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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rare 
wave of layoffs this year and 
in early December, the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said 
tha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
ment is under triple pressure 
from shrinking demand, supply 
shocks, and weakening expecta-
tions. At present, the withdrawal 
of foreign enterprises,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and the econom-
ic recession have triggered crises 
in many industries, including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the real estate,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mall businesses, and 
multinational e-commerce. Even 
civil servants and government 
employees have had their salaries 
and benefits cut, making people 
feel the chill of the unemploy-
ment wave. 

Many large companies are 
laying off employees

  TikTok’s parent company, Byte-
Dance, has been laying off em-
ployees. On December 15, the 
company’s talent development 
center team was laid off. In Oc-
tober this year, ByteDance had 
already laid off 70% of its work 
force.
  The world’s largest travel ser-
vice platform Didi, was rumored 
to postpone the release of year-
end bonuses, with 10% of ex-
ecutives facing direct elimination. 
Overseas-listed Ctrip Shanghai 
is expected to to lay off 30% of 
employees. Guazi Rent-A-Car 
is expected to lay off 30% of its 
employee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Suning’s Beijing R&D center laid 
off 70% of its employees in some 
departments. Sina Reading busi-
ness laid off 90% employees in 
product, testing, audit and other 
departments. Travel and tourism 
company Mafengwo laid off 40% 
of its employees with no year-end 
bonus. Vipshop laid off 40% of its 
employees, most without year-end 
bonuses. The payday adjustment 
of NIO Inc. was delayed by eight 
days, and thousands of employees 
were laid off.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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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預訂 2022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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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到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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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電話。據悉，目前愛奇藝內

部工位出現大量空閑，公司的

計畫是趕在 2021 年結束之前完

成「清掃行動」。

另一家互聯網巨頭字節跳

動，旗下產品包括今日頭條與抖

音，之前因為北京整頓教培行業

一事曾有過小規模的裁員行動，

而此輪的裁員已經波及到人力、

財務及市場等部門。

快手從 12 月開始勸退低績

效員工，因為直接裁員公司需要

支付 N+1 經濟補償金，低績效

員工若肯自行辭職還能剩下一筆

開支。至於阿里、騰訊也有不同

程度的裁員舉動。（下轉 A2）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

綜合報導】今年以來，中國

遭遇了罕見的裁員潮。12月

8日至10日，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稱，中國經濟發展面臨

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

轉弱三重壓力。目前，外企

撤離、疫情衝擊、經濟整肅

等因素引發了加工製造業、

房地產業、教培行業、小企

業、跨國電商等行業的危

機，就連公務員也降薪砍福

利，讓人感受到失業潮的陣

陣寒流。

互聯網行業在過去 10 年被

視為大陸最堅挺的產業之一，但

最近字節跳動、百度、快手、騰

訊、阿里巴巴等大企業都有不同

程度的「優化」行動。所謂「優

化」就是精簡結構、節省開支，

說白了就是裁員。目前百度搜索

中裁員和裁員補償標準的詞條熱

度居高不下。

12 月率先打破沉寂的是視

頻網站愛奇藝，今年 12 月愛奇

藝啟動了大規模的裁員行動，比

例達到了驚人的 20%-40%，即

約 3000 人。裁員的大背景是政

府整頓娛樂業，視頻數量大減，

且題材越來越受限。

UMEMPLOYMENT & WAGE CUTS ARE SWEEPING CHINA
愛奇藝於 2010 年由龔宇創

辦，起初網站名為奇藝網，因

域名與「起義」同音隨改為愛奇

藝，愛奇藝於 2018 年在美股上

市，自上市後愛奇藝股價最高為

46 美元，如今跌到只剩下零頭

不足 5 美元，尤其 2021 年愛奇

藝表現非常不理想，市值跌去了

80%。據愛奇藝財報顯示，成

立至今 11 年的愛奇藝累計虧損

已達 400 億。

據大陸網友透露，與以往

裁員只揮向基層員工不同，這

次裁員中大批中層管理人員都

被裁走，很多部門直接關閉。

原先校招的人員許多都收到毀

南北韓達成原則同意「韓戰結束」
North and South Korea Agree ‘In Principle’ 
to End Korean War

A8寬恕容人得人心 江時期政治基礎
或被清除B3A4 關於毛澤東的

我的幾個見聞C2雙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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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 目 前 大 企 業 裁

員的消息已經成為大陸社交平

台最受關注的熱點。除了上述

企業外，還有：滴滴年終獎年

後發，高管裡 10% 不合格的

直接淘汰。攜程上海總部裁員

30%，年終獎 2 月底發。神州

優車已經開始裁員。瓜子年底

預計裁員 30%，租車，車後等

個別部門裁員比例 50%。蘇寧

北京研發中心裁員，有的部門

裁員比例達到 70%。新浪閱

讀業務線裁員 90%，產品、

測試、審核等部門連鍋端。馬

蜂窩裁員 40%，且沒有年終

獎。唯品會裁員，大部分沒年

終獎。去哪兒從應屆生下手，

花式裁員，不給賠償。宜信 12
月已經開始裁員，門店是重災

區，外包技術被優先砍掉，總

體比例 25%，今年也沒有年終

獎。蔚來汽車發薪日調整，延

後 8 天。且已經裁員千人。

據大陸媒體《21 世紀經濟

報》統計，大陸互聯網公司普遍

出現增長乏力的現象，被視為

龍頭的阿里巴巴三季度淨利潤

同比下降 39%；騰訊同比下滑

2%，系十年來的首次；淨利潤

虧損 165.59 億元，為連續第兩

個季度虧損。京東、拼多多、

美團、嗶哩嗶哩、快手等新銳

網際網路巨頭均不同程度地遭

遇營收增長乏力、淨利潤增速

下滑等問題。

事實上，過去 10 年中國互

聯網及科技行業在其他行業普

遍進入衰退的時期逆流而上，

更紛紛在美國交易所上市，如

今慘淡的情況令盼望就業的中

國年輕人人心惶惶。

失業人數真的很多嗎？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

立平日前在一則短視頻中說，

一次巨大的失業浪潮正在向我

們湧來，構成這次失業浪潮的

源頭大體來自五個方面：首先

是陷於困境的房地產在大量裁

員；其二是外商外資企業紛紛

撤離中國；其三是中小企業的

不景氣、倒閉潮；其四是教育

雙減引發的對於教培行業的整

頓，波及千萬人的生計；最後

是跨國電商的整頓，比如亞馬

遜平臺整頓電商秩序，出現批

量封店、封號情況，一批中國

跨境電商巨頭陷入困境。

圍繞可能到來的失業潮，

孫立平提到的這五方面，目前

的確影響範圍很大。比如房地

產方面，單單恆大的崩潰，牽

扯上下游合作單位、企業以及

員工就數量龐大。數據顯示，

恆大資金鏈斷裂牽連 8,441 家

企業；恆大目前有 14 萬員工，

317 萬相關崗位。這裡面還不

包括牽扯其中的 128 家銀行等

金融機構，以及掏空了家底的

龐大購房群體和投資者。

再如教育「雙減」引發的教

培行業的集體失業潮。 7 月 24
日，義務教育階段雙減政策發

布，國內教培機構自此一蹶不

振。裁員成了各大機構的集體

選擇。

對於目前的失業潮，有網

友在知乎提問：「2021 年失業

的人真的很多嗎？他們都去哪

裡了？」回覆的帖子來自全國各

地、各個領域。

例如網友「雲淡風輕 2003」
說：「2019 年前，上海領取失

業金人數常年在 10 萬左右，

2021 年 第 二 季 度 達 到 57 萬

人。領取失業金要求挺多的，

而且斷了醫保。如果自信很快

找到工作的人，一般不會申

請，而是主動以靈活就業的方

式自己繳納社保。上海，肯定

是這個國家裡情況好的城市。

三四五六七八線小縣城，更不

能想。其次，看行業，教培，

地產，旅遊，餐飲都是因為重

災區，失業人口估計不少。數

據政府沒公布，也不敢猜。最

後，2021 年是未來幾年經濟最

好的一年。目前看不到止跌的

跡象。」

網友「王瘦瘦」留言說：

「非常多，我這裡是深圳市區。

小區樓下關了一排店，十字路

口是超市關門了，沙縣關門

了，漢堡店關門了，快餐店關

門了，奶茶店已經經營不下去

了。咖啡店貼轉讓了。酒吧關

兩年了，豬腳飯關門了，還有

四五個門頭，一直租不出去。

網友「山河與星」說：由

於民營經濟從業者佔了 90％

以上，多數都沒有繳納失業保

險，因此即使失業了也不會去

登記失業，畢竟那樣做耗時費

力，還沒有失業金可以領。考

慮到這一點，就可以理解城鎮

登記失業率難以真實體現就業

情況。

鐵飯碗公務員降薪

不僅是企業，歲末年終，

大陸多地政府公務員也傳出降

薪消息，包括江蘇、浙江、廣

東、福建及上海，降薪比例在

15% 至 30% 之間，有人年收入

從 30 萬元降到 20 萬元，有的

從 20 萬元降到 15 萬元。與以

往不同，這次降薪的區域大多

為經濟發達地區。

浙江一名女公務員在微

博透露，自己的薪水驟減了

25%，而杭州財政部門並沒有

公布降薪具體原因。

大陸門戶網站網易 12 月 2
日報導，很多公務員證實了降

薪的消息。目前，廣東某些地

區已經開始緩發補貼，只保障

基本工資發放了。其中公務員

補貼緩發兩個月，老師緩發一

個月。報導說，之前，深圳落

戶本科有 1.5 萬補貼，碩士 2.5
萬，現在都取消了。

面對降薪帶來的極大謀生

壓力，公務員們抱怨連連。日

前河南商報微信公眾號發帖

稱，中紀委答複查詢時稱，公

務員下班後開滴滴、送外賣

等，「原則上不算違紀」。

今年 8 月，大陸財經專欄

「格隆匯」發布官方統計數據，

中國 31 省市上半年財政收支，

僅上海市出現「財政盈餘」，其

餘 30 個省市均存在收不抵支問

題。壓力最大的河南、四川、

雲南等省，收支缺口都在 2,500
億元以上。

此外，中共財政部 11 月

23 日公布了最新的地方政府債

券發行數據。截至 2021 年 10
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

約 29.7 萬億元。 2021 年 1 至

10 月，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

6.5 萬億元。

高盛集團一份報告稱，中

共地方政府債務總額，達到了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以

上，而這些隱性債務不會出現

在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上。

公務員報考數創新高

2022 年 11 月 28 日， 是

中國國家公務員考試開考的日

子。今年報名並通過資格審查

的人數達到了 212 萬人，較去

年的 158 萬人增長了約 54 萬

人，增長率約 34%。至此，國

家公務員考試的報名人數已連

續 13 年超過百萬。

《財經》旗下媒體報導，

2021 年全國公務員考試中，

國考與省考的報名總人數已約

668 萬人。報考年齡在 18 歲～

35 歲間，這個年齡段的人口數

約為 3 億人，這樣計算，45 人

中就有 1 人報考公務員。今年

國考計畫招錄 3.12 萬人，雖然

比去年擴招 5516 個人，但錄取

比例僅有 1.46%，報錄比高達

68：1。
以高考數據為參照，2021

年高考報名人數有 1078 萬，

「985」高校錄取人數約 21 萬

人，錄取率為 1.9%。也就是

說，今年國考會比考上「985」
重點大學更難。

據《北京日報》報導，其中

西藏自治區郵政管理局的「一級

主任科員及以下」崗位，作為唯

一一個報考條件中不限戶籍、

不限專業、不限基層工作年限

和工作經歷，甚至不限政治面

貌（是否黨員）的崗位，成為

最熱門的職位。這個僅招一人

的邊遠地區郵局崗位，最終吸

引了 20813 人報名，招錄比達

到「驚人」的 20813：1。
在報考公務員的隊伍中，

不乏清華、北大的畢業生和研

究生。甚至有 211 大學的畢業

生，在經歷 20 次考試後終於如

願以償。

2020 年，由於疫情影響，

國考面試時間一延再延。在這

期間，已經通過筆試的考生心

情十分忐忑，有清華研究生畢

業的考生表示：「這種等待是很

磨人的，就業形勢也不好，我

就特別擔心為了考公而耽誤別

的工作機會，最後全都落空。」

    

失業減薪 寒冬來臨 Civil servants now need to 
work two jobs 

  Government also started to cut 
salaries.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in Jiangsu, Zhejiang, Guang-
dong, Fujian, and Shanghai, 
civil servants generally began to 
have pay cuts. Pay cuts were be-
tween 15% and 30%. Unlike in 
the past, most of the areas where 
the pay cuts were made were ec-
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which shows that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severe. 
  Civil servants complained 
about the pressure of life brought 
about by pay cuts and some of 
them asked if they could drive 
a DDT (a Chinese counterpart 
of Uber) or deliver a takeaway 
after work. The company’s main 
business is to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services to the public. 
Some analysts believe that civil 
service pay cuts may be related 
to the rising unemployment rate 
in China. 

Increased applications for 
civil service positions are 
a sign of serious employ-

ment problems

  The Chinese Nation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was held 
on November 28, 2021. This 
year,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who passed the qualification test 
reached 2.12 million, a 34% in-
crease of about 540,000 over last 
year’s 1.58 million.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appli-
cants for the National Civil Ser-
vice Examination and the Pro-
vincial Examination for 2021 is 
about 6.68 million. The age of 
applicants is between 18 and 35 
years old and the population of 
this age group is about 300 mil-
lion people; this means that one 
in every 45 people applied for a 
civil service job.
  In the face of unemployment 
fears at the age of 35,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in China are 
turning to taking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because they will be 
more likely to obtain a job. One 
student said that “almost half of 
the class in his school took the 
civil service exam, half took the 
graduate school exam, and a few 
went abroad to study, but [they 
had] not heard of anyone seeking 
other job”.
  In August of this year, the 
mainland financial column “Gel-
onghui” released official statis-
tics,  showing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fiscal year, only Shanghai 
has a “fiscal surplus”, the other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have a 
shortfall of income over expen-
diture problem. The remaining 
30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all had shortfalls in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The provinces un-
der the greatest pressure, such 
as Henan, Sichuan and Yunnan, 
had shortfalls of more than 250 
billion yuan.
  In addition, the Ministry of Fi-
na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released the latest 
data on local government bond 
issuance on November 23. As 
of the end of October 2021, the 
country’s local government debt 
balance was about 29.7 trillion 
yuan. 6.5 trillion yuan of local 
government bonds were issued 
from January to October 2021.
  According to a Goldman Sachs 
report, total local government 
debt in China amounts to more 
than half of the country’s GDP, 
and this hidden debt does not 
appear on local government bal-
ance sheets.

圖為愛奇藝2018年在紐約上市。（Getty Images）

哈佛教授「千人計畫」案或成美司法部風向標
【看中國訊】12月14

日，被控隱瞞與中共關係的

哈佛教授利伯（Char les 
Lieber）的「千人計畫」案
在波士頓聯邦法院開審。美

媒認為，該案的結果或許成

為司法部的重要風向標。

《美國之音》報導，如果 62
歲的利伯被定罪，最高可能面臨

5 年監禁、3 年有監控的釋放以

及 25 萬美元的罰款。目前他被

哈佛大學放了有薪假，但需自己

負擔律師費，法官判定他的保釋

金是 1 百萬美元，並在他被捕

後命令他和妻子交出護照。

哈佛大學前化學系主任利伯

多年來從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

五角大樓獲得了 1500 萬美元的

資助，於去年 1 月被捕，並被

指控犯有虛假陳述等 6 項罪行。

去年 7 月他被美國司法部正式

起訴，後被有條件釋放，他被控

對美國政府隱瞞與武漢大學的關

係，並隱瞞接受中共報酬，從而

不當申請美國政府資助。利伯堅

持對 6 項指控認定「無罪」。

「根據利伯的 3 年合約，

武漢理工大學據稱每月向利伯

支付最多 5 萬美元的薪水，報

銷最多 100 萬元人民幣（約合

15.8 萬美元）的生活開支，並

獎勵他 150 多萬美元，讓他在

武漢理工大學成立一個研究實驗

室。」司法部當時的新聞稿寫道。

川普任內，司法部為打擊

中共猖獗竊取美國川爺和學術

機密，於 2018 年 11 月提出了

「中國倡議」計畫，拜登上臺後

並未表示要放棄這一計畫。這

一計畫已導致 23 名美國學者

被起訴，其中大多是華裔。川

普任內的聯邦調查局局長雷去

年表示，FBI 有超過 2,000 項

可追溯到中國的積極調查，其

中一半與知識產權盜竊直接相

關，另一半則是各種反間諜調

查。「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對美

國的創新、我們的經濟安全和

我們的民主理念構成更廣泛、

更全面的威脅，」雷說。

前 司 法 部 律 師 亞 當 斯

（Derek Adams）表示，利伯案

是「中國倡議計畫」中最受矚目

的例子，將為同類案件樹立參

考。《華盛頓監察》（Washington 
Examiner）報導，該案的裁定

可能成為司法部的風向標，從而

對 2022 年開審的中國倡議案件

的被告成正東、洪思忠和陶豐產

生重大影響。

美 國 國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的華裔研究員兼德

州 農 工 大 學（Texas A&M 
University） 教 授 成 正 東

（Zhengdong Cheng，音譯）被

控在接受 75 萬美元 NASA 太

空研究經費的同時，加入千人計

畫為中共國有研究機構服務。他

與去年 8 月被捕，面臨電匯欺

詐、共謀和虛假陳述指控。

美國司法部 2020 年 5 月

指控阿肯色大學華裔教授洪思

忠（Simon Saw-Teong Ang)
在申請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經費時，隱瞞與中共

政府和中國企業的關係，涉嫌電

彙詐欺（wire fraud)。如指控成

立將面臨最高 20 年徒刑。

堪 薩 斯 大 學（University 
of Kansas） 華 裔 研 究 員 陶

豐（Feng Tao，Franklin） 於

2019 年 8 月被美國司法部起

訴，指他在堪薩斯大學進行政

府資助項目研究的同時，隱瞞

利益衝突，受中共政府聘用為

「長江學者」，同時為福建大學

工作。陶豐被控一項通訊欺詐

罪和三項項目欺詐罪，如罪名

成立將面臨最高 20 年監禁，以

及最高 25 萬美元罰款。

此外，「千人計畫」的華裔

學者李曉江去年在美國法庭認

罪，他被判緩刑一年，需向美國

國稅局支付35089美元的罰款。

中共自 2008 年 12 月起組

織實施「千人計畫」，又稱「海

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由時

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

李源潮負責推動。計畫原本設定

為期「5 年至 10 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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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通脹率達18年來高位
【看中國訊】週三（12 月 15

日）上午，加拿大統計局公布

11 月份的年化通脹率仍保持在

4.7%，與上個月持平。結果符

合經濟學家的預期，這也是自

2003 年以來的最高通脹率。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由於政

府支出增長、供應鏈中斷和消費

品需求激增，全球通脹率目前正

在飆升，導致物價迅速上漲。

美國上個月的年化通脹率升

至 6.8%，為近 40年來最高點。

消費商品的價格正以數十年

來最快的速度上漲，而到目前為

止，民眾的收入並沒有跟上步

伐。

加拿大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雖然過去一年生活成本增加了

近 5%，但民眾的收入僅增長了

2.8%。

諮詢公司 RSM Canada 的

經濟學家 Tu Nguyen 表示，工

資應該很快就會趕上來。「通脹

和工資之間通常存在時間差，後

者更具黏性，需要更長的時間才

能改變。然而，隨著勞動力市場

吃緊，以及跳槽者的工資已經大

幅上漲，我們很快就會看到工資

上漲與通脹相匹配，」她說。

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汽油、

傢俱和食品價格上漲是推高年度

消費者價格指數的主要因素。

今年前 11 月，汽油價格上

漲了 43.6%。與此同時，食品

價格上漲了 4.7%。這是自 2015
年 1 月以來最快的增長速度。

由於運費上漲，傢俱價格上

漲了 8.7%。統計局表示，今年

早些時候對軟墊傢俱開徵關稅可

能導致了其價格上漲，與一年

前相比，此類商品價格上漲了

11% 以上。

【看中國訊】卡爾加里市正

在謀求從洛基維尤縣購買一塊土

地。該地塊位於 Shepard以東，

Glenmore Trail 以南，CP 鐵路

綫以北。

卡城和洛縣將就這 1676
公頃土地的未來進行談判。卡

城的發展戰略主管懷特（Josh 
White）表示，卡城需要土地以

促進未來的工業發展。

根據市府發布的消息，該地

塊被認為是轉運站的理想擴展區

域，在這裡可以把集裝箱從卡車

裝上火車，反之亦然。

懷特說，除了在未來幾年內

與洛基維尤縣就賠償問題進行談

判外，還將就兼併事宜進行公眾

諮詢。

卡城在 2007 年確定了這個

目標地塊作為其工業區擴展的一

部分。今年 9 月市議會批准了

這項土地並購計畫。

本週，卡城向亞省土地和

財產權法庭提交了一份土地購

買啟動信。需經法庭批准後，

方可啟動土地併購。另外，還

需要獲得市政事務部長和省內

閣的批准。

懷特說，該地塊目前主要用

作農田。在給予任何補償之前，

兩個市政當局將與該區的土地所

有者進行談判。

根據洛縣網站上的一份聲

明，該縣尚未就此做出決策，但

計畫本著「誠意」與卡爾加里進

行接觸。

兼併土地一直是卡爾加里城

市版圖擴張的主要方式，自該市

於 1884 年成立以來，已發生了

近 60 次。

【看中國訊】12 月 12 日中

午，加拿大 7 個跨族裔團體數

百位民眾在多倫多舊市政廳舉行

世界人權日集會，除了對加拿大

等五眼聯盟國家外交抵制北京奧

運表示支持外，還呼籲加拿大運

動員也站出來為人權發聲。被中

共囚禁近 16 年的加拿大公民玉

江山的妻子也現身集會。

「終結中共！中共可恥！加

拿大起來支持人權！」的呼聲響

徹舊市政廳。

集會主辦方港加聯主席馮

玉蘭表示，7 個跨族裔團體在

「世界人權日」站在一起對侵

犯人權的中共專制政權說不。

雖然加拿大已跟進美國和其他

五言聯盟國家外交抵制北京冬

奧，他們仍然呼籲所有運動員

在比賽期間用各種方式表達抗

議聲音，而且要求加拿大政府

必須立即禁止華為參與 5G 建

設，並立法抵制中共對加拿大

的滲透、操縱和干預。

被中共關押了近 16 年的加

拿大公民玉江山的妻子 Kamila 
Celil 代表加拿大東突厥斯坦協

會發言 , 呼籲加拿大政府盡快將

丈夫營救回國。Kamila 接受《看

中國》採訪時表示：「我今天來

到這裡，就是為了呼籲中共立即

停止對新疆維吾爾人的種族滅

絕，以及再次提出我丈夫的冤

案，讓他早日回家。」

Kamila 告訴《看中國》，中

共當局不允許她與丈夫通話，也

不許郵寄信件，她最近一次聽到

玉江山的消息是在六年前，聽說

他被關在新疆烏魯木齊的一個政

治犯監獄。她提到被中共當作人

質的兩個麥克近日已獲釋放與家

人團聚，她希望丈夫也能早日和

家人團聚。 2006 年玉江山在烏

茲別克拜訪妻子家人時被中共逮

捕後被引渡到中國關押至今，沒

人知道他的確切下落。

民主中國陣線副主席盛雪

說，爭取人權抵抗暴政是一項長

期的抗爭。早在 2008 前她就主

張抵制北京舉辦奧運，今年世界

人權日終於傳來了好消息，美、

加、英、澳、紐西蘭等多個國家

站出來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她

為多年的抗爭有了果實感到欣

慰。

「中共準備第二次舉辦國際

上最大的體育盛事奧運會，但作

為一個犯下最多反人類罪行的政

權，中共沒有任何資格、任何理

由、不應該有機會舉辦奧運。

（然而）（2008 年）它不但舉辦

了（奧運），還獲得了更多的國

際社會的話語權。越來越多的國

家跟中共做貿易、有經濟往來、

做交流、做合作，以至於面對中

共迫害人權，這個世界已經沒有

辦法，連去抵制、連去發聲的

機會都沒有了。」她告訴《看中

國》，「現在這個時機到來了，

整個世界開始認識到中共制度多

麼的殘暴多麼的邪惡，都開始抵

制它。」

不過盛雪也指出，單單只是

外交抵制還不夠，加拿大的運動

員和奧委會也應該出來表態。因

為加拿大是人權大國，不應枉費

了這個美譽。「加拿大是奧委會

的成員國，加拿大在奧委會中要

有一個明確的態度。加拿大應該

不僅僅是政府不派官員去北京奧

運，我認為應該趁這個機會，

對國際奧委會有一個改革、重

組。」

在滑鐵盧讀大學的中國留學

生柴怡同代表中國民主黨加拿大

委員會發言。他表示：「如果在

中國，我們這麼紀念國際人權

日，我們會被迫害，會坐牢。這

個迫害不分群組：張展、法輪功

學員，維族朋友、藏族朋友，都

會被迫害。」他說自己來到加拿

大後才真正了解什麼是人權。

「不幸的中國人，不但沒有

人權，更沒有談論人權的權利。

但是這個國家剛剛宣布，他們是

全世界最民主的國家。講這些話

的人，不是流氓就是無知。」最

後他呼籲在中國傳播人權理念，

改變中國和中國人民，「這樣才

會有和平、自由。」

年僅 20 歲的柴怡同向《看

中國》透露，一年前在看油管的

某個節目才認識到中共不等於中

國，不等於中國人民，他由衷的

希望中國有一天也能夠實現民

主。

前香港區議員黃健菁國安法

實施後感覺自己有被捕的危險，

因此來到加拿大避難。她在集會

時發言表示，中共實施國安法

後，香港人人自危，希望國際社

會多多支持香港人，給予香港人

便利。「我很擔心香港會變成中

國內地的一個城市。香港以前擁

有的自由、開放、人權都不復存

在，這個時候就希望國際社會能

多啟動一些『救生艇』的政策，

讓更多香港人安心的離開。」

她透露，周圍很多朋友大多

選擇英國為目的地，因為英國有

BNO 政策，對香港人來說最容

易移民，其次是加拿大，再來是

美國。

集會上還朗讀了加拿大資深

國會議員 Judy Sgro 為發來的支

持信，呼籲追責中共迫害人權。

參加集會的團體還有加拿大

臺灣人權協會、西藏青年會多倫

多分會、越南社區人士。集會

後，數百人繼續頂著冬日的寒風

遊行至多倫多市中心。

12 月 10 日，溫哥華也有包

括來自中國、菲律賓、巴基斯

坦、巴西等不同族裔的團體共同

在一個地鐵站外舉行集會活動，

抗議威權國家迫害人權。

有民眾現場吉他彈唱，道出

了沒有公平正義和自由民主的困

境。有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則舉

著聲援張展和香港民主人士的標

語圖像，關注中國人權情況。流

亡至加拿大的中國異見藝術家華

湧也參與了這場集會活動，他說

從張展的案例就可以知道，中國

當局完全沒有人性，不僅迫害張

展，只要在中國為張展發聲的

人，全都遭殃。「現在中國人權

每況愈下，所有的中國人要在這

個人權日，向全世界人們呼籲關

注全世界人權被迫害的現象，中

國尤為嚴重。」

加拿大公民力量促進會主席

王璐說，最近中國還大肆宣揚自

己的民主有多好，實在是大笑

話。「真正的民主是人民有選擇

的自由，選擇自己政府的自由，

中國共產黨不代表中國人民，因

為它不是人民選出來的政府，不

能說中國是民主體制。」

王璐稱，雖然兩個邁克爾被

中國釋放了，但仍有一百多名加

拿大人被關押在中國，其中仍有

很多涉及政治迫害，加拿大政府

不能袖手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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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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12日，7個跨族裔團體在加拿大多倫多舊市政廳前舉辦國際人權日集

會，呼籲全面抵制2022年北京奧運。（看中國攝影）

卡城謀求並購土地擴展工業區

（Pixabay）

圖中橙色部分為卡城謀求購買的地塊。

加拿大跨族裔團體籲全面抵制北京冬奧

https://cookwithfika.com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4 看時事 News 第 189期     2021年 12月 16日—12月 22日    

