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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early December, the “Little 
Red House” sex slave case in 
Shanghai was back in the news 
as the judge who presided over 
the case had just “fallen” in No-
vember. Located in Yangpu Dis-
trict, 150 meters away from the 
Yangpu District Government, 
the Red House has been oper-
ating for years and has shocked 
society with its business involv-
ing “sexual abuse, rape, forced 
egg extraction, egg sale and sur-
rogacy”.

A tailor makes one billion 
RMB in the business

  In September 2020, the first 
trial sentenced Zhao Fuqiang 
to death,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Little Red House, with a 
two-year stay of execution. In 
December 2020, the final trial in 
the Little Red House case upheld 
the original sentence.
  Zhao Fuqiang was a tailor from 
Jiangsu province who came to 
Shanghai to make a living. His 
cover business is a hair salon, 
which recruits women for pros-
titution and quickly accumulates 
money. Zhao Fuqiang has long 
used bribery and sexual hospi-
tality to obtain a large number 
of rental properties from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t low prices. 
The company sublet them for 
profit, while fraudulently obtain-
ing compensation for demolition 
and relocation, monopolizing 
more than 1,000 stores in Shang-
hai’s Yangpu district for 20 years 
and making profits of about one 
billion yuan.

Who is Zhao?

  In 2014, Zhao Fuqiang bought 
a building in Yangpu District and 
named it “Chongfu Building”, 
which is disguised as a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where 
many women are imprisoned for 
prostitution; the building is only 
150 meters away from Yangpu 
District Government.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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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還涉及前楊浦區委書記陳安

傑，現楊浦區委書記李躍旗，現

楊浦區委副書記兼楊浦區區長謝

堅鋼，以及前後兩任的上海市公

安局楊浦分局原局長，與曾經出

入過小紅樓的其他各級領導。

女留學生應聘遭囚禁

該案涉及一位女留學生引人

注目。據財新週刊報導，一位從

美國留學歸來的女留學生李文

（化名，另有報導化名陳倩），

找工作投簡歷到趙富強的上海萬

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應聘進入

小紅樓才發現真相，想逃卻到處

都是門禁和保安。（下轉 A2）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12月初，上海「小紅樓」

性奴案重上熱搜，因為當年

主審該案的法官剛於11月

落馬。小紅樓位於上海市楊

浦區，距離楊浦區政府150

米，營運多年，以「性虐、強

姦、強迫取卵、賣卵、代孕」

等內容震驚社會。

上海小紅樓案簡述

江蘇人趙富強是個裁縫，

2000 年到上海以經營裁縫店和

髮型屋為由，長期招募女性賣

淫。他總是甜言蜜語地用「會負

責一輩子」等說服女性做肉體生

意，如有女性不從，就會遭他毆

打，甚至威脅把她們賣淫之事告

訴其家鄉的親屬。

趙富強靠經營無本的「皮

肉」生意快速積累資金，然後涉

足商鋪租賃等生意，在 20 年裡

他用無賴手段壟斷了上海市楊

浦區的 1000 多個店舖，獲利近

10 億元。 2014 年買下楊浦區

的一棟樓，改成創富中心，成立

文化公司，其實就是一個禁錮多

名女性賣淫的「公關部」。

值得一提的是，「小紅樓」

就座落在距離上海市中心、楊浦

區政府 150 米處。

THE NOTORIOUS SHANGHAI RED HOUSE
該樓之所以有另一個名稱

「小紅樓」，一是由於其一樓外

牆砌有紅磚，另原因跟賴昌星的

「紅樓」有關。賴昌星當年的紅

樓內設比五星級酒店奢華的多，

內有幾十名風塵佳麗，供各路權

貴淫亂，並用隱秘的電子監視

器，將權貴們在樓內的淫亂醜態

記錄下來，因而「紅樓」也是專

供高官權貴淫亂的場所代名詞。

小紅樓案事發後，中共上海

楊浦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的盧

焱，楊浦區人民法院院長任湧

飛，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分局黨委

委員、副局長岑宏權等人均被曝

出都是趙富強的「保護傘」。該

卡城被隔離者：環境如監獄
Fully Vaccinated Calgarian Describes 
Quarantine Site ‘A Jail-like Environment’

A8不彰人短 不炫己長 習近平「中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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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這位女留學生從

面試就被囚禁、奴役，從被迫做

性工具、生產工具。 2017 年李

文第一次逃跑報警，警方把她原

封不動的送回小紅樓；第二次逃

跑時，趙富強趕到派出所直接將

其帶走。

女留學生還講出了上當的主

要原因，當時趙富強擁有上海法

治天地頻道《平安上海》欄目的

運營權，對外招聘節目女助理。

《平安上海》是針對老百姓身邊

發生的食品安全、社會治安、電

信詐騙、金融詐騙、道德倫理等

民生問題的一檔欄目。

在《平安上海》欄目組，領

導都稱讚趙總是「大善人」，趙

富強也會描述自己如何從一個小

裁縫得到領導賞識，走到現在。

李文說：「在這樣的環境裡，你

不會覺得有什麼不正常的。」略

帶官方背景的公司讓李文覺得這

或許是一份不錯的工作，她還隨

趙富強進入過上海某檢察院。李

文表示，很多招聘來的員工「都

是被所謂的政府幌子騙了」。

陸媒一篇報導更提到，李文

第一次逃跑到警局報警，趙富強

居然帶著她母親一起去警局，

以「家庭糾紛」為由將其帶回紅

樓。接警警員竟勸李文，「跟著

趙富強有什麼不好的？」還有一

些被趙富強侮辱、奴役後的女

人，竟心甘情願淪為他的「助

理」，幫其控制其他女性。

李文嘗試逃跑失敗後被抓

回紅樓，趙富強為了懲罰她，

把她強制綁在取卵手術台上取

卵，腹腔積液九死一生，更失

去生育能力。

網絡熱傳 紅樓曝光
12 月 3 日，知乎問答平台

上有關「上海紅樓案 一案兩判

為哪般 ?」的話題遭到刪除。網

友在該問答中質疑判案的公正

性：「一個被剪了輸卵管不能懷

孕的女人，因為被迫成為趙富

強的幫凶，參與組織陪侍，被

判 14 年 6 個月，超過了幾個官

員的總刑期。」

該名網友質問道：「更加不

可想像的是，這些受害女性千難

萬險，終於徹底擺脫了趙富強的

控制，終於不再經受趙富強摧

殘，卻統統被打入大牢，不知道

何年何月能夠重見陽光。相反，

那些充當保護傘的官員，不是免

於起訴，就是量刑很輕。」

目前這個吸引逾 6 億瀏覽

量的話題已經遭到微博封鎖，

但民間對這棟「上海小紅樓」仍

充滿好奇。據《中國經營報》報

導，「小紅樓」作為從事骯髒的

性賄賂活動場所，外部看起來是

荒廢的建築物，但內部卻很華麗

奢靡，有不少價格昂貴的裝飾。

至 2019年 11月 3日傍晚，

整幢建築已被綠色建築安全網全

面遮蓋。

根據該樓附近居民描述，此

樓在十幾年前曾是賓館，後來經

營起茶樓，他們還曾到樓內的

4 樓、5 樓打過麻將。但最近幾

年，小紅樓已不對外開放，轉為

會所性質的場所。

此前，即使是在該樓附近居

住幾十年的居民，都不知道上海

紅樓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一位居

民稱，「他們最近差不多 10 年

左右，從不對外營業，樓下一般

設有 2 個保安守著，幫著安排

車輛停放等，以前偶爾還在門口

放一隻大狼狗。」

該樓內關鍵房間及樓道門有

一個特點，就是有帶密碼的非接

觸門禁鎖。有了這些門禁鎖，要

上樓、進入某一樓層或進入關鍵

房間，沒有密碼或門禁卡，就

無法進入。該樓的 1 樓、2 樓、

3 樓，其實基本上都是庫房，內

放各種餐飲業餐具、桌椅，2 樓

東側最大的房間，則放有十幾張

單人床。一些殘留的床上用品顯

示，這裡以前差不多是農民工或

廚工的住宿處。

5 樓才是客房所在樓層。不

過這些客房，基本上跟邊遠省

市的鄉鎮招待所的裝修標準或

床鋪水平相當，但是，並不是 5
樓的房間都是低檔次裝修，上

海紅樓內的豪華裝修房間，都

不編號。

中共官場性亂氾濫。除了

那些拿國家財政開設的黨政機

關附屬會所藏污納垢，那些由

商人開的私人會所更成為官商

交集地，多為涉黃淫亂之所，

官員趨之若鶩。這類場所以

2012 年 5 月 18 日因遠華走私

案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賴昌星的

「紅樓」最為知名。「紅樓」內

設勝過五星級酒店的超豪華設

施，尤其有特從江浙一帶選美

出來的四十多名風塵佳麗，供

各路權貴要員淫亂。令人驚駭

的是，該樓的關鍵部位都裝有

電子監視器，官員顯貴進樓遊

玩中盡顯的醜態都會被記錄下

來，作威逼利誘之用。「紅樓」

因而也成為這類由商人專供高

官權貴淫亂的場所代名詞。

趙富強被判死緩 
涉及官員成百上千

上海紅樓案令人髮指之處在

於，趙富強把這些女人當成性工

具，用於取悅各路權貴，不僅陪

酒陪睡、滿足官員變態的性需

求，還要被取卵配種，成為別人

的生育工具。如不從會被暴打，

甚至在私處刻上「趙富強專用」

字樣，身心被徹底摧殘。

上海小紅樓案令人髮指，很

多網友留言稱應該處以極刑，但

主犯趙富強 2020 年 9 月被上海

市第二中級法院一審判處其死

緩。其組織 37 人分別被判處 2
年 6 個月到 20 年有期徒刑，

充當趙富強幫凶的那些官員

有數百上千人，只有極少數人受

到輕微懲罰，目前處理的這些

人，最高級別的是正處級，其他

均為科級以下，他們罩得住趙富

強為非作歹 20 年嗎？

據「眾新聞」消息，楊浦區

委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盧焱因

受賄、貪污、包庇、縱容黑社

會性質組織罪，一審被判監 17
年；楊浦區法院原院長任湧飛因

受賄、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二審維持原判 7 年 6 個月；楊

浦區多名國企職員、派出所警

察、工商所職員亦被判監 1 年 6
個月至 10 年 6 個月。此外，上

海市公安局楊浦分局原副局長岑

宏權 2019 年 10 月落馬。曾負

責主審案件的上海市第二中級法

院副院長、資深法官張錚則在今

年 11 月落馬。

習近平上台以來持續對中共

政法系統整肅。小紅樓案發後，

上海楊浦區政法系統地震，公、

檢、法等 13 名官員牽涉其中，

然而涉案人員有的僅判了不到 2
年的有期徒刑，被民間質疑刑罰

太輕。

而今，隨著當年主審法官被

查落馬，輿論再度熱議，在鬧市

區長達數年、成規模的非法拘禁

婦女從事賣淫活動，受害人超過

千人，得有多大的網才能護著

他，這張網是由多少人、哪些人

構成的？來這裡消費娛樂的都有

哪些高官，哪些名人、貴人，為

什麼這些人的名字始終都沒有公

開？此案是趙富強龐大的關係網

中哪一張網幫他擺平的？趙富強

所取的這些女性的卵究竟賣給

了誰？ 1973 年出生的趙富強，

1990 年代，只是個小裁縫，

2000 年開始做起皮肉生意，是

誰讓趙富強能夠斂財 10 億黑

金，有機會「惡貫滿盈」？

據海外媒體消息，該案還

涉及到同為江蘇籍的中共上海

市委組織部的某些主要領導，

以及早年曾在楊浦區任職的現

上海高官。而時任中共上海市

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陳寅，中

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書

長、市機關黨工委書記諸葛宇

傑，市府副市長宗明以及市府

副秘書長金興明等領導早先均

出道於楊浦區。

消息說，該案還涉及到前

任楊浦區委書記陳安傑和現任

楊浦區委書記李躍旗，以及楊

浦區委副書記兼楊浦區區長謝

堅鋼，還包括前後兩任的上海

市公安局楊浦分局原局長與曾

經出入過該高級私人會所的其

他各級領導人物。

如此等等。此案在習近平要

「去江澤民化、去上海幫化」之

際，再次在海內外輿論炸響，其

背後定有其政治背景。眾所周

知，上海也被稱為「魔都」，確

實邪乎。

    

上海紅樓驚聞   The reason why the building 
has the name “Little Red House” 
is because of the red bricks on 
the outer wall of its first floor; 
another reason is related to Lai 
Changxing’s red house. The inte-
rior of Lai Changxing’s red house 
was much more extravagant than 
a five-star hotel and there were 
dozens of beautiful women inside 
to serve all kinds of powerful and 
wealthy people. A hidden elec-
tronic monitor was used to record 
the scandalous behavior of the 
powerful and wealthy people in 
the building. 
  After the Little Red House case, 
Lu Yan, a member of the Stand-
ing Committee of the Yangpu 
District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Affair 
Committee; Ren Yongfei, presi-
dent of the Yangpu District Peo-
ple’s Court; and Cen Hongquan, 
a member of the Party Commit-
tee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Yangpu Branch of the Shanghai 
Public Security Bureau, were all 
exposed as Zhao Fuqiang’s “pro-
tective umbrella”. The case also 
involves former Yangpu District 
Party Secretary Chen Anjie; cur-
rent Yangpu District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Li Yueqi; current 
Yangpu District Deputy Commu-
nist Party Secretary and Yangpu 
District Mayor Xie Jiangang; as 
well as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he 
Yangpu Branch of the Shanghai 
Public Security Bureau and oth-
er leaders at various levels who 
have been in and out of the Little 
Red House.

The red building involves 
only a dozen 

minor official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tak-
ing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affair 
system seriously since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The case of the 
Little Red House was followed 
by an earthquake in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of Yangpu dis-
trict in Shanghai, involving 13 
officials from the pu\
blic,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law, 
but some of those involved were 
sentenced to less than two years 
in prison, while the main culprit, 
Zhao Fuqiang, escaped the death 
penalty.
  Despite the main suspect having 
been investigated and arrested, 
the public has many open ques-
tions. How big of a network was 
there to protect the main culprit 
for so many years? Which of 
Zhao Fuqiang’s vast network of 
connections helped him to settle 
this case? To whom did he sell 
the eggs harvested from women? 
  The case of Shanghai’s Little 
Red House is obscuring the core 
of the case, which focuses on 
sexual abuse, rape, forced egg 
retrieval, egg sale, and surrogacy. 
1973-born Zhao Fuqiang was just 
a small tailor in the 1990s who 
started his business in 2000. 
  In addition, the case has be-
come popular again at the time 
of Xi Jinping’s “removal of Jiang 
Zemin and Shanghai gangster’s 
impact” and there must be a po-
litical background behind it. In 
recent years, the “magic city” of 
Shanghai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despite its sinister 
happenings. 

圖綠衣者為趙富強。右圖為「小紅樓」中女性的宿舍。（網絡截圖）

蘋果與中共2750億美元秘密協議曝光
【看中國訊】12月7

日，總部設在美國加州舊

金山的付費網路媒體《信

息》(The Information)
獨 家 披 露，蘋 果 公 司

首席 執行 官庫 克 ( T i m 
C o ok )，2016年與中共
政府簽署一份2750億美
元的秘密投資協議，以「安

撫可能阻礙其在中國的設

備和服務的威脅」。

報導援引獨家獲取的蘋果

內部文件稱，庫克為取消中共

政府對該公司的一系列監管行

動，於 2016 年數度親自到訪中

國，並與中共達成秘密協議，

「他的干預為蘋果在該國取得無

與倫比的成功鋪平了道路。」

最 近 六 年 來， 蘋 果 的

iPhone 能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

二大市場 -- 中國最暢銷的智能

手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首

席執行官庫克。

報導指出，當年，中國突

然加大針對蘋果業務的監管，

庫克於是到中國「滅火」，並在

第一次訪問中籤署了這份為期

五年的協議。

《信息》的報導指出，文件

顯示，在庫克親自行動之前，

蘋果高管費勁心思想挽救公司

與中共官員的關係；當時，在

中共政府的鎮壓和隨之而來的

不良宣傳中，iPhone 的銷量直

線下降。

報導稱，北京當時認為，

蘋果公司對中國當地經濟貢獻

不足。庫克因此向中國遊說，

並向官員承諾，蘋果將通過投

資、商業交易和工人培訓，盡

力幫助發展中國的經濟和技術

實力。庫克通過妥協打通了在

中國的一些法律關節。

報導說，蘋果「為了安撫中

國當局」，2016 年 5 月宣布向

初創公司滴滴出行投資 10 億美

元，幫助後者在與優步中國的

競爭中獲得優勢。

路透社援引原報導稱，作

為協議的一部分，蘋果承諾將

在其設備中使用更多來自中國

供應商的組件，與中國軟體公

司簽署協議，與中國大學進行

技術合作，並直接投資中國科

技公司。

消息曝光後，有網友評論

稱，蘋果「把用戶的數據全部

上繳到貴州的數據雲端中心，

準確說是出賣。」還有評論說，

「如今何人不通共？」

美國之音分別致電郵給蘋

果公司和中國駐美使館，蘋果

公司沒有立即回應美國之音的

置評請求；中國使館則僅以自

動電郵回覆，並沒有就記者問

詢內容作答。

有分析人士指出，庫克在

與中共政府妥協的幾乎同時，

就捍衛蘋果美國用戶的隱私，

與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採取分

庭抗議的態度。他因此還成為

2016 年 3 月 28 日期《時代週

刊》雜誌的封面人物。

蘋果總裁庫克。（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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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澳英決定外交抵制北京冬奧
【看中國訊】美國週一（12

月 6 日）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

奧會後，澳大利亞、英國和加拿

大 12 月 8 日相繼跟進。至此，

五眼聯盟全數決定不派官員參加

2022 年北京冬奧會和殘奧會，

但運動員仍可比賽。

總理特魯多： 
關切中共侵犯人權

CTV 電視臺報導，12 月 8
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與外

長喬利（Melanie Joly）和體育

部長聖昂格（Pascale St-Onge）
在新聞會上宣布了這一消息。

「我們對中共政府屢次侵犯

人權極為關切。這就是為什麼我

們今天宣布，我們不會派任何外

交代表參加今年冬天的北京奧運

會、殘奧會，」特魯多說，「我

們的運動員已經訓練多年，並期

待與世界各地運動員進行最高水

平的比賽。他們將繼續得到我們

的全力支持。」

加拿大外交部長喬利補充

說，加拿大很關注維吾爾族遭

到壓迫的問題，而七國外交部

長 10 日會召開會議，她將在會

議中向所有成員國和世界其他國

家進一步呼籲外交抵制北京奧運

的重要性，這代表對中國違反人

權、民主的施壓。

加拿大保守黨領袖奧圖爾

12 月 8 日表示同意外交抵制。

「我們不應發出加拿大接受維吾

爾人受虐待以及香港民主被鎮壓

的信息，因此在現階段進行外交

抵制是合適的，」他說。新民主

黨也支持自由黨政府的決定。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批

評抵制奧運的國家將體育政治

化，並再次否認人權侵犯的指

控。對此，特魯多表示，北京不

應對國際的抵制行動感到驚訝。

特魯多宣布外交抵制北京

冬奧，除了盟友們紛紛表態支持

外，加拿大國民的意見也很關

鍵。加拿大安格斯列特（Angus 
Reid）民調公司 7日公布的最新

民調顯示，高達 78% 的加拿大

人支持對北京冬奧實行某種方式

的杯葛，其中 53%支持外交抵

制；更有 4 成國民認為，加拿大

運動員不應出席北京冬奧會。

加拿大奧委會首席執行官兼

秘書長舒梅克和加拿大殘奧委員

會首席執行官奧尼爾表示，他們

「理解並尊重」加拿大政府的決

定。

美國宣布 
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

12 月 6 日美國宣布外交抵

制北京冬奧會，以抗議中共對新

疆維吾爾族穆斯林的種族滅絕罪

行。

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Jen 
Psaki）表示，美國有「促進人

權的基本承諾」，並且「不會為

（北京）奧運會的大肆宣傳做出

貢獻」。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Ned Price）說，鑒於中共在新

疆的種族滅絕、反人類罪，以及

其它人權暴行，美國不會派官方

代表參加 2022 年北京冬奧會。

而「當美國發聲時，當美國採取

行動時，全世界都在傾聽。」普

萊斯也表示，是否派出官方代表

參加奧運，是每個國家需自行做

出的主權決定。

國際奧委會（IOC）對此表

示，各國是否派政府官員和外交

官到場，是屬於各國政府的政治

決定，IOC 本著政治中立態度，

完全予以尊重。

澳大利亞總理： 
不派代表出席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週三

（12 月 8 日）宣布，不會派遣

任何外交代表出席 2022 年北京

冬奧會，這應該「不足為奇」。

莫里森補充說，該決定是

在與北京在一些問題上存在「分

歧」的情況下做出的，包括澳大

利亞的外國干涉法和最近決定購

買核動力潛艇等問題。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研究學

副教授馮崇義告訴澳媒 ABC 中

文，澳大利亞外交抵制的前提是

中國的人權問題，特別是新疆、

香港還有最近的彭帥事件。

中共駐澳大利亞大使館在中

午發布的聲明中稱澳方此舉是

「政治作秀」。

英國首相： 
實際外交抵制

同日（12 月 8 日），英國

首相約翰遜在國會表示，不會派

部長或官員出席北京冬奧，形容

這是「實際上」對北京冬奧的外

交抵制。

約翰遜當時是在回應前保

守黨主席施志安（Iain Duncan 
Smith）在下議院的發言透露了

自己的決定。施志安當時說，

「獨裁、殘暴的中共政權正迫害

宗教少數族裔，以及威脅穆斯林

維吾爾人」。

約翰遜並未表明英國王室成

員是否出席北京冬奧，安妮公主

是英國奧委會主席兼國際奧委會

成員。

12 月 8 日《蘇 格 蘭 人 報》

（The Scotsman）報導，蘇格蘭

政府已確認，不會派任何部長

或官員參加 2022 年的北京冬奧

會。蘇格蘭政府是英國（UK）

四個王國之一，擁有很大程度的

自治權。

其他國家的態度

紐 西 蘭 副 總 理 羅 伯 遜

（Grant Robertson） 週 二（12
月 7 日）表示，該國不會派外

交代表出席北京冬奧，但指出除

了對中國人權的擔憂之外，新冠

疫情也是這一決定的主要原因。

立陶宛已於本月初決定外交

抵制北京冬奧會。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 12 月 7 日表示，日本尚未

決定誰將在北京代表日本，儘管

一些立法者因侵犯人權、領土爭

端和中國在區域海域的侵略而呼

籲抵制。

此前，北京和國際奧委會

（IOC）共同起草的「北京冬季

奧運奧林匹克休戰決議」在聯合

國大會上通過後，美、加、英、

澳、印、日等 20 國都拒絕簽

署，不排除這些國家會跟隨美國

祭出抵制。

【看中國訊】據美國之音報

導，北京政府駐加拿大大使叢培

武再次呼籲渥太華不要聽信由美

國「發明」的有關華為構成國家

安全風險的說法，並允許華為

參與加拿大新一代 5G 網路的建

設。

叢培武星期二（12 月 7 日）

是在通過視頻出席加拿大智庫國

際治理創新中心舉辦的一場研討

會上致辭時發出這一呼籲的。這

不是叢培武第一次就加拿大應該

接納華為 5G 網路技術問題公開

發表評論。去年 1 月中，叢培

武還曾在加拿大《國會山時報》

發表題為「5G 開發利用與合作

不應被『政治化』」的署名文章。

叢培武在這家智庫發言時聲

稱，有關華為是國家安全風險的

說法「是美國發明」的，「主要

目的是為了打壓華為」。

儘管叢培武的發言重點是華

為，他也談到臺灣問題，警告加

拿大不能與臺灣發展任何官方關

係。他同時也抨擊美國對北京冬

奧會實施外交抵制。

華為是中國大陸的電信和網

路設備巨頭，在新一代 5G 網路

技術研發方面據說領先許多西方

公司。但美國政府認為使用華為

的 5G 網路技術或設備存在重大

國安風險，容易讓西方國家受到

中國間諜和破壞活動的影響，因

此已經下令在美國嚴禁使用華為

5G 技術和設備。

加拿大政府對是否允許華為

參與加拿大 5G 網路建設進行了

多年的研究，但是至今仍未做出

最後的決定。加拿大也是在有美

國、英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參

加的情報分享「5 眼聯盟中」唯

一尚未就華為問題作出決定的國

家。 5 眼聯盟的其他 4 個國家

都已經做出了禁止或限制華為參

與 5G 網路建設的決定。日本和

瑞典等美國盟友也做出了類似的

決定。

不過根據加拿大媒體的報

導，加拿大聯邦政府很快就將就

是否禁用華為技術問題作出最終

決定。

儘管近年來有關華為設備可

能構成安全隱患的報導不斷出

現，甚至在歐洲和非洲也有報

導，但叢培武強調，從來就沒有

「具體的證據」證明華為是安全

威脅。

不過加拿大創新、科學

及工業部長商鵬飛（Francois-
Philippe Champagne）上個月

曾向媒體表示，加拿大政府未來

在人工智慧研發事業中，只會與

「可信賴的夥伴」打交道。

雖然加拿大聯邦政府尚未對

華為 5G 技術的去留做出最後決

定，但加拿大多家大型電訊公

司，例如貝爾（Bell）、羅傑斯

（Rogers）和特勒斯（Telus），
都已經自行宣布放棄華為，轉而

與芬蘭的諾基亞（Nokia）或瑞

典的愛立信（Ericsson）結成商

業夥伴，共同建設加拿大的新一

代 5G 網路系統。

【看中國訊】據自由亞洲電

臺報導，在聯合國國際人權日

（12 月 10 日）來臨之際，加拿

大舉辦「人權電影節」活動，並

播放了反映香港「反送中運動」

的記錄片《理大圍城》。主辦方

表示，希望通過這部電影，讓加

拿大民衆能更好認知香港面臨的

問題。

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中，

發生於 2019 年 11 月的理工大

學衝突最令人心驚動魄。《理大

圍城》影片記錄了當時理工大學

衝突中多個重要時刻和抗爭者的

心理掙扎。攝影機捕捉牆內的暴

戾衝突，見證警方的強制逮捕過

程，對示威者的茫然、矛盾和血

淚都有深刻的描繪。

加拿大人權電影節項目經理

約翰 · 迪伯諾 (John Debono) 看
過許多描繪對抗國家政權的記錄

片。他認為，這部記錄片非常打

動人心。

他說，一般加拿大人只是粗

淺地知道加拿大和香港淵源很

深，有很多加拿大公民住在香

港，但是並不真正清楚究竟香港

過去兩年發生了什麼事情，透過

這部影片可以有很好的體會。

約翰 · 迪伯諾說，人權、民

主和自由是加拿大人天生而來享

受的權利，透過電影節播映來自

不同國家和地區人民爭取人權的

故事，會讓我們更懂得珍惜理所

當然的事情，也激發我們關懷並

援助那些渴求著人權自由的世界

公民。

看過《理大圍城》的「加拿

大公民協進會」主席董達成說，

影片讓他有椎心之痛，不只看

到一群徬徨無助的年輕人，也

看到一個被禁錮的城市。香港

人不是一時一刻被困在紅磚牆

內而已，而是將長期生活於極

權統治下。

香港理工大學衝突事件中，

多人被指駕駛或乘坐「家長車」

離開理大，甚至被當局起訴妨礙

司法公正罪。日前，香港西九龍

裁判法院也再度提訊其中的 19
人。董達成遺憾地說，當年這些

香港市民只是基於疼惜年輕學生

而提供了交通幫助，出發點只是

希望人人平安，怎麼會就成了妨

礙司法的人呢？只能說，「欲加

之罪，何患無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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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 GST 及運費* 不含 GST 及運費

原價 $402原價 $402
* 不含 GST 及運費* 不含 GST 及運費

*

*

18cm 小煲連蓋
22cm 中煲連蓋
22cm 深煲連蓋
1 個不鏽鋼濾網

適用於所有爐面，包括電磁爐、電爐、電熱爐及煤氣爐適用於所有爐面，包括電磁爐、電爐、電熱爐及煤氣爐

不含鉛、PFOA、PTFE、及其他有害物質    

適用於所有爐面，包括電磁爐、電爐、電熱爐及煤氣爐

人氣單品!
18cm 小炒鍋

$79

來自 Neoflam 100% 原創產品 來自 Neoflam 100% 原創產品 

節日促銷進行中 !
加拿大全國包郵

全部商品 20-25%OFF

本廣告優惠以官網標價為準

11月17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訪問美國，在華盛頓演講。（Getty Images）

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Getty Images）

北京駐加大使籲渥京接納華為5G 加國人權電影節
播映香港記錄片《理大圍城》

https://cookwithfi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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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過去一年中，

美國有 200 多家地方報紙加入

了針對科技巨頭谷歌（Google）
和臉書（Facebook）的反壟斷

訴訟。這些訴訟指控臉書和谷歌

壟斷了數字廣告市場，將本應流

向當地新聞媒體的收入納入了它

們自己的囊中。

據網路媒體 Axios 週二（12
月 7 日）報導，事情源發于一

個小鎮的地方報紙為反對科技巨

頭壟斷而採取的努力，後來演變

成為一場全國性的反壟斷運動，

目前有數十個州的 200 多家地

方報紙加入了這項運動。

HD Media 是一家控股公

司，該公司在西弗吉尼亞州擁

有多家報紙，包括《查爾斯頓公

報》（Charleston Gazette-Mail）。
2021 年 1 月，該公司的合

夥人雷諾茲（Doug Reynolds）
與一個律師聯盟合作，在西弗吉

尼亞州提起了第一起地方報紙對

科技巨頭的訴訟案。此後，該律

師聯盟也同意代表全國有興趣提

起類似訴訟的報社向科技巨頭發

起挑戰。

加 盟 的 知 名 律 師 事 務

所 有 Farrell and Fuller、
F i t z s i m m o n s  L a w 
F i r m 、 R o b b i n s  G e l l e r 
R u d m a n & D o w d  L L P 和

Herman Jones LLP。這些律師

事務所把這起訴訟案當作是一個

應急事件來處理——這意味著只

有當報社贏得訴訟，達到有利的

和解或判決結果時，他們才能獲

得報酬。

代表報紙業的行業組織「新

聞 媒 體 聯 盟」（News Media 
Alliance）並未參與這起訴訟，

但一直關注訴訟案的發展。新聞

媒體聯盟的總法律顧問丹妮爾 ·
科 菲（Danielle Coffey） 在 一

份聲明中說：「我們完全支持這

一訴訟。」

參與訴訟案的律師菲茨西蒙

斯（Clayton Fitzsimmons） 表

示，訴訟的目標是「追回大科技

公司過去對報紙造成的損失」。

另一目標是「建立一個新的

系統，讓報紙不僅重新具有競爭

力，而且可以蓬勃發展」。菲

茨西蒙斯提到了澳大利亞的法

律。 2021 年初，澳大利亞立法

迫使大科技公司們為其網路上的

新聞內容向出版商支付費用。

西弗吉尼亞州的律師法雷

爾（Paul Farrell Jr.）表示，如

果訴訟成功，這些報紙可能有權

獲得「三倍的損害賠償」，和解

金額是已知訴訟案實際發生和解

損害賠償的三倍——2018 年阿

片類藥物訴訟案中，藥業巨頭之

一的美國強生集團和紐約州在

2021 年 6 月達成 2.3 億美元的

和解費。

法雷爾律師受到阿片類藥物

訴訟案的啟發，開始研究雷諾茲

在西弗吉尼亞州提起的第一個反

壟斷訴訟案，而他的家鄉報紙

《查爾斯頓公報》在對阿片類藥

物危機的新聞報導中還獲得了普

利策獎。

200 多家報紙起訴大科技公

司的一個重要背景是，2020 年

10 月，美國國會眾議院司法委

員會發布了一份重磅的數字競爭

報告，其中一個章節是關於報

紙。國會議員們在報告中對於谷

歌和臉書的主導地位如何摧殘報

業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同月，美國司法部與幾位州

總檢察長以違反反壟斷法的名義

一起聯合起訴了谷歌。

美 國 聯 邦 貿 易 委 員 會

（FTC）也在 2020 年 12 月與多

位州總檢察長對臉書提起反壟斷

訴訟。

所有這些訴訟在今年夏天由

紐約南區的一個司法小組進行了

整合。

新聞媒體聯盟在今年早些時

候提交了一份聲明，希望總檢察

長在合併後的案件中能夠對報紙

訴訟給予更多的同情。

菲茨西蒙斯律師表示，法院

有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些訴訟。

他們可以選擇一些作為領頭羊，

作為所有單個指控的測試案例，

或者可以將一些案例發送回它們

被提交審理的州。

目前，合併案件仍在審理

中。臉書沒有對訴訟案發表評

論，但谷歌否認壟斷市場。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A Canadian woman returning home from 
Egypt chronicled the grueling experi-

ence she and her family have been subjected 
to at the hands of federal health authorities 
upon arrival, describing authoritarian treat-
ment, “a jail-like environment,” and 24-hour 
lockdown at a mandatory quarantine facility 
located near the Calgary Airport. 

