽的地方，它

距離太陽很近，看上去很明亮，

兩側有向外延展的部分。外星愛

好者認為，那是一艘外星飛船，

正在太陽附近吸取能量，那一道

亮線就是它吸取的能量束，中間

模糊的部分是它的半透明狀外

殼，兩側延展的部分是它的翅

膀，或者飛碟的盤狀外延。

這種現象並不是現在才被發

現。早在 2009 年，俄國科學家

就發現在太陽附近時常出現一

些行星大小的不明物體，這些

物體飛飛停停，時快時慢。而

NASA 在 2012 年發布的影片

中，也有類似的畫面。

科學超人尼古拉 • 特斯拉

（Nikola Tesla）曾在自己的日

記中提到過，太陽系是被設計好

的。行星級別不明物體靠近太

陽，曾引發太陽系是否是被設計

出來的觀點爭論。NASA 的衛

星圖片中再次發現巨型不明物體

靠近太陽，又一次將「太陽系是

被設計」的話題推上熱點。

儘管 NASA 的專家說這是

太陽觀測設備的故障所致，但天

◎文：天羽

二級文明現身太陽系？ 

文愛好人士和外星人研究者，通

過對照片的仔細研究，均認為是

二級文明的宇宙飛船在靠近太陽

補充能量。

因為這些巨大物體每當滑過

太陽表面的時候，都會造成太陽

能量的巨大擾動，這恰恰印證了

它靠近太陽的目的就是為了吸取

太陽能量。研究者還在 NASA
其他一些有關影像中找到了有力

證據。

有一次，研究者發現太陽向

外拋射巨大日珥之時，碰巧滑過

的不明物體周圍突然出現一個巨

大的透明能量罩，將不明物體團

團圍在當中。還有一次，太陽探

測器拍攝到從太陽上射出一個巨

大的紅色能量柱，直射不明物

體。分析人士認為，這就是不明

物體正在吸取太陽能量，是無可

辯駁的現行照。

根據卡爾達舍夫文明分級理

論，對恆星能量感興趣、並且能

夠使用恆星能量的文明，屬於二

級文明。那麼出現在太陽系的二

級文明，究竟來自哪裡？有人認

為，他們很可能是金星的後裔。

此前曾有報導稱，在水星和太陽

之間曾經出現過近似行星級別的

巨大飛行器，而這個神秘的巨大

飛船，據說是金星文明的後裔。

在金星失去宜居性後，金星人打

造了巨大飛行器，他們的後裔都

生活在移動基地裡。

很多人說人類的探測器已經

遠達太陽系的其他星球，但至今

並沒有外星生命或外星飛船的確

鑿證據。事實上，文明等級不

同，在宇宙間的存在方式也一定

不同。更高級別的文明如果真的

存在，即使他們站在我們面前，

我們可能也無法看到。

◎文：青蓮

聖經中說，在猶太人返回

以色列 2000 年後，他們將重建

聖殿，以色列要迎來世界末日

之戰，數十億人將在 7 年的自

然災害中死亡。耶穌降臨，帶

領神的子民打敗撒旦的軍隊，

獲得末日之戰的勝利，並主持

末日大審判。而這一切來臨

前，人類將出現三大預兆：以

色列降生紅色母牛；死海有魚

群游動；耶路撒冷哭牆現蛇。

而這三大預兆，已經全部出

現。據英國《每日快報》報導，

2018 年的短短几個月內發生了

三件《聖經》中預言世界末日的 
事件。

紅色母牛降生

《民 數 記》19:2 頁 中 說：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讓他們給

你牽來一隻沒有殘疾，未曾負軛

的紅色母牛。」

一個名為「聖殿研究所」的

宗教組織，在 YouTube 上發布

了一段紅色小母牛的視頻，聲

稱在 2018 年 8 月 28 日，「一隻

完美的紅色小母牛出生在以色

列」，完全符合聖經所描述的要

求，這是過去 2000 年中的第一

個，也是聖經預言的一個非常重

要的基本要素。

魚現死海

世界末日的第二個徵兆，是

以西結書中的一個古老預言：死

海出現魚群。「當水從耶路撒冷

聖殿湧流入死海時，死海將不再

是死海，這裡將有成群的魚兒

（結 47：1 ～ 12）。
數世紀來，這個預言讓猶太

人及基督教聖經評論家十分難

解。死海含鹽量為 34.2%，是

海洋含鹽量的 9.6 倍。在這片鹽

度極高的水域，幾乎不可能有生

命存在。

然而，以色列攝影記者

Noam Bedein，卻在死海落水

洞裡拍到了魚和其他生命。導遊

丹尼 ‧ 沃特（Danny Walter）

希伯來聖經預言，末

日大審判來臨前，人類

將出現三大預兆：紅牛

降生，死海現魚，蛇現聖

城。此後，不信神的、作

惡的人會在7年大災難中

受到懲罰；懺悔的、向善

的人將會得到救度 。

在帶領遊客觀看死海游動的魚群

時，激動的說：「不管怎樣，這

聖經的預言確實正在我們眼前

實現！」然而，聖經舊約中預言

「死海中生機盎然」的跡象出現

時，就是時間終結的標誌。

蛇現聖城

據《以色列時報》報導，世

界末日的第三個徵兆更是引發了

「恐慌和尷尬」。報導稱，2018
年 10 月 30 日 , 在以色列耶路

撒冷猶太教聖地西牆（Western 
Wall，又稱哭牆），有人拍到一

條蛇嚇走鴿子的片段。在耶路撒

冷的西牆，一條蛇從石縫中滑

出，打斷了當時正在做禱告的人

們。另一視頻中許多人圍觀一男

子從西牆捉到蛇並展示給眾人觀

看。《舊約聖經》中說，這是「彌

賽亞來臨」的先兆，當中的鴿子

象徵以色列，而蛇就代表撒旦。

這件事也引起了眾人的猜

測：「蛇被認為是魔鬼撒旦的化

身，是我們生活在危險時期的象

徵。我們都被警告過。」

聖經關於末世 7 年大災難

的預言，遠多於創世以來有關任

何其他時間的預言，從申命記到

啟示錄，貫穿全本聖經。可見這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聖經很

清楚的將這 7 年分為兩個 3 年

半，並用不同的數位來表達。但

以理書說「一七之半」，和「一

載、二載、半載」。

神預定 7 年大災難，一是

要終止地上的罪惡、刑罰跟從敵

基督的各外邦國家和所有與神聖

徒為敵的世人，二是對不悔改的

罪人忿怒的結果，要藉大災難刑

罰報應他們。

所有頑固不信的人，包括以

色列人和外邦人，都要受主的審

判定罪，「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

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去。」（太

二十五 31-46）
主基督在 7 年大災難施行的

審判，將依照七印、七號、七碗

的次序。在這 7 年中將要發生的

事情，又可以分為前 3 年半、災

難中間和後 3 年半 3 個階段。

因為神是慈愛憐憫的，「不願有

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彼後三９）在沒有定罪之先，

仍然賜給罪人有悔改的機會。

根據聖經預言的時間推測，

這次美國大選正是 7 年時間的

中間點，也是神給人看清真相、

選擇正邪的最後機會。當所有人

都做出最終的抉擇之後，神對人

類的大淘汰就會開始。

末日三兆全 神言不落空     

攝影記者Noam Bedein（右

上圖）在死海拍攝到小魚。

一隻完美的紅色小母牛出生在以

色列。

在耶路撒冷的西牆，一條蛇從石縫中滑出，打斷了人們正在進行的

禱告。一名男子從西牆捉到蛇並展示給眾人觀看。

◎文：藍月

流行能量飲

料損健康 

研究顯示，市場上流行的

能量飲料，其中的成分會對心

臟健康產生不利影響。

德 克 薩 斯 農 工 大 學

（Texas A&M University）
綜合生物科學教授魯辛（Ivan 
Rusyn）負責的一項的研究

顯示，市場上常見的能量飲

料，其中含有茶鹼、腺嘌

呤（adenine） 和 壬 二 酸 鹽

（azelate），這些成分是對心

臟健康具有不利影響的物質。

在人體內的環境下，將導致心

律不齊，心肌疾病、高血壓和

其他心臟的問題。而這些能讓

人精神振奮的能量飲料，受到

年輕消費者的追捧。

資料顯示 2018 年，全球

市場能量飲料銷售總額達到

530 億美元。魯辛說：「這些

飲料不受任何約束，任何年齡

段在任何地方都能買到，這份

研究的目標在於提醒人們關於

這些飲料潛在的健康風險。」

魯辛說：「我們希望食品

和藥物管理局（FDA）關注

能量飲料對人類心肌細胞的

危害，建議仔細審議這些飲

料對不同年齡段群組，以及

敏感人群可能產生的效果，

並貼上不同的標籤提出指導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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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著望遠鏡觀察天空的人。