【看中國訊】大陸科技巨頭

華為技術公司，長期以來一直對

有關其在中國國家監控中的作用

的質疑置之不理，稱其只是銷售

通用網路設備。但最新的一項調

查報告指稱，華為參與了為北京

政府制定的大規模監控計畫，並

提供技術，使中共當局能夠監測

集中營中對維吾爾人的強制「再

教育」。

《華盛頓郵報》審查了 3000
多張 PowerPoint 幻燈片，這些

幻燈片概述了它所說的華為與其

他公司共同開發的監控項目。它

們強調了華為被指控在中國的五

項監控活動中的作用：「語音分

析、拘留所監控、對感興趣的政

治人物的定位追蹤、新疆地區的

警方監控，以及企業對員工和客

戶的追蹤。」

1.語音分析
這些幻燈片顯示，華為公司

推銷其技術，以協助當局為國

家安全目的分析語音記錄。在

中國，「國家安全」一詞含義廣

泛，包括政治異議、宗教集會、

香港和臺灣政策、民族關係和經

濟穩定。

這份日期為 2018 年的報告

介紹了「科大訊飛（iFlytek）聲

紋識別平臺」，由華為和中國人

工智慧公司科大訊飛共同開發。

該系統可以通過將個人的聲音與

記錄的「聲紋」大資料庫進行比

較來識別。

上面的幻燈片顯示，第一

步是「提取或獲得目標的聲音音

頻」，但沒有詳細說明如何完

成。另一張幻燈片列出了來自

「電話錄音」和「智能手機應用

程序」的音頻作為輸入。演示文

稿中不清楚華為和科大訊飛是否

參與了獲取語音音頻，或者是由

客戶獲取。科大訊飛沒有對問題

作出回應。

科大訊飛是 2019 年 10 月

被美國商務部制裁的 28 個實體

之一，因為它侵犯了中國穆斯林

少數民族維吾爾人的人權，此前

一些維吾爾人報告說他們被迫對

自己的講話進行錄音。

2.監獄和拘留所監控
這份營銷幻燈片似乎顯示，

華為幫助設計了中國有爭議的被

拘留者的再教育和勞動計畫的一

些技術基礎。

這些項目從 2017 年開始引

起了國際社會的警覺，因為對維

吾爾人進行了全面的打擊。前被

拘留者稱，他們未經指控被關

押，遭受酷刑，並被要求在工廠

工作，作為釋放的條件。長期以

來，中國一直有類似的做法，作

為對政治犯懲罰的一部分，但很

少有跨國公司如何參與的細節出

現。

這款名為「華為和為智慧監

獄一體化平臺」的產品，是與另

一家中國公司上海和為安防共同

開發的綜合監獄監控系統。根據

介紹中的截圖，除了視頻攝像頭

和智能門等物理安全方面，該產

品還包括管理被拘留者日程的軟

體，包括他們參加思想教育課和

監獄勞動輪班。

上面的幻燈片顯示了監獄監

控軟體可以涵蓋的一長串功能，

包括「教育改造」、「生產勞動」

和「改造效能分析評估」。

該報告稱，根據列出「成功

案例」的幻燈片，這項技術已經

在內蒙古和山西省的監獄中實

施，並在新疆地區的戒毒所，即

專門針對毒品犯罪者的拘留中心

實施。

上海和為安防公司拒絕置評

請求。

3.定位追蹤
這一監控系統被吹捧為能夠

幫助當局追蹤「感興趣的政治人

物」和其他目標，包括犯罪嫌疑

人，方法是確定其電子設備的位

置，用面部識別監控攝像機和其

它措施追蹤他們。

這份題為「華為和佳都科技

視頻雲大數據聯合解決方案」的

幻燈片還說，它可以通過分析一

系列的監控數據來幫助識別新的

嫌疑人。

雖然世界各地的警察都在使

用這類追蹤系統，但在美國，人

們越來越擔心這些技術的缺陷，

例如少數族裔中誤認的發生率較

高，可能導致錯誤的起訴，尤其

是在監管有限的情況下。

幻燈片中提到了「WiFi」和

「MAC」，監控專家說，這可能

是指通過一個名為 MAC 地址的

獨特標識符，來追蹤智能手機的

位置。這些地址可以被警方使用

的專門設備通過 WiFi 攔截。一

位在佳都科技公司接聽投資者關

係熱線的女士說，該公司不會對

媒體報導發表評論。

華為的幻燈片稱，中國人口

最多的省份廣東的公安部門正在

使用該系統。

4.新疆監控
幻燈片還詳細說明了華為的

設備是如何在中國最西部的新疆

地區使用的。

新疆政府針對維吾爾人的全

面行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譴責，

而華為多年來一直面臨著關於

其設備是否被用於鎮壓的問題。

一名華為高管因《華盛頓郵報》

2020 年關於該公司測試的「維吾

爾族警報器」的報導而辭職，該

警報器可以在識別出該地區的少

數民族成員時向警方發出警報。

華為高管大多迴避了有關其

產品如何在新疆使用的問題，說

它沒有直接供應該地區。

但是新疆的監控項目在幾份

幻燈片中得到了強調，每張幻燈

片上都有華為的標誌。在一份

題為「一人一檔解決方案高層報

告」中，該公司的技術被吹捧為

幫助新疆地區首府烏魯木齊的公

安部門抓獲了一些犯罪嫌疑人。

該幻燈片稱，該系統自

2017 年以來一直在烏魯木齊使

用，這個時間段正好是新疆維吾

爾人被大規模拘留的時間。

這個「一人一檔」的面部識

別解決方案，是由華為和北京格

靈深瞳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共同開

發的，這家公司因涉嫌在新疆侵

犯人權，而於 7 月被美國商務

部制裁。格靈深瞳公司拒絕發表

評論。

其它幻燈片稱，華為設備被

用於新疆其它城市、高速公路和

拘留所的監控攝像系統。

5.企業監控

並非所有華為的監控產品都

是為政府使用而製造的。有些也

是為企業環境設計的，包括捕捉

員工的偷懶行為或識別零售店的

顧客。

由華為和南京的四維向量

（4D Vector）公司共同開發的

「智慧服務中心聯合解決方案」

可以映射員工的行動，並在他們

出現睡覺、離開辦公桌或玩手機

時發出警報。攝像機還可以對顧

客進行培訓，根據面部掃瞄分析

他們的人口狀況，並計算一個人

返回商店的次數。四維向量公司

沒有對評論請求作出回應。

幻燈片介紹說：「它能在顧

客走過時識別他們的肖像，如性

別、服裝、職業等，並準確地向

不同的顧客提供特定的產品介

紹。」

總部設在紐約的隱私倡

導組織「監督技術監督項目」

（Surveil lance Technology 
Oversight Project）的創始人卡

恩（Albert Fox Cahn）說，華

為工作場所生物識別追蹤的功能

超出了他所知道的美國的情況，

儘管「這是組織者和勞工運動在

未來相當關注的事情。」

關於華為監控產品的新細

節，是在中國和世界各地對普遍

存在的面部識別和其它生物識別

追蹤的後果日益關注的情況下出

現的。即使中國共產黨繼續依靠

這些工具來剷除異己並維持其一

黨統治，它也警告說這些技術在

私營部門被濫用。

臉書在 11 月表示，它將關

閉其面部識別系統，並刪除超

過 10 億人的面部模板，理由

是對該技術的擔憂越來越大。

去年，微軟、IBM 和亞馬遜宣

布，他們不會向警方出售面部識

別軟體，直到有了聯邦法規，而

Zoom 則刪除了員工注意力追蹤

功能。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North and South Korea, along with the 
U.S. and China, have agreed on a “fun-

damental and principal level” to officially 
declare an end to the Korean war after nearly 
seventy years of strife in the Korean penin-
sula. 

  The Korean War, which took place in 1950-
53, ended with an armistice between both 
sides instead of a peace treaty. This has 
meant that the two nations have officially re-
mained in a state of war for more than seven 
decades.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announced on Dec. 13 in Australia that 
the ongoing hostility between the two na-
tions was “unstable” and a formal peace 
declaration could open the door for talks 
with Pyongyang on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Despite the “in principle” agreement how-
ever, Moon said that further advancement 
on the issue was being held back by North 
Korea’s continued objections to “rising ten-
sion due to U.S. hostility.” Because of this 

issue, Moon said all parties involved have 
not been able to formally sit down and dis-
cuss details on the declaration.

  Moon also told reporters in Canberra, 
where he is on a 4-day visit, that his govern-
ment is not considering a diplomatic boycott 
of the upcoming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The global sporting event, which is sched-
uled to take place in February 2022, is facing 
growing criticism and diplomatic boycotts 
by several countries in the West who have 
accus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large 
scal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We have not received any recommenda-
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boycott] from any 
country, including the U.S., and the Korean 
government is not considering it,” Moon 
confirmed.

  The U.S., U.K, Canada and Australia 
have all announced that they will not be 
sending any diplomatic or official rep-
resentation to the Games. Traditionally, 
high-level delegations are sent to each 
Olympic games. For the Summer Olym-
pics held in Tokyo this year, first lady Jill 

Biden embarked on her first international 
solo trip leading an American contingent, 
while second gentleman Doug Emhoff 
also led a delegation to the Paralympic 
Games in August. 

  Moon said he hopes the Beijing games will 
be seen as a means of opening up a con-
tinuous dialogue with Pyongyang. ABC re-
ported that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and other top officials may also attend the 
upcoming Games. 

  “South Korea regards the alliance with the 
U.S. as the cornerstone of diplomacy and 
security, but economically,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also very important,” Moon said, 
adding that, “China’s constructive efforts are 
required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Ko-
rean Peninsula and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North Korea.”

  In September, North Korean officials stern-
ly rejected Moon’s calls for an official dec-
laration to end the war by calling it a “smoke-
screen to cover up hostile U.S. policy against 
Pyongyang.” At the time, North Korea’s 
Vice Foreign Minister Ri Thae Song said a 

peace declaration would not help ease ten-
sions, pointing to an increase in American 
troop presence and weapon deployments in 
the region. 

  Talks for denuclearization in an increasing 
arms race have remained at a standstill since 
the U.S.-North Korea summit held in Hanoi 
in 2019 concluded without an agreement.

  Now, some experts in Seoul say the end-
of-war declaration is merely a symbolic ef-
fort as President Moon nears the end of his 
five-year term. “The administration may 
think it will be a breakthrough to resume 
dialogue, but I don’t think it’s a realistic 
alternative,” Du Hyeogn Cha, an analyst at 
Seoul’s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told reporters. 

  South Korea’s former ambassador to Japan 
Shin Kak-soo also said: “South Korea is in 
a very difficult position. It just can’t go all-
in on its alliance with the US because there 
is so much at stake when it comes to China. 
Beijing has strong influence in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it is a 
powerful backup to Pyongyang.”

南北韓達成原則同意「韓戰結束」
North and South Korea Agree ‘In Principle’ to End Korean War

華為內部資料泄露 深度參與中共監視項目

Alina Wang

【看中國訊】上週五（12 月

10 日）夜間橫掃美國中西部 6
個州的系列龍捲風造成至少 88
人死亡，其中 74 人在肯塔基

州。目前肯塔基州的工作場所安

全機構要對該州一家蠟燭廠的 8
名工人死亡事件進行調查。

肯塔基州州長安迪 · 貝希爾

（Andy Beshear）12 月 14 日宣

布，肯塔基州職業安全與健康合

規部將對蠟燭廠的死亡事件進行

為期數月的調查，該事件發生在

梅菲爾德市（Mayfield），龍捲

風從上週五晚上開始席捲了這個

地區。

貝希爾州長表示，只要工人

是在工作中喪生的，就會進行此

類調查。

肯塔基州和地方官員說，

該蠟燭廠告訴他們，所有其他

工人都已下班。最初，人們擔

心工廠的死亡人數會更高，因

為有數十名員工加班到很晚，

為假期訂單趕製蠟燭。但是路

易斯維爾市的應急管理總監梅

曼（E.J.Meiman）週一（13 日）

晚間表示，他們現在「高度相信

這座大樓裡沒有其他人了。」

在安全機構準備調查蠟燭廠

死亡事故同時，國民警衛隊成員

與志願者和各地工人正在肯塔基

州展開災後恢復工作。

梅菲爾德市在這次龍捲風襲

擊期間遭受到的破壞不僅是肯塔

基州最嚴重的，也是全美最嚴重

的。

另外，根據 poweroutage.
us 的數據，在肯塔基州，週二

（14 日）還有大約 2.4 萬戶的家

庭和企業繼續斷電，但是比前一

天的數字略有下降。

龍捲風在伊利諾伊州造成至

少 6 人死亡，田納西州 4 人死

亡，阿肯色州 2 人死亡，密蘇

里州 2 人死亡，密西西比州沒

有報告死亡人數。另外，阿肯色

州的一家養老院和伊利諾伊州的

亞馬遜配送中心也都因龍捲風遭

到嚴重破壞。

聯邦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

局 13 日宣布，他們已經開始

對伊利諾伊州愛德華茲維爾

（Edwardsville）的亞馬遜倉庫

倒塌事件展開調查，這個倉庫建

築的屋頂在週五夜間被龍捲風掀

掉，有足球場那麼長的一堵牆被

吹倒。

【看中國訊】因貪腐被判刑

的原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
主席、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孟宏

偉入獄兩年後，中共官媒宣布

孟宏偉的妻子高歌面臨司法起

訴。不久前，高歌向西媒披露

中共是「吞吃自己的孩子的魔

鬼」。

據法新社引述中共官媒 12
月 14 日的報導說，中共司法

系統指控孟宏偉在 2005 年至

2017 年期間，「利用職權」收受

1446 萬元人民幣的賄賂。

該官媒說，在這些不義之財

中，只有 170 萬元人民幣被追

回，司法部門打算將其餘的錢拿

到手。

該官媒還說：「證據顯示，

孟宏偉接受的大部分賄賂都在其

妻手中，由她支配使用，據信他

的妻子人在法國」。

還是同樣的消息源說，前國

際刑警組織主席孟宏偉「表示願

意幫助有關當局從他的妻子那裡

追回剩餘的非法資產」。高歌

被控與其夫「合謀」，她的案件

現在被「分開處理」。

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

在 2016 年 11 月當選為國際刑

警組織主席。 2018 年 9 月底，

孟宏偉自法國返回中國後失聯。

同年 10 月，他的妻子高歌在法

國報案並向外媒控訴孟宏偉遭到

中共當局政治迫害，引發國際關

注。不久被官宣涉嫌貪腐遭拘

押。去年 1 月，天津市第一中

級法院以受賄罪判處孟宏偉有期

徒刑 13 年半。

(Getty Images)

美國龍捲風已致88人死亡 孟宏偉妻子面臨中共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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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從加拿大住房

市場發展來看，房價應不會很快

下降。一項新發布的研究報告

說，新一代的購房者已經準備好

進入市場，進一步促進對房地產

的需求。

這份由加拿大蘇富比國際地

產公司和 Mustel 集團發布的報

告說，雖然加拿大住房市場的未

來被高房價和對可負擔性的質疑

所籠罩，但新一代的購房者對房

地產方面的前景仍持樂觀態度。

報告指出，卡爾加里的 Z
世代，即年齡在 18 至 28 歲之

間的人，是所有都會區受訪者中

對購房最有信心的群體。報告

說，78% 的卡爾加里 Z 世代將

在他們的一生中購買房屋。

調查結果顯示，卡爾加里和

蒙特利爾對大多數年輕的首次購

房者具有吸引力。大約 12% 的

卡爾加里 Z 世代已經擁有屬於

自己的房產。

Mustel 集 團 總 經 理 Josh 
O'Neill 在一份新聞稿中說：「這

是加國第一個針對有影響力的下

一代購房者的研究。研究結果反

映了年輕加拿大人的情緒和願

望，並揭示了將對該國住房市場

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的趨勢。」

蘇富比說，這項研究還表

明，在目前全國房價高漲的情況

下，年輕人對擁有房屋的願望並

沒有消退。

儘管卡爾加里的年輕人對購

房的前景持樂觀態度，但調查也

發現大多數受訪者（82%）擔

心，他們可能無法在想要選擇的

社區購房。

報告說，卡爾加里的 Z 世

代成年人在談及攢錢交首付時，

生活開支、償還學生貸款和個人

教育支出是他們最常提到的三個

障礙因素，分別有 28％、17％
和 15％。

卡爾加里房地產委員會 11
月的數據顯示，該市獨立屋的平

均價格為 54.26 萬加元。半獨立

式住宅的平均價格是 42.98 萬加

元，排屋是 29.91 萬加元，公寓

的平均價格是 25.17 萬加元。

不過蘇富比表示，這些價格

對比大多倫多地區和大溫地區的

價格來說低了許多，這也是卡爾

加里的 Z 世代不會放棄擁有房

屋的想法的部分原因。

報告指出，「在溫哥華有

56% 的人放棄了擁有房屋的願

望，在多倫多是 52%，在蒙特

利爾是 48%。」

雖然加拿大全國房價漲幅在

過去 1 年創下紀錄，多份報告

預計全國房價在 2022 年仍會繼

續增長。來自 Re/Max 的最新

報告認為，2022 年平均價格可

能會跳升高達 9.2%。這意味著

2021 年強勁的住房市場可能會

持續到新的一年，特別是在家工

作的推動下，買家會尋找更實惠

的社區居住。

此外，根據加拿大銀行的最

新消息，加拿大的基準利率將

保持在 0.25%，但分析師認為

2022 年可能會有多達四次的加

息。

基準利率上升將影響可變抵

押貸款的利率，這可能令家庭財

務狀況趨緊。在 2021 年期間，

家庭抵押貸款債務增加了 1215
億加元。

【看中國訊】「掏空六個錢

包買房」、「中國房租世界最

低」，屢出驚人之語的中國經濟

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

綱，近日再拋「中國房地產沒有

泡沫」、「城市居民收入增速超

過房價增速」等言論，引髮網路

軒然大波。

12 月 11 日，一則視頻在網

上傳開，視頻中顯示，12 月 10
日，「紅光滿面」的中國經濟體

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深

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

對著《第一財經》的鏡頭侃侃而

談，認為中國房地產市場沒有大

泡沫，因為房價每年增長不過

1%，而城市居民收入增長卻在

5%~6% 之間，遠超房地產增

速。

樊綱在視頻中說：「現在房

地產市場有大泡沫，我不讚同。

因為這些年來我們每年 70 個大

中城市房價每年增長 1%、百分

之零點幾、百分之一點幾，與此

同時，我們城市居民的收入每年

增長 5%、6%，因此呢，就不

再是去出臺政策壓泡沫的問題，

它沒有那麼大泡沫。就需要解決

結構性的問題，和一些局部企業

的問題。」

樊綱的言論在網上引起輿論

譁然。騰訊財經有自媒體人撰文

說，按這個說法，馬雲最近因為

阿里股票跌了，財產減少了很

多。而你的收入增加了一塊錢，

所以你的收入增速遠高於馬雲。

根本不存在貧富差距，是這個意

思吧？

文章說，總居民收入增長不

代表個人收入增長，可能有些無

房百姓目前收入不增反降。增速

間的對比，不考慮基數的增速對

比毫無意義。例如，一個人的年

收入 10 萬元，增速為 10%，淨

增長 1 萬元。房價去年 200 萬

元，增速為 2%，淨增長 4 萬

元。「中國人不騙中國人，請不

要玩這種數字遊戲，房價和工資

的基礎資金都不一樣，房價的泡

沫有多大，大家都看的見。」

事件還再度引出樊綱早期言

論的爭議。 2018 年，彼時還是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樊

綱，在「中國經濟大講堂」中表

示，「你們夫妻兩個上面的六個

錢包都起作用的話，你的父母一

個錢包，你的爺爺奶奶一個錢

包，你的姥姥姥爺一個錢包，你

的愛人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和

父母，能夠為你付首付的話，那

我說你還是買房好，對不對？」

當時有人評論說，樊綱拋出

的「六個錢包買房」論，以榨干

七個家庭為代價而買房，敲骨吸

髓式的算計讓人不寒而慄。

而海歸的樊綱，在 2015 年

12 月還說「年輕人不該拿父母

積蓄買房」，如何在 2 年多的時

間裏態度發生了 180 度的大轉

彎呢？因為在這兩年多的時間

裏，中國房價翻了一倍。

數據顯示，2020 年，中國

平均房價在數百次持續不斷的調

控之下，全面衝上了萬元大關，

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平均房

價已達 5 萬元 / 平方米左右，而

這四個一線城市，大部分普通居

民月收入也不過幾千元。

【看中國訊】上個月加拿大

轉售房屋的平均售價為 720,850
元，超過了今年 3 月創下的前

一個高點。

加拿大房地產協會（CREA）

12 月 15 日表示，銷售量也很

強勁，銷售額比上個月增長了

0.6%。

通常，房地產市場銷售在春

季達到頂峰，然後在夏季和秋季

下降，並在冬季進一步放緩，然

後再次反彈。

但 2021 年打破了這一傳統

趨勢，因為今年前 11 個月的銷

量已經打破了之前的年度銷售額

記錄。

今 年 CREA 的 MLS 系 統

已售出超過 630,634 套房屋，

遠高於 2020 年創下的 552,423
套的記錄。

代表全國超過 10 萬名房

地產經紀人的 CREA 表示，平

均售價可能具有誤導性，因為

它很容易受到多倫多和溫哥華

等大城市的銷售情況的影響。

因此，它計算了一個不同的數

字，稱為多重上市服務房價指

數或 HPI，它會根據銷量和房

屋類型進行調整，以更好地衡

量市場。

但 HPI 也在以驚人的速度

增長。該指數在過去一年上漲了

25.3%，也是有記錄以來最快的

漲幅。

CIBC 的經濟學家門德斯

(Royce Mendes) 表示，月度數

據描繪了一幅遠遠超出預期的房

地產市場圖景。

通常，像 COVID-19 這樣

的經濟危機可能會迫使消費者推

遲大宗購買。但是 COVID-19
在加拿大似乎起到了相反的作

用，促使買家厭倦了在家中待了

近兩年，而將錢花在更大更好的

住房上。

門德斯說，房屋的市場供應

沒有跟上和低貸款利率都是推動

房價上漲的原因。

【看中國訊】Trico 家庭健

康中心（Trico Centre）與當地

房屋建築商和冠名贊助商 Trico 
Homes 合 作， 將 於 2022 年 1
月 27 日慶祝為卡爾加里南部的

家庭和社區服務 39 年，以及續

簽 Trico Homes 的贊助協議。

慶祝活動將於上午 10 點

開始。幾位政府要員、Trico 
Homes 和 Trico Centre 的高管

以及其他人士將在活動上發言，

介紹自 1983 年以來 Trico 中心

對所服務的家庭、團隊和社區產

生有利影響。

Trico 家庭健康中心是位於

卡爾加里南部的一個非營利性、

社區運營的健身和健康設施，通

過與 34 個南卡爾加里社區協會

直接合作，以獨特的社區合作模

式運作。自 1983 年首次開門營

業以來，Trico 中心的運營已經

幫助創造了一個溫馨的社區，人

們在這裏建立聯係，找到幸福和

豐富他們的福祉。

Trico Homes 通過主要的

冠名贊助協議，引領了當地中

小型企業支持社區娛樂和積極

生活的道路。今年 1 月，Trico 
Homes 繼續以身作則，與 Trico
中心續簽了第二個十年期的承

諾，將其最初的贊助協議延長為

20 年的戰略夥伴關係。

Trico 中心的理念和價值觀

的積極影響超出了其會員和合作

夥伴的範圍，並通過 Trico 中心

的許多場外項目、對當地活動的

支持以及確保每個人都能獲得健

康和保健的承諾而進入社區。

通過與 Jumpstart、KidzFirst、
KidSport 和 Kids Up Front
的 合 作，Trico 中 心 的 Trico 
Cares 計畫確保參與的兒童能夠

參加游泳和滑冰課程。Trico 中

心還與卡爾加里市合作，向低收

入家庭提供健康通道費用援助。

Trico 中心的設施包括一個

健身中心、一個水上運動中心、

兩 個 NHL（National Hockey 
League）大小的競技場、一個

體育館、多功能廳、社交空間、

現場兒童護理、餐飲服務和專業

服務租戶。它也是弓谷冰球協會

和加拿大西部最大的老年人組織

FLC 老年人俱樂部的長期大本

營。

Trico 中 心 代 理 總 經 理

Sheryl McGie 說：「Trico 中心

最初於 1983 年 1 月 27 日作為

家庭休閑中心開業，這次我們能

夠聚集在一起，既慶祝我們為所

有卡爾加里人提供健康服務 39
週年，又慶祝與 Trico Homes
的獨特和前所未有的夥伴關係的

續約，這是特別美好的。我們非

常感謝 Trico Homes 的持續支

持。」

慾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

tricocentre.ca。

專家稱大陸房市沒有大泡沫

Trico家庭健康中心慶祝服務社區39年

明年加國房市或將持續強勁

（Adobe Stock）

加國平均房價創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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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官方 12 月 14 日通

報，這名 67 歲男性確診者，家

住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民樂街天

勝村 65 號，12 月 13 日凌晨初

篩呈現陽性，後經廣州市、區疾

控中心再度採樣複核，結果均為

陽性，最終確診為 Omicron 變

異株。

為此，廣州官方高度緊張，

緊急劃定封控區、管控區、防範

區各 1 個。病例家所在樓棟，

實行區域封閉管理。封控區全部

居民轉運至集中隔離場所集中醫

學觀察。管控區也實行「人不出

區、嚴禁聚集」，原則上居家，

全部人員實施「三天兩檢」核酸

採樣。防範區實行「強化社會面

管控，嚴格限制人員聚集」，人

員實行兩次核酸採集，並進行健

康監測。

與此同時，即日起封閉地鐵

5 號線淘金站 B 出入口，管控

區域部分巴士站點有所調整，暫

Omicron再現  張文宏發警告
儘管中共官方稱國內

已累計接種COV I D -19
疫苗超過26億劑次，但在
天津12月13日出現首例
Omicron確診後，廣東12
月14日再現Omicron陽性
病例，引發關注。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停防範區內的巡遊車、網約車營

運。 12 月 14 日 6 時起，所有

從白雲機場乘機出發的旅客，在

測溫和查驗健康碼的基礎上，須

查驗行程碼。

除廣州外，天津市 12 月 13
日也曾公布通告，12 月 9 日發

現一名 COVID-19 無症狀感染

者，其所攜帶的病毒是新型變異

株 Omicron。這是中國大陸首

次發現變種病毒 Omicron。
但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天

津這起 Omicron 確診病例，官

方強調是一名波蘭籍少女入境

時帶入，但截至 12 月 13 日，

波蘭境內尚沒有發現過任何

Omicron 病例。而此前《天津日

報》在 12 月 13 日報導時稱，天

津市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顧清，

12 月 14 日僅表示，患者是由歐

洲入境。在針對 Omicron 病毒

入侵中國大陸一事上，民間不禁

質疑中共官方又在甩鍋。

根據官方統計，截至 12
月 13 日， 中 國 已 累 積 接 種

COVID-19疫苗逾 26.2億劑次；

多位中國專家也呼籲公眾接種第

三劑加強針，以抵禦變異毒株。

但截至 12 月 13 日，中國再新

增 76 例確診病例，分布在浙

江、內蒙古、黑龍江、陝西、廣

西、上海、廣東、雲南、福建、

河南、湖南。

對此，官方雖然發起防疫狙

擊戰、緊急封城等措施，但仍無

法抵擋 Omicron 病毒入侵。

中國病毒學家張文宏 12 月

12 日，在大灣區科學論壇生命

科學分論壇發表演說時表示，中

中國病毒學家張文宏（Yves Dean/Getty Images）

有網友爆料稱，就職於騰訊的知

名遊戲程序員毛星雲墜樓身亡。

（網絡圖片）

立陶宛駐北京大使館的外景。

（AFP via Getty Images）

騰訊30歲技術大咖「意外身亡」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12 月 14 日，一則關於「騰

