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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recently politicized vacci-
nation in an effort to increase the CO-
VID-19 vaccination rate, with slogans 
appearing in many places and various 
measures taken to force vaccination. 
Meanwhil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working with private companies to 
develop “vaccine passports” that busi-
nesses will require customers to show 
before they can enter.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a’s 
COVID-19 vaccin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deaths from vaccination 
i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raising 
concerns about its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Recently, many places and in-
dustries in China have issued notices 
asking people to “receive as many 
vaccines as possible.
  Officials in Yantai City, Shandong 
Province, demanded that all units 
must have a vaccination rate of at 
least 95%. In Fujian Province, the 
Anxi County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mand Office issued a 
notice requiring all county authorities,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that have 
not yet received the vaccine to do so 
by April 2, otherwise the main person 
in charge will be interviewed.
  Vaccination slogans have also ap-
peared throughout China, such as: 
“Whoever gets vaccinated will be saf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ose who 
do not get vaccinated will suffer”.
  Some residents of Guangdong re-
vealed that the vaccine has been made 
mandatory for people in the local sys-
tem. People in Wuhan disclose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us system and taxi system are mak-
ing the vaccination mandatory. Resi-
dents of Beijing said that all units are 
forcing the vaccination and they can’t 
go to work without it. People in Zhe-
jiang revealed that the local govern-
ment has given the target of vaccina-
tion and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are assigning quotas.
  A number of university students said 
that after the school started free vac-
cination, the vaccination was origi-
nally voluntary, but recently became 
mandatory due to the low number of 
voluntary vaccinations. The school 
teachers were asked to question the 
parents if the students were vaccinated 
and why they were not.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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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大陸下發接種疫苗 
強制令

中國國產 COVID-19 疫苗

問世以來，香港和海外爆出多起

接種疫苗的死亡案例，其有效性

和安全性令人擔憂。日前，中國

多地、各行業下發通知，要求民

眾「應接盡接」。

例如山東省煙臺市官方下發

了「煙臺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工

作總體實施方案」的通知，要求

大學在校師生以及後勤保障工作

人員「應接盡接」，各單位接種

率必須達到 95% 以上。福建省

安溪縣疫情防控指揮辦公室下發

通知，要求尚未接種疫苗的全

縣機關、企事業人員，必須在 4
月 2 日以前完成接種，否則主

要負責人將遭到約談。

中國各地還出現了接種標

語，如：「誰接誰安全早接早安

全」、「沒接種疫苗的人會吃虧」

等，央視主播還在節目中唱起了

網絡熱傳的一段改編歌曲：「我們

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苗苗」。

民眾分享各地強打經歷

有廣東居民透露，當地體制

內人員都已被強制打了疫苗；武

漢民眾披露，當地政府部門、公

交車系統、出租車系統都在強制

接種；北京居民表示，各單位都

在強迫接種疫苗，不打就上不了

班；浙江民眾吐露，當地政府下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近來，中共官方為了提高

COVID-19疫苗接種率，將

接種疫苗政治化，多地出現

了宣傳標語，並采取各種手

段強制接種。與此同時，美

國拜登政府正與私營公司合

作開發「疫苗護照」，各商家

將要求顧客出示疫苗護照後

方可進入。

了接種指標，企事業單位都在分

配名額。

有網友指公司有拒打疫苗

者，每隔 3天就進行病毒檢測，

檢測後才能進辦公室。還有網

友指，領導在微信發指示，要

求統計已接種疫苗的人數不得

低於總人數 60%，因為這是

「政治任務」。

多名大學生表示，校方展開

免費接種疫苗後，本採取自願形

式，但因自願接種人數少，最近

變成強制接種。學校老師被要求

詢問家長，學生是否接種疫苗以

及為何不接種。（下轉 A2）

CHINA & THE U.S. ARE PUSHING FOR VACCINATION
中美強推 疫苗接種中美強推 疫苗接種

https://www.calgaryhouse.ca/
https://www.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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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棉」事件升級 北京急滅火

（接 A1）有網友分享自己

或親人的被逼經歷說，「我媽

有慢性病不能打，社區還天天

催。」「3 月 29 日新規出來，

備孕期也要求打了，都還沒有

孕期接種的臨床測試，如果生

出畸形兒國家管嗎？」

不接種者將被列黑名單

除此之外，不接種疫苗者

還面臨著更多的被懲處後果。

如海南省萬寧市萬城鎮日前貼

出一紙公告，稱不接種的人將

被列入黑名單，下方列出了不

接種的五個後果，包括：1. 出
行交通沒車坐；2. 市場、超

市、酒店難進入；3. 餐飲、酒

店、商超等服務業不得營業；

4. 按村規民約列入黑榜名單，

不得享受政府優惠政策；5. 今
後子女上學、工作、參軍、住

房報建等都會受到影響。

美政府推行 
「疫苗護照」

美 國 方 面，3 月 29 日，

白宮表示，拜登政府的官員們

正在與私營公司合作，為開發

可顯示疫苗接種證明的應用程

序「提供指導」，以便人們可

以用來證明，他們已經接種過

COVID-19 疫苗。這種應用程

序俗稱「疫苗護照」（vaccine 
passports）。

民主黨主政的紐約州成為

全美第一個頒發「疫苗護照」

的州。這項由 IBM 開發的「精

益 通 行 證」（Excelsior Pass）

應用程序技術將用於體育場、

競技場和商業場所的入口處，

向商家顯示用戶個性化的 QR
碼，以證明持有者已經接種了

疫苗。其它公司和團體也在開

發類似的技術，著眼於要求那

些要上飛機、參加音樂會以及

進入其它公共場所的人士，證

明自己已經接種了疫苗。

前總統顧問：疫苗護照

將在西方終結人類自由

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生物倫

理 學 專 家 莎 拉 ‧ 陳（Sarah 
Chan）博士認為：「它（疫苗

護照）有嚴重的道德問題，將

在一個已經不平等的社會中製

造更多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

桑 蒂 斯（Ron DeSantis） 認

為「疫苗護照是一個可怕的主

意」。他在 3 月 29 日表示認

同在佛州採取緊急行政行動對

抗疫苗護照的概念。他說：「無

論是政府還是私營部門，強制

要求你出示打疫苗證明以讓你

只是為了能夠參加正常的社會

活動，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德克薩斯州自從該州三週

前取消口罩令後，感染率創

下歷史最低。德州州長阿伯

特（Greg Abbott）在推特上

寫到，每個人都有資格接受疫

苗，儘管德州政府建議人們注

射疫苗，但不是強制性的。

眾 議 院 共 和 黨 黨 鞭 史

蒂 夫． 斯 卡 利 斯（Steve 
Scalise）說，民主黨人迅速制

定了選民不要出示身份證明的

選舉法，但突然之間，他們竟

然成為了要美國人在日常生活

中必須出示身份證明的巨大支

持者。

俄亥俄州的聯邦眾議員吉

姆．喬丹（Jim Jordan）譴責

拜登政府對美國人考慮用「疫

苗護照」的想法，但是卻不在

乎南部邊境上的非法移民在越

境進入美國時有沒有護照。

3 月 28 日， 前 總 統 克

林頓的顧問內奧米．沃爾夫

（Naomi Wolf）表示，疫苗護

照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和中

國共產黨的「社會信用評分」

系統相比了。他指出，疫苗護

照「如果如期展開的話，那將

是在西方終結人類自由」。

    

中美強推 疫苗接種   In addition, those who do not re-
ceive the vaccine face additional 
penalties. For example, the town 
of Wancheng in Wanning, Hainan 
Province, recently posted a notice 
that people who do not receive the 
vaccine will be put on a blacklist, 
with five consequences for not re-
ceiving the vaccine listed below, 
including: 1. no car for travel and 
transportation; 2. In the future, chil-
dren’s schooling, work, military 
participation, and housing applica-
tions will be aff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said on March 29 that Bide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are working 
with private companies to “provide 
guid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 
application that will show proof of 
vaccination so that people can use it 
to prove that they have received the 
COVID-19 vaccine. The applica-
tion is commonly known as vaccine 
passports.
  New York State became the first 
state in the nation to issue vaccine 
passports. The Excelsior Pass tech-
nology, developed by IBM, will 
be used at entrances to stadiums, 
arenas and businesses to display a 
QR code personalized to the user 
to prove that the holder has been 
vaccinated. Other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are developing simi-
lar technology to require proof of 
vaccination for people who want to 
board airplanes, attend concerts and 
enter other public places.
  Dr. Sarah Chan, a bioethics ex-
pert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Medical School, said that the vac-
cine passport has serious moral 
problems and will create more in-
equality and inequity in an already 
unequal society.
  Former President Clinton’s advisor 
Naomi Wolf believe it is a serious 
moral issue. On March 28, Naomi 
Wolf, a former advisor to President 
Clinton, said that vaccine passports 
would go one step further and be 
comparable to the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s “social credit rating” 
system. He noted that the vaccine 
passport will be the end of human 
freedom in the West if it goes ahead 
as planned.

眾議院共和黨黨鞭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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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或三臥室兩層鎮屋及單層平房任選，
以創新環保的方式建造而成。

豪宅生活 美景盡享
加拿大奧林匹克公園、弓河和市
中心如畫的美景盡收眼底，ZEN 
Rockland Park 是一個被稱為家的
完美之地。

ZEN Rockland Park 位於卡成西北
部 炙 手 可 熱 的 Rockland Park 社
區，以美麗的落基山為依托，交
通條件十分便利：去市中心輕鬆
自如，去機場可走 Stoney Trail，
去 Canmore 和 Banff 小鎮有高速
公路相連。

Rockland Park 將 提 供 購 物、
餐飲及服務，還設有業主協會。
業主協會配備室外游泳池和熱水
浴池，全年舉辦活動。住在這裏
盡享便利，公園、活動空間以及沿溝谷
蜿蜒的小徑一應俱全，讓您的生活充滿
活力。

我們正在 ZEN Rockland Park 建設多種
戶型的房屋，主要特點包括：圍欄圈閉
的私有院落，房頂露臺以及三層的建築
結構。

Rockland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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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中心

更多詳情，請聯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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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交叉口西南
Tuscany Hill NW Nose Hill Drive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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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

合報導】中國「新疆棉」事
件持續升級，北京緊急召開

新聞發布會試圖就新疆問題

「滅火」。有評論指出，中共

作秀行為剛好暴露其對維吾

爾人進行種族滅絕的實施。

也有人披露了新疆官方如何

在當地迫害人民，戳破中共

謊言。

澄清人權問題惹議

3 月 29 日， 中 國 外 交 部

與新疆共同召開涉疆問題新聞

發布會，就近日 H&M、Nike
等品牌抵制新疆棉事件進行回

應。新疆政府新聞發言人徐貴

相宣稱，針對外部勢力以新疆

人權問題為藉口對中方有關實

體和個人實施制裁，包括新疆

各族群眾在內的中國人民表達

了憤慨之情，「全體中國人民

是不好惹的」。「作為一個國

際性企業，應該看到這一點。

我們希望更多類似 H&M 的企

業，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

徐貴相還說，「歐盟、美

國、英國、加拿大這些國家，

對自己犯下的罪行避口不談，

反而稱新疆實施種族滅絕，簡

直是厚顏無恥。」他指這些國

家是合夥借涉疆問題搞政治操

弄，目的是通過打人權牌搞亂

新疆，遏制中國。

對此，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發言人迪裡夏提 29 日對自由亞

洲電臺表示，「中國（共產黨）

企圖利用西方歷史性問題漂白自

己，恰恰說明他本身就在推行動

族滅絕的事，意思是『你當年能

做，為什麼我現在不能做？我是

為了符合中國國家安全利益』，

這樣的辯解，無形向國際社會曝

露其在當地推動種族滅絕。」

迪裡夏提：被迫演出

為了反駁國際社會對中共迫

害新疆人民的指控，新聞發布會

上中共官方還安排了一名自稱新

疆棉紡工人、名叫「阿麗米熱」

的女子現身說法。

該女子聲稱自己與公司簽有

勞動合同，工作環境有沙發、空

調、洗衣室、網路、清真食堂

等，「那些人從來沒有來過我們

的公司，根本不瞭解我們的真實

情況 ... 他們這樣說，就是想殺

掉我們的飯碗，毀掉我們的幸福

生活，... 他們這種謠言，非常

地可恥、可恨。」

不過，彭博社記者提問與

會新疆再教育中心的學員「是否

在校園掙錢」時，該名學員則

說，「我們教科中心主要是在學

習，沒有什麼掙錢或是工作的事

情。」徐貴相還補充道，「他是

主要提高技能，但是不生產產

品。這些主要是練技術，也不存

在外賣的問題，所以也不存在掙

工資的問題。」

對此，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發言人迪裡夏提指出，記者會上

所謂棉紡工人的言論明顯是被迫

配合中共官方宣傳，「這是一場

有計畫、有目的，為對外欺騙所

搭的一個政治作秀舞臺，這些所

謂的證人，也都是中共政府刻意

安排的。」「如果沒有任何的壓

力，他們不會充當中共政府對外

宣傳的工具，而強迫維吾爾人充

當廉價勞力，在當地是普遍的一

個現象，怎麼就突然出現了自願

的說法？如果是自願的，為什麼

那麼多的人，被強制送到廉價勞

役的企業進行軍事性的管制？」

民間斥記者會顛倒是非

哈薩克斯坦人權機構、阿

塔珠爾特志願者組織創辦人賽

爾克堅也指出，此次中共官方

召開記者會，很明顯是中共感

受到國際社會的壓力。

「他們非法關押了 300 萬

哈薩克人和維吾爾人是不可否

認的事實。我們 5 年來蒐集

了 3 萬多證人證詞，錄製了

視頻。整個新疆已變成露天集

中營，包括性侵、虐待、酷刑

逼供、人體器官買賣、非法剝

奪他人財務、非法佔有哈薩克

牧民草原、逼婚，幾乎普遍存

在。」賽爾克堅說，鐵證面前，

中共再狡辯也無法洗乾淨其反

人類罪行。

賽爾克堅呼籲國際社會不

要袖手旁觀，要採取更有效的

措施搭救面臨被種族滅絕的哈

薩克人和維吾爾人。

不過，對於新疆集中營涉

及性侵、虐待、酷刑等問題，

徐貴相一概否認這些指控，稱

是無中生有。

「被自願」者踢爆真相

就在中方急於撇清新疆迫

害人權議題時，有「新疆生產

建設兵團」的漢族成員戳破了

中共官方的謊言。

一名自稱 1960 年代出身

於新疆石河子農八師某個兵團

農場，在移居美國前擔任兵團

農場的中學教師，自小就被

迫從事「義務勞動」。據她介

紹，當年新疆兵團確實調動人

力到南疆的農場採摘棉花，當

農場的連長、指導員要職工去

摘棉花，「你能說不去嗎？你

不離開，不聽話，不給領導面

子，不積極響應上級調動，以

後的日子怎過？」因此她自小

學開始，義務勞動就一直伴隨

著她成長，「冬季要為春耕積

肥收集糞便，每個學生都有指

標；春天要種樹植草；夏天要

到麥田鋤草殺蟲；秋收季節，

學生要組織去田裡拾棉花，撿

麥穗。」

而對於「義務勞動」和「強

迫勞動」的差異，她形容中共使

用手段是一種軟暴力。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黨

政軍企四位一體組織，資金有三

分之一來自棉花。

另外，哈薩克斯坦公民阿

李特那依阿拉山也爆料，她丈

夫葉兒波拉提胡斯漫住在新疆

阿勒泰市阿偉譚鎮，2017 年

10 月 27 日被公安關押在集中

營一年，迄今仍被監禁在家

中，無任何權利和自由，中共

政府也禁止她丈夫前往哈薩克

斯坦。

(Getty Images)

民主黨人迅速制定了選民

不要出示身份證明的選舉法，

但突然之間，他們竟然成為了

要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必須出

示身份證明的巨大支持者。

"

https://zenbyavalon.com/rockland-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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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去年 7月 1日，

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引發香

港第三波移民潮。三軍未發，

糧草先行，很多港人在未動身

前已經紛紛將資產轉移海外。

近日，路透社引述加拿大機構

FINTRAC 報告指，去年以電子

資金轉賬（EFT）形式由香港轉

入加國的資金高達 436億加元，

是自 2012 年有記錄以來最高。

港版國安法是北京強加於香

港的法律，凌駕於一切香港現行

法律之上，包括保護香港人自由

和人權的《基本法》。有民主派

人士直言，北京以國安名義毫不

留情地打壓民主聲音，將香港改

造成為一個普通的大陸城市。同

時，國安法下，政府的權力被無

限放大，警察可以在沒有法庭手

令情況下進入私人處所搜查，凍

結並沒收私人資產。加上一些民

主派人士的銀行戶口遭到凍結，

事件在香港引發恐慌，港人對香

港前途感到憂慮，紛紛將資產轉

移海外。

FINTRAC 是加拿大反洗黑

錢機構，每超過 1 萬加元的轉

賬都要被記錄在案。FINTRAC
報告指，2020 年由香港轉入

加拿大的資金高達 436 億加元

（約合 348 億美元），較 2016
年增長 46%，較 2019 年增長

10%。 加 拿 大 銀 行 Equitable 
Bank 向路透社表示，國安法推

出後，來自香港的存款激增。

雖 然，436 億 加 元 僅 為

2020 年香港銀行存款總額的

1.9%，但 FINTRAC 的數據只

顯示合法轉入加拿大資金總量的

一小部分，因為許多交易不包括

在其中，如通過加密貨幣進行的

轉賬或交易額不足 1 萬加元的

轉賬等。

路透社採訪了十幾位移民顧

問、律師和地產經紀，從他們的

回應足以窺探到底有多少港人希

望在旅行限制結束後，前往加拿

大開始新的生活。

在 2020 年期間，港人申請

加拿大簽證（非旅遊簽證）個

案增長了 10%，達到 8,121 宗

（註：持香港護照前往加拿大旅

遊無需簽證），表明或將有更多

資金從香港流入加國。英國和澳

大利亞也有大量香港資金流入。

香港移民諮詢公司 Anlex
首席執行官 Andrew Lo 計畫在

加拿大拓展財富管理服務，他認

為在大量新移民，尤其是來自香

港的移民抵達加國後，這將是一

個蓬勃發展的行業。他透露，

在過去的 12 個月中，公司幫助

了大約 36 個香港家庭移民加拿

大，平均每個家庭帶 150 萬加

元的資金到加國。

加拿大是許多港人的移民

首選之地，在 1997 年主權移交

前，香港曾爆發移民潮，不過很

多港人在獲得加拿大國籍後，回

流香港。據統計，現在有約 30
萬加籍港人在香港生活，香港也

因此成為了海外最大的加拿大人

社區之一。

港版國安法實施後，加拿大

政府跟隨英國和澳洲，對港人開

放國門。今年 2 月初，加國移

民部宣布，過去 5 年在加拿大

認可的大學畢業，或持有外國相

等學歷的香港人，及過去 2 年

取得加拿大認可文憑的香港學

生，可以申請為期 3 年的工作

簽證，3年後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根據移民顧問和律師表示，

很多香港家長認為國安法下，港

人的權利和自由均受到侵蝕，家

長們不想子女接受北京的洗腦教

育，這是他們移民的主要原因；

儘管旅行限制和緩慢的移民處理

過程拖慢了香港人的出發時間，

但有些人在出發前已經先將錢轉

入加拿大。

Equitable Bank， 其 總 部

位於多倫多，該銀行業務主管

Mahima Poddar 表示，以香港

電話號碼登記的賬戶，其銀行存

款在顯著增加。從去年 6 月到

今年 3 月中旬，這些賬戶的平

均存款增長了 30%，而使用非

香港電話號碼的賬戶平均存款僅

增長了 4%。

身在香港的加拿大律師

Jean-Francois Harvey 專為高淨

值人士提供移民服務。他表示，

自 2020 年中期以來，計畫移居

加拿大的客戶數量增加了五倍。

在過去一年中，每個客戶都轉移

了至少 100 萬加元的資金，而

轉移 500 萬至 1,000 萬加元的

更是普遍現象。

他還透露，在疫情期間，香

港人對加拿大移民的需求有了驚

人的增長，他不得不將團隊和香

港辦事處的規模擴大一倍以應對

需求。

駐 香 港 的 律 師 Clifford 
Ng， 在 1975 年 移 民 加 國，

1995 年回流。他說，港人對移

居加拿大涉及稅收方面的查詢增

加了四倍。

不止加拿大，英國也是港人

移民的首選之地，尤其在英國政

府向香港人推出 BNO5+1 移民

計畫之後，大量港人計畫移民英

國。據英國政府預計，未來五

年內將有約 32 萬香港人移居英

國，其中一半將在 2021 年期間

前往英國。基於此，美國銀行

在 1 月份預計，2021 年香港與

移民相關的資金流出量將高達到

2,800 億港元。

【看中國訊】據法廣報導，

中國華為公司財務長孟晚舟的律

師團，3 月 30 日在加拿大法院

辯稱，雖然美國以共謀和銀行詐

欺罪名指控她，但事發地點香港

在中國領土之內，只跟中國有

關，與美國無關。

辯護律師還指出，從加拿大

引渡孟晚舟到美國，將損害中國

在國際法上的主權。

美國當局指控，孟晚舟 2013
年向匯豐銀行（HSBC）陳述時，

對於華為子公司在伊朗的活動有

所誤導隱瞞，這是美方起訴和要

求引渡孟晚舟的主要依據，但抗

辯律師厄特（Gib van Ert）表

示，那次會面是在中國境內，不

應與美國或加拿大有關。

厄特是孟晚舟律師團的新成

員，他告訴加拿大法院說：「如

果當天有任何違法情事，那是發

生在中國領土之內，是中國的

事。」

厄 特 指 出：「2013 年 8 月

22 日在香港的一家餐廳，一個

中國公民與英中銀行匯豐之間發

生了什麼事，是國際法的問題，

不干美國的事。」

僅一週前，渥太華當局和美

國華府針對中國政府高層官員施

加經濟制裁，讓已經緊繃的國際

關係再升溫，如今孟晚舟力抗引

渡案又有最新辯護說法。

美國指控，華為子公司星通

科技在伊朗的活動違反了美國制

裁措施，孟晚舟撇清華為與子公

司星通的關係，誤導了匯豐銀

行。但孟晚舟和華為皆否認任何

犯行。

【看中國訊】中加關係持續

緊張之際，中國駐巴西總領事李

楊打破外交官發言字斟句酌的慣

例與規則，在推特上公然辱罵加

拿大總理特魯多，稱特魯多是敗

家子，使加拿大淪為美國的走

狗，甚至還在以「慕洋狗」來回

應網友的留言。

中國駐巴西里約熱內盧總

領事李楊 3 月 28 日在推特貼

出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照片，

併發文飆罵特魯多是「敗家仔」

（spendthrift）。李楊配文稱，

「小子，你最大的成就，就是破

壞中加之間的友好關係，把加拿

大變成了美國的走狗，敗家子！」

李楊的帖子引來了眾多網友

的非議，他更逐一反駁網民的批

評。在李楊謾罵式的發帖中，看

不出一個外交官應有的素養。

Patricia Bolton 在 推 特 上

回覆說，李楊的行為「侮辱了融

入我們的社會、並為我們國家

帶來偉大智慧和科學貢獻的加

拿大華裔。」

李楊對網友 @Zbrzbr2525
謾罵道：「你給共產黨當孫子都

不配！你就湊合著給美國當狗

吧！」李楊甚至侮辱網友 Paper 
Boats 是「慕洋狗」。

Karen Woods 回應說：「我

們做政治評論的要講究專業，您

職業外交官也不能鬧笑話，對

嗎？」網友蘿莉思維說：「匪就

是匪，哪怕你穿上西裝，哪怕你

走遍世界。」

據公開資料顯示，李揚，

1965 年 1 月出生，1988 年從黑

龍江省新聞局幹部做起，1997
年進入外交部，從三等秘書一

路陞官，2003 年成為亞洲司處

長，2006 年擔任中國常駐聯合

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

際組織代表團參贊，2011 年回

到外交部擔任軍控司副司長，

2016 年起即擔任巴西里約熱內

盧總領事。

此前，李楊還貼文批評西方

打新疆棉花牌，稱「這場大火是

一些愚蠢的洋人點起來的，他們

很快就會引火燒身！當下紡織業

和服裝業的國際品牌，哪個不是

靠著中國市場活著！ ... 中國人

看得起你們這些洋貨，隨手扔給

你幾吊活命錢，你倒翹尾巴了！

好，咱就試試，看誰是爺！」

中美在阿拉斯加會談後，他

在微博上提到，兩大國交鋒，

「我方已經不僅是平視對方，而

是在給他們上課！上外交禮儀

課，上國際政治課，上治國理政

課！我方團隊的出場表現，可用

完美卓絕來評價，而對方，則完

全不及格！」

加拿大前駐華大使馬大維

接受採訪時指出，李楊的言論

在政府官員的公開說法有異，

形容事件十分罕見和令人不

安，就像有人解開繩索或無法

把他們拴起來，並說：「李楊的

言論反映中國數碼外交與軟實

力的巨大失敗」。

港版國安法引爆移民潮
去年港人匯436億元到加國

$439,000$439,000
130 Braniff  Crescent SW 西南區大平層
三臥室獨立屋，靠近多所學校，高爾夫球場，
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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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900

www.cathychen.ca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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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900$419,900
31 Shawmeadows Pl  SW 西南區成熟社區，
舒適的獨立屋，三臥室雙車庫靠近學校，
超市，購物中心，步行距離到達輕軌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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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9 Dalhart Road NW 學區房，步行到
CTrain, 全新裝修，後院朝向綠地可加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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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鵬 Jim
403-837-9328 專業房產投資顧問●提供置業方案●買賣全程輔導●值得信賴 403-968-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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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4日，港警向抗議民眾發射催淚彈。（Shutter Stock）

3月22日，孟晚舟從住所前往加拿大

卑詩省最高法院。（Getty Images）

美欲引渡孟晚舟
律師竟稱損害中國主權

大陸外交官斥杜魯多「敗家仔」
飆罵網友「慕洋狗」

http://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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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美國國務院向國會提交

的年度報告中，陳述了中俄等近

200 個國家的人權狀況，其意義

重大。「人權的核心原則之一就

是普遍性。所有人，無論出生於

何處、信仰、所愛的人或有任何

其他不同特徵，都享有權利。」

布林肯說。

他並承諾，美國將對人權侵

犯者實施制裁。方法之一是行政

當局與國會合作通過法律，包括

《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以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另一個方式是通過經濟制裁和簽

證限制來施壓，並激勵各國尊重

人權而採取積極步驟。

人權報告關於中共部分

人權報告的中共部分明確指

出，「在新疆發生了針對以穆斯

林為主的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

民族和少數宗教群體的種族滅絕

和反人類罪。」

報告首次提到，除了「超過

一百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

少數民族群體送入關押營外，

「還有兩百萬人受到只在白天進

行的『再教育』培訓」。報告還

關注法輪功團體、藏人、天主

教、港人等迫害打壓，「北京當

局任意或非法殺戮、強制失蹤、

實施酷刑，其監獄或監禁環境惡

劣到威脅生命安全……當局使用

行政拘留以恐嚇政治和宗教倡導

者，並防止公眾抗議，而行政拘

留的形式包括，針對政治活動人

士和宗教信仰者設立的『拘留和

培訓』及『法制中心』，尤其是

針對法輪功人士。」

報告還特別提到法輪功人士

卞麗潮依然被關押，以及中共當

局讓四名最早報導武漢疫情的公

民記者失蹤。偏離官方疫情敘事

的中國學者遭到騷擾和言論審

查，在某些情況下受到校方和警

方的干預。

而被非法關押的中國人權律

師、政治犯以及活動人士，也包

含在報告中。高智晟、余文生、

郭飛雄、許志永、覃永沛、謝

陽、王炳章、陳建芳、黃琦、李

明哲、張少傑、王怡，以及上海

天主教神父馬大欽等人被列舉。

報告也稱：「北京當局暫停

或吊銷了一些代理敏感案件律師

的營業執照或律師執照，其案件

如異議人士、家庭教會人士、法

輪功人士或政府批評人士等。」

全球人權有倒退現象

布林肯在 3 月 30 日新聞發

布會上說，有證據顯示世界各

地出現人權倒退現象。「在俄羅

斯、烏干達、委內瑞拉等國家對

反對派人士、反腐敗活動人士、

獨立媒體工作者的襲擊和監禁，

在白俄羅斯對抗議者任意逮捕、

毆打和其他暴力行為。」布林肯

說。 
他也談到緬甸最新局勢。

「緬甸非暴力的抗議者被殺戮、

被毆打、被監禁，包括 3 月 27
日報導有 100多人被軍方打死，

許多人在軍人節那天參加抗議，

一些人只是旁觀者。」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Beijing is showing no sign of softness for 
two Canadian men detained in the coun-

try. There was hope that diplomacy could 
lead to the release of the two men, but now it 
seems they can’t escape going to trial.