騎著恐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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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子時上完香後，便虔

心發了一念：欲測問 2021 辛丑

年人類的命運，願上天垂憐啟

示我們這些微渺的凡間世人。

便以揲蓍法起得一卦，得「剝之

蒙」。本卦為山地剝卦，第二

爻動，變為山水蒙卦。

卦大凶 又寓希望

剝卦（卦象符號）➩蒙卦

（卦象符號）

解讀為：這是大凶之兆，但

同時又寓含著光明與希望，預示

著全新人類文明的開啟。以下是

站在個人角度對此卦象的解讀：

本卦為山地剝。剝卦，上卦為艮

（➩），下卦為坤（➩）。艮為山，

坤為地。此卦之象為山在地上，

表示高山在風雨的不斷侵蝕下，

將慢慢風化剝落，最後化為塵

土，夷為平地。剝卦走到最後，

陰至盛而陽至衰。一至五爻全部

為陰爻，唯一的陽爻居於第六爻

位。第六爻位是陰位，唯一的一

個陽爻卻居於陰位，不得其位。

並且第六爻等於是走到了盡頭，

無法再往上發展，再發展必遭克

損。唯一的陽爻不但不得其位，

而且已處於窮途末路。剛好對應

當下這種陰陽反背的極端天象。

在《周易》中，陽可表示君

子，陰代表小人。這一卦預示人

間當下小人得勢、豺狼當道，陰

邪小人掌控著天下權勢，陰盛極

而陽衰極，君子不得其位，處於

窮途末路，若要站出來主持公

道，便會處處遭受陷害打壓。

看看現在的世界局勢：當下

世界，分為兩大陣營：一方是以

中共為代表的邪惡共產主義陣

營：一方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

社會陣營。共產主義陣營就不用

說了，完全是妖魔當道，豺狼橫

行，百姓如同牲口；而作為自由

社會陣營最後一道防線的美國，

也已在這次大選中完全淪陷。深

層政府黑暗勢力已在光天化日之

下，成功竊取了美國政權。

2016 年川普神跡般的當選

為美國總統，這是神對人類的慈

悲，給人類看清真相做出最終選

擇的機會。川普上臺後，便極盡

全力的試圖拯救美國，使人類回

歸對神的正信，重新走回傳統與

道德的路上，他致力於排乾華盛

頓沼澤，讓人類看清魔鬼真實的

邪惡嘴臉。但 4 年多來，他受

盡陷害與打壓，處處被造謠抹

黑，在這個被黑暗力量控制的世

界，他一路走得異常的孤獨而又

艱辛，有時似乎無路可走。

2020 年大選，神讓人類做

出自己的選擇，以在歷史的最後

關頭為自己選擇未來。最終黑暗

勢力在眾目睽睽之下，成功竊取

了政權，美國已經淪陷，所有人

都親眼見證了美國法律的死亡，

三權分立的死亡。魔鬼已在光天

化日之下剝下偽裝，公然走上了

前臺，邪惡已完全掌控了人類世

界，為所欲為，準備將人類快速

導向地獄，人間墮入了至暗時刻。

剝極必復

根據周易六十四卦的發展規

律，剝卦是由賁卦發展到極致、

走到盡頭變化而成的。賁卦代表

著人類的文明，占得此剝卦，表

示這次人類文明已經走到了盡

頭。再根據六十四卦的發展規

律，當剝卦發展到極致後，就會

顛倒過來，變成復卦（卦象符

號）。稱為剝極必復。復卦第一

爻為陽爻，稱為一陽來復，表示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預示即將

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舊的將終

結，新的即將開始。

目前人類已走入了至暗時

刻，陰陽反背的天象已發展到極

致，對應到剝卦，表示此卦已經

走到了極致，預示著這次人類文

明已走入了終結，全新的宇宙文

明即將開始。在新舊文明更替之

時，人間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

化，神將會清洗人間邪惡，人間

恐將大劫臨頭。

將這一卦象對應到目前的人

間局勢，有可能是 2021 年新的

變種瘟疫大爆發，將如海嘯般迅

大道修煉，不使

用小道之術。平素只

是略知一點點易理而

已，從不用來起卦

占卜。但在事關人類

命運的這最特殊歷

史時刻，在這人間

的至暗時刻，在除夕

夜子時這一新舊更

替的特殊時機，筆

者便破例試著起了

一卦。

速席捲全球，那些最終選擇追隨

魔鬼、站在邪惡一方的人恐將在

大劫中淘汰。

筆者在前面已解讀過太多的

預言，古今中外的不少預言都提

到 2021 年將會爆發大瘟疫，預

言中說，至少會有一半以上的人

在大瘟疫中被淘汰。這些預言與

此卦所示也是相應的。這是從本

卦卦象中讀出來的信息，我們再

繼續往後解讀，看看過程中將發

生的事：

占得剝卦（卦象符號）的

第二爻為動爻，原來第二爻的陰

爻便變為陽爻，下卦坤卦（➩）

便變為坎卦（➩），剝卦（卦象

符號）便變為蒙卦（卦象符號）。

剝卦第二爻的爻辭是：剝床

以辨，蔑，貞凶。

床辨指床幹，又指木床各部

位相連接的地方。古時候的木製

器物都是以榫卯結構相連接的。

這句爻辭可理解為：隨著剝

離加劇，木床已在剝離中散架子

了。「蔑」通「滅」，大凶之兆。

床架子對應人類社會的政治

制度、政權結構。結合現實，解

讀為：在舊文明終結的過程中，

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與政權結構

等等，將在這過程中全部解體，

也就是說，中共政權等等，都將

在這過程中滅亡，人間可能會重

新大洗牌。至於大劫難過後，未

來人類社會的局勢是甚麼樣？無

法從卦象中讀出來，這是過程中

發生的事。

我們再看看變卦蒙卦。蒙卦

表示蒙昧、啟蒙，寓示新文明的

開始，對應的是大劫過後人類的

狀態。表示舊文明終結後，度過

劫難的人類如同蒙昧未開的小孩

一樣，將被重新啟蒙和引領，開

啟全新的宇宙文明，進入全新的

紀元。

蒙以養正 出路何方

蒙卦《彖》曰：蒙以養正，

聖功也。

解讀為：已有大聖人在世，

救度眾生於大劫中。大淘汰過

後，大聖人將繼續引領走過劫難

的人類開啟全新的文明，人類將

在大聖人的教化下進入全新的宇

宙紀元。

此卦的解讀與古今中外的預

言也是重合對應的。

筆者以前解讀過諸多的預

言，大量預言都不謀而合地指

出：現在是人類的大劫期，有大

聖人在此時救度世人於大劫中。

能平安度過大劫難的人類，將在

大聖人的引領和教化下，開啟全

新的文明，那時人類的道德將在

大聖人的教化下，超過歷史上最

好的時期，人類將會進入幸福無

比的全新宇宙紀元。

具體請參見筆者前面的預言

解讀，尤其是劉伯溫相關的預言

解讀。

歷史上的先知與得道高人，

在留下的預言中，都準確預言到

了我們今天的大瘟疫，並且給我

們今天的人類指明了躲避大瘟疫

的方法。筆者在前面的文章中都

已做過詳細的解讀，這裡再大概

總結了一下：

一、遠離中共這個魔鬼的組

織，如果曾經加入過這個組織，必

須聲明退出（退出黨、團、隊）。

二、〈劉伯溫救劫碑記〉中，

以字謎的方式告訴我們，躲避瘟

疫的方法是記住「真、善、忍」

這三字真言。

三、遠離邪惡、遠離魔鬼，

堅守道義和良知。宇宙汰舊換新

之際，千萬不要站在黑暗勢力的

一方。

以上只是筆者將先知和歷史

上得道高人留在預言中的話解

讀、總結出來，在這個危急的歷

史時刻告訴大家，希望我們都能

平安度過劫難，進入光明美好的

全新未來。

至於信與不信那就在於各人

自己了，每個人的未來得自己

去選擇。此文只是站在個人角

度，通過《周易》進行的預測和

解讀，水平有限，能力有限，僅

供參考。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文：曉淨

顧員外對話紀曉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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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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期）