訊遊戲開發大神毛星雲離世」衝

上百度熱搜，在業內掀起軒然大

波。目前騰訊方面已經證實，

天美 F1 工作室員工毛星雲於本

月 11 日上午意外身亡，年僅 30
歲。但未透露更多詳情。

有網友 13 日在微博爆料，

騰訊的知名遊戲程序員毛星雲於

12 月 11 日上午墜樓身亡，年僅

30 歲。至於其墜樓原因，《紅星

新聞》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稱，疑

似抑鬱，前段時間還因身體某些

原因住院。但此消息尚未得到毛

星雲家人證實。

12 月 14 日，騰訊方面已經

確認毛星雲墜樓身亡一事，但同

時也強調，出於對家屬的意願和

逝者的尊重，騰訊暫時無法透露

更多的相關信息。

通過查詢毛星雲在脈脈的

個人信息可知，他於 2015 年 6
月至 2021 年 2 月期間，就職

於騰訊 IEG 天美工作室群，擔

任遊戲引擎開發工程師；今年

【看中國記者程雯綜合報導】

在美國帶頭外交抵制 2022 北京

冬奧會多國跟進之際，中共花鉅

資在美國聘請公關公司，在社交

媒體上發動閃電戰，大力宣傳北

京冬奧會和修復中共形象。

美國司法部根據《外國代理

人註冊法》（FARA）披露的文

件顯示，中共駐紐約總領事館聘

請了美國公關公司「維批傳媒」

（Vippi Media），來開展影響力

活動。

總部位於新澤西州恩格爾伍

德（Englewood） 的 Vippi 傳

媒公司，在 12 月 10 日向司法

部登記註冊為中共駐紐約總領事

館的代理人。

中共駐紐約總領事館和

Vippi 傳媒的合同，於 11 月 22
日生效，有效期到明年 3 月 13
日，覆蓋了北京冬奧會前前後後

近三個月的關鍵時期。紐約中領

館需向 Vippi 支付 30 萬美元，

Vippi 已經收到 21 萬美元的預

付款。

紐約中領館要求 Vippi 聘
請 8 名有影響力的人來製作至

少 24 個關於北京冬奧會、北京

歷史和美中關係的社媒帖子，並

專 注 在 Instagram、Twitch 和

TikTok等社交媒體平臺上傳播。

合同還規定，Vippi 交付的

內容中，70% 是關於北京冬奧

會「賽前 / 賽中 / 賽後」有趣的

和有意義的事情，例如運動員的

準備、新技術、感人時刻以及北

京的歷史、文化文物與現代生

活。

20% 的內容是關於「中美

關係中的合作和任何好事情」，

如：中美在高層交往、氣候變

化、生物多樣性、新能源等領域

的合作。

剩餘 10% 的內容是集中在

紐約中領館的新聞和熱搜新聞

上。

Vippi 傳媒的創始人維珀．

賈斯瓦爾（Vipp Jaswal），在

其個人網站上的自我介紹說，他

是前人質談判代表、人際智能諮

詢公司的 CEO、《新聞週刊》的

專家撰稿人，以及前全美廣播節

目主持人。他說他具有在媒體和

金融行業的財富 500 強公司高

管層 30 年的國際經驗，職業生

涯「跨越 3 大洲的 7 個國家」。

《華盛頓自由燈塔》評論

說，在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勢頭越

來越大的情況下，中共又對美國

發動了社交媒體閃電戰，紐約中

領館聘用 Vippi 傳媒，標誌著中

共在美國進行大外宣的新戰線。

【看中國訊】號稱「火鍋界一

哥」的海底撈在中國大陸曾上演

顧客排長隊盛況，深受顧客喜

愛。然而，近期卻傳出海底撈陸

續「暫停」上海和北京等多家門

店，截至年底約達 300 多家門

店關停。海底撈創始人坦言，關

店原因是對趨勢判斷錯誤。

根據海底撈國際控股有限公

司近日發布的公告，在檢討其門

店的經營表現後，該集團已決定

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遂步開

停 300 家左右客流量相對較低

及經營業績不如預期的海底撈門

店（其中部份門店將暫時休整、

擇機重開，休整週期最長不超過

兩年）。

有數據顯示，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海底撈全球門店總

數達 1597 家。在減掉即將關停

的約 300 家後，海底撈門店總

數仍有 1300 家左右，海底撈此

次閉店數佔總店面的近18.8%。

海底撈方面回應「時間財

經」時稱，此次閉店不是看線級

城市去分的，主要是看這家店以

後有沒有上升的空間，包括當前

的位置是否理想等。北京也會關

停門店，北京之前達到 100 多

家店，近期有一些關停，現在也

不到 100 家了。不過，具體哪

些店面關停，目前還沒有詳細資

料可以公開。

在武漢肺炎疫情大爆發的背

景下，不少餐飲企業選擇放慢腳

步，而海底撈則選擇逆勢加快

開店步伐的政策。對此，海底

撈創始人張勇在 2021 年 6 月的

股東大會上坦言「海底撈戰略失

誤」，「我對趨勢判斷錯了。我

判斷 2020 年的疫情應該在 9 月

前後結束，但是直到今日，亞

太地區的很多門店依然無法營

業。而且這種情況下，在 2020
年 6 月我還進一步作出繼續開

店的計劃，現在來看確實屬於盲

目自信，當意識到問題時已經是

2021 年的 1 月了，等公司反應

海底撈火鍋年內關停300家
立陶宛駐中使館全員撤離

中共公關戰  宣傳北京冬奧

國已經失去早期完全清除病毒的

機會，Omicron 未來可能會有

多重傳播場景，「最嚴峻的形勢

可能是病毒傳播強，毒力較強，

疫苗加強針也無效。這時則需要

疫苗新策略，收緊防控策略。」

對 於 Omicron 病 毒 的 防

控，雖然張文宏表示充滿信心，

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也說，國

產疫苗仍可在防感染、防發病、

防傳播，特別是在減少重症率和

死亡率方面提供基礎的免疫作

用。但香港大學醫學院及香港中

文大學醫學院，最新聯合研究卻

發現，Omicron 大幅削弱由中

國大陸及德國合研的 BNT 疫苗

中和抗體達 97%，反映 BNT 疫

苗對 Omicron 突破性感染的保

護力顯著降低。

英國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學者，12 月 13 日

發布的 COVID-19 研究報告也

顯示，接種 2 劑疫苗後仍無法

產生足夠中和抗體對抗新變種株

Omicron。 與 Delta 變 種 株 相

比，體內對抗 Omicron 的中和

抗體會大幅下降約 30 倍，部分

接種者甚至沒有產生中和新變種

株的抗體。

紐約州曼哈頓維爾學院生物

學教授楊錦霞，則表示，對中國

疫苗的質量和安全性感到擔憂。

【看中國訊】據路透社 15 日

報導，出於「安全顧慮」理由，

19 名立陶宛駐中國大使館工作

人員及其家屬已經搭機離開北

京。有評論指這是要「進入准斷

交模式」。

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的

訊息稱，立陶宛駐中國大使館工

作人員及其家屬已離開北京前往

巴黎，起因是立陶宛外交官存在

「安全擔憂」，並將他們的離開

描述為對「恐嚇」的回應。而中

國外交部沒有立即回應評論。立

陶宛政府稍早發出聲明，指大使

館暫時將「遠程」運作。立陶宛

於中國的關係近來因臺灣問題惡

化，上個月臺灣在立陶宛首都維

爾紐斯開設了實質為大使館的代

表處。

臺灣時代力量國際部主任劉

過來已經是 3 月了。

根據 2020 上半年數據顯

示，海底撈在一線城市同店日

均銷售額為 8.17 萬元人民幣，

2021 上半年降至 7.9 萬元，二

線城市從 8.79 萬降至 8.73 萬

元，三線及以下城市從 8.84 萬

降至 8.42 萬元。

對此，有網友認為海底撈不

僅在疫情上判斷失誤，同時也

忽略了政經大事，「例如拉閘限

電、外資撤離、行業萎縮和失業

大增等，老百姓的荷包要空了，

餐館就是第一風向標。」

也有網友認為海底撈關店的

原因與同行競爭有關：「都說海

底撈服務好，我也沒有怎麼覺

得，味道比他好服務不比他差的

火鍋店上海有好多。以前我家隔

壁就有一家海底撈，剛開去過幾

次就一直沒有去過，排隊等位服

務員幫女人弄指甲這種，都是噱

頭。關店正常的，1 千多家呢，

估計還會關。」

2 月至今就職於騰訊互娛天美

工作室群，擔任 Lead Engine 
Programmer（引擎組組長）。

公開資料顯示，毛星雲出生

於 1991 年，雖是一名 90 後，

但是在 IT 領域有非常高的成

就。他於 2009 年考入南京航空

航天大學「中國烏克蘭航天聯合

培養班」，後於 2011 年赴烏克

蘭就讀大三大四，在留學期間曾

完成 100 餘萬字的《逐夢旅程：

Windows 遊戲編程之從零開始》

一書。

2013 年，他在烏克蘭國立

茹科夫斯基航空航天大學學成

回國後，回到母校南京航空航

天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期間清

華大學出版社為其出版了《逐

夢旅程：Windows 遊戲編程之

從零開始》一書，後來還出版過

《OpenCV3 編程入門》。

據《金陵晚報》報導，2014
年 4 月毛星雲曾收到美國微軟

公司發來的賀信，祝賀他成為

該年度微軟最有價值專家 (Most 
Valuable Professional，MVP) 
大獎的獲獎者。

據悉，MVP 是微軟公司授

予第三方技術專業人士的一個全

球性獎項，是對全球範圍的 IT
和互聯網技術應用專家的最高獎

項，每年在全球幾千萬技術專業

人士中評選產生。

而通過毛星雲的知乎、微

博、CSDN 等 社 交 賬 號 也 可

知，毛星雲還是一名「技術類網

紅」，在相關社交平台上擁有許

多技術類粉絲。在其過往發布的

原創文章下，曾有許多網友慕名

而來，就自己遇到的 IT 難題向

毛星雲留言請教，毛星雲則一一

進行回复。

仕傑在臉書稱：「非常罕見」，

直言：「中國與立陶宛 ，進入准

斷交模式」。劉仕傑指出，通

常兩國斷交都是大使先離境，館

員留下來善後收拾。「這次很奇

特，雖然還未正式斷交，立陶宛

全數館員卻已經離開北京」。

劉仕傑更樂觀地說：「如果

立陶宛跟中國真的斷交，那是否

意味臺灣跟立陶宛可能建交？」

最後用「準備尖叫」形容可能的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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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中國央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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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又開
展了5000億元中期借貸便利
（MLF）操作。這表明中國
經濟依靠寬鬆貨幣環境來

維持發展，但專家示警中國

準備過苦日子。

中國央行網站此前發布公告

稱，於 2021 年 12 月 15 日下調

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0.5 個百

分點（不含已執行 5% 存款準

備金率的金融機構）。本次下調

後，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

金率為 8.4%。

中國央行相關負責人 12 月

6 日答記者問時表示，此次降准

釋放的一部分資金將被金融機構

用于歸還到期的中期借貸便利，

還有一部分被金融機構用於補充

長期資金。並且此次降准為全面

降准，除已執行 5% 存款準備金

率的部分縣域金融機構外，對其

它金融機構普遍下調存款準備金

率 0.5 個百分點，此次降准共計

釋放長期資金約 1.2 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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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准，是指降低存款準備金

率。通過降准，一是增加市場的

流動性，使商業銀行能有更強的

信貸投放能力，降准以後銀行資

金相對更寬裕；二是因資金流動

性相對寬鬆，或有助於市場利率

水平下降。

12 月 15 日，央行又開展了

5000 億元中期借貸便利操作，

期限 1 年，中標利率 2.95%，

與此前持平。當天有 9500 億元

MLF 到期。也就是說，MLF

財經簡訊

到期 9500 億元，央行公開市場

開展 5000 億元 1 年期 MLF 操

作，降准釋放 1.2 萬億元，對衝

到期的 4500 億元後，新增長期

資金 7500 億元。

目前北京當局經濟「穩增

長」預期逐漸升溫的跡象下，貨

幣政策趨向更加寬鬆的狀態。同

時，也是為金融系統救急。

12 月 15 日，國際信用評級

機構標準普爾發布的一份研究報

告稱，中國銀行業的房地產不良

貸款率在2021年年中為2.5%，

到 2021 年底可能升至 5.5%。

標普表示，房地產行業面臨

壓力，估計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房

中國央行再次大放水 
地產開發商陷入財務困境，這也

將使 2021 年的整體不良貸款率

提高約 20 個基點，可能會削弱

銀行的盈利能力。標普認為，具

有積極風險偏好或高度地理集中

的銀行持有的抵押品緩衝可能較

為薄弱，因此會承受更大壓力。

中國銀保監會多次警告說，

不良資產對銀行的壓力一直存

在。官方數據顯示，9 月末銀行

業不良貸款餘額為 3.6 萬億元。

在新浪財經 12 月 2 日～ 3
日的 2021 年會暨第 14 屆金麒

麟論壇上，被外界稱為習近平當

局經濟國師的李稻葵表示，未來

幾年是四十多年以來，中國經濟

最困難的時期，準備過苦日子。

李稻葵是中國最受各界推崇

的經濟學者之一，也備受中共官

方器重，身兼全國政協常委及清

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

院院長。李稻葵有三個核心觀

點：一是地方債，這次房企出

事，債務約 5 萬億元，但地方

債高達 50 萬億元，是房企的 10
倍，地方債才是核心的問題；二

是產業鏈的移轉，這次疫情又讓

移出的產線重返中國，但供應鏈

移出，可能是長期趨勢；三是碳

衰退，歐美加速碳中和，零排

放，北京應對手段太猛太急，可

能造成更大的傷害。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上海一房東拋售 93 套房子

的消息在 10 月引爆輿論熱點，

彼時房地產稅將試點更是火上澆

油，而產權所有者世茂集團在股

債雙重壓力之下，這批房子卻不

能過戶。

此前在 10 月 23 日，全國

人大常委會公布授權國務院在部

分地區開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

作。隨後，上海一房東拋售 93
套房的消息引發輿論熱議。這些

房子都在同一小區，位於寸土寸

金的陸家嘴。

最後媒體披露，原來這 93
套房是屬於世茂集團的。現在可

能因為流動性或房地產稅的原

因，在這個節點選擇拋售。

既然八折出售，當然是有條

件的：全款付清。然而，近期不

少已經交了全款的購房者卻被告

知不能網簽，無法完成交易。

93 套房子中，大部分購房者被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美國參議院 12 月 14 日正式通

過法案，將債務上限上調 2.5 萬

億美元，聯邦債務總額達到約

31.4 萬億美元。並將該法案交

給總統拜登簽署，以避免出現前

所未有的違約。

據彭博社 12月 15日報導，

美國參議院以 50 對 49 票，正

式批准債務上限，趕在最後的期

限內避免債務違約。由民主黨領

導的眾議院則以 221-209 票通

過了該法案。

參 院 多 數 黨 領 袖 舒 默

（Chuck Schumer） 表 示， 這

項調整使聯邦資金足以持續到

2023 年，使得國會能在 2022
年中選舉前，避免更多關於債務

上限的爭吵。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日前多次呼籲國會，要

立即處理舉債問題，否則美國將

在 12 月 15 日達到債務上限，

並面臨國內首次違約。耶倫也警

告，如果美國未能解決債務問

題，經濟恐陷入衰退。

耶倫表示，美國國債長期以

來一直被視為地球上最安全的資

產，足以支撐美元的全球儲備地

位，然而未能如期支付帳單使得

這點受到質疑，「這真的會是一

個災難性的結果」，將導致經濟

衰退，使美元的儲備地位面臨風

險。最近幾週，一些資本市場投

資者試圖減少在可能的違約期限

前的風險敞口。但上週針對將在

4 週和 8 週內到期的美國國債進

行的兩次拍賣情況來看，投資者

對於債務上限相關的擔憂已經消

退。

債務上限是美國國會為聯邦

政府設定的為履行已產生的支付

義務而舉債的最高額度，觸及這

條「紅線」，意味著美國財政部

借款授權用盡。美國國會 1917
年設立債務上限制度，旨在定期

監督政府開支狀況，但隨著時間

的推移，已難實現強化財政紀

律、控制債務增長的初衷。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美國國會已修改債務上限約百

次，其中大部分是上調。

卡在網簽環節，另有 30 多戶購

房者，由於較早打款，已經完成

網簽，但目前也卡在過戶環節，

均無法完成交易。

購房者謝先生說：「需要先

解除房子的抵押，才能進行過

戶，如果不解除抵押的話，交易

中心是不會讓它過戶的。」謝先

生所說的抵押，是指去年，世茂

集團將這一批房子作為資產抵押

給了陸家嘴信託，抵押金額 9.5
億元。

盈科律師事務所房產律師郭

韌分析，世茂集團能夠還回來當

然就沒有問題，如果產權人不能

中國經濟依靠寬鬆貨幣環境來維持發展，但專家示警中國準備過苦日子。

（Getty Images）

及時歸還已付的錢，抵押又不能

夠解除，實際上就變成了一個兩

難的局面，這些買房人可能只能

通過訴訟去維權，這個過程及訴

訟維權的成本就非常高了。

房地產業內人士指出，最大

風險是購房者不知道房地產開發

商到底把錢轉到銀行的監管賬

戶，還是挪用到別的地方去，一

旦錢交了，只能任憑開發商宰

割。但是貸款買房不一樣，因為

銀行要批貸款，所以首付款一定

是在銀行的監管賬戶上，等銀行

批貸款，這樣網簽過戶也就順理

成章了。除非把抵押狀態解除，

也就是世茂集團把這 9.5 億元還

清了，才能進行正常網簽和過

戶。然而，這種可能性很低，一

方面現在年底，各個企業是用錢

高峰期，另一方面房地產本來就

是高危行業，現金流非常緊張，

提前還債的行為可以理解為天方

夜譚。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標普全球評級在最新研究報告中

稱，由於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困境

在下半年加劇，到年底，中國銀

行業持有的房地產不良貸款率有

可能比今年年中增長超過一倍。

據美國之音報導，標普在

12 月 15 日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

說，中國銀行業所持有的房地產

不良貸款率去年年底為 2.0%，

今年年中增長到 2.5%，而到今

年年底則可能升至 5.5%。

房地產業多年來一直是中國

經濟高速發展的主要支柱之一。

但是，該行業高負債擴張的運營

方式，除了造成債務風險外，也

引發官商勾結，導致中國房價持

續飆漲、甚至建房買房投機謀取

暴利的不良行為，使民眾買不起

房、甚至也租不起房。

負債總額高達 3050 億美元

的恆大集團，今年下半年來陷入

流動性危機，已經發生了美元債

務違約。佳兆業和陽光 100 也

接連被曝陷入違約困境。

標普還在報告中稱，中國的

房地產行業目前仍然面臨壓力，

大約有高達三分之一的開發商陷

入財務困境。這也將使今年的整

體不良貸款率提高大約 20 個基

點。這不僅反映了房地產行業的

債務危機和財務困境，而且可能

會直接削弱銀行的盈利能力。

 銀行業房地產不
良貸款率或翻倍

避免違約 美參院法案
提高債務上限

上海一房東拋售93套房的背後

（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北京當局今年發動的監管風暴，

橫掃香港資本市場，赴港上市進

行 IPO 的企業，交出今年全亞

洲最差表現答卷。

根據彭博社的數據，今年在

募資至少 1 億美元的企業中，

其 IPO（首次公開募股）價格

在香港平均下跌近 20%。相較

之下韓國 IPO 價格平均上漲近

40%、印度則是漲 32%。

香港資本市場最初受到低廉

和充裕的資金帶動 IPO 熱潮，

今年逐漸降溫。雖然今年上半年

收益有所增加，但隨後幾個月

內，受到北京對多個產業的打

擊，幾乎沒有大筆的交易出現。

香港股市今年初也有多家科

技公司風光掛牌上市交易，但在

北京當局打壓手中握有大量民眾

數據的大型企業後，這些科技

和互聯網公司的漲勢不再。以

2 月上市的中國短視頻平臺「快

手」來看，該公司股價在 6 月時

幾乎翻倍，但後來回吐漲幅，自

上市以來已暴跌 30%。

截至年底，今年在港股掛

牌的 59 家公司中，預計將有約

75% 的公司股價低於 IPO 發行

價，印度、韓國的數據分別為

34%、28%。

12 月 13 日，本該忙碌籌備

IPO 發行配售的商湯科技卻在港

交所公告稱，其全球發售及上市

將會延遲，預期將刊發載有經更

新上市時間表、香港發售股份的

相關申請程序及其它相關資料。

美國財政部 12 月 10 日將

相關公司列入一份企業黑名單，

稱這份黑名單上的企業為中共軍

方提供支持。商湯科技就是其中

之一。

北京監管風暴橫掃股市 
香港IPO今年亞洲最慘

中國11月經濟 
繼續呈現走軟態勢

【看中國訊】中國國家統計

局 12 月 15 日公布的最新統計

數據顯示，由於能源行業增產強

勢和原材料超高成本回落，中國

規模以上工業增長超過預期，但

是由於受到疫情、需求疲軟及供

應鏈遭衝擊等因素的影響，11
月中國經濟整體增速有所減緩。

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

比增長 3.8%，比 10 月略增加

0.3 個百分點。但 11 月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僅為 41043 億元

人民幣，同比雖增長 3.9%，卻

比 10 月回落 1 個百分點。

平點資產管理公司首席經濟

學家張志偉說，經濟 11 月仍相

當疲軟，國內消費進一步減弱。

紫光集團債務重整  
擬投入至少600億
【看中國訊】進入債務重整

程序的中國紫光集團，日前宣布

「智路建廣聯合體」成為戰略投

資者。 12 月 14 日傳出，預計

投入 600 億元協助紫光重組。

對普通債權人的償債計畫，

以 120 萬元為分界線，120 萬

元以下以現金方式全額清償；債

務金額超過 120 萬的債權人可

在「現金、股票和 3 年留債清

償」、「現金、股票和 5 年留債

清償」及「現金加上 8 年留債清

償」等 3 種方案中任選一種。目

前初步審查確定的債權總額為

1447.82 億元，其中有財產擔保

債權 160.47 億、稅款債權 2.06
億、普通債權 1285.29 億。

恆大集團8宗土地 
被官方無償收回

【看中國訊】海口市自然資

源和規劃局日前發布一則不動產

權證書作廢公告，公告恆大位於

海口的數宗地塊被無償回收。公

告顯示，被收回的 8 塊土地「均

存在因公司原因超過約定的動工

開發日期滿兩年未動工開發建設

的情況，根據《閑置土地處置辦

法》和《海南省閑置土地認定和

處置規定》規定，決定依法無償

收回 8 宗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

此次土地收回所涉及的新世

界中國地產（海口）公司，並

非歸屬於香港鄭裕彤家族所持有

的新世界中國地產，而是海南世

紀城投資有限公司，海南世紀城

投資有限公司系中國恆大全資持

股。恆大陷入流動性危機，此前

從新世界手中接盤的地塊，亦面

臨被政府無償收回的命運。此

外，傳廣東省政府通知恆大各區

域公司，要求暫停恆大旗下所有

資產處置，知情人士透露，此舉

應是官方工作組正式進場摸底，

想釐清資產負債真實情況。

英國11月CPI年增5.1% 
通脹創逾10年新高
【看中國訊】英國央行的利

率決策公布之前，12 月 15 日

公布的一項數據顯示，因物價

廣泛上漲，英國 11 月通脹年增

5.1%，飆升至逾 10 年來新高。

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在 聲

明指出，英國居民消費價格指

數 (CPI) 繼 10 月年增 4.2% 之

後，11 月飆至 5.1%。CPI 是衡

量通貨膨脹的主要指標。 11 月

的數據創下 2011 年 9 月以來新

高，通脹壓力部分來自車用燃料

成本上漲。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主要任務是將通脹

率維持在接近 2.0% 的水準，然

而，由於 COVID-19 Omicron
變異毒株的影響，預計央行 12
月16日將決定維持低利率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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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打虎女將」進駐最高法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中共紀檢系統高官調整持

續，王岐山早前得力「打虎女

將」穆紅玉目前已從重慶調至北

京，擔任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最

高法紀檢監察組長。

中共最高法院微信公眾號

12 月 8 日消息，穆紅玉已返京

履新，出任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

最高法院紀檢監察組組長、最高

法院黨組成員。 12 月 7 日，最

高法院舉行集體研討，穆紅玉以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最高法院紀

檢監察組組長、最高法黨組成員

身份，參加了這次研討。

公開資料顯示，今年 58 歲

的穆紅玉，1984 年 7 月於吉林

大學法學院法律專業畢業，長期

在最高檢工作，2009 年 10 月

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機關黨委副

書記，2011 年 9 月任最高人民

檢察院刑事申訴檢察廳廳長，

2013 年 1 月任最高人民檢察院

控告檢察廳廳長，2014 年 2 月

成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

委員。穆紅玉 2015 年 9 月離開

最高檢，赴中央紀委任第六紀檢

監察室主任，一年後任中央紀委

駐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紀檢組

組長。

2018 年 10 月，穆紅玉空

降重慶任紀委書記，成為當時中

共省級紀委書記中唯一的一名女

性官員。總部設在北京的《多維

網》2019 年 5 月報導引述評論

人士指出，選拔穆紅玉等紀檢系

統外「新人」進入中紀委內設機

構擔任要職，這是王岐山的用人

特點之一。

穆紅玉在重慶任職期間，曾

多次強調肅清薄熙來等人遺毒，

並拿下「警虎」鄧恢林。她還指

出孫政才、薄熙來問題的本質就

是不講政治，是政治腐敗的典

型。

《重慶日報》近日報導指，

去年，重慶市紀委監委立案審查

調查市管幹部 40 人；全市紀檢

監察機關共立案 3791 件，處分

3786 人。去年 6 月 14 日，重

慶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鄧恢林

被查。今年 1 月，鄧恢林被雙

開，中紀委通報措辭嚴厲，稱其

參與在黨內搞團團夥夥，撈取政

治資本，熱衷政治投機，妄議黨

中央大政方針等。今年 9 月鄧

恢林案開庭受審。

除了打虎女將穆紅玉赴京履

新，中共紀委系統也開始密集

換人，目前已有 10 多個省份的

紀委書記被調整。以 11 月份為

例，11 月 24 日至 27 日，三天

時間，內蒙古、天津、遼寧、河

北、山東、貴州、甘肅、四川 8
省（市）紀委一把手調動。

其中包括甘肅省紀委書記劉

昌林任河北省紀委書記，河北省

紀委書記劉爽任內蒙古自治區紀

委書記，內蒙古自治區紀委書記

劉奇凡任遼寧省紀委書記，遼寧

省紀委書記廖建宇任四川省紀委

書記；貴州省紀委書記夏紅民任

山東省紀委書記，山東省紀委書

記陳輻寬任天津市紀委書記等

人。

目前，甘肅省紀委書記、貴

州省紀委書記仍處於空缺狀態。

前任四川省紀委書記王雁飛已任

四川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前

任天津市紀委書記鄧修明已任江

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陸慷卸任司長或將升職
【看中國訊】中共外交部前

發言人陸慷已卸下外交部北美大

洋洲司司長一職，該職務由外交

部國際司司長楊濤接任。官方尚

未披露現年 53 歲的陸慷未來仕

途去向，不過，海外大外宣稱陸

慷或將升任外交部副部長。

中共外交部官網「組織機

構」欄目最新信息顯示，楊濤已

接替陸慷出任北美大洋洲司司長

一職。楊濤曾任外交部國際司副

司長等職，2019 年 5 月接替李

軍華出任外交部國際司司長。

針對陸慷去向，中共官方目

前尚未披露。總部設在北京的多

維網稱，有消息指，陸慷或升任

外交部副部長。

陸慷出生於 1968 年 5 月，

江蘇人。他曾在外交部國際司、

軍控司、美大司、新聞司四個業

務司，以及中國駐聯合國代表

團、駐愛爾蘭使館、亞太經合組

織、駐美大使館工作，2015 年

4 月 17 日，陸慷首次以新聞司

司長、發言人的身份公開亮相，

成為外交部第29任新聞發言人。

2019 年 4 月 15 日， 在 中

臺灣空軍人員走過升級後的美制
F-16V 戰機。（Getty Images）

胡錫進下臺了 誰接任？
【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綜合報

導】據悉，北京《環球時報》的總

編輯胡錫進即將退休，《環球時

報》將設立社長一職，由中共中

央機關報《人民日報》評論部副

主任範正偉出任，《人民日報》

國際部副主任吳綺敏將出任《環

球時報》總編輯。

據《星島日報》15 日報導中

引述幾名消息人士透露，為強化

政治導向，《環球時報》社長將

由41歲的「80後」範正偉擔任。

據報導，範正偉是《人民日

報》的重要筆桿子，也是「任仲

平」成員，「任仲平」就是「人

民日報重要評論」的諧音。範正

偉曾經代表過新聞界，在一次座

談會向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專

題）匯報過工作。

報導指出，範正偉曾多次參

與中共中央重大活動報導，起

草並撰寫中共 18 屆 3 中、5 中

全會等多篇《人民日報》社論，

多篇《人民日報》元旦、中共

「十一」社論，參與撰寫 10 多

篇「任仲平」文章。

據《東方日報》報導，2016
年 2 月，習近平先後到過《人民

日報》、新華社、中共央視調

研，並主持召開中共黨的新聞

輿論工作座談會，範正偉在會

【看中國記者雲澤水、朱莉

採訪報導】日前，中共前中校參

謀姚誠接受《看中國》採訪時表

示，共軍還不具備武統臺灣的條

件。一切攻臺舉動都是中共的煙

霧彈，此時此刻中共軍方正在積

極謀求空窗期，即刻侵犯臺灣對

中共極為不利。

據姚誠介紹，中共是否對臺

動武有四個制約因素，第一個就

是反介入作戰，在對臺動武前，

必須要有一場反介入作戰，要把

美軍逼出臺灣海域。

中共軍隊目前的空、海乃至

太空的作戰體系，遠遠沒有達到

限制美軍的作戰自由，而且在台

海也沒有絕對優勢達到震懾美軍

不敢接近的地步。美軍如果在中

間攔著，中共是沒有辦法直接對

臺動武的。

第二個制約就是習近平在黨

內的地位。倘若習近平在黨內的

地位不穩，就沒有辦法指揮軍

隊，畢竟習近平還沒有進入到第

三任期，現在的局勢不排除發生

突發情況。從政治準備上說中共

是不充分的，而且在黨內到底打

不打還沒有達成共識，黨內對攻

打臺灣有反對力量。

其三是中共的軍事準備，攻

打臺灣絕不是一場小戰役，軍隊

內部推演也判斷戰爭烈度應該是

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目前中

共軍事準備是不充分的，軍方沒

人敢說有絕對把握能拿下臺灣。

第四，臺灣是美中博弈的焦

點，現在全球趨勢對中共極為不

利，美國一直對中共進行戰略圍

堵，中共在軍事方面有相當大的

壓力，這也致使中共軍隊不敢隨

隨便便對臺灣動手。假如真動

武，周邊烽火四起，包括中印邊

界和北邊的俄羅斯都會蠢蠢欲

動，南海的控制權亦會不保，動

武可能會讓中共更為被動。

目前，中國每年要用 7 億

噸石油，80% 的能源要進口，

其中有 5 億噸要通過馬六甲海

峽再經南海運輸至大陸，如果南

海控制不住，中國經濟立刻完

蛋，沒人能承擔這種後果。

姚誠透露，軍方一直認為還

需要 3 年至 5 年的準備期，當

然這種判讀是基於中共領導層還

算理智的一種預測，樂觀的說中

共還要準備 3-5 年時間，才能進

一步的做好準備，也不見得完全

能做好準備，但是中共需要這個

時間，軍隊現在對臺灣的一系列

動作，實際上是對臺灣的一個威

嚇，並不是說要打臺灣，真正打

臺灣一定是突然襲擊，不會大張

旗鼓的。

姚誠分析，臺灣的自衛能力

非常強，不可小覷，臺灣現在號

稱是刺蝟島，有 2 萬多枚導彈。

臺灣對自己的保衛戰確立了兩個

方針，一個是源頭打擊，一個是

自主戰力。

中共內部經常不斷推演，他

們深知武統臺灣有多大難度，軍

隊對於武統臺灣其實是表面一套

背後一套，出工不出力。

前中共軍官：軍方出工不出力 
攻臺受四因素制約

【看中國記者李靜汝採訪

報導】最近中共中組部長

陳希在人民日報發表題

為：「必須抓好後繼有人

這個根本大計」的文章，

稱：能不能培養出優秀人

才，決定中共和中國的興

衰存亡。這引起了外界的

多種猜測，《看中國》記

者就此採訪了旅居澳洲的

著名法學家、時政評論家

袁紅冰教授。

據悉，自習近平當政以來，

像中共接班人這類話題，沒有大

陸媒體敢提，而接班人這幾個字

也是中共的敏感詞。袁紅冰對此

指出：「這個文章總體的背景，

還是十九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

遭到了一次政治挫敗，就是他沒

有完全實現他原來的政治目標。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習近平既定

的在十九屆六中全會議上，要實

現的政治目標，就是使他和毛澤

東、鄧小平比肩而立，要確立毛

澤東讓中國站起來，鄧小平讓中

國富起來，習近平讓中國強起來

的這樣一個歷史定位。

為了實現這個歷史定位，他

就必須公開的從政治路線的角

度，否定江澤民時期的政治路

線，否定了江澤民的舊時期，習

近平的新時期才有說服力。否定

了江澤民的舊時期，才能夠證明

習近平是挽救了共產黨，挽救了

共產黨的軍隊。這是他想要在

十九屆六中全會上所達到的政治

目標，達到了這個政治目標，也

可以確保他在二十大上一定能夠

連任，從而實現他終身執政的目

標。

我們知道，習近平為了實現

終身執政的目標，已經修改了憲

法。但是光修改憲法那是不夠

的，只有在二十大上，他真正的

實現了連任，也才標誌著他可以

終身執政了。但是現在由於十九

屆六中全會上，他從政治路線的

角度，公開否定江澤民的這個政

治目標沒有實現。所以十九屆六

中全會不僅不意味著黨內鬥爭的

一個結束，反而意味著在二十大

之前，黨內權力鬥爭將更趨極化

的一個起點。」

袁紅冰披露，據中共黨內的

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表明，習近

平認為他這次挫敗的一個重要的

原因，或者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於中共黨內，現在仍然有很多

人是在江澤民時期掌握權力的，

他們在思想意識上、政治意識

上，仍然是江澤民黨內的政治基

礎。所以習近平想要公開否定江

澤民的這個努力，才遭到了挫

敗。面對這樣的一個情況，習近

平指示中組部要拿出辦法來。陳

希所發表的這個文章，要重新重

視接班人的問題，就是根據習近

平的指示而採取的一個舉措。」

袁紅冰進一步指出：「陳所

謂的培養接班人意味著什麼？他

培養接班人的標準是什麼？標準

就是政治標準，就已經改變了以

前年輕化，什麼專業化那些標

準，首要的標準就是政治標準。

而政治標準的核心，就是看你是

否忠誠於習近平的全面回歸毛澤

東原教旨主義的政治路線。他就

是要通過黨內培養接班人這樣的

一整套舉措，來徹底清除江澤民

時期，留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政治

意識和政治能量，而全面的培養

忠誠於習近平的政治能量，這就

是這個講話的本質。

所以這個培養接班人的目

的，是為了鞏固習近平終身執政

的權威。所謂的接班人並不意味

著接什麼習近平的班，而是意味

著要清除江澤民時代，遺留下來

的那些組織能量和政治能量。他

們要用那些忠誠於習近平的，擁

護習近平終身執政的大大小小的

官員，用他們來取代江澤民時期

的官員。」

習近平曾強調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否則江山不

保的說法。袁紅冰對此表示，說

江山就是人民完全是自欺欺人的

謊言。「我們一直講中共暴政，

就是靠暴力和謊言維持統治的。

就在不久前，中共居然宣稱中國

才是真正的民主。它製造這樣的

國家謊言，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

程度。

江時期政治基礎或被清除

習近平要徹底清除江澤民時期留下的政治意識和能量。(Getty Images）

上作為編輯代表發言，當時他

的身份是《人民日報》評論部部

務委員、要論編輯室主編，被

稱為「坐在習近平對面的年輕

人」。有中國媒體評價範正偉

年輕、俊朗、謙虛，而且對工

作一絲不苟。

除了範正偉出任《環球時

報》社長之外，《人民日報》國

際部副主任吳綺敏將出任《環

球時報》總編輯。

《星島日報》報導，幾個

月前，吳綺敏就已經進駐《環

球時報》，與胡錫進交接工

作，將擔任環時的總編輯。北

京人吳綺敏 1991 年進入《人

民日報》在國際部工作，曾著

有《大國外交第一現場》。

公開資料顯示，《環球時

報》是《人民日報》的子報，由

中共人民日報社於 1993 年 1
月在北京創辦，有多文種版，

在中國內地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力，是一份國際新聞類的綜合

型報。該報由主編胡錫進長期

掌控，被西方一些媒體稱為

「商業民族主義」報紙。《環

球時報》多反映出中共官員實

際上認同但不便於公開發表的

觀點，因此被外媒稱為「中共

喉舌」。

國外交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

發言人陸慷對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罕見的發動攻擊，他稱蓬

佩奧「滿世界污蔑中傷中國，

到處煽風點火，挑撥離間，言

行令人不齒。」並說「蓬佩奧

先生可以休矣！」陸慷的此番

言論在國際上掀起輿論波瀾。

法廣引述評論人士指出，外交

部是國家的形象，此時人們看

到的中共國形象，是外交辭令

也不講了，一副歇斯底里的樣

子。

三個月後，2019 年 7 月

18 日，陸慷在主持外交部例

行記者會上，突然宣布了自己

即將不再擔任新聞司司長以及

外交部發言人的消息。同月 22
日，他接替叢培武出任外交部

美大司司長。直到近日去職。

近年來，中共外交戰狼風

格鮮明，為國際社會側目，另

一位前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公

開宣稱，「為維護中（共）國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國

家利益尊嚴，做『戰狼』又何

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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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東道主的美國總統拜登