  Tiffany Gaura first unleashed a storm on 
Dec. 1 on her Facebook account, which had 
not been previously updated since July 22, 
after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s new travel 
measures targeting control of the Omicron 
Variant of SARS-CoV-2 were expanded to 
Egypt, a country Gaura says she was work-
ing in and was about to travel home from, 
on Nov. 30.

  Omicron was first uncovered in Botswana 
in four fully vaccinated diplomats from an 
unknown country who tested positive on 
Nov. 11. Genetic sequencing of the testing 
material did not confirm the presence of a 
brand new variant until Nov. 24.

  In the post, Tiffany expressed her outrage 
that despite her fully vaccinated status, she 
would now be subject to:

  ▪Mandatory PCR test before departure;
 ▪Mandatory PCR test while en route from 

Egypt;
  ▪Mandatory PCR test upon arrival;
 ▪Mandatory hotel quarantine until arrival 
test results were received;
  ▪Mandatory 14 day home quarantine; and
  ▪Another PCR test on day 8 of home quar-
antine.
 
  “All of this for fully vaccinated Canadians. 
[expletive] you Canada. I can’t change your 
rules, your archaic mentality or your pen-
chant for unrul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But I can make sure I pay as little tax as 
humanly possibly [sic] and drastically cur-
tail consumer spending in country [sic],” she 
said.

  On Dec. 4, Gaura posted an update upon 
arrival, saying that she and her family were 
escorted by the Canadian Border Security 
Agency to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 
(PHAC) officials where they were interro-
gated for 15 minutes “about my history with 
Covid (none), my plans in Canada and my 
testing and vaccination.”

  “They read me my rights and told me I was 
entitled to a lawyer. They told me the fine for 
breaking quarantine is up to $750,000. We 
had a dedicated escort throughout, ensuring 
we weren’t escaping.”

  The family was under immediate and total 

government control from the time they land-
ed, according to Gaura. Unable to stop for 
food or drink, the screening and interroga-
tion process took approximately two hours 
and involv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an addi-
tional PCR test.

  “We were transported in a dedicated vehicle 
to the Westin Airport Hotel in Calgary.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s contracted [sic] 
the entire hotel as a ‘secure quarantine lo-
cation’. The parking lot is blocked with No 
Trespassing signs. We were met by the Red 
Cross of Canada employees in HazMat suits. 
We were processed and taken to an isolation 
floor,” Tiffany stated.

  Garua said the family has been under 
24-hour lockdown and is unable to receive 
deliveries either of takeout food or goods, 
“We cannot leave our room. We cannot 
get deliveries or packages. We cannot con-
sume anything from offsite. We only get the 
meals they send us (it’s now 6:30pm and we 
have not had anything to eat or drink since 
we landed at 3pm). They have no cups for 
water in the room. I requested some but to 
no avail.”

  Videos included in the post showed Tiffany 
and her two daughters being escorted by 
workers in full hazmat-style PPE through a 
hotel hallway now carpeted with plastic. The 

floor outside of each room was taped off, 
with many white plastic containers littered 
throughout.

  A second upload shows what appears to 
have previously been a lobby hallway that 
had since been converted into a plastic-cov-
ered corral chute with disinfectant canisters 
strewn about.

  The post said that they were told results 
from their arrival PCR tests could take up to 
72 hours to receive. Upon receipt of a nega-
tive test, the family must rely on the Red 
Cross to coordinate with the government on 
their behalf.

  The family was told the Red Cross por-
tion of the event could take an additional 48 
hours.

  In a third post on Dec. 5, Gaura uploaded a 
photo of a document from the Red Cross de-
scribing the Westin as a “Confidential Feder-
al Quarantine Site.”

  The experience was a sobering one for 
Gaura, “This is happening, right now, in 
Canada, two years into a pandemic to vac-
cinated individuals. I don’t have the words 
to express this well. I waver back and forth 
between rage, embarrassment and disbelief. 
This will change my life, I have no doubt.”

卡城被隔離者：環境如監獄
Fully Vaccinated Calgarian Describes Quarantine Site ‘A Jail-like Environment’

200多報社訴谷歌和臉書壟斷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大陸網球明星彭帥指控遭中共

前副總理張高麗性侵事件持續

發酵， 引發美國國會兩黨議員關

注。美國跨黨派推出決議案，罕

見將張高麗性侵事件寫進決議，

並對國際奧委會配合中共掩蓋真

相提出問責。

綜合國際媒體報導，美國民

主黨聯邦眾議員瓦克斯頓（Rep.
Jennifer Wexton, D-VA） 和共

和黨聯邦眾議員華爾茲（Rep. 
Michael Waltz, R-FL），12 月

3 日聯袂提出決議案，譴責國際

奧委會（IOC）在彭帥事件上的

做法是在配合中共政府掩蓋真

相。同時質疑國際奧委會是否具

備能力發揮其在體壇的領導力，

以保護奧林匹克運動員的安危和

權利。

決議案表示，彭帥在大陸社

交媒體微博上發表，但後來被刪

除的帖子中表示，她曾經被性侵

犯並被迫與張高麗發生關係，而

張高麗在 2013 年到 2018 年期

間是中共的高官，並且是中共國

務院常務副總理。

該決議案表明，中共正國級

退休官員張高麗的性侵醜聞，首

次載入美國跨黨派議案。

此外，美國兩黨議員們敦促

國際奧委會呼籲北京當局對彭帥

提出的性侵指控進行獨立且透明

的調查，並停止對彭帥事件進行

言論審查，同時恢復彭帥的人身

自由，包括允許彭帥離開中國。

就在美國議會做出上述決

議前二天， 世界女子網球協會

（WTA）12 月 1 日宣布， 將暫

停在中國及香港舉辦的所有賽

事，並立即生效。

WTA 主 席 西 蒙（Steve 
Simon）在當天發表的聲明中表

示，彭帥指控遭前中共國務院副

總理張高麗性侵犯後，他一直擔

心彭帥的安危，加上彭帥的指控

至今未得到全面與透明的調查，

信息也遭審查刪除， 西蒙擔心

如果 2022 年在中國大陸舉辦賽

事，所有球員和工作人員都可能

面臨風險。

12 月 2 日，國際奧委會則

表示，該組織已與彭帥進行第 2
次視訊通話，並說第 2 次視訊

通話證實彭帥安全無虞。與之前

11 月 21 日一樣，這兩次通話，

國際奧委會都沒有發布通話的視

頻或文字紀錄及與會人員。如今

距離 2022 年北京冬奧會僅數月

之遙，該組織試圖再次轉移外界

對其輕描淡寫處理此事的批評。

美國國務院 12 月 3 日表

示，美方支持 WTA 取消中國

賽事的決定，目前尚未發現任何

能夠保證彭帥人身安全的事實證

據。

12 月 7 日，美國宣布對北

京冬季奧運會實施外交抵制。

彭帥事件發生於 11 月 2 日
深夜，彭帥在微博發文，自爆曾

被中共前副總理張高麗強迫發

生性關係。她發長文中說：「我

知道對於您位高權重的張高麗副

總理來說，您說過你不怕。但即

使是以卵擊石，飛蛾撲火自取滅

亡的我也會說出和您的事實。以

您的智商謀略您一定否認或者可

以反扣給我，您可以如此玩世不

恭。」彭帥上述文章在微博上停

留 20 分鐘後即遭徹底刪除。

國際女子網協和國際奧委會

在彭帥事件上的立場是截然不

同。對此，時事評論員袁斌撰文 
表示，前者基於普世價值的原

則，為了捍衛彭帥的人權，為其

伸張正義，不惜犧牲商業利益與

中共抗爭到底。而後者則有意無

意的配合中共，為其洗白。

【看中國訊】正值亞馬遜聖

誕前銷售旺季，為政府、公司和

大學提供服務的亞馬遜網絡服務

（AWS）雲計算部門 12 月 7 日

遭遇重大故障，影響數千用戶。

這是亞馬遜今年第三次出現故

障。

BBC 報 導， 美 國 數 以

千計的用戶在停機跟蹤網站

Downdetector上報告遭遇故障。

亞馬遜表示已確定原因並

「看到了一些恢復跡象」，但沒

有給出解決方案的時間表。該公

司補充說，並非世界所有地區都

遇到了問題。有報導稱，美國東

海岸的客戶受影響最大。

在亞馬遜購物網站上，許多

用戶報告只是頁面載入緩慢，而

不是無法使用該服務。然而，亞

馬遜的 Ring 安全攝像頭、移動

銀行應用程序 Chime 和 iRobot
機器人吸塵器所提供的服務也出

現了問題。

「亞馬遜網路服務（AWS）

的一次重大中斷目前正在影響我

們的 iRobot Home 應用程序，」

iRobot 在其網站上寫道。Ring
表示正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

這是亞馬遜今年第三次出現

故障。 6 月，用戶在亞馬遜平臺

（包 括 Alexa 和 Prime Video）
上遇到了短暫的中斷。該事件

還 影 響 到 Shopify、PayPal 和
CNN 等公司。

7 月，這家電子商務巨頭的

在線商店服務中斷持續近兩小

時，近 4 萬名用戶受到影響。

由於企業客戶數量眾多，世

界上最大的雲計算公司 AWS 的

中斷問題可能會更加嚴重。

有 報 導 指， 麥 當 勞、

Netflix、迪士尼和其他幾個

AWS 客 戶 的 用 戶 遇 到 了 問

題， 使 用 Instacart、Venmo、
Kindle、Roku 和 Disney+ 的

用戶也報告了故障，事故也波及

了達美航空公司和西南航空公

司。

Neil Campbell

張高麗醜聞寫入美國會決議

(Getty Images)

聖誕銷售忙 亞馬遜又出大故障

（Getty Images）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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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根據卡城地產

局（CREB）最新報告，11 月

市場對所有類型房屋的需求都有

所增長，當月共有 2110 套房產

售出，僅差於 2005 年創下的該

月最高記錄。

CREB 首席經濟學家 Ann-
Marie Lurie 說：「預計明年貸

款利率將會提高，這讓希望在利

率上升前進購房的買家產生了緊

迫感。同時，市場供應水平一直

低於需求，造成了供應緊張的狀

況，並導致額外的價格上漲。」

11 月的新上市房源共計

1989 套，少於本月的銷售數量。

由於銷售與新上市的比率超過

100%，庫存水平下降到 3922 個

單位，房屋待售期降到兩個月以

下。本月房屋基準價格仍呈上升

趨勢，達到 46.1萬加元，比去年

同期水平高出近 9%。

獨立屋

11 月獨立屋的供應繼續收

緊，銷售與新上市的比率推高

至 118%，待售期下降至 1.2 個

月，這是自春季以來最低的水

平。其中，超過一半的交易發

生在 40 萬至 60 萬加元的價格

範圍內，但最大的銷售增長來

自 60 萬加元以上的房產。這在

一定程度上是由於與低端市場相

比，高端市場的房源選擇更多。

從今年到目前為止，價格在 60
萬加元以上的房屋佔所有銷售的

近 31%，遠遠高於去年同期的

23%。

獨立屋基準價格上升至

54.26 萬加元，創下新的月度記

錄，比去年同期高出近 11%。

每個區都出現了價格的同比增

長，其中西區的增長最為強勁，

漲幅超過了 13%。市中心仍然

是唯一一個價格仍然低於 2014
年高點的地區。

半獨立屋

今年迄今半獨立屋的銷售量

為 2436 套，這不僅是今年以來

的記錄，也比 2014 年創造的年

度記錄高出 13%。

由於獨立屋的選擇較少，許

多買家已經將注意力轉移到了半

獨立屋上。然而，半獨立屋的供

應水平同樣低迷，11 月份的待

售期已經低於兩個月。

今年以來，大多售出的半

獨立屋位於 30 萬 ~40 萬加元區

間，但高端市場的銷售已經增

長，價格超過 70 萬加元的半獨

立屋佔所有銷售的 20% 以上，

而去年同期這個價格區間的銷售

僅佔 15%。半獨立屋的基準價

格上升至 42.98 萬加元，比去年

高出近 9%。

鎮屋

鎮屋今年沒有供應短缺的問

題，今年截至目前鎮屋的銷售已

經超過了年度最高記錄。由於該

類型房產的供需壓力較小，價格

漲幅沒有獨立屋或半獨立屋那

麽大。從年初至今，基準價格

比去年同期高出 6%，但仍低於

2015 年創下的高點。

公寓

公寓 11 月錄得強勁銷售增

長，年初至今已創下 3834 套的

銷量，是 2014 年以來的最高水

平。公寓的供應仍然充足，所以

價格增長或反彈仍然遠遠低於其

他物業類型。但從今年到目前為

止，價格已經增長了 2% 以上，

扭轉了自 2015 年以來每年價格

穩定下降的趨勢。

【看中國訊】《卡爾加里先驅

報》報導，卡城的房地產經紀人

注意到，越來越多的外地投資者

更加關注卡城地產，此前這類投

資者一般集中在多倫多和溫哥華

進行房產投資。

Chamberlain 公司的房地產

經紀人 Jared Chamberlain 說：

「在過去 6 個月裡，我們看到尋

求在卡爾加里購買出租物業的外

地投資者有了相當大的增長。

在過去 30 天裡，與去年同期相

比，我們網站來自安大略省的訪

問量增加了 24%，來自多倫多

訪問量增加了 44%。」

與多倫多等主要都市相

比，卡爾加里房產的可負擔性

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人們的

興趣。事實上，由於投資者對

大城市的房產需求高企，上

個月加拿大銀行副行長 Paul 
Beaudry 和加拿大抵押貸款和

住房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 Bob 
Dugan 提出了對投機性購買推

動價格上漲的擔憂。

負責加拿大房價指數的機構

Teranet 最近的數據顯示，安大

略省約四分之一的非首次置業買

家已經擁有房產，這表明他們可

能是投機性投資者。Teranet 在

其第四季度的市場洞察力報告中

進一步指出，擁有多項物業的業

主購房比例已經從十年前的約

16% 增長到今天的超過四分之

一。在同一時間段內，首次購房

者的市場份額一直持平，從一個

房子搬到另一個房子的買家的市

場份額也是如此。

然而，一個重要的變化是

「其他」類別的減少，從 2011
年 的 26% 下 降 到 目 前 的 約

19%。報告指出，這種轉變可

能是由於外國買家的減少，因為

安大略省在 2017 年引入了非居

民的投機稅。

雖然多倫多仍然是投資者追

捧的市場，但 Chamberlain 指

出，亞省並沒有實施海外投資者

稅，而卡爾加里的可負擔性，特

別是公寓，正越來越吸引海外買

家的注意。

卡爾加里房地產委員會 10
月份的統計數據顯示，公寓的基

準轉售價格約為 25.2 萬加元。

但與多倫多相比，多倫多的公寓

中位價超過 70 萬加元，差距仍

然巨大。

CREB 的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Ann-Marie Lurie 承認投資者的

購買行為有所上升，不過該委員

會還沒有收集任何數據來證實這

一點。

艾維森 - 楊公司負責阿爾

伯塔省多戶住宅的負責人 Amit 

Grover 則指出，大型投資者對

卡城的興趣在不斷增加。他說：

「最近幾個月，我們注意到機構

投資者的胃口越來越大，他們希

望通過在亞省蓬勃發展的多戶型

資產中建立業務，進一步實現溫

哥華、多倫多和蒙特利爾之外的

投資多元化。」

Chamberlain 說，投資者日

益增長的興趣可能有助於卡爾加

里的公寓市場尤其是市中心，從

疫情之前的低迷中恢復過來，

「在卡爾加里購買公寓將在我們

的市場上產生更多的租金，並幫

助減少城市內部公寓的過度供

應，我認為這兩個因素都是積極

的。」

【看中國訊】據路透社最新

調查，加拿大兩位數的房價通脹

很可能將在明年消失，但作為世

界最熱門的房地產市場之一，加

國房產的可負擔性肯定會惡化。

路透社指出，在加拿大明年

加息的預期到來之前，購買房屋

的熱潮正在推動最後一個季度的

住房市場，10 月份的房價與去

年同期相比暴漲了 18.2%。在

投資者對房價將繼續上漲的期望

的推動下，市場出現了額外的泡

沫，這使加拿大銀行最近警告會

進行市場干預。

根據路透社對 15 名分析

師進行的調查，他們預計今年

加拿大的平均房價預計將上漲

18.6%，高於 8 月份同一份調查

中預測的 16.0% 的漲幅。但明

年開始，這些漲幅預計將明顯放

緩，2022 年 為 5.0%，2023 年

為 2.0%。只有兩名受訪者預計

2023 年的價格會下降，但下降

幅度不大。

當被問及預期甚麼會對明年

的房價產生最大的影響時，15

位分析師中有 9 位表示利率上

升或貨幣政策收緊。其餘 5 人

提到了供應限制。

此外，加拿大央行預計將在

明年第三季度末開始加息。經紀

和研究公司 Realosophy Realty
的總裁 John Pasalis 說：「一次

或兩次加息不太可能產生有意義

的影響，但如果我們在 2022 年

看到四次或更多的加息，這應該

會使一些需求退出市場，特別是

對利率敏感的投資者。」

對於許多首次購房者來說，

房價已經攀升到他們無法承受的

程度，而住房單元的供應短缺只

會加劇他們的困境。

牛津經濟研究院的 Tony 
Stillo 說：「根據加拿大銀行的

數據，投資者、炒房者和投機

者，他們佔到了全國購房者的

20% 以上，這加劇了嚴重的供

需失衡，使價格進一步上漲，並

使市場更容易出現調整。」

所有 15 位分析師都認為未

來兩到三年的可負擔性問題將持

續惡化。

【看中國訊】在恆大「躺平」

之後，中國房企花樣年的財務危

機同樣未解，集團董事局主席潘

軍近日也首次鬆口，稱四大債務

壓頂，境內及境外債務規模總計

超過 520 億元人民幣，至少需

要 2~3 年才能化解。據媒體報

導，花樣年由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曾慶紅的侄女曾寶寶所有。

據《路透社》報導，12 月 6
日，花樣年集團借由官方微信

公眾號，發布了一篇題為《潘軍

談花樣年：置死地而後生》的文

章，董事局主席潘軍在文中首次

就花樣年的流動性風險爆發原

因，以及當下應對策略，做出官

方回應。外界解讀，潘軍是藉此

安撫債權人。

潘軍在訪談中透露公司面臨

財務困境，導致此次爆雷的起因

是海外債，規模逾 40 億美元。

不過潘軍強調，在過去兩個月的

時間內，已經確認了 95% 的債

權人，並和海外債權人小組的顧

問積極溝通，推出了第一版境外

債務重組框架方案。

除了境外美元債以外，潘軍

還表示，花樣年還有境內信用債

60 億元（人民幣，下同）、銀

行金融機構貸款 200 多億元，

以及非金融機構融資等。四大債

務總計超過 520 億元。

對此，潘軍稱吸取了境外

債的教訓，「我們沒有躺平，

而是每一天都積極跟債權人及

監管機構交流」，經過持續溝

通，最終取得了展期、獲得了

大債權人的諒解。最早爆發的

非金融機構融資的債務問題，

已有解決方案。

潘軍在文中承認說：「我們

可能需要花一個非常長的時間來

化解我們這次危機，可能是 2~3
年，甚至更長時間。」

據《自由時報》報導，上個

月，花樣年受到附屬公司香港花

樣年投資控股集團被債權人申請

清算，據稱是未償還本金 1.49
億美元貸款融資，而花樣年投資

為擔保人，股票自 11 月 29 日

起暫時停牌至今。

公開信息顯示，今年 10 月

4 日一筆 2.05 億的美元債延期

兌付事件以來，花樣年在兩個月

的時間內已經歷了 3 次短暫暫

停交易，引發美元債市場地震。

近兩個月以來，花樣年持續

借由債券展期、出售資產、退出

多地專案，以及加速專案建設，

試圖快速使資金回籠，擺脫目前

所面臨的困境。

據媒體報導，1996 年，花

樣年由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

慶紅的侄女、曾慶紅胞弟曾慶淮

的女兒曾寶寶成立。公司主要在

深圳和成都等地開發房地產項

目。公司註冊地設於開曼群島，

總部則在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深

南大道喜年中心。香港聯絡處

在銅鑼灣告士打道鵬利中心。

2009 年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曾

寶寶是一直執行董事和大股東。

據悉，曾寶寶在 2011 年還

到台灣申請設立了台灣花樣年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在

台北市中山區開設台北有園飯店

（U Hotel Taipei），成為首家進

駐台北的純中資飯店。

卡城公寓受省外投資者關注

花樣年四大債務壓頂 路透：明年加國房市將失去部分動力

11月份卡城房價再漲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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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法案是《防止強迫維

吾爾人勞動法》(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 ion 
Act)，旨在確保新疆奴工商品不

得進入美國市場。 7 月國會參議

院兩黨議員一致通過了該法案。

第二項法案譴責中共繼續針

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宗教和少數民

族實施的種族滅絕和犯罪行為。

第三項是眾議院認為國際奧

運會沒有遵守對人權的承諾。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週二發

聲明稱，「通過這三項法案，眾

議院發出一個清晰和直接的信

息：中共針對維吾爾人的犯罪行

為構成種族滅絕罪，必須立即停

止。」

此前，國會已通過 2020 年

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支持西藏人

政策法和 2019 年香港人權與民

主法。佩洛西表示，眾議院將繼

續要求北京對踐踏和壓制人權行

民主峰會週四登場 美中頻交鋒
美國即將於12月9-10

日召開全球110國家的「民
主峰會」。中國沒有被邀請。

在全球民主峰會前夕，美中

頻頻交鋒。繼宣布外交抵制

北京冬奧後，美國國會眾議

院週三還會表決三項有關中

國人權的議案，對抗中俄的

國防授權法案也獲得參眾兩

院軍委會的背書。

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

為負責。「如果美國因商業利益

不為中國人權發聲，我們將失去

為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權發聲的道

德權威。」

眾議院在 110 多國民主峰

會前夕的動作，似乎在向中共釋

放信號，華盛頓將繼續就人權問

題施壓北京。

峰會前夕美中博弈

拜登 12 月 9 日在白宮舉行

在線全球民主峰會，邀請了 110
國家，其中包括臺灣和因力挺臺

灣遭北京打擊的立陶宛，但卻排

除中俄等威權國家。另外，流亡

的香港青年社運領袖羅冠聰成為

唯一受美國總統拜登邀請的香港

人，令中共氣得跳腳。

峰會將圍繞三大主題討論，

分別是加強民主和反對威權主

義、打擊腐敗和促進對人權的尊

重。美國的舉動無異於宣告了中

國是一個獨裁專制國家，這對於

一直標榜自己是民主國家的中國

來說，相當於被抽了一個耳光。

習近平自然不會坐而待斃，他要

進行困獸猶鬥。於是，一場高喊

自己是「世界上最民主國家」的

滑稽劇上演了。

12 月 4 日，中國國務院新

聞辦召開題為《中國的民主》的

發布會，一開場就強調中國民主

的本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

新聞辦也同步發布《中國的民主》

白皮書，在這份全長逾兩萬字

的白皮書中，習近平宣稱的「全

過程人民民主」，被稱之為足以

「豐富人類政治文明型態」，並

批駁西方國家以選舉民主作為世

界樣板的「荒謬現象」。

有學者指出，綜觀全文，除

了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之外，實

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被邀請參加全球110國家的「民主峰會」。（AFP via Getty Images）

江蘇省南通市多名身著統一黑色制服城管人員搶老人甘蔗(視頻截圖)

(Getty Images)