二、與閻王的問辯

在那裡待了一個很長的時

間，那兩個鬼，又來架著我從

甬路上走過去，到了一所殿堂

裡，那兩個鬼用力把我往裡一

推，摔了一個跟頭，我便進去

了，裡面黑漆漆的，什麼也看

不見，只聽有人問：

「你是王福庭嗎？」

一種很陌生很粗暴的聲音

傳到我耳朵裡，本來我的學名

就叫王福庭，我知道這是閻王

爺開始問案了，我便隨口答應

了一聲：「是！我是王福庭。」

「你知道吧！你已經死

咧！現在該送你轉生。」閻王

繼續往下說。

我想：「轉生還不知道轉

到哪裡去，既轉生，再想回家

也回不去了，我母親不掛念

我嗎？不哭壞了嗎？」事急智

生，我又反問他：

「我有罪嗎？」

「你無罪！」

「我既無罪，何必費這事

令我轉生呢？我母親就我這麼

一個孩子，從小嬌生慣養，恐

怕我死，我要不回去，她不惦

念我嗎？她不哭壞了嗎？況且

人生學好不容易，我今生也沒

做壞事，剛剛知道要學好，如

果讓我去轉生學壞了，還不如

今輩子，這有多麼冤枉啊？」

我這樣的辯駁著。

「壽限有定數，不能只依

你！」閻王說。

「我在世的時候，聽說誦

經增壽，我的經白誦嗎？」我

又反問。

本來在原先我見過我舅父

死過的時候，我怕死，曾經想

過不死的法子。那時候有施

送《高王觀世音經》者，說誦

一千遍可以免災不死。我請了

一本，那時候想：「大概是一

氣誦完。」就用兩天一夜的工

夫，把一千遍誦完了。自此以

後，每天有工夫就誦幾遍，然

亦不知死不死。

閻王說：「誦經不白誦，

你本來壽限已到，現在給你增

了五年壽，活到二十二，這不

是誦經的功德嗎？」

「既然誦經有好處，請你

放回我去，我再繼續去誦經；

再延長我的生命，這不很好

嗎？」

「嗯──」他有點不贊成

的樣子說：「只誦這種經不

成！」

我聽了他這話以後，心裡

一沈思，大半還許能通融，既

是誦這種經不成，必定誦別的

經能成，我就應聲的說：

「如果放我回去的話，我

每天念十遍《金剛經》」

本來在我們那個村裡，有

施送《金剛經》的，我只聽說

這個名字，究竟這部經有多少

字，內容怎麼樣，我也不知

道。閻王聽了我的話，就答應

了。於是又命那兩個鬼，把我

送回來。在路上走得很快，過

山涉水，還是去時所走那條

路。

回來之後，我很清楚的看

著我們家裡的那座南屋，大門

向東，進大門之後，聽我母親

正在哭得很哀痛。我們家的三

間堂屋，是一明兩暗，我內人

正在當中那一間屋裡涮鍋，我

的屍首在炕上順躺著，我母親

守著我的屍首哭得要死要活，

那兩個鬼，把我送回原來的屍

首跟前，從後面一推，「你還

陽吧！」

這時，我像做一個夢似的

醒了，回頭看看外面，已經紅

日三竿。

（倓 虛 大 師《影 塵 回 憶

錄》）

◎文：倓虛大師

顧員外自稱是陰官，紀曉嵐

並不怎麼相信，不過，員外所言

有理，紀曉嵐遂逐一記下。

某日，顧員外對紀曉嵐說 :
「冥間官吏看重貞節婦女，不過

看重的級別程度，也是有區別

的。若是戀就兒女情或貪戀夫家

田宅豐厚而未離去者為下等。情

慾有所萌動，卻能以禮義之道自

我克制者為次；心如枯井、波瀾

不生，富貴利誘不放在心上，即

便飢寒交迫也不知其苦、不計利

害生死者，為最上等。

不過這般女子，千百人中也

尋無一人，若有此等貞節女子，

即便是鬼神對其也是敬畏無比。

一回，召喚人間一貞節婦人到冥

間，來前即便是冥王也要改換面

容，恭敬接見，一眾冥官隨即整

理衣冠，肅立恭迎。不久又見一

名老婦人拖著疲憊的步伐前來，

卻越走越高，好像是踩著臺階，

步步向前行。正臨近大殿之際，

此老婦卻突然從冥間大殿的屋脊

上高行而過，一眾冥官既錯愕又

驚異，冥王慨然說道 :『此人已

升天，早不在我冥間鬼簿名單中

了！』」

顧員外接著又說：「賢良忠

臣也有三等之分：畏懼法令制度

者為下等，愛護自己的節操名

聲、自愛者為次之；而一心為

朝，只知國計民生，不計個人禍

福毀譽者，方為第一等賢良忠

臣。」

還說：「冥司地府厭惡汲汲

營營、爭權奪利的俗人，認為人

會造出種種惡業多原由於人的貪

慾，故有意安排此人困頓受挫，

使其得不償失。人心愈是機巧，

而鬼神的機變也愈是巧妙。不

過，冥司判案卻不甚看重人的出

世隱逸，因為天地生才，就是期

許對世事有所益補，各得其所、

各有所用。」

員外最後還說道：「陰曹地

府的律令有如史書《春秋》，對

賢者同樣是求全審度，無所疏

漏。即便是平時與人為善的君

子，因偏執鑄下錯事，也會逐一

記下過錯。平日小人，偶有一事

利於他人，也必將予以善果。世

人不明此理，才會對因果報應有

所質疑，誤以為因果有失其真；

其實，因果絲毫不爽。」

（出自《閱微草堂筆記》） 

地獄見聞實錄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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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著名文學家中，被譽