致詞時警告，世界正站在歷史的

拐點上，專制獨裁者正擴大在全

球各地的影響力，試圖證明鎮壓

政策與手段是因應當今挑戰的更

有效做法，煽動社會分裂與政治

兩極分化。路透社指出，儘管拜

登沒有點名任何國家，但這次峰

會中「缺席」的中國和俄羅斯，

顯然是兩個專制主義大國。

流亡海外的前香港眾志主席

羅冠聰，12 月 10 日在民主峰會

上發表演講，藉著自己從當選議

員到流亡的經歷，講述民主倒退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12月9日至10日，美國總
統拜登召集110個國家地區領
導人參加「民主峰會」，呼籲

捍衛民主，對抗專制。香港社

運人士羅冠聰和台灣代表受

邀發言，突破中共「禁區」，開

創了港台國際參與的先河。

美召開民主峰會 邀港台代表參與

不是一個論述，而是一個痛苦故

事。中共魔爪已從西藏、新疆伸

至台灣和香港，並擴展至世界金

融、娛樂等各個層面，呼籲國際

社會必須行動、必須改變。

這次峰會由美國總統拜登向

全球 111 個國家的領導人和政

府首腦發出邀請，旨在推動正受

到專制國家威脅的全球民主化

進程。台灣也有受邀參加，由

台灣政府代表發表《國家聲明》

（National Statement），強調台

灣堅定站在全球對抗威權主義的

最前線，更願在促進全球自由民

主人權領域扮演領導角色。

資深傳媒人、時事評論員程

翔評論指，拜登的民主峰會雖然

沒有很重要的實質政策出台，但

在意識形態上具重大意義，就是

清晰界定這個世界的兩種制度、

兩種道路，「一種是走普世價值

為基礎的民主道路，另一種是繼

續走中共一黨專政的專制道路，

由此帶出兩種前途，一種是自

由，另一種是勞役。」程翔指，

這也是自蘇聯解體以來，一次最

重要的國際陣營劃分，「這種站

隊是很重要的，清晰地將世界劃

分成一個專制的陣營，和一個自

由的陣營」。而這對中共習近

平號稱要構建所謂「人類命運共

同體」，更是沉重一擊，證明此

路不通，「自由世界百多個國家

不願意跟習近平共同命運。」

北 京 在 110 國 民 主 峰 會

召開前，發動一場「民主輿論

戰」，包括在聯合國動員 173 國

支持其《奧林匹克休戰決議》，

又搶閘舉行了「高端民主討論

會」、發表《中國的民主》白皮

書等，宣稱中共實施的「全過程

民主」才是「真正民主」、「最

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反批

「美國假民主」。中國外交部副

外長樂於成還在北京舉行「中外

學者談民主高端對話會」，自誇

【看中國訊】尼加拉瓜

10日宣布終止與台灣邦交
關係，引發各界關注。台灣

陸委會譴責北京當局以金

錢利益惡意強奪台邦交國、

粗暴打壓台灣的國際交往

與生存空間。美國國務院發

言人普萊斯（Ned Price）
也發聲明批評，尼國總統奧

蒂嘉（Daniel Ortega）大
選造假，無法反映人民意

志，而與台灣斷交的決定，

剝奪了尼國人民在民主與經

濟成長上的堅實夥伴。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中華

民國總統蔡英文 10 日出席公

開活動時表示：「我國跟尼加

拉瓜終止外交關係，斷交決定

涉及複雜的國際政治和兩岸情

勢，我要告訴國人同胞，台灣

的民主越成功、國際的支持越

強，來自威權陣營的壓力也會

越大。」

「不論是外交施壓，或者文

攻武赫，台灣都不會改變堅持

民主自由、走向世界、參與國

際民主社群的決心和努力，多

元民主是台灣特色，會持續提

升台灣能量，提升民主韌性。」

蔡英文說。

英國《金融時報》10 日引

述兩名消息人士稱，蔡英文在

11 月 7 日尼加拉瓜大選前夕，

答應尼國政府再提供 1 億美元

的貸款，但台灣銀行拒絕延長

貸款期限，因為這樣做可能會

中國是當之無愧的民主國家。北

京上述說法引起國際熱議。

中國問題專家、時評人劉銳

紹在港媒撰文指，中共這場民主

輿論戰，未來還會更加激烈，原

因有三：近因是冬奧將至，北京

希望營造「萬邦來朝」，卻被美

國「盡情破壞」，須及時和加倍

力度還擊。中期原因是明年中共

「二十大」，中共和尋求繼續發

揮核心作用的習近平，勢必努力

防止歐美的民主攻勢轉化為「中

國境內的不穩定因素」，擔憂兩

者內外結合起來，甚至化為行

動，影響其內部部署。

至於遠因則關乎一個新的形

勢：過去的人權和民主牌只是歐

美聯手，未來卻將是由美國掀

起的「全球戰」，且涉及元素更

多，至少包括台灣、香港和「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因此這場

宣傳輿論戰的戰情將更激烈，形

勢將更複雜，涉及更廣泛的經貿

和『制裁戰』。」劉銳紹說。

以視訊方式召開的民主峰會沒有邀請俄羅斯和中國參加。（白宮網站圖片）

台尼斷交 美國挺台批尼國大選「造假」

違反美國對尼加拉瓜的制裁，

讓自身的業務陷入風險。

對此，台灣外交部發聲明

澄清，「中華民國政府從未在尼

【看中國訊】中華民國

總統蔡英文14日出席「2021
台美日三邊印太安全對話」

開幕典禮，強調台灣絕不屈

服於北京的壓力。日本前首

相安倍晉三、美國國務院

民主、人權暨勞工局代理

首席副助卿巴斯比（Scott 
B U S B Y）及前白宮國安
顧問奧布萊恩（R o b e r t 
O B́RIEN）等人分別發表
專題演講。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總統蔡

英文 12 月 14 日在「台美日三

邊印太安全對話」開幕式致歡迎

詞，她提及過去幾個月來，台灣

歡迎來自歐洲議會、法國、斯洛

伐克和波海三國的訪問團，誠如

一位立陶宛國會議員所言，「我

們雖小，但很強大」。

蔡英文強調，台灣要向世界

傳達出一個清楚的訊息：無論外

部壓力多大，都無法動搖我們對

自由、人權、法治與國際民主社

會合作的努力和承諾。她說，台

灣面積或許不大，但已經證明對

區域和全球都至關重要。面對外

來威脅，台灣屹立不搖，也成為

印太地區不可或缺的成員。她重

申對民主的承諾堅定，絕不會屈

服於壓力，將持續與理念相近夥

伴合作，致力維護印太地區的安

全、和平、自由和開放。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當日以

預錄視頻方式發表講話，他表

示，日本、美國與台灣共享自

由、人權、法治及民主等信念，

台灣及其民主制度如果遭受威

脅，將對全球形成緊迫挑戰，

「台灣必須是民主中的領導者，

因為台灣名副其實。崛起吧，台

灣！這是向全世界傳播民主的信

念。在香港民主繁榮已沒有空間

時，台灣奮起使全球對民主的信

心更加重要。」

安倍強調，台美日三方應持

續強化各領域的能力建構，並全

力協助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WHO）等國際組織。他並肯

定台灣有資格參加「跨太平洋夥

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安倍另外也談到，「中國如

果追求軍事冒險如同「自殺」。

我們必須敦促中國不要追求領土

擴張，並應自我克制、不該經常

霸凌鄰國，因為這也會損害其自

身利益。」

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暨

勞工局」代理首席副助卿巴斯比

（Scott Busby）在線上發表演講

時則表示，美國將與民主理念相

近國家合作對抗威權主義，台灣

的民主成就堪稱是印太各國的表

率，「這非常了不起，意味著民

主可以在亞洲蓬勃發展。」

他表示，美國致力於解決

印度太平洋地區的一些主要問

題，包括威權主義威脅、假訊息

及 COVID-19 疫情等挑戰。他

加拉瓜大選前允諾任何貸款。」

外 交 部 說 明，2019 年 2 月，

台灣同意提供 1 億美元的商業

性重建貸款，供尼國進行基礎

法國前議長將率團訪台
【看中國訊】近期國

際挺台灣力道越來越強。

中華民國外交部 1 3日證
實，法國國民議會前議長、

現任友台小組主席戴扈傑

（François de Rugy）將
於近日內率團訪台。與此同

時，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

會主席米克斯（Gr e gor y 
Meeks）預計明年1月率50
位國會議員訪台。

中央社消息，外交部 13 日

證實，法國國民議會前議長戴

扈傑將於近日率團訪台，時間

落於 15 日早上 6 點半抵台，預

計 19 日深夜才會離台。外交部

對此表達誠摯歡迎，並表示如

果有進一步消息，將適時正式

對外宣布。

這是繼法國參議院友台小

組主席李察（Alain Richards）
今年 10 月率團來訪後，再度有

法國國會議員組團來台灣訪問。

此前幾天，美國「國會山

莊 報」（The Hill） 報 導， 美

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米 克 斯（Gregory Meeks,D-
NY）11 日受訪表示，計畫明

年 1 月率團訪問台灣，可能會

有超過 50 位眾院外委會成員

受邀，希望能與總統蔡英文會

晤，並直言「就算中國施壓也

不會取消」。

米克斯是美國民主黨黨

員，擁有 23 年眾議員資歷。去

年 12 月他當選眾議院外委會主

席，於今年 1 月上任，是委員

會首位非裔主席。

今年 5 月時，米克斯曾提

出重大抗中法案「老鷹法案」

（EAGLE Act），呼籲強化美

國在政治、外交、軍事及科技

等多領域實力，以因應中國挑

戰。 7 月中旬，該法案獲眾院

外委會通過，目前版本包括支

持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

處」更名為「台灣代表處」的條

文。

《大紀元時報》報導稱，民

進黨立委王定宇表示，北京對

台加大外交施壓，挖走台灣邦

交國尼加拉瓜之後，美國聯邦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準備率領龐

大訪問團來台，此事突顯民主

自由國家的互相扶持，以及台

美關係持續升溫。

他提及，美國最新出台

的 國 防 授 權 法 案（FY 2022 
NDAA）已達成共識，將邀請

台灣參加 2022 年環太平洋軍演

（RIMPAC），期待米克斯率訪

團來台，能促成更多友台法案。

王定宇強調，當前國際友

台力道持續升溫，顯示台灣逐

漸被國際重視，台灣的外交

也越來越受歡迎，面對中國

打壓，台灣從來沒有一天輕鬆

過，「但我們跟自由民主站在一

起，絕不孤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針對

尼加拉瓜日前宣布與台灣斷

交，轉而與中國建交，歐盟發

言人 12 日表示，歐盟尋求與台

灣合作及交往，符合歐盟的利

益，台灣在許多方面是歐盟理

念相近的夥伴，歐盟將持續支

持台灣基於民主、法治和人權

的治理體系，以及台灣開放社

會及市場經濟。

該歐盟發言人補充說，歐

盟副主席維斯塔哲（Margrethe 
Vestager）今年 10 月 19 日代

表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

表（歐盟外長，HRVP）波瑞

爾（Josep Borrell，又譯博雷

利）在歐洲議會發表談話中，

也再次確認了這一點。

台美日舉行 
三邊印太安全對話

呼籲民主社會必須團結起來、互

相學習，並站在同一陣線共同行

動，因應種種挑戰。

前白宮國安顧問奧布萊恩強

調，台灣在印太地區扮演重要角

色。北京持續孤立台灣，以遂其

武統台灣的目標，美國應與台灣

加速合作嚇阻中共犯台，各國也

應持續深化與台灣的夥伴關係。

奧布萊恩說，台灣已發展成

真正的民主國家，是世界的模

範，不能讓台灣走香港的路。後

代能否在印太地區享受像今天這

樣自由、開放的繁榮環境，「取

決於我們採取何種行動，保護自

由及我們的價值」。

另外，台外交部長吳釗燮在

尼加拉瓜宣布與台灣斷交與中國

復交後，首次面對媒體公開發

表談話。吳釗燮表示，「（美國）

在舉行民主峰會的時候，中國是

被排除在外的，也因此中國也挑

定了這個時機，來針對台灣的邦

交國下手。」吳釗燮強調，這次

斷交的國際情勢背景，是民主和

威權陣營激烈角力，在尼加拉瓜

斷交問題上，外交部人員已盡最

大努力，後續撤館及人員安排和

雙方協議等，都在陸續處理中。

建設，之後因撥款要件程序問

題，承貸商業銀行至今並無撥

付任何款項給尼加拉瓜。

另一方面，尼加拉瓜宣布

與台灣斷交引起了美國方面的

強力關注。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普萊斯（Ned Price）10 日發聲

明表示，尼加拉瓜 11 月 7 日總

統大選「造假」，在未從自由公

正選舉中獲得選民授權的情況

下，奧蒂嘉的行為不能反映尼

加拉瓜人民的真實意志。「與台

灣斷交，剝奪了尼國人民在民

主、經濟成長上的堅實夥伴。」

普萊斯強調，美國鼓勵所

有重視民主體制、資訊透明、

法治、為人民促進經濟繁榮的

國家，擴大與台灣往來。

（Getty Images）

台美日三邊印太安全對話12月14日在台北舉行。（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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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佳麗 
摘環球小姐后冠

【看中國訊】第 70 屆環球小

姐選美大賽（Miss Universe）
在以色列南部紅海度假城市埃拉

特（Eilat）舉行，並進行現場

直播。來自世界各地的 80 多位

佳麗參加了選拔賽。 21 歲的印

度小姐哈娜茲‧桑杜（Harnaaz 
Sandhu）脫穎而出奪冠，睽

違 21 年後再次為印度贏回這項

頭銜。亞軍是巴拉圭小姐安德

森（Madison Anderson）， 季

軍是南非小姐斯瓦內（Lalela 
Mswane）。

中央社報導，上屆環球小

姐， 墨 西 哥 的 梅 薩（Andrea 
Meza）為桑杜戴上后冠。在第

三輪問答環節，評委們向每位佳

麗提問，對於年輕女性如何面對

當今的壓力有何建議？桑杜回答

說：「我認為當今年輕人如何面

對最大的壓力取決於相信自己，

知道自己是獨一無二的。」

她接著說，不要拿自己和別

人比較，多談論世界大事，「站

出來，為自己發聲，因為你是

自己生命的主導人。我相信自

己，這就是我今天站在這裡的原

因。」她還說，「多做事、少說

話。」

《自由時報》報導稱，桑杜

目前正在大學攻讀公共管理碩士

學位，兼職模特兒，還出演了多

部印度電影。印度媒體報導稱，

她 17 歲就開始參加各種選美比

賽。 2019 年當選家鄉旁遮普省

的美後並進入印度小姐選拔賽前

12 名。

習近平用過餐的
慶豐包子倒店
2013 年 12 月 28 日，習近

平到北京月壇北街慶豐包子鋪，

點菜付款，吃了一頓包子，從而

引發社會關注。

後來，慶豐包子鋪不僅成為

全國遊客合影紀念的景點，大陸

訪民也認定北京慶豐包子鋪是一

個伸冤的好地方，容易引起人的

關注。

現在由於疫情原因，加上中

共對疫情「零容忍」政策，北京

遊客減少，北京鄰近天安門附近

的門前大街的慶豐包子鋪也在近

日關門，連招牌都拆了。

以前看到的都是慶豐包子分

店、加盟店關門倒閉。現在北京

慶豐包子鋪也「關門停業」了。

過去十年間，北京當局系統

性地關閉地方學校，代之以中央

化的寄宿學校。西藏的寺院學校

和其他私立學校被關停，民辦學

校負責人和藏語老師、知識分子

遭到抓捕。

報告稱，西藏寄宿學校的孩

子們被迫與家人分離，遠離社

區，他們信奉的宗教信仰被禁

止，面臨失去母語的可能，還要

承受感情和心理上的創傷，包括

體罰、性虐待、愛黨思想洗腦、

種族歧視等。

報告指出，有西藏女學生目

睹過性侵和毆打學生的事件發

生，看到校內外的男性甚至有男

老師，他們經常闖入女生宿舍，

「老師生氣的時候就用鐵棒、椅

子和棍子等任何東西打人，以至

被打到流血。頻繁毆打如此嚴

重，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恐懼之

中。在寄宿學校 3 年的學習生

活完全是一場噩夢。」

一位流亡到新德里的親歷者

貢卻（Kunchok）對加拿大媒

體《環球郵報》說，他 7 歲的時

候就被送到芒康縣的寄宿學校，

節假日也不讓回家，第一年他整

年都沒見到爸媽。

西藏行動中心主任拉珍．哲

彤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如果

北京冬奧如期舉行，對所有西藏

人、維吾爾人、香港人、權利和

自由受到侵害的中國人來說，這

完全是當面搧耳光，是在傷口上

撒鹽，是一種嘲弄。」

拉珍．哲彤還強調，北京當

局的殖民寄宿制學校制度違反了

《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

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兒童

權利公約》、《公民及政治權利

公約》等多項國際人權公約，並

呼籲聯合國人權高專辦親自到西

藏校區走訪調查。

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 12
月 3 日至 4 日，在中共召開的

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當局強

調，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必須

把信教民眾團結在黨和政府周

圍，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積極引導宗

教與社會主義相互適應。

對此，前青海省政協委員王

瑞琴稱，北京當局將宗教視為威

脅，所謂宗教中國化就是信黨、

跟黨走，她說：「所謂宗教中國

化，本質是宗教共產黨化，你要

聽共產黨的話、跟黨走，你不聽

共產黨的話、跟黨走，那你就是

邪教。」

西藏孩子被送寄宿學校

藏族鄉村婦女和兒童（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日本 46 歲

富豪前澤友作搭乘俄羅斯太

空船，8 日抵達國際太空站

（ISS），開始了為期 12 天的

太空之旅。他在網路影音平台

放上了第一部從太空發聲的影

片，驚歎太空與 ISS 確實存

在。

中 央 社 援 引 日 媒

Sponichi Annex 報導，前澤

友作 8 日搭乘太空船抵達 ISS
後，11 日晚在自己的影音頻

道上傳此行第一支從太空發布

的影片。他在影片中介紹了自

己在 ISS 被分配到的小房間，

「感覺很像膠囊旅館」，並抱

膝漂浮證明太空中的無重力環

境。

前澤在影片中表示，這是

一則想跟大家分享見聞的影

片，但想說的太多，首先第一

件事就是，「真的有太空」。

「真的有 ISS 這樣的太空站，

漂浮在地球上空，每天以繞行

地球 16 圈的速度在飛行」。

他透過 ISS 的圓窗望向

地球說，「就像看到的一樣，

地球真的是圓的、真的是藍色

的，真的很漂亮」。前澤後

來在推特上發文，並附上從

太空拍攝的影片。他說，從

ISS 的窗戶試著拍攝縮時攝

影，「剛好繞地球一圈，真漂

亮」。此次上太空，前澤實

現了夢想。他說，希望大家也

能不放棄夢想一起努力。

【看中國記者楊天姿綜合報

導】據大陸媒體報道，上海一所

小學近日出現一名學生全身上下

都是名牌，粗估一身行頭價值幾

乎等同於把「一套房」給穿在身

上，全身華服與其他同學站在操

場上，引爆網友們的熱議。

綜合大陸媒體報道，陸網

瘋傳一名小學生在上海某所小

學升五星旗儀式上驚人的穿搭

照。照片中，該名小學生上身

穿著「LV」的新款羽絨衣，這件

羽絨衣要價近 38 萬人民幣，下

身的運動褲來自 KENZO 今年

的新款，3 萬多人民幣，腳上的

NIKE 球鞋更是「回到未來」的

全球限量款，一雙要價 81 萬人

民幣，算一算整身行頭可說是十

分驚人，飆破 120 萬人民幣，

浮誇的穿搭，和旁邊穿著看似普

通的同學顯得格格不入，被諷為

「把一套房穿來上學」。

據報，該名小學生的「日常

穿搭」實在是貴氣逼人，引發大

陸網友們瘋傳、熱議。不過，也

有網友認為，能有如此穿搭的學

生，可能就讀的學校也不便宜，

同學可能也已經見怪不怪。

還有網友分享自己周遭的案

例，「我家裡附近有個孩子兩萬

多塊錢的衣服在學校打鬧時被弄

破了，家長找到學校讓其他家長

賠，沒辦法賠了。老師告誡其他

同學別和這孩子一起玩，結果這

孩子時間不長就轉學了」。

「炫富」的舉動在中國大陸

已經不是成年人的專利，近幾

年，看到許多校園當中小學生炫

富的新聞和視頻，大家相互之間

在比較的，是誰過年的紅包多，

是誰的手機與 3C 設備更新更

炫，甚至還有家長購買名牌皮夾

送給全班學生，為自己的小孩做

好公關工作。

最誇張的，還有家長私下送

給班導師價值高達 6 萬元的名

牌包包，為的只是希望老師能夠

多關照自己的小孩子。

河北 2016 年就出現一名小

學生自拍炫富影片上傳網絡：

「這個是我媽在外國，也就是泰

國買的，一個九萬買得起嗎？」

有評論認為，中國古時的讀

書人為了理想而安貧樂道，認為

那體現著一個身為讀書人的風

骨。 現在的校園一切都是以錢

來劃分，無形中整個社會非常功

利化。 

大陸小學生穿「一套房」去上課 內行嚇壞 日本富豪上太空 實現夢想

【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綜合

報導】12 月 8 日，美國好市多

（Costco）蘇州店隆重開業，這

是好市多繼上海閔行店開業 2
年後在大陸的第二家店。網傳市

民凌晨 3 點就去排隊，無人機、

救護車也出動了。

據網易號「安安聊樓市」

稱，蘇州好市多開業當天，有市

民凌晨 3 點就開始排隊，白天

超市門口更是排起長龍，周邊交

通堵到癱瘓。現場還配備有救護

車，甚至無人機也出動了，市民

搶茅台的場面，更是不輸當年上

海閔行店的情形。值得一提的

是，排隊入場需提前預約。

據悉，在開業前，蘇州好市

多會員卡開辦首日，就有超萬人

辦理 199 元的會員卡，打破了

好市多首日辦卡人數的全球紀

錄。

蘇州好市多位於蘇州高新區

滸墅關，建築面積大約 52,000
平方米，其中 1 樓是賣場，面

積約 16,000 平方米，2-3 樓及

3 樓樓頂是停車場。好市多落戶

滸墅關後，該地區也成為日本永

旺夢樂城、瑞典宜家、法國迪卡

儂和美國好市多這四大世界著名

商家齊聚的蘇州核心商貿區。

據網易號「蘇州高新區發

布」消息，走進好市多，彷彿進

到了一個巨大的物流倉庫，商品

多以棧板方式陳列，連化妝品也

如此，商品沒有華麗的裝飾和過

度的包裝。好市多實行會員制，

消費者成為會員才可進店購物，

店內有多個分區為會員提供免費

服務。

超市相關負責人介紹，作為

一家倉儲式超市，好市多只提供

4,000 個左右的國際知名品牌商

品，以省下消費者貨比三家的時

間。所有產品都是大規格包裝，

單價相比零售店有一定優勢。此

外，好市多所推出的各類進口商

品，也滿足了許多人不出國旅遊

也能購買到國外商品的願望。

蘇州COSTCO開業
【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綜合報

導】美國影片《蜘蛛俠》在大陸一

直倍受觀眾歡迎，但原定 12 月

6 日定檔的《蜘蛛俠：英雄無歸》

卻被北京當局暫緩上映。有分析

認為，這是北京對白宮率先外交

抵制北京冬奧會採取的一種反制

措施。

許多大陸網友非常喜歡美國

電影《蜘蛛俠》，北京對該影片

的禁播讓很多中國民眾很傷心。

中國時事評論人王正對自由

亞洲電台表示，美國外交抵制北

京冬奧會，北京當局用禁播美國

影片反制，但最終是民眾觀看美

國影片的權利被剝奪。「各國採

取的是外交抵制，這不會傷及到

民眾。北京的反制措施往往是

綁架 14 億人來反擊，例如抵制

美劇，後面可能還會出現抵制

NBA、抵制美國運動品牌等，

這些可以通過民間發起，讓 14
億人去抵制。」

湖北時事評論人趙寧也表

示，北京反制美國這是意料當中

的事，就像當年抵制韓國在中國

的投資和明星藝人。

據悉，年底壓軸大片除了

《蜘蛛俠：英雄無歸》外，還有

已經定檔在明年 1 月 14 日在中

國上映的《黑客帝國 4：矩陣重

啟》。有中國電影業圈內人士披

露，中國廣電總局已在考慮暫停

明年引進美國影片，何時恢復有

待「另行通知」。

官媒《人民日報》9 日則報

導，中國電影票房榜前 5 名全都

是國產片，包括愛國主旋律電影

《長津湖》以及《戰狼 2》（2017）
等。不過該篇報導一出，網友反

應兩極，有網友指出，「外國電

影不讓進來，限制進來，所以你

的國產影片就霸榜了。有本事你

全部放開試試，你把門關起來當

然是你最牛逼了」、「國外的不

讓看啊」、「現在引進的外語片

越來越少了」、「國外好幾個好

萊塢電影都不讓上」。

電影圈內一位人士稱，中國

廣電總局目前原則上已解除對韓

國影片在華上映的禁令，未來在

內地上映的韓國電影數量會逐步

增加，但其中最關鍵的是外國

影片的內容須經更嚴格的審查：

「這是對影片內容的一項審查，

確定其是否符合中國國情。」

《蜘蛛俠》在中國被暫緩上映

（微博）

Costco（Getty Images）

印度小姐桑杜（Getty Images）

日本富豪前澤友作。（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木子

綜合報導】流亡藏人組織

「西藏行動中心」（Tibet 
Action Institute）日前發
布報告指出，北京當局強迫

4分之3的西藏學生進入寄
宿學校，他們年齡約在6歲
到18歲之間，甚至其中有4
歲的孩子。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Forum A11看論壇2021年 12月16日—12月 22日    第189期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加怡保險加怡保險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房屋保險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00 am - 5:00pm; 星期六須預約Unit 420, 1110 Centre ST NE地址 : https://WWW.LSIINS.INFO網址：403-474-3700電話：