內蒙滿洲里確診破400例
【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綜合報

導】11 月 27 日，內蒙古滿洲

里市首次出現確診病例迄今已

有 10 天，目前確診病例已突

破 400 人，單日新增最高達 91
例，最新 38 小時內本土確診再

增 81 例。 10 天來全市天天進

行全員核酸檢測已超過 10 次。

截至 12 月 7 日，滿洲里疫情已

擴散到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和齊齊

哈爾市、內蒙古通遼市、北京市

及河北省石家莊市等 4 省多地。

央視網 7 日消息，12 月 7
日 0 時至 14 時，內蒙古滿洲里

市新增確診病例 26 例。 12 月 6
日 0 時至 14 時，新增密接者 44
人，累計排查密接者11392人。

截至目前，滿洲里市本輪疫情確

診病例達 435 例。

內蒙古衛健委消息，12 月

7 日 0-24 時，內蒙古自治區新

增本土確診病例 34 例，其中，

呼倫貝爾滿洲里市 32 例、新巴

爾虎右旗 2 例。

8 日下午，內蒙古滿洲里市

新冠疫情防控指揮部新聞發布

會上通報，12 月 8 日 0 時至 14
時，滿洲里市再新增確診病例

20 例。截至目前，滿洲里市本

輪疫情累計新冠確診病例達 461
例。自 11 月 28 日到 12 月 7 日

共完成 10 輪大規模核酸檢測，

累計檢出陽性樣本 477 例，已

確診 461 例，其他陽性有待臨

床覆核確診。

但當地疫情仍持續擴散，官

方被迫再擴大封鎖。

目前滿洲里市有 414 個小

區、176 個平房區全部管控，已

劃定封控小區 119 處，劃定封

控重點位置 17 處，劃定封控重

點場所 9 處。截至目前，封控

戶數合計 45595 戶，封控人數

合計 95362 人。

央視網 7 日消息，據滿洲

里市疫情防控指揮部通報，對於

逃避、欺瞞和拒不接受核酸檢測

的個人，造成疫情傳播擴散的，

將依法依規嚴肅追責問責。

浙江省寧波市 7 日召開疫情

防控新聞發布會通報，疫情發生

後，所涉街道、社區、學校、企

業及周邊區域立即封控，併進行

首輪全員核酸檢測。截至 12 月

7 日 10 時，全市已管控 20994
人，累計核酸檢測 275775 人，

其中鎮海區 267551 人。全市已

出報告數 154742 人，其中鎮海

區147829人，檢測出5例陽性。

除內蒙古滿洲里市外，河南

信陽疫情也持續升級。

央視網 8 日消息，2021 年

12 月 7 日 13 時，河南信陽市

疫情防控協查專班接到漯河市疫

情防控指揮部協查函：漯河市無

症狀感染者朱某某和胡某某，於

12 月 4 日乘坐 K1048 次列車，

同車廂有信陽市 4 名密接者。

2021 年 12 月 7 日 2 時起，

寧波市啟動 I 級應急響應，同時

對鎮海區臨時實施封閉管理。

中國新聞週刊 7 日消息，

目前，全國範圍內共有 8 個高

風險地區，涉及雲南省德宏傣族

景頗族自治州、內蒙古滿洲里市

多個網格及街道。中風險地區有

36 個，主要涉及黑龍江省哈爾

濱市、浙江省寧波市、廣東省廣

州市及上海市的部分區域。

【看中國記者理�綜合報

導】拜登提名的美國貨幣審

計長索爾．奧瑪洛娃（Saule 
Omarova），近日宣布已退出任

職考慮。奧瑪洛娃有爭議的學術

著作和提議，包括她倡導的「我

們所知道的」銀行業終結，面臨

美國銀行業和共和黨人的廣泛反

對，以及中間派民主黨的質疑。

這位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法學

教授在 12 月 7 日的一封信中告

訴拜登，她的提名「不再站得住

腳」。奧瑪洛娃在國會山的盟

友指責她的反對者揪住她的過往

不放，因為奧瑪洛娃出生在蘇

聯，並就讀於莫斯科國立大學。

在美國聯邦參議院銀行委員

會 11 月舉行的確認聽證會上，

奧瑪洛娃還因其最近的評論而面

臨了嚴厲的審查。她公開表示

「我們希望」石油和天然氣公司

破產以應對氣候變化。她在聽證

會上承認，她不應該那樣構建自

己的論點。在聽證會上的共和黨

人基本上堅持質疑她的政策立場

和學術著作，也有些人質疑她的

過去，包括她大學論文的細節。

拜登通過援引一些右翼人士

關於她的提名的言論來回應她的

退出，暗示奧瑪洛娃出局只是因

為被攻擊了，而不是她的觀點、

立場的原因。

美國民主黨在國會參議院擁

有微弱多數，如果要通過確認，

其甚至不能失去一票。在奧瑪洛

娃聽證會後的幾天裡，據報導，

蒙大拿州的中間派民主黨參議員

喬恩．泰斯特（Jon Tester）、
弗 吉 尼 亞 州 的 馬 克． 華 納

（Mark Warner）、亞利桑那州

的凱爾斯滕．斯內瑪（Kyrsten 
Sinema）、科羅拉多州的約翰．

希肯盧珀（John Hickenlooper
和亞利桑那州的馬克．凱利

（Mark Kelly）都表示反對她的

提名。

這不是第一個落選的拜登提

名的候選人。因為在推特上發表

了攻擊立法者的帖子，內拉．坦

登（Neera Tanden）的美國聯

邦政府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提

名被撤回。拜登還撤回了對大

衛．奇普曼（David Chipman）
的槍支管制職位，即領導酒精、

菸草、槍支和爆炸物管理局的 
提名。

【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綜合報

導】12 月 6 日，一則江蘇省南

通市多名身著統一黑色制服城管

人員光天化日之下搶老人甘蔗的

視頻在網上熱傳，這起「城管搶

老人甘蔗」事件還在持續發酵，

一度衝上熱搜。

網絡流傳的視頻中顯示，兩

名身著黑色帶「靜通市容」制服

的城管人員截住一位騎車賣甘蔗

的老人，不由分說奪取老人的甘

蔗，陸陸續續又上來幾個城管人

員圍住車子，畫面裡聽到老人絕

望的痛哭聲讓人揪心。老人痛哭

時，幾名城管人員面無愧疚之

意，照拿不誤，一輛寫有「靜通

市容」的白色客貨車裝著搶來的

甘蔗，從痛哭的老人身後啟動揚

長而去。

陸媒上游新聞消息，12 月

8 日，搶甘蔗視頻中戴灰色帽子

的老人倪先生說：「之前從沒見

過他們，來了啥也沒說，直接拿

走。太野蠻了，不原諒他們的行

為。」倪先生介紹，他今年 68
歲，是三星鎮本地人。甘蔗是家

裡的主要經濟來源，一年種植數

量在 3000 根左右，一根買 8 塊

錢上下。 12 月 6 日中午，他推

著裝有甘蔗的電動車經過三星鎮

美羅大道和現代大道附近時，被

「黑衣人」搶走了車上的近 50
根甘蔗。

「菜市場裡賣不掉，有時就

到街上去賣。 12 月 6 日，我帶

了 80 多根甘蔗出門。中午前賣

了 30 根左右。在被搶那段路，

我沒賣甘蔗，就是推車路過。從

來沒見過他們，他們過來時也沒

說這裡不能賣，話都沒說，拿上

就走了。太欺負人。」倪先生說。

倪先生的老伴也稱，當時倪

先生沒帶手機，不能聯繫家人，

自己去報了警。她晚上回家後才

聽老伴說起此事。「他說是黑衣

人搶走的，後來看了視頻很氣

憤。」

12 月 8 日中午，南通市海

門區發布處理意見，包括三星鎮

鎮長袁某某在內的 6 名責任人

受到處分。

有分析認為，這個事件可能

還沒完，據搜狐新聞報導，江蘇

南通市海門區「搶甘蔗」一事牽

扯到江蘇靜通市容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該公司曾與海門區海門街

道辦簽署委託協議，承包市容環

境管理等項目，委託承包管理費

用總金額為 2437 萬餘元。而該

項目曾被另一家競標公司舉報不

正當競爭。

老人甘蔗被搶事件一度衝

城管惡行再現 江蘇南通城管明搶老農甘蔗

拜登提名美國貨幣審計長
具蘇聯背景 已出局

上熱搜，網民紛紛表達心情，

「堅決打擊一切與人民為敵的匪

徒」、「每個人都會老 , 善待老

人就是善待你自己的未來 !」、

「應該按搶劫罪判刑‘」「有沒有

對老人的補償和道歉？」、「希

望拍視頻的人安好，現在有些公

司和黑社會沒區別」、「跟強盜

一樣，絕對不能原諒！感謝網路

輿論！」、「給這個農民朋友留

點生活的空間，人家靠勞動掙

錢。」、「老人應該以搶劫罪起

訴」、「肯定不是第一次啦，不

上新聞不道歉那種啦」、「踐踏

尊嚴，能原諒嗎？搶劫入刑，更

不能原諒。」、「人心要是冷了

很難悟熱的……懂嗎？」

其實，不只是在江蘇南通的

城管對待底層民眾有如此惡行，

中共製下城管的惡行在網絡上經

在無法想像中共的是非觀念可以

如此錯亂，價值判斷可以如此扭

曲。當全世界都認定的一個「不

民主」的國家居然向全世界宣稱

它是「當之無愧的民主國家」，

這是今年全球最大的笑話。

無獨有偶，美國參眾兩院

軍委會在峰會前夕（7 日）還

公布了針對中共的 2022 財政年

度國防授權法案。法案總額達

7,680 億美元，包括為威嚇中共

提出的太平洋嚇阻倡議（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的 71 億美

元。法案建議美國國防部邀請臺

灣參加 2022 年環太平洋軍演，

同時也呼籲美國國防部制定計畫

協助臺灣促進不對稱防衛能力。

另外，白宮選在民主峰會前

兩天出重拳宣布抵制北京冬奧，

是給與會的 110 個國家做出示

範，留出時間讓其做好準備。目

前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已表

態加入外交抵制行列。中共外交

部依照慣例對美國此舉予以警

告，稱將會讓其「付出代價」。

可以預見，抵制冬奧將成為

美中在本次民主峰會爭奪民主話

語權之後的第二大戰場，不排除

會有更多國家表態跟進美國。

民主峰會的另一個看點是美

國財政部為紀念峰會將宣布系列

制裁，制裁對象是涉及腐敗、嚴

重侵犯人權和破壞民主的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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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中共政治局12月6日召
開會議，給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預熱，為2022年經濟定
調，慣常的「房住不炒」表述

卻未出現，引發房地產業內

熱議，認為樓市向好。

據官媒新華社 12 月 6 日報

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中共

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 2022 年

經濟工作。

對於房地產方面，會議稱：

「要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支持

商品房市場更好滿足購房者的合

理住房需求，促進房地產業健康

發展和良性循環。」

官方表述未見到熟悉的「房

住不炒」，讓房地產市場略感興

奮，並將其視為政策有所放鬆的

信號。

「房住不炒」是指在 2016
年年底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首次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隨後與房地產

相關的政府部門陸續發布了與之

相配套的政策，涉及到房企融

資、購房者信貸等方面。

此後，官方在各類會議上

均不斷提及「房住不炒」。本

次中共政治局會議未提「房住不

炒」，但是有分析人士認為，也

不應對此過分解讀。

12 月 7 日， 據 路 透 社 報

導，西南證券地產首席分析師池

天惠認為，政治局會議釋放較為

明確的支持信號。「房住不炒」

並不是一貫的打壓，「良性循環」

的概念首次被提出，是對當前行

業「融資受阻——引發房企暴雷

風險——購房者擔憂影響銷售回

款——加劇行業流動性危機」惡

性循環的一種反饋，是較為明確

的利好信號。

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陸挺認為，會議沒有提及「房住

不炒」，這並不是政府房地產調

控立場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政

財經簡訊

府很難會轉變立場。

瑞銀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

認為，未來幾個月預計政策還會

進一步放鬆來緩和房地產下行壓

力、避免經濟硬著陸，但不會扭

轉房地產活動的下行趨勢。「房

住不炒」的政策基調不變，也不

會公告任何強刺激。

另外，中國央行 12 月 6 日

宣布，於 12 月 15 日下調金融

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降准）0.5
個百分點，釋放資金 1.2 萬億元

人民幣。

中國央行上一次實施降準是

在 7 月 15 日，下調金融機構存

款準備金率 0.5 個百分點（不含

官方未提房住不炒 樓市活了？ 
已執行 5% 存款準備金率的金融

機構）。釋放資金 1 萬億元，超

出市場預期。

所謂降准，是指降低存款準

備金率。簡單來說，存款準備金

是指銀行要將存款的一定比例交

給央行來保管，而存款準備金占

銀行存款總額的比例就是存款準

備金率。

通過降准，一是增加市場的

流動性，使商業銀行可以有更強

的信貸投放能力，降准以後銀行

的資金相對更寬裕；二是因為資

金的流動性相對寬鬆，或有助於

市場利率水平下降。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

監嚴躍進認為，降准大背景下，

銀行對於房貸投放力度可以增

強，因為資金配置能力提高，進

而有助於包括按揭貸款、開發貸

款等領域活躍。尤其是此前銀保

監會提及重點保障剛需和改善型

購房需求，據此可以認為，後續

房貸多投向此類領域，也是一個

趨勢。房貸將進一步放鬆，利好

房地產市場。

本次中共政治局會議還決

定，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

主線，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

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繼續做

好「六穩」、「六保」工作。

中國經濟連年下滑，在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根據最新的中國統計年鑑，同一

輩人居住或單身居住落戶的情

況，即「一代戶」的比例上升至

49.5%。人口危機已近，對官方

經濟政策制定產生重大影響，也

與養老危機共振。

12 月 8 日，中國官媒報導

稱，「三口之家」已非主流。中

國的家庭模式，從「四世同堂」

轉變到夫妻二人帶孩子的「三口

之家」，再進一步轉換到獨居

或夫妻二人為主的家庭模式，

即「一代戶」。根據最新的《中

國統計年鑑 2021》顯示，中國

2020 年「一代戶」的比例較 10
年前上升15.33%，達到49.5%。

而就在 2010 年，根據中國

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鑑的數據，二

代戶（「三口之家」）的比例還

高達 47.83%，2020 年二代戶

的比例已經縮水到 36.72%。一

增一減的背後，是中國人口結構

發生了重大轉變。

從省份的情況來看，儘管情

況各不一致，但一代戶的增長也

是非常迅速，且無一省份低於

40%。吉林、內蒙、天津等 13
個省區市的一代戶比例已經超過

50%，其中上海、黑龍江、北

京、浙江均超過 58%。相對來

說，海南、雲南、福建等地佔比

則僅略超過 40%。這說明，一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12 月 8 日，微博股票在香港證

券交易所上市首日開盤跌破發行

價。北京當局對科技及互聯網公

司的監管影響，仍有待觀察。

長期以來，中國科技及互聯

網公司一直被北京當局鼓勵在美

國籌募資金發展，但在中美關係

緊張、對抗日益加劇的背景下，

北京當局轉而要求這些公司優先

在中國的證券交易所（香港、

上海、深圳或最新的北京交易

所）融資。

類似於推特的微博自 2014
年已在美國上市。赴美上市是微

博這些年來起起伏伏中的高光

時刻，市值也一度超過推特。

2018 年市值一度達到巔峰的

300 億美元，如今市值 97.5 億

美元，相較高點跌去三分之二。

此前該公司表示，準備在香

港證券交易所發行股票 1100 萬

股，每股 388 港元，集資規模

高至 42.68 億港元。據悉，截至

2021 年 12 月 1 日申購截止，

微博在香港公開發售部分僅獲得

2.69 億港元的申購，約占其可

申購金額的 0.63 倍，並未獲得

足額申購。

12 月 8 日，微博在香港證

券交易所首次亮相，開盤後不

久，股票跌破發行價。最終收盤

跌幅 7.185%，股價 253.20 港

元。

下跌原因或與北京當局加強

管控該行業、投資者對科技股持

謹慎態度有關。過去兩年，隨著

美國加強對中概股的審查，阿里

巴巴集團等幾家在美國上市的中

國科技公司在香港公開募股。

此次在香港二次上市，微博

單一的盈利模式或成為影響其上

市後表現的不確定因素。

微博公布的第三季度財報顯

示，從主營業務構成來看，廣告

收入占據了微博整體營收的絕大

部分，而近年來廣告業務的萎縮

成為了微博最為頭疼的因素，

2018 年至 2020 年連續兩年呈

現下滑趨勢。

微博在香港首次亮相的表現

不溫不火，顯示資本市場仍擔心

北京當局「監管」科技行業的計

畫尚未結束。 

代戶比例提升，並非在某些地區

單獨發生，而是在全國範圍發生

的現象。

武漢科技大學教授董登新表

示，出現這個局面主要的原因，

包括總和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

化、人口流動等因素。

11 月 20 日，官媒《中國基

金報》報導稱，中國人口出生率

創新低，出生率跌破 1%。中國

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

整分析，疫情讓民眾經濟壓力增

加，加上對未來前景茫然恐懼，

也衝擊了生育意願。

《中國統計年鑑 2021》顯

示，2020 年中國人口出生率為

8.52%，首次跌破 10%，創下

了歷史新低。同期中國人口自然

增長率（出生率 - 死亡率）僅

為1.45%，同樣創下歷史新低。

根 據 年 鑑，2020 年 相 比

2019 年，中國人口淨增 204 萬

人，而前一年增量還高達 467
萬，2018 年增加了 530 萬人。

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北京

中共政治局慣用的「房住不炒」表述未出現，引發房地產業內熱議。

（Getty Images）

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對官媒

《中國新聞週刊》表示，《中國統

計年鑑 2021》披露的數據應該是

1949 年以來，自然增長率是最低

的。人口負增長的腳步提前了，

如果今年不增長，明年沒有回升

的話，可能就這兩年的事了。中

國民眾紛紛表示，政府鼓勵生育

是一廂情願，出生率應該更低，

數據一定有水分。此前在 5 月 11
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七

次中國人口普查報告前後矛盾、

漏洞百出，出生人口及死亡人口

等數據亦存在巨大爭議。

人口數據是經濟政策制訂的

最根本依據，數據失真令中南海

決策層無據可循。研究人口發展

的美國馬里蘭大學社會學系陳緋

念（Feinian Chen）此前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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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仍無濟

於事。

從諸多信息來看，人口危機

和養老危機令中南海經濟決策層

方寸大亂。對於當局來說，各類

危機正在中國社會逐漸顯現，但

是，有兩個危機卻可動搖中國國

力：人口危機與老齡化 / 養老危

機。將成為今後較長一段時期中

國的基本經濟狀態。

微博回港上市 首日股票跌破發行價

中國「一代戶」比例飆升近50% 

（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立陶宛因挺臺灣遭北京政府打

壓，尋求歐盟團結應對經濟脅

迫。歐盟推動一項法規，旨在對

其成員國受他國脅迫的情況予以

包括關稅在內的貿易手段回擊。

據《歐盟觀察家》報導，

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吉斯

（Gabrielius Landsbergis）12
月 6 日致信歐盟委員會和外交

部門，抱怨北京政府以不宣而戰

的方式阻止立陶宛製藥、電子和

食品公司的產品進入中國市場。

蘭斯伯吉斯在信中透露，在

立陶宛今年 5 月退出中國與中

東歐「17+1」合作機制後，北

京對立陶宛的經濟脅迫就已開

始。據悉，歐盟委員會在接到蘭

斯伯吉斯信件的當天就對立陶宛

做出回應，並且迅速推動一項法

規，旨在對其成員國受他國經濟

脅迫的情況予以回擊，以便迅速

做出反應。

12 月 7 日，據《金融時報》

報導，這項反脅迫法規將賦予歐

盟委員會廣泛的權力，使其可在

關稅、配額、知識產權保護等層

面採取相應措施，甚至可將有關

國家排除在歐盟金融市場之外。

這份在 12 月 8 日由歐盟委

員會批准的草案稱，這個法規將

可阻止各國針對歐盟成員國的經

濟脅迫行為。

據《政客》雜誌介紹，歐盟

委員會提出反脅迫貿易武器，這

一新工具將允許歐盟委員會對歐

盟以外的國家實施貿易制裁，它

可用於北京和立陶宛的爭端。

根據新法規，歐盟委員會將

可針對類似北京的報復行為作出

迅速反應。如談判未解決問題，

即可採取 12 種可能的反制措

施，包括徵收關稅、禁止進口、

暫停科學合作，以及對相關國家

的銀行、保險進入歐盟資本市場

等活動加以限制。

歐盟祭新貿易武器反脅迫

滴滴出行從美國退市 
對投資人有何影響？

【看中國訊】12 月 3 日，滴

滴出行宣布將從紐約股票交易所

退市，並轉向香港上市。由於香

港在北京當局的掌控之下，此舉

將緩解北京對數據安全的擔憂。

滴滴出行還未公布在香港上

市的時間表，不過香港股票交易

所對滴滴出行放寬了上市條件，

從而將加速滴滴出行重新上市。

估計投資人持有的在美國上市的

股票將轉換成香港上市的股票。

對於指數基金來說，由於基

金的投資比例需要模仿指數的組

成，因此可能不允許持有滴滴出

行香港股票。而其它基金來說，

把滴滴出行美國股票轉換成香港

股票就不是問題。

中國多地傳公務員減薪 
分析稱經濟復甦趨緩

【看中國訊】據香港 01 報

導，中國多個省市近期陸續傳出

公務人員減薪的消息，減薪幅度

約 2 到 3 成。評論認為，公務

員減薪反映經濟復甦力道趨緩，

稅收下降。

此外，廣東省部分地區已經

開始緩發補貼，只保障發放基本

工資，公務員補貼緩發 2 個月、

教師緩發 1 個月。深圳過去推

出落戶大學生有 1.5 萬元補貼、

碩士生有 2.5 萬元補貼，如今均

已取消。評論分析，公務員的薪

水來源主要是稅收，在經濟良好

時，稅收也高，但經濟數據逐漸

趨緩時，稅收自然萎縮，「公務

員吃財政飯的降薪順理成章」。

摩根士丹利：全球與中

國脫鉤可能持續下去

【看中國訊】隨著中國經濟

成長的趨勢即將結束，摩根士

丹利首席全球策略師 Ruchir 
Sharma 指出，中國經濟出人意

料地快速走緩是一個重要的警

訊，中國經濟發展牽動全球經濟

可能不像以前那麼重要。

過去大多數經濟體都與中國

經濟同步成長，但近年來，這些

聯繫減弱了，而且在疫情大流

行期間崩潰。Ruchir Sharma 分

析，全球與中國的脫鉤可能會持

續下去。數字化革命、應對氣候

變化的策略和商業新冷戰很可能

持續更久，並可能預示著新興世

界新崛起的時代。

2018 年 7 月 30 日，中共政治

局會議首次提出「六穩」：穩就

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

穩投資和穩預期。

2020 年 4 月 17 日的中共

政治局會議又提出「六保」：保

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

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

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唐新

元指出，關於中國經濟最重要的

會議，就是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今年 12 月中的

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尤其關

鍵，因為面對外界不斷增加的壓

力，以及中國經濟已經出現衰退

的跡象，中南海如何為明年的中

國經濟政策定調，就成為各界關

注的焦點。此次中共政治局會議

給中央經濟會議預熱，也是為

2022 年的中國經濟定調。

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即將

召開，中國總理李克強近期卻多

次稱，經濟出現新的下行壓力。

據悉，中南海顧問已經建議當局

修改 2022 年 GDP 增長目標等

政策。

通常情況下，中南海決策層

會在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

一個經濟增長目標，然後在次年

3 月舉行「兩會」的人大會議時

公開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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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反壟斷 高層出反調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近期北京陸續祭出反壟斷及監

管措施。原中央黨校副校長王

東京發文警告「防止反壟斷擴大

化」。有分析指出，此番言論

是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唱反調、

與習近平打對檯戲。

12 月 1 日，原中共中央黨

校副校長王東京在黨校機關報

《學習時報》發表《反壟斷就是反

「大」嗎？》一文。文章表示，

「政府應該反對的『壟斷』並不

是『大』，而是不正當競爭」，

「不能簡單根據企業規模或市場

佔有率定義壟斷」。

近日中共總理李克強指出，

要為市場主體生存創造良好環

境，而出臺經濟政策要從實際出

發，避免採取「運動式」、「冒

進式」與「一刀切」措施，輿論

解讀為跟習近平抬槓。

公開資料顯示，62 歲的王

東京，1991 年 7 月就在中央黨

校工作，曾任經濟學教研部主

任、教務部主任、副校長等職。

2020 年 3 月後任全國人大財政

經濟委員會委員。

自從去年北京開始「反壟斷

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以來，社

會上就感受到中國監管政策的愈

加收緊，不少大型網路龍頭企業

如阿里巴巴、美團、滴滴、騰訊

等收到監管層的罰單。

今年 4 月，阿里巴巴被指

違反中國《反壟斷法》被罰 182
億元人民幣，這是中國反壟斷

法實施以來開出的最大罰單。 9
月，中共中紀委再發文稱資本擴

張應設置紅綠燈，反對壟斷才能

達成共同富裕目標。 10 月，中

國外賣龍頭企業美團也因違反

《反壟斷法》，被罰款34.4億元。

11 月 18 日，國家反壟斷局

在北京正式掛牌，國務委員、國

務院反壟斷委員會主任王勇出席

掛牌儀式。這個原來設在國家市

場監督管理總局下邊的機構提升

到副部級。

兩天後，即 11 月 20 日，

中共當局又以違反《反壟斷法》

為由，對多家中國科技巨頭再

次施以重罰。被立案調查的案

件共有 43 起，事件最早追溯到

2012 年。其中騰訊與阿里的罰

款都超過了 500 萬元人民幣。

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

席教授謝田接受《美國之音》採

訪時說，中共當局以反壟斷的藉

口，有針對性地打擊一些民營企

業，民營企業家，其根本目的，

一方面是割韭菜，另一方面是要

想方設法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監管

和掌控，讓民營企業牢牢地置於

中共的監管和領導之下。儘管民

企發展受到打壓勢必會影響中國

經濟發展，但中共在乎的不是經

濟發展，而是牢牢控制其政權。

美國華裔經濟學者李恆青表

示，在整個中國的國計民生當

中，真正有壟斷能力的是共產黨

的權貴和國有企業，比如石油、

石油化工行業、化纖行業等，這

些行業有高額利潤，中共高層家

族瓜分了這些行業，才有了壟

斷。「這些巨額利潤通過政策、

權力實現，壟斷這些產業才是真

正的壟斷。」李恆青認為，中共

真正針對的目標絕對不是國企和

權貴們。中共反壟斷局的目標

「是那些大中型的民營企業，一

個一個地把它們消滅掉」。

省官被捕因大肆「挖礦」
【看中國訊】12 月 7 日，江

西省政協前黨組成員、副主席肖

毅被通報逮捕。肖毅是首個在雙

開通報中被指濫權支持虛擬貨幣

「挖礦」活動的官員。

中共最高檢 12 月 7 日通

報，肖毅涉嫌受賄、濫用職權一

案，移送檢方審查起訴。日前，

最高檢以涉嫌受賄罪、濫用職

權罪對肖毅作出逮捕決定。現

年 59 歲的肖毅，江西贛州人，

曾任江西瑞金市長、瑞金市委

書記、贛州市副市長，2006 年

至 2015 年間任江西省駐京辦

主任，之後任撫州市委書記；

2018 年任江西省政協副主席，

同時繼續主政撫州，一直今年 3
月才卸任撫州書記。

2021 年 5 月，肖毅在江西

省政協副主席任上被調查；11
月 13 日被雙開。雙開通報稱肖

毅濫用職權引進和支持企業從事

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要求的虛擬

貨幣「挖礦」活動，違規舉債上

項目、搞建設；搞權色、錢色交

易等。

肖毅是第一個被中共在通報

中指控支持虛擬貨幣「挖礦」的

官員。而其推動下，2017 年撫

州引進外資建立高新數據中心。

澎湃新聞曾報導指，涉事的

撫州數據中心為肖毅牽頭建設，

兩期建設總投資不低於 16.9 億

美元，共安裝 54.5 萬臺伺服器

並投入營運。

肖毅被指受到時任江西省委

書記、前中共政法委書記孟建柱

多次提拔，一度出任江西省駐北

京辦事處主任近 10 年。

孟建柱主政江西期間，

2003 年、2004 年，肖毅先後被

提拔為贛州市副市長、市委常

委，兼任瑞金市委書記。 2006
年 11 月，肖毅出任江西省政府

駐北京辦事處副主任、黨組副書

記；孟建柱進京出任公安部長前

夕，2007 年 7 月，肖毅升任江

西省政府駐北京辦事處主任、黨

組書記，直至 2015 年 4 月。

肖毅是中共十九大後江西省

被查的第三「虎」，在他之前，

江西前副省長李貽煌，江西省人

大常委會前副主任史文清先後被

查。

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董事陳耀明
（網絡圖）

廣州書記、市長同日被撤 
習近平震怒另有隱情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廣州黨政一把手同日更換，

引發外界不小的關注。親共港媒

放風稱，這次免職是由於當地老

榕樹被伐惹民憤，以致引發中央

高層不滿。不過，有分析認為，

這種說法是欲蓋彌彰，真正令習

近平震怒的原因是恆大事件。

據官媒 12 月 3 日消息，近

日，中共中央批准林克慶任廣州

市委書記；免去張碩輔的廣州市

委書記職務，另有任用。任命郭

永航為廣州市政府副市長、代理

市長；免去溫國輝的廣州市政府

市長職務。

港媒《星島日報》12 月 4
日報導說，廣州書記、市長罕見

同日換人，這與去年底以來，廣

州市內老榕樹被大批砍伐、遷移

引起民眾不滿有關。今年 5 月，

砍樹行動延伸到海珠區濱江西路

附近，這裡是飽覽珠江夜景的著

名景點，因此引起更大爭議。

報導還說，事件被舉報到中

央，因為涉及到生態保護，引起

最高層關注，下令徹查並勒令官

員承擔責任。

知名自媒體「財經冷眼」日

前在自媒體節目中說，「中共的

官員什麼時候這麼容易被老百姓

告個狀就給扳倒了？」

「財經冷眼」表示，（溫國

輝和張碩輔）這個級別的官員，

一般的貪腐都動不了，除非是政

治站隊出現了大問題。而且是兩

人在同一天同時被撤掉，更是不

可能。

「財經冷眼」分析，這次換

人事件應和最近恆大事件有關，

導致中共高層不滿。恆大的債務

危機，以及廣州官方在其中扮演

的角色，可能讓習近平震怒，所

以才迅速採取換人措施。

他說，「許家印把爛攤子鋪

得太大，如沒有政治實力庇護，

他也做不到。廣州市、廣東省和

中央的官員應該是都分了不少

錢，他們都脫不了干係。」

「財經冷眼」認為，許家印

利用恆大來要脅中共，和 2020
年發求救信的套路一樣。如今

中共正想引入外資，好割「洋韭

菜」，恆大違約會影響中國的信

譽系統，後果嚴重。全世界要制

裁起來，不是許家印能承擔的。

去年是中共救了恆大，如今恆大

三番五次要脅中共，中共高層估

計也火了，撤換廣州市的高官。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12 月 8 日，中國印鈔造幣

總公司黨委董事陳耀明因涉嫌

「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由於

官方通報稱他「主動投案」，立

即引發民間關注。

現年 57 歲的陳耀明，出

生於湖南衡陽，1984 年 8 月至

2001 年 8 月，歷任中國印鈔造

幣總公司綜合計劃處幹部、副主

任科員、主任科員，防偽印刷公

司籌備組成員，以及海南華森

實業公司（印製公司下屬企業）

副總經理、總經理，上海印鈔廠

副廠長等職。在 2001 年 8 月至

2021 年 1 月，擔任中國印鈔造

幣總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 
2021 年 1 月起任中國印鈔造幣

總公司黨委委員、董事。

據《南方都市報》報導，

2003 年 10 月，賀林任中國印

鈔造幣總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

理，成為陳耀明的頂頭上司，二

人並非第一次共事。陳、賀二人

在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搭班子共

事 10 年，2013 年 12 月賀林調

回中國人民銀行出任集中採購中

心主任，2018 年免職退休。

今年 7 月 2 日，中央紀委

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消息，賀林涉

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在接受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國人民銀

行紀檢監察組紀律審查和北京市

東城區監委監察調查。

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是中共

央行直屬的國家法定貨幣印製企

業。主要從事人民幣印製與鑄

造、鈔票紙、銀行信用卡的研製

生產、印鈔造幣專用機械和銀行

機具製造等業務，還負責印製增

值稅專用發票、有價證券等。

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下轄

23 家大中型企業，包括 7 家印

鈔公司、3 家造幣公司、2 家鈔

票紙生產企業，3 家特種防偽、

特種油墨、雕刻製版等專業公司

和 7 家市場型企業。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 1

月 15 日，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

另一家下屬企業負責人也被調

查。據中國人民銀行官網披露，

中鈔國鼎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龔

士良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

也正在接受審查調查。

公開資料顯示，中鈔國鼎是

一家集貴金屬產品和人民幣衍生

品研發製造與銷售、鈔幣鑑定評

級、鈔幣及進出口貿易為一體的

國有企業，直屬於中國印鈔造幣

總公司。而龔士良出身自上海印

鈔廠，曾任上海造幣廠副廠長

9 年；2014 年 3 月調任中鈔國

鼎，歷任總經理、董事長，此時

擔任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副總經

理的正是陳耀明。

在龔士良被查後，2020 年

4 月他的同僚、中鈔金服科技有

限公司總經理杜威也被查。中鈔

金服科技有限公司位於成都，是

由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成都印鈔

有限公司、瀋陽中鈔信達金融設

備有限公司、成都銀協金融服務

有限公司、北京人銀科工貿有

限責任公司四家銀行系統內企

業共同出資成立的金融外包服

務企業。

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董事 
 上任不到一年「主動投案」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12 月 1 日，習近平的親信、中