  The men, Michael Spavor and Michael 
Kovrig, have been held captive in China for 
over two years. Incidentally, they were taken 
into custody soon after Meng Wanzhou, the 
Huawei executive, was arrested in Vancou-
ver, Canada, on a U.S. warrant.

 According to China’s state-run Global 
Times: “Kovrig was accused of having used 
an ordinary passport and business visa to en-
ter China to steal 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through contacts in China since 
2017, while Spavor was accused of being a 
key source of intelligence for Kovrig. They 
are suspected of crimes endangering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already been 
prosecuted.”

  Mr. Spavor’s trial,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city of Dandong on March 
19, appeared to have lasted just two hours. It 
is not unusual for some trials in China to take 
place swiftly.

  He appeared in court to face charges of 
“spying and illegal provision of state secrets 
abroad,”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from the 
court, which also said it would set a later date 
for the verdict.

  Mr. Kovrig was put on trial in Beijing on 
March 21, which also ended in a matter of a 
few short hours without a verdict being an-
nounced.

  China’s courts are known for severe pun-
ishments for espionage cases. If judged to 
be guilty, these two men could face life-term 
imprisonment.

  As both trials took place, a group of foreign 
diplomats gathered outside both court build-

ings, all of whom were denied entry. “This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as is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in these court proceedings,” 
said Jim Nickel, Canada’s top diplomat in 
China.

  Following the trials, a Canadian govern-
ment spokesperson said: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remains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arbitrary detention by Chinese authorities 
of Michael Spavor and Michael Kovrig since 
December 2018 and continues to call for 
their immediate release.”

  Canada says Beijing is carrying out what 
can be called hostage diplomacy even 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laims these two 
men were doing acts that were threatening 
national security. Canadian PM Justin Tru-
deau previously said the arrests came as pure 
retaliation for the detention of Meng in Can-
ada.

   As time is running out, the Canadian gov-

ernment is hoping pressure from the U.S. 
government can be of use. President Joe 
Biden said on the issue: “Human beings are 
not bartering chips. We’re going to work 
together until we get their safe return. Can-
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tand togeth-
er against abuse of universal rights and 
democratic freedom.”

  The relat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Ottawa 
are at an all-time low. Both families claim 
they are innocent and want unconditional 
release — without any more delay. The Can-
adian embassy in Beijing said that the lack 
of access and transparency show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is case, is simply 
disappointing.

  Beijing has claimed that the detention of 
these two Canadians is lawful, while it called 
Meng’s case a political one. Incidentally, the 
prolonged court case of Meng in Vancouver 
is now in its final phase, with hearings likely 
to end in May 2021.

遭北京拘留的加國公民將被審判
Canadian Men Detained in China Face Trial

美定論中共種族滅絕 將制裁

Jack Roberts

記者肖然綜合報導

【看中國記者綜合報

導】3月30日，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公布《2020年各國

人權報告》，首次定論中

共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和

反人類罪，並關注人權活

動家和法輪功被迫害的現

況。

【記者東辰雨綜合報導】

中 國 大 陸 雲 南 省 再 次 爆 發

COVID-19 疫情，3 月 30 日通

報本土確診病例之後開始嚴格管

制交通。瑞麗市政府要求全市市

民進行核酸檢測，以及自主隔

離一週時間，標誌著在時隔 198
天之後再次封城。

據《健康時報》報導，中國

衛健委已派出工作組趕赴雲南。

3 月 30 日，瑞麗官方宣布，新

增 6 例本土確診患者，3 個無症

狀感染者。

瑞麗市官方實施中共黨政

軍警民「五位一體」管邊控邊機

制，統籌整合公安民警和出入境

邊防檢查、邊境管理、部隊官

兵，鄉（鎮）、村、民兵以及黨

員等，設置防控點，組成聯合

巡邊分隊，對邊境便道「每日巡

點、每週巡線」，實行封閉式網

格管理，對邊境交通道路採取物

理隔離封堵措施。

報導引述瑞麗市民消息稱，

從 3 月 29 日開始民眾就不能去

連接瑞麗與緬甸木姐鎮的姐告口

岸。 3 月 30 日中午，警察和軍

隊在姐告大橋入口處駐守，禁止

車輛行人通過，姐告被封路。

30 日晚上，瑞麗高速遭封閉。

隨後，瑞麗市民開始去超市

購買並囤積食物。

微信公眾號「新華每日電

訊」3 月 31 日引述雲南省衛健

委通報稱，3 月 30 日，雲南省

境內新增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

染者，都是在瑞麗市內。其中 6
例新增確診病例中有 1 人持有

緬甸護照，3 例無症狀感染者也

都是緬甸籍。

《健康時報》報導，3 月 30
日 9 時 30 分，瑞麗官方對姐告

國門社區進行封閉管理，禁止車

輛人員通行姐告大橋，並設置封

控點，實施交通管制，禁止無

關人員、車輛出入姐告國門社

區。 22 時，瑞麗官方對龍瑞高

速瑞麗東、瑞麗西、帕色三個

出入口、20 國道畹町江橋段、

556 國道帕當木材檢查站等 5 條

進出瑞麗城區的通道實施交通管

制。　

3 月 14 日後離開瑞麗市的

人員，必須主動到當地社區進行

登記，並完成核酸檢測。

雲南省官方微博「雲南發

布」稱，3 月 31 日上午 8 時開

始，瑞麗市區全面進行強制核酸

檢測，「確保不漏一人」。瑞麗

市市區所有居民必須在家隔離一

週，沒有特殊原因不得外出，特

殊情況需要許可批准。除超市、

藥店、農貿市場，停止商業經營

活動，恢復正常經營活動時間另

行通知。

每戶居民必須出示官方批准

的證明，安排其中一人外出採購

生活物資。集中管理的居民區、

小區，由小區保安負責登記，掃

瞄健康碼，檢測進出人員體溫。

進出瑞麗運送醫療物資設備、生

活用品、農副產品等的貨車，必

須經過入城卡點檢查和測量體溫

之後，手持中共國務院行程碼或

雲南健康碼綠碼才能通行。

【看中國訊】日前，一段包

頭鋼鐵集團男職工縱身跳進鋼水

自殺的視頻在網路熱傳。 3 月

30 日，包鋼集團回應稱，跳鋼

水輕生的職工或與股票虧損、負

債過多有關。

根據視頻顯示，死者獨自走

到正在運作的 7 號轉爐噴渣口，

爐口壁上呈橘紅色。他站在爐

口，探頭往裡看了看，隨後取下

頭上的帽子，往爐口走了幾步，

再探頭往裡看了看，隨後縱身一

跳消失在監控中。隨後火光一

亮，冒出一股黑煙。當時，翻拍

視頻的人員說，「一下就沒了」。

該視頻在網路引起網友痛

惜：「是壓力大，還是有別的原

因？」、「煉鋼爐溫度高達好幾

千度」、「這心裏是有多苦、多

大的壓力啊。」

陸媒《瀟湘晨報》報導稱，

29 日下午包頭市應急管理局一

名工作人員對證實了此事，他對

死者遭遇表示同情，但對於事發

時間、地點、死者身份及死因

等，他稱「不清楚」。

隨著事件在網路持續發酵，

包鋼公司 3 月 30 日發聲明回

應，稱輕生者名叫王龍，系包鋼

鋼管公司煉鋼工，於 2021 年 3
月 24 日夜班當班時失蹤。後經

調取後臺監控錄像發現，王龍於

3 月 24 日 22:54 分在 7 號轉爐

擋火門處跳入渣罐身亡。

聲明稱，經公安機關初步調

查，已排除刑事案件，是自殺。

【看中國訊】彭博 3 月 31 日

報導，華為去年四季度營收下滑

11% 至 2,201 億元人民幣（335
億美元）。彭博基於之前報告數

字的計算結果顯示，該公司去年

三季度和二季度營收分別成長

3.7% 和 23%。

根據經過畢馬威審計過的財

報，華為去年全年營收和利潤分

別成長 3.8% 和 3.2%，符合先

前的「微幅成長」預期。

去年，川普政府對華為的制

裁遏制了其智能手機業務，也

對其 5G 網路業務設置了各種障

礙。目前，儘管拜登入駐白宮，

對華為的制裁卻幾乎未顯現出任

何放鬆的跡象。任正非開始將公

司引向諸如智能農業、醫療健保

和電動汽車等新的成長領域，寄

望於在這些領域佔得一席之地。

為彌補智能手機收入的下

滑，華為不久前還承接了中國沿

海省份一座大型養魚場及山西一

座大型煤礦的訂單。

辛醜新年之際，華為機器視

覺領域總裁段愛國在微頭條爆料

稱，華為機器視覺推出了智慧養

豬方案。養殖業的發展方向是數

字化、智能化和無人化。

今年 2 月，任正非在由華

為部分贊助的智能礦山創新實驗

室的揭牌儀式上說，「美國把我

們從實體清單拿出去應該是非常

困難的。現在我們只想自己多努

力，尋找能生存下來的機會。」

任正非表示，新機會的收入

可能在「今年就差不多」可以對

沖掉手機業務的下滑，但該公司

並未提供具體數字。

2020 年 1 月至 6 月，華為

的消費電子部門創造了 2560 億

元人民幣（約合 390 億美元）

的收入，佔公司總收入的一半以

上。得益於創記錄的 5G 基站訂

單和上半年智能手機的強勁銷

售，該公司 2020 年銷售和利潤

實現了微幅增長。

在美國的制裁下，華為無法

找到高端手機晶元代工廠，其退

出高端手機市場已成為必然。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2020年各國人權報告》發佈會上。（Getty Images）

雲南又爆疫情 瑞麗市再封城 華為四季度營收下滑11%

國企員工跳煉鋼爐自殺 企業回應惹議
聲明還引述包頭市應急管理部

門，認為「不屬於企業生產安全

事故。」

另外，聲明還引述工友反

映，稱王龍性格內向，至今未

婚，長期通過證券公司購買期貨

和股票，僅 3 月 24 日當日交易

就虧損 6 萬多元，懷疑其自殺

與虧損數額較大、負債過多，無

法償還有關。

該聲明一出，便引來網友不

滿，紛紛在相關話題下留言：

「『性格內向，至今未婚』，

為什麼用『至今』兩字，是在強

調因為『內向』，所以『未婚』

嗎？跟後面的事情有什麼關係？

這是什麼邏輯？」

「公安調查報告還沒出，公

司就根據所謂的『工友反映』得

出這樣的結論，用腦子想想，工

作單位急著這麼帶節奏，對已無

法開口的逝者公平麼？」

包鋼集團於 1954 年成立，

是中共在「一五」期間建設的

156 個重點項目之一。目前是世

界最大的稀土工業基地和中共的

重要鋼鐵工業基地，擁有「包鋼

股份」、「北方稀土」兩個上市

公司，資產總額達 1800 億元以

上，有在冊職工 4.8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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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國房地產市

場自 2020 年底以來持續火熱，

其中多倫多房市破記錄飆升，再

度引發對房市泡沫的擔憂，加

拿大抵押和住房公司（CMHC）

警告，有 5 地房市屬於高等脆

弱類別，包括多倫多、渥太華、

漢密爾頓、哈利法克斯及蒙克頓

（Moncton）。
蘇富比（Sotheby）國際房

地產加拿大報告指出，今年 1
月和 2 月期間，大多倫多地區

價值超過 400 萬元的房屋銷售

量大增 157%，其中獨立屋豪宅

的銷售量增長 203%。相比之

下，同期多倫多二手房的總銷

售量增長了 52%。今年 3 月的

前 15 天，大多倫多超過 100 萬

元的公寓銷售量，年同比增長了

110%。

蘇富比的報告同時指出，

加國其他城市的豪華房地產表

現也相當強勁，例如：在 2021
年的頭 2 個月，溫哥華房市超

過 400 萬元的住宅，銷售量年

同比增長 41%，其中獨立屋豪

宅銷售量增長 29%；在蒙特利

爾 , 今年頭 2 個月，超過 100 萬

元的住宅房產銷售量年同比增長

27%，其中獨立屋豪宅銷售量

增長 30%。

亞省卡城豪宅銷量增加

卡城的高價轉售房地產市場

在經歷了幾年來的冷清後，2 月

出現了升溫跡象。卡爾加里房地

產局（CREB）2 月份的數據顯

示，該市有 70 套 100 萬美元以

上的房屋售出，比 2020 年同期

增長 159%。

CREB 的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Ann-Marie Lurie 說：「我們看

到高端市場的銷售活動有所改

善，庫存也在下降。但目前高端

市場的價格沒有明顯變動。」

她指出，房地產經紀人組織

通常不按價格段追蹤基準價格變

化，但一些高價社區確實經歷了

銷售上升，但總體上還沒有出現

價格上漲。例如，位於西南部

的 Britannia 社區的房屋基準價

格超過 120 萬元，2020 年至今

下降了 1%。不過，即使從歷史

上看，該市豪宅市場的銷售情況

還是很強勁，今年至今已有 109

套售出。相比之下，在 2014 年

房市高峰期的前兩個月共有 95
套豪宅售出。

Lurie 進一步指出，由於低

端市場銷售的火熱，高價位房屋

也有了更好的需求。雖然 60 萬

元以下的房屋市場供應非常緊

張，只有不到兩個月的待售期，

但隨著價格的上漲，買家的選擇

也逐漸變多，例如在 100 多萬

的區間，房屋在市場上的待售期

在 5 個月以上。

房 地 產 經 紀 人 Corinne 
Lyall 表示，「在過去的 90 天

裡，我注意到的是，特別是在

Mount Royal，房屋銷售的價位

在 200 萬元以下，買家們似乎

看到了以比經濟衰退前低得多的

價格進入奢侈品市場的機會。」

CREB 為 Mount Royal 提

供的數據顯示，截至 2 月 28
日，房屋的基準價格約為 117
萬元，比 2020 年下降了 3%。

然而 100 萬元以上的房屋銷售

佔所有轉售房屋的比例為 6%，

是三年來最高的。

雖然銷售情況正在改善，但

Lyall 表示，該細分市場的價格

仍然低於 5 到 7 年前的水平。

豪宅市場將更受歡迎

蘇富比國際房地產加拿大

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科蒂克

（Don Kottick）在報告中提到，

目前加拿大房市普遍存在巨大

的、被壓抑的買家需求。疫情並

沒有引發人們擔心的房市崩盤，

反而將加拿大市場推向新高。因

為失業問題主要集中在租房住的

人群中，而那些能夠在家工作的

高薪專業人員，已經在利用創記

錄的低房貸利率，去搶購更大的

房產。

目前加拿大移民數量受疫情

影響而減少，不過聯邦政府已經

推出措施增加移民目標，這將給

加國房地產帶來新的動力。科蒂

克認為，加拿大社會穩定，對海

外高淨值人士頗具吸引力。「我

對豪宅市場保持強勁感到非常樂

觀」。

聯邦警告房市過熱

3 月中旬，加拿大抵押和住

房公司（CMHC）提高了對多

倫多房市的風險評估，稱房市極

易受到價格急劇下跌的影響。並

警告說，可能有全國範圍的房市

過熱。加上投資者將目光投向更

偏遠的地區，許多小鎮鄉村的房

價被捧高、供應量也下降，令這

波購房熱潮波及到了主要城市市

場以外的地區。

CMHC 點名多倫多為「脆

弱」地區。據多倫多地產局公布

的 2 月份數據，該地區 MLS 房

屋價格綜合基準指數、年同比

增長了 14.8%；按平均售價計

算的話，上漲幅度是 14.9%，

達到 104.55 萬元。獨立屋、半

獨立屋和鎮屋的升幅都超過了

20%。

多倫多地產局首席市場分析

師莫沙（Jason Mercer）說，在

庫存沒有明顯增加的情況下，房

市的供不應求可能使今年的平均

房價繼續保持 2 位數增長。另

外，如果公寓銷售的增長繼續超

過新公寓上市量的增長，公寓價

格在下半年也會加速上升。

CMHC 在其上週發布的報

告中稱，在截至去年 12 月的 3
個月中，全國有 76% 的掛牌待

售房屋，在同一時段售出。該指

標表明，存在全國範圍的房屋過

熱。全國有 5 個房市屬於高等

脆弱類別，極易受到價格急劇下

跌的影響。包括：多倫多、渥太

華、漢密爾頓、哈利法克斯及蒙

克頓（Moncton）。

【看中國訊】卡爾加里的房

地產市場上個月的銷售增長，在

全國範圍內僅排在溫哥華和菲沙

河谷之後。RBC Economics 的
一份報告顯示，2 月份該市的銷

售額同比增長了 54%，這是卡

爾加里 12 年來的最高水平。

RBC 的 高 級 經 濟 學 家

Robert Hogue 表示：「在經歷

了多年非常低迷的情況下，如果

你是賣方，目前有更多的買家對

你的房產感興趣。」

目前同樣有利於賣家的是

買家的選擇減少，2 月份卡爾

加里的房屋總體庫存量同比下

降了 18% 以上。這有助於刺激

該市綜合指數，MLS(Multiple 
Listing Service) 數據顯示，該

市房產價格平均增長 3.8%。

相比之下，愛德蒙頓的銷

售也增長了 52%，庫存下降

了 19%，多倫多的銷售增長了

53%，庫存下降了 1%。這些城

市的MLS指數分別增長了3.9%
和 15% 左右。與此同時，滿地

可的銷售額萎縮了 3%。溫哥華

的銷售增長了 73%，而菲沙河

谷則以 108%的增長領跑全國，

庫存量也下降了 28% 以上。

滿地可的房屋庫存降幅超過

25%，這種下降有助於抵消滿

地可需求方面的下滑，也導致其

MLS 價格指數上升了近 19%，

成為這次受調查的城市中最高的

城市。

RBC 指出，所有地區市場

的銷售與新房掛牌比例都超過了

60%，這非常有利於賣家。卡

爾加里的銷售與新房掛牌比例為

67%，而菲沙河谷和滿地可的

比率分別為 90% 和 91%，居全

國之首。

【看中國訊】Royal LePage
發布的一份新報告預測，今年亞

省的度假屋市場將延續去年的增

長勢頭，繼續火熱。

Royal LePage 預測，包括

Canmore 在內的亞省度假屋價

格將同比上漲約 6%，房價將超

過 94.2 萬元。去年度假屋房價

漲幅近9.5%，達到了88.9萬元。

從全國範圍來看，由於需求

增長持續超過庫存增加，報告預

測今年度假屋總價將較去年上漲

15%，至 50.27 萬元。去年度假

屋價漲了16%，達到 43.7 萬元。

預計今年安大略省和大西洋

省份的度假屋房價將在全國漲幅

最大，將達到 17%。

亞省的度假屋房價最高，且

Canmore 地區佔據了很大的市

場份額。報告指出，做亞省度假

屋的地產經紀人中有 44% 的反

饋，越來越多的省外買家進入市

場，從而導致房屋庫存減少。

Royal LePage 公司上個月

發佈的《2021 年人口統計調查》

指出，年輕的買家現在更多地關

注靠近卡爾加里和埃德蒙頓的傳

統度假社區，將其視為潛在安家

之處。該調查結果還顯示，年齡

在 25 歲至 35 歲之間的人中有

32% 表示武漢肺炎疫情增加了

他們遷移到人口密度較低地區的

願望。

Royal LePage 的這份研究

報告，可能會進一步推動傳統度

假區房屋的需求。

【看中國訊】加拿大統計局 3
月 12 日數據顯示，加國全國家

庭按揭債務連續 2 個季度創新

高，去年第四季度創下 349 億

元的新高。

統計局數據顯示，在債務飆

升同時，房主們的身家也同時

增加。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 4
季度加國房價平均漲 3.3%，人

均淨值從此前的 34 萬 3,172 元

漲至 35 萬 7,955 元，全國人口

總淨值比 2019 年底整整增加 1
萬億多元。

不過，家庭可支配收入呈微

降趨勢，家庭債務與收入比從

170.8% 升至 175%，即家庭每

掙 1元可支配收入，就欠債 1.75
元，這一數字比去年三季度的

1.71 元有所上升，但低於 2019
年底的 1.81 元。

同時，隨著員工補貼逐漸

恢復，人們對政府補助依賴也

減少。政府救助和補助雖連續

2 個季度減少，仍一定程度上

支撐家庭儲蓄，推動儲蓄率上

升。統計局數據顯示，儲蓄率

已經連續 3 個季度呈 2 位數上

升，反映個人和企業都在逐漸

適應疫情過程中，經濟持續復

甦，只是速度較慢。

加國豪宅市場熱 引聯邦注意

卡城躋身加國房產銷售熱門市場

加國家庭按揭債務創新高 儲蓄增加

（Shutter Stock）

Royal LePage 預計
今年度假屋市場繼續火

（Shutter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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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與中國聯合撰寫的溯源

研究報告說，COVID19 病毒最

有可能從蝙蝠通過另一種動物宿

主傳播給人類；報告認為病毒經

中間宿主引入人類「比較可能」

到「非常可能」。並且，病毒是

實驗室泄露的「可能性極低」。

美國之音報導，白宮認為報

告缺乏關鍵數據信息與管道，代

表單方面且不完整的事件面貌，

要求進行第二階段調查。並與 13
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共同

支持對大流行病的起源進行透明

獨立的分析評估；制定透明、科

學和獨立的程序，對未來可能發

生的此類疫情進行國際評估。

而法新社引述世衛秘書長譚

德塞對世衛成員國所發出的簡報

寫道，雖然調查小組的結論是，

專家認為病毒從實驗室外泄是

最不可能的假設，「但仍需要深

入調查」，他已指派專家執行任

務。報導也指稱，譚德塞指出國

世衛病毒溯源調查報告遭質疑

【看中國訊】中國車用芯片短

缺現象或再持續至少半年，中國

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李邵華表

示，今年前 2 個月中國汽車產能

年減 5% ～ 8%，預計到今年第

3 季才有可能達到供需平衡。

據中央社引述路透社報導，

李邵華 3 月 31 日表示，汽車芯

片短缺，是市場供需不平衡的問

題，無法藉由行政手段解決，

「中長期來看，是汽車產業鏈

『卡脖子』的問題。」

李邵華分析，中國車用芯片

短缺的情況至少將維持 6 個月

至 9 個月，換句話說，至少要

到今年第 3 季才可望達到供需

平衡。

據中汽協統計，今年前 2
個月由於汽車芯片短缺，中國汽

車產量年減 5% 至 8%。

中汽協副總工程師許海東分

析，造成汽車芯片短缺的原因有

三：首先，2020 年下半年消費

性電子產品市場大幅成長，分

食了車用芯片的產能；其次，

日本化學兼半導體大廠旭化成

（Asahi Kasei）旗下半導體工廠

發生火災被迫停產、東南亞芯片

組裝工廠因疫情停產等事件，直

接影響芯片的供應；最後，部分

具規模的企業預見芯片短缺情

形，加大自身庫存，影響市場的

供需平衡。

報導引述北京群智諮詢副總

經理兼首席分析師陳軍觀察，一

般來說，汽車芯片的利潤會比消

費性電子產品的芯片利潤高，對

芯片供應商而言確實是吸引力，

不過車用芯片的技術要求也較

高，這些都會成為芯片廠評估決

策的標準。整體而言，積極轉產

的可能性不高。

報導另引述一名芯片產業人

士的說法，由於各家車企就現有

資源展開競爭，因此汽車芯片的

價格水漲船高。目前各類芯片的

價格普遍上漲了 10% 以上。

3月30日，世衛組織正
式公布COVID19病毒溯源
報告，美國與13國發表聯合
聲明表示強烈質疑。多家主

流媒體近日罕見採訪專家提

出病毒源於武漢實驗室，令

各界懷疑世衛報告在為中共

洗地。

記者肖然採訪報導

譚德塞在北京與習近平會面。（Getty Images）

際專家小組在這次調查中，想取

得原始數據資料遭遇困難，「我

希望未來的合作研究能包括更即

時、更全面的數據共享」，譚德

塞認為應瞭解最早的病例、追蹤

武漢當地市場出售的動物，以更

加瞭解潛在的動物宿主。外界對

於譚德塞上述言論略感吃驚。

專家：世衛報告不可信

世衛研究報告多次被推遲發

表，有分析認為，是因為世衛受

到北京和國際社會的雙重壓力。

美國喬治城大學全球衛

生 法 教 授 戈 斯 廷 (Lawrence 
O.Gostin) 告訴美國之音，報告

在病毒方面沒有任何新進展。羅

格斯大學化學暨生物學教授埃

布賴特 (Richard Ebright) 則認

為，由於中共對世衛團隊的控制

和指示，加上團隊成員受到利

益衝突壓力，報告存在「嚴重缺

陷」。「世衛組織工作組沒有能

夠提出可信的報告，反而進行了

粗暴的粉飾。」埃布賴特說。

斯坦福大學醫學和微生物學

教授雷爾曼 (David A.Relman)
說，病毒起源問題被政治化了，

他認為，病毒實驗室泄漏說是可

信和重要的，不能簡單的排除

它。「對此我感到沮喪、困惑和

難過。世衛團隊以贊成自然傳播

機制（極可能），以及反對實驗

室傳播機制（極不可能）的假

設，得出了這樣強硬的評估。而

這些評估似乎都沒有基於實際的

堅實的數據，」他說。

媒體指實驗室泄露

第一個提出 COVID19 病

毒源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是出逃

美國的中國病毒專家閻麗夢。去

年僅福克斯等少數媒體採訪了她

並做了報導。

而就在世衛公布病毒溯源正

式報告前夕，多家主流媒體如

CNN、紐約郵報和 CBS 罕見打

破沉默，對前 CDC 主任雷德菲

爾德 (Robert Redfield) 和負責

調查 COVID19 起源的前國務

院工作組領導人阿舍爾（David 
Asher）等專家進行專訪，提出

病毒源起實驗室說。

身為權威病毒專家和唯一經

歷了疫情爆發全程的美國疾控中

心主任，雷德菲爾德提出驚人指

控，感染性如此強的病毒不可能

產於自然，而是來自實驗室。阿

舍爾則提出更為爆炸性的指控，

稱病毒是中共製造的生物武器。

世衛調查是精心策劃

3 月 28 日，CBS 在 其「60
分鐘」節目中採訪了克林頓政府

前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世衛

基因工程諮詢委員會成員梅茨

爾（Jamie Metzl），以及川普政

府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梅茨爾將這次世衛

調查比做讓蘇聯對切爾諾貝利

進行共同調查，「這真的沒有意

義。」「我不會真的把世衛訪問

武漢稱為調查。這基本上是一次

高度讚揚、精心策劃的學習旅

行。」梅茨爾說，「這群專家只看

到了中共政府希望他們看到的。」

梅茨爾引用鮑嘉的話：「在

全世界所有城鎮的實驗室中，為

什麼是武漢？」「武漢確實擁有

中共四級（P4）病毒研究所，

可能收藏了世界上最多的蝙蝠病

毒，包括蝙蝠冠狀病毒。我見過

世衛團隊只在『武毒所』呆了 3
個小時。」

CBS 也採訪了世衛專家組

中唯一的美國專家達茲扎克，梅

茨爾說，達茲扎克與武漢實驗室

長期合作，存在利益衝突。

梅茨爾本月稍早簽署公開

信，呼籲返回中國進行新的國際

調查。信中稱，世衛團隊沒有獨

立性或許可權「進行全面和不受

限制的調查」，專門針對武漢病

毒實驗室可能發生的意外泄漏。

博明：軍方與武毒所合作

川普政府的副國家安全顧問

博明（Matt Pottinger）在 CBS
《60 分鐘》節目中提出，他曾親

眼看到解密情報，顯示中共軍方

與武漢病毒實驗室合作。

博明說，中共直接下令銷毀

所有病毒樣本，也沒有自願分享

基因序列。中共還隱瞞了武漢實

驗室的幾名研究人員出現類似中

共病毒的症狀。

與葉簡明牽連？捷克富豪墜機身亡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美國東部時間 27 日傳出，