Kay Chang
Account Executive - 個人保險

手提 : 手提 : 403-397-2297403-397-2297
kchang@lloydsadd.comkchang@lloydsadd.com

Andy Chang, CRM CIP
Branch Manager - 商業保險

手提 : 403-875-8879手提 : 403-875-8879
achang@lloydsadd.comachang@lloydsadd.com

Kitty Kong
Account Executive - 個人保險

手提 : 手提 : 403-408-9233403-408-9233
kkong@lloydsadd.comkkong@lloydsadd.com

線上即時報價，購買旅遊探親保險線上即時報價，購買旅遊探親保險 www.iwaretravel.cawww.iwaretravel.ca旅遊 / 探親保險

◎文： 文昭

12 月 9 日召開的美國的民

主峰會，算是中美兩國自 11 月

以來的外交戰中的第三輪（第

一輪是氣候峰會，第二輪是抵制

北京冬奧）。本輪美國祭出的重

招，並不是不點名地「反威權主

義」，而是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

「預防及對抗貪腐」分組討論中

的發言，稱該部已設立反貪腐基

金，獎勵那些提供有關貪腐外國

領袖將「贓款」藏在美國的檢舉

人。不少論者聞之雀躍，認為這

是在幫助中國反貪腐。美國多年

來一直在國際社會主導反洗錢，

巴拿馬等資本避稅天堂也早就被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曝光。筆者一

直在追蹤這方面消息，本文想探

討兩點：

美國政府是否需要舉報

才能了解美國的 
外國藏金者？

耶倫說：「美國有太多的金

融暗處為腐敗提供掩護，我們必

須聚焦在這些人身上。」

以美國的能力，我相信美國

政府想制裁某國某位具體領導

人，完全可以做到。在全球反

洗錢活動中，美國一直是領跑

者，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法律。

早在 2016 年，我在《巴拿馬文

件披露是對避稅天堂的攻堅戰》

一文中，詳述過美國在反洗錢

立法、司法與執法三方面長達

幾十年的演變過程。目前美國

反洗錢立法的核心，可以簡單

地概括為「一解兩報」。所謂

「一解」就是了解你的客戶，所

謂「兩報」就是要向執法機構提

交《貨幣交易報告》(Currency 
Transaction Report) 和《可疑活

動 報 告》（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這一制度的形成，經

歷過幾部關鍵法律的出臺與修訂

而完善。

美國針對毒品交易的反洗錢

行動最開始是針對毒品交易，從

銀行開始，通過立法迫使銀行充

當反洗錢偵探。說來有趣，要

求銀行對於超過 1 萬美元的現

◎文：何清漣

中國有多少貪官在美國藏金？

金交易，必須向有關部門提交

涉及存款、取款、現金兌換或

者其他支付或轉移的報告，這

一至今仍然有效的規定來自於

1970 年《銀行保密法案》（Bank 
Secrecy Act,BSA）。而這部堪

稱是美國，甚至全球第一部反洗

錢法案竟然完全名不符實，明明

是要求銀行向特定的美國執法機

構「泄露」客戶信息的法律，卻

冠以「保密法」的名稱。

1986 年《洗錢控製法案》

（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Act）則是名副其實的反洗錢法

律，根據該法案，洗錢可細化為

四個罪名：1、金融交易洗錢罪；

2、輸送貨幣工具洗錢罪；3、
利用臥底方式查獲的洗錢罪；

4、貨幣交易洗錢罪，又稱為跨

境洗錢罪。

此後，反洗錢法律不斷豐

富：1988 年，國會通過了《洗錢

檢控改善法案》（MLPIA），擴

大了《銀行保密法案》中關於「金

融機構」的定義，將汽車、飛

機、輪船的經銷商以及從事房地

產、郵政服務的人員也列入金融

機構的範疇；增加了工作負擔，

為此美國於 1994 年制訂《洗錢

抑製法案》（Money Laundering 
Suppression Act），加入了為銀

行減負的內容，要求財政部豁免

金融機構間的交易以降低貨幣交

易報告的負擔。

1999 年，美國發布第一

部《國 家 反 洗 錢 戰 略》（The 
National Money Laundering 
Strategy），標誌美國反洗錢從

反毒品向反恐的戰略性轉變。此

後，美國政府每年都會發布一

部當年的《國家反洗錢戰略》，

這些戰略並非法案，但對美國反

洗錢的立法、執法活動有重要的

指導作用。 2001 年「9.11」恐

襲事件發生後，為了加強反恐，

美國參眾兩院於 10 月 24 日一

致通過了《為攔截和阻止恐怖主

義而提供適當手段以團結和鞏固

美利堅的法案》。將該法案名稱

的每個單詞的第一個英文字母放

在一起，就是「USA PATRIOT 
ACT」，故被稱為《愛國者法

案》。

《愛國者法案》共有 10 篇

156 節，包括三部分內容，其

中第三篇為「剷除國際洗錢和

2001 年反恐怖融資法案」，專

門針對恐怖活動的融資，其目的

是預防、查明和起訴國際洗錢和

恐怖組織的融資行為。對於阻止

全球的恐怖組織融資，以及為恐

怖襲擊提供資金來說，該法案至

關重要，其中包含了更嚴格的客

戶識別標準、特別是禁止美國銀

行與外國空殼銀行保持商務聯

繫，以防止洗錢的合作。

了解美國反洗錢立法情況，

可以了解一點，在大多數情況

下，美國政府完全可以通過本國

金融系統的相關報告，掌握儲戶

信息。耶倫號召知情者檢舉，更

多是輿論戰——這是「實」。　

中國有多少貪官 
在美國藏金？

中國當然有不少貪官在美國

藏身兼藏金。美、加、澳一直是

排名最靠前的幾個中國貪官藏匿

地，因為這三國是傳統移民國

家，生活質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

有很大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

國與三國之間並無引渡協議，它

們的司法制度與中國有差異，常

常導致引渡談判曠日持久。

中國自開展「獵狐 2014 行

動」以來，最大的難關就是如何

讓美國合作，遣返貪官。美國國

家公共廣播電臺（NPR）2015
年在報導中國的「獵狐行動」時

分析、承認現實：中國貪官外

逃，美國是首選之地。逃犯選擇

美國是因為他們知道，美國和中

國沒有引渡協議，且美國對將逃

犯遣返回中國持警惕態度，擔心

中國政府將政治犯當作腐敗分子

抓捕——這種擔心並非空穴來

風。 2020 年 10 月，聯邦調查

局局長克里斯托弗 · A · 雷宣布

了對被告朱勇（Zhu Yong）、
洪如進（Hongru Jin）和邁克

爾 ‧ 麥克馬洪等八個人的指

控，他們被控密謀騷擾和施壓中

國異見人士和逃犯，讓他們返回

中國接受審判。

但 2014 年包括其後兩三

年，中美關係尚是「戰略合作夥

伴」，因此美方願意尋求替代途

徑與中國合作。2014 年 11 月，

APEC 北京會議發表《北京反腐

敗宣言》，中國與美國及其他沒

有簽署引渡條約的國家簽署了宣

言。美國找到的「替代」途徑主

要包括：以移民欺詐、洗錢等常

見罪名起訴中國貪官，促使美國

移民法庭將他們遞解出境；當

然，中國也可以選擇異地追訴方

式，在美對貪官提起訴訟。這招

很實用，因為這些貪官多數都難

以撇清移民欺詐、洗錢等罪名。

因為在解決留美身份時，貪官

們無論是簽證逾期不歸淪為「黑

戶」，或是用贓款獲得投資移民

綠卡，還是通過杜撰一胎化、宗

教迫害等虛假理由騙取政治庇護

綠卡，都涉及移民欺詐犯罪。通

過這種方式，中國逮回了楊秀

珠、余振東等十餘人。但對於令

完成、郭文貴等人，北京雖然希

望帶回，美方並未合作。 

耶倫的呼籲主要是 
羞辱性的道德貶斥

耶倫發出這呼籲，對北京主

要是道德貶斥這種羞辱性質的輿

論戰。因為習近平對於政治局委

員這個級別以下的官員，就算披

露了他們家屬在美財產，習近平

不會多在意。 2013 年中國開始

的反腐，主要集中於黨政軍的上

層及省部級廳局級；2018 年開

始的掃黑除惡，則深入到地市縣

鎮。如果美方真披露中國官員在

美國的存款或財產狀況，習近平

自會想方法在國內反腐，只是不

會馬上動作。對於三屆健在的政

治局常委家屬資產，估計中國當

局除了他們以豪宅、現金、投

資品等方式藏金海外的能夠「倖

存」，凡通過白手套——比如肖

建華、王健林、馬雲等持有的資

產，中國當局早就查了個門兒

清，已經或正在想方設法化為國

有。當年巴拿馬文件披露之後，

被披露的相關人士當中的大部分

應該都被北京當局「關注」過了。

中國是個腐敗大國，就算習

近平「鐵腕反腐」，腐敗大案仍

然層出不窮。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網站數據顯示，2020 年共有 18
名中央直管幹部被查。這 18 人

中，有 3 人在部委擔任重要職

務，13 人為地方黨政領導幹部，

其餘 2 人則是央企領導人員，

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 17.88
億余元。其中，腐敗案值近 18
億元的賴小民刷新了中國的腐敗

記錄。

因此，除了公布習近平本人

及直系親屬在美國有大量存款與

豪宅之外，公布任何人在美財

產，對習近平都不構成直接打

擊。問題是：美國是否掌握了習

的這類資料且準備公布——這是

「虛」。

我的結論是：中美關係無論

走向如何，目前主要是口水仗階

段，雙方都還留有折衝撙節的餘

地，世界各國也在觀望動向。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 （Getty Images)

12 月 9 號到 10 號美國在開

民主峰會；中國 12 月 8 號 -10
號在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

也是一件滿重要的時事。在新

華社的新聞稿裡，連出了 25 個

穩字，也就是不穩的風險相當

大，不穩來自於三重壓力：需求

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

這是新華社的總結。到底情況

有多嚴重呢？在 2019 年第二季

度，GDP 增速 6.2%，創了之

前的最低，那候還是一條大新

聞。BBC 採訪了一個叫中國市

場研究集團的機構，它的負責

人雷小山蹦了一句出來：「啊？

增速有 6.2% 嗎？我怎麼覺得

只有 2.6%。」不是他真的算過

只有 2.6%，而是統計數字和他

的職業感受不一致，所以戲言

把 6.2% 反過來說成 2.6%，因

為從當年的就業、消費、投資這

些方面，你接觸的數據寬到了一

定程度，都會覺得那 6.2% 不可

中國經濟吹響「保5」總號角！連出25個「穩」字 中國經濟吹響「保5」總號角！連出25個「穩」字 
信。

中國人民大學貨幣研究所副

所長向松祚有個更雷人的推算，

他認為 2018 年中國的 GDP 增

長只有 1.67%。美國有個市場

研 究 機 構 叫 The Conference 
Board 在 2018 年 11 月有個報

告說，中國政府發布的 GDP 數

字嚴重不可信，它認為 2018
年中國的 GDP 增長是 4.1%、

2019 年下調到 3.8%。獨立研

究機構對國家統計局發布中國經

濟增速普遍不信任，分歧只在於

認為應該擠多少水分的問題。擠

的最狠的反而是國內的學者向榮

祚，還不是專黑中國的美帝。也

都是在疫情開始以前的估算，現

在又過了兩年。

剛公布的中國第三季度經濟

增速是 4.9%，首度破五，又成

了一條大新聞，這回又出來一個

擠水的，是中國的前財政部長樓

繼偉。不過現在不能給出水份的

具體數字，太打領袖的臉，不符

合向核心看齊的要求，只能是暗

示水份得擠。

在 12 月 11 號的一場會議

上樓繼偉質疑中國經濟數字的真

實性，含蓄地指出摻水造假嚴

重。他說，沒有足夠的數字說明

經濟出現的負面變化，比如疫情

期間註冊的公司數量一直在增

加，然而事實上他們當中有相當

一部分早就停止經營了，之所以

還在那是因為要註銷公司的手續

非常繁瑣。政府統計的就業人數

有增加，但卻沒有跟進，這些人

在半年或者稍微長一點的時間後

有沒有被解雇。就是說統計沒有

反映出就業的動態情況，只是截

取了對自己最有利的數字來報。

等於暗示連這 4.9% 看來都

很有水份了，這都是維穩以後能

拿得出手的數字了。

他這番話，倒是讓我想起了

這兩天抖音上流量很高的一段視

頻，一間夜店的美女老闆吐槽，

說：店裡一個鬼影都沒有，不來

看店吧不死心、來看店吧死的心

都有了。如果在疫情前的 2019
年中國的實際 GDP 增長都在

4% 以下，那麼現在是多少呢？

新華社說的這三重壓力：需求收

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我覺

得用兩個字就可以總結：叫衰

退。衰退持續時間長到一定程度

就換成兩個字，叫蕭條。

上個星期中國社科院發表了

藍本書，對 2022 年中國經增長

預期為 5.3%。在習近平上任頭

幾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是保

7；然後幾年是保 6；現在是保

5。目標不斷調低、但形勢永遠

大好。那我們看中國經濟增長跌

破 5% 會發生什麼？

首先大家最關心的當然是

就業。國信證券的研究團隊在

2020 年做了一個報告，認為在

中國一個百分點 GDP 增加，能

創造 222 萬個就業機會。這篇

報告寫作的時間是在 2020 年 3
月份，認為如果 2020 年全年中

國經濟的增速在疫情打擊下只有

3% 呢，將會創造 687 萬個工

作。實際上 2020 年官方報的數

是 GDP 增長 2.3%，不到估計

的 3%, 所以增加的工作機會得

減 200 萬個。

還有一個問題是中國有大量

的低效投資，必須要靠一定的經

濟增長來維持基本生存。比如說

鋼材、水泥產能過剩，是低效投

資。它們就得靠房地產和鐵公基

建設維持在一定的規模才活得下

去。新房子不建了、鐵路公路不

修了，他們也活不下去了。習近

平喊了幾年的去產能，這個情況

有一定緩解、但結構性的問題一

直存在。這是幾年前一些人喊中

國經濟增速不能低於 7% 的原

因。經濟增速掉下來不是吃鮑魚

改成吃烤肉，日子過得不那麼奢

華的問題，而是一些產能過剩的

行業活不下去，他們需要新增的

建設項目才能活下去。

https://www.lsiin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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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成容/戈御詩綜合報導

美國空軍日前解雇了27
名拒絕接種COVID-19病毒
疫苗的飛行員，這使他們成

為官方認證的第一批因不遵

守接種規定而被撤職的美

國軍人。白宮對部分公共事

業與軍方單位人員實施強制

接種疫苗的行政措施，在美

國引發廣泛的爭論。共和黨

參議員羅傑．馬歇爾表示，

他不反對疫苗，但是CDC
應該要承認人體的自然抵抗

力，對人們的免疫力情況要

保持透明和誠實。

◆韓國總統文在寅 13 日表

示，美國、中國與朝鮮原則上已

經同意宣布朝鮮戰爭正式結束

了，首爾方面將會推動實現這個

目標，而他相信在宣布戰爭結束

後，將會有助於重啟陷入僵局的

韓朝和美朝之間的談判。朝鮮方

面反對美國於韓國駐軍與聯合軍

演，以及以美國為首的針對朝鮮

武器計畫之制裁。不過，美國一

再強調，在解除任何制裁之前，

朝鮮必須首先要放棄核武器。身

為美國的軍事同盟，文在寅再度

向外界傳達朝鮮的說法。美國對

於朝鮮的政策，包括全面執行所

有聯合國安理會之決議，在朝鮮

遵守決議之前，不可能解除制

裁。否則金正恩就會認為他的政

治戰爭與外交勒索是成功的。

◆東歐國家科索沃 9 日宣

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總統奧斯

曼尼（Vjosa Osmani）的新聞

顧問向媒體表示，鑑於中共人權

問題，科索沃決定跟進美國，不

派政府官員出席 2022 年 2 月舉

辦的北京冬奧，但科索沃代表隊

【看中國記者凌遠山綜合報

導】包括英美在內的西方國家，

發現中共間諜活動已經深入到大

學與企業，有的甚至幫助中共蒐

集軍事情報。有美國民間研究基

金會呼籲政府採取更多的措施，

英國政府也宣稱將頒布最嚴厲的

反國家威脅的立法。

利用美大學竊軍技

福克斯新聞 12 月 11 日報

導指出，中共繼續利用其與幾十

所美國大學的現有合作關係，蒐

集它認為是敏感的信息和技術知

識，以實現其軍事主導地位。

保衛民主基金會的智囊團上

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的民

用大學系統，在中共軍事工業綜

合體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包括其

核計畫和網絡間諜項目。中共已

經「命令」民用大學和所有學生

遵守其軍民融合戰略，以整合軍

事、民用和商業投資，達到更大

利益。

報告還發現，目前有 34 所

美國大學還在繼續與孔子學院

合作，這些孔子學院是中共資助

的項目。研究發現，四所美國大

學，包括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

聖巴巴拉分校、猶他大學和位於

華盛頓州的太平洋路德大學，與

中國的大學有公開的合作關係，

這些大學涉嫌支持中共的核計

畫。雖然國會此前立法限制那些

有國防研究資助的學校，禁止主

辦中共贊助的機構，也一度促使

79 個孔子學院項目被關閉，但除

此之外的部分大學卻仍繼續與之

合作，這也讓那些在美國「技術

上不保密」，但對中共有潛在軍

事利益的前沿研究失去了保障。

報告的作者辛格爾頓指出：

「孔子學院所做的遠不止是提供

語言培訓那麼簡單。」報告發

現，有孔子學院項目下的教授和

學生，一旦身處美國就開始從事

非法活動，直至被抓。

辛格爾頓警告說：「鑒於中

共熱衷於利用我們防禦系統中的

漏洞來獲取它認為敏感的信息，

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單純的執法

問題來處理，只會助長中方的戰

略。這種威脅不僅僅是理論上

的。」

北京鎖定英學企 
英國內政大臣帕特爾 (Priti 

Patel)，指責北京對英國的大學

和企業進行間諜活動，並且宣

稱英國不會再容忍這種「厚顏無

恥」的干涉。

她在華盛頓的一場演講中

說：「利用公眾人物出於私利遊

說政府官員、黑客入侵、洩露機

密、秘密監視和有組織的在線攻

擊……等所有這類間諜活動都對

我們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威

脅。而且這種行為現在甚至深入

到了我們的大學和企業，我們永

遠不會允許國家安全受到損害。」

美議員呼籲承認自然免疫力

軍人因拒打疫苗被退役

美國空軍表示，空軍部門已

讓其部隊成員，在 2021 年 11
月 2 日之前獲得疫苗。結果有

數千人要麼拒絕、要麼尋求豁

免。空軍發言人安．斯特凡內克

（Ann Stefa-nek）13 日 表 示，

這 27 名飛行員中沒有任何一人

尋求任何類型的豁免，包括：醫

療、行政或宗教。其結果是，他

們因不服從命令而被正式要求退

役。雖然其中也有可能有些人的

紀錄上有其他違規行為，但所有

人都將拒絕接種 COVID-19 疫

苗，作為他們被退役的要素之

一。她表示，這是第一批因疫苗

原因而被行政解僱的飛行員，他

們都處於其入伍的第一期，所以

他們是年輕且級別較低的人員。

雖然空軍沒有透露這些服役

人員的退伍類型，但基於美國國

會的立法限制，軍隊在成員拒絕

接種疫苗的情況下，應給予該成

員榮譽退伍或在體面條件下的一

般退伍。

其他部門的幾位官員表示，

他們認為，到目前為止，只有美

國空軍在這個過程中採取了如此

大的舉措，並且只因拒絕接種

COVID-19 疫苗的理由而將成

員退役。

今年早些時候，五角大樓要

求所有美國軍人接種疫苗，包

括：現役、國民警衛隊和預備役

成員。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

斯汀（Lloyd Austin）表示，疫

苗對於維持部隊的健康及其應對

國家安全危機的能力至關重要。

籲CDC誠實面對自然免疫
對於疫苗強制令的施行，引

發各界不同的看法。身為一名醫

師的國會參議員羅傑．馬歇爾

（Roger Marshall）12 日， 在

NBC 的「與媒體見面」（Meet 
the Press）節目中表示，他支持

正在進行的新冠病毒免疫接種，

但是他也認為並不是每個人都需

要注射加強針。他認為，還應該

考慮感染新冠病毒後獲得自然免

疫力的保護能力。

馬歇爾參議員說：「如果

CDC 能夠更早地轉變，我們本

可以挽救千萬人的生命。我認為

要對人民誠實，CDC 需要承認

自然免疫力。作為一名醫生，我

從來沒有通過強制要求或試圖與

人爭辯來說服任何人戒菸，而是

通過誠實並與他們溝通達到的。」

馬歇爾議員提到：「根據

CDC 網站，92% 的美國人對這

種病毒有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

所以讓我們從那裡開始。實際

上，白宮發出的信息必須要承

認自然免疫力，並對美國人誠

實。」他針對這個 92% 的數字

評論說：「不要搞錯：喬．拜登

的疫苗強制令，與公共衛生或科

學無關。如果有關的話，我們就

會承認 92% 的美國人，已經在

疫苗和自然免疫力之間建立起了

對這種病毒的免疫力。」

接種有效但不應強制

NBC 主持人查克．托德

（Chuck Todd），注意到馬歇爾

議員一再呼籲承認自然免疫力，

於是反問馬歇爾是否會建議人們

接種病毒，而不是疫苗。

馬歇爾議員回答說：「當然

不是。但如果你感染了病毒，那

需要得到承認，然後患者和醫生

一起決定他們是否應該接受加強

針。或許檢查他們的抗體水平，

考慮一下他們的醫療保健狀況如

何。」他表示，疫苗加強針是有

效的，他鼓勵老年人、糖尿病患

者和其他有潛在健康問題的人去

獲得加強針，但他也認為聯邦對

疫苗接種的強制令不是一個好的

解決方案。

他舉例表示：「對患有 II 型
糖尿病的患者，我會針對病毒的

情況檢查他們的抗體水平，並可

能鼓勵他們接種加強針。但是對

於一個 19 歲的海豹突擊隊隊員

來說，他患心包炎、心肌炎症的

機率比感染病毒去醫院的機率高

得多，我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

因此，你不能從聯邦政府那裡獲

得一刀切的建議。」

強制恐釀供應鏈危機

美國國會參議院在 12 月 8
日（週三）投票，廢除了拜登

政府對大型私營企業的聯邦疫苗

接種強制令。儘管該決議案不太

可能在眾議院獲得通過，如果能

夠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也會被拜

登行使總統否決權否決掉，但是

參議院的行動，還是對拜登政府

的疫苗強制令造成象徵性打擊。

幾乎所有共和黨議員和多位

民主黨議員都擔心，由於勞動力

短缺，加劇了當前的供應鏈危

機，而這項疫苗強制令只會讓經

濟狀況變得更糟。因為強制令是

在完全不考慮，這人有沒有自然

免疫力的情況下，強制讓不打疫

苗的人失業。

馬歇爾參議員建議把如何處

理疫苗接種問題留給地方自己去

管，那樣會更好的解決辦法，而

不是聯邦一級一刀切的強制政

策。

來自肯塔基州的馬歇爾議

員，在 12 日的 NBC 節目中說

道：「我們知道這些強制命令不

起作用。從實際角度看，強制措

施將導致經濟停擺，它會加劇通

貨膨脹，它會導致斷電。這會導

致供應鏈中斷和國家安全問題。

有一半的國民警衛隊還沒有接種

疫苗，如果我們解散一半的國民

警衛隊，肯塔基州現在會發生甚

麼？我支持疫苗，但不支持強制

令。」

共和黨參議員羅傑．馬歇爾於11月4日聲援那些因拒打疫苗而遭「被退

役」的空軍人員。(GettyImages)

美國特洛伊大學孔子學院 (維基

百科)

仍將出賽。科索沃 2008 年自塞

爾維亞獨立，但塞爾維亞至今宣

稱擁有科索沃主權。中國、俄羅

斯等同樣不承認科索沃，科索沃

雖已獲得超過 100 個國家的承

認，但因中俄之故至今仍未能加

入聯合國，代表隊直至 2016 年

才首次在奧運出賽。美國前國務

院資深顧問菲利浦指出，中國已

取代俄羅斯，成為塞爾維亞的主

要支持者、巴爾幹地區的主要威

權影響力。

◆歐盟在 13 日的外長會

上，就俄烏問題團結一致，表示

俄羅斯的任何侵略都將伴隨著歐

盟針對莫斯科的制裁而來。具體

如旅行禁令、凍結俄羅斯政治人

物資產，到禁止與俄羅斯產生銀

行和金融關聯等。此外，歐盟也

在考慮針對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

採取行動，如制裁俄羅斯國防公

司或能源部門，以及取消天然氣

供應合同等。德國外交部長巴爾

博克 12 日晚間表示，根據前總

理默克爾卸任前和華盛頓之間達

成的一項原則性協議，在烏克蘭

局勢進一步「升級」的情況下，

目前德俄天然氣管道北溪二號將

不被允許營運。

寰宇新聞北京利用英美學企竊取軍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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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辛荷

之間的買賣，買家涉及虛擬地產、虛擬

貨幣等公司。在 The Sandbox 以 430 萬

美元買下一塊土地，創下虛擬土地交易

價格記錄的買家 Republic Realm，就是

一家虛擬地產開放商。這是今年 4 月左

右剛剛成立的基金，目前累計在 19 個不

同的元宇宙平台上擁有大約 2500 塊數字

土地。

據悉，運動品牌阿迪達斯與元宇宙

遊戲平臺 The Sandbox 達成合作，以建

立元宇宙品牌。阿迪達斯發言人表示公

司非常關注元宇宙，「元宇宙是目前數字

領域最令人興奮的發展之一」。

但長期來看，虛擬土地以目前的實

際應用情況，發展的支撐性是不夠的。

虛擬房產、虛擬土地和現階段遊戲中的

道具和領地，實質區別不大，還屬於概

念化、短期的現象。虛擬房產天價交易

頻現，更多還是幣圈在投資，也為了讓

虛擬貨幣能有更多的人去接盤。

虛擬土地被熱炒，被認為是利益相

關方為了蹭概念而做的噱頭，在元宇宙

各方面技術都還尚未完善之前，極有可

能只是擊鼓傳花。

一面是用戶、虛擬地產開放商等多

方力量瘋狂湧入，另一面是質疑和冷思

考也不斷。虛擬地產作為新興起的事

物，當前必然存在著泡沫的成分，普通

用戶入局仍需謹慎，謹防被割韭菜。

元宇宙成為最火的概念，但是在那

裡炒房更火爆，一塊虛擬土地最高記錄

能到 430 萬美元，能買到北京市近郊一

套別墅。中國一個內測的遊戲裡，也上

演了囤房搶房的荒誕景象。

10 月 28 日，由天下秀開發的元宇

宙遊戲「Honnverse 虹宇宙」開始內測，

用戶需要提前預約搶購虛擬房產，搖到

號才可以進入遊戲。從內測開始起，就

有用戶大量囤積房屋，虹宇宙世界排行

榜第一名的人名下房屋已經有100多套。

在二手貨交易平臺閑魚、微信和 QQ
群裡，虹宇宙的房產「一天一個價格，

三天就能翻一番」，當前最高級別 SS 級

房產已經以 1.8 萬元的價格成交。閑魚

上，以 8000 元成交 SS 級房屋的交易記

錄也不少。

不過，虹宇宙遊戲裡的搶房囤房，

相對於海外元宇宙遊戲平臺的搶地，還

只能算是小兒科。

虛擬世界土地最高記錄 430 萬美元

的成交價，發生在美東時間 11 月 30 日

The Sandbox 平台上，而上一個高價成

交記錄僅僅就在這一週前，一家虛擬地

產開發商在 Decentraland 上約 243 萬美

元買下一塊地。

搶地的人，也早已從個人遊戲用戶

擴散至虛擬地產開發商等機構選手。在

他們看來，虛擬土地已經具備真實價

值，後期將土地直接轉手租賃、開發裝

修後作為虛擬店舖或轉賣，都可以大賺

一筆。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國內的虹宇宙

當前是發行現成房屋，用戶只能裝扮房

屋，海外元宇宙遊戲平臺是出售地塊，

用戶可以自主在地塊上建造房屋。

熱度一波高過一波，質疑聲也一浪

高過一浪。虛擬地產的交易，在元宇宙

概念爆火的背景下，被質疑是擊鼓傳

花的炒作，實際價值很難撐起當前的高

價，普通投資人貿然入場很可能被「割

韭菜」。

即便是如此，玩家們跟風湧入的勢

頭擋也擋不住，虛擬土地價格都在成倍

上漲。

天下秀董事長李檬曾在內部信中介

紹，虹宇宙是「一款基於區塊鏈技術的

3D 虛擬社交產品」。而黃鑫在炒作的虛

擬房產，實則是虹宇宙上的數字藏品。

據官方消息，虹宇宙總計發行虛擬房屋

35 萬套，房屋共有六個等級，房型共有

13 種，預計免費發放 2 萬套。

進入虹宇宙遊戲之後，用戶可以建

立人物形象，進行房屋裝飾，在房屋內

展示數碼收藏品、視頻和照片等，也可

以去其他用戶的房屋串門，將其作為一

個社交工具。

但當前，絕大多數功能的趣味性並

不高，最有價值的應用，或許是通過高

價購買虛擬電視等道具，以播放短視頻

等形式打廣告。

二手虛擬房產市場交易火熱的原

因，絕對不僅僅是一屋難求，更是因為

有利可圖。

有人自稱看中的是未來，「至少未來

兩到三年，元宇宙還會非常火爆」。國

外 The SandBox 和 Decentraland 上 虛

擬土地的天價成交記錄，讓他們堅信，

虛擬資產還有極大增長空間。

不少玩家的心思是，趁內測階段低

價入手房屋，等公測後，伴隨用戶對房

屋需求上升，價格一定會暴漲。他們甚

至打出口號：「現實中唯唯諾諾，虛擬世

界一定要重拳出擊。」

關於中國虹宇宙炒房火熱又荒誕的

場景，和全球虛擬土地的交易相比，只

能算是小打小鬧。

以 Decentraland 為例，那塊 243 萬

美元成交的土地，由 116 個約 4.87 平方

米的土地組成，總面積約 565 平方米，

每平方米約 4300 美元。

而 據 DappRadar 數 據 顯 示，

11 月 22 日 至 11 月 28 日 期 間，The 
Sandbox、Decentraland、CryptoVoxels
和 Somnium Space 上四個元宇宙項目

裡，虛擬土地交易總量達到 6000 多筆，

交易總額達到 1.06 億美元。

現在的交易雙方，不止是個人用戶

2021年元宇宙成為最火的概
念，但是在那裡炒房更火爆，一塊虛

擬土地最高記錄能到430萬美元，能
買到北京市近郊一套別墅。中國一個

內測的遊戲裡，也上演了囤房搶房的

荒誕景象。

元宇宙的盡頭是房地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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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世界Republic Realm的房產（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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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拜登政府 6 日公布全球

打擊貪污計畫，內容除了尋求外國政府協

助以增進金融透明，還針對以現金購買美

國房地產訂立新規，以防堵洗錢；財政部

引述分析報告指出，從 2015 年至 2020
年間，約有 23 億「黑金」透過美國房地

產買賣洗錢。根據其內容，計畫範圍包

括：應遵守要求的人員；應涵蓋哪些類型

的房地產購買；應報告和保留哪些信息；

該要求的地理範圍；以及合適的報告美元

價值的閾值。

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網路在這份文件

中稱，近年來該機構的信息收集工作主要

集中在空殼公司購買住宅房地產，但該機

構認為房地產市場的其他領域，如商業房

地產和某些自然人購買的房地產，可能也

值得監管覆蓋。

該部門還將尋求對參與以非金融方式

購買房地產交易的人施加全國性的記錄保

存和報告要求，預計很快將宣布建立一個

資料庫，識別用於匿名轉移資金的空殼公

司的所有者。該部門還可能要求更多的投

資基金，如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工具，參

與反洗錢工作。

目前美國有 12 個地區要求產權保險

公 司（title insurance company） 提 交

報告，以確定那些全現金購買（all-cash 
real estate deals）價值 30 萬美元或以上

住宅的人的身份。截至目前，涉及申報的

地區包括：波士頓、芝加哥、達拉斯 - 沃
斯堡、檀香山、拉斯維加斯、洛杉磯、邁

阿密、紐約市、聖安東尼奧、聖地亞哥、

舊金山和西雅圖。

《紐約時報》報導，長期以來，美國

地產市場最黑暗的角落是，空殼公司掩護

買主真實身份後，以全額現金交易方式買

入高端地產。

美將調查 
全現金買房交易

▼眾多虛擬投資公司已經購買虛擬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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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隅心