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

他的作品集《柳河東集》中曾經

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湖南省永州有一個人非常相

信民間的一些說法，害怕觸犯禁

忌，不管做甚麼事，總要看吉不

吉利。 這個人生在子年，屬相

是鼠，於是他就很愛老鼠，甚至

對老鼠萬分敬重，他還訂下了家

規：不准養貓、狗，也不准童僕

打老鼠，要將老鼠好好保護起

來；糧倉裡、庫房裡任憑老鼠橫

行，全不過問。

於是，老鼠們四下裡奔走相

告，都來到了這一家。結果，這

一家裡的桌子、凳子、櫃子，全

都被老鼠咬得殘缺不全。就連櫃

子裡面的衣服，老鼠們也不放

過，東一個窟窿，西一個洞，沒

有一件是完整的衣服。而且這家

人吃的食物，大多都是老鼠吃剩

下來的東西。到了夜裡，老鼠們

在屋裡東奔西跑，上竄下跳，

「咯吱、咯吱……」的啃東西，

還「嘰嘰……」的亂叫，不僅弄

得家裡到處亂七八糟的，而且還

吵得全家人覺也睡不著。白天，

這些老鼠也都不歇著，跟人一塊

兒出出進進、來來往往，放肆極

了，儼然牠們才是這家的主人。

文 |雲開

老一輩的中國人，都會對上

個世紀 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記

憶猶新，甚至不寒而慄，而新一

代的中國人，只能從影視作品、

小說或報告文學作品中，去瞭解

那個時代的恐懼了。中國的文

化大革命，在短短的 10 年時間

裡，就毀掉了曾經擁有五千年悠

久歷史的文明古國的傳統文化。

當時中國的各個文化領域的

菁英們，被無神論者屠殺殆盡，

古代先賢和聖人留下的文化精髓

也逐漸消失或被歪曲，歷朝歷代

遺留下來的文化古蹟、文化古

籍，也被毀壞得所剩無幾，造成

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斷層。無神

論、進化論、實證科學，彷彿三

個魔鬼一般，摧毀了人們敬天信

神、追求高尚品德的傳統理念。

無獨有偶，西方的文化大

革命也是從上個世紀 60 年代開

始，到 70年代的 10多年時間，

一場史無前例的反文化運動，從

東方到西方席捲了全球。與中國

文化大革命的不同之處，是西方

各國的反文化運動多半是年輕

人，他們有著不同的目的和訴

求，有人爭取有色人種的權利；

有人爭取女權、反對父權；有人

爭取同性戀權，這其中混雜著反

對傳統文化、反對權威；追求個

性解放、享樂主義；，推動毒品

合法化等等。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從表面看起來，雖然令人眼花撩

亂，但是其目標是要毀掉正統的

基督教文明和西方的傳統文化、

傳統理念、傳統價值觀，其根源

就是共產主義。

我們還是以美國為例，美國

在 20 世紀 60 年代的反文化運

動當中，一些激進分子把左傾理

論推廣到大學和研究所中，創造

了很多以灌輸意識形態為目的的

新學科。比如：黑人研究項目、

黑人研究系、黑人研究中心的設

立等，與其說是學術發展的內在

要求，不如說是政治訛詐的結

果，當時各個大學負責人的白人

負罪感非常嚴重，以致於他們會

答應黑人學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

求。

幾乎與此同時，女性研究、

拉美研究、同性戀研究等破壞傳

統價值觀的新學科，也同樣堂而

皇之地進入了美國大學，到目前

為止，美國已經有上千個這樣以

灌輸意識形態為目的研究項目。

在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一位

女權主義教授，出身於共產黨員

家庭，她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

和女同性戀活動家。她從 1980
年開始教授女權主義，在教學大

綱裡曾寫到——女同性戀是「女

權主義的最高形式」，即改變性

傾向是最高級的社會意識。

在近幾十年裡，美國大學中

的「和平研究」這個新興學科，

也是根源於共產主義，其目的

是把學生變成反戰的左派。所

以「和平研究」項目是一個政治

性的機構，而非學術性的研究機

構。這個學科廣泛使用的一本教

科書《和平與衝突研究》，在解

劉義慶《宣驗記》記載：

有一隻鸚鵡，飛落到了別

的山上，山中的禽獸都十分敬

重他。鸚鵡自己想，在這裡雖

然很快活，但畢竟不是久留之

地，於是離開了這裡。幾個月

後，山中起了大火，鸚鵡在遠

處看見了，就飛入水中。沾濕

自己的羽毛，然後飛上天，把

水灑在大火上。

天神見後，說：「你雖然有

滅火的堅強意志，但僅憑你灑

的這點水，又怎麼能撲滅大火

呢？」

鸚鵡回答說：「雖然知道自

己不能撲滅大火，但我曾在這山

上住過，山中的禽獸，都很友

善，待我如兄弟一般，我不忍心

看見他們被大火焚燒。」

天神被鸚鵡感動了，就幫他

澆滅了大火。

【賞析】

這隻鸚鵡非常懂得知恩圖報

的道理，那山中的禽獸曾有恩於

他。一日山中失火，這隻存情義

的鸚鵡，卻沒有忘記山中的那些

禽獸，連忙飛去救火。

鸚鵡更令人感動的是他那救

火的精誠。鸚鵡以翅膀沾水，去

澆滅森林大火，雖然是杯水車

薪，無濟於事，但是他救火報恩

之情，卻是無比赤誠，正因如

此，才感動了天神相助。

文 |心怡

詩 詞 賞 析

臺城
唐代/韋莊

江雨霏霏江草齊，
六朝如夢鳥空啼。
無情最是臺城柳，
依舊煙籠十里堤。

成 語 故 事

臺城舊址在南京市玄武湖

旁。南京古稱金陵，「霏霏」正

是狀寫其多雨而細密如絲的氣候

特徵，芳草彌蔓，綠遍江岸無遠

不達，一個「齊」字既是形容它

又點明季節，構筑出一派迷濛清

幽、如煙似霧的境界。

六個王朝（東吳、東晉、

宋、齊、梁、陳）迭番更代，

猶如走馬燈一般，教人頓生目不

暇接之感。加之江南春雨朦朧、

細草淒迷的氣氛環境所形成的輕

柔婉曼景調，因此說「如夢」。

臺城是六朝的政治中樞，皇

宮和臺省都在這裡，六代傾覆的

最後一幕往往於此處結束。然

而，堆煙疊霧的楊柳卻容顏未

改，春來依舊綠遍十里長堤，

一如臺城豪華鼎盛時，所以說

它「無情」。由於韋莊從「六朝

如夢」的感受裡聯想到嚴峻的現

實危機，悲悼大唐帝國的江河日

下，滅亡之勢已不可回，面對煙

柳的生機勃勃、逢春必發景象，

排遣無計中，才託辭他向，歸於

「臺城柳」的「無情」吧。

【釋義】

這個成語表示悲痛的心情平

靜以後，追思當時所遭遇的痛

苦，倍加傷心。近義：疾首蹙

額、椎心泣血；反義：悠然自

得、無關痛癢。

【出處】 
這個成語出自宋 ‧ 文天祥

〈指南錄後序〉。紀元 1275 年，

北方蒙古族的元軍，無理拘留了

出使元營的文天祥。文天祥在北

行的路途中，乘機逃脫。文天祥

一行來到真州，與守將苗再成，

共商退敵大計。不料，駐揚州的

淮東邊帥李庭芝，誤以為文天祥

已投降元軍，命苗再成除掉他。

苗再成不忍下手，把文天祥送出

了城。

為了消除李庭芝的誤會，文

天祥親往揚州，但李庭芝已下令

通緝文天祥。文天祥知道難以解

釋清楚，就離開了揚州。他聽說

宋恭帝的弟弟宋端宗，在福州即

位，就乘海船奔赴福州。沿途，

文天祥寫了許多感人肺腑的詩

篇，抒發自己的愛國情操。

他把這些詩匯成一集，並以

「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誓

不休」的句意，將詩集命名為《指

南錄》，表明了他對宋王朝的一

片忠心。在他為《指南錄》所作的

後序中，更有「痛定思痛，痛何

如哉」一語，表達他回憶當時在

險境中極度悲痛的心情，以此來

激勵自己，昭示後人。

永州之鼠中 華 典 故

ADOBE STOCK

人們常用「永州之鼠」

來比喻被包庇、縱容的

惡人，形容惡人們雖然

猖獗於一時，但是一旦

失去了靠山，就必然要

倒楣，甚至遭遇滅頂之

災。

3傳統價值觀為何會從西方大學消失？
——灌輸意識形態的新學科

痛定思痛 天神幫鸚鵡滅火
文 |程實 文 |煥章

釋貧困與飢餓問題時，用馬克思

主義來解釋造成世界上飢餓問題

的原因，是因為分配不公，並譴

責土地所有者和農產品商人的貪

欲，造成了數以億計的人每天處

於飢餓之中。這本書的主旨雖然

是反暴力，但是卻對古巴的無產

階級的暴力革命讚譽有加，而對

古巴的暴政和革命的災難性後果

隻字不提。

其實，學術研究本身應該是

保持中立的，不應該預先設立研

究立場，而新興學科預先設定了

意識形態的立場，不是讓學生去

探討真理，而是給學生直接灌輸

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些新學

科就是美國文化大革命的副產

品，一旦進入大學，就具有了自

我衍生能力，不斷擴大經費和招

生規模，進一步擴大了這些意識

形態的力量，致使傳統的價值觀

在美國大學消失了。共產主義的

代理人為了製造和擴大族群之間