美國阿拉斯加州南部克尼克冰

川地區一架觀光直升機墜毀，

機上 5 死 1 傷。其中一名死者

為 56 歲的捷克首富、派富集

團（PPF）創始人彼德．凱爾納

（Petr Kellner），其最新身家約

175 億美元。

這一消息震驚社會。隨後捷

信中國一位高管公開表達了哀悼

之情，但最引人注意的是，凱爾

納生前被指是中共在東歐的重要

掮客，並曾與中國華信集團老闆

葉簡明來往密切。

捷克富豪墜機身亡 
中國高管發聲

美國《紐約時報》29 日報

導，3 月 27 日傍晚，一架觀光

直升機在阿拉斯加州南部尼克

爾冰川（Knik Glacier）地區墜

毀，機上 5 人死亡、1 人重傷，

死者包括捷克億萬富翁凱爾納，

旅館的兩位嚮導直升機飛行員。

墜機事件正在調查中。

報導引述知情者介紹，27
日凱爾納等人登上 AS350 B3
直升飛機，當天直升機沒有返

回，救援人員當晚 10 時收到通

知，並在尼克爾冰川附近發現了

墜機碎片。

為此，捷信中國一位高管

29 日接受《紅星新聞》採訪時表

達了哀悼之情，「確實是很不

幸，很令人驚訝。」「他對中國

市場非常重視，也對中國挺友

好。」據悉，凱爾納是中東歐最

大投資和金融集團之一派富集團

（PPF）的老闆。 1989 年在捷

克共產黨垮臺後，捷克進行大規

模國有資產私有化，凱爾納在這

一過程中積累巨額財富。

設中國首家外商獨資 
消費金融公司

公 開 資 料 顯 示，2004 年

PPF 開始進入中國信貸市場，

計畫針對個人消費者開展消費信

貸、人壽保險和小型融資等服務

項目。 2010 年 11 月，經中國

銀監會批准，PPF 集團全資設

立了捷信消費金融有限公司，這

亦是中國首家外商獨資消費金融

公司，註冊資金 3 億元人民幣，

主要經營個人消費貸款業務。

2019 年，捷信集團曾計畫

赴港交所 IPO，花旗、匯豐、

摩根士丹利為本次上市的聯席保

薦人。但之後，捷信集團宣布撤

回上市申請，並表示，目前公司

資本充足，尚不需要通過上市保

持業務增長。

據捷信中國高管介紹，捷信

集團在 10 多個國家和地區有業

務，包括在捷克、斯洛伐克、俄

羅斯的銀行，其中中國市場業務

約佔 60%。

捷信中國被指向大學生

「放高利貸」

雖然上述捷信中國高管對凱

爾納評價很高，但是捷信中國近

期卻捲入了「裁員風波」。

2018 年，捷信消費金融以

1.79 億歐元（約合人民幣 13.98
億元）的淨利潤，穩坐 24 家已

開業消費金融公司頭把交椅。這

不禁引發外界遐想，捷信這麼高

額利潤的背後，如何在中國市場

賺錢？

大陸媒體的報導提及，捷信

中國剛成立不久，就被投訴違規

放高利貸給大學生。

例如，央視 2013 年指出，

捷信消費金融向大學生發放年費

率超過 50% 的貸款，並涉嫌暴

力催收。據招股書顯示，捷信集

團擁有一支多達 22101 人的催

收團隊。因此，各大投訴平台

上關於捷信消費金融公司高利

貸、暴力催收等投訴絡繹不絕。

以「聚投訴」平台為例，當前針

對捷信金融的投訴量超過 12000
條，其中有效投訴超過 11000
條。黑貓數據顯示目前捷信有效

投訴量高達 45661 條。

而近日，捷信再因裁員風波

陷入輿論漩渦。 3 月 24 日，關

於話題「員工接到通知休假回來

發現被開除」登上熱搜。根據長

沙電視臺報導，深圳捷信信馳諮

詢有限公司長沙分公司（原深

圳捷信金融服務有限公司分公

司）大量員工反映突然接到從 3
月 12 日開始「休假」的通知，

辦公電腦及賬號許可權被收回。

捷信面臨虧損、高管離

職問題

除了裁員風波，捷信集團還

面臨虧損、高管離職等問題。

近日，捷信集團報告稱，

2020 年虧損 5.84 億歐元（約

45.3 億元人民幣）。今年以來，

捷信集團旗下在華運營的捷信消

費金融董事長 Ondrej Frydrych
和首席財務官王濤先後離任。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下

半年捷信集團貸款需求增加，第

四季度貸款申請比第二季度增加

23%，達到 1380 萬。去年第四

季度，捷信貸款再次上升，其旗

下 9 個市場的分支機構平均每

天發放 4.79 萬筆貸款，約為每

兩秒發放一筆貸款，而去年第二

季度平均每天發放 39,600 筆貸

款。這一跡象很不尋常，官方也

沒有作出合理的回應。

凱爾納充當總統澤曼和

北京的中間人

儘管如此，迄今凱爾納的

事業已橫跨保險、消費金融、

銀行、電信、房地產、生物技

術等多個領域。其中尤為引入

注目的是，其在 2002 年購買

了捷克第一傢俬人電視臺 Nova 
Nova，2019 年以 16.2 億英鎊

從 AT&T 手中收購了中歐媒體

企業（CME）。
據香港媒體「端傳媒」去

年 11 月披露，凱爾納不僅是富

商，10 餘年來他還充當總統澤

曼和中共的中間人，且他與中國

華信能源的董事長葉簡明的關

係不一般。或因如此，凱爾納

旗下的捷信集團（Home Credit 
BV）才在中國獲得特殊權利，

是「中國唯一一家外資全資的消

費金融公司」。

舉例來說，2014 年和 2015
年澤曼總統連續訪華，然後習近

平在 2016 年首次對捷克進行國

事訪問。隨後 2017 年至 2019
年，澤曼年年都會訪問中國，拜

會習近平。期間澤曼推動捷克與

中共簽署多項協議，大力推進中

共「一帶一路」打入捷克和歐洲。

2018 年，派富集團（PPF）
與中信集團（CITIC）簽署了戰

略合作備忘錄，雙方據稱將開展

全方位、多領域合作，此舉被稱

為捷中「新絲綢之路」計畫的一

部分。

涉多個醜聞 
親北京立場鮮明

英 國《衛 報》今 年 1 月 報

導，由於凱爾納與中共關係密

切，其後也陷入多個醜聞事件。

另有捷克媒體《簡明新聞》

網站（Aktualne.cz）2020 年 12
月報導稱，捷克存在一個所謂的

「專家、新聞工作者和政治領導

人網絡」，這一網絡旨在通過在

公開辯論中傳播親北京的觀點而

「影響捷克社會」。

根據該網站說法，這一影

響力運動於 2019 年 4 月發起，

由 Home Credit 資 助，Home 
Credit 是在中國有很大利益的捷

克首富凱爾納所擁有的個人信貸

公司。文章還說，和捷克總統走

得近的捷克首富凱爾納所擁有的

個人信貸公司秘密資助了一家名

為「C ＆ B 聲譽管理」的媒體公

關機構，以開展活動來提高中共

在捷克的形象。該公關機構還於

去年 6 月成立了一個親北京的

智庫 Sinoskop。
更讓人疑惑的是，這一媒

體公關機構屬於馬斯．吉爾薩

（Tomas Jirsa）所有。 2020 年

1 月，吉爾薩開始掌管捷克主要

的網站之一 Info.cz。之後，這

一網站發表了好幾篇有利於中共

的文章，這些近似於廣告性的文

章是由捷信付賬刊登。而反對這

樣做的幾名記者之後也陸續離開

這一網站，其中一人曾在捷克公

共電視台上公開表示，這一網站

「發表的批評中國的內容越來越

少，與批評北京的一個重要智庫

的合作也被中止了。」

彼德．凱爾納（Petr Kellner）

中國車用芯片短缺 
衝擊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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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3月30日，中國人社部
專家對黨報稱，延遲退休採

取漸進式，逐步實施到位。

這背後則是勞動力數量和

生育率不斷大幅降低，從而

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衝擊。

中國人社部勞動和社會保障

科學研究院院長金維剛接受官媒

《人民日報》採訪，稱延遲退休

不會「一步到位」，而是採取漸

進式，用較小的幅度逐步實施到

位，每年延遲幾個月或每幾個月

延遲一個月。

金維剛表示，2019 年底中

國 60 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

比重已達到 18.1%，預計截至

2025 年老年人口將突破 3 億。

「在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的背景

下，如果退休年齡不作調整，意

味著工作的人越來越少，退休的

人越來越多，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是顯而易見的。」

並且他強調，中國勞動年齡

人口數量從 2012 年起開始出現

下降，年均減少在 300 萬人以

上，並且減少幅度在加大。

去年底，《中共中央關於制

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

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

的建議》全文公布，這份《建議》

勞動力數量和生育率不斷大幅降低，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衝擊。

（Getty Images）

帶來了有關延遲退休的最新信

息，那就是「實施漸進式延遲法

定退休年齡」。

「實施」二字，標誌著延遲

退休，從設想變成了現實。

官方文件稱，延遲法定退休

年齡主要是基於四個方面的考

慮，即人均預期壽命提高、人口

老齡化趨勢加快、受教育年限增

加、勞動力結構變化。

3 月 29 日，北京大學國民

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在接受搜

狐智庫訪談時表示，截至 2025
年，中國的勞動力預計每年將減

少一千萬。

「一千萬是甚麼概念？十年

財經簡訊

時間就是一個億。我們要知道世

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的總人口才

一點幾個億，其勞動力不到一個

億。這意味著我們十年時間就損

失了一個日本的勞動力，這個問

題非常嚴重。」蘇劍說道。

蘇劍表示，從 1962 年開

始，中國進入生育高峰，而法定

退休年齡為 60 歲。這就意味著

從 2022 年開始，中國將迎來退

休高峰。「好多人現在還在說人

口紅利，其實人口已經沒有紅利

了，我們現在談的是人口負債。

中國在 2022 年以後，勞動力將

急劇減少，這會從供給一邊抑

制中國經濟增長。同時，中國

明年退休高峰 北京再促延退
從 2018 年開始總人口就已經減

少了，這意味著需求一邊也在萎

縮。」

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就是出生人口連年下降。

2 月 8 日，中國公安部發布

數據，2020 年進行戶籍登記的

新生兒共 1003.5 萬。經濟學界

普通預計去年人口出生數量將再

次下滑，甚至用人口坍塌來形容

影響經濟深遠的人口危機。

此前在中國國家統計局於 1
月 18 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

布，推遲公布 2020 年的出生人

口數據。但是，中國一些地方政

府公布的出生統計數據表明，人

口出生率正在大幅度下降，有的

省市和 2019 年同期相比更是驟

降 32%，專家指出未來中國經

濟面臨人口危機與老齡化危機。

中國攜程網創始人、北京大

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梁建章日前

撰文指出，中國人口塌陷已經到

來，如果無法大幅提升生育率，

這種下滑將不會見底。

人口坍塌是中國的生育率問

題，指的是中國的出生率不斷下

降，死亡率卻不斷增加，自然增

長率也將不斷下降，中國人口已

經在負增長的邊緣。因此，中國

今後面臨的不是人口爆炸，而是

人口坍塌。

馬爾他政府腐敗 資金
線索涉及中國國企

【看中國訊】對馬爾他政府

高層官員涉嫌腐敗指控的調查範

圍不斷擴大，資金線索現已延

伸到了中國及一家中國國企對

歐洲的一筆 4 億美元投資。該

指控由被謀殺的記者加利齊亞

（Daphne Caruana Galizia） 首

先提出，她於 2017 年被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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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全日制英語
 語言課程
五月或九月開課

現在就可申請。

【看中國記者鍾琺綜合報導】

在埃及蘇伊士運河擱淺一週的

台灣長榮海運大型貨輪長賜號

（Ever Given） 終 於 脫 困。 然

而，這次擱淺事故不但讓埃及當

局心有餘悸，而且也令複雜的國

際貿易關係浮出水面，到底應該

是誰承擔事故責任？

3 月 30 日，長賜號船東日

本正榮汽船株式會社宣稱，該公

司將和相關機構一起調查事故原

因，但並沒有透露具體詳情。

正榮汽船公司表示，目前已

經得知長賜號擱淺事故後大部分

損壞地方是在船的龍骨部分，貨

輪是否就近維修，最終是由營運

方長榮海運做出決定，並非正榮

汽船來決定。

正榮汽船公司擁有通過 13
個船東互保協會投保的約 30 億

美元責任保險。

全球性律師事務所「Clyde 
& Co」表示，長賜號船東正榮

汽船公司將向埃及蘇伊士運河管

理局支付協助貨輪脫困費用，不

過蘇伊士運河管理局可能向長賜

號開出罰單。

綜合媒體報導，台灣長榮海

運大型貨輪長賜號在蘇伊士運河

擱淺後，此次事故責任和經濟賠

償問題引發外界關注。長賜號貨

輪是台灣公司從日本正榮汽船公

司租借的，是由印度籍船長負責

駕駛貨輪，英國保險公司負責保

險賠償，貨輪懸掛巴拿馬國旗，

從中國運載貨物運往德國，結果

在埃及蘇伊士運河擱淺，造成來

自世界各地的貨輪與商船大排長

龍。據法新社報導，長賜號擱淺

一週，導致超過 400 艘貨輪和

商船被迫停泊在地中海與紅海兩

端入口附近水域。蘇伊士運河管

理局表示，大排長龍的船隻至少

需要 3 天時間才能全部通過蘇

伊士運河。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埃

及總統海港和蘇伊士運河事務顧

問宣稱，埃及當局將向長賜號船

東日本正榮汽船提出索賠要求。

因長賜號擱淺事故導致航道

堵塞，延誤交付的貨物價值多達

620 億美元左右，其中原油約

1200 萬桶。埃及當局因此而損

失金額總計約 9100 萬美元。

長賜號終脫困 誰來擔責？
【看中國記者陳勇編譯 / 綜

合報導】GameStop 風波剛剛結

束，新一輪金融危機又浮出水

面。Archegos 是一個不見經傳

的私人對沖基金。由於這家基金

的巨額賭注遭到平倉，連累向它

貸款的銀行遭受巨額損失。

Archegos 由 韓 國 人 比

爾 · 黃（音譯）創立。基金向

ViacomCBS（派拉蒙電影、哥

倫比亞廣播等公司的母公司）、

探索傳媒（Discovery）、百度、

騰訊、唯品會等股票投下了大宗

賭注。這些賭注採用金融衍生產

品實現，使他能夠避免向監管部

門報告投資部位。

上 週 ViacomCBS 股 票 價

格下跌，Archegos 所持 150 億

美元的倉位遭到平倉。由於貸款

給 Archegos 進行衍生交易，日

本野村控股和瑞士信貸預計遭受

巨額虧損，估計數額達幾十億美

元。由於黃經常採用 5 倍以上

的槓桿，實際損失還難以估量。

一些投資人擔心，這次會不會出

現蝴蝶效應，造成下一個雷曼事

件，也引發了拜登政府的關注。

3 月 30 日，野村控股股票

下跌達 16%，瑞士信貸股票下

跌達 14%。其它金融股也遭受

連累，德銀下跌 5%，摩根史

坦 利 下 跌 2.6%。Archegos 所

投資的中概股也大幅下跌。騰

訊音樂下跌 27%、唯品會下跌

21%，愛奇藝下跌 20%。

比爾 · 黃曾經效力於老虎資

金管理，此後又創立了對沖基金

老虎亞洲資金管理公司。由於內

線交易，老虎亞洲被美國證券交

易委員會罰款 4400 萬美元。黃

因此關閉了這一基金然後開創了

Archegos。熟悉他指令的交易

員稱，他擅長運用高槓桿率的多

空策略，也就是說，他每一美元

都會疊加好幾層槓桿。

巨額賭注遭平倉 新一輪金融危機？

當時正調查一個她認為向馬爾他

政客行賄的公司網絡。路透社追

蹤兩家涉及該網絡的公司，找到

了全球諮詢公司埃森哲一名中國

高管的親屬。馬爾他官方記錄顯

示，這名高管是 43 歲、來自上

海的陳城，在過去 10 年曾代表

國企上海電力在馬爾他和歐洲小

國黑山投資事宜的談判。

歐盟對中國鋁合金型材

徵收反傾銷稅

【看中國訊】據法廣報導，

歐盟委員會 3 月 30 日發表聲明

稱，歐盟對從中國進口的鋁合

金型材徵收反傾銷稅，稅率從

21.2% 到 32.1% 不等。

聲明稱：「這是歐盟承諾確

保歐盟工業能夠在公平的環境中

競爭並保護就業的又一例證，在

這個價值 120億歐元的行業中，

歐盟有 4 萬個就業崗位。」

聲明稱，調查發現，中國出

口商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傾銷）

對歐盟產業造成了重大損害，採

取措施應對此類行為是必要的，

符合歐盟的利益。有關各方都有

充分的機會維護自己的利益。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

校研究員易富賢為中國人口研究

領域專家，他著有《大國空巢：

走入歧途的中國計畫生育》一

書。他在推特上也以生育率低於

全國的東北地區為例，指出「東

北的今日就是全國的明日」。

據自由亞洲電臺 2 月 2 日

報導，易富賢強調，東北經濟占

全國比例從 1980 年的 13.1%，

降 至 2010 年 9.1% 以 及 2020
年的 5%，其中原因之一即是老

齡化。等到其它的省份達到東北

目前的年齡結構，經濟增長率還

達不到東北目前的水平，恐影響

全國經濟發展。「（中央）預測

2035 年經濟要翻一倍，2021-
2035 年經濟要有 4.7% 的年增

長率。但從人口角度出發，我覺

得這個可能性很小。 2025 年之

前中國經濟可能可以保持 4%、

5% 增 長 率 沒 問 題， 但 2025
年之後經濟增長率就會不斷下

降。」

研究人口發展的美國馬里蘭

大學社會學系陳緋念（Feinian 
Chen）指出，未來中國生育率

若持續走低，人口老齡化壓力將

隨之而來，不僅經濟將面臨影

響，也會衍生老年人口照料等社

會問題。即便政府有意挽救生育

率，但仍無濟於事。

（Getty Images）

https://mru.ca/online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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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委書記：沒錢絕不來往習近平赴福建 重申聚焦備戰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在臺海關係緊張之際，中共總書

記習近平近日到與臺灣隔海相望

的福建考察，並於 3 月 24 日在

福州視察武警第二機動總隊時提

出，要全面加強練兵備戰，堅持

底線思維，聚焦備戰打仗。在習

近平視察同時，中共軍隊 20 架

次軍機進入臺灣南部西部空域。

習近平在聽取匯報後強調，

要求全面貫徹軍委軍事訓練會

議，「堅持聚焦備戰打仗，深入

推進實戰實訓、聯戰聯訓、科技

強訓、依法治訓，緊貼多樣化任

務需求」。

習近平又說，要加強針對性

適應性訓練，加強合成化專業化

訓練，加強新力量新裝備訓練，

提高訓練質量和層次。他也提

到，要堅持以戰領建、以訓促

建，貫徹武警部隊轉型建設要

求，制定實施好總隊建設規劃計

畫，推動部隊現代化水平和實戰

能力加速提升。

習近平還強調軍隊對黨要保

持「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

可靠」云云。

就在習近平視察福建同時，

中共軍隊 20 架次軍機飛臺灣南

部西部空域。臺灣軍方 3 月 26
日晚發布消息稱，中共軍隊今天

派出 20 架次軍機進入臺灣西南

空域，其中包括轟 -6K轟炸機、

殲 -16 戰機等。香港東網稱，這

是迄今為止，中共軍方今年最大

規模的軍機繞臺活動。

近期中共攻臺之說甚囂塵

上，美國印太司令戴維森 3 月 9
日在美國參議院預測中共可能在

6 年內入侵臺灣。對此，中共國

防部發言人任國強 3 月 25 日在

記者會上表示：「美方警告說中

共可能會在未來 6 年內侵犯臺

灣，這是在渲染中共軍事威脅。

中方對此表示反對。」

另外，在中共官方媒體的通

報中，並沒有提及習近平赴駐福

建部隊的消息。而陪同人員名單

中，也沒有出現軍方高層。引起

各界揣測。

此前一天的中共官媒新華社

通稿顯示，針對兩岸議題，習近

平在 3 月 25 日上午聽取中共福

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匯報時，則

要求「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

情促融」，推進兩岸融合發展。

「通」指的是經貿合作暢

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

通、行業標準共通等；「惠」指

「惠臺措施」；「情」則是指「深

化心靈契合」。

習近平在福建提所謂兩岸融

合，有臺媒認為，從談話與新聞

稿中可以看出中共大外宣的似乎

「誠意滿滿」，但對比近期雙方

之間發生的爭議，看起來是淪為

單方面宣傳。

今年 1 月初，習近平簽署

中共軍委 2021 年 1 號命令，向

中共軍隊發布「開訓動員令」，

要求全軍聚焦「備戰打仗」，確

保「全時待戰、隨時能戰」。

【看中國訊】3 月 28 日晚，

由中共掃黑辦與中央廣播電視總

臺聯合攝製的 6 集政論專題片

《掃黑除惡——為了國泰民安》播

出第三集《打傘破網》。這是一

部以收錢護黑的陝西省咸陽市委

原紀委書記、監委主任權王軍為

主角的現身專題片。

權王軍在片中自白道：「我

在交友上確實有問題，沒有淨化

自己的交友圈。開始交友還是有

選擇的，到以後就沒有選擇了。

選擇的標準是以錢為標準，有錢

的人我就和他多來往，沒錢的人

根本就不來往。」

專 題 片 介 紹，2018 年 11
月，陝西省公安廳掃黑辦收到舉

報，受害人遭到咸陽張宏福涉黑

組織的非法拘禁，自己經營的一

家工廠也被強行侵占。陝西省公

安廳指令咸陽市公安機關立案偵

查，然而案件卻如同石沉大海，

張宏福涉黑組織依然逍遙法外。

此後，中共掃黑除惡第 12 督導

組，也收到了實名舉報。

專題片披露，2018 年，咸

陽市公安局對張宏福立案調查以

後，張宏福聽到風聲委託中間人

找到權王軍，拿出 30 萬元現金

請託權王軍幫忙。在法紀與現金

之間，權王軍選擇了收錢護黑。

2019 年 3 月，陝西省紀委監委

對權王軍立案調查，專案組查

明，在接受張宏福請託之後，權

王軍找到了當時負責偵辦這起案

件的咸陽市公安局副局長李軍。

除了張宏福案，權王軍還干預了

多起涉黑案件。 2018 年 8 月，

咸陽市武功縣對以吳領會為首的

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予以拘留，

權王軍出面要求釋放吳領會。

2020 年 6 月，權王軍以受

賄罪、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濫

用職權罪等五項罪名被判刑 22
年。法院審理查明，權王軍累計

收受財物摺合人民幣 6721 多萬

元，無法說明來源的財產達人民

幣 2930 多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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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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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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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
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拜登政府上任後首次美中高層會

談，中方代表楊潔篪的戰狼式發

言，成為本次會談的輿論焦點。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首席中國

政策顧問余茂春近日透露，美中

會談是中方懇求美方舉行的，北

京因對美國新政府的希望破滅，

而藉此次會談「撒潑」。

3 月 25 日，余茂春接受臺

灣中央社採訪時披露，中方談判

的最高代表楊潔篪「由過去溫良

恭儉讓形象轉為戰狼」，這無疑

是經過習近平授意。余茂春表

示，本次會談，北京主要目的是

要拜登政府把前任川普時期對中

國的政策整個扭轉過來，因為

他們覺得「中國一點錯都沒有，

全是川普政府裡面幾個人在搗

亂」。

余茂春說，在會談前幾個星

期，北京已經認知到扭轉美國對

中政策的希望落空，拜登政府基

本上延續川普政府的政策，包括

在新疆、西藏、臺灣、香港、貿

易及臺灣海峽、南海地區安全性

等關鍵問題上，與歐洲聯盟、五

眼聯盟國家保持密切聯絡。

他表示，中方覺得希望破

滅，便惱羞成怒，想藉阿拉斯加

會談來「撒潑」，透過把美國大

罵一頓達到對國內的宣傳效應。

在余茂春看來，中國強推戰

狼外交，國際處境將更孤立。他

說，中方在阿拉斯加爆發而導致

的醜劇，不只說明中國外交失

敗，也教育成千上萬美國人及

許多國家，「以前對中共稍微有

點幻想的這些人，都沒有幻想

了。」

他最後直言，共產主義是一

種虛幻的許諾，在理論上講不

通，在實踐上更是破滅。他還指

出，這點中國老百姓都知道，共

產黨裡很多人也知道，只是沒有

人有勇氣跟膽量去戳破皇帝沒有

穿衣服的現實。

另外，余茂春近日對海外

媒體表示，習近平誤判國際局

勢。他引用習近平的話「東升西

降」——即東方在崛起，西方在

衰退。他認為這是習近平重大誤

判。他進一步闡明：「民主沒有

衰落，美國沒有衰落。我們仍然

是世界的主導力量。而美國政治

模式的吸引力、美國的價值觀，

以及美國純粹的實際力量、銳實

力——經濟、軍事——我們仍然

是第一，沒有衰落。習近平有這

樣的想法，真的非常可笑。」

習近平授意楊潔篪撒潑打滾？ 余茂春透內幕

早在 2018 年 8 月，中共就

將「對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不同黨

中央保持一致行為的處分規定」

當作重中之重，加入《中國共產

黨紀律處分條例》修訂版。如今

中共中央再度將這列為首項寫入

組織處理規定，被認為反倒突顯

這仍是困擾習近平的一大問題。

在習近平試圖開啟第三任期前，

他仍未完成對中共的完全掌控。

無論是中共官媒報導，還是

不同公開場合中，習近平與李克

強似乎在經濟方面存在不同的

言論。如：習近平提出「國進民

退」，李克強則說「國退民進」；

習近平宣稱實現「脫貧」任務，

李克強披露中國 6 億人月收入

不到 1000 元等等。

有觀察人士認為，要說李克

強刻意挑戰習近平，那是高估了

這個中共歷來最弱勢的總理。實

際上，他們有共同的目的——為

中國共產黨「續命」，他們兩人

表現出的不同，僅是因為李克強

側重經濟，習近平更看重政治層

面而已。

如臺灣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

究員蔡文軒，最近就對美國之音

表示，即使習近平、李克強兩人

有外界所謂的不同調，也只是經

濟技術性層面的差別，大致上的

政治方針其實沒有不一樣，譬如

脫貧，李克強只是講一個國務院

總理該講的話，用數據去提醒需

要注意的地方，但這既不是政治

鬥爭，也不是分歧；而習近平則

是把脫貧當成綜合性的政治任

務，所以會有政治性的發言跟論

調，「他們就是在不同位子講不

同的話」。

蔡文軒認為：「但這種不一

樣不會引起李克強跟習近平之間

的衝突，因為李克強的權力比習

近平小很多。習近平喊停之後，

他（李克強）也只能摸著鼻子

就走掉。」

蔡文軒表示，習近平兼任中

共中央深改組、經濟領導小組等

組長，實際已經架空了李克強部

分權力。與李鵬、朱鎔基和溫家

寶等中共前幾任國務院總理相

比，李克強的經濟決策權力很

小，基本沒有任何與習近平談論

經濟路線分歧的餘地。

蔡文軒認為，即使習近平

與李克強存在外界所認為「不同

調」，那只不過是在經濟技術層

面的差別，但以中共政治方針來

看，實際並沒有區別。

報導稱，習近平與李克強目

前所做的都有一個目標：延長中

共的壽命。

海外評論員唐靖遠也說，習

近平、李克強兩人本質上並無二

致，目標都是要保住中共不倒，

即使經濟路線，其本質也差不

多，都叫做國家資本主義；差別

僅在於李克強基本上延續鄧小平

時代的經濟政策，講求韜光養

晦，而習近平承襲了毛澤東的計

畫經濟，且在看到鄧小平路線的

「分權」相當於弱化了中共的領

導後，習近平心生警惕，深怕危

及到自己統治的合法性，這才造

成兩人某些不同調的表現。

另外，唐靖遠認為，李克強

最近確實多次發出與習近平不同

的聲音，這與李克強的任期將

在 2023 年第十四屆全國人大第

一次會議上屆滿有關，對一個

馬上要「到站下車」的官場人而

言，他跟習近平是否合拍都無所

謂了，反而敢說出一定程度上的

真話。而且李克強畢竟是經濟總

理，如果經濟最後真的搞砸了，

這個責任始終要由他來負責，

「所以李克強在後期，有些時候

偶爾還是會發出不同的聲調，他

更多是在自保……由這種方式來

澄清我的意見跟你不一樣的，如

果非要這樣做，要是搞砸了，出

了問題，那麼責任不在我的身

上」。

習近平李克強根本目標一致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綜合
報導】中共中央辦公廳 3
月 28日印發了〈中國共
產黨組織處理規定（試
行）〉，列舉了 17項行
為應被中共施以「組織處
理」，頭一項規定就是
「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不同
黨中央保持一致」。

在延續中共統治問題上，習近平和李克強的目的是一致的。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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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報導，帛琉總統惠

恕仁 28 日下午抵達台灣，展開

5 天 4 夜的訪問，這是疫情衝擊

全球後，台灣首次有友邦元首訪

台，此外，美國駐帛琉大使倪約

翰（John Hennessey-Niland）
夫婦也隨行來訪。

惠恕仁在機場致詞時顯得十

分高興，他表示這次能成行，最

重要是台灣與帛琉的互相信任。

對於倪約翰的同行，他說，「美

國今天在這里加入我們，非常重

要。帛琉、美國與台灣的夥伴關

係，共同努力使今天的訪台行程

得以實現」。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帛琉總統惠恕仁28日訪
台，美國駐帛琉大使隨行，這