組部部長陳希突提接班人敏感問

題，他指出「培養接班人並非越

年輕越好，政治標準第一」。

海外社交媒體最新消息，傳陳希

已和一人詳談，而此人正是習近

平「中意」的直接接班人——現

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賀軍科。

賀軍科，1969 年 2月出生，

軍工背景出身，現任全國少工委

主任。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 6月

29日，賀軍科出任共青團中央書

記處第一書記，成為 1990 年代

以來第一位未赴地方省份擔任黨

政職務的第一書記，獲習近平力

挺。賀軍科獲任命兩天後，據新

華社消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在中南海同團中央新一屆領導

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會議上習近

平給共青團定位，稱其為「黨的

助手和後備軍」「黨聯繫青年群

眾的橋樑和紐帶」，應「主動配

合黨和國家重大工作部署」。

此前，共青團不僅被習近

平批評為「高位截癱」、空喊口

號」、「形同虛設」，還被中紀

委巡視組匯報「機關化、行政

化、貴族化、娛樂化」，就連補

位用人也已偏離作為儲備基地的

共青團系統。

海外大外宣多維網 2018 年

在《中共重啟官員年輕化》也提

到，中共政治局舉行會議，決定

「大力發現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

部」，其中提到破除「唯年齡偏

向」。此舉，也被港媒認為這是

習近平在為尋找接班人做準備。

近日海外社交媒體推特爆

料，2017 年 7月成為團中央第一

書記的賀軍科，被習近平看重成

為「儲君」，是因為賀是習的老

鄉，且修習近平父親陵墓有功。

事實上，賀軍科的家族與習

近平有很深的淵源。當年 15 歲

的習近平下鄉來到梁家河成為一

名知青，賀軍科的爺爺曾為年少

的習近平指明了方向，安慰了習

近平當年那顆忐忑不安的心。習

上臺後，不忘舊情，致力於幫助

賀家後人發展壯大。

據爆料，賀軍科的堂兄賀玉

強現在已是陝西頗有些資產的企

業家，經營一家「聖情難忘」公

司及酒廠。此處的「聖」字應該

指的是習近平，凸顯賀家與習的

關係。

不過，爆料說，賀軍科只是

習近平一個傀儡式接班人，只是

在二十一大上名義接班，而與此

同時，習近平將繼續留任軍委主

席，實際操控中國。

12 月 4 日， 據《法 廣》報

導，中組部部長陳希在黨媒《人

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闡釋十九屆

六中全會精神的文章，題目很有

意思，叫做《必須抓好後繼有人

這個根本大計》。

文章說：能不能培養出優秀

人才，決定中共和中國的興衰存

亡。文章還說：培養接班人並非

越年輕越好，政治標準第一。 
有分析稱，陳希的表述，顯示在

中共黨內接班人問題的爭議始終

未平，習近平廢除接班人制度讓

全黨憂心。

在中共內部，接班人問題自

習近平以來是一個禁忌，別人是

不太敢提的，提出來就會被視

為反對「兩個維護」，「對黨不

忠」，也就是說對習近平不忠。

現在，陳希突然在二十大之前半

遮半掩地提到接班人問題，頗為

蹊蹺，但仔細看，其實要害出在

時間點上。

法廣的文章說，陳希談到接

班人重要的要看政治標準，而不

是是否年輕，所謂政治標準，講

政治，在習氏術語中，就是「兩

個維護」，特別強調這一點很詭

異，就是說只要忠於黨的領袖習

近平，年輕年老都在其次。第二

點，接班人總要有一個大體的時

間階段，陳希講的很籠統，大約

至少到 2035 年，甚或「兩個百

年目標」全達到的年份，如果習

的健康和壽命都允許的話？

時事評論員章天亮在自媒體

節目中分析，陳希的意思實際上

就是對黨內那些有希望接班的人

進行安撫：養好身體，耐心等

待，不要著急接班，習近平再干

十年，如果你們足夠忠誠，等到

你們 70 多歲的時候，你仍然可

以接班。所以汪洋啊、胡春華啊

之類的，你就好好等一等。反正

就是既讓大家效忠，又讓大家不

能急。

習近平「中意」的直接接班人是他？

中共團中央第一書記賀軍科。（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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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報導引述五角大樓

國防人力數據中心的統計顯示，

目前在台美軍現役軍人包括 29
名陸戰隊員、2 名陸軍人員、3
名海軍人員和 5 名空軍人員。

從去年 12 月 31 日至今年 9 月

30 日，美軍人數從 20 人增加到

39 人，與蔡英文總統 10 月份罕

見地公開承認美軍在台灣少量存

在是一致的。

報導稱，尚不清楚上述數字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早前中華民國總統蔡英

文證實有美軍駐守台灣。根

據美媒最新消息稱，過去一

年中，美國在台灣的非官方軍

事存在增加了一倍。有台灣學

者表示，這是再次向中國發出

警告，台灣的未來會是美國的

優先要務。

美軍在台人數今年增倍

是否包括在台灣訓練當地軍人的

一個美軍特戰分隊和陸戰隊人

員，也不清楚他們是否是參與策

劃和國務院運作的軍官。美國國

防部沒有回應置評，但美國陸軍

去年年底罕見公布了美國綠色貝

雷帽（Green Berets）特種部隊

與台灣軍人訓練的照片。

台灣歷史和國防作家、國

立台灣大學訪問學者夏普（Bill 
Sharp）表示，美國增加駐台美

軍人數可能是向台灣軍方教授，

如何使用他們最新採購的武器，

或是訓練國軍利用小型橡皮艇戰

術保衛東沙島、台灣外島等海

域。

夏普認為，「美國是用『切

香腸』的方法表達對台灣的支

持，除了近期不斷有國會議員和

其他重要人物訪問台灣。過去一

年半中，美國也陸續向台灣出售

了各類武器項目。

日前蔡英文總統對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CNN）證實，「美

軍確實正在台灣協助訓練」，

「但人數不如想像中多」。

根據《外交政策》對美國知

情人士的訪問、以及對五角大

樓人力資源數據中心（Defense 
Manpower Data Center） 資

料的調查，發現美軍除了以觀

察團名義來台，至少從小布希

（George W.Bush）在任最後一

年的 2008 年開始，就有一小組

美軍駐紮台灣。且從今年開始，

更有小規模的陸戰隊在台協助訓

練國軍，這個結論與《華爾街日

【看中國訊】香港立法

會選舉將在12月19日進行，
林鄭月娥為首的港府多次

強調按照法律規定投票，並

將動用1萬名港警執法。面
對美國《華爾街日報》呼籲

杯葛立法會選舉的社評，有

港府高官發信威脅這家美

國媒體。

據《立場新聞》報導，香港

立法會選舉日益臨近，林鄭月

娥為首的港府多次強調若是港

人不投票或投白票，可能違反

新選舉條例《選舉 ( 舞弊及非法

行為 ) 條例》。

林鄭月娥更是表示，由於

這次立法會選舉登記選民人數

達 450 萬，是歷年最多的一

次，也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後最大規模的一次選舉。為了

這次立法會選舉確保「公平公

正」，港府動員參與的工作人

員高達 3.8 萬人，其中港警就有

1 萬人，香港廉政公署更是傾巢

而出，出動 900 人；民安隊約

1200 人。

11 月 29 日， 美 國《華 爾

街日報》發表一篇社評「Hong 
Kong Says Vote—or Else」，

不但談及 12 月即將舉行的香港

立法會選舉，而且還呼籲港人

杯葛這次選舉，或投白票，這

也是港人僅有的表達自己政見

的方式。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Hong Kong Says Vote—or 
Else」社評稱，2019 年香港區

議會選舉中，泛民派獲得港人

空前的支持，並得到了破紀錄

的選票，這令中共陷入十分難

堪的局面。

為了避免這種尷尬的場面

再次出現，在中共授意下，香

港政府不僅推遲了 2020 年香

港立法會選舉，還強制推行新

選舉規則，即所有立法會候選

人都需要經過中共中央審查和

批准。

目前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

報》早期的報導一致。

《外交政策》表示，美國在

台灣的軍事存在並非始於川普或

拜登政府，而是十幾年來美國想

要協助台灣抵抗中國入侵的長期

承諾。

兩名知情人士對《外交政

策》表示，在前總統川普時

代，以及他的兩任國安顧問波

頓（John Bolton）與歐布萊恩

（Robert O』Brien）的堅持下，

美軍除了在台灣部署更多軍力，

任務內容也包括協助國軍演訓

「擊退共軍登陸」等各種預演。

《外交政策》認為，美方深

化與國軍的訓練合作算是「豪

豬戰略」（porcupine strategy）
的一環。「豪豬戰略」指的是透

過在台灣沿岸部署更多防禦性

的巡弋飛彈，協助台灣海軍陸

戰隊為共軍的兩棲入侵做好準

備，甚至決心在每個街區與共

軍一戰。

圖為美軍陸戰隊。（美軍官方網站）

港將舉行選舉 曝高官威脅美國媒體

法會議員許智峰、前區議員丘

文俊都鼓勵港人杯葛香港立法

會選舉，或投白票，因此遭到

香港廉政公署的通緝。而如

今，香港民意調查結果顯示，

只有 52% 的港人在接受採訪時

表示要去投票。

最 後「Hong Kong Says 
Vote—or Else」社評稱，中共

非常害怕再次出現 2019 年香港

【看中國訊】過去1年台
灣對美國出口金額高達720
億美元，創下記錄。外媒報導

認為，是因為美中貿易戰，中

國對美國出口的許多產品都

被課徵高關稅，台商從中國

回流，加上疫情之下，美國對

台灣「晶片」需求增加，都是

深化台美關係的關鍵。

路透社報導，美國商務部長

雷 蒙 多（Gina Raimondo） 辦

公室表示，雷蒙多 6 日和台灣

經濟部長王美花視訊會談時，

「強調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以

及美台商業與投資關係的重要

性」。王美花也表達美國持續

有興趣與台灣就共同商業關注議

題合作，尤其是在半導體供應

鏈領域。美國商務部還表示，

美台將透過新科技貿易暨投資

合作架構（Technology Trade 
and Investment Collaboration 
Framework,TTIC）合作，發展

商業計畫並加強供應鏈方式。

《自由時報》報導稱，針對

本次「台美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

架構」，台灣經濟部表示，這是

台美高階官員經貿對話，對台美

經貿發展具有指標意義。

王美花表示，台美之間是長

期可信賴的供應鏈合作夥伴，雙

方在半導體、5G、電動車及其

零組件等領域，均深具合作潛

力，未來台美 TTIC 可望結合雙

方廠商互補優勢，擴大雙向投

資、深化雙邊經貿連結。台灣也

希望在各項合作基礎上，進一步

與美方攜手拓展第三國基礎建

設，同時協助台灣業者參與美國

重建美好 (BBB) 計畫。

經濟部表示，台美雙邊經貿

關係深厚，去年美國是台灣的第

二大貿易夥伴，雖然全球面臨疫

情籠罩，但台美貿易仍逆勢成

長，統計今年前 10 月，雙邊貿

易額已超過 855.9 億美元，年增

幅高達 26.19%，

《華爾街日報》5 日報導稱，

台灣是美國第八大貿易夥伴，美

國則是台灣第三大外資來源國。

截至今年 9 月底，台灣 12 個月

內向美國出口破記錄 720 億美

元（約新台幣 1.9 兆元）貨品，

與 2017 年相比，即川普政府對

大量中國貨品加徵 25% 關稅的

區議會選舉的尷尬場面。

對此，香港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長曾國衛致函給《華爾街日

報》，稱該報社評言論或已觸犯

香港法律。

12 月 5 日，《華 爾 街 日

報》發 表「Hong Kong Issues 
aThreat to the WSJ」 文 章，

刊登了曾國衛的信函。曾國衛

在信函中稱，無論在香港還是

恒大高層送禮香港高官
港府稱將跟進

【看中國訊】中國恒大

集團身陷兩萬億元債務危

機，在香港也接連捲入醜

聞。繼恒大高層與港府高官

3月涉捲入「性侵晚宴」，恒
大香港總經理黃賢貴再被

揭涉向香港出入境部門高

官送禮，其中包括未來入境

處處長大熱人選郭俊峯。有

評論質疑恒大與入境部門

存在業務往來，送禮疑已觸

犯《防止賄賂條例》。

《立場新聞》12 月 7 日報

導，今年中秋節四天前的 9 月

17 日，記者在灣仔恒大總部

直擊整個向高官送禮的過程。

一名恒大男司機早上 9 時許駕

駛黑色七人車，先抵達大坑畢

拉山道 111 號政府宿舍，將禮

物籃送到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

居住的單位，屋內有人接收，

並與恒大司機打招呼。司機之

後返回恒大總部，之後與另一

職員攜同果籃，駕駛同一輛七

人車往火炭半山的私人屋苑華

翠園，將禮物籃送到入境處首

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居住的單

位。該名負責送禮的男司機，

平時負責接載恒大高層。《立

場新聞》11 月拍到他駕駛一

輛白色七人車接載恒大執行董

事、香港公司總經理黃賢貴。

《立場》記者在 12 月 5 日登

門向向郭及汪查詢。二人當時

未有直接回應記者提問。兩天

後的 12 月 7 日，二人透過入境

處提供書面回覆，承認收取恒

大總經理黃賢貴的禮籃，稱該

禮物屬港島香格里拉酒店的「璧

月禮品籃」，「2021 年的價值不

會超過 3,000 元」。

郭俊峯再引述《接受利益

（行政長官許可）公告》第 5 條

規定，稱人員可接受「私交友

好」在傳統上有送贈禮物習慣

的節日所給予的一份或多份禮

物，其總值不得超過 3,000元。

基於以上原因，他沒有向入境

處處長申報該食物籃。

不過，根據港島香格里拉

酒店的禮品目錄，該款「璧月禮

物籃」標價為 3,388 元。

入境處 11 月 7 日再回覆

《立場新聞》稱，記者向郭、汪

查詢後，兩人已即時向入境處

處長匯報，並以書面回覆查詢；

又稱回嚴肅跟進事件。

香港廉政公署前總調查主

任查錫我接收《立場》訪問指，

官員能夠收取價值不超過 3,000
元的禮物，前提是送禮者一定

不可以與入境處有公事來往，

而且不限於個人層面。如果如

兩名官員任職的部門與送禮方

有公務，即使雙方是好友，他

們在未獲批准下收禮物都可能

觸犯《防止賄賂條例》，「不要

說 3,000 元，就算 3 元都不可

以收」。

台灣成美國第八大貿易夥伴 
出口創記錄

前一年，增加了約 70%。

根據美國人口調查與統計局

（U.S.Census Bureau） 數 據，

近一年來，美國對台灣出口總額

達 350 億美元，較美中貿易戰

前已提升約 35%，主要由台灣

增購美國原油、機械和汽車帶動

成長。

台灣則是美國半導體的重要

供應來源，對美國激增的晶片出

口也反映產業目前的需求旺盛。

報導指出，台美經貿關係加溫，

最大因素是美國總統拜登延續川

普政府的政策，持續對大量中國

貨品加徵懲罰性關稅。

於此同時，為避免對美國客

戶漲價，許多總部設在台灣的企

業將部分產線從中國拉回，台灣

政府也對回流廠商給予土地、融

資等方面的補助，助長檯商回流

趨勢。

報導指出，面對中國持續打

壓，台美卻能在今年 6 月底恢

復中斷 4 年多的《台美貿易暨投

資架構協定》（TIFA），同時台

灣也積極嘗試與美國洽簽《台美

雙邊貿易協定》（BTA）。

華府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

研究員何瑞恩（Ryan Hass）表

示，台灣擁有的晶片生產地位將

讓台美關係更緊密，「台灣本身

就很重要，拜登政府需要以實質

方式深化雙邊關係。」

海外，港府禁止煽動港人不投

票，或者進行無效投票舉動。

《華爾街日報》社評或已觸犯香

港法律《選舉（貪污及非法行

為）條例》第 27A 條，港府保

留追究權利。

曾國衛認為，《華爾街日報》

社評所描述「香港人公開抗議後

將面重罰」的說法是錯誤的，也

是恐嚇行為，而且港府對此採

取執法行動是合法的。他也完

全否認香港立法會選舉候選人

需要得到中共預先批准的說法。

此前，中共為了「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特別強調「愛國者

治港」，候選人需要通過有關

「真誠擁護《基本法》、真誠效

忠香港特區」的政審。

按照香港法律規定，新一

屆立法會席位從 70 席增至 90
席，其中 40 席是通過選舉委

員會確定，30 席由功能界別選

出，最後 20 席才通過地方選舉

直接選出。

林鄭月娥（Getty Images）

高雄港（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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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10個孩子 
13歲前全上大學
【看中國訊】美國阿拉巴馬

州的哈丁和丈夫凱波有 10 個孩

子，這麼一個大家庭，真不簡

單！更讓人驚訝的是，這 10 個

孩子個個優秀，在 13 歲之前都

上了大學。這對夫妻也因此成了

最會教育孩子的典範。美國媒體

稱他們是「模範家庭」。

很多人問：「他們是怎麼栽

培孩子的？」這 10 個孩子小學

和中學都是在家自學，沒上過正

統的學校。可他們在 13 歲之前

都跳級上了大學，有 8 個孩子

16 歲就讀完大學了。最小的兒

子 11 歲就被大學錄取，去年獲

律師資格證，是州里最年輕的律

師。其他孩子分別是建築師、設

計師和醫師等。

許多媒體採訪了哈丁和凱

波，問他們是怎麼在家教孩子自

學的？哈丁透露，在家自學非常

好，比在學校上課效果還要好，

我家的孩子們並不是天才，他們

能跳級讀大學，是因為我們堅持

在家教育。

哈丁曾是一名護士，讀書時

成績一般；凱波曾是軍中直升機

駕駛員，二十五歲才讀完大學。

兩人結婚生子後，凱波決定在家

親自教孩子。近幾年，哈丁和凱

波經常到各地演講，講述家庭教

育理念。他們還寫了一本書，名

為《The Brainy Bunch》。書中

寫道，通過學習，所有孩子都能

成神童。孩子很小時，就要培養

他們的興趣，讓孩子在五、六歲

時就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不孕夫婦5000萬 
北京推人工受孕

【看中國訊】中國不孕育齡

夫妻已超過 5,000 萬人，創下歷

史新高。為解決人口危機，官方

計畫在上海、河北、河南、天

津、貴州、安徽、陝西、山西等

12 個省分增建輔助生殖機構，

以幫助不育夫婦人工受孕。

據相關資料，中國育齡夫婦

的不孕不育率從1995年的2.5%
至 3%，攀升到 2007 年至 2020
年的 12% 至 18%，不孕不育者

約有 5,000 萬人。有人批評環境

污染嚴重、食品質量無保障、工

作壓力等諸多問題才導致許多人

不孕不育；也有人抱怨試管嬰兒

不僅成功率低，費用又昂貴，給

婦女帶來的痛苦也很大。

【看中國記者楊天姿綜合報

導】12 月 7 日，孫海洋帶失散

14 年的兒子孫卓回湖北監利老

家認親。孫卓表示不希望養父母

被判刑，此話題衝上當日熱搜第

二。

孫卓接受九派新聞採訪時

稱，這是第一次遇到讓自己生活

天翻地覆的事情，壓力比較大。

他說，如果養父母被判刑自己會

生氣。孫卓說，自己這次是請假

回家，之後還有很多課要補。現

在的成績還不錯，想考 211 院

校。

12 月 6 日，趙薇電影《親愛

的》原型孫海洋夫妻與其失散 14
年的兒子孫卓團聚。當年兒子四

歲被拐走，父親日以繼夜瘋狂尋

找，如今再見面，對方已是一名

18 歲的高中生。 14 年來，孫海

洋夫妻尋找兒子路上的所有痛苦

與掙扎，在這一刻獲得了釋放。

2003 年，孫海洋夫婦的

兒子孫卓在湖北出生。孫海洋

2007 年帶全家到深圳開包子

鋪，四歲的兒子就在店門口玩

時，被陌生人用糖果拐走。監視

器拍下兒子失蹤最後身影。他瘋

狂張貼尋人啟事，把包子鋪的招

牌拆下，換成懸賞廣告，跑了

26 個省，遭遇過詐騙，成立了

失蹤聯盟，還親自研究厚厚的法

律書籍。

孫海洋把包子鋪改成尋子

店，並貼出懸賞廣告，賞金從最

開始的 10萬元上升到 20萬元。

2014 年，孫海洋的尋親故事被

改編成電影《親愛的》上映。

孫卓 : 不希望養父母被判刑 
未來將會和養父母一起生活

失蹤兒子孫卓表示：「這邊

（養）父母和姊姊都對我很好，

特別好，所以說我從來沒有懷疑

過自己身世這件事情。」

孫卓在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

稱，對親生父母有點愧疚，因為

自己未來將會和養父母一起生

活。孫海洋表示尊重孫卓的意

願，但他也希望兒子能回到身

邊。

有消息稱，孫卓的養母已被

採取強制措施。律師稱，孫卓養

父母作為買方，應當承擔刑事法

律責任及民事責任，可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孫卓表示：「其實我心裏有

點愧疚，壓力比較大，和幾個很

好的朋友說過這個事，他們說我

的親生父母找了這麼多年，是很

疼我的。我也謝謝他們，他們一

定很辛苦。」

同時，孫卓也直言自己感到

很愧疚，他不會留在親生父母那

邊，因為不管怎樣，現在的父母

養了他十幾年。「現在多了一個

家，這邊是我的父母，那邊也

是。」

與孫卓類似，尋子多年的郭

剛堂（電影《失孤》原型）今年

7 月和兒子郭振認親後，雖然雙

方都很激動，但事後郭振也選擇

繼續在河南養父母家生活，並未

回到郭剛堂山東的家中。

心理學專家何日輝表示，被

拐賣的孩子從頭到尾都是受害

者，生父母和養父母在其生命中

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外界應尊重

理解當事人的選擇，不應在此時

對其施加更多壓力。

何日輝稱，孫卓被拐時已經

4 歲，對發生的事情應該有模糊

的、片段式的記憶，被拐當時肯

定也有心理創傷。但目前來看，

他在養父母家生活較好，兒時的

創傷也可在後來的成長過程中得

到療愈。

何日輝指出，從科學精神心

理學角度出發，每個人的父母都

有三重角色。第一重是血緣上的

父母；第二重是養育孩子長大的

父母；第三重是給予孩子心靈滋

養、積極引導的父母。

「對於被拐賣的兒童來說，

他們的第一重父母和第二重父母

是不同的人。在他的成長過程

中，他和親生父母的情感連接斷

裂了，他和養父母是有感情的。

但現在根據公開報導，孫卓的養

母被採取強制措施，現在是取保

候審的狀態。再加上當地的輿

論，孫卓本人面臨的壓力是很大

的。」

孫卓：不希望養父母被判刑

被拐少年孫卓的生父孫海洋（微博截圖）

【看中國訊】大陸一名中

學生以文言文撰寫請假條，老

師痛快准假。他寫的文言文請

假條讓網友看了稱奇：「真的

好有才」。

據大陸媒體報導，因身體

不適，這位學生要請假。才開

始接觸文言文的他，學起古代

文人，以文言文書信闡述近況

向老師告假，內容寫道：

方先生吾師近日可安好？

吾乃二年一班汝生也。因身處

季節交替之際，不慎偶感風

寒，不得親見，所以作此文詳

述。

昨夜天涼如水，疏風掃落葉

簾動畫堂秋色，冷風殘玉體

輾轉徹夜難寐，早起感不適

窗外天氣晴好，卻仍無氣力

咽喉疼痛不語，難能赴課堂

因而求假暫返，躊躇難抉擇

願吾師批准，哀哉可憐！

該學生發揮所學，將請假

單寫成文言文，且語感流暢、

用字精準。老師讀後打上一個

勾准假，並在文末寫下 8 字，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老

師隨後將這個請假條發到微博

上。微博寫道，這名學生才學

習文言文，就對這種文體有了

興趣，平時也常用文言文寫

作。老師稱被他的文采折服，

直讚他的文言文能力強。

網友們看到這個文言文

請假條後，也驚呼「真的好有

才」、「四書五經沒白讀」、

「為何你如此優秀？」

【看中國記者黎紫曦綜合

報 導】2014 年 3 月 8 日， 載

有 239 名乘客和機組人員的馬

航 MH370，原定於北京時間 6
時 30 分從吉隆坡飛抵北京，但

卻在起飛約 40 分鐘後與塔台失

聯。之後，國際搜救人員展開搜

索行動，但未發現任何蹤跡。

《泰晤士報》報導，日前

英國航空航天工程師戈弗雷

（Richard Godfrey），聲稱他使

用了一種稱為 GDTAAA（隨時

隨地能對飛機進行全球檢測和跟

蹤）的技術，追蹤發現 MH370
目前在印度洋東南部有火山和

峽谷的海底高原布羅肯海嶺

（Broken Ridge）。但針對相關

說法，官方尚未作出證實。

值得注意的是，馬來西亞交

通部長曾透露，MH370 失聯事

件中查出有 4 人持假護照登機，

美國 FBI 也對此進行調查，發

現其中 2 名涉嫌持失竊護照的

乘客，是由中國南航輸送。

不僅如此，令人感到驚訝

的是，馬航 MH370 客機「失

蹤」後，北京方面態度異常。

2014 年 12 月 31 日，大陸媒體

「澎湃新聞」發表長文稱，「種

種跡象表明，整個事件是一起陰

謀。」

馬航失聯事件一度成為民

間高度關注的話題。台灣《新紀

元》暢銷書《習江三次生死交鋒》

中提到，江習斗第 3 次交鋒中

的第 3 大戰役就是馬航迷霧。

書中還給出一個獨家爆料稱，

「馬航事件可能涉及『610』滅

口，以及江澤民、曾慶紅對習近

平的生命威脅」。

另據美國新唐人電視台報導

指出，在馬航出事前夕的 2014
年 3 月 2 日，馬來西亞吉隆坡

綠野國際會展中心舉辦了一場由

澳洲東方華語電台主辦的佛教

界法會，主講人是該台台長盧

軍宏，參加者有來自大陸的 100
多名號稱是佛教徒，但實質是專

職鎮壓法輪功的「610 辦公室」

人員。

報導引述消息來源稱，江澤

民以特務行動的方式派遣「610」
人員參與這次大會，並以不走漏

風聲的方式秘密佈署飛機事故，

這無疑是一箭雙鵰。「一是借此

空難威嚇習陣營的三中全會；二

是藉刀殺人：滅口看過江曾等發

出的迫害法輪功秘密批文，以及

執行密令的人」。對於上述傳

言，北京官方未作出任何回應。

失蹤7年的MH370找到了？ 中學生用「文言文」請假

馬 來 西 亞 航 空 班 機 示 意 圖 。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 7 日宣布，自明年起週末

時間改為星期六和星期日，每週

工作日將縮短為 4 天半，星期

五工時於中午 12 時結束。

阿聯目前實施與其他區域國

家相同的星期五、星期六為週末

的制度，新政策使其更與西方國

家接軌。政府機構明年元旦起將

強制實施新措施，星期五工時於

聚禮之前的中午 12 時結束。

獨立新聞媒體「中東之眼」

（Middle East Eye）報導，阿聯

官方在聲明中表示，此一轉變將

可「確保與定星期六和星期日為

週末的國家之間金融、貿易和經

濟交易順利進行，增進總部設在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數以千計企

業和跨國公司的國際業務聯繫和

機會」。

阿聯是波斯灣油國、區域商

貿和旅遊中心，在與鄰國沙烏地

阿拉伯的經濟競爭日益白熱化之

際，過去一年已經採行措施，對

外資和國際人才招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通訊社

（WAM）報導：「將週末時間延

長的作法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政

府致力促進工作—生活平衡、提

高社會福祉的一環，藉以提高工

作績效並且增進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的經濟競爭力。」

WAM 指出，新措施上路

後，阿聯將成為第一個每週工時

短於 5 天的國家。

阿聯去年廢止對「榮譽處

決」（honour killings）的法律

保護、放寬飲酒限制，並准許未

婚情侶同居，作為政府改善法規

和投資環境，加強寬容原則的一

環。

當局也開始核發效期較長簽

證，藉以吸引和留住國際人才，

並且鼓勵企業赴當地拓展業務。

不過，移工在阿聯遭遇嚴重

違反人權的侵害情況時有所聞，

例如拖欠工資，或是為人詬病已

久的「外勞擔保制度」（kafala 
system）等。目前仍不清楚有

關作法對於移工可能造成什麼程

度的影響。

「外勞擔保制度」將外勞居

留資格與雇主或擔保人掛鉤，勞

工必須得到雇主同意才能換工

作，且若逃跑可依「潛逃」罪名

起訴。

阿聯改一週工作4天半
【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綜合報

導】中國人出境難。在中國邊

境，出境者會遭到嚴厲盤問。赴

美看望妻子的沈先生形容，整個

出境過程簡直是掉層皮。

赴美看望妻子的沈先生說，

排隊的人太多審查非常緩慢不

說，邊檢時各種盤問接踵而來。

海關首先要求出示身分證明，又

問妻子以什麼身分在美國居住，

要求拿出妻子在美國的各種證

明，再詢問孩子的情況，要求出

示孩子的出生證和護照。

2021 年初以來，中國人出

境時被邊檢人員詢問「出國的理

由」已成為常態。眾所周知，今

年中國限制國民申請護照，嚴格

限制出境，2021 年上半年簽發

普通護照比以往大大減少。

今年 7 月 30 日上午，中國

國家移民管理局舉行新聞發布會

通報，2021 年上半年全國共簽

發普通護照 33.5 萬本，主要事

由為出國留學、就業和商務，簽

發量僅為 2019 年同期的 2%。

移民管理局將繼續嚴格限制居民

跨境流動，嚴格審批簽發普通護

照和內地居民出入境通行證件。

2021 年 8 月 4 日，中國國

家移民管理局邊防檢查管理司長

劉海濤宣布，為嚴防疫情輸入，

中國將嚴格限制非緊急、非必要

的人員跨境流動。凡非必要、非

緊急出境，暫不簽發普通護照等

出入境證件。

北京以疫情為由嚴控國民申

領護照及限制國民出境，外界也

有解讀。

上海觀察人士陳明慧說，國

內一直在收緊護照簽發並限制公

民出境。「我的護照幾年前就被

剪了，不允許出境，現在想辦

護照更難了。」「明年就要進入

二十大，黨內各種權力的博弈，

包括黨內重新洗牌，重新布局，

我想也有這個因素，關鍵時刻防

止高官外逃。」

原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李元

華表示，疫情之下，中國經濟嚴

重下滑，當局手裡的錢越來越少

了，外匯緊缺，它怕中國人出去

花錢，怕這些錢流到海外去；另

外，它也可能害怕這些人出國以

後不回國。所以它更加收緊民眾

出境限制，實際上是一種倒退，

倒退到閉關鎖國了。

中國人申請護照難 出境難

（Adobe Stock）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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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南跳出來咬聯想，在中