的矛盾，所以煽動仇恨為最終的

暴力革命製造條件，有目共睹美

國文化大革命的後果在這幾年越

來越明顯。（待續）

過了幾年，這家人搬到別的

地方去住了，這屋子換了主人。

可是，老鼠們絲毫不懂得收斂，

還是鬧得特別厲害。新主人說：

「可恨這幫老鼠，本來只應該在

黑暗中偷偷摸摸的過活，現在竟

然如此囂張，為甚麼會鬧到了這

一步？實在可惡！」於是，他們

向人家借好了五、六隻貓，大門

緊閉，不僅把出路都用磚瓦堵

死，還用水澆灌老鼠洞，又專門

僱了一些人來幫助捕殺老鼠。於

是，這些狂妄至極的老鼠一下遭

到了滅頂之災，死亡不計其數，

老鼠的屍體堆得像一座小山一

樣。最後人們把老鼠的屍體扔到

了偏僻的地方去，但是屍體的臭

味過了好幾個月才消失。

這個故事裡，前任主人縱容

老鼠為惡，不料新主人一到，老

鼠們便遭到了滅頂之災。因此，

後來人們常用「永州之鼠」來比

喻被包庇、縱容的惡人，形容惡

人們雖然猖獗於一時，但是一旦

失去了靠山，就必然要倒楣，甚

至遭遇滅頂之災。

現在中國大陸的眾多貪官汙

吏、惡警及壞人們在被包庇、縱

容和指使下，橫行無忌，大肆傷

害中國人民。那些惡人們雖然得

意於一時，然而他們不知道他們

扮演的正是「永州之鼠」這樣的

角色啊！

(Shutter Stock)

(Shutter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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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24thAvenue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誠聘華語銷售誠聘華語銷售
要 求要 求

熟練國、粵、英語熟練國、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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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聯係請聯係 Howard LumHoward Lum

【看中國訊】上週一（3 月 15
日），一架飛返佛州南部機場的

小型飛機墜落，在住宅街道撞上

行駛中的一對母子搭乘的運動休

旅車（SUV），造成車上男童和

飛機上兩人喪生。這起事故共造

成 3 死 1 傷。

墜機地點附近房屋中的安

全攝像機拍攝了事發過程。錄

像顯示飛機墜毀時，兩秒鐘前一

輛白色皮卡剛剛經過了出事地

點，接著母子倆乘坐的深藍色的

SUV 來到此處，飛機鼻子先撞入

SUV，然後撞到路面直衝入對面

旋轉。飛機隨即分解成碎片，併

爆炸產生火球，SUV 立即看不

見了踪影。

當局表示，大火隨後被消防

人員撲滅，SUV 司機和乘客也被

救出。當地官員說，這架飛機在

撞上SUV之前先扯下一條電線。

美聯社報導，遇難男孩的母

親當時離開車輛後試圖拯救她的

兒子。消防人員最終救出受困男

孩，隨後兩人被送醫，男孩在醫

院喪生。

佛 州 彭 布 羅 克 派 恩 斯 市

（Pembroke Pines）消防隊長羅

德里格斯（Marcel Rodriguez）
告訴媒體，男童的母親也受傷，

但當局稱她週一稍晚已出院。

保時捷與美國藝術家合力打造

 Taycan藝術彩繪車

【看中國訊】保時捷（PORSCHE）
Taycan 是該公司設計的第一代純電動

汽車，保時捷官網日前發布了一輛與美

國藝術家 Richard Phillips 攜手創作的

Tayca 特別版藝術車，整輛車布滿繽紛奪

目、以自然環境為主題的藝術彩繪。

該車將於今年 4 月 6 日至 13 日透過

蘇富比進行公益性拍賣，最終獲得的資

金將捐給瑞士非營利組織瑞士文化協會

（Suisseculture Sociale），用來幫助受到

疫情衝擊的瑞士本土藝術家們，以度過

這場危機。

2020 年 12 月，保時捷邀請藝術家

Richard Phillips 在瑞士蘇黎世車站大

街（Bahnhofstrasse） 的 Leuehof 概 念

餐廳現場創作 Taycan 藝術彩繪車。這台

Taycan 藝術彩繪車從今年 3 月 1 日起在

瑞士各個保時捷中心展出，3 月 22 日開

始在蘇黎世保時捷中心展出，然後再進

行拍賣，結束後它將在保時捷中心 Zug
展出，並且將賣給拍賣出價最高者。

外觀方面，Tayca 特別版藝術車的設

計靈感來自 Richard Phillips 本人的畫作

《Queen of the Night》，整輛車的外觀

布滿了大量的彩繪貼紙，其中包括鮮花

和大量綠色點綴作為背景，整體視覺效

果極具美感。花飾的焦點在引擎蓋上，

車頂線條細膩地流向汽車的後部，汽車

尾部綻放的花朵，與藍天背景和一群蝴

蝶相互搭配，看上去十分清爽且富有生

命力。兩側大燈的造型極具辨識度，並

且在前保險槓下方還增加了一塊小型前

鏟，進一步提升了新車的運動氛圍。

保時捷瑞士分公司首席執行官

Michael Glinski 表示，「保時捷首款純

電動跑車 Taycan 代表了公司歷史的新

篇章。我們希望通過與一位頂尖藝術家

合作來突出這一成就。結果就是這件創

作，它反映了可持續性和電動汽車的流

行趨勢。通過拍賣這件作品和捐贈收益

的方式，我們希望幫助飽受疫情衝擊的

瑞士藝術界。保時捷已經為度過這場危

機設定了自信的道路，我們渴望回

饋社會。」

實 際 上， 這 是

Richard Phillips 與 德

國跑車製造商之間的第

二次合作。 2019 年，

Richard Phi l l ips 與

保 時 捷 工 廠 車 手 Jörg 

Bergmeister
共同設計了保時捷 911 RSR 藝術彩繪

車，後來車子在勒芒 24 小時耐力賽（24 
Hours of Le Mans ）中創造佳績，贏得

GTE Am 組別的冠軍，這也是有史以來

第一輛在勒芒大賽中摘得桂冠的藝術彩

繪車。

有關該車拍賣資訊，可在蘇富比網

站查詢，網址 www.rmsotheb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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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保時捷官網

圖片來源：volvo官網

【看中國訊】Volvo 比其它

傳統車廠更早制定「棄油轉電」

的計劃。Volvo 執行長 Håkan 
Samuelsson 對 外 宣 布 要 在

2030 年時成為純電動車品牌。

此外，還要把 Volvo 打造成一

個百分百線上銷售體系。

根據 Volvo 的「棄油轉電」

計劃，該品牌到了 2025 年，

旗下車款的全球銷量佔比當

中，將有 50% 是電動車。最

終目標是在 2030 年時，將所

有燃油引擎的車款淘汰掉，正

式轉型成純電動車品牌。

 Samuelsson 表 示，Volvo
需要有利可圖的增長，因此選

擇了有潛能的電動化進行投

資，而不是把資金投入到不斷

萎縮的燃油車市場，這樣才能

保證公司持續成功。

Volvo 首席技術長 Henrik 
Green 也很直率的進一步補充

說明：配備燃油引擎的車輛沒

有長遠的未來。

除了宣告轉型成電動化，

Samuelsson 也表示未來的目

標是僅在線上銷售 Volvo 電

動車。不久後 Volvo 將針對

線上銷售系統進行投資，以打

造一套更簡單、完整且車款售

價資訊更加透明的線上訂購 
系統。

雖然轉型成純線上銷售模

式，但這並不表示經銷商已不

重 要。Volvo 全 球 商 業 營 運

部主管 Lex Kerssemakers 透
露，經銷商在轉型過程中發揮

關鍵作用。雖然消費者只要上

網就可買車，但賞車、試車仍

需要經銷商的協助。經銷商也

將提供車輛準備、交付和售後

服務。

關於即將發表的第二款 
Volvo 電動車，Volvo 已預告

將會是 40 系列的新車款，採

用和 XC40 Recharge 相同的

CMA 平台，而且車身設計也

會更簡潔。 Samuelsson 表示，

這將會是一款「非常美」的車。

根據外界推測，即將發表

的 Volvo 全新電動車，很可能

會是 XC40 Recharge 轎跑版

本，代表車尾線條可能會更流

線和低矮。

真有禍從天降

小飛機墜地 
撞上SUV釀3死

飛機墜地撞上經過的SUV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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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歷史故事，「大智若愚」