是台美斷交43年來，首名美
國大使訪台，中方則對此表

示憤怒。外界認為，此舉展

現美國已不忌諱透過官方正

式關係與台灣接觸，是非常

值得正面看待的發展。

美國兩大使在台 牽動北京

30 日，台灣外交部長吳

釗燮、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

處（AIT）處長酈英傑（Brent 
Christensen）及倪約翰發表講

話。倪約翰說，他將見證台帛

旅游泡泡於 4月 1日正式啟航，

身為美國駐帛琉大使，自己的

工作重點就是跟帛琉與太平洋

地區的朋友夥伴互相合作，協

助保障人民的安全。他恭賀台

灣與帛琉建立旅遊走廊，「我相

信這將進一步強化台帛的深厚

夥伴關係」，深化了美國兩個好

朋友，也就是台灣與帛琉人民

之間的情誼。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蘇

紫雲指出，這是台美斷交 43 年

來，第一位美國大使訪台。

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

廷輝也表示，美國這次派遣帛琉

大使隨行來台，是另一種台灣、

美國與第三國的合作關係，也是

非同小可的事。

他指出，雖然帛琉是小國，

但美國駐帛琉大使仍是特命全權

大使，可看出美國對台政策轉變

更為積極，亦可看出美方不再固

守於「台灣關係法」的框架，朝

正面、積極方向發展。此舉也展

現美國不忌諱透過大使的官方正

式關係與台灣接觸，不再像過去

一樣隱藏，而是選擇公開。未來

若台美之間要建構出官方管道，

已非天方夜譚。

台灣前外交官劉仕傑在社交

媒體貼文分析指，此時此刻美國

有兩個大使在台灣，「這是美國

習近平簽主席令 改變香港選舉
【看中國訊】中共人大

會常委會舉行一連兩日的

會議，商討修改香港選舉制

度細則，30日完成會議，並
獲全票通過。中共總書記習

近平簽署第75和76號主席
令予以公佈，新選舉辦法有

五大改動。

中國官媒報道指，今 30 會

議經表決後，全票通過新修訂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新

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

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

表決程序》。其後，中共總書記

習近平簽署第 75、76 號主席令

予以公佈。

去北京參加會議的港區人

大代表譚耀宗表示，是次修改

香港選舉辦法，在選舉委員會

成員組成方面有兩個變化：一

是增加了愛國愛港團體、政協

委員名額，和全國性組織的代

表；二是恢復功能團體的以團

體選民為主來選出代表，他認

為這體現了《基本法》的均衡參

與原則。

而以民主派人士為主的區

議員則被剔除在選舉委員會之

外，譚宣稱，根據《基本法》第

97 條的精神，讓區議會「去政

治化」，回歸到社區居民服務

的功能，區議員不能成為反中

亂港分子，癱瘓政府，破壞一

國兩制。

新選舉的五大改動如下：

1. 立法會議席由 70 席增至

90 席，增加來自特首選舉委員

會的 40 席；功能組別由 35 席

減至 30 席；一人一票的地區直

選由 35 席減至 20 席。

2. 立法會功能組別恢復為

團體和公司票，僅 9 組別保留

個人票。

國務院對於台北法精神的具體展

現，並告訴北京：帛琉是美國的

地盤，不要輕舉妄動。」

此外，近日美國拜登政府將

發布準則，延續前總統川普取消

美台交往限制的做法，鼓勵美國

外交官會見台灣官員。

北京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3
月 31 日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

國同「中國台灣地區」進行任何

形式的官方往來。「美方應恪守

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

報規定，妥善處理台灣問題。民

進黨當局頑固「倚美謀獨」終將

失敗。」

對此台灣陸委會表示，中華

民國是主權國家，台灣從來不屬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有權

與包含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互動

往來，中共無權置喙，更不必過

度反應」。陸委會指出，長期

以來，台美是價值共享與區域安

全利益的重要同盟，感謝美方不

分朝野黨派支持台灣，未來將持

續深化台美關係。

左起台灣外交部長吳釗燮、帛琉總統惠恕仁、美國駐帛琉大使倪約翰（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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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首選舉委員會踢走以

民主派為主的百餘張區議員選

票，改為納入中共組織成員。

4. 參加立法會選舉需獲得

選委會 5 界別、每界別 2 至 4
個選委提名（注：包括獲得中

共組織成員界別的提名），獲得

最少 10 個提名才可參選。

5. 所有參選人要先經國安

處審核，再提交國安委審議，

最後由資格審查委員會決定是

否合適參選。

北京此舉引起國際廣泛關

注。英國廣播公司（BBC）30
日在網頁頭版位置報道，中國

把香港立法會限於「愛國者」

參選，所有反對中國共產黨的

人，都從官方政治體制中被消

除，凸顯北京的「愛國」極權。

《路透社》表示，北京此舉希望

用所謂「愛國者」管治這個國際

金融中心。

英國《衛報》指，香港選舉

港移民潮白熱化 
首選英國

香港首屆「國際移民及置業

博覽」27 日起一連兩日在灣仔

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當日進場人

流不斷。據主辦方早前收集超過

1 萬名登記入場人士的資料，最

感興趣的移民目的地為英國，有

32%；其次為加拿大和澳洲，分

別有 24% 和 19%。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國

際移民及置業博覽總監謝沛豪

指，港人移民需求近年大增，加

上不少國家都陸續放寬移民政策

跟門檻，移民業發展興旺，博覽

包含超過 60 家移民及相關業務

的公司參與，涵蓋 20 個港人移

民熱門國家。根據大會調查，除

了英國、加拿大跟澳洲有較多人

士選擇外，台灣和亞太區亦佔一

定比例，分別有 6% 和 11%。

移民人士財力方面，42%
欲移民人士月入高逾 11 萬元，

可值得留意是，當中亦有 16%
人低於 2 萬元，分析指可能是屬

於剛畢業的年輕人。

此外，香港民意研究所之

「我們香港人」計畫最近有關移

民潮之民意調查，獲 5,697 位 12
歲或以上之港民回應。該結果顯

示，對未來香港政治環境沒信心

佔 65%，而有信心者 25%；對

於港人未來享有個人自由，有

64% 無信心，29% 有信心；至

於香港經濟前景，有 52% 無信

心；24% 有信心。

對 於 港 人 移 民 意 欲， 有

21% 表示，計畫永久離港，而沒

此計畫者有 69%。欲永久離港

之主因為何？ 38% 說個人自由；

17% 說因為政治。

新方案除直接削減直選議席，

還容許警察掌握篩選候選人的

權力。

法新社引述新加坡國立大

學政治學副教授莊嘉穎指，「在

通常被認為有意義的民主體制

中，都沒有賦予警方監督誰可

以參加選舉的權力。」

英 國 外 相 藍 韜 文

（Dominic Raab）30 日 在

Twitter 批評指，「今日中國對

香港選舉制度的修改，明顯違

反《中英聯合聲明》，損害港人

自由、違反國際義務」，他是

首位回應北京閹割香港選舉的

西方官員。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30 日表

示，深切關注中國修改香港選

舉制度，認為違反了香港人的

意願，也令香港人在自治上失

去一把聲音。發言人又對香港

立法會選舉再次推遲表示深切

關注。

台灣將以導彈應對中國軍機滋擾
【看中國訊】自從台美

日前簽署海巡合作備忘錄

以來，中國軍機擾台次數越

來越頻繁，29日，台灣國防
部副部長表示，軍方準備改

用「導彈追蹤瞄準」的新對

策，避免與中國打消耗戰。

根據國防部 29 日發布的中

國軍機動態，當天有 10 架各類

型中國軍機，侵擾台灣西南防

空識別區（ADIZ），其中一架

運 8 反潛機更罕見穿出巴士海

峽上空，入侵台灣東部空域。

而且台灣北部，西南、南部及

東部都有中國軍機現蹤。

此前台美簽署「設立海巡

工作小組瞭解備忘錄」的 26
日當天，20 架中國軍機也曾

大舉入侵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ADIZ）及東南方，引發台海

局勢緊張。

路透社報導稱，台灣國防

部副部長張哲平 29 日在立法

院表示，以往台灣每次都派出

戰鬥機，攔截入侵的中國軍

機，佔用了寶貴的時間和資

源。今後台灣將主要以導彈

追蹤瞄準的方式來應對，避

免落入消耗戰。

張哲平解釋說，中國軍機

從基地一起飛，台灣就會預判

並超前部署。如果中國軍機突

然投射飛彈或攻擊，台灣也有

足夠時間自我防衛。

與此同時，台灣軍方也在

增強軍事防禦能力。台灣空軍

參謀長黃志偉透露，國防部已

新撥 300 多個名額，成立新的

F-16 戰鬥機聯隊。

台灣F-16戰機。（L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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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3 月 25 日，日

本東京奧運會聖火傳遞舉行了啟

程儀式。聖火將在日本境內展開

為期 121 天的傳遞，有 1 萬名

火炬手參與。外媒報導，東京

奧運會聖火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抵達日本。聖火採集工作於

2020 年 3 月 12 日在希臘古奧

林匹亞的赫拉神廟完成。在希臘

境內傳遞結束後，聖火被空運至

日本。 2020 年東京奧運會延期

之後，奧林匹克聖火首先被安置

在東京消防署保管，之後被陳列

在東京奧林匹克博物館內。

在 2021 年 3 月 25 日舉行

聖火傳遞啟程儀式後，聖火將在

日本境內傳遞。東京奧運會聖

火傳遞的理念是「Hope Lights 
Our Way」，意為希望照亮前行

之路。主辦方希望傳遞相互支

持、相互接受和相互鼓舞的理

念。

聖 火 傳 遞 於 2021 年 3
月 25 日， 從 位 於 福 島 縣 的

J-Village 國家訓練中心開始，

到 7 月 23 日——東京奧運會開

幕式當天結束。東京奧運會聖

火傳遞將會經過日本全部 47 個

縣，會經過 857個城市和地區。

擁有不同背景的 1 萬名火炬手

將參與奧運聖火在日本境內的

傳遞。

根據中國人社部統計，未來

5 年，中國老年人口將超過 3 億

人，勞動人口大幅減少 3500 萬

人。除了社會「越來越老」外，

2020 年的出生率、結婚率以及

離婚率都不容樂觀。

中國年輕人結少離多

中國官方今年 2 月發布一

份報告顯示，中國 2020 年登記

出生新生兒僅僅 1,003.5 萬，比

2019 年下降超過 170 萬，該數

據成為中共 1949 年建政以來新

低紀錄。與此同時，2020 年中

國結婚登記有 813.1 萬對，較

2019 年減少 112.9 萬對。這是

繼 2019 年跌破 1000 萬對大關

後，再次跌破 900 萬大關。離

婚登記則是從 1987 年的 58 萬

對暴漲至 2020 年的 373 萬對。

美聯社報導，不少中國民眾

都對經濟壓力、就業問題、公共

教育等問題表示擔憂，因此不會

將早婚早育優先設定為人生目

標。也有一位離婚人士坦言，當

代年輕人已經不再將離婚看作

「失敗」，而是將其是為是一種

「解脫」方式。

自由亞洲電台引述資深媒體

人王劍的觀點指出，中共對人民

實施了近 40 年的「計畫生育」

政策，這不但改變了中國人口結

構，也改變了人們的婚姻觀。

「現在適婚年齡段的人群正

好是第一批計劃生育父母生的孩

子，所以適婚年齡人群少了。年

輕人讀書讀多了，本科讀完了還

讀研究生，也不願意那麼早結

婚，所以婚齡推遲了，還有結婚

條件增加了，又是房子、又是

車子、又是彩禮。」王劍話鋒一

轉，特別補充說經濟壓力也正

是「壓垮」現代婚姻的其中一根

稻草。

「核心的問題還是房子。兩

口子，基本上 6 個錢包來買一

套房，供房後剩下的錢差不多月

光，經濟狀況的脆弱導致家庭狀

況的脆弱。離婚率上升其中有個

原因就是房屋限購，兩個人離婚

能多買一套房，很多人他沒有計

劃買房子，先把婚離了再說。」

政府出招禁離婚

英國知名醫學期刊《柳葉

刀》雜誌去年預測，到 2100 年

左右，中國人口將減少近一半，

由目前的 14 億人，降至 7.3 億

人。

為了緩解中國人口危機，

中共政府陸續「出招」刺激嬰兒

潮，然而，在上海的婚姻諮詢師

朱身勇（Zhu Shenyong）對美

聯社直言，中國大陸的婚姻矛盾

問題，猶如人患了「晚期癌症」

無法醫治。

他進一步說明，「兩個人都

已經變成仇人了，有一堆的經濟

利益在裡頭，再牽扯一下第三

方，讓他們去調解，怎麼做得

成？」

離婚要不要 
先「冷靜」？

眾所週知，今年 1 月 1 日

起，中國民政部在離婚登記中加

入了「冷靜期」程序，即想要離

婚的夫婦必須經歷 30 天的「冷

靜期」。

美國《紐約時報》的相關報

導提到，2020 年最後 3 個月，

也就是離婚「冷靜期」生效前

夕，中國有超過 100 萬件離

婚申請，比 2019 年同期增加

13%。

對此，不少人一度調侃說，

「人都被家暴打死了，還能冷靜

來領離婚證？領死亡證明吧」、

「遇上家暴男，冷靜期變涼透

期。你想離，家暴方不離，你就

等著被打死」、「以前農村光棍

還能等等二婚三婚的，多等一等

總歸能輪到，現在好了，離不

成，打死了」。

在美國的民間組織中國婦權

創辦人張菁則炮轟中共政府習慣

性干預民眾生活。

「從一生下來，你該接受什

麼樣的思想，讀什麼樣的書，說

什麼樣的話。長大了以後，該怎

麼樣的結婚；該生多少孩子？你

離婚要怎麼樣？以前是為國家

貢獻少生，現在要為國家貢獻

多生。」她感嘆，中共治下的中

國，濫用公權力傷害民眾的事件

「變著花樣」地不斷發生。

美科學天才獎 
16名華裔生入圍

【看中國訊】最近，被稱為

「少年諾貝爾獎」的美國「雷

傑 納 隆 科 學 獎」（Regeneron 
STS）發榜。獲獎的 40 名高中

生中，有 16 名是華裔學生，占

總數的 1/3 以上。

美媒報導，來自全美各地

的 1760 名高中生（高年級）參

加了今年「雷傑納隆科學獎」競

賽，範圍涵蓋數學、計算機科

學、生物學、化學、醫學、環境

科學、工程學和材料科學等領

域。入圍決賽的 40 名學生中，

16 名是華裔學生。

這 40 名決賽入圍者，將分

獲總額超過 180萬美元的獎金。

除了前 10 名外，其餘 30 名選

手都將得到 2.5 萬美元的獎金。

「雷傑納隆科學獎」是美國歷史

上最悠久的高中生科學競賽。

中國離婚率驚人 原因不簡單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近年中國少子

化、老齡化，以及男女比例

失衡等問題嚴重，儘管當局

積極推出新政鼓勵年輕人

結婚生子，但中國離婚率仍

再創新高。

大陸一個職工食堂（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程雯綜合報導】

蓋洛普（Gallup）民意調查公司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吉姆 · 克利

夫頓（Jim Clifton），日前向拜

登政府發布警告稱，美國以南的

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有大

約 4200 萬人想要來美國定居。

這個數字約占美國目前人口的

13%。

目前，拜登政府可能已經意

識到美國南部邊境的移民危機不

是小事情，並且有失控的危險。

克利夫頓友好地警告現任美國總

統喬 · 拜登說：「不論政治立場

如何，每個領導人都必須要回答

這個問題：有多少人要來到美國

南部邊境？他們的計畫是甚麼？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有 33
個國家，大約有 4.5 億成年人。

蓋洛普詢問他們是否願意搬家到

其他國家去永久定居。回答說

『是』的人高達 27%。這意味著

大約有 1.2 億人希望移民到其他

國家。」

「接著，蓋洛普問他們想移

民到哪裡？在那些想要永久離

開自己國家的人中，有 35% 的

人，即 4200 萬人，表示願意去

美國定居。」

「除了為目前已在邊境的成

千上萬的拉美移民找到解決方案

之外，我們還要包括一個更大、

更棘手的問題——對所有那些想

要來的人怎麼辦？給他們傳遞

的訊息是甚麼？十年計畫是甚

麼？——3.3 億美國公民在想這

個問題，4200 萬拉丁美洲人也

在想這個問題。」

布萊巴特新聞網說，美國已

經有很高的合法移民比例和非法

移民比例了。

聯邦政府每年大約接收 100
萬合法移民，而每年大約有 400
萬美國年輕人年滿 18 歲，他們

開始尋找工作、職業、配偶、住

房和成立家庭。然而，每個移民

都在和美國人爭奪工作和住房。

此外，政府還增加了大約

300 萬外國工人，如 H-1B 和

H-2A 工人，進入美國的勞動力

市場，從事白領和藍領的各種工

作。

多年來，各種各樣的民意調

查表明，美國人強烈反對大規模

接收移民。美國人對合法移民、

勞務移民，以及臨時合同工移

民，持越來越廣泛的反對立場，

因為這些移民流入美國就業市

場，爭奪了美國年輕畢業生們在

尋找的工作。

4200萬中美洲人想來美國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中國繼 3 月初迎來史上最大

沙塵暴後，日前再有沙塵暴侵襲

北京、天津及河北等省市，其

中，北京多個區域 PM10 濃度

一度超過每立方米 1 萬微克，

當局發布 6 級嚴重空氣汙染警

告。

新一波沙塵暴天氣於 3 月

26 日再次侵襲中國大陸，這波

沙塵暴威力不亞於 3 月 15 日的

「10 年最強沙塵暴」。據北京市

生態環境監測中心消息，28 日

清晨 5 時沙塵開始明顯影響北

京市西北區域，7 時覆蓋全市區

域，7 時 PM10 全市濃度均值為

每立方米 2000 微克。令人震驚

的是，北京當天多個區域 PM10
濃度一度超過每立方米 1 萬微

克。按照空氣質量指數 AQI，
北京 28 日空氣品質為 6 級嚴重

汙染。空氣嚴重汙染讓人受不

了，網友抱怨「沙塵暴過敏都要

死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可怕的一天又來了」。

據中國中央氣象臺 28 日消

息，此次沙塵暴影響範圍大，包

括新疆、青海、內蒙古、甘肅、

寧夏、陝西、山西、河北、北

京、天津、河南、山東、遼寧

中、吉林、黑龍江等地都有揚沙

或浮塵。其中，內蒙古、山西、

河北、北京、天津和遼寧等地都

有沙塵暴，內蒙中南、東南部還

有強沙塵暴。

受此影響，中國北方地區出

現了大範圍的空氣質量惡化，總

體轉差 3 至 4 個等級，出現大

範圍的重度及以上汙染。

據中央氣象臺消息，29 日

至 30 日沙塵主體經東北地區出

境，華北地區滯留沙塵受持續弱

偏北風作用，繼續南下影響山東

及河南大部地區。受長江中下游

29 日區域大範圍降水阻隔，本

次沙塵傳輸過程最遠止於湖北北

部、安徽及江蘇中部一帶。

狂沙滿天 中國15省淪陷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由於北京當局無視國際社會

譴責其侵犯新疆人權，全球多家

知名品牌紛紛發聲明拒用新疆

棉。最新消息指，美國電商龍頭

亞馬遜（Amazon），也已下架

許多新疆棉產品，還要求中國

商家提供棉製品「不包含新疆棉

花」的證明，否則將扣留所有來

自中國的棉產品。

3 月 26 日，豆瓣網一名網

友發帖稱，有通過亞馬遜平臺向

美國出口棉製品的中國商家透

露，亞馬遜正要求中國的出口商

提供其棉製品不包含新疆棉花的

證明。還有一份疑似亞馬遜發給

中國出口商的文件顯示，由於中

國 85% 的棉花都來自新疆，有

客人要求中國商家必須提供這類

證明，否則來自中國的棉製品很

可能被美國海關扣下，直到商家

能證明棉花並非來自新疆才能放

行。

還有一張網傳截圖顯示，一

名疑似中國商家的業者無奈表

示，一般賣家根本無法提供這種

保證出口產品不含新疆棉花的證

明，最後的結果就是，其所有在

亞馬遜上出售的棉製品「一律下

架」。另一名中國賣家證實，

他們販售的 50 款枕頭產品已經

被下架。

相關消息傳出後已在中國民

間鬧得沸沸揚揚，網友們紛紛在

微博上展開討論，目前關於「美

國亞馬遜下架了所有中國棉品」

的標籤，吸引了 321萬人關注、

「美國亞馬遜把中國棉品全下架

了」標籤有 13.9 萬人關注，而

「亞馬遜」的內容則一度竄上微

博熱搜。

事實上，美國早在今年 1
月就因北京當局強迫新疆人勞

動，而宣布所有新疆的棉花、番

茄都禁止進口，包括在第 3 國

加工或製造的原纖維、服裝、紡

織品，以及番茄罐頭、調味料、

種子等製品。

另據美國《華盛頓郵報》22
日的一篇報導指出，美方的做法

直接導致許多中國的棉花和棉製

品出口商遭到美國買家取消訂

單，一些使用中國棉花的境外廠

商，也中止了與境內棉花廠家合

作，因此民間普遍認為上述網友

爆料的情況絕非空穴來風。

亞馬遜拒絕新疆棉

東京奧運會聖火火炬
（Getty Images）

3月15日，「10年最強沙塵暴」

侵襲北京。（Getty Images）

日萬人接力 傳遞東奧聖火

教師失業住舊車  
學生助師渡難關

【看中國訊】加州一位失業

老教師，因無錢租房不得不住在

一輛舊轎車裡。他教過的一名學

生得知他的處境後，募款幫他度

過難關。

外媒報導，77 歲的約瑟 ·
維拉魯埃爾（Jose Villarruel）
住在加州，教了一輩子書，受到

學生愛戴。學生常稱他為「V 先

生」（Mr. V）。去年初，學校因

疫情關閉，改為線上教學。約瑟

難以適應，主動辭職。退休金很

少，失業後不久他就陷入困境，

只能住在舊轎車裡。 21 歲的史

蒂芬 · 納瓦（Steven Nava）是

約瑟以前的學生。史蒂芬注意到

一輛轎車常常停在他家邊上，車

主是一位老人，總是待在車上。

一天他去和車主攀談，認出車主

是教過自己的「V 先生」。

得知恩師的艱難處境後，

史蒂芬馬上給了他 300 美元。

史蒂芬表示，約瑟教課時，引

導學生走正路，對待學生如同

家人。史蒂芬隨即在募款網站

「GoFundMe」為老師籌錢，希

望幫老師回歸正常生活。

史蒂芬募集到 2.7 萬美元。

約瑟在 3 月 11 日，77 歲生日那

天收到了這筆善款。他以前教過

的不少學生還帶他去吃早餐，為

他慶祝生日，場面感人。約瑟非

常感動。

獎盃示意圖（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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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是你我腳下的這片土地，它已