玉雕、牙雕、景泰藍、
雕漆、金漆鑲嵌、花絲鑲
嵌、京繡、宮毯這八大工藝
門類，被後人讚譽為「燕
京八絕」，它們各有怎樣的
故事和魅力呢？

中國工藝巔峰——燕京八絕

燕京八絕，即是景泰藍、玉

雕、牙雕、漆雕、金漆鑲嵌、宮

毯、京繡八大工藝門類。燕京八

絕「萌芽於燕趙，奠基於遼金，

繁榮於明清」。它汲取了各地

民間工藝的精華，開創了中華傳

統工藝新的高峰。並逐漸形成了

「京作」特色的宮廷藝術。（圖

片順序從左上至右下）

一、玉雕

中國的傳統玉作有「南玉」

和「北玉」之分，以北京為中心

的「北玉」，是一種以雄渾莊嚴

的氣韻與俏色巧雕的設計所聞

名的特種工藝。

北京玉雕技藝源遠流長、

深厚精湛，在製作上量料取

材、因材施藝，遮瑕為瑜成為

琢玉的重要法則。能工巧匠利

用玉石的自然形狀、色澤、質

地、紋理和透明度，創作出

許多巧奪天工、妙趣天成的珍

品。無論在製作流程、器物造

型還是構思設計上，處處體現

出一種京城特有的皇家風範和

文化氣息，是原宮廷玉雕工藝

的繼承和發揚。

二、牙雕

遼、金、元、明、清等朝

代均在北京建都，歷朝帝王把

象牙列為皇家貢品，直至明清

兩代，牙雕的精華技藝才專為

帝王貴胄所有，長期封閉在皇

宮高牆之內。來自蘇杭、廣州

等地的牙雕藝人和北京本地工

匠在彼此技藝的交融、借鑑以

及帝王藝術趣味的影響下，經

過幾百年的相互磨合、沉澱，

形成了具有北京地域特色的牙

雕工藝，呈現出華麗、莊嚴、

富貴、典雅的風格，成為「北

派」牙雕的代表。

三、景泰藍

景泰藍，又名「銅胎掐絲

琺瑯」。這種瓷器器物要先

在銅質胎體上用柔軟的扁銅絲

掐成各種花紋焊上，再將琺瑯

質色釉填充在花紋內燒制，因

盛行於明朝景泰年間，使用的

琺瑯釉又多以藍色為主，故得

名「景泰藍」。作為一種宮廷

藝術，景泰藍是明清宮中高貴

的裝飾藝術品，是皇室權力與

地位的象徵，製作工藝十分複

雜，既運用了青銅工藝，又吸

收了瓷器工藝，同時大量引進

傳統繪畫和雕刻技藝，是集冶

金、鑄造、繪畫、窯業、雕、

鏨、錘等多種工藝為一體的複

合性工藝過程，堪稱集中國傳

統工藝之大成。

四、雕漆

雕漆，是把天然漆料在胎

上塗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

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紋的

一種技法。由於色彩的不同，

有「剔紅」、「剔黑」、「剔彩」

及「剔犀」等不同名目。北京

雕漆是一項古老的地方傳統手

工技藝，始於唐代，興於宋、

元，盛於明、清。

北京雕漆造型古樸莊重、

紋飾精美考究、色澤光潤、形

態典雅，並有防潮、抗熱、耐

酸鹼、不變形、不變質的特

點，是中國漆工藝的一個重要

門類，也是北京漢族傳統工藝

美術的精華之一。

五、金漆鑲嵌

金漆鑲嵌是中國傳統漆器

的重要門類，已有七千年歷

史，其工藝品種在歷史的長河

中不斷豐富發展。北京是中國

歷史上重要的漆器產區，尤其

是元代油漆局、明代果園廠、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等，都為北

京漆器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技

術基礎，並持續發展到現代。

北京金漆鑲嵌產品工藝門

類繁多，藝術表現手法豐富多

彩，品種包括器皿、家具、屏

風、牌匾、壁飾等，題材也十

分廣泛。其中，鑲嵌類層次清

晰，玲瓏剔透；彩繪類色彩艷

麗，燦如錦繡；雕填類線條流

暢，富麗堂皇；刻灰類刀鋒犀

利，氣韻渾厚；斷紋類給人以

飽經滄桑之感；虎皮漆類五彩

斑斕，又似天然成就。

六、花絲鑲嵌

花絲鑲嵌，又叫「細金工

藝」。它是用金、銀等材料，

鑲嵌各種寶石、珍珠，或用編

白馬禪寺五觀堂

兩箸夾空，更何戀紅塵畫餅。

一缽洗淨，方得識白米香粥。

解：人若被雜念、貪念糾

纏，便體會不到人生真味。例如

有了房子還想要大房子，有了車

子還想要豪車。放下雜念，回歸

簡單，白米清粥也能吃得香甜。

杭州城隍山城隍廟

夫婦本是前緣，善緣、惡緣，

無緣不合。兒女原是宿債，欠

債、還債，有債方來。

解：兩人走到一起，成為一

家人，是上輩子的緣分，或是善

緣或是惡緣。兒女與父母成為今

生一家人，則是因為情債，有欠

債的人，就有要還的債。冥冥之

中，若成了人的父母，那便有義

務教養。若成了人的兒女，那孝

敬父母就成了你的責任。

張掖大佛寺

睡佛非佛睡，只是我未醒。

解：求神拜佛不管用，不是

佛未醒，而是你未醒。外在的條

件只是因，內在的才是本。遇到

問題，不能只從外部找原因，更

重要的是反省自己。

峨眉山千佛禪院

一粒米中藏世界， 

半邊鍋裡煮乾坤。

小細節裡藏著大道理。永遠

不要忽視生活中的細節，往往決

定你人生高度的就是這些細節。

千里之堤毀於蟻穴，人不能好高

騖遠，若靜觀身邊發生的事物，

說不定會有大發現。

道盡人生的佛寺對聯
鎮遠青龍洞

只有幾文錢，你也求，他也

求，給誰是好。不做半點事， 

朝也拜，夕也拜，教我為難。

解：世人遇到好事總會高

興，遇到難事就會想到要求神拜

佛，或求助於他人，把自己的問

題往外推，不僅解決不了，更令

神佛都為難。世上無難事，只怕

有心人，生活沒有捷徑，耕耘才

會有收穫。

峨眉山靈岩寺

開口便笑，笑古笑今， 

凡事付之一笑。

大肚能容，容天容地， 

於人何所不容。

解：這是以布袋和尚（大

肚彌勒）為原型所寫的對聯。

人間即紅塵，沒有恆久不變的

事物，世間一切最終都將如過

眼煙雲，又何必執著得失呢？

今日不如意，或是他日得意，

都可一笑了之。度量寬大，能

容人所不能容，才是真正的大

智慧。

濟南千佛山

暮鼓晨鐘驚醒世間名利客，

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迷人。

世人皆為名利忙碌，忘了這

些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更在其中迷失真我、浮沉苦海。

但無論人如何執著世間繁華，神

佛仍慈悲於人，苦苦相勸，莫忘

返本歸真。

織技藝製造而成。花絲鑲嵌分

為兩類：花絲，是把金、銀抽

成細絲，用堆壘、編織技法製

成工藝品；鑲嵌則是把金、銀

薄片錘打成器皿，然後鏨出圖

案，鑲以寶石而成。花絲鑲

嵌工藝早在春秋時已有雛形，

明代達到高超藝術水平，清代

有了更大的發展，名品不斷湧

現，很多成為宮廷貢品。花絲

鑲嵌是一門傳統的宮廷藝術，

其工藝複雜而且煩瑣，大的工

藝就分掐、填、攢、焊、堆、

壘、織、編八種。

北京的花絲鑲嵌具有明顯

的宮廷風格，雍容華貴、典雅

大方、珠光寶氣、富麗堂皇、

做工精細、造型新穎優美，多

飾以吉祥紋樣和傳統民族圖

案，工藝上以編織、堆壘見

長，還常用點翠工藝，即把翠

鳥的藍綠色羽毛貼於金銀製品

之上，效果更佳，在行業內和

國內外都有深遠的影響。

七、京繡

京繡歷史上稱為宮繡，以

北京為中心，輻射河北、天津

等地，歷史上因大量用於宮

廷、貴族的服飾、裝飾而成

名。宮廷審美的要求使京繡在

色彩、圖案、針法等藝術表現

上形成特殊規範，造型和風格

獨樹一幟，可謂「聚縟細膩而

不亂，鮮艷富麗而不俗」，在

明清兩代達到發展高峰。京繡

以真金捻線盤成圖案，輔以絨

線或平繡或打籽，遵循圖必有

意、紋必吉祥的原則，樣式豐

富、技法講究、色彩富麗、裝

飾性強。京繡的工具有繡針、

繡繃、繡架等，繡線為金銀

線、絨線。主要針技有圈金、

平金、打籽等，講究「氣隨針

走、繡法規範；紋路清晰、針

腳均勻；暈色和諧、層次分明；

鬆緊適度、布局合理」。

八、宮毯

北京流傳著這樣一個順口

溜：南北一條中軸線，四方對

稱布局嚴，外城內城加皇城，

城城圍著紫禁城。大部分人一

聽這個順口溜，就會猜答案是

故宮，沒錯。不過在北京地毯

行業，它形容的是「宮毯」。

顧名思義，宮毯，是皇宮

用的地毯。用料工藝皆為上上

品，在清代被大量使用，宮廷

造辦處將它送上了藝術的巔

峰，因此又被稱為「官坊毯」。

北京的毯兒行，即官坊

毯。織毯技術西漢時期開始從

西域傳入中國，到唐朝時期，

中原地區的地毯製造技術大致

成熟。大規模的織毯活動興盛

於元代，明朝的官營織毯機構

織造出一批高質量的官坊毯，

而到了清代以後，官坊毯的圖

案漸漸發展變化，反映出多民

族文化相融合的藝術風格。發

展至今的北京宮毯作品，在調

動多種表現手法的基礎上，充

分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北京

宮廷藝術，並向民間拓展。

北京宮毯織造工藝的亮點

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織

毯設備——機梁；二是織毯專

用工具和量具；三是織毯的傳

統工藝，即抽絞地毯和拉絞地

毯。北京宮毯圖案設計精心、

構思完美，選料、配線上乘，

加工一絲不苟，既存皇家氣

派，又有民間韻味，給人無窮

的回味與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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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會犯錯，人也都有缺點，學會原

諒和寬恕別人是一種美德，可以化解恩

怨，善解惡緣，可以化敵為友。

楚莊王有一次夜宴群臣，大家喝酒喝

得都非常盡興，很多人都醉了。有人趁大

殿上的蠟燭被風吹滅之際，拉扯了一下王

妃的衣服。王妃於是揪下了此人的冠纓，

並對楚莊王說：「現在蠟燭滅了，有人拉扯

我的衣服，我已經把他的冠纓扯下來了。

只要拿火來點上蠟燭，就能看到是誰的冠

纓沒有了。」楚莊王馬上下令道：「與我喝

酒，不摘下冠纓的就是沒有盡興。」於是

在場的上百人都摘下了冠纓。楚莊王這才

點上蠟燭，依舊與群臣盡歡暢飲。

後來，吳國興師攻打楚國。楚國有一

人在戰鬥中經常打頭陣，五次衝鋒陷陣擊

退敵兵，直到取得敵方將領的首級獻給楚

王。楚莊王感到奇怪就問他：「我從沒有

恩寵過你，你為何對我這麼好呢？」那人

答道：「臣就是以前在大殿上失去冠纓的

人。」

原來他當年因酒醉而失禮，但楚莊王

寬容大量，沒有計較，他一直銘記在心，

如此奮身退敵就是為了報答楚莊王的當年

的寬恕之恩。楚莊王寬厚仁愛，不計較他

人小過，終於成就大業，成為春秋五霸之

一。

李靖是大唐的著名開國大將。殊不

知，他原先是隋朝馬邑的郡丞，李靖提前

得知李淵父子要起兵反隋，曾經要親自向

隋煬帝密報此事。在李淵攻克長安後，李

靖被抓，李淵要親自監斬，但李世民再三

說情，終於使其免於一死。李靖從此追隨

李世民南征北戰，立下赫赫戰功。李世民

繼位後，拜李靖為刑部尚書。貞觀三年，

封兵部尚書。貞觀十一年，封李靖為衛國

公。

魏徵是唐朝著名的政治家，是唐太宗

的重要輔臣，以直諫敢言著稱於世。他其

實原先是太子建成的人，曾多次鼓動建成

殺掉當時的秦王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後，

李世民不計前嫌，並沒有殺他，反而因其

直率，能夠犯顏直諫而多加重用，魏徵也

終遇「喜逢知己之主」，為大唐王朝鞠躬

盡瘁。他先後被太宗任為諫議大夫、左光

祿大夫，封鄭國公。

大唐王朝是歷史上最繁榮的一個朝

代，國泰民安，萬國來朝。唐太宗能夠取

得如此豐功偉績，這與他能寬宏的度量，

深得人心，贏得眾多賢臣良將的輔佐是分

不開的。

◎文：白雲飛

Everyone makes mistakes and has short-
comings. It is a virtue to be forgiving of 

others. Tolerance can dissolve karmic debts 
and turn an enemy into a friend.

  Once day King Zhuang of the State of 
Chu had all of his advisors over for din-
ner, and many of them got drunk. Sudden-
ly the wind blew out the candles and in the 
dark one man pulled King Zhuang’s wife’s 
clothes off of her body. King Zhuang’s wife 
pulled the sashes off the perpetrator’s hat, 
and told her husband, “Someone pulled off 
my clothes, and I pulled off his sashes. You 
can see who did it when the lights are lit 
by observing who does not have sashes on 
his hat.” King Zhuang ordered immediate-
ly, “If you do not pull your sashes off when 
you drink with me, it means that you did not 
have a good time.” On hearing this every 
one of the hundred people present pulled 
off their sashes. King Zhuang then ordered 
the candles to be lit, and they resumed their 

happy dinner.

  Later, Wu State attacked the State of Chu. 
There was a certain warrior in Chu’s army 
who always fought in the front lines. He 
defeated the enemy five times, and brought 
back the head of the enemy leader to show 
King Zhuang. King Zhuang was puzzled, 
and asked him, “I have never treated you 
specially, why are you so brave and loyal in 
the war?” He answered, “I was the man who 
lost his sashes at your dinner party.”

  The man was drunk and lost his manners, 
but he always remembered King Zhuang’s 
grand tolerance and his own subsequent es-
cape from punishment. He fought so brave-
ly in the battle just because he wanted to pay 
back King Zhuang’s grace of forgiveness. 
King Zhuang was always compassionate 
and tolerant to his helpers. He finally suc-
ceeded, and became one of the five heroes 
in Chunqiu Time (770 B.C. - 476 B.C.).

  Li Jing was one of the famous warriors who 
was instrumental in establishing the Tang 
Dynasty. He used to be a county head in 
Mayi Region, Sui Dynasty. He learned that 
Li Yuan and his sons were rebelling from 
the Sui Dynasty, and tried to secretly report 
this information to Sui Emperor Yang in 
person. He was arrested after Li Yuan seized 
the Capitol, Chang’an City. Li Yuan wanted 
to watch Li Jing be killed by be-heading. Li 
Yuan’s son, Li Shimin, repeatedly tried to 
persuade his father to forgive Li Jing, and 
he saved Li Jing’s head from right under 
the blade. After that, Li Jing very bravely 
followed Li Shimin in all battles. After Li 
Shimin became Emperor Tang Taizong, he 
assigned Li Jing as Minister of Justice, and 
three years later, Minister of Military Af-
fairs, and eight years later, as Mr. Patriot.

  Wei Zheng was a fa-mous politician in 
the Tang Dynasty because he dared to talk 
straightforwardly to the Emperor, Tang 

Taizong (Li Shimin). Before, Wei Zheng 
was an advisor to Li Shimin’s elder brother, 
Li Jiancheng. At that time he actually en-
couraged Li Jiancheng to murder Li Shimin 
before he became the Emperor. Li Shimin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Wei Zheng’s past 
fault, but highly recommended him for his 
brave suggestions made later. Wei Zheng 
was also overjoyed that he finally found a 
host that understood him. He worked dili-
gently for Emperor Tang Taizong, and was 
named by Taizong as Doctor of Advice, Mr. 
Zuoguanglu, and Mr. Noble.

  The great Tang dynasty was the most 
prosperous dynasty in history. The society 
was peaceful and all countries sent their 
representatives to pay respects. Emperor 
Tang Taizong reached such heights of glo-
ry partly because his broad-mindedness 
was very well received by the people, who 
then whole-heartedly helped him to run the 
country.

  “A teacher is one who lectures on princi-
ples, teaches skills, and dispels confusion.” 
This is the explanation given by Han Yu of 
the Tang Dynasty. One’s life is given by his 
or her parents. How to live one’s life and 
how to conduct oneself mostly depends on 
teachers. In Chinese, “teacher” (Shi) and 
“father” (Fu) are combined into the phrase 
“master” (Shi Fu). Since ancient times, 
there has been a saying that goes “He who 
teaches me for a day, is my father for life.” 
That is to say, one should treat one’s teacher 
with respect and humi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spect for 
teachers was emphasized. Divine plaques 
were set up in a traditional family, which 
included heaven, earth, king, ancestors and 
teachers. This also shows how much respect 
people directed toward teachers.
  The following story is taken from Zizhi 
Tongjian, an archive of history.
  Wei Zhao was an accomplished scholar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hen he was 
young, Wei admired Guo Tai and requested 
to serve Guo by cleaning Guo’s rooms and 
yard. Guo agreed.

  One day, Guo was not feeling well. He or-

dered Wei to cook some porridge. When it 
was done, Wei served the porridge to Guo. 
Guo yelled at him, “When cooking for an 
elderly person, you didn’t show enough 
respect. I have thus lost my appetite com-
pletely.” Guo threw the bowl on the ground.
  
Wei went back to cook again and tried to 
served Guo again. However, he was scolded 
again. This happened three times. Wei nev-
er changed his attitude or showed even the 
slightest displeasure.

  Guo then said, “Before, I knew you only 
on the surface. Now, I know your heart!”

3D 掃描
3D 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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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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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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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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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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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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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餘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代理保險結算

可解決：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Dr. Zhang 張欣    醫生（國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7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營業時間恢復正常
牙醫服務全部開診

接受新症及急症
彈性營業時間，接受新症及急症

403-275-4000
華語熱線

假牙鬆脫
咀嚼困難

長者植
牙關愛套餐

長者
佳音

$2300 起

寬恕容人得人心寬恕容人得人心

Forbearance Melts People’s Hearts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這是唐代韓愈對為師者的解釋。生命是父

母給予的，如何做人及立身處世的學問就

要依賴師父的教導了。「父」字與「師」

字組成了「師父」一詞，中國自古就有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說法。所以對

待師父自然應像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發

自內心的恭敬謙卑。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敬師尊師，傳統家

族中敬拜「天地君親師」的神位，足可見

對「師」的尊重程度。《呂氏春秋》中指

出：「古時的『十聖人、六賢者』（指神

農、黃帝等）沒有不尊師的。」

《資治通鑑》中記載有這樣一個故事：

東漢的大儒魏昭，少年時欽慕於郭泰的賢

名，請求留在郭泰的身旁侍奉，給他灑掃

房屋和庭院。郭泰允許了。

有一次，郭泰因身體不適，命魏昭給

他煮稀飯。稀飯煮好以後，魏昭端給郭

泰，郭泰大聲喝斥魏昭說：「你給長輩煮

稀飯，不存敬意，使我不能進食。」並將

杯子扔到了地上。

魏昭又重新煮好稀飯，再次端給郭

泰，郭泰又喝斥他。這樣一連三次，魏昭

的態度和臉色始終沒有改變。

於是，郭泰說：「我開始只看到你的

表面，從今以後，我知道你的內心了！」

尊師同父

Respecting A Teacher As A Father

◎文：白雲飛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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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化妝品石油含量高達 80%。

◎文：天羽

水中求生 踩水法最有效     
一份新研究表示，人們在水

中遇到意外時，「打蛋式踩水」

方法求生最有效。

參與實驗的都是踩水技能嫻

熟的人，他們在泳池內分別用四

種方法即：水中跑動、自由式打

水、直立式蛙泳打水和打蛋式踩

水各三分鐘。自由式打水是上下

踩水的方式，像自由泳那樣的腿

部動作。

打蛋式踩水和蛙泳的腿部動

作一樣，只不過把蛙泳的兩腿同

時的動作改成左右交替划水。研

究人員用儀器監控他們的吸氧

量、二氧化碳呼出量和心率。在

踩水開始的第一分鐘，研究人員

同時在電腦屏幕上顯示問題，讓

參與者回答，以此評估參與者的

認知力水準。結果顯示，打蛋式

踩水最有效，其次是直立式蛙泳

踩水。打蛋式踩水在水中產生持

續提升身體的作用力，所以最有

效。而跑動式和自由式踩水方

式，耗費的體能較多，而且需要

大腦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泛歐亞語系98種語言源自中國 
◎文：藍月 一項綜合了語言學、

基因學和考古學證據的

跨學科研究發現，泛歐

亞語系的98種語言，都

起源於大約9000年前生

活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早

期農民。

在羅馬教廷內的棄嬰輪盤

◎文：紫雲

歐洲「棄嬰回收箱」
塔」，用來幫助迫不得已必須

放棄孩子的母親。

「棄嬰塔」裡面有一個可

以轉動的圓桶，跟孤兒院內部

相連， 母親把嬰兒放進塔內的

圓桶，然後轉動圓桶，嬰兒就

會被送到孤兒院內部。

在中世紀的歐洲，「棄嬰

塔」十分普遍，並逐漸形成了

制度，存在了幾個世紀後才漸

漸消失。

2000 年 4 月，由於棄嬰

的死亡率增高，德國重新採用

了這一制度。之後意大利、瑞

士、奧地利和波蘭等國家也相繼

重新建立了「棄嬰回收箱」。只

是現代版的「棄嬰回收箱」設施

先進了許多，裡面包括一張自動

加熱的床、一個攝像頭和一個自

動警報信號，在門上還有說明，

向將選擇放棄孩子的家長解釋接

下來的程序。

寄放棄嬰的過程是匿名和保

密的，但家長在一定的期限內可

以改變主意。在此期限之後，將

啟動典型的收養程序，而國家對

兒童承擔法律責任。

在德國，「棄嬰回收箱」實

施二十年以來，大約收到了 300
名棄嬰。也有媽媽放棄孩子又後

悔，去把孩子接回家的。

◎文：秀秀

動物也有道德感         

日本一篇研究結果顯示，動

物具有類似人類的「道德」感，

能夠判斷出好人或壞人。

「 新 科 學 家 」（New 
Scientist）報導，《神經科學及

生物行為回顧》期刊登載一份研

究報告顯示，狗具有判斷人類惡

劣行徑的能力，並且將之用於如

何和周遭人群相處的根據。

研究人員測試狗對「道德」

情境的反應，模擬的情境是，狗

的主人坐在對面，身旁各安排坐

一人。

然後狗的主人努力去打開一

個容器卻無法成功，於是向身邊

二人求救，其中一人提供了協

助，另一人則無動於衷，不僅不

提供協助，還將頭轉到另一邊。

接下來，主人身旁的這二人

伸出雙手，測試狗兒的反應，狗

兒直接跑到協助主人的人面前，

努力地搖尾巴示好，甚且撲上去

要舔那個人的臉。

不僅是狗，在對猴子的測試

中也發現有同樣的情形。猴子會

迴避拒絕幫助別人的人。根據研

究結果顯示，狗和猴子有類似人

類嬰兒的道德判斷。

研究主持人京都大學研究

人員詹姆斯 ‧ 安德森（James 
Anderson）說：「曾經有研究發

現，嬰兒看到一個人對另一人做

出傷害的行為時，會對那人產生

負面的反應。

因此，我們嘗試研究非人類

物種會否有同樣的行為。最後發

現狗和猴子也會對樂於分享、助

人的人類有好感，對自私的人反

感。」

來自英國、中國、捷克、法

國、德國、日本、新西蘭、韓

◎文：青蓮

在今年的9月和10

月，木星連續遭到小行

星撞擊。印度神童阿南

德曾預言，這會給地球

帶來巨大的負面能量。

人類將遭遇能源危機等

困局，而木星對應的是

中國，危機將自中國而

起。 

印度神童阿南德曾在 9 月

21 日的預言中說，木星連續遭

到小行星撞擊，會加重地球的負

面能量。

而木星對應的是中國，極端

氣候危機、能源危機、供應鏈危

機等經濟威脅，由中國開始進而

擴散至全球。在中國， 9 月下旬

以後，「拉閘限電」成了網路熱

詞，不少地區斷電限產。不但企

業被限電停產，居民區用電也受

到影響。甚至因無預警拉電，造

成企業高爐煤氣中毒事故，讓依

靠機器維持生命的病人突然面臨

生命危險。更多離不開電的生計

被迫中斷，無數人損失慘重。

業內人士指，中國限電限產

的主因是近年來國內供給側改

革，加上澳大利亞與蒙古、印尼

等國煤炭出口減少，導致國內煤

炭供給不足、煤炭價格上漲，電

力緊張。

中國搞所謂的供給側改革，

限制並關閉了大量的煤礦。面對

嚴重的煤炭供給危機，10 月初，

山西和內蒙古要求所在地的 200
多個煤礦擴大產能。但暴雨引發

的巨大洪災，令山西 60 多個煤

礦被關閉。

隨著冬季來臨，能源危機進

一步加重。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

在一份報告中說：「中國的電力

削減，將給經濟帶來壓力，拖累

2022 年的 GDP 增長。

隨著生產和供應鏈的中斷， 
GDP 預測的難度也將增加 。」

伴隨煤炭危機而來的，還有人類

生產生活的另一大能源支柱—石

油危機。

10 月 18 日國際市場石油價

格曾創下歷史最高新紀錄，雖目

前油價已跌回 70 元以下，但這

說明，當前石油危機已經處於極

度劇烈的程度，未來充滿了不確

定性。

石油，除了是汽車、飛機等

交通工具的燃油原料外，更與人

類生活息息相關。例如一瓶 500

全球性能源危機正接近人類     

毫升的純凈水，從發現水源，到

經過開採、淨化、裝瓶、運輸等

環節，一共需要消耗 167 毫升

的石油。很多食物的保鮮、染

色、以及調味，還有我們每天嚼

的口香糖，都有石油產品的參

與。用於糧食作物生產的化肥、

殺蟲劑等也都來自石油。

如果算上食品生產間接消耗

的石油，人一生要「吃」掉 551
千克石油。

如果按全球 70 億人口計算

將吃掉 38 萬 570 億千克石油。

石油還是製作化妝品、紡織

品的重要原料，有的化妝品石油

含量高達 80%。

而人類穿著的衣物，所有標

籤上有滌綸、腈綸、錦綸標識的

紡織產品，都來自石油。

在紡織行業所使用的纖維

中，化學纖維占了 3/4。而 90%
以上的化學纖維產品，都依賴於

石油。

還有洗滌用品，如洗滌劑、

洗髮水、沐浴乳、肥皂等等，都

含有石油的衍生物，都是石油製

品。被廣泛應用於工業、農業、

國防、交通和日常生活中，製作

鞋子、體育用具、輪胎、電線電

纜等物品的合成橡膠，其主要原

料就是石油。

大量醫療用品，如假肢、人

造器官、醫用 X 光片及其處理

溶液等等，都是石油製品。

另外，各種機器使用的潤滑

油、潤滑脂等，裡面的成分大部

分也是石油煉製的基礎油。

如果全球性的能源危機出

現，對地球上的人類意味著甚

麼，不言而喻。

目前，受能源危機影響最大

的是美國、歐洲、中國、印度等

以依靠進口為首的能源消費國。

能源價格的不斷上漲，也導致這

些國家的能源危機不斷加劇。

如果再遇到冷冬，能源供給

將更是雪上加霜。一場全球性的

能源危機，已然逼近人類。

國、俄羅斯、荷蘭和美國的研

究人員組成的國際團隊於 11 月

10 日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研

究結果顯示：泛歐亞語系的五個

群體——日本人、朝鮮人、通古

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的語言，

「已經顯示出可靠的核心證據」

源自一個共同祖先。

研究人員針對泛歐亞語系

98 種語言的 250 種詞彙概念設

計了數據庫，找出了與農耕相關

的核心傳承詞彙，繪出了一張語

言族譜。

結果顯示，這一語系的源頭

可以追溯到 9181 年前新石器時

代住在中國遼河流域、種植小米

的農民，包括遼寧、吉林和內蒙

三地。他們在數千年的時間裡，

逐漸遷移到東北亞廣大地區，並

跨過海洋到達日本群島。

研究者還從中國、日本、朝

鮮半島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的 255
處考古遺址中發現的陶器、石製

工具、動植物遺骸等遺蹟之間

的相似性，以及 269 種古代農

作物遺存樣本的產生年代得出

結論：這些族群在公元前 1300
年左右來到朝鮮半島，並在公

元前 1000 年左右從那裡遷到 
日本。

此前學術界一直認為：泛歐

亞語系語言使用者之間沒有基因

關聯。科學家們通過分析 23 具

出土遺骸的基因，將其與現存的

9500 年前生活在東亞和北亞的

人類基因數據，以及今天這一地

區居民的基因進行比照，結果證

實：日本和朝鮮半島居民的祖先

來自西遼河流域。

「棄嬰回收箱」最早出現於

1198 年，意大利教皇英諾森三

世下令在各地孤兒院安裝「棄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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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風 