故意藏拙示弱的例子有：勾踐、

司馬懿、郭子儀等，但他們的目

的是謀求或保全權位富貴，而把

「大智若愚」作為手段。

更高層次的例子是真正看破

紅塵，可以捨棄王位、名利等一

切塵世中東西的人；他們「君子

盛德，容貌若愚」，在世人看來

愚不可及，可是卻是真正看透

生死、有大智慧、活得大自在 
的人。

藏拙示弱的君王權臣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大智若

愚」的人物，例如：勾踐、司馬

懿、郭子儀。

春秋時期，越王勾踐被吳國

打敗了，他把美女西施獻給吳王

夫差，自己和王后一起去吳國伺

候吳王，看墳餵馬，百依百順。

有一次吳王生病，勾踐嘗其糞便

為他診斷病情，吳王感動之餘，

放勾踐回越國。回到越國後，勾

踐臥薪嘗膽，勵精圖治，最後打

敗吳國復仇。

公元 239 年，魏國年僅八

子儀，一心害他。一次郭子儀出

兵去平亂，他派人秘密挖開郭子

儀家的祖墳。郭子儀凱旋得知此

事，反而替魚朝恩圓場，說自己

久經沙場，手下的士兵也沒少挖

掘他人墳墓，這是天懲報應，無

需追究。郭子儀避免了一場流血

衝突，給進退兩難的皇帝解了

圍，由此可見他的雅量之大。

應用「大智若愚」在官場職

場上得到大富貴，如果應用到人

生中得到的就是「大智慧」，且

看弘一大師李叔同：

弘一法師： 
大智若愚的苦行僧

中國近代百年文化史中，李

叔同是公認的曠世通才奇才，他

最早將油畫、鋼琴、話劇引入中

國，他擅長書法、詩詞、丹青、

音律、金石，他的成就至今被無

數人景仰。他出生在鐘鳴鼎食之

家，出手闊綽，他與文人雅士往

來，也沉迷於花街柳巷，詩酒癲

狂，尚紈絝之風。

他 39 歲正式剃度出家，法

號弘一，震驚民國文壇。昔日錦

衣玉食的翩翩公子，變成了名副

其實的苦行僧，每日兩餐，每餐

一碗白飯、一碟鹹菜；外出雲

遊，一席一被一傘；自己動手洗

衣縫補，他的百衲衣有 200 多

個補丁，生活困頓的程度令昔日

名流好友心酸不已。

李叔同在出家前寫信給妻

子：「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

世間累積的聲名與財富。這些都

是過眼雲煙，不值得留戀。」他

認為人生幾十年，大限總要到

來，親人遲早別離，出家不過是

把它提前罷了。弘一法師修佛

24 年，清苦守戒，勇猛精進，

歲的曹芳繼位，由大將軍曹爽和

太尉司馬懿輔政。曹爽不久即將

司馬懿明升暗降為太傅，奪了司

馬懿的實權。歷任四朝元老的司

馬懿，開始稱病不出。曹爽派親

信李勝去他家打探。只見司馬懿

躺在床上，兩個丫鬟正餵他吃

粥，粥沿著嘴角流滿胸前衣襟；

司馬懿還假裝耳朵失聰。

曹爽自此對司馬懿不再有戒

心。公元 249 年，司馬懿趁曹

爽去城外掃墓之機，發動政變，

控制了京城，最後把曹爽滅族。

就此，魏國的政權悉數落入司馬

氏手中。

郭子儀不震主不招嫉

平定安史之亂的郭子儀，保

了唐朝四代江山，福壽雙全，子

孫滿堂。史書評價他「功蓋天下

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嫉，

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郭子儀

過著富貴奢侈的生活，整個國家

從上到下沒有人指責他，他是如

何做到的呢？

國學大師南懷瑾說：「挫

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

塵」，字面意思是，挫掉鋒芒，

消除糾紛，含斂光耀，混目塵

世。他進一步說「同流世俗不合

污，周旋塵境不流俗」，是智慧

高明的處事藝術。郭子儀深諳此

道，以雅量容天下，洞悉世情。

皇帝寵臣魚朝恩非常忌妒郭

振興了中斷幾百年的律宗，卻自

號「二一老人」：一事無成人漸

老，一錢不值何消說。在世俗人

眼裡，處於藝術巔峰的他，卻拋

家捨業遁入空門，為其扼腕嘆

息。弘一法師圓寂火化後，撿出

舍利子 1800 餘顆，舍利塊 600
顆。此時，世人方知其崇高偉

岸。

當今大智若愚的人是誰？

老子說「俗人昭昭，我獨昏

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

其若海，飂兮若無止。眾人皆有

以，而我獨頑且鄙。」這裡，可

以看出世俗之人的聰明靈光、處

處精打細算，與修道者的憨厚平

凡、不計個人得失，兩者之間的

鮮明對比。

當今中國大陸，一切向錢

看，老百姓想的都是如何掙快

錢，過著燈紅酒綠的日子。可是

有一群大法修煉人，他們中有做

醫生的，不拿藥廠回扣，不收病

人紅包；當老師的兢兢業業、不

拿家長紅包；當官的不行賄也不

受賄；做承包工程的不偷工減

料；經商的，面對客人刁難、同

行搶奪生意時，坦然相讓；被

汽車撞倒的，不訛人也不要賠

償……

紅塵中人認為人生無常，所

以能撈就撈，在這一世中要盡情

享受，不虧待自己。可是在修煉

人眼裡，人生中沒有無常，不失

不得，不得不失，一切都是均衡

的；人的這一生，只不過是生命

長河中一個短暫片段。

古今智者看淡紅塵中的得

失，是為了獲得生命的永生。在

凡夫俗子眼中的「迂腐」卻又是

人生中的大智慧。

本文圖片：公有領域

「大智若愚」是中國

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

歷史上多有秉持「大智

若愚」精神而影響深遠 

的重大事件，這在西方

文化中比較少見。直接

把完全相反的「智」和

「愚」結合起來，卻是

東 方 文 化 中 大 智 慧 的 

表徵。

◎文：俞元

大智若愚為甚麼是大智慧？

笑談愛用軍棍治軍的馮玉祥
吃糧當兵得過黑紅棍

民 國 時 期， 馮 玉 祥

（1882 ～ 1948）治軍，最喜歡

用軍棍。軍棍是制式的，跟武器

彈藥一樣，是上面配發的，長約

三尺，被漆成紅色，當時人又稱

為黑紅棍。

用馮玉祥的話來說，治兵要

恩威並用，打就打得他疼。當兵

的挨打，司空見慣，吃糧當兵，

就得過這黑紅棍一關。但是，當

官的挨打，在別的部隊裡不多

見，在馮玉祥這裡，卻是家常便

飯。有的時候，即使是當兵的有

錯，如果比較普遍，比如內務衛

生差，那就首先打負責軍官。

打當官的，有時候，是一種

收買人心的招數。比如說，在馮

部駐軍南苑時，新兵營營長接新

兵時，沒有安排好，有的新兵沒

有領到鋪草，睡在了地上，就當

著新兵的面，打新兵營長 20 軍

棍。新兵看了，必定心生感激。

家雞打得團團轉

軍官被軍棍伺候，求情是沒

有用的。如果挨揍的人，能坦然

接受，毫無怨言，那麼，過不

久，他說不定就會升官。不打不

罵不升官，是淮軍的傳統，北洋

軍很多部隊也是這樣。

馮玉祥在這個方面，有特別

的愛好。他的軍官，都是他一手

從小兵帶起來的。他們的家鄉，

他們的愛好，甚至他們的乳名，

他都知道。好的時候，跟親爹似

的，一旦惹到了馮玉祥，也像爹

懲罰兒子一樣地罰跪，挨打。如

果你坦然接受，沒有絲毫怨言，

說明你也充分認可了這種父子關

係，所以必定忠誠可靠。於是，

罰跪和軍棍伺候，就成了一種忠

誠度的考驗，通過了考驗，當然

可以升官了。

野雞不打滿天飛

用軍棍治軍，聽起

來不可思議，馮玉祥卻

愛好這套手段。其實這

是因為馮玉祥把軍隊當

成自家子弟在管教的結

果，甚至被打過的人官

才升得快。可是這套辦

法畢竟不適合現代化軍

隊，等到成立了軍校，

軍校生一被打紛紛離