經有了幾千年。政府只是管理這片土地的

那個組織，它根本就不是國家。清政府滅

亡了，但是這個國家還在；北洋政府滅亡

了，但是這個國家還在。我很愛國，但是

我不會愛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這麼淺顯的

道理，為什麼那麼多人不懂呢？

它手握槍炮，你拿個菜刀就算凶器；

它左擁右抱，你嫖個妓女就算流氓；它鈔

票成噸，你擺個攤位就算違法；它豪宅無

數，你搭個窩棚還要被強拆……我就不明

白，它一個當僕人的，怎麼這麼強制！

美國《獨立宣言》講的不是群體、

國家，甚至沒有講民主，講的只是三

大權利：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追

求幸福的權利。這三大權利都是個人的

權利，不是哪個群體的權力、國家的權

力，這樣的文化，才能真正使一個國家

強大。美國的強大不是軍事、經濟、國

土的強大，是思想的強大。

亡國是個偽命題，國是個不動產，

只能亡統治者。古人說國破山河在，莊

園燒盡有枯井。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外

夷入侵，走了，國人重整河山。日寇來

了，走了，大好河山還在。不過現在這

個古人也沒料到，空氣髒了，水髒了，

山河、石油、礦產、煤炭……挖空賣

了，賣的人帶著錢移民外國走了，這真

是「國破山河無」啊！

七十年代中學畢業後，國人腦袋都

被裝滿了如下內容：李鴻章喪權辱國，

義和團保家衛國，蔣介石只會摘桃子，

地主個個是周扒皮，舊社會暗無天日。

有人評價這種人就是一個中國傻 X 的

標準配置。你要是跟他說：你多看幾本

書，動點腦子再說話。他立馬眼珠一翻：

你也是漢奸！

祖國，政府，黨派是三個概念：

1、祖國是為民眾而存在的。

2、政府，是暫時獲得管理權的物業

公司，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不是用來

愛的，是被人們使用、監督和選舉的。

3、黨派，只是黨員的組織，和非黨

人士沒有任何關係。

愛國，毫無疑問。愛國就是愛自

己，愛自己更是愛國。

不要說政治和你無關，除非你打算

像豬一樣活著，否則政治會隨時來找你

的麻煩；不要說民主不能當飯吃，沒有

約束的權力隨時會讓你沒有飯吃；不要

說他人的苦難和你無關，這種苦難隨時

會降臨到你身上！

一個社會有三大底線行業：1、教

育，2、醫療，3、法律。無論社會多

麼不堪，只要教育優秀公平，底層就

會有上升希望；只要醫療不黑暗墮落，

生命就會得到起碼的尊重；只要法律秉

持正義，社會不良現象就能被壓縮到最

小……如果三大底線全部洞穿！這個社

會就是地獄！

一個國家奴才多不多，只要看媒體

對領導讚美有多少就知道了。一個國家

奴隸多不多，只要看民眾遇到不公正有

多少人沉默就知道了。一個國家自由不

自由，只要看有多少敏感詞就知道了。

一個國家有沒有尊嚴，只要看人們怎麼

樣對待弱者就知道了。一個國家有沒有

未來，只要看孩子們讀什麼書就知道了。

小人都想扮成君子，可見君子是受

人尊重的；蕩婦也想裝成淑女，可見淑

女是受人喜愛的；懦夫也想有勇士的行

為，可見勇士是受人尊崇的；連最專制

的朝鮮都想炫耀自己是民主，可見民主

一定是個好東西。

中國的教育不是啟迪人思考，而是

規定「你必須這麼想」。不是教人如何

分析問題，而是規定「這就是答案」。

這種教育的結果，是讓人缺乏獨立思

考，容易思想統一，從而便於駕馭，但

卻聚天下英才而毀之。無良學者到處都

有，但數量如此之眾，就是制度問題。

資中筠先生說得好：中國教育不改變，

人種都會退化。

◎文：佚名

什麼叫政府 什麼叫國家？

川普做了一件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情，就是他把制裁加諸在中共領導人個人

的身上，這個事情是以前沒有發生過的。

以前制裁中國加關稅，或者制裁中國貿易

禁運、技術禁運，制裁的都是這個國家，

但是川普制裁的是這個國家某一個具體幹

壞事的壞人。因為香港、新疆的惡作為，

中共它所有 14 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都被美國人制裁了。

就是說，如果制裁的是中國，中共會

把這個痛苦轉嫁到老百姓身上去，被加關

稅那就想辦法讓百姓多幹點活，降低成

本，實在不行就讓百姓過緊日子苦日子，

中共自己照樣醇酒美人過得很好，高官照

樣過得很好。但是，當制裁到某個具體個

人的時候，這個麻煩和痛苦他是轉嫁不出

去的。所以我們看林鄭月娥，她在被美國

制裁之後，沒有銀行給她開帳戶，沒有銀

行讓她用信用卡，所以她沒辦法，她只能

使用現金，她的工資現在全是現金。

因此我覺得下一步各國應該嚴格執

行《全球馬格尼斯基法案》，凍結甚至公

布中共官員海外賬戶，也就是不針對你這

個國家，就針對那些個人給予有力度的制

裁。

中共它也不傻，當海外的制裁落實到

他具體個人身上的時候，他會很難過，他

會很疼，他會很怒。怎麼辦？中共就要報

復，人家制裁你，你反過來報複製裁別

人，雙方都陷入一個僵局，為什麼？因為

別人制裁你的那個前提沒有改變。人家為

什麼制裁你？因為新疆發生了種族滅絕罪

惡，不根本解決這個問題，他沒法找台階

下，所以不可能不制裁你。

不像針對一個國家，原來他可以說，

如果我們不跟中共做生意，這涉及到兩

國關係，涉及地緣政治，涉及到國際秩

序……他有很多大詞兒可以忽悠。但是如

果制裁某個具體個人，他不能說我制裁他

會影響到地緣政治，他沒法再用那些大詞

兒來說事兒了。

所以對於制裁者來說，他覺得被制裁

者不會影響到兩國關係，我制裁的是你個

人；但是對於被制裁者來說，他就很疼，

他又轉嫁不出去，沒辦法把這種痛苦轉嫁

給老百姓。所以這個制裁就很難解除。

制裁的原因如果不得到根本解決的

話，那個制裁也就很難解決，那麼持續下

去，就會造成中共內部的分裂。比如習近

平要整香港，但具體是 14 個人大常委會

副委員長背鍋，他們久而久之就會有怨

氣：我的財產在美國都被凍結了，都是為

了幫你習近平，他們不制裁你制裁我們，

以後的日子怎麼過？

所以制裁具體個人，我覺得拜登也是

解不了這個扣的，他只能去延續川普的政

策，他總不能說新疆現在不迫害了，我們

把這個制裁解除了，他說不出來這樣的

話。香港問題也是一樣的。更何況現在美

國兩黨在對抗制裁中共的大方向上是高度

一致的。

所以中共在這個時候，它想用經貿手

段解決不了高官個人被制裁的問題，想要

「內循環」又沒有高技術，它就陷入非常

棘手和尷尬的境地。這就是國際社會抑制

中共的一個新的思路。

希望這樣的一種思路能夠被各國普遍

採用，尤其是那些發達國家，中共在那些

地方有官員在那投資，澳大利亞、日本、

美國、加拿大、英國、歐盟等，他們真的

應該聯合起來幹這個事情。這樣中共那些

官員就無路可逃了；如果能夠公布他們的

資產，凍結他們的資產，這招會變得更加

有效。所以，具體制裁到某個具體個人的

這個方法，能夠持續並且擴大。

川普厲害就厲害在這裡，他弄了一招

制裁到個人去，別人還無法改變，真是一

招獨門絕技！

選自《希望之聲》網站

◎文：章天亮

川普一招獨門絕技 
後來者無法逆轉

自 2 月 1 日至今的緬甸亂

局已經持續近 2 個月，緬甸軍

政府的瘋狂行為卻愈演愈烈。媒

體更是曝光出不斷有未成年人遭

軍警射殺，其中一名 7 歲女童

在家中被射殺。人權團體估計，

至少 20 名不滿 18 歲的未成年

兒少因鎮壓喪命。越來越多的緬

甸民眾將矛頭指向軍方背後的

支持者中共，美方對緬甸的前

奏和制裁也因中共的介入大打 
折扣。

就在上週緬甸軍方提高了鎮

壓強度，單單 27 日一天就有超

過 100 人遭到軍方射殺，軍方

的殺戮毫無目標，幾乎是要射殺

在街上看到的任何人。軍方甚至

派遣部隊在死難者喪禮上開槍驅

離民眾，一名 13 歲的少年因此

中彈身亡。據緬甸反抗組織公

布，緬甸政變至今造成的死亡人

數超過 400 名，實際喪生人數

可能更多。

殺戮最嚴重的是 3 月 27 日

是緬甸的建軍節，緬甸軍方為此

進行了大規模的閱兵。也就是在

閱兵的同時，軍警開始大肆屠殺

民眾。流血事件發生後，美、

英、日、德等 12 個國家的國防

部長發表聯合聲明譴責緬甸軍

方，並敦促緬甸軍方停止暴力。

兩個月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已經向緬甸多次施壓，並對相關

人等進行了制裁，但緬甸的局勢

則不斷滑坡。緬甸軍方似乎並不

懼怕西方的制裁，拜登政府的

強硬喊話被緬甸軍方當成了「耳

旁風」。顯然，歐美的譴責批

評對於獨裁國家來說並無「卵

用」。

緬甸局勢惡化固然令人擔

憂，但是緬甸亂局的始作俑者中

共在背後卻是樂開了花。中共只

用一個緬甸就檢驗了美國新政府

的外交底線，令美國主導的西方

世界大為難堪，此外為中共挑戰

美國權威樹立了樣板，即不斷製

造新麻煩令美國疲於應對，最後

不了了之。

如今看來比起川普（特朗

普）的單兵行動，拜登倡導的

聯合各國共同對付中共是多麼的

不切實際，如今美國面對一個弱

小的緬甸都毫無辦法。緬甸背後

的中共精心設局，拜登的作為無

疑是給了中共大把的喘息時間。

試想戰國時期，六國聯合伐秦最

後的結局是被秦一一吞併，若當

時的大國能鉚足勁抗秦，六國哪

能全部灰飛煙滅。

緬甸的難堪還沒有處理完，

中共給美國又製造了新麻煩。也

就是緬甸軍方大開殺戒的同時，

中國外長王毅和伊朗外長扎裡夫

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簽署了一份金

額達 4000 億美元的戰略合作協

議，協議為期 25 年。

協議規定，中方在未來 5
年將對伊朗的石化行業進行總計

為 2800 億美元的投資，另外，

將花費 1200 億美元升級改造伊

朗的交通和基礎設施。伊朗正面

臨著美國的全面制裁，此舉對伊

朗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作

為回報，拜登執政期間，中共必

然會用伊朗核問題再次困擾美

國，伊朗作為中東的不穩定因素

可以分擔美國對中共的大部分壓

力。

中美對話剛剛不歡而散，中

共立即製造出兩個「麻煩」作為

給美國的回禮。在陰謀詭計方

面，美國絕對不是中共的對手。

遺憾的是，美方對與中共在諸如

氣候方面的合作依舊抱有很高期

望，現實是中共不斷挖坑，美國

沒有吃一塹長一智及時止損。

美國對華策略積重難返根源

很深，也代表了美國部分利益團

體的訴求。有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之稱 98 歲高齡的基辛格日前向

高層喊話稱，美國必須就新的國

際秩序與中國達成共識，否則世

界可能再度面臨一戰前的形勢。

基辛格的言外之意就是若不

討好中共，中美開戰在所難免。

同時，基辛格表示，要與盟友一

起培養外交政策思維，並獲得其

他國家的理解。基辛格的思維依

舊停留在冷戰時期，希望美國採

取聯合盟友的策略緩解世界矛

盾。

中共早就從蘇聯解體中汲取

大量教訓，使用金錢而非武力對

全球進行巧取豪奪。中共的戰略

目標非常清新，即取代美國成為

世界第一，進而打造新的世界秩

序。美國作為防守方是要保持現

有的地位不被動搖，美國與中共

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基辛格

所謂的緩和世界矛盾本質上是綏

靖主義。

此外，布林肯稱美國不會因

為病毒懲罰中共，作為全世界疫

情最嚴重的國家，美國當前已經

有大約 56 萬人因為病毒喪失了

生命。在如此關鍵的問題上突然

向中共放水，就不要再指望美國

通過國際社會拯救諸如飽受苦難

的伊朗和緬甸人民。當前國際政

治形勢也恐成為人前一套人後又

一套的套路表演。

◎文：子龍

北京精心設局  緬甸是試金石

緬甸亂局已經持續近2個月。3月27日一天就有超過100人遭到軍方射

殺。（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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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緬甸軍方於3月27日建
軍節當天，進行了2月政變以
來最血腥的鎮壓，至少114
人因此喪生。當日軍方還舉

行了閱兵與「慶祝」晚會。在

國際的一片譴責聲中，包括

中方在內的部分國家低調

的派遣了武官參加，但俄羅

斯卻大陣仗高調的由國防

部副部長率領高級別官員參

加了當天的活動。分析稱，

俄羅斯正試圖複製敘利亞

模式於此一要衝地域建立

其據點，以抗衡美國及弱化

北京地緣關係。

緬甸大屠殺 俄羅斯高調相挺

建軍節大屠殺               
單日114人遭害
緬甸軍方在閱兵前一天提出

警告表示，如果示威者上街，

將會被射殺。但民眾並無懼軍

方的警告，3 月 27 日當天持

續上街進行示威活動，實皆省

（Sagaing）勃萊（Pale）估計就

有逾 10 萬人走上街頭，其中包

括僧侶與修女。軍政府安全部隊

當天無視這群手無寸鐵的平民生

命，在全國範圍內使用致命暴力

鎮壓，造成緬甸 40 多個城鎮中

114 人死亡的慘劇。

針對緬甸軍方在軍人節當天

對平民採取的這一血腥暴行，來

自美國、英國、德國、日本、

韓國等 12 個國家的最高軍事長

官罕見的聯名發表聲明，對緬

甸軍方予以譴責。聯合國人權

理事會調查員安德魯斯（Tom 
Andrews） 更 以「大 屠 殺」

（Mass Murder）形容，表示「如

括：T-72 主戰坦克、米格 -29
戰機、武裝直升機等。

俄羅斯向緬甸提供的 6 架

蘇 -30SM 戰機，將從今年開始

交貨。蘇 -30SM 是俄羅斯空軍

自己使用的戰機，是在出口印度

的蘇 -30MKI 基礎上俄軍為自己

量身打造的升級版，性能更超過

俄羅斯向中國出口的蘇 -30 型戰

機。俄羅斯把自用戰機提供給緬

甸軍政府，顯示了俄羅斯和緬甸

軍政府雙方關係密切非同尋常。

俄羅斯國防部表示，雙方計畫進

一步加強軍事和軍事技術合作。

而此次出席的副部長福明，

就是在俄羅斯國防部專門負責對

外軍事合作和武器交易。擔任國

防部副部長之前，他曾是壟斷軍

火交易的俄羅斯國防武器出口公

司的總裁。

報導指出，由於緬甸為佛教

國家，俄羅斯還為此煞費苦心地

派出了其藏傳佛教領袖，以進一

步拉攏兩國關係。

除此之外，俄羅斯具有影響

力且普遍被視為自由派媒體的《 
莫斯科共青團報》老闆，也親自

出席了這次血腥活動，打算透過

社會活動的交流，跨越雙方當前

僅止於軍火交易的層級。該報還

大幅報導了他與敏昂萊的專訪，

並為軍政府的血腥鎮壓辯解背

書。

緬軍不信任中共               
俄羅斯見縫插針

俄羅斯分析人士指出，在動

盪不安的局勢下，緬甸軍政府對

中共當局產生不信任感，也想藉

此擺脫對中共的倚賴關係，而克

不能經安理會處理，也能舉辦國

際緊急高峰會」。

美國則是更進一步地由美

國 貿 易 代 表 戴 琪（Katherine 
Tai），於 3 月 29 日通過推特宣

布，將會暫停 2013 年《貿易和

投資框架協議》（TIFA）下美國

與緬甸的所有貿易往來。她還表

示：「我們支持緬甸人民恢復民

選政府的努力，民選政府是緬甸

經濟增長和改革的基礎。」

俄羅斯高層與劊子手同臺

除了軍事屠殺外，緬甸軍政

府當天的活動過程中最引人關注

的，便是出席當天閱兵儀式的俄

羅斯代表團。

俄羅斯媒體報導，中國、印

度、越南和其他少數東南亞國

家，這次派遣了武官出席，而相

比之下，俄羅斯卻由副國防部長

福明率領高級別官員出席了當天

的閱兵活動，是所有出席國家中

級別最高的。

據美國之音報導，俄羅斯前

總理卡西亞諾夫批評普京指出，

俄羅斯副國防部長這次成為唯一

的高級別外國貴賓，普京繼續敗

壞俄羅斯的國際形象。政治學者

皮昂特科夫斯基說，在緬甸最血

腥的一天，福明按照普京命令在

閱兵式的觀禮臺上展示性地站在

劊子手身旁。

緬俄軍事密切                          
宗教文化同步滲透

緬甸軍方雖外交上與北京交

好，但近些年在軍事上實則與俄

羅斯過從甚密。

美國之音報導指出，去年 5
月俄羅斯舉辦二戰勝利 75 週年

紅場閱兵活動時，以親俄聞名的

敏昂萊，當時就曾訪問莫斯科參

加了那次活動。緬甸軍方近些年

與俄羅斯的合作越來越密切。除

了參加俄羅斯舉行的軍事比賽活

動，派遣大量軍官赴俄受訓外，

緬甸還大量採購各種俄羅斯武

器，包括：雅克 -130 戰鬥教練

機、米 -24 武裝直升機、防空導

彈、雷達系統等。這次緬甸閱兵

活動展示了大批俄制武器，包

雖歷經軍方的血腥鎮壓，緬甸人民仍奮不顧身地走向街頭為自由民主而

戰。（Getty Images）

◆伊朗 27 日在德黑蘭和北

京當局簽訂 25 年合作協議，內

容涵蓋政治、司法、經濟及能源

等議題的合作，但在民間反應卻

呈現兩極化。協議內容尚未公

布，但推測該草案包含北京未來

將投資伊朗 4000 億美元，在數

個領域換取伊朗原油。在美國前

總統川普的制裁下，北京已成為

伊朗經濟的一線希望。儘管如

此，中伊 25 年合作協議的消息

在伊朗也引起民意的兩極化，支

持者認為伊朗此舉、能夠緩解美

國及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及壓

力，反對者則擔憂協議，會讓

渡太多伊朗利益以換取中共的

支持，更有網友在推特上發起

「#No2ChinaIRAccord」行動，

要中共滾出伊朗。

◆澳大利亞 3 月 31 日宣

布，將與美國密切合作，開始建

造自己的導彈，以加強其防禦能

力。澳大利亞的這個決定是在它

與中國關係惡化以及太平洋地區

對中國日益增強的雄心和軍事能

力越來越感到不安之際做出的。

莫裡森表示，澳大利亞最初將在

這個計畫上耗資 10億澳元 (7.61
億美元 )。該計畫是對國防及國

防工業進行 10 年巨額投資的一

部分。

◆美國、日本與韓國的國家

安全顧問將於本週五齊聚在美

國，舉行拜登政府就任以來的首

次國安顧問三方會談，討論包

括朝鮮半島、印太戰略、新冠

疫情等區域與外交政策事務。 3
月 30 號晚上白宮國安會發出聲

明，在美國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

的邀請之下，日本國家安全保障

局長北村滋，以及韓國青瓦臺國

家安保市長徐薰，將到來美國馬

里蘭州安納波利斯市的美國海軍

學院進行三方會談。

◆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

（Donbass）的戰鬥復燃後，於

近日越發激烈。 3 月 26 日有 4
名軍人被炸身亡，另有 2 人受

傷。這是基輔方面在這場已經歷

時 7 年之久戰爭中，最近數月

裡人員損失最多的一天。交戰雙

方在 2020 年 8 月對外宣布的停

火協議，被認為已經壽終正寢。

雙方的武裝衝突自 2 月中就已

日趨激烈。一個月內已造成近

20 名烏克蘭軍人陣亡。當前局

勢也反應於基輔與莫斯科之間的

外交關係惡化。

◆ 朝 鮮 25 日 再 射 2 枚

「KN-23 彈道飛彈」，引發國際

社會關注。南韓媒體稱，該飛彈

能夠搭載戰術核彈頭。依照朝鮮

公布的數據，該飛彈的射程為

600 公里，為上一代的 2.5 倍之

多，射程可覆蓋南韓全境，更具

有更強大的破壞力，能夠摧毀清

州機場的 F-35A 戰機、大邱機

場的 F-15K 戰機、負責攔截朝

鮮方面飛彈的愛國者防空導彈基

地與薩德基地，如果減輕搭載彈

頭的重量，其射程甚至還能夠達

到駐日美軍基地。

里姆林宮看到了機會，捉住了這

一稍縱即逝的機會，與此處於戰

略要衝位置的國家建立全方位關

係，除了藉此對抗美國，同時也

針對性的於此平衡俄中勢力。分

析人士認為，在美國的圍堵下，

俄國更在意與北京的關係，但也

更為謹慎小心，因為北京的勢力

更甚以往，因此如何平衡雙方關

係，就成了克里姆林宮外交重

點。除了緬甸，越南也是其經營

東南亞的焦點國家。在一東一西

的夾擊下，俄羅斯將取得自太平

洋進出印度洋的東南亞戰略地

位。

拜登重蹈姑息                            
俄立東南亞阿薩德

有分析指出，在經歷敘利亞

內戰期間與美國的軍事與外交較

勁，甚至正面衝突後，莫斯科方

面更深入瞭解美國民主黨自奧巴

馬執政以來，在外交軍事上採姑

息偏安政策，奧巴馬也因此將原

本主導中東局勢的地位，讓給了

莫斯科。在戰略優勢盡失的情況

下，讓日後的川普不得不收拾這

起爛攤子，進而宣告撤軍。

如今緬甸軍政府公然在國際

媒體的眾目睽睽下屠殺自己的人

民，其殘忍程度不下阿薩德政

權，但卻不見往昔的正義之師。

分析認為對於已經習慣於受到制

裁的緬甸軍方，美國拜登政府的

態度缺乏力度。莫斯科更依著敘

利亞的成功經驗，提前進行軍

事、經濟、文化等深度布署，並

且由緬甸進一步影響東協。分析

近一步指出，緬甸政變正考驗拜

登政權對全球危機的處理態度。

【看中國記者成容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約翰遜 3 月 27 日會見

了因批評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權，

而受到中共制裁的跨黨派議員和

上議院貴族團體，向北京發出了

全力支持被制裁人員的姿態。

綜合英國媒體 3 月 28 日消

息，約翰遜和美國總統拜登，已

經誓言要建立一個打擊中共的全

球聯盟，以報復中共對英國議員

和貴族實施的制裁。

另外，英國內政部很快將公

布一項間諜法案，該法案將使從

英國驅逐中共間諜更加容易。該

立法將包括，對在英國的外國間

諜進行強制登記。

3 月 27 日，在北京宣布對

英國政治家和學者進行制裁之

後，約翰遜在唐寧街 10 號（首

相府）的玫瑰園與這些跨黨派

議員進行了 30 分鐘的會面，旨

在表明英國政府全力支持他們的

觀點。被中共制裁的 9 人及其

家人，將被禁止進入中國、香港

和澳門。中國公民和機構也將被

禁止與他們做生意。

約翰遜會上稱這些議員是

「爭取言論自由的勇士」，並予

「全力支持」，也對北京的「荒

唐」行為表示不解。他也在推特

中表達了「會堅定地與他們和其

他被中國制裁的英國公民站在一

起。」

前保守黨領袖鄧肯 - 史密斯

和其他出席玫瑰園會議的議員表

示，中共的制裁「只會鼓勵我們

加倍努力」。

保守黨議員圖跟哈特和奧布

萊恩在一份聲明中說：「這是北

京首次針對英國的民選政客進行

制裁，表明他們正越來越多地越

界。北京的行動是要讓別人感到

威脅，特別是對商人產生寒蟬效

應。」

力挺受制裁議員  
英首相採取反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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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潤研究院 3 月 31 日發

布《2021 胡潤財富自由門檻》

（Hurun Financial Freedom in 
China 2021），分為入門級、中

級、高級和國際級四個階段，

並細分到中國一、二、三線城

市。據悉，「胡潤財富自由門

檻」主要考慮常住房、金融投資

和家庭稅後年收入。

報告顯示，中國一線城市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 文：  李正鑫

胡潤補充道：「根據 2020
胡潤財富報告，中國預計有 17
萬億元的財富將在 10 年內傳承

給下一代，42 萬億元將在 20
年內傳承給下一代，78 萬億元

將在 30 年內傳承給下一代，男

女各佔一半」。

中國一邊是千萬級的財富

自由入門門檻，另一邊則是不

入門級財富自由門檻 1900 萬

元（人民幣，下同），二線城

市 1200 萬元，三線城市 600 萬

元。一線城市中級財富自由門

檻 6500 萬元，二線城市 4100
萬元，三線城市 1500 萬元。一

線城市高級財富自由門檻 1.9 億

元，二線城市 1.2 億元，三線城

市 6900 萬元。國際級財富自由

門檻 3.5 億元。中國 600 萬資

產富裕家庭數量首次突破 500
萬戶。

在發布會上，胡潤百富董

事長兼首席調研官胡潤（Rupert 
Hoogewerf）表示，將財富自

由門檻分為入門級、中級、高

級和國際級四個階段，並細分

到中國一、二、三線城市。一

線城市例如北京、上海等；二

線城市例如西安、徐州等；三

線城市例如海口、汕頭等。

胡潤稱，「中國的入門級財

富自由門檻相對於其它國家是

比較高的，因為購房需求大。

比如在印度，年輕人購房需求

相對較弱，所以入門級財富自

由門檻要低得多，只要有足夠

的錢能租到好一點的房子就夠

了，印度孟買入門級財富自由

門檻，相比上海的 1900 萬元，

可能只需要 900 萬元人民幣。」

3月31日，胡潤研究院
發布《2021胡潤財富自由
門檻》，一線城市入門級

財富自由門檻1900萬元人
民幣。於此同時，中國貧困

問題依然突出，貧富差距

十分巨大。

可忽視的貧困現狀。

2 月 25 日，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宣布中國脫貧攻堅取得

了全面勝利。不過，中國貧困

問題仍然突出，甚至可以說出

現返貧的情況。

所謂的脫貧攻堅戰，是北

京當局在 2015 年底開始進行一

項計畫，目的是在 2020 年底前

實現解決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

人口問題。

針對官方發布的中國經濟

2020 年全年成績單，天鈞政經

智庫研究員任重道從和民生最

相關的收入、消費和脫貧等方

面進行了分析：從數據可以看

出，所謂的經濟內循環重要的

支柱 -- 消費不振，內需低迷，

其中關鍵原因是民眾收入減少

和物價快速上漲。從目前的情

況來看，受到疫情的影響，消

費數據不樂觀。同時大量家庭

債務成分都是房屋貸款，長期

來看百姓們的消費能力被透

支，消費增長被竭澤而漁。

需要注意的是，研究機構

和經濟學界始終認為官方數據

有水分，僅供參考。

據《21 世紀經濟報導》3 月

13 日報導，中國發展研究基金

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在接受採訪

時表示，中等發達國家人均收

入水平大概是 3萬到 4萬美元，

從經濟靜態情況來估算，15 年

以後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

平，人均收入要翻一番，超過 2
萬美元，這需要在未來 15 年中

維持 4.7% 的增速。

維持 4.7% 的增速並不容

易 , 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取決

於三個因素：第一，實際經濟

增速；第二，每年的通脹水平；

第三，匯率水平的變化。從長

期來看，最根本的還是全要素

生產率。

劉世錦表示，所謂中等收

入群體，是指三口之家收入在

10 萬到 50 萬元人民幣的人群。

中國應爭取實現中等收入群體

增長到 8 億 -9 億人，佔總人

口 60% 以上。擴大中等收入群

體，重點要放到 2.8 億進城農民

工身上。

不過，農民工的工作和生

活情況並不好，例如，農村合

作醫療保險費用正在增加。

3 月 3 日，據《自由亞洲》

電臺報導，作為第一批農民工

的江蘇常州居民張建平說，農

民醫保收費逐年增加：「對於

西部地區，比如貴州、雲南、

廣西這些地方，農民負擔確實

相當重，直接報銷到醫院去看

病的費用，實際很少很少。農

民生大病都是自己了斷。我們

老家（泰興）一些老人患了癌

症，都是自我了斷（順其自然

或自盡）。」

中國的規模性返貧現象財經 
評析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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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POINTE TOYOTA
為您支付 O.A.C*有些車款 售出的每輛車

買車贈送
冬季或夏季輪胎 *

兩季
免費更換輪胎 *

兩季
免費存放輪胎 *

最高達

選定車款適用！*

提供

首付 2021 年 10 月份前

無需
付款

外加

週一∼週四 9-9  週五 9-8  週六 9-6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英）

Tel：403-365-4532
Cell：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三月     特賣三月     特賣瘋狂瘋狂
“最好的售價、最好的利率、最好的條款，真正瘋狂特賣”“最好的售價、最好的利率、最好的條款，真正瘋狂特賣”

現貨豐田車 *
還有⋯還有⋯

還有⋯還有⋯

還有⋯還有⋯

還有⋯還有⋯

首首44次次

付款付款 現金返贈現金返贈

免費免費

週一∼週四 9-9  週五：休息  週六 9-6

雙  週

再 加！

租 賃 僅 需

現金返贈

首 付

雙  週

再 加！

租 賃 僅 需

現金返贈

首 付

雙  週

再 加！

租 賃 僅 需

現金返贈

首 付

雙  週 *

租 賃
僅 需

現金返贈

首 付

雙  週*
再 加！

現價

節 省節 省

租 賃

僅 需
和 以及

原價

現金返贈

首 付
雙  週

再 加！
現價

節 省節 省

租 賃

僅 需

和 以及

原價

現金返贈

首 付

再 加！再 加！
再 加！再 加！

現存的 2020 車款較廠家建議銷售價節省高達 20%*

超過 250 輛豐田車在本次活動中特價銷售

不要錯過這次活動！特價銷售週六 晚 6 點結束！！

最後一輛

https://www.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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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秦山

《忍經》為元朝人吳
亮所著。元成宗大德十年
丙午（公元1306年），杭
州人吳亮彙集歷代名人
有關「忍」的言論和歷史
上隱忍謙讓、忠厚寬恕的
人物、事例彙編而成《忍
經》一書。《忍經》是一部
寓意深刻、濟世勸好的良
書。本篇是有關北宋名相
韓琦的故事。

北宋名相韓琦的故事

《忍經》中有近百個故事，

是歷史上真實人物關於「忍」的

實例。其中與韓魏公有關的故

事和嘉言共達十三處之多。

韓魏公是何許人也？韓琦，

北宋宰相。韓琦為宋仁宗天聖五

年（1027 年）進士，歷任將作

監丞、開封府推官、右司諫等

職。韓琦曾奉命救濟四川飢民。

宋夏戰爭爆發後，他與范仲淹率

軍防禦西夏，在軍中頗有聲望，

人稱「韓範」。之後又與范仲

淹、富弼等主持「慶歷新政」，

至仁宗末年拜相。

韓琦是宋仁宗、宋英宗、

宋神宗三朝宰相，對北宋的政

治影響很大。宋英宗時，韓

琦被授予右僕射，封為「魏國

公」。韓琦去世後，宋神宗為

他御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

之碑，追贈尚書令，謚號「忠

獻」，並准其配享英宗廟庭。

宋徽宗時追封魏郡王。至清

代，更先後從祀歷代帝王廟及

孔廟。後世尊稱韓琦為「韓魏

公」。

以下是《忍經》記載韓魏公

的其中幾則故事：

【原文】非毀反己——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
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
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之
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
自小人矣。人有非毀，但當反
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
而罪有彼，烏用計其如何。」

【原文】不形於言——
韓魏公器重閎博，無所不
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
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
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
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
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
拱辰憤不助己，詣公室謂公
曰：「此中習器度耶？」公和

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
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於
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
未嘗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
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
朝與士大夫語；退，息於室
與家人言，一出於誠。人或從
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
反覆考究，表裡皆合，無一
不相符。

這裡記載的是：在韓琦統

率軍隊鎮守定武的時候，有一

天晚上他要寫信，讓一位侍兵

在他的身旁手持蠟燭照明。侍

兵四下裡張望看別的地方，蠟

燭燒著了韓琦的鬢髮，韓琦急

忙用衣袖拂滅火苗，然後還像

剛才一樣，繼續寫信。過了一

會兒，韓琦回頭，發現舉蠟燭

的侍兵被換成了別人。韓琦擔

心主管官員鞭打那名侍兵，於

是立即把原來那位侍兵叫來親

自看看他，並說：「不要換掉

他，他已經知道怎樣拿蠟燭

了。」整個軍隊中的兵士都很佩

服韓琦的氣量。

韓琦度量過人，性情渾厚

純樸，從不兀傲孤高，與人過

不去。他功蓋天下，位居大臣

之首，但沒見他為此而高興；

他擔負巨大的責任，面臨難以

預料的禍事，生命危於累卵，

面臨危難，也從未見他憂愁。

怡然自樂，從來沒有因為事物

的變化而遷動改變，一生說話

毫不偽飾。他做事為人，上朝

時站著與其他官員說話，回來

以後，休息時與家裡的人說

話，都是出於誠心。有一個跟

隨韓琦幾十年的人，記下了他

的言行，反覆對照，其言行一

致，沒有不相符的地方。

根 據《宋 史． 列 傳 第

七十一》，益州、利州曾發生

飢荒，韓琦當時任體量安撫

使。過去郡縣催促賦調頻繁急

迫，市上供給的絲織品等其他

物品都不給錢，韓琦為了緩解

賦調在這年免除了賦調並讓老

百姓自己擁有，驅逐不稱職的

官吏和貪婪殘暴的官，減少數

百種多餘的勞役，救活飢民

一百九十萬。

趙元昊叛亂，韓琦剛好從

蜀州歸來，論說西邊軍隊的情

形十分熟悉，當即被任命為陝

西安撫使。劉平與敵賊交戰，

戰敗，被敵人俘獲，這時宰相

聽信了別人對他的誣蔑，於是

捉拿了劉平的家屬，韓琦辯白

了他蒙受的冤屈。

韓琦在朝為官大約四十多

年，功績赫赫。蘇東坡有詩讚

曰：「堂堂魏公，河岳之神。

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

盡，竹帛莫陳。惟其大節，蔽

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

臣。……公惟人傑，而不自賢。

堂名閱古，以古律身。」

常 言 道「身 在 公 門 好 修

行」！韓琦器量過人，在朝為

官又做了許多好事、善行，拯

救了眾多的來百姓，積下了天

大的福報！韓琦最終成為北宋

的三朝宰相，位列三公，功勛

彪炳，為後世所景仰！

根 據《宋 史． 列 傳 第

七十一》，韓琦軍功赫赫，名震

西夏和契丹。韓琦與范仲淹在軍

中很長時間，名聲顯赫，人心歸

向，朝廷依靠他們作為重臣，因

此天下人稱之為「韓範」。

當時邊區民有歌唱：「軍中

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

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

可見民間對韓琦與范仲淹是多

麼的倚重。

韓琦曾在魏都很長時間，

遼國使者每次經過，遞交文書

都寫上姓名，說：「由於韓公在

這裡的緣故。」韓忠彥出使遼

國，遼國君主詢問得知他的相

貌像他的父親，就命令工匠畫

下來，韓琦在國外就是如此被

看重。

北宋大臣李清臣讚韓琦曰：

「姿貌英特，美鬚髯，骨骼清

聳，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

人以謂如高山大岳，望之氣象

雄傑，而包蓄細微，普施雷

雨，藏匿寶怪，蓋自然也。」

【原文】持燭燃鬢——
宋丞相魏國公韓琦帥定武
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
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之
鬢，公劇以袖摩之，而作書
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
人矣。公恐主吏鞭笞，亟呼
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
燭矣」。軍中咸服。