國大陸出現挺司馬南和維護聯想

的兩派。司馬南之所以敢對聯想

這麼指責，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

愛國主義，再利用這些年仇富心

理給人灌輸的妒忌恨，煽動起一

波圍觀，另一方面是聯想本身有

說不清道不明的一些問題，致使

維護聯想一方的說法，也是以顧

全大局、愛國主義這些假道義，

顯得非常乏力。

真正跳出來挺司馬南，把司

馬南推到道德制高點上的，是司

馬南那夥假扮的。這讓正常人會

覺得奇怪：司馬南這種小丑、垃

圾們怎能變成正義的了。在挺聯

想的一方中還混雜自稱司馬南的

粉絲的。這些無論真心挺聯想還

是有別的想法，品味絕對好不

了，因為能被司馬南吸引，做司

馬南的粉絲，不論從人品還是從

水準上，都肯定非常差勁，所以

其認知非常低賤。這一類挺聯想

也沒有什麼能拿上台面的。

司馬南一方用低級紅、高級

黑來抹黑對手，假扮支持聯想，

說因為自己支持聯想說司馬南的

不是，被多少萬人留言詆毀，用

來顯示司馬南代表大多數民意；

還有自揭被支持聯想一方用 300
元人民幣收買去罵司馬南，既然

站出來揭發對手，卻說不出誰給

他 300元，因害怕被別人認出，

還戴著口罩直播，這類事情想讓

公安去找這些造謠者，公安還嫌

麻煩，又定不了什麼大罪。這種

卑劣手段留有司馬南和方舟子的

◎文：吳侃 ◎文： 文昭

慈禧執政的清朝末年，中

國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遠比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後要好

得多，比今天也強不少。

你可能不信，一百多年前

「最腐朽」、「最反動」、「最殘

暴」、「最不自由」的封建皇帝

時期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會比

「人民當家作主」後的今天強？

讓我們來看看歷史事實。

1、那時候民間可以辦報
中國人在境內辦的第一份民

間報紙就是在慈禧太后執政期間

創辦的。那是 1873 年，一個叫

艾小梅的人在漢口創辦了《昭文

新報》。雖然北京從明朝起就一

直有民辦的《京報》，但那是政

府機關報「邸報」的翻印板，是

原腔原調一個音符都不走板的主

旋律的揚聲器。

中國民間大量辦報是在戊戌

變法時期，那時候中國形成了辦

報高潮，一共辦了大約 100 多

份報紙，其中有 70 多家是改良

派或改革派的報紙。戊戌變法失

敗後，一些報紙被查封。但沒過

幾年，進入 20 世紀，中國又掀

起了一個民間辦報的高潮，據

統計，從 1901 年到 1908 年，

全國各地創辦的各類報刊達 302
種。 1906 年，僅上海就有 66
家報刊，出版刊物達 239 種。

那時候政府對民間辦報紙沒

有限制，一個人出資幾個人湊錢

◎文：郭老學徒

新聞言論自由 紅朝不如清朝慈禧時期

或什麼會社辦都行。政府更沒有

宣傳系統對媒體進行全面的控制

和管理。中國的第一家通訊社

《中興通訊社》也是在慈禧時期

創辦的，當然也是民辦。

少數民族地區也可以自由辦

報，西藏文和蒙古文的第一份報

紙也都是在慈禧時期誕生的。

2、報紙不必理會主旋律
梁啟超等人可以自由表達不

同政見和批評意見。

慈禧時期畢竟是皇權專制統

治時期，當然不可能實行民主制

度下的徹底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

由，但那時候的政府也沒有去控

制媒體，強迫全國媒體統一發出

一個聲音，重要新聞統一用皇家

通訊社的通稿，或者只報導正面

消息不准報導負面消息；更沒有

要求媒體必須去讚頌朝廷「偉大

光榮正確」，去高歌君主專制有

理的主旋律。至於舉國上下媒體

每天都祝願太后「萬壽無疆」，

高喊太后「萬歲萬歲萬萬歲」。

那更是慈禧太后絕對不敢奢望的。

1904 年 11 月，在慈禧 70
大壽期間，有個叫林白水的記

者寫了一幅對聯刊登在《警鐘日

報》上，公開譏諷慈禧太后窮奢

極欲喪權辱國，全國報紙竟然爭

相轉載。在報紙上對國家最高領

導人如此大膽地譏諷，而且是在

君主至上的極權制度下，真讓如

今的中國人羞愧和羨慕呀。

3、媒體可以表達不同
政見和批評意見

我們先來看看當時的《時務

報》上的一段話，原文是文言

文，我整理成今天的語言。這是

一段警告以慈禧為首的朝廷必須

變法的話：國家必須變法，變也

得變，不變也得變，與其被別人

強迫變，不如自己變。自己變可

以操縱局勢，別人變就由不得你

了。只有主動變法，才能挽救國

家危亡。至於如何改變，根本在

於要變教育，關鍵在於要改變

幹部制度。《時務報》是改良變

法派的喉舌，1896 年創刊於上

海，由梁啟超主筆。這家報紙系

統全面地宣傳變法維新的主張和

要求。公開譴責政府壓制民權，

主張報紙的作用就是要監督政

府。梁啟超認為，報紙有兩大天

職，即監督政府和嚮導國民。

長沙的《湘學報》和《湘報》

有吃辣椒人的衝勁，公然大膽抨

擊封建君主專制，鼓吹民權思

想，提倡民權平等。它們還大量

報導負面新聞，反映動盪不安、

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貪官污吏

都極為害怕。在天高皇帝遠的極

權專制社會，地方官吏為所欲

為，有了可以報導負面消息的報

紙，他們必然顧忌。

翻譯《天演論》的嚴復更是

個說話大膽的人，他在報紙上發

表文章，明確指出國家真正的主

人不是皇帝而是人民。統治者害

怕國家的真正的主人，必然使之

弱而愚，使人民無所知覺，以便

自己得以長期竊國。

現在的《大公報》已經成為

政府在香港的喉舌了，而早年

的《大公報》是以敢罵敢言而著

稱於世的。 1902 在天津創辦的

《大公報》敢於揭露問題，抨擊

政府，揭發貪官污吏，敢於替窮

苦大眾說話，甚至敢點名批評父

母官。

4、新聞採訪不受限制
當時，記者採訪新聞不受限

制，沒有這個可以採訪，那個不

可以採訪的規定或指令，重大事

件會有多家媒體去採訪報導，人

們可以從不同報紙不同角度的報

導中更多地瞭解事情的真相。不

會有什麼事情統一以朝廷撰寫的

稿件為準進行報導的霸道而荒唐

的指令。那時的報社不僅靠自己

的記者採訪，還會聘請特約記

者。有的報紙還向社會徵集新

聞。對重大政治事件往往要派

「機動」記者現場採訪。

如今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是根

本不允許民間辦報。報紙本身就

是權力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慈

禧那時候與現在不一樣，政府允

許民間辦報，也讓你說話，如果

你的言論超出政府忍耐的限度

了，威脅到自己的統治地位了，

才封你，或者制裁你。任何專制

統治者對於動搖自己執政地位的

言論都要追究，慈禧也不例外。

（篇幅有限，文章有刪節）

慈禧太后 （網絡圖片)

文化打手司馬南敲詐勒索文化打手司馬南敲詐勒索
最近有一篇網文流傳，叫

《一次巨大的失業潮湧來，源頭

大體來自五個方面》，這篇文章

引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

平在一則視頻裡的分析，指當前

失業潮來自於五個行業：首先是

房地產業不景氣引發的裁員潮；

二是外商外資撤離帶來的失業；

三是中小企業不景氣；四是雙減

政策打擊教培行業，影響了上千

萬人的生計；五是跨國電商整

頓，像亞馬遜對中國賣家大量關

店封號，給賣方造成的損失。這

幾個源頭其實指的是今年被捶扁

捶爆行業所帶來的新增失業。

其實它還少算幾個行業，我

這兒算至少 5+2。首先是互聯

網行業，已出現裁員潮跡象，

愛奇藝要裁員 20-40%，大約裁

掉 3000 人，因為整頓娛樂業讓

視頻數量大減、題材受到嚴重限

制，虧損扛不住就要裁。內部員

工爆出的消息，新浪閱讀業務裁

90%、上海攜程總部裁 30% 等

等……因為涉及年終獎的問題，

我也是預計年底前僱主會有強烈

的裁員衝動。裁掉不需要的人，

省下的錢給高價值的員工發年終

獎，這樣最符合僱主的利益。

另外加上的行業是受疫情影

響的特定服務業，如餐飲和航

空。火鍋品牌海底撈 11 月宣布

要在 12 月 31 號前關閉 300 家

左右客流量較低的店；今年 11
月起中國的國際航班比去年減少

21%，奧密克戎一來可能在縮

水的基礎上還要再減少，也都有

中國5+2新失業潮扑來 中國5+2新失業潮扑來 
裁員減薪的壓力。

後果呢？有些行業不算很

大，比如互聯網行業從業人數在

2000 萬人左右，裁 20% 就是

新增 400 萬人失業。但是新失

業源頭有一個特點是集中在大城

市，高科技行業總部和大分公司

在一二線城市；教培行業的市場

以大城市為主，當然從業者也集

中在大城市。大城市失業率增加

有尤其嚴重的政治後果、社會後

果，非常容易引起骨牌效應。大

城市生活成本高、房價高，上班

族有太多在收支平衡線上掙扎，

掙的剛才夠花。失業就會對生活

有顛覆性的改變。智聯招聘在

2020 年初有個調查結果，上海

有 28% 的白領沒有存款、且處

於負債狀態。換句話說是處於財

務極不安全的狀態，這是疫情之

前的數字，現在只會更高不低。

失業率哪怕增加一點，都會帶給

房貸斷供增加很大壓力，而且一

批白領被拋到市場上，沒有存款

急於找工作應付生活開支，就會

拉低相關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

在職的人也得降薪、或者凍薪不

漲。大城市的新失業源頭出現，

很快就會激發連鎖反應。恆大已

經出現了在海外資本市場的債務

違約、其他一些大型中國房地產

開發商也現了，預期恆大的海外

債權人不久就會喪失耐心，希望

通過法律行動，讓恆大加速進入

破產清償階段，這麼大一個雷是

不那麼容易拆掉的，還有更大的

風暴在後頭，年關難過啊！這個

後果我們在幾個月內就會看到。

痕跡。

雙方都在用愛國主義這塊

牌，這不免讓人看成是狗子打

架。這種現象是中國大陸特有。

司馬南最擅長的是打狗子架，靠

痞、癩。就跟街上一個髒兮兮的

無賴非要抓住一個小姐不放，說

小姐在勾引他。小姐無論是良

家女子還是妓女，都看不上癩蛤

蟆般的司馬南，司馬南仗著我是

無賴，我怕誰的習氣，旁觀者厭

惡司馬南太髒而不願意管。此時

吃虧被羞辱的只能是小姐，不得

以只能給錢打發無賴走。這也是

司馬南之類的目的，司馬南一生

是在做害人生意，擅長使用無賴

手法敲詐勒索，這也是當年郭正

誼、何祚庥選中和力薦他的原因。

看看到今天，司馬南攻擊聯

想的幾個問題，除了明顯造謠部

分可以用以往財報數據澄清，在

實質問題上，聯想方沒有正面回

應司馬南的觀點，除了用愛國主

義回答。還有就是胡錫進的和稀

泥，再就是煽情版。稱司馬南

質疑聯想：「幹的是親者痛仇者

快的事」那麼誰是親者？誰是仇

者？誰又是司馬南和聯想共同

的親者？！還有聲稱「聯想業務

受影響，聯想品牌價值降低」、

「中科院作為聯想的大股東，直

接受損」、「很多企業家的奮鬥

精神遭受打擊」、「聯想的外國

競爭對手受益」、「為美國政府

打壓聯想提供更多材料」。

這些不敢正面回答司馬南的

質疑，也是為什麼司馬南這類在

中國大陸有市場，並能屢屢得手

的原因，也是司馬南敢跳出來攻

擊聯想，使得聯想成為話題。

看看司馬南所說聯想「罪

狀」之一，聯想在股份制過程中

「國有資產流失」；這是他列出

所有罪狀中唯一能讓支持聯想的

人們不能公開說的話題，

針對聯想這個個案，具體國

有資產流失多少，如何界定流

失，這個需要專業審計機構計

算，由人大審議，還需要對公開

拍賣機制進行監督，以及法院判

定。但即使執行這些步驟，也是

漏洞百出，因為這個社會腐敗到

根子上的時候，處處都是蛇，條

條蛇咬人。

國有資產流失是中國大陸一

個普遍現象，而且到了已不算新

聞，到了沒有人有興趣去說的地

步，也就是中共把國有資產流失

做成了一個不只是特權階層，從

黨委、政府到公檢法、人大，所

有權力部門都參與，利益集團獲

利的一種方式，在官僚體制中沒

有人想去推翻或改變的既成事

實，因為幾乎是全體官員參加

的，而國有資產的流失方式也是

多種多樣，國有資產流失根子在

公有制。一個小小科長貪腐上億

算不算國有資產流失，他的利益

哪來，相關企業為什麼給他，他

用手上權力換來的。當然，貪腐

上億那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是天文

數字的貪腐，對賴小民來說就是

一點點，這些是官方今天讓說

的，因為是黨媒報導了，但還有

很多被官方諱莫如深的事。

（文章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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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情報官員確定，俄

羅斯正在為可能的軍事進攻

進行規劃，這種進攻最快可

能於2022年初開始。新的情
報發現，估計俄羅斯人正計

畫部署約17.5萬名軍隊，其
中幾乎一半已經部署在烏克

蘭邊境附近的各個地點。分

析指出，莫斯科的態勢或以

軍事籌碼換取北約不東擴

的承諾。

◆歐盟將集資 3000 億歐元

推出「全球門戶」計畫，旨在促

進數字、能源和交通領域的智

能、清潔和網絡安全，並加強全

球的衛生、教育和研究系統，以

抗衡中共的「一帶一路」。德國

前駐華大使柯慕賢認為，「全球

門戶」是一個很好的想法，「有

潛力讓歐盟成為一個更高效的地

緣政治博弈方。對很多國家來

說，基於規則和價值觀的平等合

作機會，是在中共『一帶一路』

之外一個有吸引力的選項」。

德國工業界讚揚布魯塞爾的倡議

表示，由於中共向其他國家提供

的基礎設施通常沒有競爭，這為

公司在選定的基礎設施項目的出

口融資方面提供了一個公平的競

爭環境，因此，現在是根據歐洲

標準提供務實的替代方案的時候

了，也是中共絲綢之路倡議的

俄設東烏紅線 北約無心熱戰

英國《獨立報》稱，一位不

願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官員透

露，該計畫要求 100 個俄羅斯

營級戰術小組連同裝甲、大炮和

設備一起行動，將以閃電戰術進

行有限的局部戰爭。烏克蘭國防

部長雷茲尼科夫 3 日也向國會

議員提出警告說，俄羅斯可能在

下個月發動入侵行動。

拜登：將採嚴厲制裁

拜登 12 月 3 日晚間，重申

了他對俄羅斯挑釁行為的擔憂。

拜登說：「對普京來說，如果他

真的入侵（烏克蘭），這種賭博

的風險將是巨大的。」3 日早些

時候，拜登承諾將使普京在烏克

蘭採取軍事行動變得「非常、非

常困難」，並表示，他的政府提

出的新舉措旨在阻止俄羅斯的侵

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出，警

告說，如果普京這樣做，華盛頓

隨時準備對俄羅斯實施嚴厲制

裁。他說，美國已經「向克里姆

林宮明確表示，我們將作出堅決

的回應，包括採取一系列我們過

去一直避免使用的高影響力的經

濟措施」。

他沒有詳細說明正在權衡哪

些制裁措施，但其中一項可能是

切斷俄羅斯與環球同業銀行金融

電訊協會 (SWIFT) 國際支付系

統的聯繫，此舉將非常有助於阻

止俄羅斯企業進入全球金融體

系。據報導，西方盟友在 2014
年和 2015 年考慮採取這樣的措

施，當時俄羅斯主導的烏克蘭緊

張局勢有所升級。時任俄羅斯總

理梅德韋傑夫說，這相當於向俄

羅斯「宣戰」。

美國通過新國防法案

美國東部時間 12 月 7 日

晚間，眾議院通過了一項價值

770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法案《國

防授權法》（NDAA）。現在，

這項法案正被送往參議院，其計

畫採購的物品包括頂級戰鬥機、

軍艦和潛艇，以打擊來自俄羅斯

和中國的潛在威脅。

據《每日郵報》報導，所通

過的法案，比拜登 5 月份最初

提出的要求多出 250 億美元，

並強調了普京和習近平所構成的

日益嚴重的威脅。

該法案包括許多挑戰莫斯科

的措施，如為烏克蘭安全援助倡

議提供 3 億美元，為烏克蘭武

裝部隊提供支持；還涉及對北約

的大力支持，約 40 億美元被指

定用於歐洲防務倡議（European 
Defense Initiative），為波羅的

海安全合作提供 1.5 億美元，旨

在遏制普京。

該法案還包括一項國會

支持臺灣防務的聲明。另有

71 億美元被預留給太平洋威

懾 倡 議（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旨在對抗中共的侵

略，包括對臺灣的侵略，因為北

京與美國及其盟友之間的關係在

不斷惡化。美國將中國對待新疆

維吾爾族穆斯林少數民族的行為

稱為種族滅絕，立法者一直在推

動禁止進口可能由維吾爾族強迫

勞動生產的產品。

今年的法案是在美國總統拜

登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就烏克蘭

和其它爭端舉行兩個小時的虛擬

會談後不久發布的。

美俄分歧 普京畫紅線
緊張局勢的升級，引發了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

高度戒備。然而，在上週四局

勢似乎有所緩和。布林肯和拉

夫羅夫共同出席了在斯德哥爾

摩舉行的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

（OSCE） 高 峰 會。BBC 報 導

說，兩人在會面了 30 分鐘後，

布林肯暗示，美國總統拜登和俄

羅斯總統普京可能在近期進行直

接對話。此前，就俄羅斯在烏克

蘭邊境附近的軍事集結，兩位領

導人在 6 月的日內瓦峰會上，

已經進行了討論。

不過雙方在會議期間，顯現

出深刻的分歧。俄羅斯官員指責

西方在北約向前蘇聯國家的任何

進一步擴張中，剝奪俄羅斯的發

言權是「玩火」。澤倫斯基推動

烏克蘭加入北約，北約也承諾烏

克蘭將成為成員國，但沒有設定

一個時間表。

北約組織現在有 29 個成員

國，幾乎包括了歐洲重要的國

家。然而，北約跟俄羅斯之間，

一直有個默契：那就是除了波羅

的海的三小國之外，北約和俄羅

斯之間要有緩衝區，烏克蘭和白

俄羅斯就在這條緩衝帶上。這也

就是普京在 6 月 11 日接受美國

NBC 訪問時所說的「西方承諾

北約不東擴」的君子協定，這也

是他的「紅線」。不過烏克蘭一

直想盡辦法往西歐靠攏，並且一

度想加入歐盟，這讓俄羅斯戒心

大起，所以才會有現在的烏俄之

爭。

俄羅斯所提供的一份備忘錄

顯示，1990 年，時任美國國務

卿貝克（James Bake）曾與戈

爾巴喬夫會晤時承諾，「如果北

約可以在德國保持駐軍，那麼北

約將不會向東擴張，哪怕是一英

吋」。

北約低調 轉面中共崛起
在涉及北約盟國對俄羅斯入

侵烏克蘭可能採取的措施上，

北約秘書長斯托滕貝格 11 月 30
日告訴記者，措施的重點會落

在經濟制裁和「政治反應」上，

但「不一定」做出實施制裁的決

定，北約的討論只是塑造盟國的

反應，具體制裁決定將由各盟國

「分別」做出。

俄羅斯確實需要防堵，但此

一低調的聲明，卻反映出擁有強

大軍事力量的北約組織無心戀

戰。箇中原因除了能源遭俄壟

斷、烏克蘭非北約成員國，以及

北約對「君子協定」的自知理虧

外，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目前

北約還有更嚴峻的挑戰要面對，

那就是所謂的中共崛起。

今年 10 月份，在布魯塞爾

舉行的北約國防部長會議結束

後，斯托滕貝格表示，中共擁有

世界上第二大的國防預算，世界

上最大的海軍，很快還會成為世

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然而中共脅

迫鄰國，欺負那些行為不符合中

共要求的國家；中共對待加拿

大、澳大利亞、挪威還有立陶宛

的方式，都讓全球都看到，「我

們必須一起應對中共對世界安全

的挑戰」。

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

主任和高級研究員瓊斯表示，斯

托滕貝格的講話揭示了北約戰略

的重要轉變。根據斯托滕貝格的

披露，在明年的北約 10 年戰略

概念中，應對中共對世界安全的

挑戰，將佔有重要的地位；相形

之下，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問題就

不是那麼的重要了。

12 月 2 日，美卿布林肯與俄外長拉夫羅夫於斯德哥爾摩協商烏東危

機，雙方歧見仍深。（GettyImages）

「真正替代方案」。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12 月 4 日 宣 布 解 僱

主 播 克 里 斯 ‧ 庫 默（Chris 
Cuomo），原因是他曾違背新聞

倫理幫助前紐約州長哥哥安德

魯 ‧ 庫默「洗白」性侵醜聞。

51 歲的克里斯 ‧ 庫默是 CNN
黃金時段最高收視率的新聞節

目主播。CNN 表示，有簡訊顯

示，克里斯向其他記者打聽爆料

者與爆料內容，再轉告哥哥的顧

問，他不僅為安德魯提供公關應

對建議，在性騷擾案的報導中還

誤導了觀眾，已嚴重踰越新聞倫

理。隨著庫默兄弟的殞落，美國

政壇最具統治力的「王朝」之一

庫默家族已徹底淪陷。這個家族

曾顯耀一時，剛因性侵醜聞而下

臺的安德魯．庫默連續三次當選

為紐約州州長，父親馬里歐．庫

默於 1983 年至 1994 年連任了

三屆紐約州長。辭職前，安德

魯．庫默是民主黨最為看好的政

治明星之一。

◆緬甸流亡英美的羅興亞難

民 12 月 6 日委託美國律師事務

所 Edelson PC 和 Fields PLLC
在加州提起集體訴訟，指控臉書

未能有效管理平台上的內容及平

台設計，「寧願用羅興亞人的生

命來換取在東南亞小國（指緬

甸）的市場滲透率」，導致羅興

亞社區面臨現實世界的暴力，並

索償 1500 億美元。此外，一家

代表部分羅興亞難民的英國律師

事務所也發函給臉書倫敦辦公

室，指稱臉書的演算法放大了針

對羅興亞人的仇恨言論、臉書未

能投入資源給了解緬甸政治時事

的事實查核員，亦未能刪除煽動

針對羅興亞人的暴力行為的貼文

及帳戶，同時臉書在受到慈善機

構和媒體警告的情況下，仍未

能「採取適當和即時的行動」。

2018 年，聯合國人權調查人員

表示，臉書在傳播鼓吹暴力的仇

恨言論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在

美國發起的集體訴訟即引述《路

透》2018 年的調查，指出臉書

上有上千條攻擊緬甸羅興亞人和

其他穆斯林的貼文、評論和色情

圖片，報導更以「Hatebook」稱

呼臉書。

◆西非國家赤道幾內亞海岸

可能成為中共海軍所設置的永久

性軍事基地，讓中共軍隊在吉布

地之後，擁有海外第二處軍事訓

練基地。一份隸屬於情報單位的

機密報告指出，除了赤道幾內

亞，位於東非的坦桑尼亞，也是

北京協商對象之一，期望在當地

設置海軍基地，擴大中共對非洲

之角（Horn of Africa）的影響

力，同時給予美軍非洲司令部

（AFRICOM）施加更大壓力。

報告中還提到，藉由一帶一路和

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中共快速

擴大與非洲國家連結，除了上述

提及的國家外，西非沿海的茅利

塔尼亞到南部的納米比亞，還有

許多國家也是北京的備選方案，

都能讓中共擴大對當地的影響

力，同時打造如同美國海軍般跨

洋的遠程戰力。

◆美國紐約著名的大都會藝

術博物館 2 日宣布，收到了一

筆 1.25 億美元的捐款，這是該

藝術博物館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

捐款，此款為幫助完成博物館部

分建築翻新工程。這筆史無前例

的現金捐贈是由美國華裔唐姓夫

婦唐騮千 (Oscar Tang) 和他的

妻子徐心眉 (Agnes Hsu-Tang)
提供的。唐先生於 1948 年逃離

中國，11 歲時在美國找到了棲

身所，然後在金融業發跡。唐騮

千先生是一位 83 歲的金融家，

也是第一個加入大都會董事會的

亞裔美國人。 30 年來一直是大

都會的捐贈者和受託人，並資助

了博物館的展覽、收購和翻新工

程。徐心眉是一位考古學家和藝

術史學家，是明朝聞人後裔，曾

擔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和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的文化顧問。

寰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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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即將過去，中國媒體梳理了

今年十大行業受損情況。調查者根據抽樣

分析發現，受到疫情影響的旅遊業收縮了

84%，但並不是最難受的。《財經十一

人》以今年前三季度的數據作參考，對比

疫情前的2019年，選出了十大收縮行業。

調查顯示，裝修與園林行業有 52 家

樣本公司總營收下降了 4.4%，總營業利

潤下降了 56%；疫情前的 2019 年有 5 家

虧損，虧損總額 13.2 億元；而 2021 年

有 18 家虧損，虧損企業佔比為 34.6%，

虧損總額 22 億元。一位券商相關領域的

研究員預計，由於房地產行業未來困難重

重， 2022年裝修與園林行業會繼續收縮。

火電行業部分有 19 家樣本公司，疫

情前的總營收 5017 億元，總營業利潤

386 億元；今年前三各季度總營收上升了

19.8%，但總營業利潤下降了 93.8%；今

年前三季度，11 家虧損總額為 87 億元。

虧損額擴大了 22 倍。

江蘇宜興時事評論人張建平本週一

（6 日）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說，中

國多個行業收縮不完全與疫情有關：「它

跟國際關係、中國的發展模式，比如房地

產也有很大的關係。現在的經濟狀況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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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龍

響廣泛：「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影視行業

在我們國家涉及到意識形態領域，無論從

選題、立項，還是到劇本、演員都要接受

管控、審批等程序。所以對影視投資方來

說，難度會越來越大。」

蔡慎坤認為，未來隨著意識形態領域

進一步收緊，影視行業的利潤空間將進一

步縮小。

養豬養雞及餐飲利潤大幅下降

調查提到，養豬養雞行業總營業利潤

下降了 160%。餐飲與酒店行業總營業利

潤下降了 88%。商場與超市行業受到了

疫情和消費方式改變的雙重壓力，營業利

潤下降了 67%。

另外，旅遊與景區行業有 25 家樣本

公司的總營業利潤下降了 107%；航空與

機場行業 12 家樣本公司的總營業利潤下

降了 229%。

擔憂的是私營企業，尤其是網際網路企

業。再政策上收緊的話，讓人有點莫名其

妙，後續怎麼發展很值得觀察。沒有疫

情，就目前的國際關係和國內政策，它也

會發生。」

京能電力由盈轉虧

在所有樣本公司中，京能電力是今

年前三個季度虧損最多的企業，虧損額

為二十億元；而在 2019 年，該公司盈利

十三億元。

時事評論人蔡慎坤認為，疫情不僅僅

令中國的經濟出現問題，世界經濟也出現

問題，但是中國的問題更複雜。

他說，此次疫情對中國出口不但沒有

影響，還出現大幅度增長：「是因為政策

的原因，或者是現在的經濟體制發生了一

些根本性的調整，出現了蕭條的局面。我

們看到排名第十的涉及到裝修與園林大幅

度衰退，裝修和園林與現在的房地產是相

關的。」

蔡慎坤說，當房地產出現重大問題的

時候，裝修和園林也受波及；而火力發電

企業盈利下降，與動力煤等原材料價格上

漲有關：「火電的利潤會大幅度壓縮，發

電企業沒有積極性，火電企業也不願再投

入，擴建興建的動力沒有了。」

影視行業虧損公司近五成

這次採集的影視行業有 27 家樣本公

司，2019 年總營收 447 億元，總營業利

潤 62 億元；今年前三個季度總營收下降

了 22.2%，總營業利潤下降了 61.5%。

其中虧損企業由三年前的 7 家增至 10
家，虧損總額為 11.4 億元。

蔡慎坤說，疫情對中國影視行業的影

響較大，另一方面當局對影視行業的整

頓，特別是對明星藝人的稅務調查，其影

有中國媒體根據調查，列出本

年度十大收縮行業，其中包括火力

發電、影視、裝修、園林以及養殖業

等。有評論認為，新冠疫情並非行業

收縮主因，而國際關係惡化以及中國

的經濟模式才是癥結的關鍵。

中國十大行業收縮非因疫情財經 
評析

Sunridge Superstore Lottery

加拿大樂透獎券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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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售樂透獎券及各類博彩游戲咭