開，於是乎「家雞打得

團團轉，野雞不打滿天

飛」。

◎文：張鳴

罰跪和當眾挨軍棍，對於一

個男人來說，顯然不僅是一種懲

罰，還是一種羞辱。但是，這樣

的懲罰和羞辱，也只有那些行伍

出身，從新兵就接受馮玉祥栽培

的人，才能接受，而那些軍校畢

業的人，則根本受不了。所以，

軍校生即使進了馮部，一般也待

不住，只要軍棍伺候了一個，一

同來的就都走了。

軍校生同學多，互相援引，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但

是，那些由馮玉祥一手帶大的

人，走到別處沒有人要，只能踏

踏實實待在這裡。因此，馮玉祥

管自己帶出來的兵叫做家雞，而

軍校生是野雞，「家雞打得團團

轉，野雞不打滿天飛。」

馮玉祥的部隊，就是他為家

長的大家庭，所有人都是他的子

侄，但是，最後這個大家庭還是

散了。他這個老爹，也變成了孤

家寡人。

弘一法師（右三）與夏丏尊（右四）在黃浦江碼頭

郭
子
儀

弘
一
法
師

馮
玉
祥

往事微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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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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療法能有效處理呼吸系

統的多種問題。大部分對應肺部

系統的精油，都是來自果皮、葉

片與針葉的精油，這些精油可以

解表、滋補肺氣，抗菌。

中醫對呼吸道的診斷

遇到呼吸道方面的問題，傳

統中醫經常做出的診斷有以下幾

種：衛氣不足、風熱、風寒、肺

氣不足，以及痰阻於肺。

衛氣不足

衛氣關係到身體的表層，它

存在於皮膚和肌肉之間。衛氣就

像是人體的一道牆壁，能抵禦外

來病因，或外在環境中任何「不

良之物」入侵。當一個人的衛氣

強壯，會擁有清晰的人、我界

限，並且有足夠的精力去進行日

常事務。當衛氣不足，身體自然

就會變得虛弱。我們必須要擁有

健康的消化功能，才能強化衛

氣，進而強化肺氣。

「風」是中醫系統中致病的

外邪之一，也是變化的代名詞。

我們都需要有足夠的衛氣，才能

經歷生命中的轉變、挑戰和波

瀾。如果衛氣虛弱，就很容易被

感冒、流感或肺炎擊垮。

改善呼吸系統的精油與穴位
防疫
常識

風熱與風寒

中醫將一般性感冒分成兩

種：風熱型感冒與風寒型感冒。

不過，治療這兩種感冒有一個通

用的原則——解表，只不過，用

來解表的精油組合會有所不同。

一般來說，我們會用兩種清涼的

油，加上一種溫暖的油，來為風

熱型感冒解表；用兩種溫暖的

油，加上一種清涼的油，來為風

寒型感冒解表。

這類配方一是為達到解表的

效果，二是來滋補肺氣與衛氣。

肺氣不足（肺氣虛）

肺氣不足的常見症狀，包

括：呼吸短促、自汗、頻繁感

冒、輕咳、畏寒等。從中醫的角

度來看，五臟六腑是相互依存

的，也就是說，肺氣不足通常是

脾氣與腎氣不足造成的。簡單來

說，脾臟要有足夠的能力，將後

天之氣轉化為純粹的氣，才能運

送到肺部，成為肺氣；而腎臟的

溫暖功能必須正常發揮，才能供

給脾臟運行過程所需的支持。因

此發現，能強化肺氣的油，例

如：茶樹與迷迭香，也都和腎臟

有關係。

痰阻於肺

芳香療法是否能夠

改善呼吸系統？要選擇

甚麼樣的精油？如何使

用呢？作者馬克·吉安
以中醫整體觀點，分享

特調精油與搭配的穴

位，達到加乘的效果。

血橙精油可解表，散風熱。

工具＆材料：5ml 精油瓶、

荷荷芭油、6 滴血橙精油。

調和＆使用：

① 在精油瓶中注入 1 小匙

（5ml）的荷荷芭油，然後加入

血橙精油，花點時間搖晃均勻。

② 取 2 ～ 3 滴油塗在大腸

經——商陽穴。用大拇指或食

指，輕輕在穴道上以畫圓的方式

按摩 27 次。

③ 取 2 ～ 3 滴 油 塗 在 肺

經——少商穴。用大拇指或食

指，輕輕在穴道上以畫圓的方式

按摩 27 次。

茶樹乳香

它可強化腎、肺，支持呼吸

系統。這個配方用法應該要一天

重複 3 次。

工具＆材料：10ml 精 油

瓶、荷荷芭油、4 滴茶樹精油、

2滴乳香精油、1滴佛手柑精油。

調和＆使用：

❶ 在精油瓶中注入 2 小匙

（10ml）的荷荷芭油，然後加入

茶樹、乳香和佛手柑精油，花點

時間搖晃均勻。

❷ 在掌心滴 1 滴油，用掌

心嗅聞技巧，深深嗅聞精油的香

氣。

❸ 取 1 滴油塗在肺經——

太淵穴。用手指輕輕在穴道上以

畫圓的方式按摩 9 ～ 27 次。這

麼做可以增強肺氣。

❹ 取 1 滴油塗在任脈——

膻中穴，重複 3 的按摩方式和

次數。這麼做可以敞開胸腔。

❺ 取 1 滴油塗在腎經——

復溜穴的位置，重複 3 的按摩

方式和次數。這麼做可以強化肺

氣、增強意志力。

肺氣不足也可導致肺部阻

塞，原因有二：首先，脾弱會導

致體內濕氣累積——中醫看，脾

臟的濕氣會上犯肺系；第二，當

肺氣不足，就無法讓氣在胸腔運

行，進而累積成痰。

許多能強化肺臟、幫助解表

的精油，也都能用來祛痰。痰必

須透過咳嗽清除，因此使用後，

可能會有幾天感到症狀加劇。

改善呼吸系統的精油

血橙精油

商陽穴

少商穴

太淵穴

膻中穴

復溜穴

芳香療法是否能

夠改善呼吸系統？要

選擇甚麼樣的精油？

如何使用呢？作者馬

克·吉安以中醫整體觀
點，分享特調精油與

搭配的穴位，達到加

乘的效果。

◎  文：馬克 ·吉安 采實文化出版社 & ADOBE STOCK

有效期
3月 26 日～
4月 1日

墨西哥產白菜仔

三小姐牌茉莉香米 2020

華盛頓產特級富士蘋果

中國產短紹菜

三小姐牌細沙河粉

好運大甜柚

中國產大胡蘿蔔

三蟹牌魚露

中國產沙糖桔

中國產台灣高麗菜

雄雞牌去衣開邊綠豆

澳洲產紅李子

墨西哥產中國茄子

泰國雙魚牌甜品椰漿

加州產臍橙

墨西哥產大芋頭

麒麟午後紅茶原味奶茶

墨西哥產油菜心

熱烈祝賀熱烈祝賀
Thu Tran 及埃德蒙頓食物銀行贏得

就在我們的埃德蒙頓北區分店！

現金現金社區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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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豬扒

好運烤豬排骨

Fisherfarms 整條虱目魚

新鮮帶骨五花腩

新鮮連背雞腿

好運越南風味牛肉粉

三魚牌羅非魚

新鮮牛蹄

海燕牌巴沙魚柳

好運牌太平洋馬鮫魚

三魚牌去皮魷魚筒

新鮮嫩炒牛肉

幸福比內牌竹夾魚

幸福比內連頭帶殼黑虎蝦

新鮮雞翼（已斬）

好運椰絲面包

海燕牌有頭白蝦

海燕牌去皮木薯（整根）

清真牛背排骨

海燕牌越南水晶糕

海燕牌連骨帶皮馬鮫魚扒

金莎巴牌蒸香蕉（整根）

清真雞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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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限
Sunridge
門店！