【原文】器量過人——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
不為畦畛峭塹。功蓋天下，位

顏謝之。公為陝西招討，時師
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
處即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
論師魯，皆納之。不形於言，
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韓琦指出，當有人詆毀自

己的時候，只須反省自己就

好，不要與詆毀自己的人計較。

韓琦曾說：「小人不一定到

遠處才能找到，三戶人家中就

有一家。應該尋求和小人相處

的方法。」「千萬不可以跟小人

計較，如果跟小人計較，自己

也就成為小人了。如有人詆毀

你，只需要反省自己。不要和

別人堅持自己是對的，如果有

理的是我，沒理的是他，又何

必和人去計較對錯呢？」

韓琦穩重寬厚有器量，什

麼都可以容忍，還在館閣任職

時，他的名望就已傳遍天下。

他曾經與同館的王拱辰以及御

史葉定基，一起赴開封府，主

持科舉考試。王拱辰、葉定基

經常發生爭吵，而韓琦坐在幕

室中批閱試卷，好像什麼都沒

聽見一樣。王拱辰埋怨韓琦不

幫助自己，到韓琦的幕室，對

韓琦譏諷地說：「你是在幕室中

修養氣度吧？」韓琦和顏悅色地

認錯。

韓琦在陝西征討叛軍時，

師魯與英公不和，師魯在韓琦

那裡就說英公的壞話，而英公

在韓琦那裡也說師魯的壞話。

韓琦聽到後，卻從不將這些話

說出去，所以師魯和英公才沒

有鬧起來。否則就不得安寧了。

《清明上河圖》（局部）描繪了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及汴河兩岸的繁華和熱鬧的景象和優美的自然風光。（Wikipedia）

18個最常被用錯的成語（上）

一、萬人空巷

【出 處】： 宋 · 蘇 軾《八 月

十七日復登望海樓自和前篇是日

榜出余與試官兩人復留》詩五首

之四：「賴有明朝看潮在，萬人

空巷鬥新妝。」

【解釋】：家家戶戶的人都從

巷裡出來了。形容熱鬧、哄動一

時的盛況。 
【誤用】：常被誤用作街上空

空無人之意。

二、登堂入室

【出處】：《論語 ‧ 先進》：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解釋】：比喻學問、技能由

淺入深、循序漸進，達到更高水

平，也作「升堂入室」。

【誤用】：常被誤用為「進入

屋子」。

三、七月流火

【出處】：《詩 · 豳風 · 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解釋】：火，星名，指大火

星，即心宿。意思是夏歷七月，

天氣漸漸轉涼，每當黃昏的時

候，可以看見大火星從西方落下

去。指天氣逐漸涼爽起來。

【誤用】：現在常被誤用來形

容七月的天氣十分炎熱。

四、一言九鼎

【出處】：《史記 ‧ 平原君

傳》：毛遂說服楚王出兵救趙，

平原君贊揚他說：「毛先生一至

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解釋】：一言九鼎形容說話

很有分量。鼎：古代禮儀中的重

器；九鼎：禹收九牧之金鑄九

鼎，以象九州。

【誤用】：現在常被誤用來表

示守信用。

成語是中華傳統文
化的結晶，簡潔且精闢，
是漢語中最璀璨的明珠，
濃縮了中華五千年文明歷
史的精華，包含了十分豐
富而深厚的文化內涵。然
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很多
成語的用法也隨之發生
了變化。以下列舉18個常
會被人誤用的成語，快看
看你能用對幾個？

五、炙手可熱

【出處】：唐 ‧ 杜甫《麗人

行》：「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

近前丞相嗔。」

【解釋】：比喻地位尊貴，勢

燄熾盛，使人不敢接近。

【誤用】：現常被誤用為某事

物很紅，非常流行受追捧，背離

其本義。

六、差強人意

【出處】：《後漢書 ‧ 吳漢

傳》：「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

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

‘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

矣。’」

【解釋】：本指非常振奮人

心。後來指大體上尚能令人勉強

滿意。

【誤用】：現在常被誤用為

「不能使人滿意」。

七、不足為訓

【出處】：明 ‧ 胡應麟《詩

藪續編》卷一：「君詩如風螭巨

鯨，步驟雖奇，不足為訓。」

【解釋】：不能當作法則或

典範。

【誤用】：現在常被誤用為

「不足以成為教訓」。

八、不以為然

【出處】：宋 ‧ 蘇軾《再乞

罷詳定役法狀》：「右臣先曾奏

論前衙一役，只當招募，不當

定差，執政不以為然。」

【解釋】：不認為是這樣。

表示不同意。

【誤用】：現在常誤用為「不

以為意」，用來表示「不放在心

上」。

九、始作俑者

【出 處】：《孟 子 · 梁 惠 王

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

無後乎！』」

【解釋】：指最初製作人俑

來殉葬的人。後世用以比喻首

創惡例的人。俑：古代殉葬用

的木製或陶製的俑人。

【誤用】：現在常被誤用為

褒義詞，指第一個做某事或某

項任務的人。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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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戰亂中，眼見逃荒的人越來越

多，王老六背起自己的全部財產：一袋紅

薯，也加入到逃荒的隊伍中來。走到半

路，王老六碰到餓得只剩一口氣的父子二

人，父親背上也背著一個很重的袋子。那

人見王老六背著那麼多紅薯，便向王老六

討要一個給孩子吃。王老六不肯，那人便

說：「你賣給我行嗎？」說完把自己背上

的一袋銀子全倒在地上。

王老六的眼睛直了，因為他窮了一輩

子，做夢都沒見過這麼多銀子。王老六放

下紅薯，背著一袋銀子上路了，他怕那父

子二人反悔，加快了腳步往前趕。

幾天後，王老六再也走不動了，因為

他一路上買不到任何東西吃。買他紅薯的

父子二人，很快就趕上了他。王老六望著

那個男人背上的紅薯，開始後悔了，他走

上前去要把紅薯買回來，那人無論如何也

不肯賣。

王老六失望地跌坐在地上，抱著他的

銀子，在飢餓中死去…

王老六去見閻王，閻王說：「本想給

你一個發財的機會，沒想到卻要了你的

命。真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呀！」王老

六說：「我前世窮怕了，今生不想再當窮

人了。」

閻王說：「其實你前世也命不該窮，

那紅薯只要賣一半，也就不叫窮了，誰叫

你全部賣了呢？今生的事，好說。我且問

你，今生你有兩個去向，一個去向是一萬

個人供養你一人，另一個去向是你一個人

供養一萬個人，你願意走哪條路？」王老

六一聽，不加思索就答道：「肯定是一萬

個人供養我一個人了！」然後，千恩萬謝

地高興而去。

幾十年後，王老六又回到閻王面前，

大說閻王騙他。閻王笑道：「怎麼就說我

騙你呢？」王老六說：「聽了您的話，我

做了一輩子的乞丐。」閻王說：「那就對

了！一萬個人供養一個人，指的就是乞丐

呀！你若是個富翁，供養一萬人當然不

成問題。你不能怪我，只能怪你自己貪

心！」

王老六一聽，便對閻王說：「閻王老

爺，我接下來的一世，求您一定得讓我過

點好日子啊！」閻王說：「這個好說，現

在有兩個好差事：一份是看守一座金山，

一份是看守一片土地，你選哪個呢？」王

老六這回仔細地想了想，覺得還是看守金

山的好。閻王看著王老六遠去的背影說：

「這人生就是個窮命啊！」眾小鬼問為甚

麼？閻王說：「這看守一片土地的差事，

實際上是在一個地方當個大官；而那個看

守一座金山的差事，實際上是當隻老鼠，

守一座穀倉啊！」

生活，是你自己過出來的。同樣的

路，有人漫步、有人奔跑、有人駕車…

方式不同，結果就會不同。沒有誰能規

定你的生活模式，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選

擇。

人，欲望不同，選擇就不同；選擇不

同，命運就跟著不同。

有一個 9 歲的男孩非常喜歡鴿子，

每天早晨他都要到廣場去餵鴿子。漸漸

的，那些鴿子和小男孩熟悉了，牠們會毫

無顧忌地飛落到小男孩腳下，甚至飛到他

的肩膀上和手掌上。

有一天，美術老師對小男孩說：「你

能帶一隻鴿子到課堂上來嗎？我們要學畫

鴿子。」小男孩爽快地答應了。

於是男孩帶回了一隻潔白的小鴿子。

那堂美術課，同學們畫得格外認真。

然而當小男孩將那隻鴿子放飛到廣場

時，那一群鴿子開始用驚懼的眼神盯著

他，他一走近任何一隻鴿子，所有的鴿子

都會飛走。

從此，再也沒有鴿子願意飛到他身邊

了。

感悟：只是一次背棄，便失去了一群

親密的朋友。無論親情和愛情，都容不下

一點欺騙，一次背棄便會造成一條難以彌

補的鴻溝。相互間的信任是無價的，一旦

失去，用甚麼也換不回。

◎文：白雲飛

◎文：白雲飛

During a war, with more and more peo-
ple fleeing the famine, Wang Laoliu 

picked up all his worldly possessions — a 
bag of sweet potatoes — and joined the 
departing villagers. Halfway to his desti-
nation, he came across a man and his son 
who were starving. The man was carrying 
a heavy bag.  

  When the man saw that Wang was carrying 
so many sweet potatoes, he asked Wang for 
one for his child to eat, but Wang refused. 

  The man then said: “Would you sell me 
your sweet potatoes?”  Then the man 
dumped his bag containing all his silver on 
the ground. 

  Wang had never seen so many pieces of 
silver in all his life, so he traded his bag 
of sweet potatoes for all the silver. In fact, 
Wang was afraid that the father and son 
might regret it, so he sped up his pace after 
leaving them. 

  A few days later, Wang could no longer 
walk because he was hungry and could not 
buy anything to eat on the way. The father 
and son who bought his sweet potatoes 
soon caught up with him. Wang looked at 
the man and his bag of sweet potatoes and 
began to regret the deal. He wanted to buy 
back the sweet potatoes, but the man re-
fused to sell them no matter what. Wang fell 

to the ground in disappointment, clutching 
his silver, and died of hunger. 

  Wang went to see the King of Hell who 
said: “I wanted to give you a chance to get 
rich, but I never thought it would cost you 
your life. It really is true that birds die for 
food, but people die for money.” 

  Wang said: “I was afraid of being poor in 
my previous life, so I don’t want to be poor 
again in this life.” 

  The King of Hell said: “In fact, you should 
not have been poor in your previous life. If 
you had only sold half of your sweet pota-
toes, you would have been well off. Who 
told you to sell all of them?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In your next life, you have two 
possibilities. One is for 10,000 people to 
support you alone, and the other is for you 
alone to support 10,000 people. Which one 

would you choose?” 

  When Wang heard this, he replied immedi-
ately: “It must be 10,000 people to support 
me alone.” Then, with a thousand thanks, he 
went away happily. 

  A few decades later, Wang returned to the 
King of Hell and said that he had been lied to. 

  The King of Hell laughed and said: “How 
can you say I lied to you?” 

  Wang said: “I followed what you said and 
turned into a beggar for life.” 

  The King of Hell said: “That’s right! Ten 
thousand people to provide for one person 
refers to a beggar. If you were a rich man, 
feeding ten thousand people is certainly not 
a problem. You can’t blame me. You can 
only blame your own greed.” 

  Upon hearing this, Wang said to the King 
of Hell: “In my next life, I beg you to let me 
live a good life.” 

  The King of Hell said: “This is good! Now, 
there are two good jobs: one is to guard a 
gold mountain and one is to guard a piece of 
land. Which one would you choose?” Wang 
carefully thought about it: “I think it is bet-
ter to guard the gold mountain.” 

  The King of Hell looked at Wang’s distant 
back and said: “This life is a poor life!” 

  Others asked him why it was so.

  The King of Hell said: “The job of guard-
ing a piece of land is being a big official in 
an area, while the job of guarding a gold 
mountain is being a mouse in a barn.” 

  Life is what you make of it. 

  On the same road some people stroll, 
some people run, and some people drive in 
different ways, but the results will be dif-
ferent. 

  No one can prescribe your life pattern and 
everything is your own choice. 

  People with different desires make differ-
ent choices. With different choices, different 
destinies follow.

There was a nine-year-old boy who was 
very fond of pigeons. Every morning, he 
would go to the square to feed pigeons.

Overtime, the pigeons became familiar with 

the boy. They would fly to his feet and rest 
on his shoulders and his hands.

One day, an art teacher asked the boy, “Can 
you bring a pigeon to class? We’re going 
to sketch pigeons.” The little boy readily 
agreed.

However, after the class, wen the boy re-
leased the pigeon back to the square, he re-
alized that the crowd of pigeons began to 
stare at him with frightened eyes. From then 
on, no pigeons would fly to him any more.

Reflection: Betrayal, even for once, will 
cause you to lose people you loved, and the 
damage cannot be repaired. Trust is deli-
cate, and there is no room for deception in 
any relationship.

與財富擦肩而過的窮人

How a Poor Man’s Greed Cost Him Everything

3D 掃描
3D 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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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四：早 8 點至晚 8 點  週五、週六：早 8 點至晚 4 點  週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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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是否曾經有過生命？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一

份解密檔顯示，該局在 1984
年可能藉由靈魂投射（Astral 
Projection）的方法來觀測當時

的情況。

這份日期爲 1984 年 5 月 22
日的檔標題爲「火星探索」（Mars 
Exploration），它記錄了不具

名的實驗對象（Subject）與監

控者（Monitor）之間的訪談內

容。檔案內容顯示，CIA 可能

藉助可以靈魂出竅或具有遙視能

◎文：秀秀

火星遠古有生命存在   

力的人，藉由靈魂投射的方法來

觀測 100 萬年前火星上的古代

生命。該檔記錄，監控者給實

驗對象一個座標，要求他（或

她）集中精神進行觀察，並陳

述其目睹的景象。實驗對象表

示，他（或她）看到一個像金

字塔的結構物，高度很高，似乎

◎文：藍月

進化論難釋蜜蜂的智力  

蜜蜂，在進化論的

觀 點中是沒有智慧的

低等生物，但英國生物

學家的一項觀 測熊 蜂

（bumble bee）智能試

驗卻打破了這一觀點。

倫敦瑪麗王后大學（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心 理 學 家 拉 斯· 奇 卡（Lars 
Chittka）等研究者，在訓練熊

蜂取食糖水的試驗中，觀察到熊

蜂不僅可以自己學會取食方法，

而且可以在沒有實際經歷的情況

下，從別的蜜蜂那裡學到這種能

力。研究蜜蜂是否有智慧的項

目開始時，奇卡的實驗室同事認

為，大腦如此小的蜜蜂怎麼可能

具備鳥類那樣的認知能力呢？它

們的能力不過是本能而已。但奇

卡的實際觀察結果，卻令這些研

究者吃驚。

奇卡為第一組蜜蜂準備了一

個帶有細繩的圓盤，上面裝有牠

們喜歡吸食的糖水，圓盤被透明

蓋子罩住。蜜蜂如果想吸食糖

水，就必須拉動細繩，把圓盤從

蓋子中拉出來，才能吸到糖水。

研究者觀察到，其中一些蜜

蜂嘗試拖拉細繩，在未獲得成功

後均放棄。只有兩隻不斷地嘗

試，直到將細繩拉出，而得以飲

用糖水。

而在另一個試驗中，研究者

先用一朵花來訓練蜜蜂，教牠們如

何將裝有糖水的圓盤從蓋子中拖出

來，約 20 隻蜜蜂學會了這種方

法。

然後，研究者讓第一組未接

受訓練的蜜蜂觀看會拉繩取糖水

的蜜蜂怎樣取食。結果第一組

內有 60% 的蜜蜂學會拉繩取食

的方法。

研究者又把這 60% 的蜜蜂

和第三組蜜蜂混在一起，發現

那些蜜蜂同樣學會如何取食糖水

的方法。

這也說明昆蟲具有相互傳播

知識的能力，或者說昆蟲有智

能，而以前認為僅脊椎動物及鳥

類具備這種能力。

◎文：青蓮

這顆名爲「黑騎士」（the 
Black Knight）的神祕衛星，

最初發出的無線信號由人類史

上最偉大的發明家尼古拉 · 特
斯拉（Nikola Tesla）捕獲。幾

年後，意大利的發明家及電氣

工程師伽利爾摩．馬可尼侯爵

（Guglielmo Marconi），也截獲

了地球之外的神秘無線電信號。

有研究人員稱，馬可尼和特斯拉

截獲的可能都是同一信號源。

1950 年，俄羅斯相關人員

發現在地球上空有一顆衛星出

現，它不僅可以隨意變色，還可

以 180 度拐彎。而人類的第一

顆人造衛星在 1957 由前蘇聯發

射。

1953 年，美國新墨西哥

大學林肯．拉巴斯博士（Dr. 
Lincoln La Paz）再次發現了這

顆衛星。

此後美國國防部決定對這

顆神祕的衛星展開觀測，並聘

請了天文學家克萊德．湯姆鮑

（Clyde W. Tombaugh）來協助。

1957 年，黑騎士衛星又再

次現身於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

上空。開始委內瑞拉通信部部

長路易士．柯拉爾隆博士（Dr. 
Luis Corralos）以為是人造地

球衛星 2 號。

但他對這個衛星的運動軌跡

仔細觀察後發現，它是在由東向

西的軌道上運行的，並保持和地

球自轉一樣的速度，這在當時的

科技水準顯然還達不到。

當「黑騎士」衛星在

地球上空被發現時，人

類還沒有人造衛星的概

念。它體積巨大，長達

100米寬的國際空間站

也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不僅會隨意變色，180度

拐彎，還會變軌、消失。

蘇格蘭科學家認為，它

是天外來客，已在地球

上空懸浮了13000年。

在人造地球衛星 1 號發射

後的四年時間裡，世界各地都有

天文學家觀測到，經常有一個神

祕的黑色物體遮住人造地球衛星

1 號，並且它是在極地軌道上運

行，而當時人類的技術根本無法

做到。

1961 年，在巴黎天文觀測

臺工作的法國學者雅克．瓦萊發

現了一顆運行方向與其他衛星相

反的地球衛星，並正式將這顆

來歷不明的衛星命名為「黑色騎

士」。俄羅斯的觀測資料顯示，

黑騎士衛星的速度，最快可以超

越現在人造衛星的 12 倍。

這些「衛星」不只有一顆，

並且會變色，它的軌跡可以 90
度轉折，甚至 180 度轉折。而

180 度轉彎是人類的人造衛星不

能達到的。因為，人造衛星是靠

離心力和噴射引擎來維持其所在

位置。與人造衛星不同的是，這

顆衛星不是常常走在同一軌跡，

每幾天便會消失。

所以法國學者亞歷山大．洛

吉爾認為，「黑色騎士」可以用

與眾不同的方式繞地球運行，表

明它能夠改變重力的影響，而這

只有作為外星來客的 UFO 才能

做到。

地球上空一萬三千年的衛星     

◎文：張妮

英國裁軍 
增添機器戰士

英國正在進行一次重大的

軍事資源重組，大約將銳減 1
萬名士兵。不過，這指的是人

類戰士，這次重組的重要一方

面將是大舉投資機器人、無人

機和其它高科技軍事工具。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

報導，到今年 1 月，英國軍

隊大約有 8 萬名士兵，已經

比十年前少了很多。而這項新

計劃打算通過等待士兵退休、

離職並不再添新人的方式，到

2025 年逐漸把人數進一步削

減至約 7 萬人。

但是，英國將把更多軍事

資金投入到無人機、作戰機器

人這些領域，逐步擴大高科技

◎文：蘭心

據澳洲《每日郵報》報導，

兩名男子麥克雷（Paul McRae）
和米勒（John Miller）於 2016
年一起到澳洲昆士蘭省北部的

喬治敦（Georgetown）地區淘

金。當時，麥克雷的金屬探測器

發出聲響，這意味著地面下肯定

有寶物，結果他們挖出一顆重約

25 公斤的石頭。

澳 洲 地 球 科 學 局

（Geoscience Australia）進行鑑

定這是一顆非常古老的罕見隕

石，誕生時間約在 46 億年前，

澳男挖到 46 億年隕石

它可能跟地球一樣古老。

如果把這塊隕石切塊賣掉的

話，他們將會有花不完的財富，

但他們卻決定放棄發財的機會，

最終由澳洲地球科學局以 20 萬

美元向他們購買下來，提供給民

眾參觀和學習。

軍事資源在部隊結構中的比例。

這項策略還包括加強網絡軍

事力量，擴大英國國防部網絡安

全項目規模，以及建立一個功

能類似美國太空軍（US Space 
Force）那樣的太空司令部。

另 據 華 盛 頓 郵 報（The 
Washington Post）報導，英國

還打算大幅增加核彈頭的數量。

英國廣播公司說，這個改組

計劃是在面對新興技術層出不窮

和軍事格局變化的時代，目標更

有策略地改造英國軍隊，而不是

一味地擴大編制。

1974 年 1 月，蘇格蘭科學

家 Duncan Lunan 對當時黑騎

士衛星藉 Radio Signal（無線

電訊號）不斷發射出來的訊號

進行解碼，並把訊號繪製成圖

表，他認為訊號的內容是指：

該衛星是 13000 年前，由天上

星座牧夫座的主星梗河一（ε 
Boötis）的系統地區來到地球。

也就是說，黑騎士衛星竟然在太

空圍著地球和月亮交際巡航了

13000 年。這顆衛星曾被人們認

為是蘇聯的間諜衛星。

但有科學家觀測發現，黑騎

士衛星不僅能圍繞極軌道運行也

能在赤道運行，而蘇聯的人造衛

星卻只能在赤道運行。

1981 年，前蘇聯的一家天

文臺證實 「黑色騎士」真實存

在，它在地球高空的軌道上，循

著極大的橢圓軌道運行，體積甚

小，十分耀眼，像是個金屬球

體。 1983 年 1 月至 11 月，美

國發射的一顆紅外觀測衛星在掃

描北部天空時，在獵戶座方向兩

次掃描到這個天體。

一直以來，世界各地的科學

家，及民間無線電愛好者，都不

斷收到黑騎士衛星發出的神祕無

線電信號。

法國天文學家佐治 · 米拉博

士說：「很明顯，這顆衛星飛行

了很長的途徑才來到地球，事實

上它的設計也是這樣。雖然只是

初步估計，但我敢說它至少已製

成 5 萬年之久！」

「黑騎士」最初捕獲者

意大利捕截「黑騎士」信號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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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一個大型的貧困地區。

實驗對象也觀測到了人類，他

（她）說：「我不斷地看到很高

大的人。他們看起來既瘦又高，

但非常大……穿著某種奇怪的衣

服。」實驗對象還提到看到了像

是華盛頓紀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一樣的方尖碑。

實驗對象還說，他（她）

看到一羣垂死的古代人在尋找新

的居住地點，似乎是環境惡化迫

使他們走了很長的路程，遷徙到

另一個居住地。這份檔最後寫

道，在監控者的要求之下，實驗

對象回到了 1984 年 5 月 22 日

的時間與他們當時所在的房間，

結束了這段訪談。

NASA拍攝的黑騎士衛星照片

1954年，《聖路易斯郵報》和《三藩市審查員》關於這顆當時還未確認的衛星

的報導。

兩名澳洲男子挖到 46億歲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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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亭人李深源在擔任松滋縣

令時，曾發生一起命案，幼童王

五子死於野外，身上的耳環與衣

服都不見了。李深源至命案現場

勘查，回程時天寒雨雪，於是改

裝易服，率領老練的差役私下返

回縣城。途中經過卜筮的鋪子，

卜者正要關閉大門，差役謊稱是

遠鄉人，偕同外省親友去觀看官

府驗屍，此時天候已晚，肚子也

餓了，願意出錢買些食物充飢。

卜者欣然的為他們作黍飯。

差役問：「近日來占卜的客

人多嗎？」卜者說：「很少。只

有今早本地一位十六七歲的童子

來測字，名叫鮮旺兒。他隨手撿

出一個鴞字，我開玩笑說他有梟

◎編輯整理：乙風

測字 梟首之象   
首之象 ( 砍頭的凶兆 )。」李深

源問鮮旺兒是怎樣的人？卜者

說：「他曾是王某家的義子，因

為行為不端被逐出家門。」又問

他住在哪裡？卜者說：「離這裡

不遠。」

李深源告辭卜者後，領著差

役尋到鮮旺兒的住處，差役呼喊

他的名字，鮮旺兒立即從草叢中

跳出，驚訝的問：「是誰？」差

役說：「我是你的舊鄰居，數年

不見，怎麼不認識了？今日我要

前往某村，路不熟，想請你幫忙

帶路，事後以錢作謝禮。」鮮旺

兒最初以天晚路遠推辭，後來看

見銀子後又答應了。他說：「你

們隨身之物如果遺失了，不關我

的事。」說完，從草叢中拾起一

小袋子，動身出發。

將抵達供行人休息的房舍

時，李深源命一差役與鮮旺兒先

進入，隨後又派其餘的差役一

擁而入，擒住鮮旺兒。帶回衙

門後，當堂打開鮮旺兒的小袋

子，取出一張當票，差役贖出

所質押的東西，卻是耳環衣

物。 李深源請死者王五子的

親人來辨認，親人一見立即放

聲大哭，當下證據確鑿。鮮旺

兒堅決否認殺人，李深源見他

身形瘦弱，難以刑求，只好反

覆開導；趁著鮮旺兒飢餓口

渴，以飯食誘導他，才終於讓

他認罪，了結此案。

( 參閱《清稗類鈔》)

◎編輯整理：黃麗娟

  清初，河北高陽人李霨，前

生是位博學年長之士，精通經

史，但始終無法通過科舉考試。

有一天偶然經過鄰居李氏宅門，

見其居所巍煥壯麗，私心羨慕。

某天李霨染病，忽然覺得身

軀輕快，縱步進入李家，看到一

群婢女圍繞著一名待產的婦女。

李霨在屋梁上偷窺，忽然一股力

量將他推入產婦懷中；昏迷一段

時間後甦醒，發現身體縮小成一

尺左右，被束縛臥在床上。當時

天寒下起了雪，產婦詢問窗外是

甚麼聲音？剛轉生的李霨回應：

「是雪。」婦人聽見後大驚，以

為是妖怪作祟，欲使下人將李霨

溺斃；父親前來阻止，之後李

霨就不再開口說話了。

到了七歲，有位親戚指著

李霨說：「像這樣的啞巴留著

何用？」李霨忽然就笑著開口

說話，眾人驚異不已。之後，

李霨進入小學，比同齡人顯得

聰明敏慧；到十六歲通過鄉

試，隔年春天又順利考中進

士，仕途一路順遂，最高還做

到了宰相。這些都是李霨親口

所說。

( 參閱《三岡識略》)