祝各位讀者心想事成！

專業配鑰匙
多種鑰匙坯可選

Getty Images

成功診治
來自三十二年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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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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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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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
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掃 碼 看 視 頻
學養生 更輕鬆

【慧聊養生】

華人首富又易主：知道是誰嗎？

榜單顯示，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

的創始人趙長鵬，憑藉 900億美元（5733
億人民幣）的身價超過原先排名第一的

農夫山泉董事長鐘睒睒，距離《福布斯》

雜誌公布中國富豪榜單還不到一個月，身

價 4244 億元的鐘睒睒便被趙長鵬擠到了

身後。同時趙還躋身全球十大富豪之列。

炒幣是目前全世界洗錢最快的方式之

一。可是，為什麼趙長鵬沒有被抓，還登

上了華人首富的席位？這就要講趙長鵬跟

早前被抓的澳門小賭王洗米華的不同了。

趙長鵬的炒幣事業起步於中國上海。

2017 年，趙長鵬在中國上海創立幣安加

密貨幣交易所。到 2018 年，趙長鵬就成

為了幣圈三大富豪之一。 1 年時間不到，

趙長鵬賺到的錢就超過了 100 億。

當時，國內湧現出三大加密貨幣交易

平臺，另外兩家是 OK 幣和火幣。還有

一個北大歷史系畢業生名叫孫宇晨，他創

立的波場幣也讓他在短短 1 年時間裏，

賺到了過百億的身價。

這些交易所平臺都採用同一種經營模

式，即：公司辦公地址在國內，註冊地址

在國外，伺服器架設在國外，服務對象以

中國人為主。從這個架構就能看出，他們

都給自己留了後路。他們很明白，這種商

業模式很可能不被中國政府所認可。在那

個野蠻生長的時代，監管幾乎一片空白，

加密貨幣宛如洪水猛獸一般，對社會財富

形成強大的虹吸效應。

無數投資者對加密貨幣一無所知，卻

又被它的暴富奇蹟，吸引得眾人趨之若

鶩。有人在裡面一夜暴富，身家過億，而

更多的人在裡面一夜傾家蕩產，天臺排

隊。因為這是一場零和博弈，跟在賭桌上

開牌沒有本質的區別。贏家的錢都來自於

輸家。那麼，加密貨幣是如何迅速進入大

眾視野，並被大眾所接受的呢？簡單歸納

起來，就是四個字：明星大 V。

大 V+ 明星的捆綁式故事營銷，一

下子擊中無數人渴望暴富的痛點。加密貨

幣在中國火爆，成為資本圈造富最快的奇

蹟。虛擬貨幣將虛擬經濟對財富的虹吸效

應發揮到了極致。像美圖這樣的上市公

司，因業績不佳，也斥資上億美元押注加

密貨幣。而馬斯克也利用狗狗幣，紮紮實

11月30日下午，隨著《2021華人
富豪排行榜》的榜單公布，華人首富

的頭銜又易主了。

實地割了一波全球投資者的韭菜。

對於幣安創始人趙長鵬而言，不管裡

面的投資者割韭菜或者被割韭菜，他都穩

賺不賠。因為他才是最大的莊家。他能清

楚地看到每一個投資者的賬戶數據、交易

數據，清楚整個大盤的每一個交易細節。

在 2020 年，OK 幣就因平臺違規，

創始人徐明星被捕。曾經紅極一時的 OK
集團也跌落神壇，只是那些投資者虧掉的

錢，永遠也得不到補償。這事就跟賭博一

樣，自己去賭場裡輸掉的錢，無法值得任

何人同情。可趙長鵬卻一直安然無恙。原

因其實並不複雜，在 OK 幣的徐明星出

事之前，趙長鵬就已經離開中國。自小在

中國出生、加拿大長大的趙長鵬，一直都

是加拿大籍。在加拿大吸大麻合法，在加

拿大經營加密貨幣也合法。 

◎ 文：  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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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清淺

提及有名的古畫，
許多人均會提及黃公望
的〈富春山居圖〉或仇英
的〈漢宮春曉圖〉，但除了
這兩幅畫作，其實還有不
少名作，是你應當要認識
的。現在，就讓小編帶領
你一起認識另外七幅一定
要熟悉的名家畫作！

中國十大經典名畫（下）

〈清明上河圖〉

北宋張擇端的代表作〈清明

上河圖〉絕對是每一個人提及

古畫時，幾乎會立刻想到的名

作之一。

這一幅風俗長卷，描繪的

是北宋故都汴京的景色，曾為

北宋宣和內府收藏。收藏在北

京故宮博物院，它真實地演繹

著 900 年前汴梁城的都市生

活，極具重要的歷史價值。張

擇端成功描繪出了汴京城內與

近郊的各階層在清明時節所展

露的生活情景。

由於〈清明上河圖〉表現

出了勞動者與小市民的生活樣

態，同時巧妙處理了建築物、

交通工具、社會環境等的整體

關係，對後世而言，極具考史

與藝術價值。

〈步輦圖〉

〈步輦圖〉是唐朝畫家閻立

本的名作之一，目前收藏在故

宮博物院。此畫色澤絢麗，線

條流暢圓勁，構圖錯落富有變

化，是唐代繪畫的代表作品。

由於吐蕃王松贊干布仰慕

大唐文明，特地派遣使者祿東

贊來到長安通聘。〈步輦圖〉

正是描繪了西元 640 年（貞觀

十四年），祿東贊朝見唐太宗時

的場景。此畫反映了唐代漢藏

友好情誼的歷史見證。

〈洛神賦圖〉

〈洛神賦圖〉，是名畫家

顧愷之依據曹植《洛神賦》內

容所繪製的作品，裡面最感人

的描繪莫過於是曹植與洛神相

逢，但洛神最後只能無奈離去

的情景。

過去就有不少畫家畫過〈洛

神賦圖〉，同時出現了很多宋代

摹本，且被認為是顧愷之原作

的摹本。目前故宮博物院收藏

的兩卷，在人物形象上，基本

上類似，僅在構圖上出現景物

繁簡的差異。景物比較簡約的

畫作，在風格上呈現了更多的

六朝特點。

〈百駿圖〉

〈百駿圖〉是義大利籍清代

宮廷畫家郎世寧的作品，如同

畫名所示，這幅畫作一共繪製

了 100 匹駿馬，姿勢各異，或

立、或奔、或跪、或臥，可謂

是曲盡駿馬之態。畫面的首尾

各自有牧者數人，控制群馬，

體現人與自然界其它生物間的

和諧關係。郎世寧在表現手法

上，充分展現歐洲明暗畫法的

特色，凸顯馬匹的立體感，且

用筆細膩，著重動物皮毛的質

感表現。

〈五牛圖〉

韓滉〈五牛圖〉，是現代保

存最古老的紙本中國畫，被稱

為「鎮國之寶」，它同時是少數

唐代傳世紙絹畫的真跡之一，

目前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

〈五牛圖〉上面並沒有作者

的款印，但另有趙構、孫弘、

趙孟頫、項元汴、金農等十四

家的題記。

韓滉在這一幅古樸的畫作

中，展現了淳樸又精湛的藝術

技巧，真實地繪製了五頭不同

形態的牛隻，可謂表現出了唐

代畫牛的最高水準。

韓滉特意著重刻劃牛的眼

睛與眼眶周圍，使得牛隻望著

人的炯炯目光、牛隻本有的溫

和、固執、倔強的脾性給描繪

得淋漓盡致。韓滉通過摹繪細

節，強調了每一頭牛具備了獨

特的個性，使得牠們不同的神

情更加鮮明，讓觀畫者能夠明

顯感覺到這五頭牛的殊異性，

以及牛隻給予人的厚重感受：

牠們擁有同人般的強烈情感。

北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局部）

清 郎世寧 百駿圖（局部）

唐 閻立本 步輦圖（局部）

唐 韓滉 五牛圖（局部）

北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局部）

東晉 顧愷之 洛神賦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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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人無完人」。我們每個人都

有缺點，如果總是看重別人的缺點，而且

到處張揚，這樣就會給別人造成傷害，這

不是君子待人處世之道。

「江南才子」文徵明是明代中期最著

名的畫家、大書法家，他生性不喜歡聽到

別人的過錯。有人想要把別人的過失告訴

他，他必巧妙的轉移話題，使對方無法說

下去。他終生都如此。

東漢著名將領馬援也曾告誡侄兒說：

「我希望你們聽到別人有過失，就好像聽

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聽，嘴裡不能

說！」

對於自己的優點或長處，我們應當始

終韜光養晦和抱著謙遜的態度。老子曾經

對孔子說：「我聽說，聰明的商人會把財

物藏得很嚴密，彷彿一無所有；盛德君子

的容貌彷彿十分愚鈍。去掉你身上的驕氣

與過多的欲望，去掉你躊躇滿志的神色與

放蕩的心志，這些都對你沒有益處。」[1]

《中庸》引用《詩經》中的話說：「衣錦

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

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絅」

是單衣或外衣的意思。繡有花紋的錦衣外

面為甚麼還要加上單衣呢？就是嫌花紋太

顯露了。用此來說明君子之道應該韜光養

晦，內蘊深藏不露，外表雖然暗淡，日久

就會彰顯它的光芒；如果內蘊膚淺，雖然

外表引人注目，但很快就會日益消亡。

北宋的歐陽脩，文章寫得非常好，是

歷史上有名的大文學家，可是他對待客

人，總是多談朝廷施政的事情，而不談及

文章。當時的蔡襄精通政事，但是蔡襄對

待客人，則是多談文章，而不談及政事。

這兩位先生都是非常的善於韜光養晦，不

會在別人的面前，炫耀自己的長處，所以

在歷史上都能夠享有盛名，而且官也做到

了極其顯貴的地位。

被稱為「唐初四傑」的盧照鄰、駱賓

王、王勃、楊炯，四人以文章而享有盛

名，個個才華蓋世。當時的大臣裴行儉通

曉陰陽，有知人之明，他見到盧照鄰等四

人後，說道：「讀書人以後能不能夠發達

久遠、鴻圖大展，應該是先要看他有沒有

寬宏的器識，其次才是他的文章啊！王勃

他們四個人，文章雖然好，但是多顯得浮

躁淺薄，喜歡炫耀自己的才華，這不是享

有爵祿福報的根器啊！楊炯這個人還稍微

顯得沉靜收斂一些，他能夠善終，就算

是十分的幸運了啊！」後來這四個人的命

運，果然如裴行儉所說的一樣，只有楊炯

得以善終。

[1] 原文：「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

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文：白雲飛

There is a saying that goes: “Nobody is 
perfect.” Everyone has shortcomings. If 

you always focus on others’ shortcomings 
and go all over the place telling people, then 
you will harm others. This is not how a gen-
tleman should conduct himself.

  Wen Zhengming, a talented intellectual 
from southern China, was the most famous 
painter and calligraphist in the mid Ming 
Dynasty. He had a natural disposition for 
not wanting to hear other people’s flaws. If 
someone tried to tell him another person’s 
flaws, he would cleverly avoid the subject 

to not let the person carry on the conversa-
tion. He was like that all his life.

  Ma Yuan, a famous general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lso cautioned his nephew, 
“I hope that when you hear other people’s 
flaws, you take it as hearing your parents’ 
names. Your ear can hear it, but your mouth 
cannot utter it.” (Note: According to Chi-
nese tradition, [out of respect] children are 
not supposed to directly say their parents’ 
names.)

  As for one’s own strength or merits, we 

should not show off our capabilities and 
quietly wait until the timing is right, and we 
should have a modest attitude.

  Lao Zi once said to Confucius: “I have 
heard that a cleaver merchant will carefully 
hide his wealth and appear to own nothing at 
all. A man with abundant virtue looks very 
dumb. Get rid of your conceitedness and 
excess desires. Get rid of your complacent 
and confident look, and your self-indulged 
mind. None of these is good for you.”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quotes words 

from The Book of Song: “Why does a 
beautiful dress decorated with elegant 
embroidery have a thin cloth garment 
for the exterior? It’s exactly because the 
elegant embroidery was too prominent.” 
This is used to explain that the Dao of a 
man is one of not showing off his capabil-
ities and quietly waiting until the timing 
is right. Though his outer appearance may 
look unremarkable, as time goes by it will 
illuminate. If the inner content is shallow, 
even if the outer appearance is attractive, 
it will quickly diminish as the day goes 
by.

Zhuangzi and Bianji were good friends. 
They were both very outstanding and 

knowledgeable people. However, they were 
different in many respects. Zhuangzi was 
not very concerned with seeking fame and 
wealth, while Bianji was a Prime Minister 
who valued his position in society. 

  Zhuangzi believed that enlightened people 
should give up the pursuit of wealth, fame 
and gain and the seeking of official power. 
He felt that this caused a person to be pol-
luted by the big dye vat of common society. 
Therefore, Zhuangzi was going to try and 
persuade Bianji to give up this position of 
power and instead travel with him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Bianji knew that Zhuangzi was 
coming to visit him and he felt quite un-
easy. He thought, “Zhuangzi is much more 
knowledgeable than me and he is probably 
going to try and take over my country. Is 
he coming to fight for the position of Prime 
Minister?” Out of fear, Bianji ordered that 
Zhuangzi be arrested when he arrived. 
Zhuangzi was very surprised when this ac-
tually happened but he managed to escape. 

  When he saw Bianji, he looked him straight 
in the eye and walked towards him.

  Bianji was dressed very lavishly while 
Zhuangzi was dressed very simply. How-
ever, this did not matter at all to Zhuangzi. 
When Bianji asked why he came, Zhuang-
zi said,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There 
was a most noble bird named Saint Crane 
who stood nowhere but in a phoenix tree, 
and ate nothing but phoenix tree leaves. 
No other bird could compare with it in 
terms of nobility. Every year, Saint Crane 
would fly towards the east coast, all the 
way from the northwestern mountains. 
One time when it was crossing the grass-
lands, he saw an owl eating a dead and 
decaying mouse. The dead mouse tasted 
so good to the owl. The owl saw Saint 
Crane and felt threatened as he held on 
tightly to the dead mouse. He shouted at 
the crane, “Who dares to rob me of my 
dead mouse?”

  Zhuangzi then sternly asked Bianji, “Did 
you suspect that I wanted your dead and de-
caying mouse?” Bianji understood immedi-
ately and lowered his head in disgrace.

不彰人短 不炫己長不彰人短 不炫己長

One Should Not Talk About Others’ Shortcomings Nor Brag About One’s Own Strengths

莊子和卜季是好朋友。他們都是當時

的博學奇才。但不同的是莊子淡泊名利，

卜季卻做了丞相。莊子覺得，清高者應當

放棄富貴，不該持權貴之欲，貪紅塵之

染。於是莊子決定要勸說卜季放棄官職，

與他一起遊覽世間。

然而卜季知道莊子要來找他，他很不

安。他想：「莊子有著比我更高的才華，

有更明確的治國方案。他會不會是想奪我

丞相之位而來呢？」於是，卜季下令捉拿

莊子。莊子很生氣，他巧妙地躲開追緝，

竟然就來到卜季面前。

此時，卜季衣裝華貴，而莊子一身破

舊的俗裝，他一點都不感到寒酸。卜季假

裝問莊子為何事而來？莊子說要講一個故

事給他，卜季說到：「請講。」

莊子說：「有一種世上最高潔的聖

鶴，牠非梧桐樹不歇腳，非梧桐葉不食，

其高潔和清雅是其他所有鳥類不能相比。

聖鶴每年都從西北的天山飛往東海的海

岸。當牠經過一片草原時，地上有隻貓頭

鷹正在啄食一隻生滿蛆蟲的死老鼠，正吃

得津津有味。這時，聖鶴經過貓頭鷹的頭

頂，貓頭鷹緊抓死老鼠，抬頭叫到：『誰

敢搶我的死老鼠？』」莊子厲聲問道：「卜

季疑吾會奪其相職嗎？」卜季慚愧地低下

了頭。

春  暖的陽，花的歌。

寒氣消退，薄霧暗貽，疏蘢的窗照

著淡淡的月。白日已漸漸延長，清新脫

俗的氣候迎著清雅淡藍的天色，一抹暖

陽驚積了嫩芽的謝意，期待已久的枝條

伸展著慵懶的綣戀，朦朦朧朧、娉娉婷

婷的季節開始了妝扮。清婉舒緩的河水

浸透了清澈見底的月色，開始淺吟低

唱、光陰流轉、水流淙淙，帶走冬淺淺

的痕。河塘甦醒了，柳樹伸出依依柔軟

的枝條，樹木伸展了嫩嫩的葉片。和風

細雨、蟲鳴蛐唱、鶯歌燕舞、乍寒還

暖，塵封已久的渴望盈送出了萬樹千花

的苞蕾，平淡素雅，濃淡畫墨。白的

梨、黃的杏、粉的櫻、紅的桃、綠的

林，爭先恐後、踩著時點、羞羞待冉，

輕輕聞過，花兒頷首笑迎，香味氤氳；

斜風細雨，燕子飛轉，暖幼窩巢，融融

心馨；青草萌動了對春的恭迎，暖陽劃

過天際彩雲追隨，漂浮在空中的風箏色

彩斑斕。看孩童稚雅不忌的笑臉，看晶

瑩剔透的童真浪漫，春滲透了肌膚，融

融地舒展著溫溫的天然氣息。潤幾絲暖

陽、聞幾朵花香；撿幾片花葉，滲幾絲

雨涼。春意洋洋，觀幾片雲霧，續幾縷

紋路，心怡的天宇晴朗、暖麗，彷彿是

剛剛得法時的意境那麼好。我們剝落了

加厚的外套，失去了掩飾的外衣。

夏  夢的紗，喜的雨，荷的彩。

陽光拉近了距離，日照彷彿縮短了過

往。少女跳躍著浪漫的連衣裙，稚雅素

淡。挂了一方天空的彩虹，彷彿瀰漫著水

汽，閃熠著七彩畫作。夏的荷、靜的水、

鳴的蟬、綠的藕，一塘池水、一泓碧泉、

霹靂雨注、一瞥驚鴻。朝朝暮暮的對歌，

是千萬年相守的期約。清風下、驕陽夜、

花叢中、尋那一世的芳容，找那緣份承下

的許諾。相視一笑，便已知蹊蹺，相對一

個眼神，便已知行蹤。夏花燦漫、波光瀲

灧、蒼翠欲滴、峰迴路轉。藕的心、花的

美、靜的蓮、爽的雨、山湖環繞、蒼石堅

縫、滂沱大雨知道草木的歡喜，清爽雨露

知道熱浪的消減。溫的夜、涼的雨、少年

的夢、荷的脫俗，蓮蓬上滾來滾去的水

滴、池塘邊的伴杳杳相去，難尋蹤跡。古

道抱著蟬音，回轉朦朧。夏夜是一雙清涼

的眼眸，絢麗多彩、潺然流動、奔流不

息、晶瑩透明、天闊高遠、星河全容。忘

卻夢中那十八相送，忘卻那曾有的依依婉

轉。青春河畔，捋一彎新月，別幾樣心

願；起幾份妝扮，天國在看。炎炎過往，

心熱不留痕。

秋  豐富多彩、飽暖、碩實。

夜漸涼，日漸短，熱浪漸行漸遠。天

空顯得遼闊深邃，月兒顯得靜圓，層層疊

疊的霧靄縷縷升起，繁華燦然綻放。檐帘

雨瀉，望眼欲穿的花樹，晶瑩玉潤，秋高

氣爽，秋窗外疏疏落落的梧桐聆聽花音，

桂花濃濃散進屋來，菊花、海棠、木槿、

薔薇開遍了房樑路旁。月下散步，花影綽

約，掠幾分清香，嬈幾分月色；鳥繞著雲

笑，風逐著日吹，淡然相望，飄然而遠。

留一份雨絲，榭幾樹花木，思緒盡染；梳

幾縷秋月，收幾份珍藏。漸漸地明白了什

麼叫成熟，是簡單裡蘊藏了內涵，是一如

平注的簡單，卻又不想去爭辯。人已漸

遠，我還在觀看秋。天象高遠、氣勢平

和、海納百川、秋林擴展，扶棵棵樹堅，

戀一分深遠，將果實收藏在記憶裡，喜悅

儲存。乾熱。如我寂寥獨行，吟一路法

歌。

冬  蕭瑟的歌，冰的愛，雪的舞。

冬也暖，只是外衣加層，小手凍紅。

耳朵邊嘯嘯的風；鳥在樹高處搭窩；魚在

冰層下睡眠。歲暮天寒、田野曠遠、草蟲

消暱、霧霜常臨。花期踐約，冬梅、水仙

笑呵。

冰凍河凝，淡淡的渴望，濃轉的筆

峰，曾經心熱凝重上眉頭。蓄一份內斂，

釋一份平穩；拌幾分俏色，捎幾分心緒；

朝朝暮暮心歌，阡陌一塵不染。賦幾首

詩，學幾講法；平幾分冬月，謝幾分暖

陽；去一份執著，淺淡梳妝。看雪花飛

舞，心也輕飛。「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

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白茫茫

的曠野，人的思維顯得很緲純。忘卻那風

華雪月懵懂年少，忘卻那捂著手堆了又砌

的雪人；忘了那鋪天蓋地的鵝毛般的驚

喜，忘卻那仰頭望雪的感嘆。街上奔游不

忘本真，不要情愫，不要假意，竭誠心語

勸善，淋漓盡致為他；枝頭幾處鳥飛，額

頭幾分清許。

淡淡的雅、濃濃的真、頷頷的笑、彎

彎的眉、悠悠的美。

你是誰，我是誰，我們對應不同的時

宇，心裏藏著天國的記憶，而今轉生在這

裡。要做一次鳳凰涅盤的歷練，要堅守信

仰的堅毅，回歸最高的天園。認知天法的

生命，永赴美好！永赴新宇！

醜鷹保食  An Owl Who Cherished A Dead and Decaying Mouse

馬援畫像（Winnie Wang / 看中國）

莊子畫像 (元．華祖立)

◎文：白雲飛

◎文：木子

散文：春夏秋冬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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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洗盆又叫

青銅噴水震

盆，盆底刻

有魚紋的稱

魚洗，刻有

龍紋的稱龍

洗。

魚洗盆：網絡;其他來源：Adobe Stock

◎文：秀秀

預言家眼裡的2022        

◎文：紫雲

40 萬根石柱之謎          
密克羅尼西亞群島共有

五百多個島嶼，其中有一個面

積很小的小島，名叫納瑪托

島。納瑪托島荒無人煙，卻有

無數巨型石柱整整齊齊擺放在

那裡，堆成了一座十多米高的

石頭山。

據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研

究，這裡原來是一處遠古時代

的建築廢墟。這些石柱是加工

過的玄武岩柱，由冷卻的火山

熔岩凝成，每根重達數噸。石

山由 4328 根石柱組成，連同

各處地上散亂的石柱，若干墓

室和一道 860 米長的石柱圍

牆，總計納瑪托島上的古建築

英國通靈預言家派克在最新

的預言中，預測了 2022 將要發

生的大事。

派克說，疫情不會消失，在

未來的幾年中會與人類並存。英

國王室很可能會在 2022 年底失

去女王，查爾斯王子最終會被加

冕成為查爾斯國王。但在位的時

間很短。哈利和梅根最終會離

婚。 2022 年，更多的名人、頂

級政客會因為性侵兒童而被起訴

並失去公職，包括英國政界的高

層人物。所有這些都與傑弗里．

愛波斯坦的案子有牽連。還有一

人將是美國 2024 年的總統候選

人。在美國選舉期間，將會有更

多醜聞被曝光，他們中的大部分

資金來自中共政府的賄賂。

2022 年，糧食短缺問題在

全球依然嚴重。一種巨大的蝗蟲

或風暴昆蟲可能會出現在美國。

加拿大的一家石油公司的一條大

下丘腦感器影響人的身高     
一項研究發現，人的身高與

營養水準並無特別的關係。

人們一般認為身高與營養水

準有關。但 11月 3日發表於《自

然》（Nature）雜誌的一項研究

發現，下丘腦有一個感應器，一

種 名 為 MC3R（Melanocortin 
3 receptor）的受體蛋白是控制

食物和身體發育之間的重要紐

帶。如果這個感應器失能，或是

體內有變異的基因干擾這個大腦

感應器，這個人發育就會比同齡

人遲緩，看上去比其他兒童瘦

小。這種影響在很小的時候就會

體現出來。

科學家以前只知道食物的信

號會抵達大腦一個叫做下丘腦

管道會出現石油洩漏。山林野火

依然是一種常態。一場非常大的

火災會在俄羅斯這樣的地方發

生。倫敦和巴黎會發生嚴重水

災，而中國的極端天氣會引發更

加嚴重的水災。

派克預測，中共與西方的衝

突變得越來越嚴重。細菌戰出

現，基於操縱像非典這樣的病

毒，通過咳嗽和打噴嚏在各處傳

播。隨著世界對中國的禁運，最

終會導致中國內部的不穩定，目

前中共已經出現下坡的跡象，那

裡會發生一場革命。

臺海局勢會越加緊張，中共

很快會對臺灣發動攻擊。中印邊

境的衝突依然會持續不斷，印度

的發展最終會超過中國。同時，

為應對中共在軍事上的過度擴

張，全球範圍內將掀起一場真正

的大規模軍備競賽。

在政壇方面，金正恩很快將

會被罷免。喬．拜登不會完成他

的任期，他將因黨派的政變被撤

職，但會對外宣稱是健康原因。

他說拜登的後面有一隻黑手在操

控他，這一點全世界都已經看到

了。派克說，當今世界需要一個

果斷和強有力的領導，一個懦弱

的人掌權，對整個世界都是危險

的。

他認為拜登會被一個女人取

代，但不是他之前說過的副總統

賀錦麗。他說，他看到在共和黨

中會產生一名政治新星，一個黑

人女人，一個很強大的黑人女

人。她非常支持川普，她會與川

普在白宮一起工作。川普的社交

媒體會影響會擴大。參眾兩院的

民主黨人會在 2022 年的中期選

舉中輸的很慘。另外，巴西會發

生政變，巴西總統會被以軍事力

量趕下臺。歐盟分裂加劇，丹麥

是下一個脫歐的國家。波蘭和匈

牙利也會考慮開始脫離。

派克預言新的臉書 Meta 虛

擬世界業務將會徹底失敗。臉

書、谷歌和亞馬遜會遇到嚴重的

金融危機而漸次退出市場，並且

被追究逃稅問題。歐盟也面臨金

融危機問題。更多的名人因偷漏

稅被關進監獄。非法移民問題、

通貨膨脹問題，在美國和歐洲會

像洪水一樣。

◎文：青蓮

在浙江杭州博物館內，收藏

有一只距今三千多年的陰陽魚洗

盆，亦稱青銅噴水震盆，至於

「洗」，則是黃銅臉盆的古稱。

震盆有雙耳，大小如臉盆，

盆底繪有四條魚，魚與魚間刻

有四條清晰的《易經》河圖拋物

線。如果在盆內加一半水，然後

用手輕摩雙耳，盆中剎那間就會

波浪翻滾，洶湧澎湃，然後湧出

四股二尺許高的噴泉，並發出易

經中念震卦六爻的音響，與《史

記》中描繪的「黃鐘之音」相吻

合。這個盆的神奇，讓現代科技

黯然失色。

1986 年，美國科學家專門

仿製了一件魚洗盆，結果無法噴

射出水花，發出的聲音也顯得十

分呆板。現場一位物理學家說：

「不知它的集成構造原理，即使

仿造一萬次也不會成功。」

多年來，美國、日本的物理

學家試圖通過諸多現代的精密儀

器，研究銅盆是如何導熱、傳

感、噴射、進而發出聲音的，終

無法一窺究竟。這個神奇的魚洗

盆就宛如「神話般的現實、白日

的夢」一樣，讓科學家們望盆興

歎。美國的新聞媒體曾連續發表

〈超級現代的中國古代科學〉、

〈難得的中國「易經」〉、〈神奇

的物理超導現象〉……等文章，

報導了這個中國古代的科學奇

跡。

陰陽魚盆的記載，最早出現在

《易經》裡，距今已有 3000 年歷史。

有人說，想要弄懂魚洗盆的震動、噴

水、發聲原理，一定要首先弄懂中國

的《易經》。也有人說，魚洗盆的存

在，證明了中國古老的失傳已久的

《連山易》真實存在。

《易經》，是中國古人闡述天地

世間關於萬象變化的古老經典。《周

禮 · 春官宗伯 · 大卜》說，遠古有三

易，據傳為天皇氏所創：「太卜掌三

易之法，一曰連山易，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

四。」

據古籍記載，天皇氏，乃三皇之

一，五龍之首，盤古開天闢地後第一

代天下君主。「天皇氏」的意思是像

太陽一樣光輝燦爛的至高無上的首

領。傳說在統治天下三十六萬年以

後，天皇氏白日升仙，飛上三玄空天

宮中。《天皇至道太清玉冊》中說：

天皇氏飛升成仙後，為道教中三皇的

天寶君。

天皇氏不僅著《連山》，還創造

了天干地支。天干承載的是天之道，

地支承載的是地之道。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在人成運；天道與地道決定

著人道，故設天干地支以契天地人事

之運。天地定位，干支以定時空，時

空以定世界。干象天而支象地，萬物

雖長於地上，但是萬物的榮盛興衰卻

離不開天。十天干與十二地支的組

合，形成了形成六十循環的紀元法，

用以闡述天地人事之運。

相傳《連山》這本經書的名字是

指其書以「艮卦」為起始，因為艮卦

就像綿延的山峰，故稱之為連山。後

世亦將之稱之為《連山易》。

《連山易》和《歸藏易》兩千年來

歷代典籍鮮有記載，據稱在 2000 多

年前失傳了。現在存於世的只有《周

易》。因此，我們現在稱的《易經》也

就是指《周易》。其實《易經》是《連

山》《歸藏》和《周易》的總稱。

《易經》中的科學思想與現代科

學有很大的不同，其理論體系也和現

代科學完全不一樣。一個 3000 多年

前的魚洗盆，其構造原理就超出了現

代科學的範疇，難倒了全世界的科學

家。誰還敢說古代是一個落後、愚昧

的時代？因為這個小小的魚洗盆，全

世界的科學家都開始重視中國古代的

《易經》。在國際《易經》學術討論會

上，來自各國的科學家提出了「集成

傳感導體鑄造法」假說，將這種物理

效應命名為「易經效應」。

科學家們預言，如果假說成立，

易經效應能為人們掌握，人類社會發

展可以提前跨越一百年。現代人類一

直驕傲於自己創造出來的科學體系，

卻無視自然界中許多沒有發現、尚未

認識的事物。這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

中的大阻礙。

用手摩擦 會噴水發聲的魚洗盆

◎文：藍月

（hypothalamus）的區域，傳遞

身體營養狀況的信息，告訴身體

我們有很多食物，快快生長。而

這項發現，有助於研製藥物增加

肌肉，或是幫助因某些慢性病而

導致身體瘦弱的人恢復體格，以

及幫助遲遲不見發育的兒童開始

正常發育。當然，人的身高主要

受到家族基因的影響。這份研究

找到的信號機制，主要是針對如

何無阻礙地讓人長到每個人基因

設定的潛在身高的極限。

廢墟共用了約 40 萬根石柱。

令人不解的是，納馬托島

本身並不產這種玄武岩，石頭

是從對面的波納佩島運來的。

兩處距離雖不遠，但只有

水路通航。按照當時的運輸方

式，運送 40 萬根石柱，需要

296 年。在波納佩土著人的傳

說中，納瑪托遺址叫作「聖鴿

神廟」。傳說三百年前，一隻

鴿子駕船穿過水道來到這裡。

在鴿子來到之前，島上的統治

者是一條噴火的巨龍，牠吹一

口氣就挖好了運河，石柱也是

牠從鄰島運到這裡的。

納瑪托島上的石柱建築

究竟是誰建造的？它是甚麼

時候建造？又有甚麼用途？

這些都是難以解釋的迷。太平

洋島民慵懶、散漫而自足，這

樣一個巨大的工程，沒有特殊

的能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但從

島上散亂的、扔得到處都是的

石柱看，建築顯然並末完工，

留下一部分城牆還沒來得及造

好，就由於某種原因突然被放

棄了。從 16 世紀偶然被發現至

今為止，納瑪托島的石柱，仍

是一個未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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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泰源 