如何趨吉避凶，逢凶化吉 古人積陰德逸事

如何應對人生世態的吉凶禍

福？如何趨吉避凶，逢凶化吉，

這是人生的大智慧。細細品味

《易經》爻辭中的吉凶斷語，方

可得以體會和感知。

《周易 ‧ 繫辭上》第十一章

中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此八卦分別是「乾、兌、

離、震、巽、坎、艮、坤」，而

此八元素是謂可構成天地萬物，

即代表了「天、澤、火、雷、

風、水、山、地」。

《周易 ‧ 繫辭上》也載明：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

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而「卦」即高高掛起就能使

人一目瞭然之意，八卦分別組合

集成六十四卦，每一卦又分出六

爻，共有三百八十四爻。

從卦辭和卦義中還可辨吉

凶，從吉到凶又可再進一步細

分為九等級：「吉、亨、利、無

咎、悔、吝、厲、咎、凶」，

其中「悔」指能及時悔改的小過

錯、「吝」則指有過錯卻不知悔

改，也不感到羞愧；「厲」代表

危險，但吉凶未定，若能深思熟

慮、反躬自省，還有機會逃過劫

難；「咎」代表已經發生過錯，

並且必須承擔責任，到「凶」就

表示已達到十分凶險的境地了。

細思「悔」和「吝」，還可

以發現《易經》所揭示的天機。

「悔」和「吝」分處於吉凶之間，

關鍵就在於能否真心悔改。

由此可見沒有絕對的吉凶。

若能懸崖勒馬，及時改正，自能

由凶轉吉，化險為夷。自省改過

方是趨吉避凶之道，天理可謂昭

然若揭啊！

見微知著，居安思危，防患

於未然，禍近時可冷靜應對，從

容不迫；福來時，能知足常樂，

安樂有度，這才是人生的大智

慧。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適時做

出階段性調整，有進有退，有舍

有得，能屈能伸，能與時俱進而

又適可而止，方可從容面對人生

世態。正如大詩人王維所言，行

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

林叟，談笑無還期。

李士謙雪中送炭

    隋朝人李士謙，從小父親

就過世了，李士謙侍奉母親非常

孝順。他十二歲的時候，就被魏

廣平王重用，擔任開府參軍的職

位。

家庭逐漸富有，他就拿出幾

千石的粟米借給鄉人；若是碰到

荒年歉收的時候，他就召集了欠

他糧米的鄉人，當場就把借據燒

掉，並且對他們說：「你們欠我

的已經還完了，沒欠了啊！」

第二年的春天，他又拿出種

子，分給貧窮的農人去耕種，因

此而救活了許多人；若是死了的

人，他就會出錢幫助埋葬死者。

有人稱讚李士謙在積陰德。

李士謙說：「陰德就像耳鳴一

樣，只有自己能夠聽到、知道，

別人是無法聽到、知道的啊！現

在你已經知道了，那還叫甚麼陰

德呢？」

有 一 天， 李 士 謙 夢 到 一

位穿著紫色衣服的天神告訴他

說：「上帝嘉許你積了許多的陰

德，要使你後代的子孫昌盛無比

啊！」

邵靈甫修河賑飢

    宋代浙江紹興人邵靈甫，

樂善好施，家存有數千斛穀米。

有一年遇大災，餓殍遍地。

有人勸邵靈甫趕快把米糶出去，

或許可賺一大筆錢，抑或就低價

賣出去，說不定可博得好名聲。

    邵靈甫卻說：「我已有了計

畫。」他把所儲存的糧食都拿出

來，僱人興修河渠，修築馬路。

四方鄉鄰，爭來幹活，自縣城到

湖鎮四十餘里的馬路，很快修

通，又疏濬蠡河、橫塘等八十餘

里的渠道，把罨畫溪與震澤湖溝

通起來；這樣，不但水陸交通得

以興修，萬畝稻田得以灌溉，當

地百姓也都度過了飢荒，可謂一

舉多得。

歷史上出現過的或

即將出現的事情，都是

天象變化所造成的，也

稱為天意。天象變化促

發人間變局。每一次變

局就像是一場大戲，

人們著迷於舞台上的

角色，卻未知背後的天

意。

◎文：宋伂文

熒惑守氐 劉劭弒父

前提

事件發生在魏晉南北朝時

期，主角劉劭（音：紹）是南

朝宋文帝的兒子，自幼拜為太

子，備受尊寵，所居東宮向來是

「意之所欲，上必從之」，劉劭

為何會做出弒逆奪位之事？

此前，天有異象。太史令

預告熒惑守氐（音：底）；熒惑

（火星）進入，代表天子之宮的

氐宿，恐「有賊臣」。元嘉三十

年二月（公元 453 年），留守在

氐宿深處的熒惑開始緩緩逆行，

一場逆倫悲劇即將在人間開幕。

太子劉劭的叛亂也成為南朝劉宋

由盛轉衰的主因。

元凶劭

劉劭，字休遠，南朝宋文帝

劉義隆的長子。文帝即位後，於

服喪期間生下劉紹，故秘而不

宣。到了元嘉三年（公元 426
年）閏正月才公告出來。

歷朝歷代，人君即位後，皇

后生太子，唯有商朝帝乙與正妃

生下紂王一事，直至今日又有了

劉劭的例子。

劉劭出生三日後，文帝去看

視，當下無風，牢固的簪帽卻掉

落到嬰孩身旁。當初命名曰卲，

文字上為召刀，覺得不妥，就把

刀改為力。

劉劭六歲時拜為太子，開始

受中庶子等侍臣教導，文帝還為

太子另築嚴整而瑰麗的宮殿。

十二歲時，出居東宮，納黃門侍

郎殷淳的女兒為妃；十三歲時，

加元服（行冠禮）。

劉劭好讀史傳，更愛騎射，

長大後，美鬚眉，大眼方口，長

七尺四寸；親自管理東宮事務及

延請賓客，想做甚麼就做甚麼，

文帝都依從他，甚至東宮所置兵

力與警衛皇帝的羽林軍相同，也

無妨。

肇亂巫蠱

文帝致力耕桑，使宮內皆養

蠶，以此督促天下。女巫嚴道育

因丈夫搶劫而連坐，進入奚官署

天 象 人 間

人生智慧

◎文：楚天

從事下等的工作。東陽公主（劉

劭姊）有位婢女叫王鸚鵡，說

嚴道育會通靈，公主便假借擅養

蠶的理由，經文帝許可，召女巫

進宮。嚴道育會些小道術，公主

與劉劭對她深信不疑。

始興王濬浚是劉劭同父異母

的弟弟，素來曲意逢迎劉劭。他

有許多過失不欲被文帝知道，便

使嚴道育祈請天神；歌舞詛咒，

日夜不停，嚴道育輒說：「自上

天陳請，必不洩露。」一開始是

這樣，漸漸地卻做出巫蠱的勾

當，將刻成文帝的玉像埋在含章

殿前。參與巫蠱事件者有劉劭、

劉濬、王鸚鵡、陳天興（王鸚

鵡養子）和黃門侍郎慶國。

東陽公主死後，王鸚鵡應出

嫁，劉劭憂心巫蠱事洩漏，便與

劉濬商議，將王鸚鵡嫁與劉濬府

內一幕僚為妾，其養子陳天興則

補任東宮隊長。

對於陳天興的補任，連帶王

鸚鵡的出嫁，文帝突然派遣宦官

奚承祖前去責問，劉劭隱瞞實

情，並與知情人串供；劉浚對此

回信說道，如果文帝非要追究此

事，正好結束他的天命。

王鸚鵡出嫁前與養子陳天興

私通，擔心曝光，便請劉劭殺死

陳天興。慶國以為陳天興因巫蠱

事被滅口，唯恐自己是下一個受

害者，就將全部實情稟告文帝。

文帝大驚，抄了王鸚鵡的家，得

到劉劭、劉濬幾百封往來信件，

以及埋在含章殿前的玉像，信中

皆是巫蠱詛咒與祈請之言。

事情敗露後，嚴道育出逃，

緝拿不得；文帝詰問劉劭與劉

濬，兄弟倆只是不斷的道歉，文

帝最終是寬恕他們。

終行弒逆

元嘉二十九年，太史令預

報熒惑守氐，「熒惑（火星）入

氐中，氐，天子之宮，熒惑入

之，有賊臣。」（《漢書�天文 
志》）

三十年正月，大風起，雪霰

飛，有震雷，文帝擔心會有兵

亂，增加了東宮的軍隊，達萬人

之多。同年二月，劉劭、劉濬藏

匿嚴道育一事被揭發，文帝驚

駭，不信他們與出逃的女巫仍有

往來，反覆驗證無誤後，決議廢

黜劉劭，賜死劉濬。文帝將此密

事告知潘淑妃，淑妃則透漏給兒

子劉濬。

二月二十一日夜，停留在氐

宿深處的熒惑於幾日前開始緩緩

逆行，到了今夜，肉眼才看出它

的移動。

這個夜晚，文帝屏退其他

人，獨留尚書僕射徐湛之商議；

太史令見天象有異，上奏：「東

方有急兵，災禍無法預料，當於

太極殿前布置萬人兵甲，可以消

災。」文帝置若罔聞。

同一時間，劉劭召集平日所

養的二千餘私兵，說有征討任

務，又召集前中庶子蕭斌、左衛

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及左積

弩將軍王正見進入東宮，哭訴文

帝聽信讒言，要廢黜太子，自己

不能白受冤陷。

一番謀劃後，第二天清晨，

劉劭等人從萬春門進入，按舊

例，東宮軍隊不得入城。

劉劭假傳文帝詔令，以魯秀

謀反之由，命令衛隊進入；隨後

張超等數十人手持長刀直上皇

宮，砍死徹夜商議的文帝與徐湛

之。劉劭登基稱帝，成為史上第

一位弒父的儲君，史書別稱元凶

劭；在位不到百日，就又被三弟

劉駿殺死。

品茶 讀報 知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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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越來越多中國

家長在抱怨「養孩子太累」。

在以前，孩子多，家長忙著生

計，大的孩子帶著弟妹，孩子

們一個個長大了。現在，孩子

少，生活條件也有所改善，爺

奶、爸媽幾個大人圍著一個孩

子轉，還抱怨「太難帶了」。

這是為甚麼呢？

中國爸媽養娃累，主要體現

在這 5 個方面：

1、對孩子期望太高
中國家庭裡，孩子都是中心

中的中心。父母事事為孩子籌

謀，從未生、出生、上幼兒園、

上小學中學高中，直到上大學、

孩子工作、結婚、買房、孩子自

己生孩子，幾乎無一日間斷。

這期間是各種操心、各種比

較、各種選擇、各種糾結、各種

傾盡全力、各種力不從心、各種

滿心希望、各種灰心失望、各種

早知今日、各種悔不當初，常常

是孩子大了，自己也老了，然後

又是對孩子回報父母、孝順父母

的各種期待。

心力交瘁地過來幾十年，怎

麼能不累？累的根源，就在於爸

媽對孩子的期望太高，既包括對

孩子自己發展的期望，也包括對

孩子回報父母的期望。

如果爸媽能夠拋開對孩子所

有外在功名利祿的期待，只希望

孩子成長為獨立的、自主的、幸

福的人，育兒生活，會輕鬆很

多。

2、父母之外的人 
參與太多

我們經常看到，國外的父

母，嬰兒車上推一個，懷裡抱一

個，手裡還牽一個。兩個人，甚

至一個人，就能帶上一小隊娃

兒。

而中國家庭的典型景象，卻

是一隊人，帶一個娃，爸爸媽媽

呵護著，姥姥姥爺、爺爺奶奶伺

候著，甚至還跟著個保姆阿姨背

著大包小包做後勤支持，能趕得

上皇帝出巡了。

打個比方。一個小家庭，好

比是一間公司，原本爸爸媽媽自

己應該是全資股東、最高負責

人，有各項事務的決策權。

但不少家庭，接受了來自長

輩的各種「投資」——資助買

房、伺候月子、幫助帶娃等等，

於是姥姥、姥爺、爺爺、奶奶因

為自己的「投資」，擁有了這個

家庭或多或少的所有權，成為了

「股東」。

既是股東，就要發表意見、

參與決策，有的還要求自己有

「一票否決權」。這樣的治理結

構，讓原本簡單的家庭事務變得

複雜無比，作為一家之主的爸爸

媽媽，如何能不累？

甚至更糟糕的是，有的爸爸

媽媽，連一家之主的地位都不

保，自己的家庭事務，還需要聽

憑自己的父母做主，於是大家更

是勞心勞力，矛盾叢生。

3、攀比之心過重

別的孩子都在上各種各樣的

輔導班了，我們要不要上？不要

輸在起跑線上？

別的孩子都在吃好幾百塊一

桶的洋奶粉，我們不吃，會不會

影響孩子發育？

別的孩子都在穿名牌、大

牌，我們買不買，不買會不會被

笑話家裡太貧窮？

要時刻看著別人，自己又要

時刻努力跟上，以免掉隊，如此

怎能不焦慮、不累心？

別人是別人，我們是我們，

每個家庭和人都有自己的原則、

自己的選擇、自己的行為方式，

不必跟著別人跑。

爸爸媽媽們如果能看開這一

點，育兒之路上的勞心勞力，又

會省去很多。

4、對孩子事務 
插手太多

做父母的都會對孩子盡心盡

力，但是對孩子的事務插手太

多，會培養出不能自主的孩子。

孩子上學，幫著背書包、記

作業；孩子寫作業，爸爸媽媽在

一旁陪著、盯著；老師布置了任

務，常常是孩子還沒搞清楚，爸

媽已經奮不顧身地撲上去，幫著

孩子完成了。更不用說盯著孩子

吃飯、穿衣、洗澡、上廁所這些

日常了。

如此被「照顧」著的孩子，

生活中幾乎只剩下了上課、上興

趣班這兩件事。

只有從小培養孩子自主，包

括生活、學習、閱讀、情感，爸

媽才能夠真正的輕鬆。

這樣不是偷懶，是讓孩子真

正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自由成

長，成為更好的自己。

5、爸爸參與過少
有一個很犀利的說法，叫

「喪偶式育兒」，說的就是爸爸

不參與育兒、缺席孩子成長的狀

況。

帶孩子是媽媽一個人的事

兒，恐怕是不少中國家庭的常

態，也是很多媽媽覺得帶孩子累

的重要原因。

父母一起帶娃，既分擔育

兒生活中的具體工作，也共同

討論關於孩子的各種大小問

題，得出一致見解，然後一起

付諸行動。

這樣做，一是工作量通過

分擔得以減輕，二是孩子與父

母兩個人，都可以建立起親密

關係。

父母的共同陪伴，讓孩子的

心理和人格，發展得更健康、健

全。

養孩子到底累不累？還是要

看爸爸媽媽怎麼選。

如果爸爸媽媽能剔除那些讓

育兒生活疲憊不堪的因素，相信

養育孩子會變成一段相當愉快、

美好、輕鬆的人生旅程

【看中國訊】小麗是一個在

上小學六年級的小女生，乖巧懂

事，跟同學關係也不錯，就是學

習成績總是不上不下。家長向老

師反應說，孩子回家就進房間學

習，很讓人省心。怎麼成績就上

不去呢？

班主任老師就在課堂上特意

觀察了一下。

老師看到小麗在課堂上的筆

記寫得滿滿的，五顏六色，很好

看。但當老師提了一個上課時重

點強調過的問題時，小麗卻答不

上來。後來，老師查看了她的

書，上面有答案，她還用紅筆標

記出來。看來，她上課只是在機

械地記筆記，而沒有動腦子去聽

課。這是典型的「假學習」。

「假學習」的表現

孩子在學校「假學習」、

「假努力」還表現為以下這些：

一、早讀

大家都在大聲朗讀，就有

一部分學生聲音很大，腦子沒

轉；有的是眼睛盯著課本，嘴唇

沒動；還有的是翻書太頻繁，一

頁讀幾句，沉不下心來。表面上

看，是在讀書，而這些學生都是

在「假讀書」。

二、上課

課堂上，有的同學不管老師

在講課、展示 PPT、提問，都

在記筆記。一堂課下來，書上記

得滿滿的，可是考試成績卻不

佳。

究其原因，還是這部分孩

子，「手」在機械地記筆記，「腦

子」沒有跟上來，手腦不同步。

給人一種看似在「努力學習」的

表象——「假認真」。

三、自習

做練習時，同樣一套練習，

有的學生做得是又快又準確，這

部分孩子的成績也特別好；而有

的學生卻要耗時雙倍或更長時

間，結果也並不是慢工出細活，

錯誤還不少。

那些輕鬆做完作業的同學，

可能還會去看會兒別的書，甚至

會去打一場球；而那做作業慢的

孩子，吭哧吭哧地不停地寫，也

沒有時間玩樂。這是一種「假努

力」。

如何糾正「假努力」？

孩子回到家，家長仔細觀察

孩子的一舉一動，有意糾正他的

「假學習」、「假努力」：

一、糾正孩子的專注力

孩子的專注力的培養是在孩

子 6 歲前培養的。孩子學前時

沒有養成專心聽講的習慣，作為

家長就要幫孩子糾正過來。

從短到長訓練。從五分鐘開

始，定一個鬧鐘，讓自己在五分

鐘的時間內，全神貫注地做一道

題、背一首詩，慢慢延長這個時

間。家長陪伴提醒，直到孩子的

專注力達到完全自覺的程度。

二、制定一個合理的計劃

讓孩子擬訂一個計劃，合理

地分配好時間，薄弱科目最好多

用點時間，幫孩子找到突破弱科

的好方法。

三、用檢查促進孩子的進步

家長要做孩子學習的「好幫

手」，不一定要全程陪同，最好

能及時檢查、督促。

家長每天都要抽出時間，

看看孩子的練習冊、考試卷，

隨時發現孩子目前存在的問

題，及時跟老師溝通，找到解

決的辦法。

作為家長，要跳出誤區，不

要認為孩子用的時間多就是努

力；天天學到深夜，就是勤奮。

真正的努力，不是比花的時

間多，而是找到適當的方法，拋

下雜念，全身心主動高效地去學

習。

讓孩子從「假學習」、「假

努力」中得以解脫，讀書之餘還

可以玩樂，可以事半功倍，身心

健康。

中國爸媽養娃累的五大原因

你的孩子是否也在「假努力」？

文 |李榮欣

成 語 故 事 黃鐘大呂

【釋義】

這則成語是形容音樂或言辭

的莊嚴、正大、高妙、和諧。

【出處】

出自於《周禮 · 春官 · 大司

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

雲門，以祀天神。」

中國古代在音樂上有五音

「宮商角徵羽」，這是五個全

音，再加上兩個半音，一個是

4，一個是 7，一共七個音。這

七音是一個八度的自然音階，沒

有音高，也就是沒有定調，就要

用律呂來給它定調，律呂就是定

調用的律管和呂管。

黃帝時代的伶倫，用十二根

竹管，其中最長的九寸，最短的

四寸六分，因為九是陽的極數。

按長短次序將竹管排列好，上面

的管口一邊齊，下邊長短不一，

然後插到土裡面。竹管是空的，

裡面灌滿用葦子膜燒成的灰，這

種飛灰最輕，叫暇莩。把這些管

埋在西北的陰山，拿布幔子遮蔽

起來，外面築室，絕對吹不到一

點風，用它來候地氣，因為地下

的陰陽二氣隨時都在變化。

到冬至的時候，一陽生，

陽氣一生，第一根九寸長、叫

黃鐘的管子裡面的灰，自己就

飛出來了。同時發出一種「嗡」

的聲音，這種聲音就叫黃鐘，

這個時間就是子，節氣就是冬

至。用這種聲音來定調，相當

於現代音樂的 C 調；同時可

以定時間，來調物候的變化，

所以叫做「律呂調陽」。十二

根管分成六陰六陽兩組，六根

單數的屬陽，叫六律；六根偶

數的屬陰，叫六呂。六律第一

個是黃鐘，六呂的第一個叫大

呂，所以音樂裡有黃鐘大呂之

說。

【釋義】

這則成語比喻像土的崩潰、

瓦的分解一樣，形容徹底崩潰，

無法收拾。

【出處】

這個成語出自於漢朝 · 班固

的《秦紀論》。

秦朝末年，劉邦、項羽的兵

馬逼近京都咸陽，秦二世為此遣

責丞相趙高。趙高恐懼不安，暗

中與弟弟趙成、女婿咸陽令閻樂

密謀，決定殺了二世。於是，閻

樂帶了一千多名官兵衝進了王宮

內室。秦二世知道難保一命，只

得自殺。

接著，趙高將秦二世的侄

子、公子嬰立為秦王。公子嬰和

他的兩個兒子商議說：「趙高殺

了二世，害怕大臣們殺他，才立

我為王。他早晚要害我，我們不

如先下手！」

第二天，趙高讓子嬰到宗廟

去拜祖先，子嬰託病不去，趙高

親自來請，子嬰乘機刺死了趙

高。子嬰當了四十六天的秦王，

劉邦就攻入了咸陽，秦朝滅亡

了。後來項羽又進入咸陽，把子

嬰殺死。

賈誼與司馬遷在評論這段歷

史時說，如果子嬰有一般君主的

德行才能，任用忠貞賢能的人，

為天下的苦難而憂，改正先帝的

過失，以及採取各種方法減輕百

姓的痛苦，那麼天下人就會歸附

他。由於他沒有這樣做，最後自

身也不免被殺。

東漢的史學家班固則對子

嬰失去天下一事，表示不同的

評論：「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

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

巧，而以責一旦之孤，誤哉！」

秦朝的衰弱是積久而成的，當時

天下已像土倒塌、瓦破裂一樣，

即使有周公旦那樣的才能，也無

法施展他的良策，而賈誼與司馬

遷竟拿秦朝的滅亡，來責備登位

幾天的子嬰，這是錯誤的啊！

文 |瀏河

土崩瓦解

指鹿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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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24thAvenue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擋風玻璃破裂 能用多久？

雙向充電電動車 將怎樣改變電網
【看 中 國 訊】雙 向 充 電

(Bidirectional charging) 是一項

新興技術，能讓越來越多的電動

汽車不僅能夠儲存能量以供駕

駛，還可以為建築物和更廣泛的

電網供電。隨著氣候變化增加了

極端天氣的風險，可以在緊急情

況下保持家庭和其它建築的冰

箱、電燈和互聯網暢通，消除或

減少大部份停電的影響。

甚麼是雙向充電?
目前，大多數電動汽車的設

計都是圍繞單向充電進行，即從

電網獲取能量給電池充電，然後

釋放出來為汽車提供動力。

通過雙向充電，汽車還可以

從電池中釋放電力，插入電源後

將其反送到建築物和電網中。

為甚麼要雙向充電?
這種技術最簡單的用途，也

是汽車製造商所推銷的：在你最

需要的時候使用備用能源。

福特汽車公司的張總工程師

（Linda Zhang） 在 介 紹 F-150
閃電時解釋說 :「這是你自己的

發電廠，在停電期間，自動為你

的房子供電 3 天。」

哪些車輛有這種能力?
據加拿大新斯科捨省電力公

司（Nova Scotia Power）稱，

目前加拿大市場上只有日產聆風

（Nissan Leaf）和三菱歐藍德

（Outlander）插電式混合動力汽

車可以雙向充電。

有多少電力可用 ?
根據國際再生能源總署

（IRENA）的數據，預計全球

電動汽車的數量將從 2018 年的

600 萬輛增長到 2030 年的 1.6
億輛，到 2050 年將超過 10 億

輛。這意味著，車輪上的這些電

池將提供巨大的電力存儲能力。

到 2050 年，10 億 輛 電 動

汽車可以提供 40 太瓦時（tWh）
的存儲能力，這是現有固定能源

的 9 太瓦時存儲能力的 4 倍多。

如何讓車輛作為 
存儲和備用電源?
汽車將在電網電力充足的時

候充電，比如颳風或晴天，而不

是在電力需求高的時候。電力公

司可以通過可變定價來鼓勵這種

做法，即在電力短缺時提高電

價，在電力充足時降低電價。通

過雙向充電，當車輛不使用時，

它們可以將電力賣回給電網。

為甚麼電動汽車 
尚未並入電網?

新斯科捨省電力公司副總裁

蘭德里根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雙向充電器還沒有問世。

另一個原因是充電和放電會

導致電池退化，降低其壽命。

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最

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實驗條件

下，一輛日產 Leaf 在進行充放電

以幫助穩定電網時，電池壽命從

10 年減少到 6 年。減少的電費遠

不足以彌補電池壽命的減少。

【看中國訊】汽車的擋風玻

璃可能會由於多種原因而破裂，

例如冰雹或是從翻斗卡車上掉落

下來的石子和碎屑等都能損傷擋

風玻璃。大多數駕駛員通常會想

到的一個問題是：擋風玻璃破損

後，還能用多長時間？

老實說，這個問題並沒有明

確的答案。如果您決定繼續駕駛

擋風玻璃破裂的車，則需要考慮

以下因素以確定它是否安全：

檢查裂縫的大小、位置、深

度等。對於小於 6 英吋的玻璃

裂縫，繼續駕駛可能沒問題。裂

紋一旦開始向外蔓延，就會削弱

擋風玻璃的整體強度，並使您處

於危險之中。另外，駕駛擋風玻

璃破損的車可能會被罰款。

細微的裂縫最終可能擴散開

來，迫使您不得不花錢將整塊玻

璃更換。因此，立即修復是您最

好的選擇。

如果由於某種原因您不能馬

上修補，則需要採取以下預防措

施：

定期檢查：您需要每天檢查

凹痕或裂紋，以確保它尚未開始

擴散。

不要猛烈關

門：大力撞門通

常會對有破裂的

擋風玻璃產生不

良影響，它產生

的力會導致危險

的振動，擴大碎

裂。

留 意 溫 度：

像 任 何 玻 璃 一

樣，擋風玻璃會由於車內溫度的

突然變化而相應膨脹或收縮。如

果擋風玻璃上有裂紋，則可能要

避免使用熱風除霜或空調製冷，

因為溫度變化會加劇裂紋。

小心駕駛：在路上，您必須

保持警惕，並避免高速行駛。路

上很小的碎石或雜物，如果被用

力甩到玻璃裂縫上，可能會破壞

掉整個擋風玻璃。您還需要格外

留意，在崎嶇不平的道路和減速

帶上要緩慢行駛以減少震動。

修理破裂的擋風玻璃

對於擋風玻璃上的小碎片和

裂縫，大多數車主都選擇自行修

理。所要做的步驟是：清理掉裂

縫裡的灰塵和碎屑，然後將透明

的可固化樹脂灌注在破損部位，

以恢復其完整性。

擋風玻璃破裂很麻煩，需要

維修或是最終更換。應儘量避免

在這種情形下，將車四處行駛，

以免給您和您的家人帶來危險。

建議：要及時聯絡擋風玻璃的專

業人士尋求幫助，以確定是否要

對其進行修理或更換。

【看 中 國 訊】2021 年 款

Honda Odyssey 是車系的第五代

產品，自 1995 年在北美推出第

一代，至今已超過廿年。上一代

更領先同級車首推車內吸塵機，

那麼2021款又有什麼新亮點呢？

全新本田 Odyssey 的外型

第一眼看上去跟舊有款式差別不

大，都是有著龐大的身驅。新車

的前臉，尤其是頭尾燈部份都

是新設計，前車燈採用全 LED
燈，車身側面加深了線條，車窗

下方的鍍鉻線刻意在滑門後向下

沉，也加強了視覺效果。

2021 Honda Odyssey 只

有一種引擎選擇，3.5 升自然吸

氣 i-VTEC V6 引擎，壓縮比為

11.5：1，引擎的最大馬力 280
匹，扭矩 262 磅呎。變速箱統

一採用 10 速自動變速箱，車內

的變速控制是由 Acura 移值過

來的變速按鍵，設在中控台下

方，由上至下為 P、R、N 及 D
／ S，按鍵大小各有不同，一目

了然。

中控台底部是一個巨大的

置物空間，而在兩前座中間，

是另一個大型的儲物箱，頂部

是兩個杯座及無線充電板，如

Samsung 手機及新 iPhone 都可

使用。

中排座位上方設有一個

10.2 吋顯示屏，除了可播放由

Blu-Ray 藍光碟機影片之外，

Odyssey 也附有 HDMI 端口，

另有兩個無線耳機，那麼乘客

玩遊戲或看電影時，也不會影

響駕駛者。新 Odyssey 也設有

車內 WiFi 熱點（Hot Spot）。
CabinWatch 是 這 一 代

Odyssey 的 新 裝 備， 在 第 二

排座位上方裝有一個魚眼攝像

機，並在中控台螢幕上播放，

那麼駕駛者可清晰地看到第二

及三排座位的乘客。此外，

CabinWatch 附有 CabinTalk 功

能，就是車內廣播，那麼在外

游覽時，駕駛者就可為作為導

遊，向車內乘客講解名勝歷史。

Odyssey 設有中排三座位

及後排三座位，中排三座位均

可拆除，如中排中間座位拆除

後，左右兩個 Captain Seat 都
可向左右移動，所以 Honda 稱

之為「Magic Slide」，騰出空間

讓後排乘客上落。後排座位則以

60/40 分，可獨立收納至後方，

成為平地台，增加載物空間。

「HondaVac」的吸塵機由

Shop-Vac 製造，吸塵機吸力

不算很強，但運作時聲音也不

大。軟喉長度足夠觸及車內每

一角落，可吸走掉下的食物碎

渣或沙石，保持車廂清潔。

安全方面，本田 Odyssey
設 有 Honda Sensing 系 統，

包括一系列安全設備。例如

i-ACTIVSENSE 是 一 套 全 方

位的防禦系統，內裡由多項技

術組合而成，包括碰撞緩解制

動 系 統（Collision Mitigation 
Braking System）、 車 道 保 持

輔 助（Lane Keeping Assist）
及自適應巡航控制（Adaptive 
Cruise Control ）。

此 外，Honda Odyssey 曾

獲得 Ward's 雜誌的十大最佳用

家 體 驗（Wards 10 Best UX）

獎 項。 同 時 Odyssey 車 內 的

CabinWatch 獲 得 了 Popular 
Science 雜誌的 2017 最佳創新

大獎（Best of What’s New）。

Odyssey 的 乘 客 空 間 達

到 160.1 立 方 呎， 甚 至 比 新

Toyota Sienna 的 159.7 立方呎

更 大。 另 外，CabinWatch 及

CabinTalk 都 是 Odyssey 獨 有

設施，而且 Magic Slide 可使座

位組合更多更靈活，難怪本田

Odyssey 可連續 11 年奪得北美

Minivan 的銷量第一的寶座！

Honda OdysseyHonda Odyssey
2021款本田

目前加拿大市場

上只有日產聆風

（Nissan Leaf）
和 三 菱 歐 藍 德

（Outlander）
插電式混合動力

汽車可以雙向充

電。

豐田太陽能車普銳斯（Prius）。這款普銳斯車頂的大部分都附著
著磷化銦鎵(InGaP)、砷化鎵(GaAs)、銦鎵砷(InGaAs)三種太陽
能電池，功率輸出達到860W。在理想的狀態下，每天能提供2·2
英里的續航。

連續11年
獲評北美最暢銷Min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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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記載，說二戰之後，日本要給

中國戰爭賠款 2000 億美元。但

是毛澤東說不要日本的賠償了。

我結合著毛澤東死後傳來的

偉大事跡，就想：2000 億美元

這是多麼大的一筆錢，中國人民

深受日本發起的戰爭侵害，憑甚

麼你就代表中國受損失的老百姓

說不要了？一塊毛巾一件睡衣，

幾斤豬肉，能值多少錢，你都捨

不得，而你的賣國比這些要大無

數無數倍啊。

那時候美元的購買力是驚人

的，2000 億美元可能相當於今

天的 20 萬億美元！那是能給全

國人民帶來幸福生活起碼是溫飽

的一筆錢啊。

按常理說，日本是中國的

戰爭仇敵。而毛澤東那時候還特

別喜歡接見「日本友人訪華代表

團」，日本還有一個松山芭蕾舞

藝術團，也來過很多次，毛澤東

也接見。中央新聞記錄片製片廠

每次都拍記錄片。那時候電影院

沒有甚麼故事片，經常放的就是

這種毛主席第幾十次接見日本友

人訪華團。

我們那時候也不知道毛澤東

是漢奸，還給日本軍隊提供情

報，幫助他們轟炸重慶陪都的蔣

介石國民黨政府。我當時就很納

悶兒：我們的毛主席為甚麼那麼

喜歡日本友人。

在國外自由信息的環境中，

我才知道了，斯大林是毛澤東和

共產黨的第一個親爹，日本皇軍

是他們的第二個親爹。沒有第一

個親爹共產黨不能誕生；沒有第

二個親爹消耗國民黨的軍力國

力，共產黨不能打敗國民黨奪取

政權，所謂的打江山、坐江山。

所 以 1972 年 9 月 27 日，

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

等來訪日本客人時，毛澤東說：

「……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

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

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

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

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

見你們。」

那時候中國人接收信息的渠

道主要是廣播電臺，農民主要靠

生產大隊的大喇叭。

我這黑五類子女的心情

那個時候京郊農村的人口密

度已經很大了，比如我們通縣，

每個村子之間就只有一、二公里

的距離，要是播送中央人民廣播

電臺的新聞節目，人們在田野裡

走，都能聽得見，這個村子的大

喇叭遠了，前面村子大喇叭聲音

就大了。

那天傍晚下工，從北邊的金

鉤地往村子裡走的時候，一路

上，接著力，我們就聽見了哀樂

的聲音，因為前不久剛死了朱

德，我們就都納悶這回又是誰死

了。哀樂之後是毛澤東死亡的消

息。

按照現代漢語語法的說法，

這樣的消息，定語同位語特別

長，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

舵手、偉大統帥，我黨、我軍、

我國的締造者，等等，之後是毛

澤東同志因病去世。

別人的感受我當時不清楚，

但是我自己是比較高興，因為我

是黑五類子女。 1958 年，從 7
個月大的時候我就受共產黨的迫

害，導致我只上過 3 年小學，3
年初中。但是因為信息閉塞，歷

史知識少，對共產黨或毛澤東還

沒有更深刻的認識，所以不是特

別高興。

哀悼會上人暈過去了

那段時間，全國人民都必須

大肆哀悼。我們生產大隊也布置

了靈堂。毛澤東追悼大會那天我

們也不再下地幹活，而是全生產

大隊的社員都集中在大隊部收聽

廣播，都是站著，尤其是默哀，

時間特別長，好像是 30 分鐘，

也許是一個小時。

筆直筆直地站著，也很累；

屋子裡擠了很多人，氧氣也不足

了，身體不好的人，又特別悲痛

的，就暈過去了二、三個人，被

抬了出去，掐人中搶救。

其實那時候我們村子的農民

都沒有擦屁股紙，都是使用「土

坷垃」（河北方言，即黃土硬

塊）。使完了，放在廁所的牆根

晒，掉了皮，第二次再使用。大

的最後變成了小的土坷垃，就不

再使用。

記得那時的廣播經常向我們

老百姓宣傳：全世界三分之二的

受壓迫者，等待幸福的中國人民

去解放他們，也過上中國人民這

樣的幸福生活。

我那時就想，美國人民難道

連土坷垃也沒有嗎？中國人民就

被洗腦宣傳致愚昧到這種程度，

沒有褲子穿，擦屁股用土坷垃，

也要為毛澤東之死哭得死去活

來！

擦臉和洗腳一塊兒毛巾

以後的幾天，大喇叭裡的中

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了很多毛澤

東的偉大事跡。其中有幾件事我

印象很深。一個是毛澤東特別簡

樸，生活非常樸素、簡單，平時

不吃肉。只有工作特別累，腦子

特別累的情況下才會讓工作人員

給他燉點肥肉，補補腦子。

第二件事，廣播裡說毛澤東

擦臉的毛巾和洗腳的毛巾是一塊

兒。他認為，手是最髒的，甚麼

都接觸；而腳甚麼都不接觸，比

手乾淨。

第三件事是毛澤東的睡衣穿

了十多年，都破了，他也不許換

新的，只是讓工作人員補一補再

傳。

日本賠償不要了

那時候也有公開的報導和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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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 9月，毛澤