  風水學千年不衰，對於常人

來說風水和自家的興衰、未來有

著很大的關係。現代生活繁忙壓

力大，大家都披著「過去」的外

衣，一廂情願地在尋找想屬於自

己的「未來」，而在「現在和未

來」之間，卻隔著我們難以掌控

的鴻溝。我們真的能掌控自己的

未來嗎？風水真的能轉運嗎？

很多人都在求風水、求好

運，殊不知積德行善就是最好的

風水。李嘉誠御用風水師陳伯的

遺訓裡提到：「其實有錢人不是

一生修來的福，都是多生累世

行善積德，孝親尊師，普濟眾

生，才能有現在這些福 ( 財富地

位 )。」

「現在很多人走錯路，想用

些手段、權勢或現代知識技術來

賺錢，那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些

都只是緣，真正的還是自己要有

因 ( 行善積德 ) 才行。」陳伯臨

終才道出為無數香港富豪轉運的

奧秘。也許我們生命中，許多事

情是不可追求，不可執著，一切

都應順其自然，該失去的讓它自

然而然地去，該得到的就自然而

然地擁有它。

風水術是淵博的科學

◎文：陳錦緣

現代繁忙的生活，偶爾閒下

來我們可能會想命運是甚麼？能

改變嗎？風水又是甚麼？我們身

上的任何一件事，是不是都發生

在空間和時間的多層次結構裡？

只要在某一層次、環節或局部發

生了微妙的變化，整件事一定也

會發生變化。萬物之變都不以人

的意志為轉移，都是天定的。

我們想隨命順運，其實就是

祈願神靈的眷顧與啟示，認同神

靈能給我們的命運暗中相助是風

水不能動搖的理念，否則就不必

要承認風水的存在。傳統風水是

從時間和空間相結合的角度來看

的。時間上來說，我們是祖祖輩

輩繁衍下來的，並不孤立；空間

上來講，也不可能孤立，我們和

周圍的環境始終是一體的，不同

的環境都有不同的場，這種場對

我們具有特殊的影響。時間、空

間、各種環境場之間，都有著複

雜的構造和變化規律，真正要搞

見色而不動心 

延壽一紀　子孫登科

宋 朝 嘉 佑 年 間（1056-
1063），黃靖國在儀州擔任判

官，一夜裡來到陰間地府。

冥官說：「儀州有件美

事，你知道嗎？」說罷就取簿

給黃靖國看。原來是醫生聶從

志某年某月在華亭某家看病，

病人之妻，向聶從志求歡，聶

從志竭力拒絕。

冥官又把黃靖國帶到河

邊，見獄吏捽一婦人，持刀剖

其腹，擢其腸而滌之。旁邊有

一位僧人說：「此人是同官某

之妻，欲與醫者聶從志通，聶

不許，見色而不動心，可謂善

士。其人壽止於六十，積此陰

德延壽一紀，世世賜子孫一人

官。婦人減去多少壽給聶從志

增加多少壽。所以蕩滌她的腸

胃，除其淫也」

黃靖國還陽後，講給聶從

志聽。聶從志說：「此事我妻

子都不知道，不料已記載到陰

冊。」後來，從志果然長壽，

子孫兩代都登科。

世間的事，已被天地神靈

地府冥官記錄在案。古語云：

「無為大道，天知人情。無為窈

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

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

憐貧恤困　天賜貴子

毗陵有個姓錢的老翁，常

行善事，可是還沒有兒子。鄉

中有一名姓喻的，欠了別人的

錢，被官府抓去，妻子來向錢

翁借錢。翁如數給予，並且不

立借據文書，救濟對方。

事後，喻氏夫妻帶女兒登

門拜謝。錢翁的妻子，見他女

兒很美，想聘為小妾，喻氏夫

妻也願意。錢翁卻說：「乘人

之難是不仁，我救急對方，原

是善心而發，現在想娶人家女

兒就變成不義，我寧可無子，

也絕不願意這樣做。」

喻氏夫妻聽了，十分感

動，向錢翁拜謝而退。當晚，

翁妻夢見天神，告訴她說：

「你丈夫救人行善，並且能憐

貧恤困，不淫人女，故陰德深

重，當賜你貴子。」第二年，

翁妻果然生了一個兒子，取名

天賜。天賜十八歲參加科考高

中，後官至御史。

現代版的柳下惠

網上有流傳一則故事：一

個大學生家境貧困，長相普

通，成績一般。高中時就交了

女朋友，上大學後兩人成了異

地戀人。有一天女友來看望

他，主動投懷於他，他卻克制

住自己，拒絕了婚前性行為的

發生，自此以後女朋友就和他

分手了。後來，這位大學生被

深圳一家知名電視臺錄用，是

很多優秀的人想方設法都無法

進去的單位，他卻得到了這麼

好的工作。一個在大家眼中各

方面都不那麼優秀的人，卻一

路順風順水的，讓很多人都覺

得不可思議。

古語云：「見色不淫者必

積大陰德、獲大福報。」外行

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修煉人

知道，深層原因是，這位大學

生是因為與女朋友在一起不越

雷池半步，得到神靈賜福，才

表現為如此的運氣。

司馬光在家訓中說：「積

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

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

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

為子孫長久之計。」

懂其中的奧秘，風水為我們提供

了一些重要的工具。風水師的天

職就是藉助特殊的語言、法術、

符號，來調整時空氣場。時過境

遷，筆者認為現代風水還要深入

考慮「個人內在」因素，讓我們

的靈魂有個美好的歸宿。

風水術是一門淵博的學問。

簡單說，首先是選址，選擇了一

個好風水的地方造房，只要到這

兒，房還沒有開始造，就已經會

給房主帶來好風水的效應。說得

通俗一些，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

風水，也就是說地理環境諸因素

的結構不同，它所形成的氣場也

不同。有經驗的風水師只要往那

兒一站，就能感覺到氣的不同，

對房主的生理、心理影響當然不

同。對他的心理、生理影響不

同，當然也會影響他的命運；影

響他的命運，也就可能影響他子

孫後代的命運。這只是對風水最

通俗、最籠統的解釋。實際上風

太多的風水師都試

圖通過改變和調整空間，

為客戶創造財富與地位，

這種操控空間能量的行

為，恰恰在企圖，而不是

在祈願。

人生幸福的奧秘和轉運密碼

轉世 李公托生   

水遠比這要深奧得多，風水千年

的傳承，也許正是神靈有意留給

人類，啟迪我們善念的寶貴文化

精髓。

通往幸福感安全感的鑰匙

那麼，怎麼樣才能獲得真正

的幸福感、安全感呢？內心的歸

宿感到底是甚麼呢？旅德從業

三十年的風水師錢傑先生，通過

風水優化讓很多人的生意興隆

了、財運亨通了，婚姻維持了，

但是他發現這些人達到目的後，

不一定擁有幸福和滿足感。

「在發現或獲得轉運密碼的

靈感或神性的恩賜之前，在為很

多人提供風水服務中，我經歷了

許多客戶的悲傷、沮喪、挫折、

失敗和無助。」

在完成了大量風水布局和轉

運實例後，錢先生體悟到風水及

轉運的真正力量來自空間和神

性；能接納幸福，領悟生命意義

文章選自《看中國會員專刊》

第14期。欲了解更多精彩內

容，歡迎加入看中國榮譽會

員，每月將獲贈兩期《看中國

會員專刊》。

看中國榮譽會員

的最大秘密，不是在於索取和控

制，而是在於我們自己首先要釋

放善意、愛和打開感恩的心屝。

他認為，太多的風水師都試圖通

過改變和調整空間為客戶創造一

切，但是這一切的表現根本不是

在隨順自然、敬畏自然，反之是

在操控空間能量，是不敬神性之

舉；這一切都恰恰在企圖，而不

是在祈願。 「愛是連接神性和空

間能量的紐帶，客戶在這個過程

中的心情應該是快樂和愉悅的，

內心深處是平和、安寧、並洋溢

著愛的。這時導致問題產生的所

有負面情緒，例如怨恨、恐懼、

憤怒、譴責，或是困惑，緊接著

就被愛中和或已經釋放。」「在

實踐轉運密碼過程中，人所處的

整個空間和靈性的層面都處於煥

然一新的狀態……所有其他一切

相關的問題也被愛而轉換，奇蹟

也將就此開始，從此接受神愛的

恩賜。」錢先生講述了幾十年的

體悟。

( 選自《看中國會員專刊》第

17 期 )

見色而不動心延壽一紀　子孫登科
◎文：輕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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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嬴秦氏，始兼併，

傳二世，楚漢爭。

高祖興，漢業建，

至孝平，王莽篡。

【字詞義解釋】

（1）嬴秦：嬴，姓氏。秦，

戰國時代秦國滅六國後，秦王

嬴政於西元前 221 年建立秦帝

國，自稱「始皇帝」，秦始皇姓

嬴，名政。嬴秦是指秦的封地祖

先姓氏為嬴。（2）氏：姓的意

思。（3）始：才、開始。（4）
兼併：這裡指兼併戰國時代的

六國，統一天下。（5）傳：上

代交給下代，這裡指傳位。（6）
二世：秦始皇的次子胡亥。始皇

帝駕崩，宦官趙高偽造遺詔，殺

長子扶蘇，立次子胡亥為帝，稱

為二世，他在位三年，被趙高所

殺。（7）楚漢爭：楚漢相爭，

從秦末年到漢建立的四年期間，

楚霸王項羽與漢王劉邦各自稱

王，相互爭奪天下。（8）高祖：

漢高祖，漢代的開國君主劉邦。

（9）興：興起。（10）漢業：漢

朝的基業（豐功偉業的基礎）。

（11）至：到。（12）孝平：漢

孝平帝。（13）王莽：孝元皇后

的姪兒。孝平帝時，王莽以外戚

專權，孺子嬰繼位後，王莽篡漢

稱帝，改國號為「新」。（14）
篡：篡位，以不當手段奪取君

位。

【譯文參考】

秦王嬴政吞併了韓、趙、

燕、魏、楚、齊六國，統一天下

稱帝，是為秦始皇。後來宦官趙

高偽造遺詔，傳位給次子胡亥，

是為秦二世。後來出現了楚霸王

項羽與漢王劉邦，各自稱王，相

互爭奪天下的局面。漢高祖劉邦

興起，贏得勝利，建立了漢朝的

基業。到孝平帝時，外戚王莽專

權，孺子嬰繼位後，王莽篡漢稱

帝，改國號為「新」。

【讀書筆談】

這一堂講了秦與西漢兩朝的

興亡大事，目的必然還是為了以

史為鑑，所以後世必然要對這兩

個朝代的王朝開創者的功過和末

代的亡國教訓，進行總結和評

價。由於這是歷史的啟蒙教育，

不會詳盡講述，只讓孩子記住歷

文 |劉如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這句話出自北宋名臣范仲淹的

〈靈烏賦〉。

范仲淹曾擔任北宋京城開封

的知府，他在京城大力整頓官僚

機構，剔除弊政，僅僅幾個月，

開封就「肅然稱治」，取得了相

當不錯的政績。只要他不再得罪

甚麼朝廷的大人物，本可憑此政

績逐漸獲得進一步提升。然而他

卻生性耿直，不僅不會阿諛奉

承，看到朝政上的過失，不管是

不是在他的職責範圍之內，他都

要理直氣壯的提出批評。

范仲淹發現，當時的宰相呂

夷簡廣開後門，濫用私人，便

根據自己的調查，繪製了一張

「百官圖」，在景佑三年 ( 西元

1036 年 ) 呈給宋仁宗。他指著

圖中開列的眾官調升情況，對呂

夷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不僅如

此，范仲淹還連上四章，論斥呂

夷簡的狡詐。偏偏呂夷簡老謀深

算，蠱惑君主將范仲淹貶為饒州

知州，後來幾乎又貶死在嶺南。

饒州在鄱陽湖畔，從開封走

水路到此，至少須經十幾個州。

除揚州外，一路之上竟無人出門

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對此毫不介

意，反而作詩道：「世間榮辱何

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不久，范仲淹的妻子李氏病

死在饒州，他自己也得了重病。

在附近做縣令的友人梅堯臣，

寫了一首〈啄木〉詩和一首〈靈烏

賦〉給他。梅堯臣在〈啄木〉詩中

勸他不要像啄木鳥一樣，啄了林

中蟲，卻招來殺身之禍，面對貪

官汙吏不要過於耿直；〈靈烏賦〉

中也是說他在朝中屢次直言，都

被當作烏鴉不祥的叫聲，勸范仲

淹應學報喜之鳥，而不要像烏

鴉那樣報凶訊，而「招唾罵於裡

閭」，希望他從此拴緊舌頭，鎖

住嘴唇，除了隨意吃喝外，不要

多事。

范仲淹立即也回寫了一首同

樣題目的〈靈烏賦〉給梅堯臣，

他在賦中斬釘截鐵的寫道，無論

如何他都要堅持正義、堅持真

理，不管人們怎樣厭惡烏鴉的

「啞啞」之聲，他始終都是「寧

鳴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的這句名言，和他的

另一句名言——「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樣，

為後代世人所千古傳頌，范仲淹

的這種精神也成了一代又一代的

中華民族菁英們學習的榜樣和楷

模。

然而到了 1949 年以後，當

權者通過對中國人民進行強制的

「唯物論」、「無神論」、「進化

論」的灌輸，傳統文化被破壞殆

盡，加上不斷發動人整人的政治

運動等原因，像范仲淹這樣「寧

鳴而死，不默而生」的人，幾乎

再也看不到了，很多人曾經悲觀

的認為，范仲淹先生的這種精

神是不會再有了。但是最近 20
年，中國又出現了很多這樣的

人，他們奔走相告，希望傳統文

化能夠再次復興於中華大地。

詩 詞 賞 析

機力勸，他認為要一舉殲滅劉

邦，因為范增曾經請高人看過劉

邦陣營上空的雲氣，發現有天子

之象，所以，力勸項羽要先下手

為強。

項羽的叔叔項伯知道了這個

消息，因為他跟劉邦陣營的張良

有很好的私交，於是連夜趕到劉

邦陣營，將消息告訴張良，項伯

原來的用意是要張良離開劉邦，

但是張良堅持不走，還把這個緊

急的消息稟報了劉邦。劉邦一聽

自知敵不過項羽，於是反過來請

求項伯回去代為向項羽解釋——

自己絕對無意稱王，項伯說：

「可以，我可以幫你當和事佬，

但是明天一早，你要親自到項羽

所在的鴻門來請罪。」

於是項伯連夜又趕回項羽軍

營，向項羽說劉邦是這麼解釋

的，並且他還說：「如果不是因

為劉邦先攻入關中，您又怎麼敢

進來呢？現在人家立了大功，反

而要去攻打人家，這是不仁不義

的，不如趁機友好款待他吧！」

項羽答應了。

隔天一早，劉邦果然率領了

一百多個人馬來到鴻門，親自向

項羽請罪，希望項羽不要聽信小

人的流言，而從項羽的口中，劉

邦也知道了，原來是自己陣營曹

無傷放的話。當天，項羽留下劉

邦一同飲酒，在筵席上還有項

伯、范增、張良，范增多次以玉

佩向項羽示意要殺劉邦，但是項

羽無動於衷。范增實在是按耐不

住，於是自己招來一個叫項莊的

人，要他以舞劍為藉口殺了劉

邦，項伯看穿了項莊的意圖，自

己拿起劍也舞了起來，掩護劉

邦，讓項莊完全沒有機會下手。

就在這危急的時候，張良出

了帳篷，招來劉邦的衛士樊噲，

樊噲氣勢威猛衝進宴會中，義正

辭嚴斥責項羽忘恩負義。就在情

勢稍微緩和之際，劉邦藉口上廁

所，在樊噲的護送之下，逃回了

自己的軍營。

後來人們常把不懷好意的邀

請形容為「鴻門宴」，就是從這

個典故來的。這個故事還道出了

古人的一個思維方式，就是認為

劉邦是天意選定的天子，無論范

曾如何想要除掉他，都會化險為

夷，透露了天意不可違，因為每

個朝代都是各負使命，自有命定

走向的這樣一種有神安排歷史的

歷史觀。

（出自《史記‧項羽本紀》）

譯文

江水倒映秋影大雁剛剛南

飛，約朋友攜酒壺共登峰巒翠

微。塵世煩擾平生難逢開口一

笑，菊花盛開之時要插滿頭而

歸。只應縱情痛飲酬答重陽佳

節，不必懷憂登臨嘆恨落日餘

暉。人生短暫古往今來終歸如

此，何必像齊景公對著牛山流

淚。

註釋

⑴九日：九月九日重陽節，

舊浴登高飲菊花酒。齊安：今湖

北省麻城一帶。

⑵翠微：這裡代指山。

⑶酩酊（mǐng dǐng）：醉得

稀裡糊塗。這句暗用晉朝陶淵明

典故。《藝文類聚．卷四引．續

晉陽秋》：「陶潛嘗九月九日無

酒，宅邊菊叢中摘菊盈把，坐其

側，久望，見白衣至，乃王弘送

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後歸。」

⑷登臨：登山臨水或登高臨

下，泛指遊覽山水。

⑸牛山：山名。在今山東省

淄博市。春秋時齊景公泣牛山，

即其地。

《三字經》讀書筆談 26

秦
始
皇

史綱要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裡不可能展開詳盡

的歷史，只是做一個提示吧！比

如：秦始皇，後代對他的爭議很

多，褒貶都有。我們今天只給出

一些思考的提示，希望孩子能不

脫離實際的時代背景，有自己獨

立的思考。

秦始皇 13 歲登基，22 歲親

政，至 39 九歲完成統一大業，

只用了短短 17 年的時間，就迅

速結束了春秋戰國時期，長達

500 年的諸侯混戰局面，遂又制

定和頒布了一系列的有利於統一

之法令及措施。例如：統一文

字、度量衡、法制；統一國道；

廢除封建（分封土地建立諸侯

國）制度，建立郡縣制，最終

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大一

統皇朝。也就是說，在二千多年

前，中國就已經因秦朝的統一，

廢除了封建制度，而不再有諸侯

國，也就是結束了封建制度的時

代。這是秦始皇非常偉大的、無

法否定的功績，他建立的文化制

度、郡縣政體，直至今日，一直

都被大家普遍採用和借鑑，幾乎

沒有大的改變。

很多人誤解他為暴君，實為

500 年的征戰留下的恩怨情仇造

成的後果。平心而論，不論是哪

個國家強大起來，如果要完成這

等統一各國的歷史使命，相信都

不會做得比秦始皇更好。如果他

真的暴虐，試想他在十幾年的征

服六國，完成統一霸業的屢次征

戰中，為何從不見有關其坑卒、

屠城的記載，實際上滅六國之

後，他也從未有過，把各國的王

族整個滅掉除根的行徑。他在那

樣的混亂現實中，敢於保留多數

王族的後代，實為中國歷史上很

有膽識和胸襟的君王。

後代的歷史文人，多將秦始

皇橫掃六國描述為「暴」，實在

是一些六國的後裔不甘亡國之

恨，不念秦始皇活命之恩，反

冠「殘暴」於秦始皇的緣故，倘

若秦始皇真如此「殘暴」，六國

後裔恐怕早被趕盡殺絕。而這種

包容六國王族後裔的氣魄，遠非

一般的帝王能比。他能迅速統

一六國，必定才智過人，志向高

遠，是任人唯賢、無國界、不講

身分、用人不疑的明主，若非如

此，人才不會從各國匯聚到秦。

而且沒有人才，不懂重用，心

胸狹隘者，要想結束混亂了 500
年的征戰，完成艱巨的統一大業

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秦始皇用人之最大特點是放

手，用人不疑，不干預，給手下

將相以極大的自主權。他將 20
萬大軍交於李信，將 60 萬大軍

交於王翦，將 30 萬大軍交於蒙

恬，不設置各種限制他們權力之

障礙，也不干預他們指揮作戰。

統一全國後，秦始皇對那些功臣

宿將，繼續委以重任，重要人

物，比如：李斯、王翦、蒙恬等

著名將相，都善始善終，君臣極

少猜忌。

關於「焚書坑儒」的真相：

「焚書」，這是涉及到正邪同

在、魚龍混雜的諸子百家和各國

書籍的去偽存真，是為留下正統

文化，從而嚴加整理等方面的論

述。「坑儒」，則是清除攻擊新

政，想要復辟六國政體的那些妖

言惑眾的腐儒、方士。

而秦代的滅亡，還關乎天

意、神定歷史走向等古人的歷史

觀，因此對於秦始皇和秦朝的所

有真相，無法展開詳談，有興趣

者，可查閱「千古英雄人物」中

關於秦始皇的那部分系列文章。

鴻門宴

秦朝末年，劉邦統領的軍隊

先攻破了秦國入了關，並且派兵

把守涵谷關。入關之後，劉邦一

直沒有機會見到實力比較強的項

羽，沒想到劉邦陣營有一個叫曹

無傷的人，竟然派人去跟項羽

說，劉邦有意侵占關中稱王。項

羽一聽震怒不已，決定派兵攻打

劉邦，項羽的大將軍范增更是藉

項
羽

劉
邦

中 華 典 故 寧鳴而死 不默而生
文|雲蕾

九日齊山登高
唐代/杜牧

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

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鬚插滿頭歸。

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

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沾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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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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kswagen TiguanVolkswagen Tiguan

【看中國訊】特斯拉首席執行

官 Elon Musk 曾表示，特斯拉將

為 FSD（即 Full Self-Driving，
完全自動駕駛系統）用戶推出一

個「下載 Beta 版」按鈕，預計該

按鈕將在 Build 8.3 更新中發布。 
Musk 在 3 月 12 日 的 推 文

中表示，「FSD Beta 測試版目前

已經擴展到約 2,000 名司機，並

且我們還將那些沒有足夠重視路

況的司機的試用權撤消。迄今為

止，試用過程中沒有發生任何一

起意外事故。FSD Beta 測試版的

下一個重要更新將在 4 月，甚至

在不使用雷達的情況下可以提供

純視野。這就是打開真實世界人

工智能的方式。」

 截至目前，由於法規限制，

FSD Beta 測試版僅在美國提供，

加拿大或歐洲暫時無法參加試

用，直到這些地區的交通規則允

許並完善。但 Musk 也表示，特

斯拉會詢問監管機構，以在歐洲

地區發布新產品。

早在 2020 年 10 月，特斯拉

就開始實行「搶先體驗」（Early 
Access）計劃，面向美國一小部

份測試司機推出了 FSD Beta 測

試版。據 Musk 稱，這一版本並

非對所有人都適用。最近，FSD 
Beta 測試版推出了 Build 8.2，一

些司機通過社交媒體已經發布相

關的測試視頻。

即將發布的是 Build 8.3，特

斯拉想要添加一個下載 Beta 測

試版的新按鈕，這個按鈕就是一

個確認機制，只要司機同意了所

有測試條款，並願意謹慎小心地

使用 FSD beta，那麼當車輛連上

Wi-Fi 無線網路時，就會自動下

載最新版本的 FSD beta。
FSD beta 測試版的不斷更新

被視為特斯拉實現自動駕駛功能

的重要一步，根據Musk的說法，

FSD Beta 測試版的改善方法是

升級周圍環境視頻的所有神經網

絡，並在重點區域使用子網，再

加上其他一些改進措施，最終實

現 FSD Beta 測試版功能的加強。

【看中國訊】昆明至磨憨的高速公路

上，有一條長下坡，全程長度為 27 公里，

已經發生不少交通事故。根據 2018 年底，

大陸交通部發佈的數據顯示已有 100 人 
遇難。

總結原因，這些交通事故大多都是因為

剎車失靈所致。這跟剎車質量有關，但主要

原因是沒用好擋位。為什麼剎車失靈，會跟

沒用好擋位有關呢？

大多數司機以為一個 D 擋加剎車就能

解決長下坡，然而這樣往往失去了自動擋汽

車的優勢。有自動擋的汽車，並非「一個 D
擋走天下」。這裡就來解析為什麼說大多

數自動擋司機沒有用好擋位。

這其中要提到一個詞：剎車熱衰減。很

多人以為，剎車熱衰減大幾率發現在貨車、

客車、公交車這類載重量較大的大型車上

面。但實際上，我們私家車也有。無論你的

愛車的配備鼓剎還是碟剎，它們的制動原理

都是通過摩擦來減速。因此，在剎車的時

候，摩擦就會產生熱量甚至積累使剎車片達

到高溫，導致剎車性能大大下降或者失靈，

這就是剎車熱衰減。

剎車熱衰減，跟剎車片的質量有關，直

接一點，就是剎車片跟你的車買多少錢有

關。價格貴的車，它這時候就能體現它應有

的價值。很多人對於剎車片的要求，大多都

是全新或者原裝即可，很少人會選擇加價買

質量更好的陶瓷剎車片。並且，一些中高端

的車型，剎車片上的打孔越多，通風性更

好，所謂的剎車熱衰減自然就沒有太大的明

顯。

那麼怎麼避免剎車熱衰減呢？

了解了剎車熱衰減的原理，接著介紹很

多司機都會犯的錯誤：一個 D 檔走天下的

問題。

現在很多車子雖然只有五個擋位：D/
S/P/R//N，但你能看到在 D 擋旁邊，還會

出現 +、- 的特殊符號。即使是旋鈕式的檔

位，也配備換擋撥片。越來越多的車子用

+、- 加減符號來代替 L 檔位（低速擋），

司機在經過上下坡的時候，應該切換該檔

位，這跟扭矩的大小有關係。這些擋位相當

於手動擋的 1、2、3 擋位。擋位越小、發

動機轉速就慢、車速就慢，而車輪的扭矩也

越大，起步快。

很多司機表示，並沒有見過 L 擋位，

但是目前大多汽車都具備了 M 擋，也就是

手動擋。通過切換檔位可以更應付各式各樣

的路況。

懂得了手動檔的原理，今後遇到長下

坡，可以切換到手動檔的低速擋位，以控制

車速不至於過高，那麼就不必長踩剎車就可

達到減速目的，自然就避免了剎車過熱造成

失靈的風險。

所以，各位司機不要再「一個 D 擋走

天下」了，你的愛車值得你花更多的時間去

了解。

2千名司機 
參與特斯拉 

完全自動駕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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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至磨憨的高

速公路上，有一

條長下坡全程長

度為27公里，已

經發生不少交通

事故。根據2018

年底，大陸交通

部發佈的數據顯

示已有100人遇

難。

【看中國訊】除

了中國市場外，

V o l k s w a g e n 
Tiguan 可 說 是

該品牌在全世

界各地銷售主

力車型。這都歸

功於它的 SUV 身

份，以及各方面表

現都非常均衡的產

品優勢。

 該車型進行小改

款後，各方面的特

點更是朝著精緻與數

位化方向邁進，而且

還推出了頂級性能旗艦

Tiguan R，以試圖進一步擴

張市場。

而論及本文要討論的主題：動

力，目前 Tiguan 在市場上有提供 1.5 

TSI，以及 2.0 TDI 等兩種選項，品牌

或許是想要進一步細分車系的編成以

攻入不一樣的消費族群，便決定再增

列 2.0 TSI 直四渦輪增壓汽油引擎選

項，並且依據車型等級不同，分別提

供 190PS 與 245PS 兩種動力，並且統

一搭載 7 速 DSG 手自排變速系統，以

及 4Motion 智慧型四輪驅動系統。

不過，有趣的是，根據較為高階

動力的 245 PS 來看，應是移植了來自

於 Golf GTI 的 2.0 TSI 引擎，此舉很

明顯就是品牌想要在 Tiguan R 列為旗

艦後，進一步在一般車型上增列一款

旗艦選擇，來補足兩者之間所造成的

市場空缺。

而 Tiguan 是一款極具運動性、兼

備駕駛樂趣的 SUV，但其剎車稍顯疲

軟，不及家族中其他車款的剛毅剎車

表現；而其燃油性能表現還不錯，達

到 29MPG 或百公里 9.7L。

別
再
D
檔
+
剎
車
下
坡
了

T i g u a n  R  搭載
源自  G o l f  R  上的 
EA288 2.0 TSI 汽油
渦輪引擎，擁有 300 
匹、38.7 公斤·米的
最大扭矩，6秒完成
百公里加速。

本文圖片來源：大眾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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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開朗基羅的名畫〈夢〉

古代大師的作品，他的技藝有了

進一步提高。 1501 年春，他重

回佛羅倫薩後，創作了雕像〈大

衛〉，這座雕像，米開朗基羅花

去了大約 3 年的時間，使它幾乎

達到了完美無缺的境界。〈大衛〉

的成功，使得米開朗基羅成為當

時最偉大的雕塑家。

〈夢〉：善與惡的隱喻

米開朗基羅相信藝術是為

了使靈魂得到提升、讓人間的美

德得以昇華，以引領人們回歸上

帝。他的素描作品〈夢〉即是善與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ounaroti）是意大利文藝復興