哪一種人不適合炒股票

當今不少人迷上炒股票，為

甚麼有些人炒股老是虧損呢？因

為有些人的命的確是不適合炒股

票的，其中一種是身太弱。不是

指身體健康很弱，而是在八字中

代表自己日主五行的一方太弱。

例如：有人出生的日子是丁

酉日，上面這個丁火就是你自己

的命，如果丁火在年、月、日、

時八個字中配合後，顯示出勢單

力薄，就屬弱，這種八字的人就

不宜從事炒股或賭博等事，否則

難免破財、虧損。

命學前輩徐樂吾先生曾說

過，算出自己一生沒有發橫財的

命，所以從未買過一張馬票和彩

票。不過，究竟要怎樣才能知道

自己的身（日主五行）弱不弱

呢？簡單來說，可看三方面：就

是屬於自己日主一方的五行，是

否得時？得地？或得勢？如果三

方面都不占優勢，又不能入「從

弱格」等特殊格局的話，就屬於

「身太弱」，不宜從事炒股或賭

博之事。

「得時」，是指得到出生時

月令的助力，這是最大的助力。

例如：出生日是丁酉，上面丁火

代表自己的命，如果是出生在夏

天，黃曆四、五月，即巳火、午

火月，夏天本身就火旺，所以炎

熱，那麼這丁火命就是得時。

但並不是得時就好，這只是

代表你一生出來就先天火旺。但

不是火旺就好命，火少就不好，

宇宙中的理是以中和為貴，一切

講配合。

想想，在炎熱的夏天，為甚

麼這麼多人會在家裡裝空調，就

是為了要降溫。所以出生在夏天

的命，先天上就火多，炎熱，你

就要查一下其他七個字有沒有能

降溫的五行，等於查一下有沒有

帶著空調機和游泳池等來出生，

如果有，且配合適宜的話，就是

合格的命，好的命，一生就會安

順平和，猶如盛夏住在有空調的

房子一樣舒服。反之，若其餘七

個字中全是木火或燥土，一點濕

冷之氣也沒有，又不能入特殊格

局的話，此人一生猶如居住在悶

熱乾燥的房子，悶熱難過可知，

就是不好命，日子難過的命。

一個命造是否「得地」，要

看四柱八字中的四個地支。八

字四柱下面四個字叫地支，猶

如一棵樹長在地下的根，如果這

四個地支中有多個與日主五行相

同的，或生助日主五行的，就叫

得地，如果一個也沒有，就叫失

地。「得勢」，是指八個字整體上

此日主的五行數目能否占優勢，

也就是看天干、地支中此日主的

五行數目多少，如果天干地支合

起來的數目占優勢，就叫得勢。

火命，生十二月天寒土凍之時，

十二月為丑土，寒濕之凍土，冬

天的火，顯然不得時，火生土洩

火氣，日主丁火，先天上就屬弱。

再看其餘三個地支，一戌

土，一未土，一酉金，不見有

木、火相助，亦不得地。也許有

人說，戌中不是有丁火，未中有

丁火嗎？，但這只是丁火之墓庫

和餘氣，戌、未中還是以本氣土

為主，至多只能算是微根，不能

當作整個丁火之根來論。

再看天干，有丙火、丁火透

出，連自己共有三火，有些初學

者就會以為丁火身強，或至少認

為不弱。須知八字之中，干多不

如支重，天干得一比肩（這裡

即指一丁火），不如地支得一餘

氣、墓庫（這造裡指一未、戌

土）。得二比肩（兩丁火），不

如地支中得一長生，祿旺（此

造指一寅、卯木或巳、午火

等）。因為比肩有如朋友之相

扶，地支通根則如家室之可托，

故干多不如根重，這是分析八字

時須牢記的。故此造天干雖透出

丙、丁火相助，但地支無木、火

為根，亦指不得勢。

可見，這個丁火命，既不得

時，也不得地，亦不得勢。天干

有丙、丁火透出，地支有微根，

又見酉金財星，非滿盤食傷，故

不入「從弱格」等特殊格局，只

能當「身太弱」之正格。

八字中四土一金洩弱日主

丁火，成身弱（丁火弱），傷

（土）旺之象。日元丁火，幾如

一盞快燃盡的燈，非添以膏油，

焉能復明？故行運喜木、火，忌

土、金、水。身太弱無法承受更

多財、官之負荷。假如不自量力

的去炒股、賭博，追求超過自身

負荷之名利，豈不身敗名裂，名

利皆損？猶以大運和流年為土、

金、水忌神時，破財、病、滯即

見。癸巳大運，庚申流年，金水

齊見，炒股虧損無數，要賣房子

償還債務。有人說巳屬火，應該

好運。唯巳火與命中酉丑三合金

局，由火化合成金，先好後壞，

先是有些小贏利，引你下注，一

旦到下大賭注時，立即反轉，成

一破財之陷阱也。

大家知道，《推背

圖》第十三象是指後周太

祖郭威君臨天下。此象

的圖比較簡單：護城河

環繞的城牆，幾隻飛來

飛去的雀兒，有一隻落

在城牆上，儼然是一國

之主。

◎文：德惠

後周太祖郭威的紋身

《推背圖》第十三象：網絡圖片；其他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雀兒」的外號。今天我就講講郭

威的紋身是怎麼來的。

《宋稗類鈔》以及《畫墁錄》

都記載：五代後周太祖郭威，少

年微賤之時，和馮暉在同一里巷

居住，兩人關係親密，他們後來

都當了兵。一天，有個道士經

過，與他們攀談，他倆一問，這

個道士居然還以紋身為業，於是

就請道士為他們紋身。道士在郭

威的脖子右邊刺上雀，左邊刺上

穀粒；就著馮暉肚臍的形狀紋了

一個甕，甕中有數隻雁兒露出頭

城牆，是國家和政權的象

徵。此象讖和頌中均反覆描寫了

雀兒的神態，可見此雀兒是第

十三象的主角。

解開此象的奧秘在於弄清

雀兒象徵著誰。「高山不及城郭

低」點出了其人姓郭。「九十九

個過山西」點出發跡的方位在山

西。「漢水竭，雀高飛」點出建

立王朝的時機。綜上所述，可以

清楚知道雀兒在這裡象徵郭威，

此象預言他將創建後周王朝。史

載：「太祖皇帝姓郭，名威，邢

州堯山人。少賤，黥（qíng）其

頸上為飛雀，世謂郭雀兒。」

「黥」，本是古代刑法之

一，在商周時代稱「墨刑」，在

秦漢之後稱「黥刑」。在奴隸、

士兵、犯人的臉上施黥刑，刻字

塗墨，防止逃跑。後來，黥刑

演化成了紋身。「黥其頸上為飛

雀，世謂郭雀兒」是指郭威的頸

上紋有一隻飛雀，因此有了「郭

城牆是國家

和政權的象

徵，預言創

建王朝者。

《推背圖》第

十三象後周

太祖郭威君

臨天下。

來。道士告誡他們：「你們要愛

護脖子、肚臍上的刺青。

郭威以後脖子上刺的雀會銜

到穀粒，馮暉肚臍中刺的雁會

移到甕外面，這是亨通顯達的

徵兆。」因為郭威的紋身在脖子

上，大家都看得見，從此有了

「郭雀兒」的名號。

郭威和馮暉都挺相信道士的

預言。馮暉家裡貧窮，一日，為

過節要花費，與老婆爭執，馮暉

拍著肚子說：「休說辦不到，且

看甕裡飛出雁。」後來郭威和馮

暉果然漸漸發達。等郭威在後漢

掌握兵權，雀和穀粒漸漸接近。

後漢首都在山西太原，郭威可

說發跡於山西。當他奪後漢江

山「漢水竭」時，雀兒果然銜到

穀粒了。而馮暉後來領兵做了元

帥，紋的雁從甕中飛出來了。

一時的紋刺，卻可預言禍

福，當時的人們都覺得太神奇

了。這位道士的紋身居然是動態

的，可以隨著人的富貴而變化。

此道士絕非常人。《推背圖》是

唐朝李淳風留下的預言，裡面預

言郭雀兒會當君王，在五代就出

了一位道士給郭威紋了一隻雀

兒，應驗預言，說明歷史其實是

早就系統安排好了的，那些高人

們分工合作，有的留下預言文

字，有的給人紋身，系統的保證

歷史按照特定的安排前進。那麼

誰能安排歷史呢？應該是天上的

神佛吧！作為個體，人只能在其

中選擇善與惡，從而得到善報或

惡報。

資料來源：《宋稗類鈔》、

《畫墁錄》

數命 運 有 定

學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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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在 20 歲時寫的〈遊山

廟序〉中說，自己常學仙經、博

涉道記，但事奉尊長和親人就必

須要入世去求衣食，而做官又會

被名利所累，最後把自己的真性

和先天的根基毀在常人社會中

[16]。
但他畢竟是個道心堅定的

人，相信自己「自得會仙家」

[9]，所以下定決心「清貞靜

一，保其道」，不顧世間得失

「抱直方而守道」，直到「安真

抱樸、全忠履道」[19][21]，因

為他已經認識到「夫神明所貴

者，道也」，「道」才是自己真

正的生命所寶貴和追求的 [20]，
並且深深地感到「道」是高不可

測的 [23]。
以他 20 歲左右的年齡，加

上才華出眾，正是博取功名、建

功立業的大好時機，但是他卻看

淡了世間的榮華富貴，認為修道

才是上策，而圖富貴則是下策

[28]。如果一個人年事稍長，經

過了許多生活的坎坷和磋磨後，

回心向道，那是一件自然而不太

難的事，但是一個風華正茂的大

才子，要完全放下世間的得失，

而堅心於道，實在是極其難得的

事情。

王勃曾說自己「最初學的是

《周禮》，偶然也喜歡讀儒家的

東西，後來讀了道家的書，才感

到與自己的真性吻合了」[19]。
他在〈益州夫子廟碑〉中對於孔

子的稱讚是耐人尋味的：「聖人

之設教也……成變化而行鬼神，

觀陰陽而倚天地……索眾妙於重

玄，篡群微於太素。」

他又引用《易經》說：「聖人

以神道設教而萬物服焉 [24]。」

他是站在道家的角度把孔子往上

拉，而後世、特別是宋代以後的

大儒們，都是站在儒家低層的理

上，把孔子向下扯。然而，後世

的人們大都認為這些大儒們，已

經是在繼承和發揚孔子的博大思

想了。

曹夫子向王勃授業時，最先

給他講《周易章句》，因此他對

《周易》熟且精，包括：算卦、

推算萬年曆等，當時一般人覺

得很難的東西，他都很在行。

他甚至還推算過一本《大唐千歲

曆》，為唐朝的人準備好了一千

年都可以用的曆書 [2]。但這些

東西既沒有使他對「道」的認識

進一步深化，也沒有使他的修煉

向前推進一步。

王勃對「道」的深一層認

識，是從與常人相反的方向去應

用《易經》之理而得到的，而且

這一個認識上的飛躍，也像他碰

到曹夫子一樣，來自一個令人驚

異的天外奇緣。

就在王勃刻苦鑽研《周易》

的那一段時間裡，有一天晚上，

他做了一個夢，夢見孔子來對他

說：「易有太極，子其勉之。」

他醒來後反覆琢磨這句話，終於

想清了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寫出

了多篇對《周易》有創見、發揮

性的文章。

他曾經寫過五卷《周易發

揮》，以及《次論》等多部著作，

雖然後來都散失了，但他這一次

認識上的飛躍，我們仍然可以從

他現存的一些文章中，看出一點

痕跡來。他在〈八卦卜大演論〉

中曾說：「當你沒有了思慮、沒

有了對任何東西的喜好時，你離

太極的境界就已經不遠了；一切

可以看到的東西都來自兩儀，當

你把這些可見之物都忘得乾乾淨

淨時，那就是太極 [22]。」

讀過《周易》的人誰不知

道「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呢？但一般人都是順著這個

「生發」的路子往下走，直到把

六十四卦弄得爛熟，再把它用到

常人事務中去，常人總是重物重

用的。這也就是老子所說的「樸

散之則為器」；但修煉人要「返

樸歸真」，放棄物和用，因此要

反過來從世間萬象中回到六十四

卦，再從六十四卦回到四象、兩

儀而太極，太極就是「有」、就

是「一」，也就是「樸」。

這個過程正好應了張三豐傳

道的「瘋話」：「正則凡，逆則

仙，只要顛倒顛。」而在一千多

年前，王勃這個二十歲左右的年

輕人就對「道」，特別是對「易」

有如此超常的認識，這真要讓其

後，乃至迄今的許多修道人慚愧

莫名了。

王勃的修煉道路到此為止，

應該是很確定的了：由醫而入

道，由《易》而提高；他又有超

凡入聖之人在親自指導，或夢中

點化他。從其詩文中看到他已經

修到了看淡紅塵、放下名利、守

道不移的地步，毫無疑問，他應

該是一個道家的修煉人了。然

而，他開始全心全意地修起佛來

了！

但這回不像前兩次，促使他

修佛的突發性機緣，沒有被後人

記錄下來。由於他的著作絕大部

分已經散失，現在留下的一本

《王子安集》，已經是明代崇禎

皇帝庚辰年間刻「初唐四傑」著

作時，根據後人蒐集到的一點斷

簡殘篇，湊合而成的結果，因此

我們無法知道他決心修佛始自何

時。

但根據《王子安集》，我們

至少知道他二十歲時還沒有決

心修佛 [16][28]。所以他正式開

始修佛大概是在二十歲以後、

二十七歲以前的某個時候。在

他留下的十篇碑文中，除了那

篇有名的〈益州夫子廟碑〉外，

其餘九篇全是為佛寺寫的碑文；

而《王子安集》中的最後兩篇則

是〈釋迦如來成道記〉和〈釋迦佛

賦〉。

〈釋迦如來成道記〉是一篇

很長的賦體文，講述釋迦牟尼佛

發心修道和最後成道的經過。由

於其中用到大量的佛家專門詞

語，一般人很難看懂，所以有名

的錢塘慧悟大師，專門為它寫了

詳細的註解；原文加上註解一共

26 頁 [26]。《釋迦佛賦》是一

篇讚頌釋迦牟尼佛的短賦，它的

最後兩句「我今回向菩薩，一心

歸命圓寂」，正是王勃決心修佛

的誓言 [27]。
在慧悟大師為《釋迦如來成

道記》寫的註解中，還提到王勃

的《釋迦畫像記》和《維摩畫像

碑》，這也是當時盛行於世的名

篇，但現在的書中都沒有。另

外，王勃還為《四分律宗記》寫

過序文 [13]，該書是講佛家八

正道的，全書共有幾十萬字。

（完）

[1] ( 唐 ) 楊炯《唐王子安集

舊序》卷首。( 書名見最後 )
[2] ( 後晉 ) 劉昫《王勃傳》

王勃
文 |梅松鶴

古 代 詩 人 的 故 事

王勃（公元649～ 676），字子安，是「初唐四傑」之

首（「王楊盧駱」，即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他的詩風格清新，他的賦更使他成為初唐一大名家。

他與盧照鄰等人都試圖改變當時「爭構纖維，竟為雕

刻」的詩風。他在二十七歲時所寫的〈滕王閣詩序〉是

詞賦中的名篇，序末所附的〈滕王閣詩〉則是唐詩中

的精品，且詩中手法對後世詩人頗有影響。至於他的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詩，更是公認的唐詩極品，其

中「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兩句是唐詩中最能滲

透古今、撼動人心的千古名句。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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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八卦卜大演論》：「無

思無好，則太極未嘗遠也。見之

則兩儀，忘之則太極。」「非聖

人之書則不讀也，非聖人之言則

不取也。」卷十。

[23] 《平台秘略贊》貞修第

二：「道契玄極」，卷十二。

[24] 《益州夫子廟碑》卷

十三。

[25] 《彭州九隴縣龍懷寺

碑》卷十三。

[26] 《釋迦如來成道記》，

錢塘慧悟大師註解，附錄。

[27] 《釋迦佛賦》：「我今回

向菩薩，一心歸命圓寂。」附錄。

[28] 《遺 事》( 述 懷 擬 古

詩 )：「僕生二十祀，有志十

數年。下策圖富貴，上策懷神

仙。」附錄。

本文所引詩文，除已注

書 名 者 外， 可 參 閱《王 子 安

集》，王雲五主編《國學基本叢

書》（四百種），臺灣商務印書

館，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九月臺 
一版。

【釋義】

「警」，警戒。這則成語的

意思是公正的懲罰一個人，以此

警戒眾人。

【出處】

「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

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

出自於東漢班固的《漢書 · 尹翁 
歸傳》。

西漢時，大臣霍光，受漢武

帝遺詔輔政，任大司馬大將軍，

權勢極重。霍光的原籍在平陽，

他家裡的下人，仰仗主子的勢

力，時常拿著凶器在市場上胡作

非為，甚至強行搶掠財物。百姓

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官也不聞不

問，任其作惡。

後來，一個名叫尹翁歸的

人，被任命為管理市場的官吏。

尹翁歸年輕時，當過牢獄小吏，

熟知刑法，他又愛好武藝，劍術

相當高明，在平陽很知名。尹翁

歸到任後，嚴格按法律辦事。霍

家的下人，早就知道他的厲害，

從此再也不敢到市場上來作惡

了。

有一年，河東太守田延年，

巡視來到平陽，召見當地官吏，

尹翁歸也在召見之列。田延年對

大家說：「有文才的站到東邊，

懂武藝的站在西邊。」眾人都按

太守的要求分別站立，唯有尹翁

歸站在中間。田延年問他：「為

甚麼不選擇一邊站立？」尹翁歸

跪下稟道：「我文武兼備，聽候

太守安排。」

田延年一聽這話，就覺得尹

翁歸此人不簡單。經過一番談

話，確認他確實文武兼備，而且

很有才幹，便將他調到自己手下

任職。尹翁歸不負田延年之所

望，秉公辦案，執法嚴正，田延

年很器重他。

由於政績卓著，後來，尹翁

歸被提升為東海太守。到任後，

他發現那裡很不太平，便在所屬

的每個縣，都建立起簿籍檔案，

要求還原事實真相，認真蒐錄、

記載各方面的重要材料。他一有

空，就認真閱讀這些檔案材料，

因此很快熟悉了郡內的真相。

當時，郡內有個名叫許仲孫

的豪強，經常魚肉百姓，殺害無

辜，所以遠近的人，都對他恨之

入骨。但因他勢力大、關係多，

前幾任太守，都不敢得罪他。因

此，他一直逍遙法外，縱欲行

凶。

但是，尹翁歸到任後，迅

速查清了許仲孫的罪行。他採

取「懲一警百」（懲罰一個人，

以警戒眾人）的方法，首先將

這個惡人逮捕，並在熱鬧的市場

上，當眾將他斬首。

嚴懲了許仲孫後，官吏和百

姓對尹翁歸都很敬服。後來，其

他的大小豪強，膽戰心驚，都不

敢再繼續作惡了。尹翁歸終於把

東海郡治理得安寧祥和起來。

文|鄭選介

《漢書》為東漢班固所著，圖為明代代表的《漢書》刊本之一，凌稚隆

《漢書評林》。（PEGASUS2016/WIKI/CC BY-SA 4.0）

懲一警百成 語 故 事

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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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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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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e Rover 2022

Range Rover 2022

Range Rover 2022

動力性能

新款 2022路虎攬勝配備

395馬力渦輪增壓六缸發動機

和 48伏混合動力系統，或新

的 523馬力雙渦輪增壓 4.4升
V8發動機。兩款動力車型均

配備全輪轉向系統，駕駛輕鬆

自如。高速行駛愈發穩定，低

速行駛更為機動，在高速公路

和城市街道上都能流暢行駛。

標準軸距與長軸距車型車

身設計均提供五個座位，長

軸距車型如選裝第三排座椅，

可提供足夠七人乘坐的舒適 
空間。

電動控制的後輪軸可提供

高達 7度的轉向角，並且在

低速行駛時可以與前輪異向轉

動，使新款攬勝的轉彎半徑達

到 36英尺，為歷代路虎車型

中最小。在更高的速度下行駛

時，後輪可與前輪同向轉動，

使得車輛可以更靈活更穩定地

轉向。

同時，2022 攬勝也是第

一款配備專業版動態響應系統

的車型。強大的新型 48伏主

動電子側傾控制系統比液壓裝

置更靈敏更高效，將超過 1000

磅尺的扭矩輸入到側傾保護系

統中，以控制車身運動。

完全獨立的空氣懸架結合

了空氣彈簧和雙閥阻尼器，比

以往任何車型更能有效地隔絕

噪音，使車內空間格外寧靜。

安全配置

2022路虎攬勝提供一系列

現代駕駛輔助功能作為標配，

包括具有半自動駕駛模式的

自適應巡航控制，還有行人和

自行車檢測功能的自動緊急制

動，以及帶有車道保持輔助的

標準車道偏離警告。

設計特點

新款 2022路虎攬勝提供

豪華內飾，配置皮革和木材，

同時還提供無皮革內飾選項，

改裝為羊毛或其他紡織品。

根據配置和軸距，內部標

準排列可以為四座、五座或

七座。載貨區可選裝電動分隔

器，可防止旅行期間物品滑

動。而攬勝的分體式後備廂門

也可作為戶外活動的舒適座椅。

新款攬勝憑藉其有史以來

最大的觸控屏幕，提升了路虎

品牌的 Pivi Pro 信息娛樂系

統。 13.1英寸弧形浮動屏幕

以簡約的框架設計體現了內

部裝飾的輕盈感。除了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之

外，新攬勝還搭載了 Alexa，
可以直接連接車主的亞馬遜帳

戶。同時還有車載 Wi-Fi 和無

線充電系統。

後排乘客也可以享受新款

後座娛樂信息，該系統基於安

裝在前排座椅頭枕後部的 11.4
英寸高清觸摸屏，可以獨立操

作並支持通過 HDMI 連接其他

電子設備。可選裝的 8英寸後

座觸摸屏控制器安裝在中央扶

手上，可以快速直觀地控制完

美的座椅位置，進一步提升後

座的乘坐體驗。

Range Rover 2022

【看中國訊】路虎（Land Rover）2022新款高端

豪華車型攬勝（Range Rover）最早可追溯到半世紀

前的藍領車型，足見汽車潮流的滄海桑田，以及路

虎品牌定位在數十年間的轉型。2022攬勝是路虎

第五代豪華SUV的旗艦車型，將路虎的現代主義設

計理念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車內採用如皮革、

木材，以及地毯等高檔內飾面料，帶來令人印象深

刻的現代感、美感和精緻感。2022路虎攬勝起價

$104,000。

前排座椅頭枕後

部的11.4英寸高清

觸摸屏。

路虎 
攬勝

LAND R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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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39 年至 1945 年，廣東兒

童教養院拯救了數萬名戰火中的

難童，吳菊芳被學童尊稱為「院

長媽媽」。

培養出14個博士子孫

抗戰勝利後，李漢魂調任第

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後到歐美考

察。

李漢魂將軍英勇善戰，文 
武兼備，是名副其實的「儒

將」。著有《歐洲散記》、《拉丁

美洲遊記》，編著《岳武穆年譜》

一書。

1949 年元旦，李宗仁任國

民政府代總統，何應欽任行政院

長，李漢魂應召回國，出任總統

府上將參軍長和內政部長。

大陸被中共占據前，李漢魂

辭去職務，赴美定居，開一家炒

麵館維持生計。有人嘲笑他身為

國軍上將和部長級高官，竟落到

如此田地，李漢魂坦然回答說：

「自食其力，何愧之有！」

李漢魂一生愛國，一直保持

着自己的中華民國國籍，不願意

加入美國籍。旅美期間，李漢魂

與夫人吳菊芳把希望寄託於子女

身上。李漢魂經常督率他們讀中

文，授古文，教學中國的歷史和

文化。他用餐館收入，先後把子

孫 14 人培養成為博士，人們無

不驚歎！

中共占據大陸後，李漢魂夫

婦赴美定居，自食其力，督促教

授子女學習中國歷史和文化，先

後把子孫 14 人培養成為博士。

北伐「鐵軍」

李漢魂（1895 ～ 1987），字 
伯豪，廣東吳川人。 1919 年保

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畢業，被

分配到山西閻錫山部任見習軍

官，後來回到故鄉，執教於廣東

吳川中學（即現吳陽中學）。

不久，李漢魂加入粵軍，任

第二師中尉排長、上尉、連長、

少校參謀及營長，並投身於東征

陳炯明、南征鄧本殷的戰爭。

1926 年北伐戰爭，李漢魂

在粵軍第四軍第 12 師第 36 團

任參謀長，參加了醴陵戰役、平

江戰役、汀泗橋戰役、賀勝橋戰

役，以及武昌戰役。從湖南到

湖北，第四軍屢克強敵，消滅北

洋軍閥吳佩孚主力，被譽為北伐 
「鐵軍」。

九一八事變後，李漢魂以國

民革命軍獨立第三師師長，出任

（韶關）西北綏靖公署主任。任

上，他整軍經武，在今帽峰公園

山頂，修築碉堡群，並注重市

政、文化建設。 1934 年，他親

自主持，聘請橋梁專家麥蘊瑜新

建曲江大橋。此外，他還邀請虛

雲和尚主持重建南華禪寺，復興

曹溪禪宗。

抗日「銅軍」

1935 年，李漢魂職司潮汕

軍政大權，日寇來勢洶洶，他帶

領一排腰間掛手榴彈的警衛登上

日軍軍艦，讓日軍的魚雷軍艦撤

離汕頭。

1937 年，淞滬會戰爆發，

李漢魂升任粵軍第六十四軍軍

長，請纓北上抗日。在 1938 年

5 月的蘭封會戰中，李漢魂率部

血戰三天三夜，終於突破日軍

主陣地，收復羅王車站及附近村

莊，隴海線重新打通。國民政府

特授予他「華冑榮譽獎章」，第

六十四軍被譽為「抗日銅軍」。

1938 年，武漢會戰之萬家

嶺戰役，第六十四軍是參戰主力

之一。李漢魂調集 8 個師的兵

力，運用「一鼓作氣」的戰術，

把一萬多日軍壓到縱深不到 3
里的張古山的狹地之中，最後聚

而殲之，取得了萬家嶺大捷（也

稱「德安大捷」）。戰役總指揮

薛岳特意授予李漢魂第六十四軍

「鋼軍」錦旗獎一面，以表彰他

們對萬家嶺大捷的貢獻。

1938 年 10 月廣州淪陷，

李漢魂被任命為廣東省政府主

席，定臨時省會於韶關。廣東存

在貪腐風氣，蔣介石委員長對李

漢魂說：「我知道你不會搞腐敗

的，相信你能消除這場災禍。」

到廣東後，李漢魂每天從清晨忙

到深夜，一天只吃兩頓稀飯，離

任時體重僅 48 公斤。

當任之中，李漢魂指揮韶關

抗戰，迅速安定軍心民心，對韶

關各界進行全民動員。韶關成為

廣東省唯一沒有淪陷的地方。

夫人吳菊芳搶救戰地孤兒

吳菊芳 18 歲時，認識了當

時四軍軍官李漢魂。 1932 年，

李漢魂與吳菊芳在廣東韶關結

婚。 1935 年，吳菊芳隨李漢魂

遷到廣州，並得到李漢魂的支

持，入讀廣州中山大學，成為農

學院第一屆八名女生之一。

吳菊芳非常注重婦女和兒

童工作。1939年，她到處奔走， 
請求支援婦女和兒童工作，並

前往重慶，向行政院長孔祥熙

請求支持。此行吳菊芳成功取

得十萬元的賑濟款項，拯救戰

時難童的工作，終於全面開展

起來。

吳菊芳組織了十多個戰時兒

童搶救隊，深入淪陷區，搶救出

因戰爭無家可歸及生存困難的難

童兩萬多人，並將他們送到戰時

省會韶關。

1939 年 8 月 14 日在韶關

中山公園，舉行了廣東兒童教養

院成立典禮，吳菊芳擔任院長。

◎ 
文 
：
李
曉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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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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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漢魂是廣東粵軍