東死的時候，我 19歲，

在北京市通縣城關公社

小潞邑生產大隊第二生

產隊當知識青年，插隊

知青。這裡敘述當時親

身經歷的幾個見聞。

《第一個感恩節》（1621 年迪讓·萊昂·杰羅姆·費里斯繪。）

林彪實錄：從七千人大會到文革

由於大躍進及大饑荒引發

嚴重問題，1962 年 1 月，中共

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討

論因應。參加會議的共有 7113
人，因此這次大會又稱「七千人

大會」。毛澤東則在會上做了

自我批評。

林彪私下承認說了違心話

根據《吳法憲回憶錄》，林

彪在會議上發言捧毛，保駕有

功，但林彪私下承認說了違心

話：「我這樣講是出於無奈。不

這樣講，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

響，整個局勢就不好維持了。」

但毛對林彪講話十分感奮，

批示說：「這是一篇很好的文

章，看了會使人大為高興，要發

給大家學習。」

中共史學家陳永發認為：

「大會期間他（毛澤東）的表

現，卻只令人注意到他絕不直接

和具體認錯。為了不在蘇聯領導

人赫魯曉夫面前出醜認輸，也為

了不讓城市斷糧鬧事，他寧可犧

牲為革命出力最大的農民大眾，

而七千人大會還只是幫助他擴大

農村徵糧的工具而已。」

由於毛澤東巧妙的安排及中

共高官們的配合，這場會議不僅

沒有起到檢討改進的作用，甚至

還埋下後續鬥爭的種子，4 年後

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江青幫毛訓斥周恩來

而江青、葉群兩大夫人均出

席中常會與中央文革碰頭會，全

是毛澤東的安排授意。當時江青

訓周恩來一節，其他資料都是旁

聽旁聞，吳法憲可是親歷者，

《吳法憲回憶錄》描繪尤為精細。

江青對周大發雷霆：「你周

恩來，不是我們中央文革保你，

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條

條來去無牽掛』，對你沒有甚麼

可怕的。你周恩來比我的強的，

只是組織才能，這點我佩服。但

是你掌握原則、大政方針是不行

的。」周勉強說：「江青同志，

你比我強，我得向你學習。」

會場一片寂靜，只有康生出

來敲邊鼓：「希望周恩來同志多

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見，你們兩個

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

頭會議的領導核心，可以為毛主

席多出主意。」周只好點頭稱是。

「以後江青越來越囂張，而

周恩來對江青，唯唯諾諾不敢犯

顏……只有江青才說了算。江青

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來，除

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

眼裡。」

林彪痛斥江青

到 了 1967 年 2 月 20 日，

林彪為保護蕭華痛斥江青一節，

其他資料說得都很粗略，吳法 
憲詳敘頭尾，包括嚇壞了的葉群

哭抱林彪，強阻他拉江青去見毛

澤東。吳的分析也甚到位：「這

次林彪與江青大鬧，撕開的裂痕

是很深的，可以說是種下了分裂

的種子。林彪對江青是不滿的，

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過

分譴責。」

林江矛盾由此一直延續到

「九‧一三」事件。當時中央高

層敢於當面斥責江青，除了毛，

就只有林了。

長津湖戰役中的水門橋
中共軍隊在長津湖戰役包

圍了美軍，並三次炸斷其唯一的

退路水門橋，沒想到還是被美軍

迅速修復，並帶走了十萬難民，

韓國總統文在寅的父母親也因而

幸運逃出。

負責東線戰役的美軍陸戰一

師，發現被數倍於己且不宣而戰

的中共軍隊包圍的時候，唯一

的選擇只能盡快撤退。而水門橋

就位於其咽喉要道上，如果這座

橋保不住，那麼整個陸戰一師真

有可能被共軍包圍，全軍覆沒。

中共軍隊三炸水門橋

中共當然也深知此橋的重要

性，所以在 1950年 12月 1日，

派遣第 60 師的一支炸橋小分隊

成功將水門橋炸毀，但是美軍工

兵營迅速將其修復了。

3 天後的 12 月 4 日，又一

支小分隊乘黑夜第二次將修好的

水門橋炸毀。結果美陸軍工兵營

又在原橋殘留的橋基根部架設了

鋼木橋梁，使其恢復通行。

12 月 6 日，惱羞成怒的共

軍藉著夜色發起突擊，把大橋連

同基座全部炸毀。據說，第 58
師副師長向上級拍了胸脯保證：

水門橋已經被徹底炸毀，美軍決

然無路可撤。

美軍空投架橋

得悉水門橋被徹底炸毀，聯

合國軍對司令部在東京連夜召集

專家，很快決定了新方案——空

投橋梁組件，架設一座鋼架新

橋。僅僅一天之內，美軍就完

成了從方案確定、測試到機場預

備空投的各項工作。

12 月 7 日 凌 晨， 美 軍 用

C-119 大型運輸機將 8 套 M2
型鋼木標準橋梁，運往一千多公

里外的水門橋上空。 9：30，美

軍用巨型降落傘直接空投到美軍

陣地。

由於河谷風大，空投組件除

一套損壞，一套飄落到中共軍

隊的陣地外，其他 6 套組件被

美軍工兵安全接收。美軍工兵

部隊經過一晝夜緊張施工，於 8
日下午 4 點重新將橋架設成功，

整個過程前後不過兩天。

12 月 8 日 晚 6 點， 美 陸

戰 1 師倖存的 1 萬多名官兵及

1000 多輛汽車和坦克，在接應

部隊的掩護下通過水門橋，終於

撤出長津湖地區的崇山峻嶺，繼

續向興南港撤退。

最後，美軍不但全身而退，

還帶走了上十萬百姓，其中包括

現任韓國總統文在寅的父母親。

文在寅曾經表示：「沒有興南大

撤退，也就沒有我。」

◎文：吳文華

◎文：徐榮

1972年 9月，日

本首相田中角榮

（左）訪問中國，

與毛澤東會面，

並正式與中共建

交。

Getty Images

公有領域

美軍撤退並在興南港帶走難民。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Food C3看佳餚2021 年 12 月16 日 — 12 月 22 日    第 189 期

    聖誕塔

法式甜點中的「馬卡龍

塔」，是最美聖誕節櫥窗風

景之一，精緻小巧、粉嫩顏

色的馬卡龍，一個個整齊地

排列在特製的圓錐形支撐架

上，一層一層往上疊，色彩

漸層變化，非常美麗，帶給

人精緻溫馨的美好感受。

2
    聖誕水果蛋糕

在歐洲，聖誕節到新年

的期間，很多人家裡會準備

著各色的糕餅麵點，用來招

待到訪的親友。常見的糕點

有水果蛋糕，內餡是醃漬蘭

姆酒的果乾，散發淡淡甜

香，表面則裹上厚厚的白糖

粉，或搭配奶油起司食用。

5

    聖誕肉桂卷

肉桂卷的香氣迷人，造

型十分討喜，如包捲紅色的

餡料，表面裝飾白色的糖

霜，更是聖誕應景糕點。將

肉桂卷排列如玫瑰花束，麵

團整形有秘訣，只須將麵團

放在圓形容器定型，麵糰二

次發酵後，保持圓形。

1

文︱斯玟

聖誕倒數早已開始，

一邊品味聖誕糕點，

一邊溫習聖誕傳統，

感受聖誕溫馨喜樂。

應景
美食

    聖誕樹

糕點的造型創意無限，

製作聖誕樹糕點，可用外型

為平面的糕點，適合裝飾，

也方便取食，例如：脆餅或

千層酥；裝飾象徵聖誕節的

綠色或紅色食材，例如：奇

異果和紅莓果；最後撒上白

色糖粉，就像聖誕飄雪。

4

    聖誕花環麵包

聖誕節經典布置，除了

聖誕樹，就是聖誕花環，常

見有桌上花環、懸掛花環，

以及掛在門上的花環。在圓

環麵包上，裝飾松樹葉、松

果和紅色莓果，以及各式堅

果碎粒和水果片，聖誕味十

足，兼具美觀與美味。

3

聖誕糕點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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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 ∼ 12 月 22 日

西芹

Jumbo Yams 珍寶紅薯

*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

大量大量

免費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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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lb Carrots 胡蘿蔔 Celery Red/Y/R Potatoes 各種土豆3lb Yellow Onions 黃洋蔥

Head Lettuce Broccoli Crowns 西蘭花冠

平價 新鮮

西生菜 Green Peppers 青椒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and get  a free free 
Honeydew.Honeydew.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1 個白蘭瓜。

$14848
ea

$07878
lb

$12828
ea

$0686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 16868
lb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 1 個白蘭瓜。

$14848
ea

$39898
ea

$29898
ea

5 磅裝3 磅裝

Celery 

$1

Celery Red/Y/R Potatoes 

Head Lettuce 

$

10 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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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是氣候上寒、暑交替的

時節，古人云：「冬至一陽生，

夏至一陰生。」陰氣盛極而衰，

此時正是養生進補的重要時機，

如果調養得宜，對改善氣血循環

有很大的幫助。

冬至進補 春天打虎
俗諺說：「冬至進補，春天

打虎。」意思是冬至這天吃補，

養好的身子到春天的時候，強壯

到可以打老虎。在中醫理論中，

冬令進補為「冬藏」的概念，藏

陰斂陽，少食生冷，但也不宜燥

熱。許多人喜歡在冬季吃羊肉爐

或薑母鴨進補，一不小心吃多了

就容易上火，造成嘴破和長痘

痘，建議這類的進補可以 1 至

2 週吃一次即可。如果不喜歡進

補，也可以在日常料理時加入一

些滋補的藥材，像是何首烏、麻

油、龍眼乾和人參等。

冬季除了要進補暖身，也

要注重養腎，由於寒冷的天氣

容易發病，造成腎元氣受損。

《黃帝內經》裡中醫五行學說，

冬至進補 古人吃此粥除疫鬼

至」這一天做紅豆粥，而這樣的

習俗與冬臘節令的臘八粥融合，

承傳的記憶逐漸模糊，最後在中

國沒有特別在「冬至」喝紅豆粥

的習俗。韓國則流傳至今，每年

的冬至，都要吃上一碗紅豆粥來

「驅鬼」。

紅豆粥食譜

食 材： 紅 豆 500g、 黑 糯

米 100g、乾紅棗或龍眼乾少

許、湯圓數顆、鹽巴少許、糖

100g、水適量。

作法：

1. 將紅豆洗淨後，用清水

浸泡半天（至少 5 ～ 6 小時），

倒掉浸泡的水後，放入鍋中熬煮

至軟爛。

2. 將煮好的紅豆湯與紅豆

分開，並將紅豆壓製成豆沙（可

冬至，又稱冬節、

賀冬，是二十四節氣之

第一個節氣，一年中白

晝最短的日子，也是一

年中最嚴寒的時候。

雞蛋蜂蜜敷臉

鷄蛋黃不僅含有脂溶

性維生素 A、D、E，也
富含維生素 B2、B6、
B12、葉酸、泛酸和膽
鹼等營養素，還含有葉黃

素、玉米黃質等護眼營養

素。

雞蛋黃和橄欖油能滋

潤皮膚，蜂蜜則可保溼和

淡斑，敷臉一段期間後可

使臉部光滑，氣色更佳。

材料：雞蛋黃、1茶
匙蜂蜜、1湯匙半的麵粉
和數滴橄欖油。

作法：攪拌材料後敷

在臉上 10 ∼ 15 分鐘，
再以溫水洗凈。

注意每次敷臉至少相

隔 1天以上，油性易長
痘痘者，不適合此敷臉方

式。

節慶
食俗

以先壓泥，再過濾掉紅豆皮，或

用調理機打成碎泥狀）。

3. 黑糯米預先洗淨，用水

泡約 2 ～ 3 個小時，然後放入

紅豆湯裡一同熬煮至米熟爛（視

情況加水調整濃稠度）後，加

入紅豆沙、乾紅棗或龍眼乾拌

勻，接著依照個人喜好放入鹽巴

和糖調味。

4. 利用熬粥的時間，煮熟

湯圓，最後將湯圓放入煮好的紅

豆粥裡。

認為黑色入腎，黑色的食物能

夠調補腎氣，這時可以多多選

用「黑色」的食材，例如：黑木

耳、黑豆、黑棗、烏骨雞及黑芝

麻等。人體營養的攝入能否吸收

的關鍵在脾胃系統，若是運作不

順暢，吃得再好也難以吸收，因

此平時可吃些健脾胃的食材，例

如：山藥、地瓜或南瓜等。

冬至吃紅豆粥 驅疾避疫
為了袪除陰氣，中國古代曾

盛行冬至吃紅豆粥，以攘除疾

疫。根據《荊楚歲時記》記載，

陝西一些地方在冬至時會吃紅豆

粥，認為可以驅疫鬼以避疫。有

一種說法是在中國上古神話時

代，共工的兒子修，在冬至這天

變成了疫鬼，他在成為鬼前，特

別討厭紅豆，後來演變成人們

為了驅逐疫鬼，就特別選在「冬

◎  文：闕綉彤

◎  文：小萍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

遇到一些小問題、小

狀況，如果知道如何處

理，您就會覺得得心

應手，輕鬆許多。以

下介紹一些生活養生

小妙招，提供您參考。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2021 年 12 月
17 日～ 23 日

丘比牌焙煎芝麻口味沙拉醬

味之素牌酥脆炸粉原 / 辣味

雙魚牌椰漿

墨西哥產大迷你西瓜

菲式廣州炒麵

美國德州產短紹菜

加州產富有大甜柿

萬歲牌玉米油

墨西哥產苦瓜

加州產特大無籽紅 / 青 / 黑提

菲式豬肝醬罐頭

墨西哥產中國茄子

墨西哥產盒裝藍莓

地捫牌熱帶雜果罐頭

墨西哥產油菜心

墨西哥產大青檸

金熊貓牌原味煉奶

墨西哥產日本小南瓜

夏威夷產夏威夷紫薯

中原牌 G7 三合一速溶咖啡

墨西哥產長豆角

錦字牌最高級壽司米、
最高級特選玄米

JHC 鮮米粉

限購
4盒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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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在公寓養狗最

怕的是什麼？一是吠叫聲擾鄰，

二是活動空間不足。飼養寵物生

活中多出許多快樂和牽掛，不只

有餵養食物那麼簡單。養新狗狗

之前，必須考慮最合適自己生活

方式的狗狗品種——有些小型犬

不愛吠叫，也有的大型犬運動需

求量不高，這類狗狗通常較適合

公寓生活。

有些飼主無暇每天帶狗狗外

出散步活動；也有的人喜愛親人

而又安靜的陪伴犬，減輕訓練狗

狗的壓力，那麼以下 7 種可愛、

穩定型的品種狗是不錯的選擇。

波士頓梗犬 
(Boston Terrier)

波士頓梗犬具有鬥牛犬和�

犬的血統，性格溫和、聰明活

潑、善解人意、個性穩重、甜美

而深情，它們喜歡玩耍，也會注

意周圍環境的動靜，並且可以和

孩童、老人，以及其它狗狗相處

融洽。在家裡很安靜，外出活動

時活潑開朗，樂於社交，是很受

歡迎的小型「公寓犬」。

大丹犬(Great Dane)

體型巨大的大丹犬有「溫柔

的巨人」稱號，沒有人會猜到它

的內心是多麼地「甜心」。大丹

成犬可以長到像一匹小馬那麼

大，它們天性冷靜、友善，對孩

童、小型犬和貓咪都很溫和，但

如果您家裡有幼小兒童，最好在

身旁多加留意，畢竟狗狗太大

了，可能會不小心踩到孩子。

大丹犬的叫聲較一般狗狗響

77種

安靜不擾鄰

亮、深遠，然

而它們平時很

安靜，運動量

需求不高，每

天步行 10 ～

20 分 鐘 就 能

滿足。大多時

候，狗狗喜歡懶洋洋地窩在沙發

上，喜歡與家人共度時光，是出

色的家庭犬。需注意的是：飼養

巨型犬的飲食費用較高；狗狗會

流口水，主人平日最好預備手巾

擦口水。

巴哥犬(Pug)

巴哥犬又稱哈巴狗，有句話

說：哈巴狗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

在你身邊。這個品種狗非常適合

悠閒的家庭，不需要太多戶外活

動，每天短途步行 10 分鐘就足

夠。巴哥犬喜歡擁抱，對主人很

忠誠，只要能得到主人的關注就

很快樂。

它們可以依偎在主人腿上慵

懶地度過一下午，每天最多可睡

14 小時。哈巴狗性情穩定，安

靜不常吠叫，偶爾有點小淘氣，

聰明又有趣，是公寓住戶和老年

人的好夥伴。

意大利靈緹犬 
(Italian Greyhound)

相較於靈緹犬，意大利靈緹

犬體型較嬌小，優雅而靈敏，

體重大約 6.5 公斤的小型犬。

它們跑很快，但卻只是「短跑健

將」，客廳的地板就能滿足狗狗

的運動需求，很適合公寓生活。

天性善解人意，重感情，不喜歡

獨處，適合第一次養寵物或長時

間待在家的人飼養。

意大利靈緹犬非常長壽，通

常壽命在 13 ～ 15 歲之間。溫

柔甜美，很安靜，儘管在家追逐

玩具玩耍也幾乎沒有噪音。需注

意的是，它們喜歡追逐較小的家

庭寵物，或是小鳥、松鼠都會引

起狗狗的注意，最好將陽台、圍

欄防護做好，以免跳高翻越。

哈瓦那犬(Havanese)

哈瓦那犬個性溫順，活潑可

愛，個性穩定，不常吠叫，非常

適合居住在城市和公寓裡生活。

它們有時會想出自己的遊戲，然

後和主人一起玩。精力充沛，喜

歡蹦蹦跳跳，通常只需在屋子裡

玩耍，步行 30 分鐘就能滿足運

動量，不需要太大的活動空間。

哈瓦那犬很喜歡和主人在一

起，會靜靜地看著主人眼睛，聽

主人說話。全身蓬鬆、摸起來如

絲般柔滑的披毛很漂亮，飼主可

以發揮創意幫狗狗修剪，或綁紮

造型，幾乎每天都需要梳理狗狗

毛髮，保持乾淨。哈瓦那犬不太

會掉毛，因此不必擔心會有滿屋

子飛毛。

法國鬥牛犬 
(French Bulldog)

法國鬥牛犬是不喜歡吠叫的

小型犬，體格勻稱且肌肉發達，

看似好鬥其實性情溫和，有點頑

皮，皺皺的臉頰，讓人難以抗拒

的可愛。它們不是精力旺盛的犬

種，總是一派悠閒，當主人忙於

工作時，也能夠獨處，是很出色

的「公寓犬」。

這個品種狗的特點是「舉止

彬彬有禮」，平時表現「冷靜」

但也喜歡玩耍，可以和小孩、老

人或其它寵物相處很好，它們很

樂意坐在主人腳下或蜷縮在沙發

上打盹，是您看劇時的最佳伙

伴。

比熊犬(Bichon Frize)

外型像毛茸茸玩具的比熊犬

很好照顧，雙層披毛不太會脫

落，能夠輕鬆保持公寓住家清

潔。它們不常吠叫，聰明，甜

美，俏皮且適應力強，但不喜歡

獨處，比較適合多隻寵物的家庭

或常在家的主人飼養。

所有的狗都有護衛家園的

天性，即使是較「安靜」的狗品

種，也會因不安全感而有吠叫的

可能。通過一些基礎的狗狗訓

練，便可以大大減少擾鄰的機

率。如有時間的話，經常帶著狗

狗走出公寓到附近散步，對寵物

身心健康有很大好處。

適合在公寓生活的狗適合在公寓生活的狗

波士頓梗犬

大丹犬

意大利靈緹犬

哈瓦那犬

法國鬥牛犬

比熊犬

巴哥犬

（整版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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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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件4$ 99

Western Family
羅馬生菜 3 件裝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26 日
本廣告優惠以店內實物和標價為準

4$ 99

Western Family
羅馬生菜 3 件裝羅馬生菜 3 件裝

Sugardale
 �燻��
�⻣ $5.27/kg節日

特惠

Grade A �� 
3kg � 7kg 冰鮮

7000 分免費換

8000 分免費換

免���優惠���止

特價
每磅0$ 99

特價
每磅2$ 93

或

新鮮黃鰭吞拿魚
魚扒

特價
100g2$ 99

買 2 件
賺 500 分

進口藍莓
510g/ 盒

特價
每件5$ 99

特價

��� $50

Delissio 多款冷凍披薩Delissio 多款冷凍披薩特價
每件5$ 99

Delissio 多款冷凍披薩Delissio 多款冷凍披薩特價
工匠麵包 450g 或 600g

特價
每件3$ 49

特價
每件
9999

賺 500 分

買一送一！

Western Family
生虎蝦 340g 限購 6 包

買一送一！買一送一！

特價
每磅0$ 99

有��國�口��
$4.39/kg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26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26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26 日
本廣告優惠以店內實物和標價為準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26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26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26 日

有��國�口��
$4.39/kg

特價
每磅1$ 99

胡�蔔 3 �� 或
�� 3 ��

特價
每袋2$ 49

大黃��
$2.18/kg

特價
每件15$ 99

特價
每件10$ 99多款口味

長方蛋糕
670g/590g

多款口味
節日蛋糕
850g

【看中國訊】當健康專家審視全球統

計數據時，他們被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大

陸的低感染率和死亡率所困擾，那裡的疫

苗接種率不到 6%。

非洲佔世界人口的 17.46%，死於

COVID-19 的人數只佔全球的 3%，而衛

生保健較好的國家的死亡人數比重較高，

其中美洲佔 46%，歐洲佔 29%。

在世界範圍內，各國採取了不同的

方法來應對 SARS-CoV-2 的傳播。在

CAN 電影發布的一部簡短記錄片中，對

蘇格蘭和瑞典的 COVID-19 結果進行了

比較。

到 2020 年 3 月，蘇格蘭已經實施了

嚴格的封鎖，關閉了學校和其他社會場

所。人們只能每天鍛練一次、上班或購買

食物，否則就會受到警察罰款的威脅。

然而，瑞典與全球大多數國家不同，

最初因限制較松和缺乏嚴格的封鎖措施而

受到詆毀。

2020 年 10 月，《時代》週刊稱這種

舉措是一場「災難」，但數據顯示，瑞典

的死亡率與其他年份一致。瑞典的人口幾

乎是蘇格蘭的兩倍，其應對措施對經濟和

人口健康的影響明顯較小，而且額外死亡

人數的比例幾乎是蘇格蘭的一半。

蘇格蘭經歷了三次封鎖，64 次學校

關閉，體重增長率高達 54%；而瑞典沒

有封鎖，沒有學校關閉，體重沒有增加。

在 2021 年感恩節假期，媒體爆出

了在南非發現的一個新的 COVID-19 變

體，被稱為 Omicron 的消息。

這個變體的不同之處在於，醫生報告

了「不尋常」但溫和的症狀，疲勞是最常

見的身體不適。作為回應，世界其他地區

立即制定了進出南非的旅行禁令。

有趣的是，在整個大流行病期間，非

洲採取的措施因國家而異，然而整個非洲

大陸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相對穩定並較低。

整個非洲大陸似乎已經避開了對這些資金

匱乏、城市擁擠的國家所預測的大量感染

和死亡。

早期的估計是，當這種大流行病席捲

非洲時，將有數百萬人死亡。然而，這種

情況並沒有發生。據美聯社新聞報導，該

大陸只有不到 6% 的人接種了疫苗，幾個

月來，世界衛生組織（WHO）稱非洲是

「世界上受影響最小的地區之一」。

在哈拉雷郊外一個繁忙的擁擠市場，

美聯社新聞採訪了尼亞沙 · 恩杜，他的口

袋裡裝著一個口罩。市場上還有數百人，

大多沒有戴口罩。恩杜解釋了他口袋裡的

口罩僅僅是為了防止警察索要賄賂。

奈及利亞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政

府的記錄顯示，在該國生活的 2 億人口

中，只有 3000 人死亡。在美國，美聯社

新聞報導，每兩三天就有這麼多的死亡。

在世界各地，國家和社區都進入了封

鎖狀態，據說是為了幫助「拉平曲線」，

減緩病毒的傳播。賴索托是世界上最南端

的內陸國家，被南非包圍，在無人生病之

前就封鎖了他們的國家和邊界。

雖然一些國家採取的封鎖人口的快速

行動可能在早期減緩了病毒的傳播，但

SARS-CoV-2 是難以擺脫的。這意味著

它存在於環境中，無論怎樣封鎖都無法消

除病毒，一旦再次開放封鎖，病毒將繼續

傳播，就像流感和感冒病毒一樣。像賴索

托這樣提前鎖定的國家，在鎖定解除後出

現了感染。

在大流行的早期使曲線變平緩並減少

感染數量的一個好處是，醫生可以利用這

段時間來改進治療方案。

弗拉基米爾 · 澤倫科博士和前線

COVID-19 重症監護聯盟是醫生和醫生

團體的兩個例子，他們在 2020 年期間制

定的治療方案已被證明是成功的，並減少

了患有嚴重疾病或長期症狀的人數。

有幾個因素可能影響非洲的感染率。

約翰 · 坎貝爾博士指出，日本的醫生被

允許向病人合法開出伊維菌素後僅 12 天

後，COVID-19 病例在 8 月開始急劇減

少。

通過谷歌翻譯，坎貝爾瞭解到，東京

醫學會主席 Haruo Ozaki 博士注意到非

洲的低感染率和死亡人數，在那里許多人

使用伊維菌素進行預防。

其他在非洲常見的藥物也顯示出對

COVID-19 的有效性。Zelenko 發表了

使用羥氯喹對抗COVID-19的成功結果。

還有青蒿素，一種青蒿的代謝物，是

目前治療瘧疾的選擇。自 2003 年 SARS
爆發以來，該植物也被研究用於治療冠狀

病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非洲的中位年齡是 19 歲，因此感染

導致死亡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只有 3% 的

人口超過 65 歲。此外，在大多數非洲國

家，老年人的住宅護理設施是罕見的。

天氣也可能對誰會感染 COVID 起到

一定作用。高溫天氣和陽光明媚的天空，

提高了人口體內維生素 D 的水平。

儘管疫苗接種率不到 6%，但撒哈拉

以南非洲人口中 COVID-19 的低數量仍

然存在。與此同時，西方國家的疫苗接種

率正在飆升，但他們卻在與不斷上升的感

染率和死亡率作鬥爭。

儘管有了這樣的統計數據，奈及利亞

官員卻宣布他們將加強免疫接種計畫，希

望在 2 月前給一半的人口注射疫苗。

簡單地說，他們的目標是在一個未遭

到病毒肆虐的人口中實現「群體免疫」。

Oyewale Tomori 是一位來自奈及利亞的

病毒學家，他是世衛組織多個諮詢小組的

成員。他認為，疫苗接種水平不需要像西

方國家那樣高。

但南非的流行病學家 Abdool Karim
卻呼籲開展全面的疫苗接種計畫，以「為

下一個浪潮做準備」，否定了過去 20 個

月在非洲發生的實際情況。

隨著自大流行開始以來感染率和死亡

率較低的非洲國家為其越來越多的人口接

種疫苗，人們不禁要問：一旦疫苗接種計

畫開始實施，死亡率是否會像世界上其他

疫苗接種水平高的地區那樣攀升？

如果是這樣，各位「健康專家」將如

何解釋在一個迄今為止避免了 COVID 大

流行的大陸上突然增加的感染和死亡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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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pnbfasterheating.com

諮詢電話: 
 587-917-2902 
587-719-9788卡爾加里

  獨家代理  

60多歲醫學博士範醫生說：她用了【Natural Mi Ys 珍黑護髮染髮乳】二月後神奇的長出了一些
黑頭髮！同時還見證了幾位老人也不同程度多多少少長出了新的黑頭髮。范醫生表示：是因為
【Natural Mi Ya珍黑護髮染髮乳】是由植物精華製成，所以有保護毛囊及恢復毛囊功能的作用。

Soybean  Henna

- 植物製劑，溫和配方
- 無臭味，不含致癌物
- 清洗後無殘留化學物質
- 白髮、黃髮、枯髮都適用
- 真空包裝簡單方便

最新奈米技術萃取天然植物精華，其細微顆粒能為頭髮所
吸收而不是覆蓋在頭髮上，給秀髮最深層的保溼因子和營

養並使之秀髮柔軟 滑順，光澤亮麗

Zen & Accessories禪
市區店：202，200 Barclay Parade SW(Eau Claire Market) 

 Unit J2, 260300 Writing Creek Crescent, Balzac ( New Horizon Mall )

為何非洲有超低的COVID死亡率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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