僅限
Sunridge
門店！

◎ 文：培玉

粉刷牆面

因油漆的特性，容易造成人

身體不適，呼吸不順，其實很多

有毒物質揮發至空氣中，再被吸

進人體時，對人的肺部會造成不

小的損害，順帶一提，很受亞洲

人愛用的消毒水也是如此。選擇

低毒物含量的油漆，再自行依照

比例調色，也能創造出網紅風的

ins 風房間。

另外，也因牆面容易老舊、

骯髒，加上塗料價格便宜，若是

想經常更換臥室風格，粉刷牆面

是個相當明智又省錢的好選擇。

廣受喜愛的蒂芬尼藍、淺淺

的湖水粉綠以及偏溫暖色調的淡

黃，都很適合幼童以及少女。配

色，不一定要整間臥室搭配成深

色或淺色系，其實，色調搭配起

來協調就可以了，風格也比較新

穎。

男士如果不喜歡太冷淡風的

顏色，可以避開淡藍，選擇陽剛

氣較重的中藍、深綠，並只選擇

一面牆來裝飾。深重的色彩如果

運用在多面牆上，會有過度沉重

的感覺。

聰明使用舊物

許多人喜歡古董風格的家

飾，這正好能聰明運用於裝潢房

間上，也能省下一筆預算。復古

的玻璃吊燈、古典的五斗櫃、雕

刻精細的首飾盒、洛可可風格的

牆面鏡等，這些從儲藏間找到的

古舊的家飾別急著丟，只要重新

清潔、整理、修繕，必定能為家

中帶來另一種摩登風格。

燈光氛圍

黃光能製造溫和的氛圍，多

數家庭都喜愛使用黃色的燈泡。

但須注意，辨讀影像、物品

時，需要使用白光來閱讀或判斷

物品顏色。例如檢查物品或如蔬

果色澤、在廚房使用刀具，或看

顧爐火、或長時間閱讀文字擔心

眼睛容易疲勞時，所以，無論是

客廳、廚房，還是臥室，建議多

安裝上切換白光的功能。

此外，許多女性喜歡在化妝

檯上安裝燈，事實上，白光較能

有效地還原臉上色彩，避免妝容

出錯。可以考慮在化妝檯上改裝

成白熾燈。

布飾

一般來說，布製品是最需要

清洗的材質，因為容易吸附灰塵

以及異味。也因抱枕、編織毯、

門簾、窗簾和桌巾材質、花色的

多樣性，也是能經常更換的家飾

之一。

近年風行牆面布掛飾，也有

將掛布製成日曆，實用也好看。

休閒椅

在自己的房間裡，可以放上

一張完全符合個人需求，以及喜

好的椅子。

亞麻材質坐墊的休閒椅、異

材質組合的搖椅以及單人小沙

發，都可以帶來臥室舒適、輕鬆

的休憩感。

風格專屬 
臥室改造術

許多人夢想打造個人專屬的一間房，但偏偏家中的風

格不是自己完全能決定的。其實，不用花太多金錢，

選定屬意的風格、配色、材質，適度購入配件與家

飾，也能打造出讓人感覺溫馨而舒適的臥室。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休閒椅

布藝

粉刷牆面

檯燈

小男孩的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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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每天有更多的人接

種 COVID-19 疫苗，出現了一些關於個

人參加某些活動的安全問題。例如，如果

你和朋友都接種了疫苗，那麼不戴口罩在

室內共處是否明智？

多久後才能得到疫苗的保護？

首先，在你考慮與朋友聚餐之前，你

要確保你們雙方都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

並且已經等待了足夠長的時間來達到最大

的免疫力。

「對於輝瑞公司或摩德納公司的疫

苗，你需要從第二劑開始至少 2 週，」紐

約市西奈山醫院伍茲醫生說。「這時你已

經達到了我們認為的最大療效。」如果你

接種了強生公司的疫苗，你只需要一劑。

根據疾控中心的規定，如果一個人接

受強生疫苗注射後已經達到 2 週或更長

時間，就被認為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但

伍茲建議，在不戴口罩的情況下，在室內

與他人相處之前，要多等一段時間。

「免疫力在接種後 2 週開始出現，但

你應該等到 4 週過後，因為那是保護作

用最強的時候，」伍茲說。

室內訪問的其他考慮因素

根據疾控中心的說法，完全接種疫苗

的人在室內拜訪其他完全接種疫苗的人是

安全的，不用戴口罩，也不用拉開物理距

離。但專家表示，還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

考慮。

如果你或你的朋友是否有潛在的健康

狀況，使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面臨更高的

嚴重疾病的風險。

不過為了最安全，如果你的家庭成員

都沒有接種疫苗，伍茲建議不要進行無口

罩的室內聚會。因為目前還不明白接種過

疫苗的人是否還能傳播病毒。

為何在公共場合還是要戴口罩

並保持物理距離？

「我們還不明白疫苗是否能防止我們

在鼻子和喉嚨裡藏有病毒，這些病毒可能

會繼續感染其他人，」伍茲說。「在我們

瞭解這一點之前，我們必須假設，我們這

些接種了疫苗的人仍然有可能把它傳給其

他人，基本上是另一個傳播的載體。」

此外，即使你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

也要記住，你仍然有機會感染病毒並生

病。「莫德那和輝瑞的疫苗有 95% 的有

效性，每個人都想假設自己在這 95% 的

範圍內，但還是有那 5% 的風險，」明尼

蘇達大學醫院傳染病專家福斯特說。

總的來說，臨床試驗數據發現，強生

公司的疫苗在研究的 8 個國家中，對預

防中度至重度疾病的有效性為 66%；在

美國的有效性為 72%。

此外，全球各地還出現了一些新的、

傳染性更強的變種需要考慮。早期數據表

明，疫苗可以提供對這些新菌株的保護，

但它們可能並不那麼有效。還需要更多

的研究來充分瞭解疫苗對新變種的抵抗

能力。

何時才能再次正常社交？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達到群體免

疫力，也就是說人們不能感染病毒，不能

輕易患上 COVID-19。「我們還不知道

需要接種多大比例的疫苗才能達到群體免

疫力，」伍茲說。福斯特強調，雖然情況

正在好轉，但我們離這一點還很遠。

完全接種疫苗後 可以正常社交了嗎？

ssaalleess@@vviissiioonnttiimmeessccaallggaarryy..ccaa

惠賜廣告請電：
((558877))--550000--33228888

逢週四出版

誠聘華語銷售誠聘華語銷售
要 求要 求

熟練國、粵、英語熟練國、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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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聯係請聯係 Howard LumHoward Lum

電話：403-768-2765  地址：757 57 Ave NE

施嘉強 醫師
註冊針灸師

Body Therapy Wellness Centre

具香港十年臨床經驗具香港十年臨床經驗

配合骨傷推拿整復手法配合骨傷推拿整復手法

曾參與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研究

擅長治療痛症、婦產科、兒科、
腫瘤科及神經系統疾病

通過針灸治病及增強體質通過針灸治病及增強體質

曾參與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研究

擅長治療痛症、婦產科、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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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pi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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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至 3 月 31 日

特價
100g2$ 99

特價
每件3$ 49

聖女果
16 盎司

野生
太平洋三文魚排

特價
每件4$ 99

哈根達斯
各款雪糕
3 x 88mL

可樂 百事 
12x 355ml 罐裝

買二送二！

Mitchell's Gourmet 
Foods 1 公斤裝
經典煙肉特價

每件10$ 9910$$

可樂 百事 
12x 355ml 罐裝

新鮮沙律

15%off !特價
12$

特價
每件3$ 99

特價
/2 件6$

特價
每磅1$ 95

去皮去骨 家庭裝
新鮮雞腿肉

Pringles
加大裝 薯片
194g/203g

Sugardale
帶骨煙燻火腿

雙薯蔬菜沙律

煙肉薯仔沙律
蟹柳沙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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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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