八大抗日名將之一。他

縱橫戰場，指揮「抗日

銅軍」粵系第六十四軍，

屢克強敵。夫人吳菊芳仁

心仁義，救助成千上萬

的流離兒童和烈士遺孤，

被譽為「萬童之母」。

《第一個感恩節》（1621 年迪讓·萊昂·杰羅姆·費里斯繪。）

網絡截圖

李漢魂、吳菊芳夫婦和子女合影照。 吳菊芳創辦廣東兒童教養院。

網絡截圖

宰相不是丞相
中國歷代有丞相、相國和宰

相各種稱呼，許多人以為它們指

的就是同一個職位，只是稱呼不

同而已。其實，宰相與丞相和相

國各自不同。

「丞相」並沒有成為一種實

際的官職，只是對輔佐皇帝處理

軍國大事的大臣的泛稱而已。而

從秦始皇創三公九卿制度，一直

到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一職，

「丞相」在多數情況下就一直就

存在著，但是當他掌握實權的時

候，就等於宰相；不掌握實權

時，就只是一個虛銜。

蕭何「相國」

「宰相」稱呼屢經滄桑，多

有變化。秦始皇草創三公九卿制

度，到漢朝劉邦奪取天下，蕭何

立下大功，於是被任命為丞相，

並尊稱「相國」。此時丞相僅一

人，掌握軍國大權。

蕭何之後，曹參、陳平、王

陵相繼為相。但到了呂后掌權

時，就增加了一個丞相，分別稱

左丞相和右丞相，以右為尊。

漢武帝即位後，情況就發生

了很大的變化。漢武帝召集了一

批文學賢良之士，任命為尚書，

隨侍左右，並幫助起草詔令。權

力漸漸集中到地位較低的尚書身

上，丞相地位雖高，卻無決策

權，只有聽命行事的份兒。

到了東漢，更是成立了尚書

臺，專門負責起草詔令，決策軍

國大事，丞相反成虛職。

三省六部制

經過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發

展，到唐朝的時候，三省六部制

日漸完善。中書省負責決策，門

下省審議決策，尚書省則負責執

行，三省互相牽制。此時可稱為

宰相的人就大大增多。中書省有

中書令二人，門下省有侍中二

人，尚書省有左右僕射二人，這

些人都是宰相，他們組成議事機

構，共同決定國家大事。

眾多宰相之中，又以一人為

首，稱為宰輔，奸相李林甫、楊

國忠均曾擔任過這一職務。從一

個宰相到多個宰相，避免了一人

專權獨斷的局面。

一直到南宋孝宗以後，才又

採用左、右丞相名稱，遼、金、

元亦同。宋、元朝時國家權力集

中到中書省，中書省的長官為

左、右丞相，其助手參知政事則

為副相。

朱元璋廢除丞相

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仍然

沿用元朝的制度，設丞相一員。

後來，朱元璋因胡惟庸陰謀作

亂之機，徹底廢除丞相一職，

並約束子孫後代不可再設丞相

一職。丞相作為官職至此壽終 
正寢。

明成祖朱棣設置內閣，到明

中葉以後，內閣大學士之首稱首

輔，漸為百官之首，與前代丞相

無異，也可稱為宰相。清代雍正

以後，設軍機處處理軍國大事，

則僅有軍機大臣可稱宰相。

◎文：李清源

迷人的古橋風韻
敞肩石拱橋。

當時的石拱橋都是半圓形

的，坡度太陡難行車馬。而趙州

橋是一座緩和優美的弧型，其坡

度卻很適合馬車與行人的通行。

石拱橋不但造型優美，恰似

一彎新月，而且欄杆上的龍獸雕

刻，表情、型態各異其趣、栩栩 
如生。

盧溝橋

盧溝橋是一座中外馳名的

古橋。 13 世紀末的意大利人馬

可 ‧ 波羅就曾在他的遊記中，

盛讚盧溝橋是世界上最好的、獨

一無二的橋。

當漫步在那寬大的盧溝橋

時，人們通常會被橋身兩側的橋

欄所吸引，橋欄是由 281 根一

中國是橋的故鄉，一座座橋

梁如玉帶、似長虹，跨越水流或

山谷。千百年來，它們任憑風吹

雨打，任勞任怨的日夜駐守，傾

聽歲月的低語。

古橋承載著豐富的歷史信

息，伴隨著人們的悲傷歡樂，每

座橋都有一段令人回味的美麗 
故事……

洛陽橋

洛陽橋，又名萬安橋，位於

福建泉州洛陽江入海處，是中國

歷史上第一座跨海大橋。它氣

魄雄偉，擁有「海內第一橋」、

「天下第一橋」之美譽，與河北

趙州橋齊名。

整座橋由花崗岩石砌築，造

橋工程規模巨大，工藝技術高

超。橋之中亭附近，歷代碑刻林

立，有「萬古安瀾」等宋代摩岩

石刻；橋北有昭惠廟、真身庵遺

址；橋南有蔡襄祠，著名的蔡襄

《萬安橋記》宋碑，立於祠內，

被譽為書法、記文、雕刻「三

絕」。

趙州橋

趙州橋，又稱「安濟橋」，

座落在河北省趙縣。建於隋代

（西元 605 〜 618 年），距今已

有 1400 多年歷史，是當今世界

上現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古代

米半高的望柱，每根望柱頂端雕

刻有石獅子，石獅子神態各異，

逼真動人。

頤和園十七孔橋

頤和園原是供帝王遊賞花

園，座落在園內昆明湖上的十七

孔橋，因由 17 個橋洞組成而得

名。

十七孔橋上所有的匾聯均為

清乾隆皇帝所撰寫。在橋的南

端橫聯上刻有「修蝀淩波」四個

字，形容十七孔橋如同一道彩

虹，飛架於昆明湖碧波之上。橋

的北端橫聯則有「靈鼉偃月」幾

個大字，又把十七孔橋比喻成水

中神獸，橫臥水中如半月狀。

橋北端的另一副對聯寫著：

「虹臥石樑岸引長風吹不斷，波

回蘭漿影翻明月照還望。」表示

這座橋的風景在優雅寧靜之夜遊

賞，更加怡人。

◎文：美慧

唐
代
名
相
魏
徵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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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洛陽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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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米粉2人份、高湯1碗。

材料A：洋蔥絲、香菇絲、豬
肉絲適量。

材料B：白菜絲、紅蘿蔔絲、
芹菜段適量。

調料：醬油、烏醋、醬油

膏、胡椒粉、糖適量。

食材

印
度
咖
哩
風
味
獨
特
，
適
合
配
清
淡
的
米
粉
。

鮮
甜
可
口
的
蝦
子
，
為
米
粉
湯
增
添
鮮
美
口
感
。

芹
菜
段
也
可
以
用
大
蒜
或
韭
菜
代
替
，
別
有
風
味
。 紅

蘿
蔔
絲
營
養
豐
富
，
又
可
以
配
色
。

米粉，顧名思義，是用米做

的。在中國南方、臺灣、東南亞

等地，由於盛產稻米，故比較流

行。現代業者製造米粉常添加其

他澱粉，改善米粉製作過程容易

斷裂的問題，使其更耐煮，並增

加口感。為了區別現代米粉，傳

統米粉常被稱為純米粉。

純米粉散發米的香氣與自然

的鬆軟口感，藉由烹調，湯汁醬

料可以滲入米粉的毛細孔之中，

米粉毛細孔吸飽湯汁的精華，入

口齒頰生香。南方飲食中，有不

少著名的米粉料理，例如：古早

宴客時常見的炒米粉，或是街頭

小吃米粉湯。

乾米粉可延長食用期

將米粉晒乾或室內烘乾，可

延長米粉保存時效。臺灣的新竹

米粉遠近馳名，就是因為新竹地

區經年強風，獨特的氣候環境適

合製造米粉，造就米粉好滋味。

米香熱氣傳遞人情味

米粉是許多南方人的鄉愁，

不管是油潤鮮香的炒米粉，還是

湯頭香醇的米粉湯，都能喚醒南

方人親友齊聚一堂的記憶，在米

香熱氣中再次浮現溫暖的感受。

魚肉表面抹薄薄的鹽，續

抹一層海鮮咖哩粉，最後抹

上蒜泥。放入冰箱30分鐘醃

入味。

熱油鍋，放入薑泥煸香，

接著放入醃好的魚片稍為煎

一下，然後放入2碗水燜煮約

5分鐘。加入泡好的米粉，湯

汁收乾，即完成乾拌米粉。

如要煮成湯，作法�多放5碗
水。湯煮滾，加入泡好的米

粉，燉煮5分鐘，熄火，撒上

切碎的香菜，風味更佳。

作法

米粉2人份、新鮮魚肉、香

菜、印度海鮮咖哩粉1包、蒜

泥、薑泥、檸檬適量。

調料：鹽。

食材

印
度
咖
哩
魚
米
粉
湯

1 米粉味道清淡，適合襯

托咖哩風味。這款印度

咖哩配方是專用來烹煮

海鮮魚類的，做成米粉

湯，或乾拌都很美味。

高湯：準備一鍋水，加入

排骨、蘿蔔、玉米和泰式香

料，水煮滾，撈浮沫，關小

火，燉到排骨軟爛。

另外準備一鍋水燒開，加

入米粉、豬肝、鮮蝦、魚

丸、豆芽、香菜等配料，煮

熟後盛到大碗。調料攪拌均

勻，將熱高湯注入拌好的調

料中，盛入米粉碗後，可加

些九層塔葉，增添風味。

作法

米粉2人份、豬肝、鮮蝦、魚

丸、香菜、蔥、豆芽適量、

泰式香料1包。

高湯：排骨、蘿蔔、玉米適量。

調料：魚露、檸檬汁、糖、

辣椒粉適量。

食材

泰
式
米
粉
湯

3 不管天氣炎熱或寒冷，來

一碗泰式米粉湯，酸酸

辣辣的湯頭，搭配鬆軟爽

口的米粉，以及豐富的配

料，令人回味無窮。

乾米粉用溫水浸泡。

熱油鍋，放蝦米，中小火

煸出香氣，盛起備用。

原鍋下材料A，略炒。

加入材料B，拌炒均勻，倒

回蝦米，翻炒均勻。

續加調料，繼續拌炒。

續加高湯，煮滾，放入泡

水後的米粉，小火燜煮，湯

汁幾乎收乾即可。

作法

閩
南
炒
米
粉

4 品味炒米粉，可能在小吃

店，也可能在高級餐廳，

然而，無論價位高低，只

要能炒出油潤鮮香、濃郁

爽口，就是好味道。

高湯：準備一鍋水，煮滾，

加入豬肉、薑，煮滾，撈除浮

沫。轉小火，煮至豬肉熟透，

熄火靜燜30分鐘以上。

取出豬肉冷卻後切片，再改

刀切絲備用。

熱油鍋，煎雞蛋，表面金

黃即可取出備用。

取高湯煮滾，加米粉煮軟。

加入煎雞蛋和豬肉絲，再

加青蔥和油蔥酥，以鹽和白

胡椒粉調味。食用時加香醋

提味，風味更佳。

作法

米粉2人份、豬肉、雞蛋、青

蔥、薑適量。

調料：油蔥酥、鹽、白胡椒

粉、香醋適量。

食材

肉
絲
蛋
包
米
粉
湯

2 米粉湯可用來清冰箱料

理，且米粉需要的烹煮

時間很短，以肉絲、蛋包

為主料，平凡美味，是生

活繁忙時的最佳菜單。

文︱斯玟

米粉是可節省時間的食材，

家裡備著米粉，隨時可快速

上菜。熱騰騰的米粉湯，散

發濃濃的米香，也可搭配多

種食材。

中國南方傳統美食

製作米粉

荷
包
蛋
平
凡
美
味
有
營
養
，
是
快
速
備
餐
的
好
選
擇
。

隨性又 盛豐

一

二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H&W 廣告待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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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9am-8pm    週日：10am-6pm    節假日：10am-4pm

本週特價
2021年 12 月 9 日 ∼ 12 月 15 日

無仔黑提

LE Cucumbers 長英青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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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el Oranges 臍橙 XL Black Seedless GrapesFuyu Persimmons 富有柿Tomatoes on the Vine 連莖番茄

Anjou PearsBananas 香蕉

平價 新鮮

安茹梨 Envy Apples 愛妃蘋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nd get  free free 
5lb russet potato.5lb russet po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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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磅褐皮土豆。

$19898
lb

$04848
lb

$12828
lb

$09898
2

H&W Produce H&W Produce 

$ 04848
lb

$12828
lb

$12828
lb

$09898
lb

XL Black Seedless Grapes

$$ $ 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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蛀牙不可以用切削的方式治

療，否則可能會使牙齒的狀態更

加惡化，若是又以抽神經或拔牙

的方式治療，反而會大幅提高罹

患牙周病的機率。

其實，只要採取正確的方式

管理健康，就能停止蛀牙的疼痛

與惡化，進而促進身體自然治癒

蛀牙。

我在 4 年前建立了「小峰式

完全預防牙科計畫」，許多實行

的患者都已經體驗過蛀牙後不須

切削，就能自然治癒。

小峰式完全預防牙科計畫

★檢測唾液的 pH 值，掌握

全身健康狀態。

★口腔內視診（A. 牙齒狀

態是否易蛀牙；B. 牙齦狀態是

否容易罹患牙周病；C. 有無咬

合過緊的情形及顎關節狀態；

D. 牙齦有無重金屬殘留；E. 血
液循環狀態、有無牙結石與齒

垢；F. 其他）。

★雷射檢查蛀牙。

★若有蛀牙，則確認該顆蛀

牙的神經狀態（有無發炎）。

★牙周病檢查。

★對每位患者進行飲食指

導。

為了促進蛀牙自然治癒，除

了須避免引起 DFT（象牙質內

液體輸送系統，Dentinal Fluid 
Transport）逆流，還必須符合

預防及阻止蛀牙惡化的關鍵揭密

唾液的 pH 值也代表一個

人整體的健康狀況，若唾液 pH
為 7.0 以上則屬於鹼性體質，代

表身體非常健康；相對地，若

唾液 pH 值在 7.0 以下就屬於酸

性體質，表示身體對抗活性氧

的能力較低，自然治癒力也較

弱，因此容易生病。

在我的個人經驗中，癌症

患者的唾液 pH 值都非常低，

pH 值在 6.2 以下的人幾乎都會

罹癌，pH 值 5.0 的人很可能在

24 ～ 48 小時內死亡。

唾液不僅對預防蛀牙有極

大的功效，還能從中觀察整體

健康狀態，但人體卻有各種原

因導致唾液分泌減少，其中最

大的因素就是藥物。藥物是造

成 DFT 逆流的原因之一，除此

之外，它也會使唾液分泌量減

少。事實上，許多藥物都有「口

牙齒與全身密切

關聯，因此若患有蛀

牙或牙周病卻不管，

可能會導致身體健康

突然變差。

乾舌燥」的副作用，尤其是類固

醇（皮質類固醇）、精神藥物

（鎮靜劑、安眠藥等）、降血壓

藥（高血壓藥物），都是很容易

造成口乾舌燥的藥品。

服用藥物之所以會口渴，是

因為藥物雖然能治病，但對身體

而言，同時也是一種毒物。因此

服藥後，會引發體內「毒物入侵

後用水稀釋排出」的機制，使水

分集中在血液內，並因「需要補

充水分」，而感到口渴。

也有許多食品會減少唾液分

泌，最廣為人知的就是食鹽與砂

糖。它們造成口渴的原因與藥物

相同，是身體維持均衡機制所引

發的現象。攝取過多鹽分會使血

液中的鹽分增加，造成礦物質失

衡，而血液中葡萄糖過高，則會

引發高血糖，使體內水分集中到

血液中，導致全身水分不足，因

（本文由世茂出版社授權刊載，

摘自《牙痛，透露你的健康警訊：

牙醫博士教你從牙周病到癌症都

能治癒的飲食療法》）

以下的條件，因每一項都是維持

健康所需的重要事項。

唾液量與pH值極為重要
預防及阻止蛀牙惡化的一

大關鍵在於唾液。唾液具有抗

菌作用，能夠抑制轉糖鏈球菌

與乳酸桿菌等蛀牙菌的活性。

此外，蛀牙是因為蛀牙菌會

產生酸來溶化牙齒，並向內侵

蝕，唾液可以中和蛀牙菌分泌

的酸性物質。唾液內含有的礦

物質，還可以幫助牙齒再度石

灰化。

不過，這些都是在唾液的

pH 值偏鹼性的前提下，才具有

的功能。若是唾液因為某種理

由而偏向酸性，不僅無法減緩

蛀牙惡化，反而更容易造成蛀

牙，因此我會在必要時測量患

者的唾液 pH 值。

而口乾舌燥。

壓力也會導致唾液減少。感

到壓力時，自律神經中的交感神

經會進入緊張狀態，因而減少唾

液分泌。交感神經又被稱為人體

的戰鬥機制，相信有許多人都有

過與人吵架時，覺得特別口乾舌

燥的經驗。

此外，沒有攝取充足的水

分，也會造成唾液不足。身體缺

水時，唾液的分泌量自然也會減

少。若日常生活中已經習慣攝取

較少量的水，就難以察覺身體缺

水。口渴時會喝紅茶或咖啡的

人，也容易有缺水的情況，因為

咖啡與紅茶內含的咖啡因具有利

尿效果，喝再多也只會從尿液排

出水分。

補充水分時，溫開水比冷開

水更為理想。溫開水具有提高胃

腸機能及免疫力的效果。內臟在

體溫正常的狀態下最能發揮功

能，因此建議飲用溫度比體溫略

高一些的溫水。一般而言，胃腸

功能不佳的人內臟溫度較低，應

盡量多喝溫水。相反地，喝冷水

會導致消化系統停滯，建議吃飯

前避免喝冷水。

◎  文：小峰一雄
口腔
衛生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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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每年到了 11 月

底，街道上隨處可見美侖美奐的

聖誕樹佇立在商家廣場。妝點了

濃濃的歡樂氣氛迎接即將到來的

聖誕佳節。以下介紹挑選、裝飾

人造聖誕樹應注意的幾個要點，

在家也能打造和街景櫥窗一樣美

麗的聖誕樹。

選擇適合的尺寸

一 般 來 說， 高 度 120 ～

150 公分的聖誕樹放在任何地方

都很相襯，如果高達 2 公尺的

話，將會大幅提升華麗感，很適

合裝飾在寬敞的客廳、餐廳、庭

院或陽台；聖誕樹頂端和室內天

花板之間需預留約 15 ～ 45 公

分距離，以免造成壓迫感。

利用葉子的色彩營造氣氛

色澤是影響整體空間氛圍的

關鍵，不同顏色的聖誕樹有不同

的風情，除了挑選葉子的顏色

外，還可搭配大量同一色系的聖

誕裝飾，打造喜愛的氣氛。

寧靜自然風

有些經過消光的聖誕樹光澤

度較低，或是綠葉尖端帶點白

色，有如靄靄白雪覆蓋的杉木，

有濃厚的冬天氣息，自然而生

動；整株全白色的枝葉——雪白

或銀白帶有沉穩寧靜感，即使不

吊掛飾物也很別緻。

華麗氣派色調

華麗、壯觀的的聖誕樹是許

多人的夢想。銀藍、湛藍等各種

高雅藍色調，以及金色或金銀交

錯等高貴亮麗的聖誕樹，能增添

富麗堂皇的氣氛。

增加聖誕樹的亮點

串燈大小、亮度會影響聖誕

樹的風格，居家氛圍——選用微

黃亮光、細小的燈泡，感覺很溫

馨；圓形較大顆的燈泡，感覺歡

樂喜慶。選用經典的飾品作為主

要配角，聖誕樹的特色將會更加

鮮明，例如：聖誕紅、松果、大

顆星星，聖誕襪等飾物；或是

挑選自己喜愛的掛飾，整顆樹

只掛一種掛飾能讓聖誕樹更有 
主題。

如何挑選、裝飾聖誕樹

布 置 聖 誕 樹 應

考 量 居 家 空 間

和 家 具 風 格 之

間 的 搭 配 。

(Shutterstock)

【看中國訊】有便祕的人可

能會在馬桶上待很長的時間，也

有一些人習慣一邊如廁一邊滑手

機或看報紙，不知不覺也待了很

長的時間。但有醫生警告說，每

次上廁所的時間最好不要超過

10 分鐘，以免罹患痔瘡。

英國國民保健署（NHS）
的 醫 生 暨 網 紅 拉 傑（Karan 
Raj）在最近分享的一段短片中

表示，如果你不想因為痔瘡而開

刀的話，就別在馬桶上蹲太久。

拉傑提到三個建議，也就是

三件不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是不

要把人生花費在廁所裡。他說：

「不要在廁所待超過 10 分鐘的

時間。重力不是你的朋友。」

他解釋說，你待在廁所的時

間越久，血液聚集在直腸靜脈的

時間越久，也越容易導致痔瘡。

拉傑的第二個建議是，排便

時不要太用力。

他解釋說，每個人都有肛門

軟墊（anal cushions），它們可

以阻止糞便自行排出，它們也含

有血管。但如果你在排便時持續

施力，這些血管會腫大，進而生

成痔瘡。

拉傑的最後一個建議是：

「不要不吃纖維。」

他說：「除非你有特定的醫

藥條件，否則你應該每天攝取 2
至 30 克纖維。」

除了不要久坐馬桶之外，

NHS 也提到一些有關預防或處

理痔瘡的建議。比如說，多喝

水、定期運動、保持臀部清潔與

乾燥、減少酒精和咖啡因的攝

取、便後擦拭不要太用力、不要

忍住便意而不去上廁所等。

NHS 說，如果痔瘡疼痛

的話，你可以服用乙醯胺酚

（Paracetamol）或以毛巾包裹冰

塊來緩解不適，而洗熱水澡也可

以抑制搔癢和疼痛。萬一痔瘡

出血的話，你可以服用布洛芬

（Ibuprofen）這種非類固醇消炎

藥。

如廁不要超過十分鐘

醫生警告：避免患痔瘡 

英國醫生拉傑（Karan Raj）警告說，如果你不想因為痔瘡而開刀的

話，就別在馬桶上蹲太久。（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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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On Foods 广告待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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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賺取積分 獎賞不斷 !

每月第一個

星期二
消費滿 50 元

享 15% 折扣或
  40 倍積分！

15% off

胖大媽山
西北分店西北分店

特價
每磅6$ 49

原條西冷
烤牛排

$14.31/kg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5 日
本廣告優惠以店內實物和標價為準

Sugardale
 �燻��
�⻣ $4.30/kg節日

特惠

Grade A �� 
3kg � 7kg 冰鮮

7000 分免費換

8000 分免費換

多款節日派對拼盤
* 需提前
48 小時
店內 /
網上預訂

免���優惠���止

$14.31/kg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5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5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5 日

特價
每袋5$ 99 HALOS 進口甜桔 

3 磅袋裝

特價
每磅0$ 99

特價
每磅1$ 95

99
每袋
99 3 磅袋裝3 磅袋裝99 HALOS 進口甜桔 HALOS 進口甜桔 

3 磅袋裝3 磅袋裝

特價
每件2$ 99

聖女果
284g

�口青提
$4.39/kg $�口青提�口青提
$4.39/kg$4.39/kg

特價
每磅1$ 99

進口藍莓 510g/ 盒

特價
每件5$ 99

特價
每磅
95

莓 510g/ 盒莓 510g/ 盒莓 510g/ 盒 5$ 99

�⻣ $4.30/kg

95

特價
每磅
95

新鮮黃鰭吞拿魚
魚扒 特價

100g2$ 99

特價
每磅5$ 99

新鮮雞翼雞槌 
家庭裝 $13.21 / kg

買 2 件
賺 300 分

特價
每件5$ 99進口紅莓 

1 品脫

6$ 49$99$

特價特價特價

99

��� $50

【看中國訊】根據加拿大新布倫瑞克

省的政府公布的一套新的大流行病措施，

未接種疫苗的加拿大人現在可以被禁止進

入雜貨店。

加拿大最東邊的一個島嶼省分新布倫

瑞克省於 12 月 3 日部署了冬季行動計畫

（WAP），以應對 COVID-19 病例數的

微弱上升。

根據該省政府的網站，冬季行動計畫

由三個警報等級組成，對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和商業封鎖規則逐級嚴格。

該計畫於 12 月 4 日晚 11:59 生效，

並將該省所有地區置於第一級警戒狀態。

政府網站的措辭很含糊，只說「在不需要

疫苗接種證明的場所，如零售店、商場、

美容院和水療中心，要保持物理距離」的

要求。

但該網站補充說，「如果這些場所要

求所有顧客提供疫苗接種證明，那麼就沒

有必要保持距離」。

然而，該規則包含一個傾斜性的公共

衛生例外，即「美容院和水療中心將不要

求顧客和服務提供者之間保持距離」。

新布倫瑞克省與加拿大其他地區一

樣，對餐館和酒吧、健身房和娛樂中心等

商業都有疫苗護照的規定。

然而，在網站上題為「商業 / 零售」

的一節中，1 級限制被定義為：「開放時

物理距離為 2 米，或者可以要求提供 12
歲及以上的完整疫苗接種證明」。

在第 2 級下，措施中增加了 50% 的

消防法規容量，而在第 3 級下，所有非

必要的商家將被強制關閉。

新布倫瑞克政府的 WAP 網站沒有具

體指出允許雜貨店要求健康證件的條款名

稱。然而，加拿大廣播公司（加拿大聯

邦資助的國家信息渠道）12 月 3 日的報

導特別指出，「商場、雜貨店（和）美容

院必須實施物理距離，或者可以改為要求

所有顧客提供疫苗接種證明」。

根據以前的措施，雜貨店等基本服務

不允許拒絕那些不能或不願意向保安人員

出示健康狀況文件的人進入。

但根據 WAP，新布倫瑞克省的雜貨

店現在將被允許驅逐那些不能掃瞄聯邦二

維碼疫苗護照或省級類似的二維碼，以規

避對店內社交距離的要求。

提請所有加拿大人注意，當疫苗護照

最初於 8 月在魁北克省推出時，沒過多

久，全國的 Postmedia 媒體集團和強硬

左翼的《環球郵報》就開始鼓噪其他省分

效仿，而且每個省分最終都照做了。

截至發稿時，《環球郵報》和《國家郵

報》都沒有提及新布倫瑞克省的冬季行動

計畫及其對雜貨店的政策變化。

即使是由保守派政府管理的省分，如

安大略省和阿爾伯塔省，其省長曾堅決宣

布他們不會以疫苗地位隔離的方式破壞加

拿大的權利和自由，但也很快屈服於這種

趨勢而跟風。

10 月，德國黑森州開始實行允許雜

貨店禁止未接種疫苗者進入的做法。該國

即將上任的總理、社會民主黨人奧拉夫 ·
肖爾茨已經公開宣布，他支持跟隨鄰國奧

地利的腳步進行強制性疫苗接種。

根據以色列衛生部長尼讚 · 霍洛維茨

的說法，疫苗護照不是為了公共衛生，而

是為了強迫人們接受疫苗。霍洛維茨在 9
月 12 日的內閣會議上向內政部長阿耶勒 ·
沙克坦率地發表了上述意見。

霍洛維茨成為熱門，因為他的評論被

第 12 頻道新聞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向全

國播放，他說他同意從國家的綠色通行證

疫苗護照上取消餐廳限制，因為，「從流

行病學上來說，這是正確的」。

部長繼續說：「問題是，我告訴你，

我們的問題是那些不接種疫苗的人。我們

需要（影響）一下他們；否則，我們將

無法擺脫這種（大流行病的狀況）」。

今年 8 月，以色列是全球首個將完

全接種疫苗護照狀態修改為在最後一次注

射後六個月即自動失效的國家，此舉要求

公民默認接受政府的加強針強制令，並永

遠保持下去。

當今的新型基因信使 RNA 和腺病毒

載體疫苗以前從來沒有在人類使用過，而

其提供保護的時間只有五到六個月。

《紐倫堡法典》的序言文本提到，「進

行人體實驗之所以有正當理由，是因為這

種實驗產生的結果是為了社會的利益，而

這些結果是其他研究方法或手段所無法實

現的」。

紐倫堡會議允許的醫學實驗部分的第

1 項明確禁止脅迫行為。

「人類試驗對象的自願同意是絕對必

要的。這意味著當事人應有同意的法律能

力；應處於能夠行使自由選擇權的位置，

而沒有任何武力、欺詐、欺騙、脅迫、過

分要求或其他別有用心的限制或脅迫因素

的干預；應充分了解和理解有關試驗的內

容，使其能夠作出理解和明白的決定。」

新布倫瑞克省有大約 776,000 名公

民，只受到該大流行病的輕微影響。根據

政府的 COVID-19 報告，自大流行開始

以來，在 564,966 次的 PCR 測試中，記

錄了 8,603 次陽性。

總共有 434 人住院治療，只有 132
例「與 COVID-19 有關」死亡。目前，

新布倫瑞克省有 49 人住院，16 人在重症

監護室。

然而，雖然該省在今年 1 月只經歷

了每天 10 至 35 的陽性 PCR 數量，並且

在整個春季和夏季也有類似的非常低的數

量。但從 9 月開始，每天的陽性 PCR 測

試數量達到了 199，並在 10 月保持在兩

位數的中高位。 11 月的 PCR 陽性計數

似乎比 10 月和 9 月要低，徘徊在 50 至

90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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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ridge Superstore Lottery

加拿大樂透獎券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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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售樂透獎券及各類博彩游戲咭

祝各位讀者心想事成！

專業配鑰匙
多種鑰匙坯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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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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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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布倫瑞克省首次允許雜貨店拒絕對無法提供

疫苗護照的顧客提供服務（Getty Images）

新政策悄然出臺：不打疫苗就別買食物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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