時期著名的雕刻家、畫家和建築

家，他與達文西、拉斐爾並稱為

「文藝復興三巨匠」。

米開朗基羅畢生致力於創

作，在長達 70 餘年的藝術生涯

中，歷經坎坷，創作出許多作

品，為人們品德的提升貢獻不少

力量，他的素描作品〈夢〉便是一

幅極具代表性的作品。

藝術天才米開朗基羅

米 開 朗 基 羅（1475 ～

1564）出身於意大利卡普里斯

的一個貴族家中，他的父親曾擔

任奎奇市和卡普里斯的市長。相

傳他 6 歲時喪母，父親請了一個

石工的女兒做他的乳娘。於是，

在他幼年時就有一種石工的氣

質，以至於後來與大理石結下了

不解之緣，成為了雕刻大師。

米開朗基羅從少年時代就酷

愛藝術。儘管父親不希望兒子成

為地位低下的藝術家，但最終還

是順從他的心願。

起初，他跟著當時佛羅倫薩

著名畫家多美尼科 • 基朗達約學

習繪畫，後來又在羅倫佐 • 德 •
梅迪奇的指導下學習雕塑。 16
歲時，米開朗基羅完成了他的第

一件雕刻作品——〈階梯旁的聖

母〉，立即得到老師和贊助人的

認同。 1492 年，羅倫佐去世，

米開朗基羅幸福的少年時代也隨

之結束。

1496 年，米開朗基羅來到

嚮往已久的羅馬。不久，他創作

出〈聖母悼子像〉，在這個作品

中，死去的基督安臥在母親的膝

上，母親俯視著兒子，充滿了憂

思與愛憐，整件作品給人既悲哀

又優美的感覺，展出後立即在羅

馬城引起轟動，人們怎麼也沒想

到，這是一位不滿 25 歲的新秀

所雕刻出來的作品。

在羅馬，米開朗基羅接觸到

中華老字號胡慶餘堂

惡的隱喻，靜觀這幅作品，其所

蘊藏的內涵便能一一展現出來。

這幅畫有兩位主角，即無法

抗拒世俗誘惑、一絲不掛的年輕

男子，以及從天而降、想要將他

從夢境中喚醒的天使，兩人被層

層雲團包圍。

雲團中有許多人物，這些人

物象徵著天主教教義的七宗罪，

右手邊正在打鬥的人象徵憤怒；

抓著錢袋的手象徵貪婪；喝醉酒

的男子象徵暴食；一人猛拉另一

人的斗篷，象徵嫉妒；接吻的情

人象徵色慾；枕著手睡覺的人則

象徵怠惰。在但丁的《神曲》中，

七宗罪依序為傲慢、嫉妒、憤

怒、怠惰、貪婪、暴食、色慾。

年輕男子坐在一個蓋了塊

布的箱子上，象徵人生的舞臺，

箱子裡裝著各式各樣的面具，意

味著俗世彷彿一場戲，一旦揭開

帷幕，舞臺上的演員就得戴上面

具，就像我們都在人生的戲劇裡

扮演著各自的角色。年輕男子彷

彿倚在球體的一邊沉睡，這時，

天使從天而降，吹響喇叭來叫醒

他。

在這場大戲中，每個人都

多少被無知所蒙蔽。直到帷幕降

下，我們才會發現，人生中追求

的一切都沒有能帶走的，顯得沒

甚麼意義，唯一留下的就是不斷

累積的因果。罪惡把人拉向地

獄，只有神聖的能量或神的使者

才能喚醒我們，醒悟來到世間的

真正目的。

〈夢〉這幅作品，除了有著高

超的繪畫技巧以及米開朗基羅所

擅長刻畫的健美人體之外，畫中

細節更隱藏著發人深省的道德信

息，給予當今世人極正面的引領

作用。

在中醫藥漫長的發

展源流中，胡慶余堂以

其精湛的製藥技藝和獨

特的人文價值，贏得了

「江南藥王」之美譽，

有「北有同仁堂，南有

慶余堂」之美譽。

胡慶餘堂位於杭州吳山北麓

大井巷，店址原為南宋惠民和濟

藥局所設的熟藥局。在原古建築

群的基礎上，清光緒四年（公

元 1878 年）由「紅頂商人」胡

雪巖創建胡慶餘堂。

繼承祖傳驗方和傳統技術

胡慶餘堂占地 3000 平方

米，至今保存完整，高牆大門，

氣象凝重。

胡慶餘堂是中國全面配製中

成藥規模較大、創設較早的著名

國藥店，與北京同仁堂齊名，素

有「南有慶餘堂，北有同仁堂」

的說法，而胡雪巖本人也被譽為

「江南藥王」。

胡慶餘堂創建之始，廣聘江

南名醫，以宋代皇家藥典《太平

惠民和劑局方》為基礎，蒐集各

種古方、驗方和秘方，並結合臨

床實踐經驗，造出丸、散、膏、

丹、膠、露、油、藥酒方四百多

種，並著有專書《胡慶餘堂雪記

丸散全集》傳世。

至今仍繼承祖傳驗方和傳

統製藥技術，保留了大批的傳

統名牌產品，如南宋宣永藥典

中的「牛黃清心丸」、「十全大

補丸」，元代名藥「補中益氣

丸」、「石斛夜光丸」及清代名

藥「安宮牛黃丸」、「人參再造

丸」、「六神丸」與藥店祖傳「辟

瘟丹」等。

胡雪巖親題「戒欺」

胡慶餘堂以「誠實守信、濟

世善舉」為經營宗旨，其大廳裡

懸掛有胡雪巖親自題寫的「戒

欺」匾，以示誠信，同時時常提

醒店內夥計及後人。

相傳，有一次胡雪巖的愛妾

生病，胡雪巖派佣人去一家百年

中藥店抓藥，取回後，發現有幾

味藥已發霉變質，胡雪巖又派

人前去調換，誰知藥沒換到，

反被仗著財大氣粗的夥計嘲諷：

「本店只有這種藥，要好藥，

請你們胡先生自己去開一家 
藥號。」

胡雪巖聽後大怒：怎能拿人

命當兒戲！這一怒，使胡雪巖立

志開一家更大的藥店。於是，胡

慶餘堂於清光緒四年在大井巷正

式落成營業，但胡雪巖並沒有

忘了受欺之恨，親自撰寫了「戒

欺」二字並跋文：

「凡百貿易，均著不得欺

字，藥業關係性命，尤為萬不可

欺。余存心濟世，誓不以劣品取

厚利，惟願諸君心余之心，採辦

務真，脩製務精，不致欺予亦

欺世人。是則造福冥冥，謂諸君

之善為余謀，也可謂諸君之善自

為謀也亦可。」

本文圖片：公有領域

◎文：楚天

創建於清光緒四年的胡慶餘堂

胡雪巖親自題寫的「戒欺」匾

胡雪巖像

西方的藝術大師燦

若繁星，名家輩出，他

們才華橫溢，魅力四

射。這些大師各有所

長，後世史學家對他們

也都各有偏好，很難說

誰比誰厲害。但是有一

個人，如果將他排在第

一名的位置上，應該沒

有人會反對，這個人就

是米開朗基羅。

米開朗基羅

Siyuwj/wiki/CC BY-S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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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揚菜歷史悠久，是中國五大菜系之

一，其菜品細緻精美，格調高雅。「全世

界中國菜廚技大賽」淮揚菜組金牌獎得主

張華認為，淮揚菜的成就源自得天獨厚的

地理與文化的成熟度。

先秦時期，已有淮揚菜雛型，發展至

今，一般認為淮揚菜系是揚州、淮安風味

菜的總稱。淮揚菜素以刀工聞名，其刀法

之細膩，尤以瓜雕享譽四方。在烹飪上善

用火候，講究火功，擅長燉、燜、煨、

焐、蒸、燒、炒，原料多以水產為主，注

重鮮活。

淮揚菜有何獨到之處？張華認為：

「中國的飲食就是與文化息息相關的，飲

食與文化是分不開的，飲食離開了文化就

沒有靈魂了。」

他說：「淮揚菜源自於中國經濟比較

富裕的江浙和淮陽一帶，那個地區地處長

江流域，自古以來物產富饒，交通也比較

發達。所以居住在那裡的文人庶民都比較

追求生活的質量，食物也比較精品化。由

◎ 文 :雲中君

淮揚菜的味道來自於地理與文化的滋養，要發揚創新淮揚菜的價

值，必須先學習傳統，才能打好基礎。

於這樣的歷史原因，在色、香、味、形方

面與其他菜系相比要求更為精細。」

淮揚菜的細緻刀工與火候功夫舉世聞

名。張華認為，粗糙的食材在淮揚菜廚師

的刀工下，可以做得非常精緻，同時，淮

揚菜注重火候，因此燉、燜的菜餚很多。

張華強調，淮揚菜非常重視原材料本

身的滋味，辛辣味比較少，淡而不薄（清

淡而滋味不薄），厚而不膩。同時，淮揚

菜重視吊湯，注重時令季節的花樣，菜式

繁多，體系龐大。

淮揚菜擅長烹調時鮮

宋代大文豪蘇東坡說過：「食無肉則

人瘦，居無竹則不雅。」所以淮揚菜中竹

筍的使用量也很大。有別於其他的菜系，

淮揚菜選材特別重視時令。淮揚菜中螃蟹

與竹筍的使用量遠遠超過其他菜系。但是

冬荀的收摘期只有半個月至一個月，過了

這個時期就沒有新鮮的食材了。

以大閘蟹為例，張華認為，在各種水

產品之中，當季的螃蟹味道最鮮；大閘蟹

至鮮，其本味比鮑魚更鮮。古時候物以稀

為貴，大閘蟹捕撈起來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牠是淮揚菜中的珍品。淮揚菜的螃

蟹菜餚眾多，甚至有專門品嘗螃蟹的「蟹

宴」。

整版圖片：AODBE STOCK

淮揚菜烹調不失本味

張華說，刀工養眼，味道養口。養眼

之後就要養口，廚師要講究綜合素質，刀

工與火候的掌握都要達到高標準才能做出

佳餚。

因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即使同

為淮揚菜系，揚州與上海的菜餚風味還是

略有不同。對於淮揚菜味甜的說法，張華

認為那只是一種誤解。諸如大煮乾絲、東

坡肉與獅子頭等名菜，都不是甜味菜。張

華強調，「甜而不膩，甜而調味」，才是

淮揚菜的真正特色。

中國菜的共同之處是「以味為核

心」，大甜、大鹹、大辣都不是傳統菜。

張華說，越是新鮮的食材，越是追求本

味。淮揚菜中的清蒸螃蟹放醋、薑和一點

糖來調味，其滋味清鮮平和，風格雅麗。

調料只是起平衡作用，烹飪一定要做到不

失本味。

( 選自《看中國會員專刊》第 19 期 )

炒飯美味5秘訣
◎ 文 :山平

最簡單的料理，最不容易做好

吃，炒飯就是一個例子。跟著美

味秘訣試做看看，自家的炒飯或

許也不輸大飯店。

1.用新鮮米飯 口感最鬆軟
甚麼樣的米飯最適合炒飯？米的種類

口感可依個人偏好，值得注意的是，當天

要煮蛋炒飯，用當天煮的米飯來炒，吃來

口感最鬆軟有彈性。此外，炒飯時要用鍋

鏟切飯，不可輾壓飯，才能粒粒完整分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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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日 ∼ 4 月 7 日

黃洋蔥

Red Seedless Grapes 無仔紅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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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lb Carrots 胡蘿蔔 3lb Yellow OnionsGala Apples 基拿蘋果R/Y/O Peppers 紅 / 黃 / 橙甜椒

CeleryGreen Cabbage 捲心菜

平價 新鮮

西芹 10lb Russet Potatoes 褐皮土豆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free and get  free 
18oz blueberrys.18oz blueberrys.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18 盎司藍莓。

$14848
ea

$34848
ea

$39898
ea

$14848
ea

$1484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 06868
lb

$09898
lb

$0 7878
lb

5 磅裝 3 磅裝

$ 10 磅裝

文章選自《看中國會員專刊》。欲了解更

多精彩內容，歡迎加入看中國榮譽會員，

每月將獲贈兩期《看中國會員專刊》。

看中國榮譽會員

上

職務
張華曾是上海錦江集團五星級
華僑飯店大廚、美國新澤西州
「廚王」美食餐廳的合夥人。

簡介

2009年第二屆新唐人全世界
中國菜廚技大賽上，淮揚菜組
的張華是唯一金獎得主。如
今，他轉而致力傳播正宗的中
華傳統廚藝。

張華

淮揚菜的傳統與創新

稻
香
紮
肉

蘇東坡說：

「食無肉則

人 瘦 ， 居

無 竹 則 不

雅。」淮揚

菜中竹筍的

用量很大。

清
炒
蝦
仁

2.善用雞蛋 包裹食材和米
炒飯不像燉飯那樣細火慢燉，該如何

把食材的鮮味融合到米飯中？參考餐廳大

廚的備料方式，蛋黃先和米飯拌合成金黃

色的飯，蛋白則與食材拌合黏結，下鍋

炒，溫度加持下，米中就有蛋和食材的味

道了。

3.配料醃過 炒飯更鮮香入味
炒飯時，米飯未必都能粒粒分明，因

此，調味料未必能均勻沾裹到每一顆米

粒。這時，事先依自己喜好的風味調配醃

料，將肉類配料先醃入味，那麼配料與米

炒在一起，鹹香風味就隨著配料擴散到炒

飯裡。

4. 炒要領：「大、快、翻」
色香味俱全的炒飯，要領有三：「大」

是指從開火到料理完成關火，都要保持大

火，米飯才不易出水黏鍋；「快」就是快

炒，速度快，炒飯才不會在大火下燒焦變

乾硬；「翻」是米飯均勻翻開，加熱才均

勻。

5. 美味配料 炒飯更加分
炒飯可說是各國的國民美食，可以添

加各式各樣的食材，還有多種口味可以選

擇；至於炒飯一定要加甚麼配料，每個人

心中都有答案：有人認為只加雞蛋吃原味

最好；有人喜歡加蔬菜丁、海鮮、肉類、

香腸等等。

實 驗 廚 房
食
材
雞蛋 2個、豬五花肉片適量、當天現
煮米飯 2人份、洋蔥丁、紅蘿蔔丁、玉
米粒各 1 大匙。
醃料：蒜泥、醬油、米酒少許。

調料：鹽、黑胡椒適量。

豬五花加醃料，醃 20分鐘；蛋黃加
飯，伴均勻備用。

熱油鍋，豬肉下鍋煎香取出；下蔬菜
丁炒熟軟取出；下米飯，翻炒鬆軟。

所有食材混合，拌炒均勻，加調料
即可。

作
法

玉 米 豬 肉 炒 飯

張華提供

張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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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時百問》說：「萬物生長

此時，皆清潔而明淨，故謂之

清明。」此時萬物生長，空氣清

新，風景明麗，花草欣欣向榮，

故稱為「清明」。在這個節氣

中，人體陽氣生發，肝氣旺盛，

中醫強調「養肝」，切忌對肝進

補，如果肝氣過旺，容易造成情

緒失調、阻礙氣血通暢，引發各

種疾病。

吃蔬果

日常飲食中，多吃綠色的食

物，也能達到養肝、護肝的作

用，例如：綠色的花椰菜、菠

菜、空心菜、地瓜葉、茼蒿及蘆

筍等，都是很好的護肝食材。另

外酸能入肝，所以許多常見的酸

味食物，如：檸檬、橘子、葡萄

等，也是很好的選擇。

喝茶飲

茶飲可以選擇養肝明目的枸

杞茶，但上火時不建議飲用，或

者飲用適量的菊花茶來養肝、利

膽，同時將冬季積存在體內的寒

氣散發。

枸杞菊花茶

清明養生 輕鬆一整年
清明節不單是個

節日，亦是二十四

節氣之一，在這個日

子，人們祭拜祖先，

慎終追遠。如果在這

個重要的節氣中，能

好好養肝，便能預防

疾病，輕鬆一整年。

◎  文：洪宜晴

材料：乾燥白菊花 12 朵、

枸杞 20 顆。

作法：將材料以 300ml 熱水

燜泡 10 到 15 分鐘，即可飲用。

可以用開水反覆沖泡至味淡。

注意事項：感冒、喉嚨痛時

暫不宜飲用。

睡好覺

談到養肝，人們都知道熬夜

易傷肝。中醫認為，凌晨 1 點

到 3 點是肝經當令的時間，如

果在這個時候能有優質的睡眠，

便能使肝獲得更好的休息，補充

足夠的能量。《黃帝內經 ·素問》

曰：「故人臥血歸於肝。目受血

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

能握，指受血而能攝。」除了不

要熬夜，也要注意不要過度疲

勞，在感到疲憊時，躺下休息，

血液就會回到肝臟，幫助肝臟修

復，快速消除疲勞，眼睛和手足

才能發揮其最大的能力。

心平和

肝主疏泄，使全身的氣運行

流暢，怒氣除了會降低疏泄解毒

的功能外，也會對肝臟造成損

害，肝受傷後更容易發怒，最後

形成惡性循環。顯露出來的暴怒

會傷肝，「生悶氣」也會造成肝

臟氣滯，因此遇到衝突時，忍住

了怒火，也要讓這壞情緒找到出

口，轉念、唱歌、深呼吸或靜坐

冥想，都是很好的舒緩憤怒情緒

的方法。另外按摩肝經的「太衝

穴」，有助於安定情緒——「降

火氣」。取穴與按摩方式如下：

1. 腳背上，腳的大拇指和

第二指指縫間，往上 1 寸（約

一個拇指橫寬）處。

2. 按摩方向是從「太衝穴」

往腳趾頭方向按摩，讓肝氣往下

疏泄。

重保暖

俗話說：「未食五月粽，破

裘毋甘放。」清明節尚屬春天，

在端午後才進入仲夏，在還沒吃

五月粽子前，氣溫變化大，冬衣

和棉被暫且不要收藏起來。這個

時候天氣不甚穩定，而且又是呼

吸道傳染病的好發季節，面對詭

譎多變的氣候，要隨時注意其變

化，增減衣服。平時可以準備一

件外套或風衣，根據情況穿、脫

外套，做好保暖，才可預防受涼。

春季萬物生長，清明做好養

生保健，好好養肝，順應四時便

可防病、長壽。

民間妙方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到

一些小問題、小狀況，如果

知道如何處理，您就會覺

得得心應手，輕鬆許多。

以下介紹一些生活養生小

妙招，提供您參考。

◎  文：小萍

最佳保健果品：桑葚

桑葚是一種常見的養生

品。早在千年前，桑葚已是

皇帝的御用補品。

研究證實，桑葚中含

有豐富的活性蛋白、維生

素、氨基酸、胡蘿蔔素、

礦物質、白藜蘆醇、花青

素等成分，營養是蘋果的 5
至 6 倍，是葡萄的 4 倍，

具有多種功效，被醫學界譽

為「21 世紀的最佳保健果

品」。

常吃桑葚干有助於防治

腦出血、高血壓、視網膜出

血、慢性支氣管炎等慢性病

症。尤其夏天食用桑葚干，

不僅可補充體力，對提高性

生活質量也有所幫助。

平時多喝一些用桑葚干

泡的水，就能有效減少癌症

的發生，因為桑葚干中含有

一些白黎蘆醇，它是天然的

抗癌成分。

桑葚能促進人體造血細

胞的再生，清除血液中的毒

素，緩解貧血症狀，有不錯

的美容功效。

ADOBE STOCK

有效期
4月 2日～ 8日

海燕牌春捲米紙 菠蘿菇牌香菇顆粒調味料 壽星公牌甜味煉奶

中國產短紹菜

海燕牌米粉

加州臍橙

中國產白蘿蔔

三象牌水磨白糯米粉

墨西哥產泰蕉

墨西哥產菠菜

家樂牌清雞上湯

中國沙梨

墨西哥產大番茄

雄雞牌菠蘿蜜罐頭

華盛頓產特級基拿蘋果

墨西哥產青葱

環球牌椰奶

墨西哥產芥蘭

中國產生薑

雀巢三合一速溶咖啡粉
原味 28 袋裝

墨西哥產羅油菜心

獅頭牌泰國上等特選香米

印尼牌即食撈麵原 / 辣味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Life C5看生活2021年 4月1日—4月7日    第152期

Lucky廣告待嵌入

◎ 文：培玉

墨西哥人將玉米片作為主

食，而搭配玉米片的醬料也有很

多種類。本文今天也會為各位介

紹莎莎醬和酸奶醬做法。

製作玉米片的材料：

玉米棒 6 ～ 8 根

麵粉半公斤

沙拉油

鹽巴

挑選玉米

健康的食品，離不開新鮮，

品質佳的食材，首選需要挑選口

感吃起來香甜的玉米棒。

1、先從玉米棒的外觀來

看，沒有乾枯、發黃的葉子，葉

片呈翠綠色，表示新鮮。

2、看玉米鬚，如果裸露在

外部的是乾燥、枯黃且散開的，

說明玉米棒不新鮮了。若玉米鬚

呈現綠色的，表明還沒有完全成

熟，吃起來會不夠甜；若玉米鬚

呈現出有光澤的淡黃色，熟得就

是恰到好處，這種是首選； 若
玉米粒乾癟塌陷說明玉米已經過

於成熟、失去水分，口感不佳。

健康香脆的 
手工玉米片

由墨西哥薄餅（tortilla）演變而來的墨西哥玉米片
（Tortilla Chips），是一款行銷全球且受歡迎的休閒零
食，也常被用來和菜餚做搭配。精心挑選好的食材，

自製出家常味的墨西哥玉米片，再配上自己喜歡的醬

汁，吃得健康又放心。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新鮮牛腱

好運牛肉丸越南粉

三魚牌銀魚

精選去皮帶骨羊肉粒

清真全羊（帶皮）

好運整隻烤鴨

Qualy Pak 盒裝魷魚

新鮮雞小腿

海燕牌帶皮羅非魚柳

幸福比內牌腌製
虱目魚（未除刺）

AA-1 新西蘭半殼青口

新鮮普通豬絞肉

原條冷凍虱目魚

海燕牌什錦炸魚餅

新鮮牛坑腩

好運脆皮麵包六枚裝

越金牌有頭白蝦

好運牌檸檬香茅

清真連背雞腿

海燕牌椰汁燒酒螺

幸福比內牌黑點圓鰺魚

老虎糖黑糖波霸厚雪糕

清真嫩炒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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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6 日 週二 

僅限
Sunridge
門店！

僅限
Sunridge
門店！

 3、接著，要注意是否有病蟲

害，如果發現外葉上有黑色斑

點，則需要掀開外葉，檢查顆粒

是否有蟲蛀，或是腐壞。

製作玉米片

玉米棒買回後，把玉米粒掰

下來。然後用調理機或是食物調

理棒，將玉米粒打碎，打碎後即

成玉米醬。拌入麵粉及沙拉油，

持續攪拌成一個麵糰。

接下來，將麵糰均勻的分成

數小份分，使用壓麵機壓成薄度

為 0.2 公分的薄片。如果手感覺

得沾黏，可以撒少量麵粉。

使用滾輪刀將壓薄後的薄片

切成多個三角形，大小可以自行

決定。

將三角片下油鍋炸，請記得

持續攪拌。如果想吃比較酥脆

的，可以將烤盤裡鋪上紙。請選

擇沒有塗蠟的烘焙紙，對人體不

會造成傷害。

如果喜歡吃烙餅，也可以不

切成三角，用無油的方式烙熟，

再捲入喜歡的材料，就是好吃的

玉米捲餅了。

莎莎醬配方：

檸檬汁 3 小匙、洋蔥半顆

（切碎）、蒜末 4 小匙、酪梨一

顆、香菜一把、大型番茄一顆顆

切碎、九層塔一把、辣椒碎末

（如果怕辣可以不放）、鹽巴一

小匙、黑胡椒粉少許。

將番茄丁、酪梨泥、洋蔥、

九層塔以及辣椒末置入大盆中拌

勻，再加入檸檬汁、蒜末、鹽

巴、黑胡椒粉，再次拌勻即可。

喜歡紅洋蔥味道的朋友，也

可以將洋蔥配方改成紅洋蔥。

酸奶醬配方：

  茴香葉 10 克、原味酸奶

300 克、黃瓜半條、蒜瓣 2 粒、

橄欖油適量、鹽適量、胡椒粉適

量。

將黃瓜去皮、去瓤，然後擦

絲； 茴香葉切細待用；蒜瓣切

細，或用壓蒜器壓碎。把黃瓜絲 
蒜蓉放大碗裡， 再加入橄欖油和

酸奶攪拌均勻；最後放入適量的

鹽、胡椒粉和茴香葉，攪拌均勻

調味即成美味的酸奶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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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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際匯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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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冠病毒疫苗接種

在全球範圍內的增加，專家們一直在想，

如果疫苗可以混合和搭配，是否有可能讓

人們更快地接種疫苗。

為了創造更靈活的疫苗接種計畫，英

國國家衛生服務署（NHS）正在進行研

究，以發現兩種不同疫苗結合的有效性。

「通過使用兩種不同的疫苗，並不會

有更大幅度的疾病保護，」德克薩斯健康

資源公司的傳染病專家巴亞尼博士說。他

強調在目前不建議使用兩種不同的疫苗。

巴亞尼還提醒說，雖然輝瑞、莫德那

和強生公司的疫苗確實針對新冠病毒具有

一定程度上的抵禦作用，但是「隨著我們

看到更多的變異菌株，疫苗保護你免受疾

病侵害的期望可能會降低。然而，將需要

臨床試驗來證明這一點。」

NHS 進行的試驗方法是，用一種疫

苗進行初次接種，然後用另一種類型的疫

苗進行第二次增強接種。

研究人員還將使用試驗志願者的血液

樣本來監測不同劑量方案對參與者免疫系

統反應的影響，並尋找這些疫苗組合的額

外不良反應。

需要注意的是，根據美國疾控中心

(CDC) 的最新指南，由於缺乏安全數

據，意味著疫苗不應該混合使用，除非出

現特殊情況，比如當事人首次接種的疫苗

短缺。

紐約西奈山醫院流行病學家、醫學助

理教授達娜 · 馬佐醫生說：「我們用這種

方法來預防肺炎球菌疾病。」她解釋說，

在某些情況下，一種類型的疫苗可以增加

另一種疫苗的有效性。

「有兩種不同類型的肺炎球菌疫苗具

有不同的作用機制，在某些情況下，我們

建議用另一種疫苗來增強某種疫苗的效

果，」她表示，阿斯利康和輝瑞的疫苗使

用兩種不同的技術來預防 COVID-19。
輝瑞疫苗是一種 mRNA 疫苗，但阿

斯利康的疫苗不是。「阿斯利康使用腺病

毒載體技術，類似於強生公司，」馬佐解

釋說。「這兩種疫苗都包含指令，告訴我

們的細胞製造導致 COVID-19 的 SARS-
CoV-2 病毒的刺突蛋白。」

馬佐指出，區別在於兩種疫苗如何

將這些指令傳送到我們的細胞。她解釋

說，以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通過

mRNA，一種是通過腺病毒病毒載體）

將信息傳遞給細胞，無論是在保護強度還

是保護有效期方面，都有可能會產生更好

的反應。

但這種混合接種方法也可能會破壞整

體的免疫效果。「關於會更好還是更壞的

問題，這種研究方法在此背景下是最合適

的，」馬佐醫生表示。「既然我們不知道

答案，我們希望從中學習。」

目前，由於供應鏈的問題，全球疫苗

出現了短缺。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以保護

大多數人免受大流行病的影響，並使社會

的運轉恢復到更正常的情況，這是一個嚴

峻的問題。

但混合接種不同的疫苗是否比不接種

第二劑更好？「理想情況下，你應該接

種第二劑疫苗，以達到 90% 的療效，」

巴亞尼說。「然而，在嚴峻的情況下，如

果 COVID 疫苗短缺，最好讓更多的人接

種一劑疫苗。至少一些保護比沒有保護要

好。」

目前，專家們對於混合接種疫苗是否

有優勢尚無定論，還需進一步研究。

 疫苗可以混用或搭配嗎 專家說尚早

ssaalleess@@vviissiioonnttiimmeessccaallggaarryy..ccaa

惠賜廣告請電：
((558877))--550000--33228888

逢週四出版

誠聘華語銷售誠聘華語銷售
要 求要 求

熟練國、粵、英語熟練國、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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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聯係請聯係 Howard LumHoward Lum

電話：403-768-2765  地址：757 57 Ave NE

施嘉強 醫師
註冊針灸師

Body Therapy Wellness Centre

具香港十年臨床經驗具香港十年臨床經驗

配合骨傷推拿整復手法配合骨傷推拿整復手法

曾參與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研究

擅長治療痛症、婦產科、兒科、
腫瘤科及神經系統疾病

通過針灸治病及增強體質通過針灸治病及增強體質

曾參與東華三院中西醫結合研究

擅長治療痛症、婦產科、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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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tterstock）

在家輕鬆購物
我們為你準備！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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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  (403)384-9780

225 Panatella Hill 
NW T3K 0Y5 胖大媽山

西北分店

每月第一個

星期二
消費滿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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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15% off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15% off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4 月 1 日至 4 月 7 日

特價
每件4$ 99哈根達斯

各款雪糕
500mL

特價
100g4$ 99

新鮮無骨
西冷豬排
$8.80/kg

特價
每磅1$ 99

進口蘆筍
$4.39/kg

特價
每件4$ 99

Delissio
冷凍披薩
多種口味

特價
每件4$ 99進口有機草莓 1 磅裝

冷藏帶子 300g
限購 6 袋

Western Family
大白蝦 340g/ 包
Western Family
大白蝦 340g/ 包
Western Family
大白蝦 340g/ 包
Western Family
大白蝦 340g/ 包

1$ 99

特價
每磅1$ 99

進口蘆筍
$4.39/kg

買一送一！

特價
每磅3$ 99

特價
每件4$ 99

特價
/2 件4$

Western
Family
新鮮香草

特價
每件6$ 99

Cracker Barrel
多款芝士 600g

新鮮
比目魚排

新鮮雞腿
家庭裝
$6.59/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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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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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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